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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國的由來

蒙古國（Mongolia）通稱蒙古，也被稱作北蒙古、外蒙古，是位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以北、俄羅斯聯邦以南，被中、俄兩國包圍的一個亞洲內陸國

家。蒙古地區在漢朝以前的主要居民乃匈奴人。匈奴被西漢擊潰之後，蒙古

地區先後由柔然、突厥、回紇等民族控制。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

國，他的孫子忽必烈征服了中國並建立元朝。元朝滅亡後，蒙古人退回蒙

古草原。17世紀末時蒙古全境被納入清朝統治範圍。在清朝時，內外蒙古

被統稱為塞北。清朝時稱今天的蒙古國為喀爾喀蒙古，或漠北蒙古。1911

年清王朝崩潰後，蒙古王公在沙俄支持下也宣佈自治。1919年放棄自治。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成功，同年7月11日成立了君主立憲政府。1924年11

月26日廢除君主立憲，成立社會主義蒙古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1992年2月12日宣佈實行總統議會制，改國名為蒙古國。

地理概況

位置

蒙古國處於亞歐大陸內陸的蒙古高原上，是世界上繼哈薩克（Republic 

of Kazakhstan）之後的第二大內陸國。蒙古國的總面積約156.6萬平方公里，

相當於世界陸地面積的1.2%，總面積在世界上排第17位。蒙古國東、南、

西三面與中國接壤，北面與俄羅斯的西伯利亞（Siberia）為鄰。蒙古國邊境

線總長8,161.8公里，其中蒙中邊境線長4,676.8公里，蒙俄邊境線長3,485

公里。

山脈

蒙古國是一個高原山地，平均海拔1,600米，地理特徵為「西高東低，

北林南漠」。西北部以山區和森林為主，東部為草原和沼澤，南部是戈壁荒

漠。草原、半荒漠草原佔國土面積的大部分。西部、北部和中部是由阿爾泰

山脈（Altai Mountains）、杭愛山脈（Hangayn Mountains）、唐努烏拉山（Tannu-

Ola Mountains）、東薩彥嶺（Eastern Sayan Mountains）、戈壁阿爾泰山脈（Go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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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ai Mountains）、肯特山脈（Khentii Mountains）等地壘構成的山地組成，各山

脈主峰一般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位於中蒙邊界上的奈拉姆達勒山（Khüiten 

Peak，即友誼峰）是蒙古國的最高峰，海拔4,653米。東南部是比較平坦的

高原，分佈着低矮的丘陵和淺盆地，地表主要為粗砂、礫石的「戈壁」。戈

壁地區約佔蒙古國總面積三分之一。山地之間是地塹形成的內流水系、湖泊

和盆地。河流、湖泊附近地區多生長水草，是天然的牧場和主要的農耕區。

河湖

蒙古國全國共有河流3,800條，總長度達6.7萬公里，大部分分佈在

北部、中部地區。色楞格河（Selenga River）及其支流鄂爾渾河（Orkhon 

River）是蒙古國的主要河流。色楞格河發源於蒙古國杭愛山北坡（Hangayn 

	蒙古國是一個高原山地，地理特徵為「西高東低，北林南漠」。圖為蒙古西北部，以山區和	蒙古國是一個高原山地，地理特徵為「西高東低，北林南漠」。圖為蒙古西北部，以山區和
森林為主。森林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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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ains），流經蒙古國北部，注入俄羅斯貝加爾湖（Lake Baikal）。色楞格

河全長1,024公里，流域面積94.55萬平方公里，在蒙古國內約有600公里。

色楞格河是蒙古國最大和水量最充沛的河流，是蒙古國的母親河，河畔著名

城市有蘇赫巴托爾市（Sühbaatar）。

蒙古國境內有大小湖泊3,500多個，總面積1.5萬多平方公里，大多分

佈在西北地方。蒙古國最大的湖泊是烏布蘇湖（Uvs Lake）。烏布蘇湖在蒙

古國與俄羅斯交界處，地處東薩彥嶺南麓，海拔753米，面積3,350平方公

里，屬鹹水湖，東北部屬俄羅斯圖瓦共和國（Tuva Republic）。

烏布蘇湖面積大，湖水淺，含鹽量很高，是眾多候鳥、水禽和海鳥的重

要棲息地。烏布蘇湖盆地（Uvs Nuur Basin）位於大湖的北端，具有典型的大

陸和鹹水湖地理特點，從常年的雪原和雪山到沙漠，烏布蘇湖盆地環繞了中

亞所有的生態類型，是世界上少有的生態系統。這種獨特的氣候條件，為許

	鄂爾渾河是蒙古其中一條重要河流，沿河有重要的史跡。圖為鄂爾渾河最有名的烏蘭楚特嘎	鄂爾渾河是蒙古其中一條重要河流，沿河有重要的史跡。圖為鄂爾渾河最有名的烏蘭楚特嘎
蘭瀑布（Ulaan	Tsutgalan）瀑布。蘭瀑布（Ulaan	Tsutgalan）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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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動植物提供了生存的環境，尤其適合瀕臨絕種動物生存。在這裏，哺乳動

