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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明代太常寺之職掌與功能 

 
第一節 正官 
 

        明太祖規定，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為天下祈福，下令百

官提前三天齋戒，祭祀地點內外空地務要令人著實打掃，十分清楚，不許縱放

閒雜之人進去作踐褻瀆神明。祭服祭器供器等項也要十分照管，收拾整齊，不

許拋棄損壞，附近之處不許縱人栽種及放牧牲口作穢，其養牲官員務在提督旗

軍，以時牧放如法，餵飼不許賣放，私占及減少草料，瘦損牛羊，違者皆處以

重罪不饒。並且令御史、給事中、錦衣衛官暗行巡緝捉拿，告戒太常官員常存

敬謹纖毫，不許怠忽。1 

因為祭祀象徵國家典章制度之精華，所以負責祭祀禮儀事務之太常寺官

員，必須謹言慎行，竭誠盡敬。綜觀有明一代，除了明世宗和明神宗幾乎不上

朝較少祀神外，其他國君以祀神為重大之事，如明太祖在三十一年任內親祀三

十次，明惠帝在四年任內親祀三次，明成祖有十七次親祀，明仁宗在位一年親

祀一次，明宣宗親祀九次，明英宗在天順年間從來沒有錯過祭祀，明景帝在位

期間每年參加祭祀。2足證祭祀活動在明代國君眼裡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起

頭做示範者則是明太祖。 

        根據《大明會典》卷二記載，負責祭祀禮儀事務的太常寺官員，分為正

官、首領官、屬官三類，正官者有卿、少卿、寺丞，首領官有典簿，屬官有提

督四夷館太常寺卿及少卿、博士、協律郎、贊禮郎、司樂、天地壇祠祭署奉祀

及祀丞、日月壇祠祭署奉祀及祀丞、先農壇祠祭署奉祀及祀丞、長陵、獻陵、

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各祠祭署奉祀及祀丞。
3而《明

史》卷七十四〈職官志三〉載明屬官還有犧牲所廩牲令大使及副使。4又《太常

續考》卷一記錄神樂觀提點及知觀也是其屬官。5 

太常寺官員辦公處所有其鋪設，《太常續考》卷七記載，太常寺建於後府

之南，通政司之北，坐西向東，中為寅清堂，堂左為博士廳，右為典簿廳，後

為川堂。川堂左右為少卿官舍，後為後堂，後堂左北為卿，官舍後為香帛庫。

前公亭三間，北為柴庫，左為巡庫房、澆燭房，右為祭器祭品庫。香帛庫之

後，正西及南北俱為寺丞官舍，寅清堂中為甬道，上建小儀門，前為二門，二

                                                 
1《太常續考》共八卷，卷一，引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五九九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頁599-4∼599-5。 
2Ho Yun-Yi（賀允宜）,“The Ministry of Rites And Suburban Sacrifices in Early Ming” （明初的禮部及郊祀）

（臺北市：雙葉書店，民國六〸九年），頁188∼189。 
3李東陽等，《大明會典》共一一七卷，卷二（臺北市：東南書報社，出版時間不詳），頁75、79。 
4張廷玉等，《明史》共三三二卷，卷七〸四〈職官志三〉（北京市：中華書局，1974），頁76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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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內左為備贊讀房，右為協律郎房。甬道傍兩廊，北為祭祀科，南為祭器科，

科東為江東土地祠，又東為提點、知觀、壇陵官止舍。儀門外，南為典簿官

舍，北為博士官舍，東為寫祝版房及寫書房三間，抄文房一間，守門房一間，

右為巡風房，協律、贊禮、司樂官俱止其中。6 

吳元年（1368）設太常司正三品衙門，凡朝廷朝會、贈諡、冊封、冠婚、

喪祭等項，俱太常司講究儀式，計量物料移文各該衙門，施行其禮樂、祭祀、

宴賞、犒賚賓客、工匠俱隸太常司。洪武元年（1368）定官制，太常司職掌天

地宗廟社稷山川神祇等祭祀，餘分隸各衙門，三十年（1397）改太常司為太常

寺。永樂皇帝都北平，建立官署，稱行在太常寺。正統六年（1441），詔去

「行在」二字。 

太常寺正官有卿一人，少卿二人，寺丞二人。卿掌天神地祇宗廟社稷百神

之禮樂，總其官屬，行其政令，以少卿、寺丞為之貳。今列表如下，以說明正

官之職掌與功能範圍。 

表4∼1：明代太常寺卿、少卿、寺丞職掌與功能表 

職掌與功能 出處 

1. 禮樂、郊廟、社稷、壇、陵寢祭祀禮
儀凡國有冊立、冊封、冠婚、營繕、

征討、大喪諸典禮，歲時旱澇大災

變，則請告宗廟社稷 

2. 凡薦新品物則移光祿寺 
3. 祭祀先期請省牲，南北郊請上視牲，
進祝版銅人，上殿奏請齋戒，齋戒大

祀三日，中祀二日，小祀一日，示諸

司 

4. 凡親王之國若朝還謁辭於廟陵 
5. 凡祭滌器視薦羞理香燭玉帛整拂神幄
必恭潔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

