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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閩客族群的血緣與修譜新觀念

林瑤棋

(臺中縣真生診所院長、臺灣姓氏研究學會前理事長 )

壹、前言

臺灣是一個多元化移民社會，號稱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及原住民四大族群。

可是自光復後以迄解嚴前，一般人認為臺灣只有臺灣人和外省人二大族群，直到民國

六○年代末期，臺灣政治逐漸走入民主化與本土化之後，才有人把臺灣人強調分為閩

南人、客家人、原住民三個不同族群，這種說法是否正確，頗值得商榷。

在清代，臺灣確實有閩南人、客家人及原住民之分，當年有如此族群區分，應

與分類械鬥有密切關係。事實上，在清代更細分為泉州人、漳州人、廣東客、福建客

（漚客）、潮汕人、生番、熟番……等，何止三個族群！日本據臺之後，政治步上軌

道，管理制度化，臺灣的分類械鬥在日據初期就消弭於無形，所以在日據時代，臺灣

只有本島人與內地人之分。光復後，國府沿用日據習慣，也分為臺灣人與外省人二族

群，直到民國六○年代末期，臺灣才逐漸有人強調四大族群的說法。

所謂臺灣人中的閩南人和客家人，其實很難下定義。如果以語言來區分，閩、客

人口比約85%比15%；如果以唐山原鄉的母語來分，閩、客人口比約各佔一半，因為很

多福建的客語地區移民被歸類為福佬人；如果以血緣遺傳基因來說，閩、客、平埔人

口比約各三分之一。

今天在臺灣社會中，很多客家人批評閩南人口多，致使閩南人有大沙文主義，其

實客家人成為少數，是被閩南化的結果。依祖籍地來統計，客家人口數並不比閩南人

少，只是大多數客家人，已經被閩南化到連自己都不知道原是客家人，才會讓客家人

感覺是委曲的少數族群。

臺灣之有正式戶籍登記，是在日據之後，第一次公佈戶籍調查是在西元1905年，

後來日本人於1926年做住民祖籍原鄉之統計調查，並把福建來的登記為「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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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來的登記為「廣」，結果是83%比16%。�那時候「福」被認定為閩南人，「廣」

