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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後宮女官研究 
－宮官制度的形成、演變與影響 

羅彤華 

摘要： 
  宮官是後宮女官的代稱，原本是侍奉后妃的女性職官，她們上呈后妃指令，

下督宮女實作，是後宮的管理階層。宮官組織有六局二十四司，其職責分為文書

處理、贊相禮儀、生活管理、督責懲罰等四大類型。但宮官的功能在擴大中，或

被派遣出宮辦事，或參與政務，或侍候文案，與原本職能已有所不同。宮官的名

號亦時有變動，新名號頻頻出現，顯示後官女官正在醞讓新的體系。宮官來源有

聽聞召入、良家入選、宮女升進三種，由於宮官不需以色侍人，所以不在乎年輕

貌美，而以能力、品德為重要考量，有些人甚至是孀婦。為了滿足宮中的各類需

求，宮廷教育非常重要，宮官有時扮演施教者的角色。宮官的衣食待遇依尊卑身

分給授，政治待遇在韋后主政時大幅提高，但其宮內生活孤單，一年也只能見親

人一次。唐朝的宮官勢力在女主專政時最顯著，武則天選召才婦入宮任職，協助

處理政務；韋后時期的宮官則干預國政，影響朝局。此外，宮官還曾引導官員上

朝，在內廷批示文書，甚至因長於議論而涉入政爭。宮官雖然隱身宮廷內，但在

政治上仍有某種程度的影響力。 
 
關鍵詞：唐代、女官、宮官制度、宮廷教育、政治待遇、宮廷政治 

一、前言 

 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
1
在宮禁之中

的侍御者主要是宦官與宮女，其服侍的對象除了皇帝、太子以外，還有皇后、妃

嬪等女性。儘管歷代都用閹宦服侍后妃，但如能更有系統地安排女性近身服侍后

妃，豈不讓后妃更方便、更自在？唐代的後宮女性有三個層級，最高層是名為內

官的妃嬪，其次是管理階層的宮官，她們具有品階；
2
最下層是人數眾多，以服

務為主，没有品階的宮女。3本文的研究對象包含後宮的所有女官，但唐代的制

度名稱只見宮官，
4
宮官成為後宮女官的總稱或代稱。宮官原本是在宮中服侍后

                                                      
1 《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86），卷六〈秦始皇本紀〉二世二年條《集解》引蔡邕語，頁

271。 
2
 學者常將帝王妃嬪亦稱為女官，並以女官名篇，廣義的指后妃或其他女職，如：周文英，〈略

論中國古代的女官制度〉，《遼寧大學學報》1996 年 3 期，頁 56-58；董云香，〈《周禮》所記女官

述論〉，《文化學刊》2008 年 2 期，頁 20-23。唐代內官、宮官雖然已劃分清楚，但因都是有品階

的後宮女性，亦泛稱為女官，如：潘泰泉，〈唐代的女官〉，收入：朱雷主編，《唐代的歷史與社

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頁 558-564；劉曉云，〈唐代女官的特點〉，《首都師範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板）2006 年 2 期，頁 29-32。 
3
 唐代宮人的三個層級，見：羅彤華，〈唐代的宮女群體及其對宮廷政治的影響〉，《魏晉南北朝

隋唐史資料》34 輯（2016），頁 84。 
4
 唐代的宮官可指三類人，一是東宮官屬，二是宦官，三是後宮女官。東宮官屬是訓導、服侍、

禁衛太子的官員，又稱宮僚（寮）、宮臣。宦官是內官，所謂「宮者使守內」（《周禮注疏》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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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管理宮女的專職女官，但她們的出現並不很早，本文要尋索其演變軌跡。 

 唐代的宮官組織規模不算小，權責規定得很細緻。但如果說其服務對象僅限

於后妃，也未免太狹隘，宮廷中凡事皆可預聞的皇帝，有時仍會調度之。只是宮

廷中有些女性職官的名號不見於宮官體系，似說明後宮女職的需求在增加，既有

的架構已不敷所用，宮官系統在變化中，並因應情勢隨時做調整。至於新名號的

女官，是否納入宮官組織中，則還有待討論。通常印象中，宮中最大宗的服侍者

是宦官與宮女，宦官隸屬於內侍省，宮女是由宮官，還是宦官節制？我們有必要

界定宮官與內侍省的對應關係，以了解這群後宮女官的作用，並為她們在宮廷中

找到一個適切的位置。 

 唐代確立了六局二十四司的宮官系統，它在後宮有其樞紐地位，制度上的人

數近三百人，為了確保宮務的持續推動，宮官不能有職司空缺無人的狀態，因此

宮官的來源與進用應有穩定方式。宮官處理的是后妃的日常生活及相關朝儀，故

宮官的素質應有一定的講究。唐代的女性意識較強，
5
還有女主干政的問題，身

為後宮的女官，不是只會女紅、烹煮就好，其知識能力也非常重要，甚至要處理

文書業務或參與國政，是以後宮女官的身分特色與文化意義，也是本文著意探究

的課題。 

 宮官有品階，可以封爵為命婦，也可參與禮典，其一切待遇皆比照外官或內

侍宦官？宮官應恪守宮規，不能隨意出宮，但在生活上她能有多大的自主性？她

能有婚姻嗎？還是一入宮門便只能終老於斯？自良家選入的宮官，何時能會見親

人，其與家族的關係若何？唐代兩京都有掖庭宮，為了方便管理宮女，掖庭宮是

否也是宮官的廨署或居處所在？ 

 唐朝是女性參政最積極的時代，後宮女官接近皇帝或貼近女主，自然容易成

為倚重的對象，她們常被差遣擔任一些份外的工作，也在一波波的宮廷事變中見

其身影，女官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是不容小覷的。唐後期女主干政情況改善，相對

地，宮內宦官勢力卻大幅膨脹，後宮女官在政情丕變的狀態下，還能有所表現？

晚唐皇帝與宦官爭權時，女官能夠置身事外？女官在後宮雖是個不起眼的角色，

但她如何在夾縫中求生存發展，仍需本文做深入解析。 

 既有的後宮女官的研究非常少，如漢代考古資料所做的宮官集釋，
6
其實在

論三后官、太子官，而且所用無論是中人、士人，都非後宮女官。揚州出土的漢

代官印中，稱「妾某」的可能是後宮女官，但也有的是諸侯王後宮的女官。
7
以

                                                                                                                                                        
六〈秋官司寇〉「掌戮」），因其為宮闈之臣，亦可稱為宮官。後宮女官最早所見是世婦，鄭玄云：

「后宮官也。」（《周禮注疏》卷十七〈春官宗伯〉「世婦」）歷代女官雖有個別職名，但直到隋唐

時期才出現宮官這樣的特定名稱。上述三類人各有不同的服務對象與權責，唯因都在管理宮廷事

務，皆可名之為宮官。但本文主要探討的宮官是後宮女官。 
5 陳弱水，〈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識〉，收入：陳弱水，《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臺北：允

晨文化公司，2007），頁 199-240。 
6 蕭亢達，〈從漢代文物考古資料所見“宮官”集釋談《漢書‧百官公卿表》中的一處句讀問題〉，

《考古與文物》1996 年 4 期，頁 60-67。 
7 顧篔，〈揚州出土的“妾莫書”與“舒宴”印小議─兼論西漢時期的女官制度〉，《東南文化》

2007 年 5 期，頁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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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宮女官為主題進行全面性探討的始於北朝，蔡幸娟〈北朝女官制度研究〉、苗

霖霖《北魏後宮制度研究》，
8
都是頗有見地的論著。在唐代方面，潘泰泉〈唐代

的女官〉，
9
雖將內官、宮官區別開來，但在論述宮官時，卻又與宮女混淆在一起。

對於宮官身分與權力的變化，分析得最深入的是趙雨樂〈唐前期宮官與宦官的權

力消長〉與鄭雅如〈唐代前期預政女性身分的官僚化〉，
10
只可惜二篇文章在宮官

的沿革、進用、職權、演變，與其他官僚的關係，以及後期宮廷中宮官的勢力等

方面，似仍有未盡之意。 

 宮官在唐代是常設機構，上以應對皇帝、后妃，下以節制諸多宮女，還要與

宦官、其他官僚周旋，以維持後宮的正常運作。宮官雖然是後宮女官中最主要的

體系，卻也順應時變，有了其他發展。正因為宮官在宮廷研究中有其重要性，故

本文將揭開她的神秘面紗，並為後宮女官的文化作用與政治影響力找到合理解

釋。 

二、宮官制度的沿革 

  做為後宮專業的的女性職官，宮官的出現並不很早。《周禮》王者立后，並

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共計百二十人，以備內職。后正位

宮闈，夫人「坐而論婦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使之教九御」，世婦掌「祭祀、

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敘於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11夫人以下是王之妃

妾，她們不是僅陪從宴遊而已，而是要論婦禮，或行婦職的。其中，世婦以上的

身分尊貴，言禮不言職，女御則歳時獻功事，行絲枲職業之法。12看來王之妃妾，

亦象王之六官，13也負有管理後宮，分擔宮中實務的責任，鄭玄云：「世婦，后

宮官也。」14正是妃妾兼理宮務的明證。后宮除了王之妃妾外，還有縫人女御、

女祝、女史、女奴、奚、女工等女奴之類八百九十九人，依其才智，掌諸婦人之

事。15易言之，後宮女性若非王之妃妾，便是女奴，妃妾象六官，卻非專業女官，

                                                      
8
 蔡幸娟，〈北朝女官制度研究〉，《成功大學歷史學報》24 號（1998），頁 175-213；苗霖霖，《北

魏後宮制度研究》（新北市：花木蘭出版社，2013）。 
9 潘泰泉，〈唐代的女官〉，頁 557-567。 
10

 趙雨樂，〈唐前期宮官與宦官的權力消長〉，收入：趙雨樂，《從宮廷到戰場：中國中古與近世

諸考察》（香港：中華書局，2007），頁 1-35；鄭雅如，〈唐代前期預政女性身分的官僚化：從上

官婉兒墓誌談起〉，《中國史學》24 卷（京都：朋友書店，2014），頁 87-102。 
11
 《周禮注疏》〈天官冢宰〉卷一「九嬪」注，卷七「內宰」注，卷八「世婦」、「女御」，頁 18、

116、122。 
12
 《周禮注疏》卷七〈天官冢宰〉「內宰」疏曰：「內宰以婦人職業之法教九御。上文世婦已上，

皆直言陰禮不言職，此言職者，以其世婦以上貴，無絲枲等職業之法故也。」（頁 111） 
13
 《周禮注疏》卷八〈天官冢宰〉「女御」疏曰：「王之妃妾，三夫人象三公，九嬪象孤卿，二十

七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頁 122） 
14 《周禮注疏》卷十七〈春官宗伯〉「世婦」注，頁 261。 
15
 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一〈天官冢宰〉

「敘官」詒讓案：「內司服縫人女御人十人，女祝四人，女史八人，女奴百二十五人，奚六百七

十二人，女工八十人。凡女官、女庶人，總八百九十九人。」這裏的「女官」可能是「女宮」，《周

禮注疏》卷七〈天官冢宰〉「寺人」注：「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此處所言似皆為宮中之刑女，

即女奴，《周禮注疏》卷十七〈春官宗伯〉「守祧」注曰：「女祧、女奴有才智者。…奚，女奴也。」

疏曰：「女史之類，皆女奴有才智者為之。無才智者，即入奚類。」又，卷一〈天官冢宰〉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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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奴掌婦人事，身分卻甚低賤。《周禮》後宮罕見不是王之妃妾，但身分又不卑

賤的女性職官。16 
  漢代自武帝以後，頗增修後宮之制，世謂「掖庭三千，增級十四」，17即漢

帝妃妾有十四個品級，十九個名目，班固〈兩都賦〉曰：「蓋以百數。」18可以

想見漢帝妃妾群龐大，人數不下於周制；而掖庭女性三千，則過於古昔女奴之數。

掖庭是後宮女性居住之處，妃妾群既人數眾多，相應地，服侍宮女亦大幅擴充，

才能滿足實際需求。妃妾群中，長使爵比五大夫，視六百石；少使爵比公乘，視

四百石，位階不算太低，但顏師古注曰：「主供使者。」19似乎如周制之世婦、

女御之類，不全然地被供養，仍被賦予某些任務。少使是十一等，其下還有三個

等級及家人子等名目，則這些人就算可被進御，也應有較具體的職事要承擔。 
  兩漢以下，後宮裏有些人原本只是女侍，但也因緣際會下成為帝王妃妾。如

漢元帝傅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元帝為太子時得幸，這個才人應是太后身

邊的侍者。東漢和帝數失皇子，鄧后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20

才人竟成為掖庭妃妾的人選之一。曹魏時，才人身份依舊有些曖昧，如曹爽私取

「先帝才人」七八人為伎樂，又發才人五十七人，使先帝倢伃教習為伎。21這些

才人正在帝王侍者與女伎之間。大概直到西晉，才人方正式列入妃妾群，爵視千

石以下，晉帝諸子不乏為才人所生。22可是南朝諸世總不忘在才人、中才人妃妾

身分後，加上散位、散役、散職這樣的註解，23說明他們是兼有女侍性質的妃妾。

類似情形亦出現在北朝，北齊河清令依古制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女置內命婦，武成帝自外又置才人等散號。24可見歷代妃妾的位號不僅常有變

動，下層妃妾可能如女侍般地被役使或服侍他人，不能養尊處優的閒逸過日。 
  自漢代以來，帝室、皇后的服侍供養，有少府、詹事等專官來負責，或士人、

或宦者，卻鮮少見到女性職官在處理宮務。即使帝王妃妾要分擔少數雜務，也總

要顧及其尊嚴與體統，怎可與身分微賤的女侍、伎人平等齊觀？尤其自漢武帝大

                                                                                                                                                        
之屬「女祝」注曰：「女祝，女奴曉祝事者。」「女工」注曰：「女工，女奴曉裁縫者。」「內司服」、

「縫人」下皆有女御，疏曰：「以此女御還是女奴曉進御衣服者。…王見之，或當王意，廣其禮，

得與八十一女御同名。欲見百二十人外，兼有此女御之禮，王合御幸之。」女奴曉進御衣者亦可

得御幸，但其身分非妃妾。孫詒讓此處所言皆女奴或女宮，未見女庶人之例。 
16 《周禮》所記女職，除了王之妃妾如九嬪、世婦、女御，王之同姓女內宗，王之姑姊妹外宗

之外，其他如女祝、女史、內司服、縫人、女巫等都是女奴身分。只有春官宗伯下的世婦是外命

婦，既非王之妃妾，也非女奴。上述十一職見於董云香之歸納，見：〈《周禮》所記女官述論〉，

頁 20-23。 
17
 《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十上〈皇后紀〉，頁 399。 

18
 《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固傳〉，頁 1344。 

19
 《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卷九十七上〈外戚傳〉，頁 3935。 

20
 《漢書》卷九十七下〈外戚傳〉，頁 3999-4000；《後漢書》卷十上〈皇后紀〉，頁 420。 

21
 《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74），卷九〈魏書〉〈曹爽傳〉，頁 284-285。 

22
 《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六十四〈武十三王傳〉，頁 1719；又，〈元四王傳〉，頁

1725。 
23
 《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十一〈后妃傳〉，頁 316-317；《陳書》（臺北：鼎文書局，

1975），卷七〈后妃傳〉，頁 120。 
24
 《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十三〈后妃傳〉，頁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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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擴充宮掖後，「掖庭三千」，占絕大多數的便是各類侍人的宮女。宮女的督導，

