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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譜簡介 

中國家譜簡介 探索和保存您的家譜，享受尋根問祖 的樂趣！ 

        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昌盛的偉大民族. 中華文化, 博大精深,內涵豐富,在人類文明史

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我國的史籍大廈是由正史, 地方志, 族譜(俗稱家譜) 以及其它史籍共同構

成的 .  族譜是以特殊形式記載的關於家族起源, 遷徙, 分布, 盛衰歷程的史籍, 它記錄着各個家族和

宗族祖祖輩輩創業的經過, 記錄着中原文化的 形成, 發展 , 傳播以及各地區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豐

富內容, 折射着中國民族的文化之光. 中國家譜是一份歷史大百科全書, 記載了世族的歷史, 成就和 

活動. 

        美國猶他州家譜圖書館位於美國鹽湖城, 是一個從事家譜研究的非營利組織, 致力於聯繫起世

世代代的家族. 1894 年 11月 13 日 成立.  如今圖書館聲名遠揚, 在家譜資源收集及滿足全國家譜研

究需求方面影響深遠.家譜圖書館擁有三千餘家家譜閱覽室, 二百餘萬卷膠卷, 上萬冊書籍和一張

大互動網站 (www.familysearch.org), 是美國國內查閱家譜最方便的圖書館.本館目前以姓名搜尋的 

數據庫有十億個名字. 本館共收集中國家譜 17099種, 地方志 5043 種, 幾乎包括了中國大陸以外的

全部中國方志微縮本. 另外, 從 1980 年初期進入中國大陸, 開始與當地的檔案館及圖書館合作,進

行族譜調查與拍攝微卷工作. 從 1989 年起, 更與山西省社科院中國家譜資料研究中心及中國牒譜

學會等單位合作, 擴大在中國大陸地區微卷家譜的拍攝工作,包括族譜, 戶口冊 , 人口登記資料以及

出生, 結婚 和死亡紀錄, 遺囑, 地契,軍隊記錄資料等,都在收集範圍,成績驚人. 利用本館資料和設備,

均不收費. 在這裡, 您可以輕而易舉的尋根! 因為我們有將近 100 位全職和兼職的專業人員, 大約

700 位受過良好訓練的志願服務人員為您服務. 

 

 

 
1. 為甚麼家譜很重要?  

        因為”我們相信, 家庭是我們生活的核心所在, 並且家庭關係在今生之後會繼續存在.” 

 

      “家譜除了讓我知道祖先是誰, 更讓我和這一連串豐富的個人生命連接了起來.這些人曾經對我

們家族傳統貢獻良多, 而我現在有責任和榮譽來代表這個傳統.” 

           

    “我的傳統讓我感到非常自豪. 她為我的未來提供了希望, 也讓我明白, 我的祖先的努力造就了今

日的我,而且讓我渴望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對我來說, 從事家譜研究讓我獲益最多的,就是認識了自

己是誰.” 

 

 

2. 什麼是家譜? 

 

        家譜又稱宗譜, 族譜, 譜牒等, 它記錄了一個家庭的歷史與世系,姓氏源流, 家族遷移歷程, 世 

系圖錄, 祖先傳記,祖先的居住地點等等. 家譜中包含了人群移居記錄與社會變革等內容,一個家族

在政治, 軍事與學術上的成就在家譜中都有詳細的記載. 它表揚了前輩的功績, 同時也激勵後人延

續前人的顯赫功績, 幹出一番事業. 更重要的是, 家譜通過圖標形式, 顯示了家族成員之間的關係. 

我們鼓勵所有人找出他們的祖先,和保存他們的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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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譜的主要內容 

 

 姓氏來源 --- 記載了一個家庭如何獲得自己的姓氏以及其演變過程, 它是考察氏族的證據; 

 堂號 --- 顯示了一個氏族在某個地方的起源. 它代表了擁有相同姓氏中不同氏族血統的證據; 

 家訓--- 它是祖先留下的遺訓, 是後人應遵循的規範; 

 世系圖 --- 提供有關家庭成員之間的信息, 也顯示家族成員之間的關係. 

        最初的家譜在商朝已出現. 家族信息是通過在繩上打結的方式記錄下來的. 明清時代是家譜最

盛行的時代.中國家譜發展到清末和民國時, 全國幾乎是姓姓有譜, 族族有譜了. 

 

4. 中國家譜資料主要來源 

 

1) 族 譜 

族譜是指記載同一家族人物世系和事迹的薄籍, 是本族內各支, 房家譜的集成. 中國

家譜內容並不僅僅限於人物世系的記載, 它的範圍遠遠超過這些, 就目前所存世的宋

朝以後的家譜來看, 它的內容幾乎涉及到有關宗族的所有方方面面,諸如宗族的姓氏

源流, 宗族遷徙, 人口升降, 宗族興替, 社會變革, 宗族婚姻, 葬禮, 宗族風土人情, 以及

族人的政治 , 經濟, 文化,教育, 法律,軍事活動等等,資料及為豐富,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 

一 部體例完備的族譜就是一本宗族的”百科全書”. 