物有41種，包括狼，紅狐狸、雪豹、猞猁、海豹、草原臭鼬、西伯利亞海

豹、野豬、麝、麋、獐和蒙古黑尾巴小羚羊等。盆地的山區為全球處於瀕危

狀態的雪豹、山羊（盤羊）和亞洲巨角塔爾羊提供了極為重要的避難場所。

大量鳥類在烏布蘇湖盆地棲息，目前有記錄的鳥種超過220種，許多瀕危鳥

種在這裏都有發現，其中包括黑鸛、歐亞琵鷺、天鵝，條鵝、鶚和白尾巴鷹

等。盆地的荒漠地帶則成為珍稀的沙鼠、跳鼠和石紋臭鼬的家園。由於烏布

蘇湖盆地獨特的氣候和水文體系，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2003年6月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將其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 

庫蘇古爾湖（Lake Khovsgol）靠近蒙古國和俄羅斯邊界，位於烏蘭巴托

市西北800公里處。該湖屬貝加爾湖水系，湖水經蒙古國最大的河流色楞格

河，匯入到俄羅斯的貝加爾湖。湖水面積約2,760平方公里，南北長134公

里，寬39公里，水深可達260米。它是蒙古國境內第一大，世界第二深淡水

	庫蘇古爾湖是蒙古國境內第一大，世界第二深淡水湖，是蒙古國重要的淡水儲備。	庫蘇古爾湖是蒙古國境內第一大，世界第二深淡水湖，是蒙古國重要的淡水儲備。



蒙古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草原之國

8 2013©香港城市大學 2013©香港城市大學

湖。蓄水總量大約為38,00億立方米，佔世界淡水儲量的2%，是蒙古國重要

的淡水儲備。

氣候

蒙古國氣候屬於典型的大陸性氣候，四季分明，日夜溫差較大。夏季短

而乾熱，冬季漫長寒冷，常有暴風雪，是亞歐大陸「寒潮」的發源地之一。

最寒冷的1月平均氣溫達攝氏零下30度至零下15度。夏季由於風向的關係，

氣溫很高，最熱的7月平均氣溫為攝氏20度至攝氏30度。

蒙古國的大部分地區濕度較低，平均降水量冬季為10至15毫米，夏季

為200至250毫米。蒙古國每年的日照時間達2,600至3,300小時，屬日照時

間很長的國家之一。蒙古國也是一個多風的國家。

自然資源

蒙古國地廣人稀，屬於世界上自然資源較豐富的國家。煤炭、石油、金

屬礦產及森林資源是蒙古國主要的出口創匯品種，及現時的主要經濟支柱。

礦產

蒙古國是礦產資源大國，其礦產蘊藏量居世界前20位，且未曾大規模

的勘探開發。經普查探明，蒙古國有80多種礦物，初步探明儲量為20多億

噸，居亞洲第一，主要分佈在北部的額爾登特和南部的南戈壁省。蒙古國

東部地區的煤是蒙古國最豐富的礦產資源之一。目前共發現煤礦床250處，

初步探明儲量約500至1,520億噸。現時，蒙古國煤產的開採總量不到500萬

噸，全國各地均有分佈。

蒙古國的石油資源主要分佈在南部和東部的東方省、東戈壁省、中央省

等地區。據蒙方新聞媒體報導，蒙古國現有22個油田，初步估算儲量達60

至80億桶。此外，蒙古國有超過300個鐵礦礦點，初步探明儲量為20億噸；

螢石礦床60處，儲量約2,800萬噸以上，是世界上開採螢石的主要國家之

蒙古國的礦物蒙古國的礦物

蒙 古 國 的 礦 物 主 要蒙 古 國 的 礦 物 主 要
有銅、鐵、煤、錳、有銅、鐵、煤、錳、
鉻 、 鎢 、 鉬 、 鋁 、鉻 、 鎢 、 鉬 、 鋁 、
鋅、汞、鉍、錫、砂鋅、汞、鉍、錫、砂
金 礦 、 岩 金 礦 、 磷金 礦 、 岩 金 礦 、 磷
礦、螢石、石棉、石礦、螢石、石棉、石
墨、雲母、水晶、綠墨、雲母、水晶、綠
寶 石 、 紫 晶 、 綠 松寶 石 、 紫 晶 、 綠 松
石 、 石 油 、 葉 岩 礦石 、 石 油 、 葉 岩 礦
等，這些礦藏絕大部等，這些礦藏絕大部
分都有待開採。分都有待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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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產量僅次於中國和墨西哥，位居世界第三。採礦業佔蒙古國GDP的