若要由妃妾來下指令，妃妾的勞務豈不太沈重，又豈能符合其尊貴的身分？因此

宮中有必要設置某些女性職官，以服侍后妃，並供其調遣。《漢書》記武帝時戾

太子反，收捕江充，太子使舍人夜入未央殿，「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如淳注：

「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娙娥以下，長御稱謝。」25可見長御是隨侍皇后

的女性職官，使人入見要透過長御傳達，妃妾入見則由長御答謝，其職比侍中，

顯示其在後宮的重要性。元帝為太子時，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虞侍太子者，見政

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26長御雖不見於漢代職官系統，但應是

常在皇后身旁，得皇后信任與重用的女官，晉灼以為即「宮長」，27蓋宮中女官

之長也。 
  漢代的宮中女官還有其他名目，成帝所御幸的中宮史曹宮，司隸解光奏言係

官婢曹曉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28曹宮為官婢之女，其身

分當屬官婢。曹宮生長宮中，但能有書藝才能，應是受益於宮中的教育體系。曹

宮的職稱是學事史、中宮史，可能都是皇后身旁女史之類通文書的人。《周禮》

疏曰：「女史之類，皆女奴有才智者為之。」29曹宮的身分與職稱，看來源自古

制，二者間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歷來史家非常重視王之言動，有左史右史記言

記事，30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然而，后妃左右似乎也有女史載筆，以知得失，

自警戒耳，所謂「女史彤管，記功書過」。31《周禮》云：「女史，掌王后之禮職，…

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32《毛詩》〈國風〉〈邶柏舟‧靜女〉：「貽我彤管。」

疏曰：「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也。」33正因為女史記宮中后妃事其來有自，

所以成帝班倢伃因趙氏驕妒，恐見危，作賦自傷曰：「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

而問詩」，34就以女史誦諸篇詩，明箴戒之意，而自惕厲。無論女史身分如何，

從何而來，其為宮中掌書記之女官，錄后妃宮閨之事，似是無可懷疑。 
  宮中女官與文書事相關者，可能還有女尚書一職。東漢宦官為禍日甚，陳蕃

說竇武斥罷之，並曰：「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趙夫人即靈帝乳母趙

嬈，女尚書注曰：「宮內官也。」35應是侍側太后，為其所親信的宮官。女尚書

的重要地位，在曹魏明帝時更突顯出來，《三國志》〈魏書〉載：「可付信者六人，

                                                      
25
 《漢書》卷六十三〈武五子傳〉，頁 2743-2744。 

26
 《漢書》卷九十八〈元后傳〉，頁 4015。 

27
 《漢書》卷九十七下〈外戚傳〉引晉灼注，頁 3991。 

28
 《漢書》卷九十七下〈外戚傳〉，頁 3990。 

29
 《周禮注疏》卷十七〈春官宗伯〉「守祧」，頁 261。 

30
 《禮記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卷二十九〈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書》

卷三十〈藝文志〉：「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章學誠則不以為言與事可分任，《文史通義新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內篇一〉〈書教上〉：「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

言為二物也。」 
31
 《後漢書》卷十上〈皇后紀〉，頁 397。 

32
 《周禮注疏》卷八〈天官冢宰〉「女史」，頁 123。 

33
 《毛詩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國風〉〈邶柏舟‧靜女〉，頁 105。 

34
 《漢書》卷九十七下〈外戚傳〉，頁 3985。 

35
 《後漢書》卷六十九〈竇武傳〉，頁 2242；又，卷六十六〈陳蕃傳〉，頁 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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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36一般而言，宮中女官是環繞后妃群，

給事省內的人，不意魏明帝竟指令可信的宮內女官，省外奏事，還當畫可之權力，

似已有參與政事的迹象。 
  以尚為名的宮中女官，可能不只女尚書，《漢書．惠帝紀》如淳注：「主天子

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

尚也。」37看來漢宮中除了女尚書之外，還有其他以尚為名，各司職事的女官，

她們很可能如省中五尚那樣，已自成一個體系。 
  目前所知，較明確地於後宮設置系統性女官的是西晉。《唐六典》「宮官」條

引《晉令》：「崇德殿大監，尚衣、尚食大監，並銀章、艾綬，二千石；崇華殿大

監、元華食監、都監、上監，銅印、墨綬，千石；女史、賢人、恭人、中使、大

使，碧綸綬。」38西晉的女官，大監、監這兩個等級有官品與印章，可能是真正

的職官，是宮中的管理階層，而女史之類既無官品、印章，其身分似為女奴或宮

婢，以侍人或文書業務為主。然西晉的女官並不限於《晉令》所載，還有其他名

目見於史料中，如晉武帝太康六年（285）皇后行蠶禮，依「漢魏故事」，「女尚

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既是漢、魏故事，則女尚書的參與禮典，可能在

東漢便已存在。陪從太后、皇后法駕的，另有如女長御、女旄頭、女尚輦等女官。39

女尚書與女長御都是西晉承自兩漢的女官，卻都未見於殘存的《晉令》中，想見

西晉女官的規模應遠比所知者大。 
  女尚書、女長御在十六國、南朝時依然存在。後趙石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

度，常誚責杖捶太子邃，邃恨，稍疾不省事，季龍「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40女

尚書不只侍從皇后，連君王都如此信用之，可見她在宮中的分量了。南朝宮內的

女職也很重要，如齊明帝建武二年（495）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

部郎何佟之建議在外侍官之外，另用內職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41顯見她們持

續存在於南朝，而且二職地位相當，並稱同用，人數還各不只一人。 
  陳後主好艷詞新曲，他引進一批女學士至宮中：「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

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

互相贈答」。42這些宮人女學士，因恩遇而供奉在內廷，以文采而侍從君主，酬

答賓客，其與有固定職事的女官，似又稍有不同。 
  漢晉的女官只零星、片斷的殘存在史料裏，唯南朝宋明帝的後宮，留下完整

的職官系統。《宋書》謂：「太宗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位置內職。」43他詳列

後宮、各房的官名、品秩、職務、人數等，七品以上有定數的就約 130 人，無定

數及流外者更不知凡幾，後宮職官規模之大，為古來所僅見。然而，這個職官系

                                                      
36
 《三國志》卷三〈魏書〉〈明帝紀〉，頁 105。 

37
 《漢書》卷二〈惠帝紀〉，頁 85。 

38
 李林甫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十二〈宮官〉，頁 348。 

39
 《晉書》卷十九〈禮志〉，頁 590；又，卷二十五〈輿服志〉，頁 765。 

40
 《晉書》卷一○六〈載記〉〈石季龍傳〉，頁 2766。 

41
 《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九〈禮上〉，頁 134-135。 

42
 《陳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七〈后妃傳〉，頁 132。 

43
 《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四十一〈后妃傳〉，頁 1270-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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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雖說是宋明帝「留心後房」、「備位置內職」，好似為后妃所設的女官，其中如

女林、女史、女典、宮閨史等確實為女性任職，但這個職官系統是否全然排除男

性或閹官，也還不能肯定，像侍御執衛、禁防等職，仍然用女性守衛？給使一職，

在唐代指宦人無官品者，44如果南朝宋亦然，則此後宮職官就不專是女性。另個

很特別的是，這個職官系統在許多官名後加註「銓六宮」、「銓人士」等語，看來

是賦予他們銓選的權利。「銓六宮」大概是為後宮挑選各式人才，「銓人士」既不

同於「銓士人」，則可能以選取閹宦或婦女為主。另外，也有的加註「有限外」，

是限定內職不可隨意外出嗎？這份職官規範後宮的事項極為周全完備，舉凡穀帛、

中廚、織、繡等衣食所必備，學林、典樂、行病、暴室等宮教、享樂、疾病、懲

處所需要，無不設官分職，細緻處理。只是吾人還難認定這個職官系統係屬專職

女官，而更讓人訝異的是，其中官名鮮少再見於他處，是南朝系統只有過渡性質，

歷史主流、制度源流在北不在南之故？45 
  時間較宋明帝稍後，但確知係在後宮專置女職，以典內事的，是北魏孝文帝

時期。這些女職獨立於妃妾群之外，即使她們可被御幸，卻不掛妃妾名號。這個

女性職官系統，共分五個等級，最高等級的內司，視尚書令、僕；其次的作司、

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再次的女尚書、美人、女史等官，視三品；以下的

中才人、才人、恭使宮人等為視四品；最低層的女酒、女饗、奚官女奴等為視五

品。46大致上，前兩個等級屬監理性質，第三個等級屬文書性質，第四級是服侍

性質，最下級是勞務性質。值得注意的是，美人、才人、中才人等在魏晉南朝列

於下層妃妾群，且自劉宋起加散位、散役之號，可見她們是有些許職事的。而在

北魏，她們已摒除於妃妾群之外，成為宮內的女職，且其層級並不算高。再者，

這五個等級中的最下層如女酒、奚、女奴等皆見於《周禮》，是女奴身分，但北

魏卻一併納入後宮的女職系統，給予品階，既不視若流外，貶抑其身分，也不當

成女隸來看待，這在講究身分制的社會裏，倒是很出人意表的安排。 
  現今留存的十方北魏宮人墓誌，47其官位皆不低於女尚書，但是否同為視三

品的美人、女史等，或更等而下之的諸女職，皆不可刊為墓誌，則尚難斷言，因

大監劉阿素、劉華仁的墓誌，就由有交情的同火人典御監、內傅母所立，故其他

層級較低的宮人墓誌，許是未發現而已。這些宮人，十之八九都因家門遭難而没

官，但也因女工妙絕、宰調酸甜、或博達墳典，而離於禁隸，擢為上官，甚至獲

賜高品，追贈一品，其中內司楊氏還得宣武皇帝賜爵為高唐縣君。48這些殊榮，

                                                      
44
 《唐六典》卷十二〈內侍省〉，頁 358。 

45
 陳寅恪認為隋唐制度有三源，以北齊、梁陳為主，北周制影響較微末。田餘慶則認為宋齊梁制

具為過渡性，宏觀的看，主流在北不在南。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臺北：河洛圖

書公司，1978），頁 1-2；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296。 
46
 《魏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十三〈皇后傳〉，頁 322；《北史》卷十三〈后妃傳〉，頁

486。二書有部分女職名稱不同。 
47
北魏宮人墓誌及其解說見：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趙

萬里編，《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二〈北魏‧後嬪內職〉、卷十一〈補

遺〉。以下所述皆源自於此。 
48

 十方宮人墓誌中，除了〈皇內司諱光墓誌〉與〈傅母宮大監杜法真墓誌〉，似非因家難而沒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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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是古代之沒官女性所能想望的，抑且絲毫不遜於外朝之男性職官。 
  北魏後宮有女侍中一職，視二品，亦屬高官，但宮人墓誌未見。靈太后臨朝，

江陽王元繼之子叉妻封新平郡君，後遷馮翊郡君，拜女侍中。又，于氏貴盛，于

忠後妻中山王尼須女，也在靈太后臨朝時引為女侍中。陸昕之尚常山公主，神龜

初，與穆氏頓丘長公主並為女侍中。這些為女侍中的皇室女眷，與前述自沒官擢

昇的後宮女職，在身分上頗不相當，而于忠妻只「微解詩書」，便引為女侍中。

另外在魏末，高岳因功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49蓋

北魏的後宮女職，可能大部分出自刑女，少部分為官人親屬或皇室，尤其在太后

臨朝時引進女侍中，當是為了便於侍從顧問。 
  北齊推廣後宮女官制度似乎頗為著力，在諸多禮典裏也納入女官，參與儀制，

如皇帝納后之禮，皇后服大嚴繡衣，「女長御引出，升畫輪四望車，女侍中負璽

陪乘」。皇后行親蠶之禮，「女尚書執筐，女主衣執鉤，立壇下」。冊皇太后之禮，

小黃門以節綬入，「女侍中受，以進皇太后」。50這些女官不僅陪侍在皇太后、皇

后左右，地位重要，深受倚重，而且名目多元化，職掌也有系統性的傾向。尤其

是女侍中，每在關鍵時刻都被賦與重任，想見其在宮中的權力甚大，這或許就是

女侍中陸太姬（令萱）勢傾內外，能讓從婢黃花成為後主皇后的主要原故吧！51 
  隋唐制度有東魏北齊、南朝梁陳、西魏北周三個淵源，可是以後宮女性職官

系統來說，隋帝雖說「採漢、晉舊儀」，52並參考北魏以來的制度，但事實上它

無論在宮官的類別與職掌上，都別有創設，較諸前朝規範得更明確完整。隋文帝

置六尚，似是仿漢代內官婦人之諸尚，其下有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

之政。煬帝則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53從宮官名稱看，隋已不用監、大

監之名，連近身皇后權力甚大的女長御、女侍中，也不再見，反倒是以尚為名的

體系，比擬奉御皇帝的諸尚，全面開展於宮闈中，以服侍后妃。只是漢晉南北朝

普遍存在的女尚書，隋代已不見其名。至於女史（使）之類，各朝位階均不高，

但因其有書記、支使的實際效用，反倒一直存續在後宮中。至於宮官的品秩，隋

文帝壓到從九品以下，或至勳品、流外品，與后妃內官的七品以上，身分懸隔。

煬帝則將六尚抬高到從五品，司、典、掌遞降，但也都在從九品以上，與內官的

一～七品，差距縮小許多，而內官五品以下的寶林、御女、采女，比於古制之女

御，54也不比宮官的位階高，似乎煬帝的下層妃妾，在品秩上已與宮官有相承接

                                                                                                                                                        
外，其他均是。北魏、北齊、北周、隋代的女官制度與墓誌實例，可參考：蔡幸娟，〈北朝女官

制度研究〉，頁 175-213。 
49
 《魏書》卷十六〈道武七王列傳〉，頁 403；又，卷三十一〈于忠傳〉，頁 746；又，卷四十〈陸

昕之傳〉，頁 909；《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十三〈清河王岳傳〉，頁 174-175。 
50
 《隋書》卷九〈禮儀志〉，頁 177-178；又，卷七〈禮儀志〉，頁 145；又，卷九〈禮儀志〉，頁

174。 
51
 《北齊書》卷九〈後主穆后傳〉，頁 128。 

52
 《隋書》卷三十六〈后妃傳〉，頁 1106。 

53  隋代宮人墓誌所見之女官名稱與職掌，可參考：周曉薇、王其禕，《柔順之象：隋代女性與社

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 181-190。 
54
 《隋書》卷三十六〈后妃傳〉，頁 110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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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勢。 