赤璋，禮曰以白琥，禮月以圭璧，禮

社稷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展

親、曰禮神、曰報功；凡牲四等，曰

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凡樂四

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

奏；凡舞二曰文舞、曰武舞；凡樂器

不徙；凡陵園之祭無樂；凡祭掌祭、

掌燎、看燎、讀祝、奏禮、對引、司

香、進俎、舉麾、陳設、收支、導

引、設位、典儀、通贊、捧帛、執

《明史》卷73〈職官志三〉 

《太常續考》卷7 

《大明會典》卷 44〈禮部二〉、卷四

十六〈禮部四〉、卷 47〈禮部五〉、

卷51〈禮部九〉。 

                                                                                                                                            
5《太常續考》卷一，引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五九九冊，頁599-250。 
6 《太常續考》卷七，引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五九九冊，頁59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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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司尊、司罍洗，卿貳屬各共其

事。 

        除了以上的職掌外，亦有加派的任務，建文初年進士出身的太常寺少卿高

遜志並非翰林官，竟能主考會試，7在人才濟濟的翰林院中不乏俊才，故高遜志

的受命更加突顯，雷禮在《國朝列卿紀》裡提到高遜志之例實屬特例，在明太

祖時期太常寺官員尚未有其他附職的情事存在，直到明惠帝才首開此例。《明

孝宗實錄》卷一五四弘治十二年九月庚辰條載：「舊例殿試常以制勅房辦事帶

銜太常者一二員，同為彌封官。」8所以自明惠帝以後，太常寺卿、少卿被派任

主持考試已成慣例。另外，還有催收餉銀之任務，如崇禎三年（1630）太常寺

少卿王夢尹奉命至淮陽等府催收餉銀。9 

        太常寺卿總管一切祭祝禮儀事務，少卿輔佐之，而寺丞則協助卿及少卿。 

 
       第二節  首領官 
 

        明代各衙門的首領官是負責本署事務的官員，尤其統領官署中的胥吏，並

非官署的首長。據《大明會典》卷二載，太常寺首領有典簿二人，凡文移金錢

出納支受皆為其職掌與功能，10因太常寺有公文往返金錢出納事宜，故設典簿負

責之。 

表4∼2：明代太常寺典簿職掌與功能表 

職掌與功能 出 處 

1. 典勾校金穀，如饌錢、俸銀、月米等
2. 察視禮數 
3. 省署文移 
4. 祭祀物品申領 
5. 助祭 

《太常續考》卷7 

《明世宗實錄》卷 129 嘉靖十年八月辛

已條 

《明神宗實錄》卷 147 萬曆十二年三月

癸末條 

《大明會典》卷2〈吏部一〉 

        每歲提供祭祀之用的酒、芡實、白麵、燔柴、葦把、木炭、火杆、竹杆、

木柴等物申領由典簿行文處理。11而每歲正祭共用祝版四郊四片由典簿手本行工

部都水司製造。12太常寺屬官協律郎等官有缺額先呈吏部作缺，吏部題奉欽依然

後，該司行典簿呈堂查取應補員名。13關於太常寺官員俸銀、月米亦由典簿手本

                                                 
7 雷禮，《國朝列卿紀》共一六五卷，卷之一三四（臺北市：明文書局，民國八〸年元月初版），頁040-

100∼040-101。張廷玉等，《明史》卷一四三〈高遜志傳〉，頁1569。 
8 《明孝宗實錄》卷一五四，弘治〸二年九月庚辰條（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民國五

〸一年），頁2751∼2752。 
9 萬言，《崇禎長編》卷三〸，崇禎三年正月戊申條（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民國五

〸一年），頁 1693。 
10 李東陽等，《大明會典》卷二，頁79。 
11《太常續考》卷七，頁599-259、599-260、599-261、599-262。 
12《太常續考》卷七，頁599-258。 
13《太常續考》卷七，頁599-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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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領分送給發及赴戶部祿米倉支領。14《明神宗實錄》卷一四七萬曆十二年三月