20%，佔外貿出口總額的50%以上。

森林

蒙古國森林資源豐富，境內森林面積為1,830萬公頃，森林覆蓋率為

8.2%，主要分佈於肯特、庫蘇古爾、杭愛、阿勒泰、汗呼赫山脈地區。木

材總蓄積量為12.7億立方米，其中，落葉松佔72%、雪松佔11%、紅松佔

6%，其餘為樺樹、楊樹、紅楊樹等。蒙古國對森林保護措施得力，森林面

積逐年遞增。

植物

蒙古國的地帶性植物被主要有森林、草原、戈壁和荒漠，大體上從北向

南依次分佈。森林植物主要分佈在山地，以針葉林為主。蒙古國植物種類和

數量相對較少，但由於幅員遼闊、地形獨特，有很多珍稀物種。

山地的植物基本上以以雪松、雪松—落葉松組成。主要有銀松、細枝和

小雪松。草原地帶廣泛分佈着各種針茅等木本科植物，如茅草、艾蒿、狗舌

草。戈壁綠洲分佈於阿勒泰前戈壁和東部荒漠，這裏生長着胡楊、山川柳、

沙棗、菖蒲、甘蔗、芨芨草、看麥娘等植物。荒漠地帶主要植物有蒙古國茅

草、科爾金斯基茅草、戈爾嘎諾夫旋花、克魯保夫針葉棘豆等草叢。

野生動物

蒙古國野生動物資源較為豐富，約有野生動物150多種。其中還有世界

瀕臨絕跡的一級保護動物，如野驢、野駝、野馬、戈壁熊、盤羊、羚羊，以

及糜鹿、麝香、旱獺、狐狸、舍猁等皮毛類動物。被列入世界紅皮書的野驢

在蒙古國大量繁殖，在戈壁地區，上千頭野驢經常成群出沒，僅哈坦布拉格

縣境內就有野驢3萬多頭，遼闊的蒙古國草原已成為野生動物的樂園。
1

野馬

蒙古國高原是野馬的故鄉（野馬Przewalski’s horse，即普氏野馬，學名

「普爾熱瓦爾斯基馬」），是世界上唯一未經馴化的野馬種群。19世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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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人普爾熱瓦爾斯基（Nikolay Przhevalsky）將軍發現了這種馬，後來以他

的名字命名。20世紀初，大批蒙古野馬被俄羅斯商人販賣到歐洲國家的動

物園裏。60年代，由於天災人禍，野馬在蒙古國絕跡，只有在國外一些動

物園裏生存着少量野馬，供遊人觀賞。為使瀕危的野馬回歸自然，重返故

鄉，蒙古國於1991年4月成立野馬回歸委員會，次年從荷蘭引進首批15匹野

馬。為盡快增加野馬數量並防止近親繁殖，蒙古國又從烏克蘭、瑞士、澳

洲、德國等國引進野馬進行繁殖。目前蒙古國共有400多匹野馬，成為世界

上擁有野馬最多的國家。2

盤羊

盤羊（Ovis ammon）分佈於蒙古國戈壁、阿勒泰、杭愛山脈及其分支山

區，這裏的雌盤羊體型比世界其他地方的都大。雄盤羊體重平均200公斤，

胸高120厘米，犄角長160至180厘米。雌盤羊4至5月產子。在蒙古國阿爾

泰山區獵獲的雄盤羊犄角在世界狩獵品展覽會上曾經榮獲金牌。

	蒙古國的盤羊（Ovis	ammon）主要生活在戈壁、阿勒泰和杭愛山脈的山區，特別之處是體形	蒙古國的盤羊（Ovis	ammon）主要生活在戈壁、阿勒泰和杭愛山脈的山區，特別之處是體形
比其他地方的盤羊大。比其他地方的盤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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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獺

旱獺在蒙古國草原、阿勒泰、杭蓋地區等地隨處可見。旱獺在沙蒿、植

物茂盛地挖穴群居。每年10月，旱獺封上洞口冬眠，到春季冬眠結束。雌

性旱獺年產子5至12隻，9月抓膘。大旱獺體重4至5公斤，脂肪達1.5公斤。

秋季獵獲的旱獺皮絨毛優良，是製作冬季服裝、帽子和領子的上佳材料。

水資源

蒙古國水資源較為豐富，但由於資源分佈不均、環境保護不當等原因，

局部地區水資源匱乏問題比較突出。

蒙古國淡水資源儲量約為6,080億立方米，其中湖水約佔5,000億立方

米，永久性冰雪約佔630億立方米，河流小溪約佔346億立方米。蒙古國的

水資源分佈極其不均衡，例如，北部的庫蘇古爾湖淡水儲量就佔到全國淡水

儲量的68%。

蒙古國大小河流年平均徑流量為390億立方米，其中88%為內流。河

流、湖泊主要靠春、夏、秋季雨水補給。

近年來由於全球氣候變暖，蒙古國環境問題日益突顯，全國70%的土地

面臨不同程度的荒漠化（desertification），而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蒙古國自