三、宮官制度及其演變 

  唐朝的宮官制度承隋代而來，且更接近隋煬帝之制。唐的宮官制度計有六局、

二十四司、二十四典、二十四掌。各局置六尚各二人，正五品；二十四司各二～

六人，正六品；二十四典各二～六人，正七品；二十四掌各二～六人，正八品。
55

《新唐書》卷四七〈百官二〉內官條註謂開元中，玄宗改四妃為三妃，以代夫人，

又置六儀、美人、才人，｢增尚宮、尚儀、尚服三局」。
56
如依此註，唐代常行的

宮官制度原只有三局，至玄宗改制才增為六局。但事實並非如此。周紹良編唐代

宮人墓誌裏，貞觀○二○掌闈麻氏、麟德○○四司簿王氏，都屬尚宮局；續編上

元○一九尚服李法滿，屬尚服局。這兩局顯然在開元改制前已存在。此外，貞觀

○一八司製何氏屬尚功局；永徽○六○司設某氏、續編儀鳳○○七典燈某氏，屬

尚寢局。
57
亦即唐初墓誌中確實可知已有四局，尚宮、尚服兩局不待玄宗增置也

已出現。而且由墓誌宮官的名號看，尚、司、典、掌俱全，似乎太宗、高宗時宮

官制度已完整，六局二十四司典掌已周備。 

  目前所見的宮官體系，自六尚的正五品，司、典、掌各遞降一等，至正八品

而止。但這不是唐朝最初的典制，《新唐書》內官條註：六尚曰諸尚書，正三品，

二十四司正四品，二十四典正六品，二十四掌略去品秩，大約是正七品。
58
唐初

的宮官，六尚與二十四司典掌俱全，與今制無異，所不同者，唯今制官品抑降至

正五品為起始。今制官品何時抑降？是玄宗改革內官時一併所為嗎？如以宮人墓

誌確知為宮官的六例來說，五例都未載其品階，僅儀鳳一例典燈載明為七品。由

此觀之，唐朝在儀鳳以前已改為今制品階。 

  玄宗在開元初改革內官之制，
59
由原本的八等一二一人（或一一二人），

60
驟

減為四等二十人。改革的原因，有學者以為是懲舊制之弊，使內外有別，以正家

道；也有的認為是防範后妃干政，或去除太平公主眼線。
61
這些說法都不無道理。

歷代的下級妃妾總要供使或承擔某些職事，而南北朝時更加上散位、散役、散職

等名號，其與尊貴的妃嬪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因此玄宗的改革內官，在政治目的

                                                      
55 賴瑞和以為宮官的官品是流外官，應誤。見：《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
頁 355。 
56 《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卷四七〈百官二〉，頁 1225。 
57 周紹良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又，《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8 《新唐書》卷四七〈百官二〉，頁 1225。 
59 玄宗改革內官制度的時間，霍斌推測在開元元年十二月左右或開元二年八月左右。見：〈唐玄

宗內官制度改革發微〉，收入：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12 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頁 281。 
60 《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卷五一〈后妃傳〉有八等一二一人，《新唐書》卷四七

〈百官二〉有八等一一二人。二書所記差別在美人、才人的人數。《唐會要》（臺北：世界書局，

1974），卷三〈內職〉所記同於《舊唐書》。 
61 霍斌，〈唐玄宗內官制度改革發微〉，頁 282-284；李文才，〈試論唐玄宗的後宮政策及其承繼〉，

《華北大學學報》2007 年 2 期，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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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還應有提升妃嬪地位，使其與任雜事的寶林、御女、采女等人區隔開來，

讓妃嬪為真正的內官，而令抑廢的寶林等轉任他職，才符合尊卑有序，貴賤有等

的身分制度，這或許才是玄宗「內外有別，家道正焉」
62
的真正用意。 

  玄宗改革內官，一口氣裁撤了約百人，這些人先前有品階，總不好降與宮女

同使，因此若非放出宮，最可能的出路便是成為宮官。玄宗改革內官時，《新唐

書》加註一語：「增尚宮、尚儀、尚服三局」，此處的增三局正接在改革內官後，

其本意或許指寶林以下人等轉移於尚宮等三局，用增加、調整三局的人事暫時安

置之。唐朝女主專政時期，宮官是其親信，權力相當大，玄宗即位後，刻意壓制

宮婦群體，擴大內侍省的宦官功能，
63
故此時玄宗增尚宮等三局職權的可能性不

大，其安排部分低品妃妾為宮官，只是策略性運用。蓋只要后妃權力被壓制，宮

官便與執役宮人無別。內官與宮官的連動關係，正是玄宗改革的特色。 

  另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玄宗更革內官時，似有意將內官、宮官品階銜接起

來，以內官凌駕宮官之勢，整飭宮內女官系統，亦即內官皆在四品以上，宮官皆

在五品以下。品階既明，身分斯在，內官督導宮官之勢，是再清楚不過了。唐朝

內官、宮官皆因襲隋制，隋文帝時「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以下皆分隸焉」
64

的遺義，大概到唐玄宗時才真正落實，之前低品妃妾與高品宮官間互動的尷尬情

勢，將不再出現。
65
 

  如志書所見，宮官六局二十四司是負責后妃日常生活及相關朝儀的後宮常設

機構，其職責可分為四大類型： 

  1.文書處理。尚宮局主掌六尚事物的出納文籍，並掌管宮官之印。凡六尚所

需物品，由外司承辦，尚宮押印，司記審核出入錄目，交付內侍省受牒，便移外

司處理。其他五尚之印唯於當司內行用，不能用於對外文牒上。尚宮局的四司，

司記掌印，並審核諸司簿書；司言掌宣傳啟奏之事，即敕書宣付司言，司言將承

敕處分之事，傳付外司；司簿掌宮人名簿與廩賜之事；司闈掌宮闈管鑰之事。四

司該當皆有文書登錄，才方便管理。此外，尚服局司寶所掌琮寶、符契、圖籍等

也要具立文簿，如需使用，在出付與還回時都要登記在案，以備查核。再者，二

十四司下各有無品階的女史數人，掌執文書。可見凡宮官之事，皆需文書載錄，

以為憑信及審查之用，故文書處理在宮官事務中是極重要的，而又以尚宮局為主

要職司。 

  2.贊相禮儀。尚儀局主掌宮中禮儀及起居諸事。除了司籍負責經籍之分目、

暴涼，教學之簿記、紙筆等供奉外，其他三司都與禮儀、賓客事務有關。司樂掌

教習樂人，諸樂之陳布及演奏；司賓掌賓客朝見、宴會時的引導、禮儀；司贊於

                                                      
62 《唐會要》卷三〈內職〉，頁 33。 
63 趙雨樂認為自武韋時期至玄宗時期，內廷權力的變動，已自宮官轉向宦官。見：〈唐前期宮官

與宦官的權力消長〉，頁 1-35。 
64 《隋書》卷三六〈后妃傳〉，頁 1107。 
65 趙雨樂以為，妃嬪以下世婦，傳統上已歸於宮官類別。這樣的說法不太精確，本文從宮官的

沿革及玄宗改革裏，釐清妃嬪與宮官的關係。趙雨樂說法見：〈唐前期宮官與宦官的權力消長〉，

頁 31 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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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見時引客立於殿庭，司言宣敕賜坐，司贊引導其入席就座。如有賜酒、賜食，

司贊仍要引導賓客起身拜謝。禮儀之事雖由尚儀局主導，但還是要與其他局司，

甚至是內侍宦官合作完成。尚儀局在四司之外另有正六品的彤史二人，其下並管

女史二人，其職司依《毛傳》：「后妃群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
66
燕

寢進御本由尚寢局主掌，唯因進御也是禮儀之事，故由品位甚高的彤史負責進御

及日期之記錄，而床帷張設之具才委之尚寢局處理。 

  3.生活管理。後宮妃嬪的各種生活用度與物品供給，也由宮官掌理。尚服局

主掌后妃、命婦、女官之服飾、器玩、儀衛等事；尚食局主掌膳食、酒醴、醫藥

之事，以及宮人的廩食、薪炭；尚寢局主掌寢宮之灑掃、張設，輿輦、燈燭等物

之使用，以及園苑種植蔬果之事；尚功局主掌衣服縫製，珍寶、綵帛之收藏保管，

以及各種用物的帳目處理。大體上，這四局在服用供進、膳食醫藥、燕見進御、

女工製程上，各有所管領。後宮的身分等級嚴明，用物的發放、供給，應按照個

人的品階、地位來實施。雖然這四局管理的都是日常生活的諸多雜事，但也正因

為有專人專司負責各專項，除了顯示后妃生活的高貴不凡，也展現宮官的服務性

功能，與其差遣分派宮女的權力。 

  4.督責懲罰。後宮人多事雜，為了維護宮中秩序，讓宮務順利推動，唐朝在

宮官中設置糾察、處罰的獨立部門，由宮正執掌禁令，司正、典正佐之。凡宮人

有不供職事，違犯法式者，司正寫成文牒，上報宮正裁決。如為小事，由宮正自

行決罰；如為大事，奏聞帝后處理。宮正是與六尚地位平齊的女官，六局二十四

司都要受其監管。宮正之下除了司正、典正，與掌理文書的女史之外，還有阿監、

副監等職，蓋為實際督察的巡檢人員，《全唐詩》有云：「後宮阿監裹羅巾，出入

經過苑囿頻。承奉聖顏憂誤失，就中長怕內夫人。」
67
阿監頻繁穿梭後宮，就怕

宮務有閃失，她除了受宮正督導，妃嬪等諸夫人也會給其壓力。
68
 

  從宮官的局司分畫與職務類型上看，宮官處理的主要是後宮事務，原本的職

責是侍奉后妃。她們比內侍省的閹宦，可提供后妃更方便、更自在的近身服務；

比卑賤無文的宮女或女奴，她們是有教養，有身分的女官。南北朝以前，宮中女

官如女長御、女尚書、女侍中等僅是個別性的存在，南北朝以後雖然出現組織性

的女官，但皆不如唐朝宮官的系統性、專職性。宮官的服務事項非常多元，舉凡

日常生活、參贊禮儀、文書處理等都不可有半點差池，故在內部設有獨立監管人

員，以執法禁。宮官是唐朝官制中的一環，但除了尚宮局是對外文牒往來的聯繫

孔道外，宮官其實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體系，其服侍對象與工作範圍，大致局限在

後宮中，只有在特別派遣時才會出宮。 

  宮官不是位高權重的職官，又處深宮之中，自然不易引人注目，但史料中留

下的少數記錄，仍依稀可見其活動之梗概。尚宮為宮官之首，也是目前所知，宮

官中最常被派遣任本職外之事者，如高祖在大安宮，太宗晨夕使尚宮問起居、送

                                                      
66 《毛詩注疏》〈國風〉〈邶柏舟‧靜女〉，頁 105。 
67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七九八花蕊夫人〈宮詞〉，頁 8975。 
68 唐後期后妃名號中出現「夫人」的封號，此乃后妃出身卑微的狀態。見：吳麗娛、陳麗萍，〈從

太后改姓看晚唐后妃的結構變遷與帝位繼承〉，《唐研究》17 卷（2011），頁 387-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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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饌；兵部尚書任瓌妻妬，不肯受所賜宮女，太宗令上宮（尚宮）齎賜酒，威嚇

其飲之立死；太宗夢杜如晦如平生，於明年亡日，遣尚宮至第慰問其妻子；高儉

亡後，方寒食，敕尚宮以食四輦往祭。
69
如志書所載，尚宮職在導引中宮，出納

文籍，但從上述事例看，宮官已然衍生出新的任務。太宗甚為信任且倚重尚宮，

他將問安、慰問等事交付女官執行，而非宦者或大臣，大概就看重女性溫柔體貼

之質性。女官身在後宮，自然有較多機會見到皇帝，皇帝權力無所不在，調遣她

去辦事，也在情理之中。太宗對宮官的看重並不下於大臣，曾有宮人還京憩於湋

川縣官舍，因李靖、王珪繼至，官屬移宮人別所，太宗怒曰：「何為禮靖而輕我

宮人？」奉派出使，住官舍的宮人極可能是宮官，而由太宗「輕我宮人」一語推

敲，她似是太宗素所信用的後宮女官，若非魏徵以「皇后掃除之隸」，「不合參承」

之語勸諫，李靖等或許還要因此問罪。
70
太宗時宮官的分量，尤其是尚宮之被重

用，出乎典制之規範。 

  制外派遣尚宮問安、弔祭的風尚，
71
直持續到玄宗開元年間。張易之兄弟俱

侍宮中，易之母韋氏阿臧封太夫人，天后使尚宮至宅問訊，又因尚書李迥秀私事

阿臧，亦令宮人參問迥秀之母。玄宗於王琚眷委特異，時號內宰相，皇后亦使尚

宮就琚宅問訊琚母，賜時果珍味。
72
對大臣女眷的慰問、賞賜，差遣女官之首的

尚宮來執行，適可表現該女眷身分的尊榮。至於命尚宮或宮官參與齋事或殯歛、

弔喪，則除了朝廷表達哀悼之意外，也是死者的一份哀榮。如張行成卒，高宗令

尚宮宿於家，以視殯歛；越國太妃燕氏卒，二聖遣宮官宣讀皇帝口敕及皇后墨令，

及窆，又使宮官臨視；陳子昂亡母初七，特降上宮等人給護齋事；代國長公主為

玄宗仲妹，及薨，玄宗使尚宮弔祭。
73
皇帝遣宮官或尚宮，而非大臣或宦者臨視，

說明她們在宮中很受重視，因而在原本職責之外被差遣，而這些任務在唐後期是

不常見的。 

  尚宮之外，其他宮官難得見於史料，有之，也是按職事施行。在與皇后有關

的重要典禮，如冊后、親蠶、拜陵、朝賀等，六尚以下無不各司其職，行禮如儀。

封禪是中國政治傳統中極隆重的皇帝祭天地之禮，唐朝只有高宗、玄宗兩位皇帝

實行過。高宗乾封元年（666）於社首山祭地祇之禪禮中，高宗初獻之後，皇后

武氏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終獻，
74
其典禮如「酌酒，實俎豆，登歌，皆用宮

                                                      
69 《舊唐書》卷六四〈高祖二十二子〉，頁 2433；張鷟撰，趙守儼點校，《朝野僉載》（北京：中

華書局，1997），卷三，頁 59；《舊唐書》卷六六〈杜如晦傳〉，頁 2469；又，卷九五〈高儉傳〉，

頁 3841。 
70 《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頁 2548-2549。 
71 劉琴麗也認為尚宮代表皇帝出使慰問，見：〈唐代宮人的政治參與途徑〉，《文史知識》2010. 07，
頁 18-19。 
72 《舊唐書》卷七八〈張易之傳〉，頁 2706；又，卷六二〈李迥秀傳〉，頁 2391。《新唐書》卷

一二一〈王琚傳〉，頁 4333；《舊唐書》卷一○六〈王琚傳〉，頁 3251。 
73 《舊唐書》卷七八〈張行成傳〉，頁 2705。《全唐文補遺》第一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許敬宗〈大唐越國故大妃燕氏（下缺）〉，頁 26。《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二一○

陳子昂〈初七謝恩表〉，頁 2128；又，卷二七九鄭萬鈞〈代國長公主碑〉，頁 2827。 
74 有關高宗時期的封禪禮，武后對禪禮之論述，及禮典之進行，可參考陳弱水的分析，見：〈初

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識〉，頁 20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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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75
百寮反而在外瞻望，被排除在祭奠儀式裏。

76
大體上，禪禮所用之職事宮

人，當是比照親蠶、朝賀等禮，由宮官導引儀式之進行，只是此儀注沒有留存下

來，而玄宗封禪時則完全改變該種由皇后、命婦、宮官擔綱的祭儀。 

  宮中女性多是侍人之職，鮮少能引起外人的注意，除非她有書藝知識。文德

皇后采自古婦人事為女則，及崩，宮司并女則奏之，太宗覽之悲慟。這個宮司，

胡三省謂即尚儀局之司籍，蓋掌經史教學者。
77
唐初典籍散佚，貞觀中諸秘書監

請購天下書，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之。
78
書既藏於內庫，主掌者該當就是管

理四部經籍的司籍，亦正是奏上女則的宮官，而其下應有女史、諸宮女負責排比、

清理、曝曬等工作。
79
開元三年（715）褚無量等侍宴，玄宗才以內庫書殘缺錯亂，

檢閱甚難，令其整比之。
80
整理典籍這樣的重大工程，不是宮官力所能勝任，但

管理舊籍還是其本分的工作。 

  女史是自古即存在的後宮女官，《史通》云：「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

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
81
說明女史在宮中掌書記，載內廷的生活起

居，或宮闈之事。然《隋書》論起居注曰：「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

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
82

兩漢設有專司著作的史官，「著作東觀」是以他官兼撰述之任。
83
漢代「著記」的

記載方式與內容範圍，乃後世起居注的前身，但未得其名，而東漢起居注載皇帝

「日用動靜之節」，
84
是後宮日常起居雜務，未必是國家大政。

85
明德馬皇后能自

撰顯宗起居注，可能不是憑藉明儒碩學的郎官載錄，而是禁中女史的注記，張說

序上官昭容文集有「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
86
殆即此類人。然自三國魏晉官方記