被認定為客家人，其實這樣認定法是錯誤的。因為來自福建省的詔安、南靖、平和、

永定、上杭、武平、長汀、寧化、清流、連城等縣的人，雖然行政區域隸屬福建，他

們卻以客家人佔多數。另外有很多潮、汕的人，雖隸屬廣東省，但他們卻講閩南話。

很不幸的，從此以後很多人就一直沿用那次的統計資料，以做為閩南人和客家人的區

隔。

臺灣在十六世紀以前的無主時代，是閩南人活動的地方，其中以顏思齊、鄭芝龍

等海盜最為活躍，他們不斷的與平埔族互動，使閩南話成為臺灣南部的通用語。�之後

的荷蘭人，開始大量引進閩南人來臺耕種，以及後來鄭成功帶來約二萬多閩南人，因

此閩南話就成為臺灣島的通用語，吾人從新港文的文獻，即可說明這個現象的存在。

西元1683年，施琅打敗鄭氏王朝，自此臺灣歸清朝統治二百餘年，而數以百萬計的唐

山人東渡來臺。他們在原鄉不管是講什麼方言，來到臺灣，就使用臺灣通用語，即是

閩南話。很多客家人後裔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原因就是這樣被閩南化所造成的。

三、四百年來，臺灣在無數次的分類械鬥中，閩、客械鬥並不算次數最多，反而

是漳、泉拚、頂下郊拚及字姓拚更多，可見閩、客在臺灣歷史上，並沒有嚴重的衝突

心結，而代表閩、客心結的義民廟，猜想是後人在某個角度上把它擴大解釋的結果。

在唐山的閩、客人來到臺灣後，不但互相融合，而且又與平埔族融入在族群大

熔爐中，成為今天的臺灣人。自日據以來，他們都自認為是本島人或臺灣人，相處和

諧，沒有心結的問題。可是近二、三十年來，大家強調閩南、客家是不同族群之後，

閩、客心結就真的逐漸浮現，最明顯的現象就是在各層級選舉時，閩南、客家投票的

對象截然不同�，這是令人遺憾的事。

閩南人自稱祖先是來自中原的河洛（黃河、洛水），客家人更是說，祖先是純種

中原漢人�，二者都是強調自己是中原漢人，是五次的漢人大南遷的後裔。閩南、客家

是否真是從中原南遷的漢人，二十世紀末期，已有醫學的遺學基因研究成果指出，閩

1… 陳紹馨，《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79 年 )，頁 23。

2… 臺灣省文獻會編，《臺灣史》(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8 年 )，頁 58-63。

3… 李文斌，〈客家人與臺灣政治〉，《臺灣客家人新論》(臺北市：臺原出版社，1993 年 )，頁 22-23。

4… 楊長鎮，〈羅香林的客家描述〉，《臺灣客家人新論》(臺北市：臺原出版社，1993 年 )，頁 85-89。



臺灣學研究通訊　第二期€

�0� �0�

南或客家都是南蠻的越族人，因此如果還自稱是純正中原漢人，就有穿鑿附會、自抬

身價的偏頗。

血液遺傳基因學家林媽利教授統計閩南與客家人HLA基因的頻率，與國際資料庫

裡亞洲各個族群的資料比對，算出不同族群間的基因距離，再得出不同族群的親緣關

係。結果發現閩南人與客家人在血緣上幾乎一致，同屬東南亞洲人種，和北方漢人及

北亞洲人在遺傳基因上則有相當距離。�如果未來有一天，林教授的研究報告獲得全體

國人一致的認同，那麼就全盤否定了閩、客都是中原純種漢人的說法，更證明了閩、

客是同一族群。

林教授是利用卡恩的研究成果的技術，西元1987年美國遺傳學家卡恩(Rebecca 

Cann)利用現代人mtDNA不同的突變，將現代人分別歸類為不同的母系血緣系統，比對

國際資料庫的mtDNA序列，即可推測族群的來源及遷移過程。

其實，族群(Ethnic groups)是指一個民族中的各次族群單位，那麼客家人與閩南

人是否應視為不同族群，筆者未敢苟同。一般說來，對一個族群的觀察，脫離不了體

質與文化特徵，所謂體質是包括膚色、髮色、高矮……等，文化特徵包括有語言、服

飾、髮式、宗教、風俗習慣、民族性……等等�，但是我們所看到的閩南人和客家人，

這些族群分類條件都極為一致，應視為同一族群，根本無須把他們區分。

貳、閩、客都是漢化的越族人

要真正了解臺灣的閩南人及客家人，必須先去了解唐山原鄉的這二個族群。在唐

山所稱的閩南人，即是漳、泉閩南地區的人，但是客家人對閩南人的認知是：除了閩

南地區外，尚包括福州、莆仙、潮汕地區的人，他們沒有閩南人的稱呼法，均稱這些

人為福佬人或鶴佬人(Ho lo Ngin)。而客家人則是閩、粵、贛交界山區的人，因為這

地區土地貧瘠，人民生活困苦，喜歡搬家遷徙，一般人就稱他們為客人(Hak Ngin)，

他們也自稱為客人。直到民初，羅香林為了區別國語的「客人」詞彙，才在他的著作

5… 林媽利，〈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科學人雜誌》(2006 年 9 月 )，頁 122-127。

6… 王明珂，《華夏邊緣》(臺北：允晨文化，2005 年 )，頁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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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加「家」字，成為客家人(Hakka Ngin)。�至於臺灣的「客家人」詞彙是二次大戰