然環境部於2011年公佈的統計結果顯示，蒙古國境內流經兩個以上省份的

河流有56條，大型湖泊3個，共有小河、溪流6,646條，其中551條斷流或乾

涸。有中小型湖泊和沼澤3,613個，其中483個乾涸。由此可見，蒙古國境

內的河流湖泊乾涸嚴重，水資源日趨短缺。3

蒙古國政府的保護自然資源措施

自20世紀90年代，蒙古國政府注重保護自然資源，採取措施拯救瀕危

野生動物，截至1999年底先後建立49個自然保護區，總面積達1,800多萬公

頃。自然保護區為保護野生動物，特別是對戈壁熊、野馬和野駱駝等瀕危野

生動物的生存創造了條件，世界稀有野生動物戈壁熊從20多隻增加到30多

隻，野駱駝的數量增加到600多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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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劃

蒙古國的行政區劃分省（盟，aimags）、縣（蘇木，sum）和村（巴嗄，

bags）三等。截至2006年，蒙古國共有331個蘇木。蒙古國除首都外，全國

劃分為21個省。

表1.1　蒙古各省份及首府的名稱表1.1　蒙古各省份及首府的名稱

省份 首府

後杭愛省（Arkhangai） 車車爾勒格（Tsetserleg）

巴彥烏勒蓋省（Bayan-Ölgii） 烏列蓋（Ölgii）

巴彥洪戈爾省（Bayankhongor） 巴彥洪戈爾（Bayankhongor）

布爾干省（Bulgan） 布爾干（Bulgan）

達爾汗烏勒省（Darkhan-Uul） 達爾汗（Altai）

東方省（Dornod） 喬巴山（Sainshand）

東戈壁省（Dornogovi） 賽音山達（Choibalsan）

中戈壁省（Dundgovi） 曼達勒戈壁（Mandalgovi）

戈壁阿勒泰省（Govi-Altai） 阿爾泰（Uliastai）

戈壁蘇木貝爾省（Govisümber） 喬伊爾（Arvaikheer）

肯特省（Khentii） 溫都爾汗（Dalanzadgad）

科布多省（Khovd） 科布多城（Baruun-Urt）

庫蘇古爾省（Khövsgöl） 木倫（Sükhbaatar）

南戈壁省（Ömnögovi） 達蘭扎達嘎德（Zuunmod）

前杭愛省（Övörkhangai） 阿爾拜赫雷（Ulaangom）

鄂爾渾省（Orkhon） 額爾登特（Khovd）

色楞格省（Selenge） 蘇赫—巴托爾（Mörön）

蘇赫巴托爾省（Sükhbaatar） 西烏爾特（Öndörkhaan）

中央省（Töv） 宗莫德（Erdenet）

烏布蘇省（Uvs） 烏蘭固木（Darkhan）

札布汗省（Zavkhan） 烏里雅蘇臺城（Choir）

首都

首都烏蘭巴托（Ulann Bator），位於蒙古國高原中部，北部肯特山南

端，鄂爾渾河支流圖拉河畔，海拔1,351米。烏蘭巴托市佔地面積4,70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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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人口約110萬人，接近全國人口的一半。烏蘭巴托是國家政治、經

濟、文化中心和交通樞紐。市區沿着土拉河佈局，呈狹長形。

烏蘭巴托原名庫侖（建立於1649年），1924年11月，蒙古人民共和國

成立後，將首都定於此，並改名為烏蘭巴托，意為「紅色英雄城」。在過去

幾百年裏，烏蘭巴托是寺院、喇嘛和少數商號的聚集地，市內除少數封建主

居住的中國式木房外，其餘盡是蒙古包。

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烏蘭巴托已發展成一座具

有濃郁草原風貌的現代化城市。西部有烏蘭巴托成吉思汗國際機場，南部有

蒙古國的聖山，蒙古國人民革命紀念碑矗立於山頂，可俯瞰全市。蒙古國議

會大樓，總統府和人民廣場位於烏蘭巴托市中心。著名的博格達汗博物館和

甘登寺等名勝古跡也位於烏蘭巴托市附近。連接中俄的鐵路貫穿烏蘭巴托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烏蘭巴托已發展成一座具有濃郁草原風貌的現代化城市，但同時帶來一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烏蘭巴托已發展成一座具有濃郁草原風貌的現代化城市，但同時帶來一
系列社會問題。系列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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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至蘇赫巴托爾、南抵中國內蒙古的二連浩特。城市南北兩面是連綿起