史制度建立，以及北魏孝文帝置左右史官與起居令史後，
87
女史記宮中之事的職

能便凋零了。
88
到了唐代，宮官各局下皆有女史，雖然依舊掌執文書，但所管不

過記錄名數物件而已，地位既不高，也不受重視，已淪為宮官系統下的流外小吏。

唯古者女史「記功書過」之職司，至唐已轉為彤史之責。
89
彤史正六品，只比六

                                                      
75 《資治通鑑》卷二○一，頁 6346。 
76 《舊唐書》卷二三〈禮儀三〉，頁 888。 
77 《資治通鑑》卷一九四，頁 6121-6122。 
78 《新唐書》卷五七〈藝文志一〉，頁 1422。 
79 《全唐文》卷二六八武平一〈徐氏法書記〉：「切覩先后閱書法數軸，將搨以賜藩邸，時見宮

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正是宮女負責曝曬。 
80 《唐會要》卷三一〈經籍〉，頁 644。 
81 劉知幾撰，蒲起龍釋，呂思勉評，《史通釋評》（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卷十一外篇〈史

官建置〉，頁 267。 
82 《隋書》卷三三〈經籍二〉，頁 966。 
83 張榮芳，《唐代的史館與史官》（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頁 13-14。 
84 荀悅，《申鑑》（臺北：世界書局，1981），〈時事第二〉，頁 15。 
85 喬治忠、劉文英，〈中國古代“起居注＂記史體制的形成〉，《史學史研究》2010 年 2 期，頁

8-11。 
86 《全唐文》卷二二五張說〈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頁 2275。 
87 張榮芳，《唐代的史館與史官》，頁 14-17。 
88 謝翀，〈漢魏六朝時期女史探析〉，《海南熱帶海洋學院學報》23 卷 6 期（2016），頁 16-19。 
89 《唐會要》卷三〈內職〉：「彤史紀功書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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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低一等，而與二十四司地位平齊，《唐六典》在該職下之注，皆細數《周禮》、

《毛傳》所述「女史」之職，意味宮官彤史所司，即古代女史之事。毛奇齡撰《勝

朝彤史拾遺記》曰：「記宮闈起居及內廷燕褻之事。」
90
《明史》記彤史之職唯「掌

宴見進御之事，凡后妃衛妾御於君所，彤史謹書其月日。」
91
此正與《唐六典》

之注若合符節，蓋明朝彤史之責亦承唐朝而來，而且把唐朝彤史的職權描述得更

清楚、具體。由於彤史不僅於記功書過，更在書寫進御之事，其職關係到王室血

統，也是后妃的私密生活，用女官來理其事可能比宦官更恰當，而彤史正六品的

身分，顯示其職的重要性。 

  宮官主要負責后妃的生活起居，其管理系統應如隋開皇時代的「貴人等關掌

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分隸焉」，
92
亦即宮官接受內官的統攝，掌理宮掖諸事務，

而在後宮從事勞作的宮女們，則配屬於宮官的六局二十四司下。易言之，宮官上

呈內官指令，監督、調遣實作宮女，後宮的管理責任，就落在宮官身上，宮官作

為後宮的管理階層，其權責是很清楚的。 

  殿中省、宮官、太子內坊，分別服侍皇帝、皇后、太子，都是專司其職的。

只有內侍省可以不限所司，監領三宮事務，全面掌管整個宮禁，像與皇后有關的

親蠶執儀、導引中宮車乘出入、群官朝賀中宮、命婦朝會監引等，宮官之外，內

侍宦官也參贊其事。故宮官與內侍省是互相輔翼，又各自獨立的機構，宮官並不

是在內侍省的指揮下運作。
93
宮官與內侍省的關係，還可見於皇太后、皇后的封

令書上，《唐六典》司寶註曰：「皇太后、皇后之寶皆以金為之，並不行用。其應

封令書，太皇太后、皇太后用宮官印，皇后用內侍省印焉。」
94
這是為了防範皇

后等干政，所以限制其寶不能行用，
95
若真有必要出納文書，皇后也只能用內侍

省印，高於太皇太后、皇太后的宮官印，其作為後宮之主的尊貴地位，由此可見。 

  宮官名號在玄宗定制前後，其實都曾變動過，《舊唐書．后妃傳》敘及宮官

曰：「自六品至九品，即諸司諸典職員品第而序之，後亦參用前號。」
96
這顯示宮

官名號並非固定不變，今制所見只是某一時期的制度。然自女主專政後，後宮女

官頻頻出現一些原不在宮官系統中的新名號。武氏臨朝聽政，除了借重外朝大臣

輔政外，內廷也拔擢一批有才行的女子，侍從左右，協理政務。裴行儉繼室華陽

夫人庫狄氏，「有妊姒之德，班左之才。聖后臨朝，召入宮闥，拜為御正」。御正

不見於諸政書，應是武氏主政時新創的女官名號。雖說庫狄氏才德兼備，然其既

為「媧后補天」，可以想見其參議補闕之能力，為武則天所欣賞、倚重。
97
女主當

                                                      
90 毛奇齡，《勝朝彤史拾遺記》，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續編》（四川：巴蜀書社，2000），頁 157。 
91 《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七四〈職官三〉，頁 1827。 
92
《隋書》卷三六〈后妃傳〉，頁 1106。 

93 內侍省是人事監管機構，宮官是分配宮人執役的行動機關。二者所涉宮人事務，相互交錯處

不少；在出納宮廷命令方面，有著相互搭配的行政原理。見：趙雨樂，〈唐前期宮官與宦官的權

力消長〉，頁 20-23。 
94 《唐六典》卷十二〈宮官〉，頁 351。 
95 杜文玉，《唐代宮廷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頁 568。 
96 《舊唐書》卷五一〈后妃上〉，頁 2162。 
97 張說撰，熊飛校注，《張說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十四〈贈太尉裴公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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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讓女性有才識者隨侍，以備諮詢顧問，或許比整日被男性大臣包圍，要方便

自在些。蓋男性大臣非宣召不得入後宮，而女主與女官們既無性別差異，也無內

外之別，就女性角度，或前朝、後宮之分際來看，讓有預政能力的女官隨侍在女

主身側，或許比宣召男性大臣入宮問政，更有效率。顏真卿祖母殷氏、司馬慎微

妻李氏、鄧國夫人等都是在武氏臨朝聽政後「旁求女史」，才選召入宮的。
98
宮官

系統中的女史，地位卑微，不入流品，應該不是武氏政權給予選召入宮者的職務。

其實所謂女史，可以泛指有才德的女性，也是對該種女性的敬稱，這才是武氏聽

政所求的人才。只是目前資料極少，難以知曉她們任何種女官，或是否別有其他

新創名號？神龍政變後，中宗在許多制度上恢復永淳以前故事，其中應也包括後

宮女官制度，亦即則天新創名號可能就此廢棄，故史書不傳。 

  中宗時期同樣女主當政，對女官的禮重與需求似亦不減於昔時。庫狄氏雖說

自「中宗踐祚，歸養私門」，但中宗仍「歲時致禮」，
99
表達敬重之意。另方面，

韋后對宮官的重用，亦不弱於武則天，尚宮柴氏、賀婁氏等與之相結，樹用親黨，

而在李隆基誅滅韋氏集團時，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胡三省注曰：「時韋

氏以婦人為內將軍，蓋即賀婁尚宮為之也。」100內將軍不是宮官的名號，只是賀

婁尚宮的兼職，難道宮內另有他種女官系統？ 
  命婦是國家以誥命形式，授予婦女的特定稱號，通常是因夫、子而受封，但

也有因女性本人之能力而獨立受爵的。衛國夫人王氏墓誌，完全不言其夫，只言

「道合於帝，德冠於朝」，在中宗政變即位之初，封為新昌郡夫人；又說她「出

入彤□，中外清慎」，在景龍二年（708）加邑號為薛國夫人。嗣後在唐隆元年（710）
反韋政變後又改封為徐國夫人，睿宗景雲二年（711）更轉封為衛國夫人，並加

上「同京官三品，位亞列侯，名超宮掖」一語。101應注意的是，王氏在封命婦之

前，其在宮中的頭銜是什麼，墓誌中完全未提及，她應該不是妃嬪的身分，從其

能出入彤廷，引動中外推測，也似乎不是一般宮女，她或許與尚宮賀婁氏等同樣

為宮官，只是品階較低，又不黨同之，反而倒向反韋一派，故在睿宗得勢後，提

升其政治身分為同京官三品。宮官中除了尚宮可以連通內外，較引人注目外，其

他多是後宮微不足道的女官內職，遠不如命婦的尊貴與榮顯。衛國夫人王氏墓誌，

不言其如何入宮、入宮身分，而只載錄其命婦頭銜與預政官品，並言此等身分「名

超宮掖」，或許正反映宮掖中的宮官不值一提，除非她有其他頭銜。但宮官可以

單獨受爵至國夫人，並可擁有同京官三品的官僚身分，實已遠超過一般宮官所能

達到的極限。 
  女主專政時期，宮官或新名號的女官是其得力的輔佐，而她們也藉由女主扶

                                                                                                                                                        
頁 724-725。 
98 有關武則天辟召諸才婦入宮輔政，鄭雅如有相當細緻的分析，見：〈唐代前期預政女性身分的

官僚化：從上官婉兒墓誌談起〉，頁 92-96。 
99 《張說集校注》卷十四〈贈太尉裴公神道碑〉，頁 724。 
100 《資治通鑑》卷二○九，頁 6645。 
101 《全唐文補遺》第六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大唐故衛國夫人（王氏）墓誌銘并序〉，

頁 394。關於王氏在每個受封時期與政事的關連，可參考鄭雅如的考證，見：〈唐代前期預政女

性身分的官僚化：從上官婉兒墓誌談起〉，頁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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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取得政治權力。即使在中宗、睿宗時代，她們依舊受重用，可以比照朝官受

爵，任高品，頗有內職兼外官的跡象。玄宗即位之初，多少還受到女性預政的影

響，曾動念請庫狄氏再入內廷，其墓誌曰：「皇上臨極，旁求陰政，再降綸言，

將留內輔」，只是夫人「深戒榮滿，遠悟真筌」，102予以婉謝。然玄宗的後宮政策，

實是極力防止女性干政的，《唐六典》在〈內官〉條下注：「猶防女寵，故省內官，

將以垂範」。103這些女官既是女主的親信，防制女主，也就連帶地壓抑女官權力，

故自此罕再見女官委以重任，有之，不過是給予虛位名號而已。白居易〈上陽白

髮人〉謂玄宗末歲選入之宮人，貞元中遙賜年最老者「尚書」號。104女尚書在漢、

魏時已存在，當奏事、畫可之任，為君主所信用，但貞元時遙賜的尚書號，僅有

安撫作用，無關權力行使。宮官系統中原無尚書稱號，此一新名號的出現，大概

表示女官中最崇重的是文書性質的工作，而遙賜尚書號的象徵意義，應大於其實

質意義。然無論如何，宮人能拜為尚書，總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王建〈宮詞〉

裏也述及這樣的榮耀：「御前新賜紫羅襦，步步金階上軟輿。宮局總來為喜樂，

院中新拜內尚書。」105 
  宮官職司大體可分為知識與技能兩類，處理衣食張設之製作等生活雜事，多

偏向技能方面，而文書與禮儀，多與知識相關，尤以文書為最。帝后身邊的服侍

人員，奉茶掌燈任誰都可做，但能通經史文義，善屬詩與君臣唱和，則非素有學

養者不能為之。貞元中，德宗召宋若莘姊妹入宮，若莘掌宮中記注簿籍，祕禁圖

籍。穆宗以若昭尤通達，拜尚宮，嗣若莘所職。敬宗復令若憲代司宮籍，文宗以

其善屬文，能論議奏對，尤重之。諸帝嘉其節行不群，不以宮妾遇之，呼為學士

先生。106宋氏姊妹看來各有宮職，學士先生應該不是宮官中的職稱，是一種敬稱。

昔時，陳後主常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唱和為詩，則女性有知識能力者蓄養宮中，

已早有先例。穆宗初即，「召故女學士宋若華（莘）妹若昭入宮掌文奏」。107宋若

華（莘）的學士地位，在元稹〈追封宋若華（莘）河南郡君制〉中講得更清楚：

「我德宗孝文皇帝…，乃命女子之知書可付信者，省奏中宮。而若華（莘）等伯

姊季妹，三英粲兮，皆在選中，參掌宥密。」108宋氏姊妹不僅知書，而且可信，

所以參掌密事。唐代女學士的功能，不只是詩文唱和，或已趨近於政事。大明宮

玉晨觀田法師玄室銘，為從母內學士宋若憲所撰，109而宋若憲正善於議論奏對，

最終以捲入政治紛爭遭賜死。女性的多樣才華，唐人是看在眼裏的，李遠〈觀廉

                                                      
102 《張說集校注》卷十四〈贈太尉裴公神道碑〉，頁 724。 
103 《唐六典》卷十二〈內官〉，頁 347。 
104 白居易著，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三〈諷諭三‧上陽白髮人〉，

頁 59。 
105 《全唐詩》卷三 O 二王建〈宮詞〉，頁 3444。 
106 《舊唐書》卷五二〈后妃下〉，頁 2198-2199；《新唐書》卷七七〈后妃下〉，頁 3508。宋氏姊

妹任宮職，與列女傳的民間女子不同；雖附於后妃傳，但也不是皇帝妾侍。 
107 《舊唐書》卷十六〈穆宗紀〉，頁 484。宋若莘或宋若華，諸書所載有異，甚至同一部書前後

亦有不同，如《舊唐書．后妃下》就為「宋若莘」。 
108 《全唐文》卷六四七元稹〈追封宋若華（莘）河南郡君制〉，頁 6558。 
109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大和○一九，頁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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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葬〉詩注：「女真善隸書，常為內中學士。」110宮中匯集的女學士，才華洋