癸未條提及太常寺典簿劉元泰助祭長陵一事，15可知典簿亦要協助祭祀。 

 
第三節  屬官 
 

        太常寺屬官有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及少卿、博士、協律郎、贊禮郎、司

樂、各壇祠祭署奉祀及祀丞、神樂觀提點及知觀、犧牲所廩牲令大使及副使。 

        提督四夷館設於永樂五年（1407），隸翰林院，始設韃靼、女直、西番、

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八館，置譯字生通事，通譯語言文字。正德六

年（1511）又增八百館。萬曆七年（1579）又增暹邏館，一共十館。弘治七年

（1494）設太常寺卿、少卿，改隸太常寺。嘉靖二十五年（1546）以後，裁革

卿，只存少卿，一切公移，俱呈翰林院轉行。16提督四夷館卿、少卿掌譯書之

事。17 

博士二人，講習禮文，如禮儀有更易則據經審議，考定應諡者的行狀，擬

定諡文，請上填名祝版，大禮導贊其儀，每年九月下旬，赴六科廊填寫來歲祭

祀齋日於齋牌。18然後博士把填寫致齋日期的齋牌，奉安於文華殿。嘉靖十五年

（1536），禮部議歲以九月朔日彙奏祀冊，罷太常寺總奏祭祀之禮，而博士填

寫齋牌仍舊。19 

太常博士亦參與皇太子皇子冠禮，在儀式中帶領皇太子入就冠席、至殿東

房易朝服，皇子皇太孫儀式與皇太子相同。20 

協律郎二人，司樂二十人，負責禮儀音律之事。所謂禮以道其志，樂以和

其聲，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21樂者，天地

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在宗廟社稷中行施禮樂，用來奉祀山川鬼神，這

些應用禮樂的事是治國者讓人民一起來掌握的，所以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

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協律郎、司樂考協雅樂，凡舞人音聲人籍覈其名數而審

肆之，凡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舞失節者皆禁糾之。22《明世宗實錄》卷一一四嘉靖

                                                 
14《太常續考》卷七，頁599-265∼599-270。 
15《明神宗實錄》卷一四七，萬曆〸二年三月癸未條（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民國五

〸一年），頁2737。 
16李東陽等，《大明會典》卷二，頁79。 
17《太常續考》卷七，頁599-256。 
18《太常續考》卷七，頁599-256。 
19《太常續考》卷七，頁599-256。 
20張廷玉等，《明史》卷五〸四〈禮志八〉，頁569-570；俞汝楫編，《禮部志稿》共四〸七卷，卷〸九，

引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三五五職官類（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597-311、

312、313。 
21戴月芳主編，《禮記》，引自《中國名著選譯叢書》４（臺北市：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八

〸一年六月初版），頁147∼148。 
22《太常續考》卷七，頁59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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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六月甲子條云：「國家設協律郎，欲其按律定聲審音定舞。」23明確交待協

律郎之職掌包括定聲、審音、定舞。 

贊禮郎三十一人，協助祭祀禮儀進行，凡祭先期演樂太和殿，贊禮郎設君

臣之位，以奉祭祀之禮拜，跪之節，皆贊導焉。24因為要贊導禮儀，所以贊禮郎

非常閑熟祭祀每一項步驟。 

洪武三年（1370）置神牲所，設廩牲令大使、副使各一人，負責祭祀中犧
牲之飼養。四年（1371），革神牲所，改立犧牲所，仍設廩牲令大使、副使各
一人。永樂中建犧牲所於神樂觀之南，坐北向南，正房十一間，中五間為大祀