伏的群山，美麗的圖拉河從城南的博格達山腳下自東向西緩緩流過，城市沿

東西兩側廣闊的草原向前擴展。

人口、民族、語言

人口

蒙古國屬於地廣人稀的國家，缺乏人力資源一直是困擾蒙古國的一大問

題。蒙古國國土面積約156.6萬平方公里，按275萬人口計算（截至2010年

11月），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僅1.7人，屬於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國

家之一。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由於蒙古國推行了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

策，蒙古國的生育率曾急劇增長，年均人口增長率一直維持兩成以上。但

自90年代起，蒙古國人口增長率又開始呈逐漸下降的趨勢（見圖1.1），而

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適齡婦女生育率下降（見圖1.2）。自20世紀

90年代開始的私有化改革，蒙古國加快了城市化步伐，貧富差距擴大，撫

養子女的成本急劇上升，導致許多貧困家庭因無力承擔更多子女的撫養費和

學費而選擇少生或不生孩子。此外，受西方觀念影響，一對夫婦只要一個孩

子的家庭逐漸增多。

蒙古國人口分佈非常不平均。近幾年，蒙古國的城市化進程驟然加速，

城鎮人口急劇上升，城鄉人口分佈不均衡，人口大都集中在幾個大城市中。

男女比例失衡致適齡婦女生育率下降

根據蒙古國第十次人口普查資料，截至2010年11月，蒙古國共有人口

275萬人。其中49.5%為男性，50.5%為女性。總體來看，蒙古國的性別比

例大體持衡，但仍出現大量適齡女性比較難嫁的現象，單身女性的比例愈來

愈高，未婚母親也在逐漸增多。這主要由於男女性受教育的比例不均衡，受

高等教育的女性多於男性。受過高等教育的女青年，通常都會有比較穩定的

工作和較高的收入，所以很難找到伴侶。此外，由於大量牧區居民向城市遷

移，大量婦女留在牧區，導致牧區男女比例失衡問題十分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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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蒙古人口增長率變動（1960圖1.1　蒙古人口增長率變動（1960––2012）2012）

資料來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ww.databank.worldbank.org/data/views/reports/tableviews.

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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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蒙古適齡婦女生育率變動（1960圖1.2　蒙古適齡婦女生育率變動（1960––2012）2012）

資料來源：Gender Indicators, www.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TF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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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烏蘭巴托市人口密度最高，每平方公里為246.8人。中部地區每平方

公里1人，西部地區是0.9人，而在東部地區只有0.7人。1990年，蒙古國

城鎮人口比例為52%，農村為48%。
4 

到了2010年，城鎮人口已達179.1萬

人，佔總人口的68%（見表1.1）。5 1990年烏蘭巴托市人口還僅有50多萬

人，約佔全國總人口的23%。隨着大量的農村人口湧向首都烏蘭巴托市，烏

蘭巴托市人口目前已達110萬，接近全國人口的一半。20年間，烏蘭巴托市

人口增長了2.2倍。而在全國其他地區，城市人口數量超過10萬人口的僅四

個省，人口數量在6至10萬的有12個省，其他省的人口則極少，如戈壁蘇木

貝爾省人口僅為1.3萬。
6

城市人口的過快增長，超出了城市的承受能力，不僅給城市建設與環境

帶來了巨大壓力，同時帶來了就業、治安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在烏蘭巴托

市，由於大量牧民遷移到城市郊區，在市郊形成大片的居民區，使城市供

水、環衛等基礎設施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城市空氣和環境受到嚴重污染。

現在在烏蘭巴托以北數英里處已經出現一個巨大的「棚戶區」，包括牧民在

表1.2　蒙古人口變化（2005表1.2　蒙古人口變化（2005––2010）2010）

單位：千人

年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11月）

總人口 2562.4 2594.8 2635.2 2683.6 2735.8 2754.7

男性 1271.2 1267.1 1284.4 1309.9 1337.7 1363.57

女性 1291.2 1329.5 1350.8 1373.6 1398.1 1391.1

總戶數/千戶 611.0 632.5 645.7 677.8 716.5 713.8

單親家庭/千戶 70.2 72.2 72.1 76.8 76.8 75.7

戶均人數 4.2 4.2 4.2 4.0 4.0 3.6

城鎮人口 60.2% 60.9% 60.8% 61.8% 62.6% 68%

全國人口密度 1.6人 1.7人 1.7人 1.7人 1.7人 1.7人

資料來源：二連浩特外事辦公室網頁，〈蒙古第10次人口住房普查入戶登記〉，http://wsb.elht.gov.cn/hbj_

xgyw/hbj_zwgk/wsb_zwxx/201012/t20101206_553686.html，2010-12-6。其中2010年資料根據二連浩
特外事辦公室蒙古第十次人口住房普查統計資料整理，http://wsb.elht .gov.cn/hbj_xgyw/hbj_zwgk/wsb_