 

2) 地方志 

中國各省, 城市與地區通常會出版地方歷史報或公報,文稱方志或地方志對發生在該

地區的大事通常都會有記載.這些紀錄包括日期 , 事件和人物姓名 (多數是來自顯赫

家族或機構的成員). 地方志提供的其它補充資料還包括氏族大堂,祭祀與安葬地點, 

著名官員的傳記, 孝子, 貞烈女子, 人物與建築物的稀有照片和舊地圖等. 

 

3) 世系圖 

它詳細記載從一世祖至修譜日期止, 家族所有成員的 姓名字號, 生卒年月日, 壽數, 

科第,職官, 葬地, 妻室, 正妻及續娶的姓氏, 父名, 行次, 有子女妾姓氏, 受封側室姓氏. 

子, 人數, 有無出嗣. 女, 人數, 出嫁何人. 這些一律依輩分高低, 年齡長幼排列. 一族人

的源流關係, 血源親疏, 繁衍情況, 婚嫁情況皆可一目了然. 

 

4) 戶口冊/人口普查檔案 

戶口冊是清朝皇室政府的人口普查記錄. 

人口普查檔案提供的資料包括: 個人姓名, 姓別, 年齡, 職業和出生地. 但是為了保障

隱私權, 距今為止 70年之內的資料是不開放給公眾查閱的. 

 

5) 結婚與離婚證書 

一直到了 20世紀初期, 中國的結婚與離婚登記才開始制度化, 在這之前, 結婚登記都

是收錄在私人紀錄中, 例如家譜. 結婚紀錄可以從家譜的不同部分, 如在概述或世系

圖部分中找到. 一些近代的家譜記錄妻子的姓名與結婚日期, 而一些則只記錄妻子的 

姓氏. 近代的結婚證書比以前的更為詳細, 會記載更多資料, 如父母或見證人的姓名, 

結婚地點等. 

 

 

6) 資產紀錄: 地契和分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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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契是土地擁有權的官方紀錄. 這些文件註明了土地的位置, 在籍的土地擁有人的姓

名以及原來的土地擁有人的姓名. 

 

7) 考試名冊 

從古時的考試名冊中可以查詢某個考生祖上三至四代的資料. 根據名冊的類型, 登記

的資料包括考生姓名, 年齡, 祖籍, 頭銜, 屬於家族第幾代等. 

 

8) 訃聞 

這些文告通常提供了死者的姓名, 年齡, 出生與死亡日期, 葬禮日期, 祖籍, 死者子孫

姓名和與死者的親屬關係. 

 

9) 移民紀錄與乘客名單 

它們可以告訴你祖先的原籍與入境日期. 祖先填寫的移民表格包括許多資料, 比如: 

移民原因, 職業, 前往國家親屬的姓名, 住址, 抵境日期等等. 

 

5. 在哪裡可以找到這些公共紀錄? 

 

1) 各地區的圖書館與研究院 

        上海圖書館收藏了一萬二千套家譜, 是世界上家譜收藏量最多的地方.上海圖書館

目前擁有 328個姓氏的世系紀錄. 館中的 家譜閱讀室也提供美國猶他州家譜學會的微型

膠片供公眾查閱. 北京國家圖書館在中國排行第二, 目前擁有 6 千 3 百套古代地方紀錄

與家譜收藏, 以及 1949 年之後出版的地方紀錄和家譜收藏.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家

譜資料中心, 是查詢珍貴世系資源的另一好去處. 

 

2) 猶他州家譜圖書館 

 

 本館從 1938年起制作微縮膠捲片資料, 另外在 70個國家地區設立約 4,600處的” 家 

                 譜圖書館”. 在大陸地區是通過館際合作方式, 在北京及上海等地提供資料服務, 目前可  

                在電腦上檢索的中國家譜資料, 已超過兩萬本. 另外, 在距鹽湖城約 20 公里的花崗岩山中 

                建有一個專門保存膠卷的洞庫. 洞庫面積為 6.5 萬平方英呎, 可存放 35 毫米的微縮膠卷 

                600 萬卷. 目前存放的膠卷約為 200 萬卷. 庫房內的溫度和濕度常年保持在攝氏 14度至 

               15 度, 濕度保持在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之間. 在這樣的條件下, 膠卷壽命可達百年以上. 

 

3) Family Search 網站 (www.familysearch.org).  

                        從 1999 年 4 月 1日起開放給外界使用, 目前約有數億人名資料可供檢索, 未來希望   

                將世界各地所蒐集到的人名紀錄及戶口資料, 全部進行數字化與網絡化處理.  

 

6. 開始尋找您的祖先 

 

         通過以上的介紹, 您或許會問:” 我該從何處開始尋找祖先的足跡?” 這個問題很簡單:” 

就從您開始.”  

 

 寫下您對府上所了解的事情; 

 看看還缺什麼; 

http://www.familysea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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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現有的資料; 

 分享您的資料並決定下一步. 

 

        您可能從未見過家譜, 但請相信我, 當您找到一本家譜, 特別是關於自己祖先的家譜時, 您一定

會變得很激動. 讓我們每一個人從自己開始您的尋根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