牲房（即正牛房），左三間為太廟牲房，右三間為社稷牲房。正房前為儀門，

又前為大門，儀門西南遇視牲之日設小次，大門東西各為連房十二間。兩連房

之北各為晾牲亭三間，東晾牲亭之東為糯稻穀倉三間，西晾牲亭之西為糖麩倉

三間。兩倉之北為東西二角門，東角門北為山羊房五間，北羊房五間又北為煖

房、滌牲房，五間又北為倉庫五間。西角門北為山羊房五間，北羊房五間又北

為糯稻穀倉二間，看牲房一間，黃豆倉二間，官廳三間。正牛房之北為官廨十

一間，廨東為兔房三間，又東為鹿房七間，鹿房前亦為晾牲亭三間，又前為周

圍石柵欄。官廨西為便門，便門之西又為官廨四間，又西為小倉三間，東羊房

後為新牛房後牛房十間（養中祀小祀牛）、草房十五間，又向北房三間，上視

牲日，大臣止其中。傍為廚房二門，西羊房後正房五間，為大祀豬圈，西房十

間，為中祀小祀豬圈。前為晾牲亭二間，豬圈之北為井，又北為草廠。25洪武初

設廩牲令大使副使等官，後設武職并軍人專管收養。永樂設掌印千戶一員，僉

書千戶二員，掌印百戶一員、僉書百戶二員、鎮撫百戶一員、管存恤百戶一

員。嘉靖中止有掌印僉書千百戶六員。隆慶四年（1570），兵部考選題准增鎮
撫存恤百戶各一員，其帶俸百戶一員，止於犧牲所帶俸糧，原非正額，司吏一

名，旗軍三百二十名，舊額三百八十一名。嘉靖中兵部裁革八十一名，止用三

百名。萬曆四年（1576），兵部題准增三百二十名，有缺犧牲所申寺轉呈兵部
題補。犧牲所軍人三百二十名，例分為二班，循環餵養，牲隻日久，怠玩牧養

不時，甚至尅減草料瘦損犧牲，不堪以祭。萬曆十七年（1589），太常寺卿徐
元春帖委博士廳，每月督查，令該所造稽牲簿冊，驗其肥瘦，併查軍人在班名

數，以儆怠事。二十年（1592），太常寺卿陳大科復案，令博士廳定以每月望
日詣所查覈，致特重犧牲之意。崇禎元年（1628），太常寺移會禮、兵二部，
將原來編制犧牲所軍人三百二十名增加四十五名，共三百六十五名。至崇禎四

年（1631），太常寺管年博廳黃襄會同兵部職方前司主事魏清查甲軍將老弱不

                                                 
23《明世宗實錄》卷一一四，嘉靖九年六月甲子條（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民國五〸

一年），頁2699∼2670。 
24《太常續考》卷七，頁599-256。 
25 《太常續考》卷七，頁599-25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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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養牲供祀者裁汰三十名，確定以三百三十五名永為定數。26 
洪武元年（1368），建神樂觀於圜丘壇之西，坐西向東。觀前有門，題曰

神樂觀。中為殿演樂，中為殿，演樂其中。南北兩廊殿旁為左右門，又後為玄

帝殿，殿後南北俱有廊房，以貯樂器及官生袍服。提點官廨建於殿之西，前為

門，內為儀門，中為公座，左右為知觀房，後為提點房。27明太祖設神樂觀，備

樂以享上下神祇，所以撥錢糧若干，以供樂舞生，並非仿效前朝帝王為求長生

不老秘方而設立，在神樂觀前豎立樂碑，召示後代，具有提示君主朝廷要勤於

祭祀之作用。28神樂觀初設提點一人、知觀一人，負責祭祀中演樂演舞事宜。29 

至於各壇陵廟祠祭署奉祀及祀丞，則負責各祠祭署祭祀事務，其下各有壇

戶、陵戶、廟戶從事灑掃的工作。30 

現整合所有屬官之職掌與功能，歸納如下，以明其業務內容。 

表4∼3：明代太常寺屬官職掌與功能表 

官 員 職掌與功能 出 處 

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 翻譯各國書籍文字 《明史》卷 74〈職官志

三〉 

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 協助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明史》卷 74〈職官志

三〉 

博士 1. 講定五禮儀式 
2. 請上填名祝版 
3. 填寫致齋日期於齋牌 
4. 大禮導贊其儀 
5. 有改革則據經審議 
6. 參與皇太子皇子冠禮 
7. 考定應諡者的行狀，擬
定諡文 

《明太祖實錄》卷 38洪

武二年春正月乙末條、卷

172洪武十八年三月壬午

條 

《明史》卷 74〈職官志

三〉 

《太常續考》卷7 

協律郎 1.定聲 

2.審音 

3.定舞 

4.正宮架、持架樂舞之位 

《明世宗實錄》卷 114 嘉

靖九年六月甲子條 

《明史》卷 73〈職官志

三〉 

贊禮郎 協助祭祀禮儀進行，贊導

唱請行禮 

《明史》卷48〈禮志三〉

神牲所廩牲令大使 

犧牲所廩牲令大使 

負責大祀中祀小祀之犧牲

飼養 

《明史》卷 74〈職官志

三〉 

《太常續考》卷7 

神牲所廩牲令副使 輔佐廩牲令大使 《明史》卷 74〈職官志

                                                 
26 《太常續考》卷七，頁599-254、255。 
27 《太常續考》卷七，頁599-252。 
28 《太常續考》卷一，頁599-2、3。 
29 《太常續考》卷七，頁599-252。 
30 《太常續考》卷七，頁59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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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所廩牲令副使 三〉 