zwxx/201107/t20110729_680405.html，2011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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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約70萬人紮堆擠在破舊不堪的蒙古包中。「棚戶區」沒有平整的道路，

沒有公廁，也沒有自來水，甚至上下水道都沒有。許多人找不到正式工作，

貧窮的生活導致了抑鬱、酗酒、家庭暴力和犯罪等社會問題。

民族

蒙古國是一個以蒙古族為主的多民族國家。蒙古族人大多屬喀爾喀系

蒙古族人，他們佔總人口的75.3%，遍佈全國各省，是統一的蒙古民族的核

心。此外，還有杜爾伯特蒙古族人、布里亞特蒙古族人、巴雅特蒙古族人、

達里崗崖蒙古族人、扎哈沁蒙古族人、土爾扈特蒙古族人、厄魯特蒙古族人

等。

在蒙古國，哈薩克族（Kazakhs）、霍屯族（Khoton）、查坦族、烏茲別

克族（Uzbeks）、圖瓦族（Tuvans）以及烏梁海族（Uriankhai）等突厥語系民

族均屬少數民族。哈薩克斯坦人和圖瓦人是蒙古國兩大突厥語系民族，其中

在霍屯、烏梁海、查坦和圖瓦族中也有的屬於蒙古部族的人口，但大多屬於

突厥民族。
7 

除此之外，蒙古國的少數民族還包括俄羅斯、漢族（Hitad，又

稱黑塔德族）、埃文基（Evenki，又稱鄂溫克）和達斡爾（Daur）等民族，但

這些民族人數較少。

蒙古族

遵循歷史沿革，目前蒙古族可大體劃分為喀爾喀（Khalka）、衛拉特

（Oirats）、布里亞特（Buryats）、內蒙古各部。喀爾喀部族是蒙古族中最大

的一支，早在蒙古人民革命前歸屬喀爾喀四盟各旗領地，現在屬於蒙古國

15個省之一。人口主要分佈於蒙古國的中部和南部地區，佔蒙古國蒙古族

人口的75%左右。喀爾喀人在經濟、文化方面比其他部族發達，保留較多的

民族特點。

歷史上，杜爾伯特（Dörbet）、巴岳特（Bayid）、厄魯特（Uuld）、烏

梁海（Urianhai）、土爾扈特（Torghut）（為跟從渥巴錫汗東歸的土爾扈特人

後裔）、札哈沁（Zakhchin）、明阿特（Myangad）等部族都屬於衛拉特部。

他們生活在貝加爾湖、色楞格河下游、唐努薩彥嶺（Sayan Mountains）、葉

尼塞河（Yenisei River）、額爾齊斯河上游（Irtysh River）及阿爾泰叢林（Altay  

突厥語系民族突厥語系民族

突厥語族（突厥語族（ Tu r k i cTu r k i c））
是阿爾泰語系的三大是阿爾泰語系的三大
語言族群之一。突厥語言族群之一。突厥
語族人主要分佈在新語族人主要分佈在新
疆 、 甘 肅 、 青 海 一疆 、 甘 肅 、 青 海 一
帶；在中國以外，突帶；在中國以外，突
厥語族人分佈在土耳厥語族人分佈在土耳
其、伊朗、阿富汗、其、伊朗、阿富汗、
伊拉克、南斯拉夫、伊拉克、南斯拉夫、
保 加 利 亞 、 羅 馬 利保 加 利 亞 、 羅 馬 利
亞、蒙古國等國家。亞、蒙古國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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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衛拉特人都是17世紀末、18世紀初，清朝征服衛拉特部時移居到