溢，學養俱高，只因女子多不預外事，故鮮能留名青史。 
  晚唐宮中依然留用許多知書女子，其身分多元，名號頗雜，是係屬於宮官系

統，或別有其他女職體系，還很難說。如咸通中薨於大內的楚國夫人楊氏，「以

良家子選居禁掖」，許是妃嬪身分，她「肄習於婉嬺之儀，悅詩禮以自持」，是知

書達禮的女子，但「洎乎顯迴天旨，恩拜御中」，111似乎是另有「御中」的職銜。

「御中」之名不見於他處，以妃嬪而兼職「御中」，說明其才幹為皇帝賞識，委

以他用。 
  僖宗時因亂幸蜀，進士李茵奔竄南山，見一宮娥，自云侍書家雲芳子，有才

思。後雲芳子被內官田大夫識得，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回宮。112雲芳子

侍書家的名號，總以在帝后或皇室成員旁侍候文書事務有關。昭宗自遭幽辱後，

勵心庶政，韓偓〈感事三十四韻〉詩云：「宮司持玉研，書省擘香箋。」113宮司、

書省皆宮人職名，是新創的女官名號，其職掌如何，尚不確定，但總歸是粗通文

墨，才被撿選到文案旁來服侍的。王建〈宮詞〉曾有：「私縫黃帔捨釵梳，欲得

金仙觀裡居。近被君王知識字，收來案上檢文書。」114女子識字，有書寫能力，

終非粗鄙無能之輩，調到皇帝身旁侍從，是宮官也好，或其他女職也罷，前景與

待遇，總是讓人有無限期盼的！ 
  哀帝天祐二年（905）十二月辛丑敕：「宮嬪女職，本被內任，近年以來，稍

失儀制。宮人出內宣命，寀御參隨視朝，乃失舊規，須為永制。今後每遇延英坐

朝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門。」115寀御不見於宮官系統，也

可能是一個新創名號。《通鑑》胡注引《唐六典》曰：「宮嬪司贊掌朝會贊相之事。

凡朝，引客立於殿庭。」116胡三省將參隨視朝，比於司贊朝會時引客於殿庭。或

許因司贊只負責與皇后有關的禮典，而皇帝視朝遂另行指派隨侍宮人，寀御便是

由此而生的女職。 
  宮官系統終唐之世都存在，可是宮中的女性職官未必只限於志書所載之名號

與職掌。像御正、御中、寀御，似乎都在服務女主或皇帝，而女學士應是宮中知

書之女性群體，內將軍則領導女性防禦體系，至於尚書、書省、宮司、侍書等，

應是通文墨之人。這些零散的、不明隸屬單位的新名號，意味著宮官制度產生變

化，還是宮官之外正在醞釀新系統，因史料有限，難以判定。117但這些新名號所

指出的趨勢是，宮中需要一批學養俱佳，能夠協理政務，或侍奉文案，有書寫能

                                                      
110 《全唐詩》卷五一九李遠〈觀廉女真葬〉，頁 5930。 
111 《唐代墓誌彙編》，咸通○四一，頁 2410。 
112 孫光憲撰，賈二強點校，《北夢瑣言》（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九，頁 191-192。 
113 韓偓著，陳繼龍註，《韓偓詩註》（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卷二，頁 99。 
114 《全唐詩》卷三○二王建〈宮詞〉，頁 3442。 
115 《舊唐書》卷二十下〈哀帝紀〉，頁 804。 
116 《資治通鑑》卷二六五，頁 8654。 
117 鄧小南指出，宋代的尚書內省常由宮官擔任，是協助君王處理政務文書的女官體系。然宋代

的尚書內省已呈組織型態，與唐代的只見零散名號，頗不相同。見：鄧小南，〈掩映之間—宋代

尚書內省管窺〉，《漢學研究》27 卷 2 期（2009），頁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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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女性，以補既有宮官之不足。 

四、宮官來源與教育 

  有品宮官近兩百人，再加上無品的女史、阿監等，就宮中不減萬人的人數比

重來說，實在微不足道，但對於供給中宮服用所需，禮儀導引而言，其功能性與

必要性又讓其不可或缺。為了維持後宮的持續運作，宮官或女官勢需有穩定來源，

也為了讓其運用更有彈性，選取方式也就不拘一格。大體上，宮官或女官的來源

有以下三種途徑： 
  1.聽聞召入 

  女性因才德獲致高名，帝后因而特別召入，這在武氏主政時尤其明顯，除了

前述的裴行儉繼室庫狄氏，還有顏真卿祖母殷氏「天后當宁，旁求女史，太夫人

殷氏，以彤管之才，膺大家之選，召置左右，不遑顧復。」118司馬慎微妻李氏「載

初年，皇太后臨朝，求諸女史，勅穎川郡王載德詣門辟召。」119又，鄧國夫人「媧

后創業，軒宮多事，高行登聞，大家入侍。」120都是在武氏需才孔急，其人節行

可信的情形下，特召入宮服侍或輔政的。亡宮墓誌多言宮人以良家入選，但偶然

也有召入的，卒於景雲二年（711）六十歲的七品亡宮人，與卒於開元三年（715）
七十六歲的六品亡宮人，墓誌說她們「往以才行，召入後宮」，「典絲枲之任，掌

笄屨之儀」，121或許就是在武氏當政時召入後宮，任服用衣飾之女官的。 
  唐前期女主用事，女性職官的需求自然多，所召入者無論任職原有的宮官系

統，或是新增的女官，都以其才行深得贊譽。唐後期雖然不再有女主，但社會上

依然敬重有才行的女子，奏聞皇帝而召入宮者，以宋氏五姊妹為最著稱。王建〈宋

氏五女〉詩云：「行成聞四方，徵詔環珮隨。同時入皇宮，聯影步玉墀。」122正

形容得是此一盛事。宋氏姊妹入宮，分掌宮官各要職，深受諸帝敬重。123與宋氏

姊妹齊名的還有鮑君徽，善詩，德宗亦嘗召入宮，與侍臣賡和，賞賚甚厚，124但

似未留為女官。 
  女子若非才德出眾，不足以引動視聽；宮中若不是有女官需求，武氏政權與

諸皇帝也不會召之入宮，留為女官。 
  2.良家入選 

  宮官諸來源中，向外徵選可能是補充宮官的主要途徑，蓋皇帝聽聞召入，只

限於極少數有特殊能力者。在目前可知的宮人墓誌中，著錄為宮官的六件墓誌裏，

                                                      
118

 《全唐文》卷三四四顏真卿〈杭州錢塘縣丞殷府君夫人顏君神道碣銘〉，頁 3493。 
119

 趙君平、趙文成編，《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唐司馬慎

微墓誌〉，頁 478。錄文可參考：張紅軍，〈唐代司馬慎微墓誌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

年 10 期，頁 52。 
120

 《張說集校注》卷二六〈鄧國夫人墓銘〉，頁 1262-1263。 
121

 《唐代墓誌彙編》，景雲○一五、開元○一五，頁 1127、1161。 
122

 《全唐詩》卷二九七王建〈宋氏五女〉，頁 3370。 
123

 有關宋氏姊妹的生平與事迹，可參考：高世瑜，〈宋氏姊妹與《女論語》論析─兼及女教的平

民化趨勢〉，收入：鄧小南主編，《唐宋女性與社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頁 127-142。 
124

 《全唐文》卷九四五鮑君徽，頁 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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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入宮方式有二則載為「甲族選入中宮」、「充選入宮」，125但這兩件的卒年都是

貞觀五年（631），推算即使武德元年（618）入宮，當時也已分別為 62 歲、59
歲，所以這兩位宮官應是直接收自周、隋宮廷，未必是唐時才選入。宮人墓誌雖

然多載品階，但身分是內官或宮官，常難以判別。玄宗改革內官制大約在開元元

年、二年間，自此內官皆在正四品以上，宮官皆在正五品以下。如果從宮人墓誌

的卒年與歲數推算，在玄宗改制後入宮者只確知一例，她葬於開元十五年（727），
姑且推定亦卒於是年，時僅 20 歲，應在開元初改制後才入宮，她以「良家子選

入後宮」，卒時為七品宮人，當為二十四典之一。126宮人墓誌所載的入宮方式多

為良家入選，開元改制後該例依然是良家入選，相信良家子應是宮中徵選宮官所

開出的身分條件，畢竟宮官是有品階層，為了維護後宮清譽與宮官體統，設定良

家子為基本需求，應屬合理。127 
  宮官的入選年齡，有一則典燈墓誌曰：「爰在幼年，□□內職」，128但宮官選

取是否僅限定年輕女子，還有疑問。前述武氏政權所啟用的女官，庫狄氏、殷氏、

李氏等似乎都是孀婦，鄧國夫人被辟召時大概還在守寡，129這些婦人應有一定年

紀才入宮，顯非良家入選的「爰在幼年」。再者，宋氏五姊妹入宮，學者推估其

年齡在 20─31 歲間，130也不能說是幼年。唐宮官制度承襲隋而來，在宮官的年

齡標準上，也不無可能參考隋的舊習。隋有一則〈故宮人司寶陳氏墓誌〉：「年卅

一入宮，特以小心見祿，非因色幸。」131由於宮官的功能在服務後宮，管理宮女，

不需要以色侍人，所以她只要是身家清白的良家子便好，至於是否有過婚姻，是

否年齡幼小，當不在考慮之列。據學者統計的隋宮人入宮年齡，四十人中有年齡

記載者，二十人超過二十歲入宮，九人超過三十歲入宮，三人超過四十歲入宮，132

其中有些在隋以前已入宮。唐代宮官的選取標準如何，史書缺載，但即使宮官與

內官都有採選良家子一途，只因二者選取的目的不同，設定的條件自然有差。此

處且以《明會要》洪武十四年（1381）勅諭各地有司之語，以示其分別：「民間

女子年十三以上，十九歲以下；婦人年三十以上，四十歲以下，無夫者；願入宮

備使令，各給鈔為道里費，送京師。」133唐、明制度固然不可類比，然備內職的

女子，與服務宮廷的婦人，在入宮年齡與婚姻狀態上確實標準不同，以此回證前

文提及的庫狄氏等孀婦，可以想見宮官的選取，不在乎年輕貌美，當以能力、品

德為最重要考量。134 

                                                      
125

 《唐代墓誌彙編》，貞觀○一八、貞觀○二○，頁 21、22。 
126

 《唐代墓誌彙編》，開元二四三，頁 1324。 
127

 隋代選取宮人的前提要件亦是良家出身，在這點上，隋、唐相近。見：周曉薇、王其禕，《柔

順之象：隋代女性與社會》，頁 177-179。 
128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儀鳳○○七，頁 232。 
129

 鄭雅如，〈唐代前期預政女性身分的官僚化：從上官婉兒墓誌談起〉，頁 94。 
130

 趙力光、王慶衛，〈新見唐代內學士尚宮宋若昭墓誌考釋〉，《考古與文物》2014 年 5 期，頁 105。 
131

 吳鋼，《鴛鴦七志齋藏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頁 264。 
132

 楊寧，〈從墓誌看隋代宮人的幾個問題〉，《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6 卷 4 期（2013），頁 34。 
133

 龍文彬撰，《明會要》（臺北：世界書局，1972），卷二〈帝系二〉，頁 52。 
134

 隋代宮人的選取標準，美貌與品德才識並重，但這可能只是理想化的標準。見：周曉薇、王

其禕，《柔順之象：隋代女性與社會》，頁 17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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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宮女升進 

  犯罪家屬緣坐入宮，本應只在宮中底層任侍人之職的宮女。但宮中對這些宮

女，施以訓練與教育後，依其能力，分配到適合她的處所任事，而其中能力較強

的，則可能升進為宮官。該種情形在北魏宮人墓誌中已見端倪，現存的十方墓誌

裏，至少有八個是因家難緣坐入宮的，有些人年紀幼小，只有五、六歲，她們在

宮教的訓導下，依然可升進為內司、作司、大監、女尚書等宮內有品女官，甚至

可賜爵，擺脫了最底層的宮女身分。 
  北朝宮女升進的情形，似乎未在隋代宮官中複製。隋代宮官素質甚高，除了

相貌端莊外，入宮之前已深受儒家思想薰陶，女德、婦功是遴選重點，在目前可

知的四十方宮人墓誌裏，鮮見緣坐宮女升進為宮官者，似乎大幅改變北魏的宮官

來源。 
  唐代宮人墓誌雖然未見宮女升進為宮官之例，但緣坐宮女因才能出眾，不次

被拔擢，也是有可能的，最著名者莫過於上官婉兒。婉兒始生，因祖父上官儀之

事，與母配掖庭，墓誌雖說她「年十三為才人」，135但她在神龍元年（705）冊為

昭容之前，史書從未在她才人身分上多著墨，反而在文章制詔，參決政務上，突

顯她為武氏政權服務：「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作，若素構。自通天以來，

內掌詔命，掞麗可觀，…然群臣奏議及天下事皆與之」；又，「辯慧善屬文，明習

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136如前所論，武則天當政

時任用許多女官幫助她處理政務。上官婉兒既有專司，當授予名號，才便於名正

言順的制詔，及與朝官互動。史料中看不出婉兒曾被任命為朝官，比較可能的是，

婉兒除了有內官身分，137亦同時兼具宮官或女官名號。唐朝大臣常一人有數職，

後宮女性既為內官，也為宮官，似乎不是不可能。何況婉兒自緣坐宮女升進後， 
如只以才人身分應對朝事，未免有失作為皇帝妃嬪之體統。若加給宮官或女官名

號，豈不更切當？138 
  唐朝的緣坐宮女，因宮廷教育而表現才能的，可能不只上官婉兒一人，她們

也可能在縫繡藥膳等方面有特殊長才，而升進為宮官，成為教導與管理宮女的階

層。雖然目前罕見相關實例，但仍不能排除這樣的推測。 
就宮官或女官取用的三個途徑而言，聽聞召人似屬特例，宮女升進亦非常態，

唯良家入選可能才是最大宗的來源。宮人墓誌中絕大多數未標出是妃嬪與宮官的

有品宮人，相當大數量可能是宮官，而其中又以良家入選居於主流。以宮人墓誌

印證宮官來源，不失為一有參考價值的方式。 
  如果宮女升進是宮官的來源之一，那麼緣坐入宮後的教育，就是促使其升進

的主要助力。上官婉兒襁褓入掖庭，終至於內掌詔命，依憑的正是宮廷教育讓她

                                                      
135

 李明、耿慶剛，〈《唐昭容上官氏墓誌》箋釋─兼談唐昭容上官氏墓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

2013 年 6 期，頁 87。 
136

 《新唐書》卷七六〈后妃上〉，頁 3488；《資治通鑑》卷二○八，頁 6587。 
137 鄭雅如認為上官婉兒是以內官名位執行政務，見：〈唐代前期預政女性身分的官僚化: 從上官

婉兒墓誌談起〉，頁 89。 
138

 趙雨樂也認為上官婉兒曾任宮官，見：〈唐前期宮官與宦官的權力消長〉，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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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甚至她還可以反過來教育其他宮人，所謂「惟此邦媛，鬱為宮師」，139就