後，由國府帶過來使用的，在比之前，臺灣客家人都是自稱「客人」。

客家人原來分佈於閩、粵、贛交界山區，再順著九龍江、汀江、梅江、韓江往東

方沿海遷徙，所以從閩西或粵東到沿海的十幾個縣，幾乎都是客家人落腳的縣。例如

蕉嶺、大埔、饒平、豐順、上杭、永定、龍岩、平和、南靖、詔安……等，都是客家

人佔多數的縣。在唐山，閩南人和客家人眼中的對方，就跟看待其他地區不同方言語

系的人一樣，只是認為不同方言而已，就像看待福州語系、莆仙語系、廣府語系一樣

的心態，並沒有異族或不同族群的意識。�可是近二、三十年來，臺灣的閩南人與客家

人，或多或少都處於某種程度的緊張狀態，這是否與政治上有某種的關連性，值得大

家來探討。

林媽利教授說，閩、客都是漢化的越族人，其實我們從他們的族譜血緣、文化、

信仰……之相似，不難發現他們確實是同一族群，也許是漢化年代與地區支族略有不

同，才會造成方言有些差異。�不幸的是，目前仍然有些學者認為，客家人是來自中原

的純種漢人避難南遷的族群，與閩南人是不同族群，因此科學與傳統的不同說法，近

年來常有爭論。�0臺北馬偕醫院輸血醫學研究室林媽利教授，與日本紅十字會血液中

心、東京大學人類遺傳學研究所合作研究，以HLA(Human Leukocyte Antigen)做為研

究基本材料，結果發現：閩、客人都是古代越族漢化的同一人種。��此一說法總算稍為

緩和閩、客是否同一族群的爭執，客家人一直以來強調自己是正統中原純種漢人，恐

怕已難令人完全信服。

過去二、三十年來，臺灣一直強調四大族群，是否源自政治介入的偏見劃分法，

值得國人來省思。事實上，如果以血緣來劃分，臺灣島上的住民只能分為臺灣漢人、

外省第一代漢人及原住民三大族群，因為第二代外省人已經融入臺灣漢人血緣的族群

中。如果以文化認同來劃分，臺灣起碼九成以上是漢人，因為原住民幾乎已被漢化，

7… 黃學洛，〈客家，漂泊的族群〉，《臺灣客家人新論》(臺北市：臺原出版社，1993 年 )，頁 37-42。

8… 臺灣各姓淵源研究學會編，《臺灣源流》，87 年夏季刊 (1998 年 )，頁 2-3。

9… 林瑤棋，〈閩客都是越族人〉，自由時報 (2001 年 5 月 5 日 )，第 15 版。

10…羅香林，《客家源流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 年 )，頁 14-23,…63-72。

11…同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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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保持他們自己文化的原住民人種，少之又少。

依照林媽利教授的研究顯示，閩南人與客家人在唐山原鄉本來就已經是同一種族

群，東渡移民臺灣後，二個族群不但相互融合，而且又與臺灣島上的平埔族混血成為

今日的臺灣漢人。長久以來，臺灣有一句「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諺語，其實並不完

全正確，應該說是「有唐山公有唐山媽，有平埔公有平埔媽」的說法才合乎史實。

不僅林教授的相關研究報告認為，閩、客都是漢化的越族人，西元1992年中國科

學院遺傳研究所也有發表類似的研究報告��，他們指出中國「中原漢文化」發展自北方

黃土高原，同一時期，中國南方另有一個獨立於中原文化之外的「越海文化」。因為

早期南方無文字，所以在中國的歷史記載中，除了西元前500年的吳越之爭外，對於南

方的記述幾乎沒有，原因是南方被中原漢人鄙視為「南蠻」之地，不值得一提。

閩、客族群都是屬「南蠻」地區的越族人，可是在民初，客家學者羅香林強調客

家人是純種漢人，是來自北方的漢人難民五次南遷的後裔，這種論說曾為廣大客家人

所推崇。我們在臺灣所看到的客家人墳墓，仍然寫著中原的姓氏郡望，與閩南人的墳

墓寫原鄉的縣邑截然不同，足以說明遷徙到臺灣的客家人，仍然相信羅香林的這種純

種漢人的說法。

其實，羅氏這種論說在幾十年後，紛紛被科學研究者、人類學者、遺傳基因學者

所推翻，證明那是不合科學不合邏輯的說法。例如福建社科院研究員謝重光（客籍）

指出「客家」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不是一個民系的概念，他又說，客家人強調血統高