蒙古國的，現今大多生活在蒙古國西部省份。他們在語言、服飾、風俗習慣

上與喀爾喀人不同，主要從事農業和手工業。杜爾伯特人長期與霍屯人、巴

岳特人雜居生活，在各方面對他們有很大影響。而厄魯特人與札哈沁、土爾

扈特人長期雜居，彼此文化交流頻繁，其方言和風俗較為接近。

蒙古各族 人數* 分佈

喀爾喀蒙古 Khalkha 2,168,141 蒙古國全境

布里亞特 Buryats 45,087 蒙古國北部各省

杜爾伯特人 Dörbet 72,403 蒙古國西北部各省

巴嶽特 Bayid 56,573 蒙古國西北部各省

紮哈沁 Zakhchin 32,845 蒙古國西部各省

達里岡崖人（又稱達里甘加人）
Dariganga

39,000 蒙古國東部蘇赫巴托爾
省、東方省

達爾哈特人 Darkhad 22,000 蒙古國北部

土爾扈特人（又稱卡爾梅克人）
Torghut/Kalmyk

256,000
蒙古國中部、西部各省

明嘎特人（又稱明阿特人） 
Myangad

9,000
–

巴爾虎 Barga 2,577 –

喀木尼甘人 Khamnigan 537 –

厄魯特 Uuld 8,000 –

烏梁海 Uriankhai 26,654 蒙古國西部巴彥烏列蓋
省、庫蘇古爾省

哈薩克人 Kazakh 156,000 蒙古國西部巴彥烏列蓋省

圖瓦人 Tuvinian 34,000 蒙古國西部

霍屯人（又稱和屯人）Khoton 11,304 蒙古國西部

烏宗奇人 Üzemchin 2,577 –

查坦人（又稱杜科哈人）Tsaatan 500 蒙古國的庫蘇古爾省北部

資料來源：據蒙古國家統計局2010年人口普查臨時數據

表1.3　蒙古國各民族分佈情況表1.3　蒙古國各民族分佈情況

衛拉特部衛拉特部

衛拉特部包括杜爾伯衛拉特部包括杜爾伯

特（特（DörbetDörbet）、巴岳）、巴岳
特（特（ Bay i dBay i d）、厄魯）、厄魯
特（特（UuldUuld）、烏梁海）、烏梁海
（（UrianhaiUrianhai）、土爾扈）、土爾扈
特（特（TorghutTorghut）（為跟）（為跟
從渥巴錫汗東歸的土從渥巴錫汗東歸的土
爾扈特人後裔）、札爾扈特人後裔）、札

哈沁（哈沁（ZakhchinZakhchin）、明）、明
阿特（阿特（MyangadMyangad）等）等
部族。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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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國的布里亞特人主要分佈在北部和東北部。由於歷史、地緣和人文

環境的原因，蒙古國的布里亞特人受俄羅斯文化和語言影響較深。大部分來

自西伯利亞東部。

巴爾虎人

巴爾虎人（Barga）在語言、歷史淵源、風俗習慣、分佈地域上與布里

亞特人較接近，從中國遷入。

達里崗崖人

達 里 崗 崖 人 （ D a r i g a n g a ） 主 要 分 佈 在 蒙 古 國 東 部 蘇 赫 巴 托 省

（Sükhbaatar）的六個縣，在語言、服飾、風俗習慣上與喀爾喀人區別不

大。

哈薩克人

哈薩克人（Kazakhs）是蒙古國第一大突厥語民族，主要分佈在西部的

科布多河上游地區的巴彥烏列蓋哈薩克民族省，佔全省人口92%，佔全國人

口5.9%。哈薩克人大部分是額爾齊斯河上游哈薩克人的後裔，另一部分是

從中國境內的阿爾泰山南坡遷來的哈薩克人後裔。哈薩克人都保留着本民族

的民族特點，說哈薩克語，很多人會說蒙古語。

圖瓦人

圖瓦人（Tuvans）是蒙古國第二大操突厥語的民族，人數約有3萬人。

他們主要分佈於巴彥烏列蓋省、庫蘇古爾省和烏布蘇省（Uvs  Province）。

烏梁海人（Uriankhai）

唐努烏梁海人分佈在巴彥烏列蓋省、庫蘇古爾省和烏布蘇省，共約有

1.5萬人，他們和現在俄羅斯圖瓦共和國的圖瓦人、中國新疆的圖瓦人是同

一個民族。唐努烏梁海人使用圖瓦語，有部分人使用蒙古語。

阿勒泰烏梁海人又稱阿爾泰烏梁海人，約1.2萬人。阿爾泰烏梁海人主

要分佈在蒙古國巴彥烏列蓋省的境內的阿爾泰山區、科布多合上游至布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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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上游的地區。阿爾泰山烏梁海人原本說突厥語，現大多數已使用蒙古語，

與鄰近的札哈沁人和土爾扈特人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烏布蘇烏梁海人是烏梁海人的另一個分支，人數約3,000人，主要集中