說明她在宮教中有一席之地。聽聞召入的宋氏五女，入宮後極受尊重，六宮、嬪

媛、諸王、公主、駙馬皆師之，140故王建詩云：「聖朝有良史，將此為女師。」141

亦在發揮宮廷教育的作用。上官氏與宋氏姊妹，無論身為受教者或施教者，都顯

示宮廷實兼具教育職能，負有培育宮人，教導其適應各種勞作與服務需要的責

任。 
  據《禮記‧內則》，古代的教育，男女自七歲起便不同席共食，十歲起便男

女異教，男子出就外傅，學六書九數，女子則「姆教婉娩聽從」，「學女事以共衣

服，觀於祭祀」。在家庭裏，女子以學習婦道為本，女師就是執教者。但宮廷對

女性的教育，視受教者的身分與需求，而有不同的教育方式，而非一概以〈內則〉

為準。 
  女子入宮施教或受教，不乏前例。東漢班昭以高才節行聞名於世，和帝數召

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142可知受教者是后妃，她們不因身分

而怠於精進。再者，廣在宮中設學，教導對象下及女隸的是符堅：「課後宮，置

典學，立內司，以授於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署博士以授經。」143女隸

所學的不是與其工作有關的技能，而是儒家經典，而教授的博士可能為男性學官。

南北朝時，吳郡才女韓藺英數度被宋、齊諸帝召入宮，齊武帝任為博士，「教六

宮書學」，144則施教者為女性，受教者為宮人，所學為知識，並非藝能。北魏李

彪之女，宣武召為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後宮咸師宗之」，145則

以妃嬪之尊，為公主等後宮之人的女師。另外在北魏宮人墓誌裏，馮迎男五歲即

隨母緣坐入宮，「蒙簡為宮學生，博達墳典」，後升為「女尚書，幹涉王務」；王

僧男六歲亦因父罪沒入宮，「簡充學生」，後超昇女尚書。146二人皆為宮婢身分，

在宮中受教，終而改變自己的命運。 
  這些宮廷教育的事例，女師或由宮外召入，或為妃嬪本人，但也有專任為博

士者；受教者上自后妃、公主，下及女婢，整個後宮都可能包括在內。所教授的

項目，看似以經典為主，其實愈是緣坐宮女，愈重視技能，如「宰調酸甜，滋味

允中」、「女功紃綜，巧妙絕群」，147就是這些女婢在宮中學著技能，得以升進的

原因。後宮實為一個教育場所，期望宮內女性有怎樣的表現，就怎樣去雕塑她們。 
  唐代後宮的女性教育，148從公主們身上看得最真切。玄宗〈封唐昌公主等制〉：

                                                      
139

 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臺北：鼎文書局，1972），卷二五〈起復上官氏為婕妤制〉，頁 81。 
140

 《舊唐書》卷五二〈后妃下〉，頁 2199。 
141

 《全唐詩》卷二九七王建〈宋氏五女〉，頁 3370。 
142

 《後漢書》卷八四〈列女傳〉，頁 2784-2785。 
143

 《晉書》卷一一三〈載記‧符堅上〉，頁 2897。 
144

 《南史》卷一一〈后妃上〉，頁 330。 
145

 《北史》卷四十〈李彪傳〉，頁 1465-1466。 
146

 《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魏故宮御作女尚書馮女郎之誌〉，頁 123；又，〈女尚書王氏諱僧男

墓誌〉，頁 124。 
147

 《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傅姆王遺女墓誌〉，頁 124；又，〈大魏宮內司高唐縣君楊氏墓誌〉，

頁 126。 
148

 宮廷需要禮儀教育、婦德教育，以及事務性的教育，受教對象亦含妃嬪在內。可參考：王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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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訓導諸子，舊有女師，因其婉娩之性，進成肅雍之德。」149女子的成長歷程，

嬰幼時期有乳母照顧哺養，150年紀稍長後便要接受教育，玄宗幼孫，榮王第八女

墓誌曰：「八歲受書於傅母，九歲學禮於女師。」151《通鑑》胡注：「傅母，女師

也。」152則傅母、女師都是負責教導之人。又，玄宗〈冊壽光公主文〉：「能遵阿

保之訓，頗聞詩書之旨。」153李賢訓：「阿保，謂傅母也。」胡注：「阿母，保母

也。」154乳母即使在王子公主長大後仍留在宮中，唐諸帝的乳母日後還封爵，155

但乳母以生活照養為主，待公主年事稍長，便由傅母、女師、阿保等接手教導之。

其實公主們的教育不只是詩書禮經等品德教育，她們還要嫁為人婦，有持家之儀，

故織紝組紃，酒食祭奠，以及圖史之事，都要學習，所謂「得繭館從蠶之儀，採

公宮習史之藝」，「手成朝祭之服，躬操酒食之品」，「知中闈內則之藝，稟傅母女

史之規」，156顯示公主教育是多樣化的，凡婦人所能之事，莫不教授傳習之。 
  誰有資格在宮中擔任女師、傅姆、阿保？男性官僚總不好深入內宮，女性知

書、習藝者便自然成為教師。玄宗賜燕國夫人竇氏詔曰：「慈慧和順，掌執禮經，

女憲母師，獨高柔則。」157竇氏為玄宗姨母，方其孩幼時，竇氏乳養之，而竇氏

又通於禮經，為宮中之女師，深受敬重，故不僅封為燕國夫人，還準職事三品給

俸料。太宗女臨川郡公主手繕寫起居表，太宗覽之欣然，「令宮官善書者侍書，

兼遣女師侍讀」。158宮官與女師都是後宮有學養的女性，她們為公主的侍書、侍

讀，就如同朝廷為太子、諸王安排侍書、侍讀一樣，但這裡的宮官侍書似是從事

書法教育，
159
也是宮中教育的一環。如前文所論，以宮女升進的上官婉兒曾為宮

師，極受皇帝重視的宋氏姊妹，也為嬪媛、公主的女師，可以說唐宮塑造的就是

一個講求師氏訓導，言容懿範的環境，不縱容嬪媛、公主們胡亂作為，有損皇家

威儀。 
  宮官各有職司，也就是各有專門技藝與才能，她們在任職之外，可能還有餘

力擔任女師，曾「典絲枲之任，掌笄屨之儀」的亡宮人，其墓誌銘曰：「彼美淑

姬，鬱為女師。」160似是宮官尊為女師。至於傅母（姆），鄭玄注《儀禮‧士昏

禮》「姆」字曰：「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

                                                                                                                                                        
梅，〈唐代宮廷婦女的教育〉，《中學歷史教學參考》2004 年 1-2 期，頁 20。 
149

 《全唐文》卷二三玄宗〈封唐昌公主等制〉，頁 267。 
150

 李貞德，〈漢魏六朝的乳母〉，《史語所集刊》70 本 2 分（1999），頁 443-458。 
151

 《全唐文補遺》第三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大唐榮王故第八女墓誌銘并序〉，頁 88。 
152

 《資治通鑑》卷二四五，頁 7902。 
153

 《全唐文》卷三八玄宗〈冊壽光公主文〉，頁 418。 
154

 《後漢書》卷五二〈崔烈傳〉，頁 1731；《資治通鑑》卷五八，頁 1878。 
155

 唐宮中之乳母多選自罪沒者，各皇子有各自的乳母，一個皇子還可能有多個乳母。因為乳母

有慈育之恩，所以可受封爵。見：羅彤華，〈唐代的宮女群體及其對宮廷政治的影響〉，頁 92、

103、109-110。。 
156

 《全唐文》卷二五八蘇頲〈涼國長公主神道碑〉，頁 2613；又，卷二三二張說〈上邽縣李氏墓

誌銘〉，頁 2346；又，卷五六憲宗〈封真寧公主等制〉，頁 607。 
157

 《全唐文》卷二六玄宗〈賜乳母竇氏俸料準三品詔〉，頁 297。 
158

 《唐代墓誌彙編》，永淳○二五，頁 703。 
159 李錦琇，〈書法教育〉，收入：《唐代制度史略論稿》（北京：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頁 232-233。 
160

 《唐代墓誌彙編》，景雲○一五，頁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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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161傅母（姆）不應是乳母，其特色該是「能以婦道教人者」。總之，唐宮

中蘊蓄了許多有知識、技能的女師等人，在教育尊貴的嬪媛、公主，她們有可能

是宮官，也或者專門由外聘請或選入。 
  唐宮中還有許多亟待調教的下層宮女，包含緣坐入宮者在內，她們將來要視

能力被分配為提供勞作的雜役宮女，或歌舞表演的技藝宮女，以及近身服務帝王

妃主的侍從宮女。162因為宮中需求的品項不同，宮廷教育機構自然也有分疏，以

求適才適性，因才施教。大致上說，宮教機構分為兩個體系，一是教習宮人書算

眾藝的習藝館；另一是教授樂舞雜技的教坊與梨園。163 
  習藝館本名內文學館，隸中書省，選儒學官一人為學士，掌教宮人。武后如

意元年（692）改曰習藝館，又稱翰林內教坊或內翰林。有內教博士十八人，教

習經史子集書算眾藝。開元末館廢，內教博士改隸內侍省。164從習藝館的配置來

看，學士官一人似為行政督導職，內教博士十八人才是真正的教師。開元末的組

織改造，內教博士可能移於內侍省掖庭局下，但掖庭局的宮教博士二人，從九品

下，也應只是行政督導職，不是真正的教師。再者，習藝館在唐後期又復舊，宋

尚宮之父宋庭芬就在習藝館內教。165宮中有這樣教習宮人書算眾藝的常設機構，

不僅提升了宮人的文化素養，避免小人閒居為不善，還在緣坐宮女中養出像上官

婉兒這樣出類拔萃的人物。 
  教坊與梨園是訓練宮中歌舞人的處所，但這些歌舞人多自宮外選入，166其技

藝基底也在宮外養成，挑選入宮後只在更求精進與排練更完善。但畢竟宮中歌舞

人的代謝速度快，總不如有文書才能的宮人具獨特性、持久性、難以取代性，故

緣坐宮女上官婉兒能因才學名顯朝中，而歌舞人頂多只有片刻地賞心悅目而已，

二者能力、品項上的差異，決定了他們的高度與受重視的程度。 
  宮廷不只是帝王妃主施政、生活之所在，其實也包含多樣化的教育機能，它

針對不同層級來施教，也選、聘不同身分與能力的施教者。宮官或女官的三個來

源中，聽聞召入者最以才行被人敬重，也最有可能是宮廷教育中的施教者；由緣

坐宮女升進為宮官者，先是在習藝館或掖庭局接受內教，一旦有成，便可由受教

者轉化為施教者。宮廷的教育機能，在宮官身上看到端倪。 

五、宮官生活與待遇 

                                                      
161

 《儀禮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卷五〈士昏禮〉，頁 49。 
162

 羅彤華，〈唐代的宮女群體及其對宮廷政治的影響〉，頁 96-104。 
163

 宮廷教育機構，亦可參考：杜文玉，《唐代宮廷史》，頁 298-306；王麗梅，〈唐代宮廷婦女的

教育〉，頁 20-21。 
164

 《舊唐書》卷四三〈職官二‧中書省〉，頁 1854；《新唐書》卷四七〈百官二‧內侍省〉，頁

1222。習藝館不只教宮人，也可能教宦官，〈高力士墓誌銘〉：「令受教於內翰林，學業日就。」

（《全唐文補遺》第七輯）這裡的內翰林可能就是翰林內教坊，也就是習藝館。《新唐書》做「萬

林內教坊」，應誤。 
165

 《新唐書》卷七七〈后妃下〉，頁 3508。杜文玉認為唐後期仍設習藝館，且唐初已有宮教博士，

非開元末才有。見：《唐代宮廷史》，頁 299-300。 
166

 羅彤華，〈唐代的宮女群體及其對宮廷政治的影響〉，頁 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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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宮官原本是侍奉后妃，管理宮女的女官，其廨署與居所可能設在掖庭宮內。

〈大唐故宮人司製何氏墓誌〉：「以甲族選入中宮，奉職掖庭，位頒司製。」167掖

庭是後宮的泛稱，但唐初任職掖庭的宮官，可能就指在掖庭宮內。又，七品亡宮

人丁氏墓誌：「選自良家，聲著椒掖」，即使武德元年（618）入宮，也已 57 歲，

故不會是妃嬪，當任宮官，而貞觀五年（631）「卒於掖庭」，168想見她的居所也

應在掖庭宮內。據《長安志》：「掖庭宮蓋高祖所起，宮人教藝之所也。」169宮官

即使不教習宮人書算眾藝，也有就近督導宮人勞作的責任。唐初的掖庭宮將後宮

的管理層與服務層匯聚在一起，這樣的佈局是具有時效性、便捷性的。 
  《河南志》並未看到東都有掖庭宮，但掖庭宮確實存在於東都。麟德元年（664）
〈東都掖庭宮司簿王氏之銘〉，170就證明東都的掖庭宮，同樣為宮官的職司所在。

安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諸王妃妾不及從者多陷於賊，德宗母沈氏被拘於東都之

掖庭，及代宗克東都，得之留於宮中。171唐代的掖庭，不只是籍沒官吏妻女的場

所，也是幽禁后妃及皇室戚屬的地方。172宮官在支撐掖庭宮的運作上，應有一席

之地。 
  宮官一入宮中，其生活便圍繞著工作打轉，史料中幾乎不見有其他活動。她

們日日困在宮中，連家人都幾乎斷了音訊，高宗上元二年（675）八月丁酉：「詔

婦人為宮官者歲一見其親。」173這是在高宗、武后並稱天皇、天后之後的一年，

或許武后有較強的女性意識，也較同情宮內的女官，遂特別下詔寬慰之。宮中是

一個很閉鎖的環境，不得許可，不能隨意出入，故太常樂工為宮人通傳消息，是

違反「宮闕之禁」；中宗時上官氏與宮人貴倖者皆立外宅，被視為「出入不節」；

就連《冥音錄》之陰司簿屬教坊，暇日得肆遊觀宮中，「但不得出宮禁耳」。174武

后為宮官開了一道一年會見親人一次的小門，也算是聊慰思親之苦吧！ 
  唐玄宗是一個對宜春內人特別禮遇的君王，《教坊記》曰：「每月二日、十六

日，內人母得以女對，無母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餘內人並坐內教坊

對。內人生日，則許其母、姑、姊妹皆來對。」175宜春院女妓能每月二次，及生

日時得親人探視，其待遇比宮官還好。玄宗此後似將會親制度，擴及於所有宮女，

《中朝故事》：「每歲上巳日，許宮女於興慶宮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縱其問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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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呼喚姓第

不至者，涕泣而去。歲歲如此。」176興慶宮成於玄宗時，玄宗也是對宮女非常寬

容的君主，推測此會親制度亦始於玄宗。上巳日（三月三日）是唐人聚會、春遊

的日子，177選這一天會親，是別具意義的。只不過宮女普遍可以會親，宜春內人

經常與母姊對，不知是否連帶影響品階較高的宮官，增加其會親的次數與頻率？ 
  宮廷隔絕了親人日常會面的機會，也因此宮中無意挑選有夫有幼子者入宮，

以免造成夫妻不相見，母子有棄養的人倫悲劇。這樣說來，宮中禁閉著許多未婚

的女子，或失婚的孀寡。唐代宮官的身分與資格未見載錄，參考明制或許有助於

吾人對唐制的理解，前引《明會要》洪武十四年（1381）敕諭：「婦人年三十以

上，四十歲以下，無夫者，願入宮備使令。」此處的婦人，與上元二年（675）：
「婦人為宮官者歲一見其親。」同樣用「婦人」，似有異曲同工之妙，亦即她們

可能曾有婚姻，但現在至少是無夫者。又，洪武二十二年（1389）授宮官敕：「服

勞多者，或五載六載，得歸父母，聽婚嫁。年高者許歸，願留者聽。現授職者，

家給與祿。」178比起唐上元二年（675）許宮官歲一見其親，明制似乎稍放寬一

點。至於任宮官年深後，或老病不堪役使者，是否可放出宮，在唐代諸多出宮人

例中，或許不能排除之，但總不如明制的明文許可。對於無家可歸或不願出宮的

宮官，明制任其終養於斯，而唐代宮人墓誌中，頗多六、七十歲以上卒於宮中的

高齡長者，她們之中應有不少是老年不堪役使，又無處可去的宮官吧！ 
  宮官不能隨意出宮，入宮時亦不能有夫，她幸而成為皇帝妾侍的機率也似乎

不大，179在一切依規則安排下，她鮮少有自主性的生活。正因為宮官要在宮中度

過孤寂、漫長的日子，所以如果有能得歡心的宮女，也願收為養女，慰其寂聊，

如尚宮賀婁氏頗關預國政，憑附者皆得榮寵，唐休璟乃為其子娶賀婁氏養女為妻，

因以自達。180宮中養子女不只是宦官特有的行為，宮人養女可能也是另種現象，

不只宮官有養女者，連妃嬪亦養女，〈唐內人蘭英墓誌〉就註明為淑妃的養女。181 
  宮官自任職起幾乎一生都在宮內，老病是其不可避免的人生歷程，而患坊就

是宮人疾病治療，及其臨終的場所。由宮人墓誌所見，兩京宮內都有患坊，而長

安設在太極宮中，故有「太極患坊」之語。宮人有疾患，自掖庭宮「出居於患坊」

養病。182患坊內有藥庫，藥材出入由監門衛檢查、確認，而從事醫療的醫師、醫

監、醫正，則由太常寺太醫署分番派遣至患坊。183患坊可能是重病者的治療場所，

一般輕患則至內侍省奚官局拿藥：「奚官令掌奚隸工役、宮官品命。…凡宮人有

                                                      
176

 尉遲偓，《中朝故事》，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1786。 
177

 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621-622。 
178

 《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七四〈職官三‧女官〉，頁 1829。 
179

 宋氏姊妹入宮，德宗「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新唐書》卷七七〈后妃下〉），似乎顯示