貴、純種漢人是沒有根據的，也無助於說明客家民系和客家精神的形成。��中國大陸學

者趙桐茂從各群體免疫球蛋白的異型體的出現頻率拿來做比較，發現客家人與閩南人

跟華南幾個少數民族血緣較近，與中原漢人反而較遠。趙氏的研究有中國74個群體，

他發現客家人與閩南人只有約20%是中原漢人血緣，有80%是南方少數民族血緣。��換句

話說，閩、客人的漢人血緣只有五分之一。

至於臺灣漢人，因為閩、客人東渡來臺與平埔族再混血，漢人血緣再度被稀釋，

12…同註 5。

13…謝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年 )，頁 3-13。

14…朱真一，〈臺灣族群血緣〉，《East…Asia…International…Forum》(Southern…Illinois…University…at…

Edwardwara,…200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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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漢人血緣必遠低於五分之一。我們以西元2002年秋SARS(大陸稱非典)流行為例，該

流行病先從廣東爆發，隨後蔓延到南亞各地，臺灣也在西元2003年春季大流行，全臺

灣有680個病例。經過各種統計資料顯示，臺灣原住民一個也沒被感染到，後來獲得血

液學及遺傳基因專家分析結果，死亡或嚴重呼窘困症狀者都是HLA-B46族群，也就是越

族群。��至於中國北京或江北也有不少SARS病人，經血緣分析發現，他們多數是南方人

北遷者或是南方人的後裔。

我們再從臺灣漢人的葡萄糖六磷酸去氫酵素缺乏(G-6-PD deficiency))的突變體

發現，竹苗地區的客家人與臺灣原住民的賽夏族特別高，達到約9~10%左右，因而六

○年代在竹苗地區所爆發的所謂「蠶豆症」怪病，被稱之為客家病。後來繼續追蹤發

現，其他地區的客家人並無此現象，也和各地閩南人百分比相同，只約3%左右，也與

華南地區的人大約相同，但是臺灣的第一代華北人和中國大陸華北人都是接近0%。從

這個數據顯示，賽夏族和竹苗客家人有密切的血緣關係，也顯示華南人與臺灣漢人都

屬越族人，卻不屬華北漢人。��

事實上，只要我們留意去觀察下列幾點閩、客人之間的文化異同點，並不難發現

閩、客人本來就是同一族群，林瑪利醫師的研究報告更有一種「證據確鑿」的作用。

一、族譜同源：臺灣姓氏研究學會所收藏的近千冊臺灣漢人的族譜中，可以發現

同一祖先的後代，有的是住在閩南地區講閩南話的閩南人，也有的是住在客家地區講

客家話的客家人，這是閩、客同一族群的鐵證。

二、語言相似：閩、客人的語言雖有差異，但基本上的詞根、韻母或文法等幾

乎是相同，同時都殘留著許多越族人的多音節詞彙。而閩、客人語言之所以有發音差

異，是越族人漢化的年代不同，以及被漢化的地域支族不同所造成的。因為漢語是有

文字的強勢語言，越族人因沒有文字而成為弱勢語言，甚至因此族群消失。

三、二次葬習俗：閩、客人都有二次葬的習俗(事實上長江以南的各族都有)，現

在我們仍可在福建各地山區找到古代的懸棺或骨甕窟，而我們一般人的傳說是祖先從

15…同註 5

16…朱真一，〈從葡萄糖六磷酸去氫酵素看臺灣族群的血緣〉，《臺灣醫界》，42 卷 4 期 (1999 年 )，頁

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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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避難南遷閩、粵，交代子孫在太平之日，將遺骸帶回中原埋葬，以達落葉歸根的