《太常續考》卷7 

司樂 1.負責祭祀演奏音樂 

2.考協雅樂 

《明史》卷 74〈職官志

三〉 

神樂觀提點 主掌祭祀中演樂演舞之事 《太常續考》卷7 

神樂觀知觀 協助神樂觀提觀 《太常續考》卷7 

署令 

奉祀 

負責各祠祭署祭祀事務 《明史》卷 74〈職官志

三〉 

署丞 

祀丞 

輔佐奉祀 《明史》卷 74〈職官志

三〉 

在吉凶軍賓嘉五禮中，太常寺未參與者只有賓禮。在吉禮中凡祀事皆領於

太常寺，而屬於禮部，在嘉、軍、凶禮中則依禮儀性質參與之。 

表4∼4：太常寺官員參與吉凶軍嘉禮情況表 

五禮項目 禮儀名稱 參與人員 出處 

壇壝之制 太常寺官 

神位祭器玉帛牲牢

祝冊之數 

太常寺官 

籩豆之實 太常寺官 

祭祀雜議諸儀 太常寺卿 

協律郎 

贊禮郎 

樂舞生 

祭祀日期 太常寺卿 

習儀 太常寺官 

齋戒 太常寺卿 

太常博士 

太常寺官 

遣官祭祀 太常寺官 

分獻陪祀 太常寺官 

樂舞生 

《明史》卷 47〈禮

志一〉 

郊祀 太常寺官 

郊祀配位 太常寺官 

郊祀儀注 太常寺卿 

協律郎 

贊禮郎 

太常博士 

祈穀 太常寺官 

大雩 太常寺官 

樂舞生 

大饗 太常寺官 

吉 

 

 

 

 

 

 

 

 

 

 

 

 

 

 

 

 

禮 

令節拜天 太常寺官 

《明史》卷 48〈禮

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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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 太常寺官 

朝日夕月 太常寺執事官 

先農 太常寺卿 

先蠶 太常寺官 

高禖 太常寺官 

祭告 太常寺官 

祈報 太常寺官 

神祇壇 太常寺官 

星辰壇 太常寺官 

《明史》卷 49〈禮

志三〉 

靈星壽星 太常寺官 

太歲月將風雲雷雨 太常寺官 

嶽鎮海瀆山川 太常寺官 

城隍 太常寺官 

 

歷代帝王陵廟 太常寺官 

三皇 太常寺官 

聖師 太常寺官 

先師孔子 太常寺官 

樂舞生 

旗纛 太常寺官 

五祀 太常寺官 

馬神 太常寺官 

南京神廟 南京太常寺官 

功臣廟 太常寺官 

京師九廟 太常寺官 

諸神祠 太常寺官 

《明史》卷 50〈禮

志四〉 

宗廟之制 太常寺官 

禘祫 太常寺卿 

時享 太常寺官 

薦新 太常寺卿 

加上諡號 太常寺官 

《明史》卷 51〈禮

志五〉 

奉先殿 太常寺官 

奉慈殿 太常寺官 

獻皇帝廟 太常寺官 

 

親王從饗 太常寺卿 

《明史》卷 52〈禮

志六〉 

登極儀 太常寺卿 

贊禮卿 

大朝儀 太常寺卿 

贊禮卿 

常朝儀 太常寺卿 

嘉 

 

 

 

 

 

 
皇太子親王朝儀 太常寺卿 

贊禮郎 

《明史》卷 52〈禮

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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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宴儀 太常寺卿  

冊皇后儀 太常寺卿 

贊禮郎 

皇太子皇子 

冠禮 

太常寺卿 

太常博士 

《明史》卷 54〈禮

志八〉 

巡狩 太常寺卿 

禮 

東宮監國 太常寺卿 

《明史》卷 56〈禮

志十〉 

禡祭（親征前） 太常寺卿 

贊禮郎 軍 

禮 奏凱獻俘 協律郎 

司樂 

《明史》卷 57〈禮

志十一〉 

山陵寢廟 太常寺卿 《明史》卷 58〈禮

志十二〉 

皇后陵寢 太常寺卿 《明史》卷 59〈禮

志十三〉 

謁祭陵廟 太常博士 

乘輿受蕃國王訃奏

儀 

太常寺卿 

乘輿為王公大臣舉

哀儀 

太常寺卿 

中宮為父祖喪儀 太常寺卿 

凶 

 

 

 

 

 

 

禮 

遣使臨弔儀 太常寺卿 

《明史》卷 60〈禮

志十四〉 

    ＊備註：此表中參與人員註明太常寺官乃《明史》〈禮志〉未載明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