宮官也有可能被皇帝納為妃妾。 
180

 《舊唐書》卷九三〈唐休璟傳〉，頁 2980。 
181

 《全唐文補遺》第二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唐內人蘭英墓誌〉，頁 583。 
182

 石野治大，〈唐代両京の宮人患坊〉，《法史学研究會報》13 期（東京：法史学研究會，2008），

頁 26-27，及拓本照片。 
183

 關於患坊，及宮人的給藥、治療，可參考：石野治大，〈唐代両京の宮人患坊〉，頁 25-35。 



26 
 

疾病，則供其醫藥。」184至於尚食局司藥「掌醫方藥物之事」，185可能只提供掖

庭宮后妃初步的診療與藥物。總之，宮人視其身分與疾患程度而就醫，宮官有疾

通常在奚官局拿藥，重症才送到患坊。 
  在宮官的經濟待遇方面，《舊唐書》卷一○五〈王鉷傳〉：186 
 古制，天子六宮，皆有品秩高下，其俸物因有等差。唐法沿於周隋，妃嬪

宮官，位有尊卑，亦隨其品而給授，以供衣服鉛粉之費，以奉於宸極。 

宮人女職需要衣飾裝扮為自己增色，也為宮廷增添亮麗。其衣服鉛粉費依品秩高

低給授，即使是閉鎖在寢宮的陵園妾，雖自歎「四季徒支妝粉錢，三朝不識君王

面」，187也還是照樣有妝粉錢。而微賤的宮女，如花蕊夫人〈宮詞〉所示：「月頭

支給買花錢」，188也是有妝點費用的。在此縱然不明妃嬪、宮官待遇若何，但舒

元褒諫言中曰：「後宮羅紈鉛紅者數千人，日賞數千金。」189應該是筆相當可觀

的開支。 
  衣服鉛粉費只能看成宮人的生活津貼，基本的糧食所需還是要由國家供給。

德宗貞元二年（786）歲饑，令「御膳之費減半，宮人月共糧米都一千五百石」。190

這裡的宮人糧米，應是約減後的數量。按身分比照官婢的宮女來說，刑部都官郎

中給糧：「丁口日給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工作課程則丁婢若中奴。191

如以宮人月供米 1500 石，即日 50 石計，丁婢合中口日食 1.5 升，則若全為宮女，

合供三千多人。當然，宮人的身分等級差距頗大，妃嬪、宮官的給糧數應為宮女

的若干倍，何況這還是歲饑減省後的情況。唐朝宮女少說約一萬人，德宗在歷經

多次兵亂後，宮人數一時驟減，也未可知。但相信隨著政局漸安，宮人數應會回

歸常態。 
  宮官長久居於宮中，衣服鉛粉與糧食供給，既維持其生活與容顏，也表現各

自的尊卑身分。但有品的宮官是否比照外朝官，另給俸料祿課呢？前引洪武二十

二年（1389）授宮官敕，有「現授職者，家給與祿」一句，亦即當職的宮官之家

授予祿，而卸任者不再給。唐制是否亦如此，史料無以為證。唯玄宗賜乳母燕國

夫人竇氏詔曰：「俸料祿課等，一準職事三品給。」192這顯然是玄宗的特恩，193

刻意抬高竇氏的俸祿，但已依稀透露出宮中女職，含宮官在內，似乎是有俸料祿

課的，只是數量不多，不能比照外朝官品給授。 
  再者，皇帝的殊恩榮寵是否會降臨在宮官身上，應視情況而定。宮官率皆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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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生，即使是中宗朝尚宮柴氏、賀婁氏把持權勢，也沒見到本人或其家人得到

什麼殊遇。宮官中，卓爾不群能引起皇帝注目的，非宋氏姊妹莫屬，其父庭芬「起

家受饒州司馬，習藝館內，敕賜第一區，給俸料」，194這是將皇帝恩寵擴及宋氏

姊妹之父，以感謝其教養之用心。 
  宮官還可以接受邑號，封為命婦。天祐二年（905）中書門下〈請改定乳母

封號奏〉曾提及：「景龍四年，封尚食高氏為蓨國夫人。封爵之失，始自於此。」195

宮官在中宗朝權勢極盛，破格授予封爵，並非不可能。其實，這應是韋后掌權時，

宮中女姓勢力擴張的系列性作為之一，其前的一年，即景龍三年（709）秋七月，

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者，許同見任職事官，聽子孫用廕。」同

年十二月又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並不因夫子封者，請自今婚葬之日，

特給鼓吹，宮官准此。」196這些主張或直接標出宮官，或言不因夫子而封，不言

可喻地，是為宮官在內的諸多女性的權益設想，要為她們爭取到等同於男性的封

爵權、用蔭權，以及婚葬鼓吹權。 
  自玄宗壓制女主勢力後，宮官在後宮的地位為宦官取代，但韋后所請的制度，

未必全然失效。宋氏姊妹以才行為德宗召入宮中，元和末若莘卒，贈河內郡君。

其妹尚宮宋若昭尤通達人事，為憲、穆、敬諸帝所敬重，其於寶曆初卒，贈梁國

夫人，以鹵薄葬。197宋氏姊妹雖然是卒後才得封贈，可是唐代許可依贈官來進行

葬儀及得赙物，是一種提高喪葬待遇的榮寵。198據《唐會要》：「尚宮宋氏葬，奉

敕令所司供鹵簿。準故事，只合給儀仗，詔以鼓吹賜之。」199就算景龍三年給鼓

吹之制已停廢，而寶曆年的再賜鼓吹，難說不是參照前制而來。 
  從宮官的經濟待遇、政治待遇與婚葬待遇來看，她即使是後宮不算顯眼的女

職，也依然有其地位與重要性。 

六、宮官與宮廷政治 

  在以男性為主的傳統政治文化裏，向來對婦人預政頗有不滿，但唐朝不僅是

女主干政最顯著的朝代，就連宮中女官權勢之大，也很令人訝異。 
  《全唐文補遺》載大明府校尉劉氏妻郝氏，大約在討平劉武周之亂後，「被

召入宮，尋蒙挽擢」，「榮曜六宮，位參兩省。凡厥內奏，必預經綸。固得佐聖匡

時，贊揚朝列」。200郝氏應是才行出眾而召入宮中，她在宮中的身分不是妃嬪，

當是女官。值得注意的是，她在宮內奏事，參預經綸，輔佐國政。這是說唐人不

待女主干政，已早有婦人預政的先例。郝氏的事蹟全然不見於史籍，她似乎在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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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廿三年太宗崩後才蒙簡出宮，歸於劉氏。如前文所示，太宗極其信任、倚重宮

官，舉凡慰問、弔祭等事，常派遣宮官代表皇帝去致意。而郝氏之內奏、輔政，

則讓人對女官之權勢與影響力，有更深一層的體認。又《南部新書》載：「太宗

在遼東與宮人手敕，言軍國事一取皇太子處置。」太宗征遼時長孫皇后已亡故，

其他妃嬪也未見太宗曾寄與軍國重任。此件手敕，「字有不用者，皆濃墨塗毀，

圓如棋子，不可尋認」，201可見未行用三省制下的王言發布程序，202比較更像是

一份私人信函。此處雖不知宮人的確切身分，但太宗竟對之言及軍國事，想來該

宮人日常曾參與機務，或被諮詢顧問。如以前例郝氏之情形推想，這個宮人難保

不是某位宮官吧！ 
  高宗朝，宮官在內廷仍有一定的作用。高宗決意立武昭儀為后，廢王皇后及

蕭淑妃為庶人時，「令宮人宣敕示王后」、「次至淑妃」。203立后之禮儀，高宗詔李

勣、于志寧奉璽綬而進，命群臣、四夷酋長朝后，內外命婦入謁，是何等的隆重、

有威儀。可是廢后一事，就不必勞煩大臣，僅令宮人宣敕及傳達旨意。按司言職

在「宣傳啟奏之事」，此宮人當即司言，是尚宮局的女官。唐初閹宦「唯在門外

通傳」，204尚不受到重視，相對來說，宮內女官在處理內廷事務上，反而有較大

的份量。 
  唐朝的女主專政始自武氏政權，宮內的女官勢力也自此水漲船高。武氏政

權以既有的禮典，如先蠶、親桑、拜陵等強化權力的正當性，又以新創的儀式，

如封禪、命婦朝謁等，提升其在百官、命婦心中的權威性。然這些禮典的進行，

都伴隨著宮官的運用與參與，故女主的聲勢愈大，所用朝儀愈多樣化，需要宮

官配合的地方就愈多，宮官的重要性也愈高。在另方面，武氏專政後亟需有能

力的女性協助其處理政務，所以一則在宮內挑選如上官婉兒這樣「有文詞，明

習吏事」者，參決政務；205再則自宮外辟召才婦入宮輔政，如顏真卿祖母殷氏、

裴行儉繼室華陽夫人庫狄氏等都是，但介入政事最深的似是司馬慎微夫人隴西

李氏，載初年皇太后辟召入宮，「侍奉宸極一十五年，墨勅制詞多夫人所作」。206

武則天不只向她們諮詢顧問，還要她們製作敕書，如此重用她們，應會給她們

一個適當的身分與名號，亦即宮官組織會隨著女主權力的增大，相應地做調整，

或別立新名號，以安置這些女官。 
  自唐初以來，太宗已常差遣宮官制外任事，並出現宮官涉入政事的跡象，

而這種形勢在女主專政後，宮官對宮廷政治的影響力只會更為增強。中宗時韋

后擅權，她沒有像武則天那樣引入才婦輔政，卻大肆縱容宮內外女性，如諸公

主、皇后妹、上官婕妤及其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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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隴西夫人趙氏等，依勢用事，請謁受賕，紊亂朝政。而且任令她們多立外

第，出入不節，與朝士遊處。207正因為神龍以來，綱紀大壞，內寵專命，外嬖

制權，宮官柴氏、賀婁氏等竟樹用親黨，廣納貨賂，完全看不出她們有何才能，

如何輔政。 
  自則天朝以至韋后時期，宮中最特殊的女性莫過於上官婉兒。她襁褓時隨

母入掖庭，年十四即蒙武后召見，而她在政事方面的能力很早就被天后注意到，

「天后每對宰臣，令昭容臥床裙下，錄所奏事」。208上官婉兒就憑藉著個人的

才華敏識，以及在天后的栽培磨練下，有了獨當一面，持權秉政的能力。史書

謂「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掞麗可觀」，又曰「自聖曆已後，百司表奏，多

令參決」。209這段期間，相信上官婉兒不是以高宗才人的身分處理內政，210則

天應給她適當的名位，或相當於宮官的其他女官稱號，才方便處理政務。直到

中宗即位，「又令專掌制命，深被信任，尋拜為昭容」。211張說為她的文集作序

曰：「宮閤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212可見上官

婉兒被兩朝信任，是基於她超乎常人的才智，而其權力則是三十餘年來漸次累

積成的。 
  杜甫任左拾遺時作〈紫宸殿退朝口號〉：「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

儀。」213昭容正二品，位九嬪，天子坐朝，由宮人引至殿上，看來很不尋常。

《酉陽雜俎》曰：「今閤門有宮人垂帛引百寮，或云自則天，或云因後魏。」214

周煇《清波別志》云：「宮禁之制，豈容不嚴，宮人亦豈可見廷臣。而唐入閣

圖乃有昭容位，或者疑之。」215宮人本不可與廷臣見，但則天預政多年，大量

重用婦人女子理政，朝儀跟著做調整，也在情理之中。《新唐書》宮官司贊：「掌

賓客朝見、宴食，贊相導引。會日，引客立於殿庭。」216顯示司贊可於朝見、

宴會日與廷臣、外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頗疑何時才由昭容引朝儀？筆

者大膽推測，上官婉兒可能自則天朝已擔任贊相導引之職，並隨著女主勢力的

增強，入閣儀節也跟著改變，司贊由導引賓客擴大及於導引百寮入閣。自中宗

拜上官婉兒為昭容，其權勢達於頂峰後，入閣圖中的昭容位便也成形，甚至到

乾元元年（758）杜甫作此詩時仍用其制。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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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專政，不應只認為是女主孤身一人，縱身於諸多男性臣工中，而應看

成是她組成了一個宮婦群體，做她的堅強後盾，既支持她的施政與決策，也藉

由朝儀的護衛，增其威望。宮婦群體有自宮內拔擢的，也有外召入宮的，她們

大多以宮官的身分出現，少數也有為宮嬪者。只是在以男性為主的政治氛圍裏，

她們多只能隱身內廷，鮮少可與男性比肩而立，像衛國夫人王氏那樣，歷經神

龍政變與反韋政變，在景雲二年（711）因功封「同京官三品」，218以命婦結合

官品，視同外朝官僚的，目前所知，僅此一例。這些女性在宮廷政治中，以宮

官或由其衍生的女官為主，只是她們的地位與權力再怎麼強化，也很難與外朝

大臣相提並論，但她們可在內廷影響人主意向，居中操縱節制，其在政治上的

影響力，是絕不可等閒視之的。 
  宮中的作為未必都那麼嚴謹地按制度行事，有些具便宜性，有些似已形成

慣例。杜甫〈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歌〉：「內府殷紅馬腦碗，婕妤傳詔才人

索。」219婕妤等侍從皇帝左右，皇帝未宣宦者，而隨口讓婕妤傳詔，不過是順

便之舉。但晚唐昭帝誅宦官後，「以內夫人宣傳詔命」，則是不得已為之。韓偓

〈雨後月中玉堂閑坐〉詩注：「禁署嚴密，非本院人，雖有公事，不敢遽入。

至於內夫人宣事，亦先引鈴。每有文書，即內臣立於門外，鈴聲動，本院小判

官出受，受訖，授院使，院使授學士。」220這說明即使內夫人宣事，也不是直

接面對大臣，而是透過內臣轉交的。只因此事不合常制，哀帝遂於天祐二年（905）
敕罷之。221與宮人內出宣命並行的，還有「寀御參隨視朝」。寀御不似妃嬪身

分，大約是宮官之類，《通鑑》注以司贊「引客立於殿庭」釋之，或許是唐末

新出宮官，其職也在導引朝儀。天祐二年罷寀御視朝後，「只令小黃門祇候引

從」，似略可探得寀御的作用。222愈接近權力中樞，制度愈易被破壞或不受尊

重，機宜權變的處置反而不時可見，以內人宣詔或寀御視朝而言，皆是行之未

久的特殊變制，對宮廷政治的影響應該不大。223 
  唐後期宮中，還有一些不大為人注意的慣例。德宗剛經歷過朱泚之亂，便

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胡注曰：「裹頭內人，在宮中給使

令者也。內人給使令者皆冠巾，故謂之裹頭內人。」224裹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

蓋為傳宣之內的女官，其以冠巾為標識，似有區別一般宮官之意。德宗急急尋

訪散失的裹頭內人，可見她們在宮內己有一定的作用，德宗經常在使令她們。

此外，宮中還有一些協理公務的宮人，李德裕〈懷京國〉詩云：「遙思禁苑青

春夜，坐待宮人畫詔迴。」225這裏的宮人，不是妃嬪，便是女官，她們都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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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處理政務，批覆文書時，遠離迴避才是。但李德裕的反應卻是「坐待」詔