願望，其實這只是美化的說詞，目的是要強調他們是中原漢人。事實上中原漢人根本

沒有二次葬的習俗，同時這些懸棺或骨甕窟動輒幾千年歷史，在幾千年前中原漢人也

尚未有避亂南遷的歷史記載。

四、唐山人概念：據史書記載，閩、粵人在秦漢時期已開始漢化，到唐高宗年間

的陳元光開發漳州，五代的王審知建立閩國，促使閩、粵越族人加速漢化。他們漢化

後，不願意再當沒有開化的南蠻番人，都以當高文化水平的唐人為榮，千百年來他們

無論走到哪裡，都自稱來自唐山的唐人，最明顯的現象就是散居在東南亞各國的華僑

都自稱是唐人(teN5 lang5)，以做為與當地人的區別。唐人排斥其他省份的人，故稱

其他省份的人為北仔(北番之意)，現在的廈門、漳、泉等地，仍然有人如此稱呼(西元

1989年筆者在閩南地區的田野調查)。

五、祖靈崇拜的敬神祭鬼文化：閩、客人都是敬神祭鬼的族群，其歲時習俗，民

間信仰及婚喪喜慶都極為相近，與其他省份的人相比，確有很大差異。華北人的大節

慶（五月節、中秋節）是強調漢人魂，閩、粵人的大節慶（清明節、普度節）是強調

祖靈崇拜。

六、遷徙風氣：客家人多分佈在閩、粵、贛交界山區，地瘠民困，他們都會順著

汀江、九龍江、梅江、韓江往較富庶的沿海地區遷徙，他們來到這地區就講當地的閩

南話，而在閩語區與客語區之間的過渡地帶，他們所講的就是摻雜閩南語的變種客家

話，例如「詔安客語」、「南靖客語」、「饒平客語」….等等，遷到臺灣以後，很多

人就稱這種客家人為「漚客au3 kheh4」。

通常瘠困地區的人較會遷徙，據臺灣姓氏研究學會從近千本族譜上統計，臺灣人

的祖籍原鄉，客家人口並不比閩南人口少。更有趣的是同一本渡臺祖家譜的族人中，

有的是不會講閩南話的客家人，有的是不會講客家話的閩南人。

我們從以上幾點足以說明閩、客本是同一族群，但我們社會卻偏偏有些人一再

強調客家人有硬頸的個性、婦女不纏足以及耕讀之家的精神，來說明與閩南人不同族

群，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因為那些所謂客家人特性，只要在艱難地區的任何一種族群

都會有相同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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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灣漢人的族譜現象

臺灣島上最大的族群是「臺灣漢人」，起碼占總人口八成半，這些所謂「臺灣漢

人」，包括三、四百年來從唐山遷徙、渡海來臺的閩南人及客家人，融入臺灣原住民

（平埔族為主）以及二次大戰後，從中國東渡來臺的一百多萬中國大陸人的後裔。這

些臺灣漢人血液內都流著閩南人、客家人、臺灣原住民(多數平埔族)的遺傳基因，但

是臺灣漢人都完全漢化，現在從外觀上已無法分辨出閩南人、客家人、平埔族、外省

第二代人。

臺灣平埔族原住民在十七世紀初，是臺灣最大族群，因為清初(西元1683~1760年)

