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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3  十六國

類號 國號 種族 年歷 開國者 滅於 建都 備考

623.331 前涼 漢 324-376  [76] 張祚 前秦 姑臧

623.332 後涼 氐 386-403  [18] 呂光 後秦 姑臧

623.333 南涼 鮮卑 397-414  [18] 禿髮烏孤 西秦 樂都

623.334 北涼 匈奴 401-439  [39] 沮渠蒙遜 北魏 張掖

623.335 西涼 漢 400-420  [21] 李嵩 北涼 初都敦煌

後都酒泉

623.337 前趙 匈奴 304-329  [26] 劉淵 後趙 初都平陽

後都長安

623.338 後趙 羯 319-351  [33] 石勒 冉魏 初都襄國 冉魏入此

後都鄴

623.341 前秦 氐 351-394  [44] 苻堅 西秦 長安

623.342 後秦 羌 384-417  [34] 姚萇 東晉 長安

623.343 西秦 鮮卑 385-431  [47] 乞伏國仁 夏 袍罕

623.344 前燕 鮮卑 337-370  [64] 慕容皝 前秦 初都大棘

後都鄴

623.345 後燕 鮮卑 384-409  [26] 慕容垂 北燕 中山 西燕入此

623.346 南燕 鮮卑 398-410  [13] 慕容德 東晉 初都滑臺

後都廣固

623.347 北燕 漢 409-435  [28] 馮跋 北魏 昌黎

623.348 夏 匈奴 407-431  [25] 赫連勃勃 北魏 統萬

623.339 成漢 氐 304-347  [46] 李雄 東晉 成都

附註：後趙之末，冉閔僭立，國號魏，史家以之附後趙，史稱冉魏；後燕之末，慕容泓僭立，史家以之附後

燕，史稱西燕。此二國不在十六國之列。

十六國至五代十國總表

623.5  南朝

類號 朝代 種族 年歷 開國者 失國者 建都 備考

623.51 劉宋 漢 420-479  [60] 劉裕 劉準 建康

623.52 南齊 漢 479-502  [24] 蕭道成 蕭寶融 建康

623.53 梁 漢 502-557  [56] 蕭衍 蕭方智 建康

623.54 陳 漢 557-589  [33] 陳霸先 陳叔寶 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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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6  北朝

類號 朝代 種族 年歷 開國者 失國者 建都 備考

623.61 北魏 鮮卑 386-534  [149] 拓跋珪 孝武帝 盛樂

623.62 東魏 鮮卑 534-550  [16] 元善見 元善見 洛陽

623.63 西魏 鮮卑 535-557  [23] 元寶矩 元寶矩 長安

623.64 北齊 漢 550-577  [28] 高洋 高恒 鄴

623.65 北周 鮮卑 577-580  [24] 宇文覺 宇文闡 長安

附註：拓跋珪據盛樂，自立為代王，後都平城，稱帝，國號魏，為北朝之一，故史稱北魏。以有曹魏在前，

故亦稱後魏。傳至孝文帝遷都洛陽，改拓跋姓為元，故亦稱元魏。北魏孝武帝時高歡擅權，帝西奔依

宇文泰，泰弒帝另立文帝元寶矩，都長安，史稱西魏。高歡於洛陽另立孝靜帝元善見，史稱東魏。

623.2  五代

類號 朝代 種族 年歷 開國者 失國者 建都 備考

624.3 後梁 漢 907-923  [17] 朱全忠 朱瑱 汴梁 滅於後唐

624.4 後唐 沙陀 923-936  [14] 李存勗 李從珂 洛陽 滅於後晉

624.5 後晉 西夷 936-947  [11] 石敬塘 石重貴 汴梁 滅於契丹

624.6 後漢 沙陀 947-951  [4] 劉知遠 劉承祐 汴梁 滅於後周

624.7 後周 漢 951-960  [9] 郭威 柴宗訓 汴梁 滅於宋

623.8  十國

類號 國號 據地 年歷 開國者 失國者 建都 備考

624.81 吳 淮南 886-987  [46] 楊行密 楊溥 江都

624.82 吳越 兩浙 907-978  [84] 錢鏐 錢俶 杭州

624.83 閩 福建 873-941  [55] 王潮 王延政 福州

624.84 楚 湖南 907-951  [56] 馬殷 馬希宗 長沙 書例：三楚新例

624.85 前蜀 四川 908-925  [35] 王建 王衍 成都

624.86 南漢 兩廣 916-971  [67] 劉隱 劉鉅 廣州

624.87 南平 荊南 924-963  [57] 高季興 高繼沖 江陵 又稱荊南

624.88 後蜀 四川 938-965  [41] 孟知祥 孟昶 成都

624.89 北漢 山西 950-979  [29] 劉旻 劉繼元 太原

624.9 南唐 江南 933-979  [39] 李昇 李煜 金陵 書例：

南唐書入624.901；

江南別錄（陳彭年）入

624.904、江南野史

（龍哀）入624.904、

江南餘載入624.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