書到，他似很習慣宮人畫詔一事。宮人協理公務，有可能是宮中不成文的秘事，

王建〈宮詞〉曰：「內人對御疊花箋，繡坐移來玉案邊。紅蠟燭前呈草本，平

明舁出閣門宣。」226內人語義甚廣，宮內之人皆可名之，但此處的內人應是很

接近皇帝的女性，其為妃嬪的可能性甚高，或也不排除是宮官或其他女官，韓

偓〈感事三十四韻〉有「宮司持玉研，書省擘香箋」一句，227宮司、書省蓋為

後宮女官，她們在玉案邊侍候筆墨紙硯，難保皇帝不會也讓她們代批一下文書。

大概因為內人批示的只是草本，不為正式文書，而在宣詔之前，還有一道審視、

覆查的手續，所以未見大臣有異議，宮中便也將就行事了。如果說女主專政時

期，用才婦或女官是尋常事，那麼影響所及，後期宮人在玉案邊協理公務，也

就不足為怪了。一般印象中，宮中侵奪王權的是宦官，這些宮人頂多是應皇帝

要求，代批一下文案，減輕其公務負擔而已，算不上是代行職權，更不能說是

侵奪王權，故其在朝政上的作用，不宜高估，絕不能與囂張的宦官相提並論。 
  唐後期最引人注目的宮官是宋氏姊妹，元稹〈追封宋若華（莘）河南郡君

制〉言及德宗「命女子之知書可付信者，省奏中宮。而若華（莘）等伯姊季妹，

三英粲兮，皆在選中，參掌宥密。」228按若莘總領的「秘禁圖籍」，可能涉及

重要的軍國文書；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召若昭「入宮掌文奏」，就看重她尤

通曉人事，拜為尚宮；在政壇最具影響力的若憲，因其「善屬文，能論議奏對」，

文宗尤重之。229宋氏姊妹不僅節概不群，歷六朝君王而禮敬之，更因其「知書

可付信」，善奏對，在不同程度上觸及國政。雖然大和中，李訓、鄭注譖言若

憲受厚賂，為李宗閔求執政，因而被賜死，230但適可看出若憲的交結範圍，已

由宮中擴及外廷，她不是將自己局限在宮中的單純宮官，而是外結朝臣，有影

響政局的能力。正因為若憲涉入朝政甚深，文宗才會誤信讒言殺之。然宋氏姊

妹再怎麼長於文奏，善於論議，終究無法與百官並列朝班，一爭長短，唯宮內

才是她施展的唯一空間，國家體制對宮官的限制，是一道她永不可能掙開的枷

鎖。 

七、結論 

  宮官是後宮女官的總稱或代稱，但她的出現並不很早。《周禮》的後宮，不

是由妃妾分擔宮務，就是由女奴承負侍人之責，罕見專業女官管理宮務。自漢武

帝擴充宮掖後，妃妾與宮女都大幅增長，為了督導宮女，也為了顯示后妃的尊貴，

後宮開始設置各種名目的專職女官，除了女長御為宮中女官之長外，內官婦人有

諸尚，以及其他諸職稱，說明女官職事多元化，並自此粗具規模。真正在後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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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較完整的女性職官系統的是北魏孝文帝時期。而隋朝在此基礎上，更別有創設，

隋文帝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隋煬帝則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

並調整她們的品秩，使其在身分上受到尊重。 
  唐初宮官制度很接近隋煬帝之制，但玄宗時做了較大幅度的變動。玄宗一方

面裁減內官，提升妃嬪地位，同時將低品妃妾轉為宮官，並使內官與宮官品階相

接，形成內官督導宮官之勢。唐代的宮官有六局二十四司，其職責可分為文書處

理、贊相禮儀、生活管理、督責懲罰等四大類型，原本是後宮侍奉后妃，管理宮

女的系統性、專職性、有品秩的女性職官。宮官因在後宮有較多機會見到皇帝，

如能得皇帝信任，也會制外派遣其出宮任事。宮官是後宮的管理階層，上呈內官

指令，下督宮女實作，雖然與皇后有關的禮儀也有內侍宦官參贊，但宮官與內侍

省實為互相輔翼，又各自獨立的機構。宮官的名號時有變動，一些新創名號是納

入宮官體系，還是別立其他女官系統，在現有資料中尚難斷定。女主專政時期，

近身服侍的宮官深得重用，二者間有互為幫襯的關係，但自玄宗起為防女性干政，

連帶地壓抑宮官權力，此後，只有在中唐宋氏姊妹任宮官時，才又受人注目。 
  為了維持宮務的持續運作，宮官需有穩定來源，其途徑不外聽聞召入、良家

入選、宮女升進三種。由於宮官不需以色侍人，所以不在乎年輕貌美，而以能力、

品德為重要考量，有些人甚至是孀婦。宮官也有自緣坐宮女中拔擢的，她憑藉的

就是宮廷教育。後宮其實是一個教育場所，有女師、傅姆等教育公主、嬪媛，女

師等人可能是宮官，或也由外聘選而來，其目的在培養有教養的皇室女性，以樹

立皇室威儀與宮中規制。宮廷教育也施諸下層宮女，有教習書算眾藝的習藝館與

內教博士，還有教授樂舞雜技的教坊與梨園。無論是書藝或技能，在因材施教下，

滿足宮中的各類需求，但也竟培育出像上官婉兒這樣出色的人物。 
  宮廷是封閉的環境，宮官一入其中，便幾乎與家人斷了音訊，僅一年見親人

一次。也因此宮官多是未婚女子或失婚孀寡，有的則收養宮女，以慰寂聊。如其

老年不堪役使或無處可歸，宮中便是其終老之地。宮中的生活雖然孤單，但衣食

無缺，也隨其尊卑身分給授。宮官的政治待遇在韋后主政時大幅提高，有封爵權、

用蔭權、婚葬鼓吹權，甚至還酌給俸料祿課。 
  唐朝的宮官勢力，其實在女主專政前已出現。太宗時已有女官宮內奏事，位

參兩省的先例。其後因著武氏權力的增長，宮官無論在禮典的參與上，或協理政

務上，不僅重要性大增，而且人才出眾，人數眾多，這不是韋后擅權時的宮官，

破壞綱紀，迭遭非議，所可比擬的。女主專政時期，總有宮婦群體做後盾，其中

又以宮官為核心力量，只是女主的政治能力，似與宮官的表現有著連動關係。宮

廷是一個禁區，宮中權宜性的作為即使不合體制，但只要皇帝默許，依然可以進

行，以宮人傳宣、畫詔或批示公文而言，妃嬪或宮官都可能曾經為之，這是後宮

不可言說，但確實存在的秘密，不過尚不到影響朝政的程度。但宮官無論是輔政

或協理政務，都已超出其侍奉后妃的原本職掌。唐後期宮官裡最顯然地參掌機密

的是宋氏姊妹，宋若憲還因交結執政，被誣陷致死。可見宮廷雖是宮官的保護網，

只是她一旦跨足宮外，涉及外廷，就算權力擴充了，但政治風險也相對地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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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唐代宮官表 

六局/長官 二十四司 管領 人數 品階 職   權       
         

尚宮局     
 

  凡六尚事物出納文籍，皆印署之。       
         

尚宮     2 正五品 掌導引中宮       
         

  司記   2 正六品 
掌印。凡宮內諸司簿書出入錄目，審而

付行焉。 
      

         

    典記 2 正七品 佐之       
         

    掌記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6   掌執文書       
         

  司言   2 正六品 掌宣傳啟奏之事       
         

    典言 2 正七品 佐之       
         

    掌言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4   掌執文書       
         

  司簿   2 正六品 掌宮人名簿、廩賜之事       
         

    典簿 2 正七品 佐之       
         

    掌簿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6   掌執文書       
         

  司闈   6 正六品 掌宮闈管鑰之事       
         

    典闈 6 正七品 佐之       
         

    掌闈 6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4   掌執文書       
         

尚儀局     
 

          
         

尚儀     2 正五品 掌禮儀起居       
         

  司籍   2 正六品 掌四部經籍教授、筆札、几案之事       
         

    典籍 2 正七品 佐之       
         

    掌籍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10   掌執文書       
         

  司樂   4 正六品 掌率樂人習樂、陳縣、拊擊、進退之事       
         

    典樂 4 正七品 佐之       
         

    掌樂 4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2   掌執文書       
         

  司賓   2 正六品 掌賓客朝見、宴會賞賜之事       
         

    典賓 2 正七品 佐之       
         

    掌賓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2   掌執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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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贊   2 正六品 掌朝見、宴會贊相之事       
         

    典贊 2 正七品 佐之       
         

    掌贊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2   掌執文書       
         

  彤史   2 正六品         
         

    女史 2   掌執文書       
         

尚服局     
 

          
         

尚服     2 正五品 掌供內服用采章之數       
         

  司寶   2 正六品 掌琮寶、符契、圖籍       
         

    典寶 2 正七品 佐之       
         

    掌寶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4   掌執文書       
         

  司衣   2 正六品 掌衣服、首飾       
         

    典衣 2 正七品 佐之       
         

    掌衣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4   掌執文書       
         

  司飾   2 正六品 掌膏沐、巾櫛、玩弄器物之事       
         

    典飾 2 正七品 佐之       
         

    掌飾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2   掌執文書       
         

  司仗   2 正六品 掌羽儀仗衛之事       
         

    典仗 2 正七品 佐之       
         

    掌仗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2   掌執文書       
         

尚食局     
 

          
         

尚食     2 正五品 掌供膳羞品齊之數。凡進食，先嘗之。       
         

  司膳   4 正六品 掌割烹煎和之事       
         

    典膳 4 正七品 佐之       
         

    掌膳 4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4   掌執文書       
         

  司醞   2 正六品 掌酒醴 飲之事       
         

    典醞 2 正七品 佐之       
         

    掌醞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2   掌執文書       
         

  司藥   2 正六品 掌醫方藥物之事       
         

    典藥 2 正七品 佐之       
         

    掌藥 2 正八品 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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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史 4   掌執文書       
         

  司饎   2 正六品 給宮人廩餼、飲食、薪炭之事       
         

    典饎 2 正七品 佐之       
         

    掌饎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4   掌執文書       
         

尚寢局     
 

          
         

尚寢     2 正五品 掌燕寢進御之次敘       
         

  司設   2 正六品 掌帷帳、筃席，灑掃、張設之事       
         

    典設 2 正七品 佐之       
         

    掌設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4   掌執文書       
         

  司輿   2 正六品 掌輿輦、繖扇、羽儀之事       
         

    典輿 2 正七品 佐之       
         

    掌輿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2   掌執文書       
         

  司苑   2 正六品 掌園苑種殖蔬果之事       
         

    典苑 2 正七品 佐之       
         

    掌苑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2   掌執文書       
         

  司燈   2 正六品 掌燈燭膏火之事       
         

    典燈 2 正七品 佐之       
         

    掌燈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2   掌執文書       
         

尚功局     
 

          
         

尚功     2 正五品 掌女工之程課       
         

  司製   2 正六品 掌衣服裁製縫線之事       
         

    典製 2 正七品 佐之       
         

    掌製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2   掌執文書       
         

  司珍   2 正六品 掌金玉寶貨之事       
         

    典珍 2 正七品 佐之       
         

    掌珍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6   掌執文書       
         

  司綵   2 正六品 掌綵物、繒錦、絲枲之事       
         

    典綵 2 正七品 佐之       
         

    掌綵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2   掌執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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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計   2 正六品 掌支度衣服、飲食、薪炭之事       
         

    典計 2 正七品 佐之       
         

    掌計 2 正八品 佐之       
         

    女史 2   掌執文書                         

宮正     1 正五品 掌戒令、糺禁、謫罰之事       
         

  司正   2 正六品 佐之         
        

    典正 4 正七品 佐之       
         

    女史 4   掌執文書       
         

    阿監 
 

視七品 
 

      
         

    副監 
 

視七品          
         

                  
說明： 
1. 本表據《唐六典》卷十二〈宮官〉、《舊唐書》卷四四〈職官三〉、《新唐書》

卷四七〈百官二〉互校而成。 
2. 《舊唐書》部分品階有誤，依《唐六典》、《新唐書》校改。 
3. 職權依《唐六典》，較簡要。 
4. 女史、阿監、副監依《新唐書》著錄，《唐六典》多不錄，《舊唐書》不全或

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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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Female Officials at the Palace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Formation, Evolu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Kung-Kuan 

System at the Palace  
Lo, Tung-hwa 

Abstract: 

  Kung-Kuan(宮官) is another name for the female officials at the palace. The 

former duty of the palace female official was to serve the empress and the concubines. 

They announced instructions ordered by the empress and the concubines and 

supervised the practice of the palace maidens; they were the management of the 

imperial harem.  The palace female official organization consists of six departments 

and 24 divisions. The duties include four major categories such as processing 

documents, ceremonial etiquette, daily living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and 

punishment. However, the functions of the palace female officials were expanding. 

They were dispatched to run errands outside the palace, participate in government 

affairs, or wait on the emperor at the desk while he was writing. Their duties now 

differed from their original duties. The name of the palace female officials was subject 

to change; new titles frequently appeared showing that the female officials of the 

imperial harem were fabricating a new system.  Palace female officials entered the 

palace through three sources. One was being ordered by the emperor because he had 

heard of the individual. Another was being selected from the so called good family. 

The final one was promoting a palace maiden to a palace official. Because the palace 

female officials did not utilize their appearances to serve the emperor, they were not 

required to be young or pretty. Their abilities and characters thus became essential 

considerations; some female officials were even widows. To meet the various needs of 

the palace, the court education was extremely important. Palace female officials 

sometimes played the role of an instructor. The food, clothing, and treatment level 

granted to the palace female officials depended on the person’s social status. Their 

political treatment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when Empress Wei played the main role in 

th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However, their lives inside the palace were extremely 

lonely. They could only see their family once a year. The power of the palace female 

official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showed its significance when female queens 

dictates the political scene. Wu Zetian selected and called talented women into the 

palace to obtain a job and assist in dealing with administrative affairs.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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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ress Wei’s period, the palace female officials then intervened with governmental 

affairs and impacte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addition, the palace female officials also 

guided governmental officials to speak in front of the court and to mark written 

instructions on official corresponding document in the inner court. Furthermore, they 

even discussed the governmental issues on a long term basis and thus became 

involved in political factions and power struggle. Although palace female officials 

stayed quietly inside the court, they continued to possess some degrees of political 

influence. 

 

Keywords: Tang Dynasty, palace female officials, Kung-Kuan system, court education, 

political treatment, court poli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