海禁，只有唐山男性冒險渡過臺灣海峽來到臺灣，這些偷渡男性，因為未攜女眷，紛

紛與平埔女性結婚，才造成平埔族加速漢化而消失。

因為臺灣漢人已經完全漢化，修譜的觀念與唐山的閩南人客家人是一致的。雖然

三百多年來，不斷的有臺灣漢人到唐山尋根，但是真正能夠尋到根的比例不高，原因

有三：其一是平埔公的後裔在唐山當然沒有根，可是他們不知道自己就是土著人。其

二是偷渡來臺的唐山公，多數是低層社會的文盲，他們未帶來族譜，幾代後的子孫更

不知原鄉的家族。其三是臺灣經過日據及兩岸對峙，造成兩岸隔絕一百多年，族群血

緣已斷層。儘管臺灣漢人與唐山原鄉已斷線一百餘年，但仍然保存著與唐山一樣的修

譜文化。也就是從元明之後，福建人修譜，喜歡塑祖造神，聯宗合流的現象，使許多

族譜突破家族範圍，走向社會化的相連性。��

其實閩、粵人的修譜原則與實際背道而馳，越是大型家族，規模堂皇的的修譜越

是誇張，甚至有假冒的現象，而那些小家族小規模的修譜，反而是較為真實的族譜。

我們看到閩、粵人的族譜，幾乎從元末明初才開始有詳細的族譜內容，每一代的生卒

日期、配偶、墓葬、遷徙、祠堂、祭祀….等都有詳細記載，而且祖先多數是庶民百

姓，很少有官宦顯要。但在宋元之前的祖先只有名字，而且都是官宦顯要或名人，其

他內容卻付諸闕如，通常只有寫「公譜」二字帶過��。所謂「公譜」應該是修譜時所捏

17…陳支平，《福建族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92-101。

18…林瑤棋，《西河青龍族譜》（臺中，林開榮祭祀公業，1992 年），頁 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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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來的假祖先。

中原漢人文化遠高於南蠻人，因此閩、客人不願承認自己是越族土著，每個家族

都強調祖先是來自北方中原的士族南遷，把上述的所謂「公譜」，多數連接歷史上帝

王名人，如陳姓連上開漳聖王陳元光、劉姓連上劉邦、李姓連上李淵、趙姓連上趙匡

胤、王姓連上王審知、郭姓連上郭子儀…等不勝枚舉。有如此攀龍附鳳的修譜方式，

乃是福建人仰慕高文化水準的中原漢人，二來閩、客人有濃厚的地域觀念、宗派觀念

以及嚴重的家族械鬥，只要家族攀上歷史上的帝王顯要，他們就是望族，就能佔到這

些鬥爭的有利條件。

我們從閩、客人的「公譜」祖先，不難發現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即各姓氏從唐宋

之後陸續入閩，始祖只有一人或三數人，試想古代從中原到達福建萬千里坎坷路程，

如何獨自一人或數人能夠來到蠻荒之地？也不可能一人或數人經過三、四十代的繁

衍，子孫人口達百萬千萬人？（如：陳、林、黃、張、李等）。況且閩、粵地區的人

類生活條件遠優於華北中原，人口密度必高於中原，但是現在所有閩、粵人的祖先都

來自北方中原，那麼原來的閩、粵原住民哪裡去了？由此可見，閩、客人的修譜令人

置疑。我們以李姓為例，所有閩、粵、臺李姓，幾乎都是李火德的後裔，連李光耀、

李登輝也都是，可是李火德另有金、木、水、土、田五兄弟，卻不知所終。又所有劉

姓入閩始祖幾乎都是劉開七；據劉氏族譜記載，劉開七有九個兄弟，那麼其他八兄弟

也一樣不知所終��，這種所謂「公譜」的修譜方式，無不令人存疑。

臺灣漢人的修譜方式和閩、粵人大同小異，各姓氏源流均與閩、粵人一字不改的

抄錄下來，不管是唐山公或平埔公的後裔，都是這種修譜方式，當然也是令人啼笑皆

非的事。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閩、客人的族譜都是與全中國人的族譜一樣，始祖不

是黃帝就是炎帝，試想十幾億漢人都是炎、黃子孫，難道五千年前的中國境內只有炎

帝、黃帝二個人嗎？只果不是的話，炎、黃二帝以外的其他人子孫哪裡去了？有人把

它解釋為炎、黃二帝只是指古代部落的名詞，並不是指二個人物，可是在中原卻有黃

陵或炎陵，中國人每年都有祭黃陵、炎陵儀式，是人物才會有墳墓，才會有祭陵，有

墳墓，當然就不是指部落，而是指人物。何況中國漢人的族譜從炎、黃二帝下來，一

19…同註 17，頁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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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一代都有名字連貫，一直接連到每個人自己身上，這是中國人修譜的一大矛盾，尤