在烏布蘇省，於17世紀從薩彥嶺遷徙而來。這部分烏梁海人操類似於圖瓦

語的突厥語方言，但大都都也會說蒙古語。

霍屯人

霍屯人（Khoton）也稱回回，分佈在西北部的烏布蘇省，從中國新疆北

部遷來，有人認為霍屯人來源於哈薩克人，有人認為來源於柯爾克孜人。霍

屯人現在已經轉用蒙古語，民族特點已經接近鄰近的杜爾伯特人，人口數約

4500人，佔總人口0.2%。

查坦人

查坦人（Tsaatan）自稱為杜科哈人（Dukha），居住在蒙古國的庫蘇古

爾省北部，曾被蒙古人稱為「住在樹林裏的人」，現在通常叫他們「馴鹿

人」。查坦人主要以馴鹿遊牧為生，目前人數在500人左右，查坦人的語言

屬於突厥語系，屬於圖瓦語的分支，說杜科哈方言。

回紇人與維吾爾族

回紇（Uyghur）是維吾爾族其中一個組成部分。根據拉施特（Rashīd al-

Dīn, 1247–1318）《史集》第一卷，維吾爾具有「聯合」和「團結」的意思，

這或許說明為什麼回紇跟維吾爾族在16世紀初融合後，維吾爾部落的人也

自稱Uyghur。維吾爾人主要分佈在戈壁阿爾泰省（Gobi-Altai Province），人

數約1,500人，另有百多人分佈在庫蘇古爾省的西部。這些維吾爾人來自鄰

近的中國新疆。

語言

由於喀爾喀蒙古人佔蒙古國總人口的75%，操喀爾喀蒙古語的人分佈在

全國18個省。所以，蒙古國的公共交際用語和書面語的基礎是喀爾喀蒙古

方言。喀爾喀蒙古語屬於阿爾泰語系，以位於首都烏蘭巴托的喀爾喀蒙古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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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最為正宗。內蒙古自治區蒙古族所使用的語言則以察哈爾蒙古語為官方

語言，兩者在口音方面略有不同。

蒙古國的文字相對比較混亂。在13世紀成吉思汗時代，蒙古國曾經使

用過畏兀字以書寫蒙古語，學界稱為回鶻式蒙古文。
8 

在元朝忽必烈時代，

八思巴字得到推廣，是元朝國字，之後便很少用了，所以有人稱之為「元國

字」。16世紀蒙古信奉佛教，為了廣譯遍傳佛經，這一時期蒙古傳統文字

得到普及和發展，引入許多藏語、梵語的典型用語，取代以往蒙古人使用的

詞匯，並且為了便於轉譯藏、梵語音，另造許多變體字母。1587年，阿尤

希固什修改舊有的字體，自創了可以表達所有的藏、梵語語音，且可以表達

許多蒙古語所沒有的輔音的阿里嘎里字體。學術界稱此時的書面蒙文為古

典蒙文。此後，蒙古國文字先後出現過托忒文字、索永布字體、方塊字等

等，但都沒有得到普遍使用，僅在局部地區使用過。20世紀30年代，蒙古

國曾經計劃使用拉丁文字，1931年曾作出「關於用拉丁文字書寫公文」的

決定，1944年又作出「全民使用拉丁文字」的決定。但是由於當時的政治

體制，蒙古國還是按照蘇聯老大哥的建議，在1946年開始正式使用斯拉夫

民族通用的西里爾文字（Cyrillic），從而放棄傳統的蒙古文字。

現在蒙古國所使用的是新蒙古文，是在喀爾喀蒙古語方言的基礎上吸收

了西里爾字母（Cyrillic alphabets）創造的文字。20世紀中後期，由於蘇聯以

及東歐國家的驟變，蒙古國一些人士開始呼籲放棄西里爾文字，改用回鶻傳

統蒙文。但是，由於經費不足、師資不足等等原因，恢復傳統蒙文的工作進

展不順利。20世紀90年代以後，蒙古國開始向市場經濟過渡，強調民族獨

立和一切向西方看齊的思想漸漸抬頭。由於西里爾文字難以輸入電腦以及許

多原來使用西里爾文字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國都選擇了拉丁文字。於是在

20世紀90年代中期，蒙古國內一些學者主張蒙古國文字改革應該選擇拉丁

文字，但一直沒有得到議會的批准。

現在的情況是，許多蒙古人發電子郵件、手機短訊以及網絡發帖等都是

使用拉丁文字。西里爾文字由於有喀爾喀蒙古語方言的基礎因而在民間一直

廣泛使用，包括學校教育、官方文件、書籍報刊、互聯網等等都使用西里爾

文字。回鶻蒙古文作為民族文化的象徵，主要用於公章牌匾和一些表現民族

文化的裝飾性物品，如標語等。9

八思巴八思巴

八思巴是元朝國師，八思巴是元朝國師，
元世祖忽必烈委託他元世祖忽必烈委託他
另製文字，以區別回另製文字，以區別回
鶻式蒙古文。鶻式蒙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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