其是閩、客人最為嚴重。

長久以來，中國歷史學界，在溯源研究取向下，認為中原華夏族起源於黃河流

域，其始祖為黃帝的一源學說，近代因為有考古學家的「實物的證據」以及「科學的

方法」，使歷史學家逐漸對於黃帝、炎帝、堯帝、舜帝失去信心，讓一直以來華夏族

（漢族）發源於黃河流域之說有了不同意見，到八○年代之後，已流行多源頭之說，

例如前中研院院士張光直所提出的「多中心互動說」，就是多元起源的論述。�0

這種漢人多頭起源的論述，將來不但影響中國人的譜學文化，更會動搖閩南人來

自中原河洛，客家人來自中原純種漢人的荒謬說法。

肆、以始遷祖為修譜斷限之新觀念

過去閩、粵、臺人的修譜，都強調純潔血緣傳承，以塑祖造神來擴大家族的影響

力，是凝聚家族團結的不二法門。這種子虛烏有的修譜現象，只能存在於明清以前的

封建社會，早已不適於今日的文明社會。有鑒於過去的許多修譜缺點，譜學專家廖慶

六先生一再呼籲現在人的修譜觀念，應該與歷史斷代一樣有個家族歷史的斷限法。他

提出以始遷祖做為編寫世系上限的概念，把那些子虛烏有的遠祖一概從略，如此族譜

才能真正具有「信史」的價值。��廖氏認為始遷祖可以做為一個家族歷史的斷代依據，

他引述胡適在「曹氏顯承堂族譜序」所說的：中國的族譜有一個大毛病，就是源遠流

長的迷信，因此胡氏才提出「地近則易竅、時近則跡真」之修譜觀念。

族譜學算是一門社會科學，科學就是講究實事求是，千萬不可穿鑿附會，並以不

實的名人當祖先。始遷祖在宗族文化上具有重要地位及特殊意義，每個家族若能以不

同地域之始遷祖為斷限的話，就能清楚交代他們的血緣及地緣之淵源關係，這樣的族

譜才能具有真實可靠之史料價值。

20…同註 6，頁 9-10。

21…廖慶六，〈論始遷祖：從胡適的一篇譜序說起〉，《徽學》第四卷 ( 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 年 8 月 )，

頁 17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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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總的來說，臺灣的學者長期做親子鑒定的工作累積很多資料，臺灣漢人的血緣相

當清楚。也就是說，臺灣漢人是土著(平埔族為主)與唐山來的閩南人和客家人的混血

漢人，是屬於南亞洲人種，這結果就剛好配合民族史的記載，認為臺灣人是大陸東南

沿海原住民「越族」的後代。

臺灣人最常見到的A33-B58-CW10-DR3，是被完整保留下來的古代越族的基因。血

液遺傳學者林媽利教授研究的結果，和慈濟醫院骨髓登錄發表的統計分析一樣，還有

中國大陸學者吳桐茂從組織抗原的研究，和中科院在西元1991年和美國史丹福大學的

Cavalli-Sforza一起研究的結果，他們的發現也完全一致。

我們從以上這些族群血緣關係的論證，更加讓我們瞭解到族譜世系要有斷限的必

要性。尋根溯源及編修族譜應以始遷祖作為斷限，根本無須追溯到數千年前那些無中

生有的歷史人物；我們應該從文化層面的血緣關係去修譜，千萬不要錯認虛假不可靠

的名人當作自己的祖先；我們應該從信而有徵的始遷祖做為世系斷限，這樣才是現代

人修譜所應具有的新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