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8

第七章 結論 
  太常寺，在《周禮》中屬於春官的職位。秦朝時稱之為奉常，舉凡國家遇有

大事，須舉行典禮，則由奉常主持。漢朝名為太常，太有大的意思。後漢建安曾

恢復奉常稱呼。曹魏又更改為太常。至唐朝易名二次，將太常寺改為奉常寺，後

又更名為司禮寺。宋代，易名為太常寺。元代改稱為太常禮儀院。1明代改掉元

代太常禮儀院的稱呼，稱之為太常司，於洪武三十年（1397）改稱太常寺，在組

織及官員品秩上進行了14次的調整，人事名額上共有34次的更易。277年中共

收太常寺官員 1071 人，北京太常寺官員有 907 人，南京太常寺官員有 169 人。

其中魏驥壽命長跨明太祖∼明成祖、明仁宗∼明英宗、明憲宗∼明世宗三個時

期；蔣守約跨明太祖∼明成祖、明仁宗∼明英宗兩個時期；李希安、吳節、孫賢、

劉珝、劉定之、許彬、夏昶、牛綸、蹇英、陳贄、孫廣安、朱福銘、吳道亮、金

贇仁 14 人跨明仁宗∼明英宗、明憲宗∼明世宗兩個時期；郭汝霖、師宗記、江

治、羅良、吳遵、袁好禮、魏承詔、夏良勝、陸光祖、吳山、盧維楨、盧原質、

王學夔、艾可允 14 人跨明憲宗∼明世宗、明穆宗∼明思宗兩個時期。在本文中

分析 1071 位太常寺官員的陞遷原則是依據他們在各時期的異動發展呈現該時期

的陞遷特色，如果其中有人跨時期，則僅分析他在當期由太常寺官職做升、留、

降的情況，下一個時期的異動則留待下一個時期再做分析，如此才能呈現本文所

分四個時期的陞遷特色。 

明人沈德符曾言太常、詹事、京尹、光祿、太僕、鴻臚、國子、翰林、尚寶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定為小九卿，而太常又為小九卿之首，可知其地位在幕僚機

構中十分尊貴。在小九卿中品級最高為正三品，有太常寺卿、詹事府詹事、京尹；

第二為從三品，有光祿寺卿、太僕寺卿；第三為正四品、有鴻臚寺卿；第四為從

四品，有國子監祭酒；最低為正五品，有翰林院學士、尚寶司卿。今以明代太常

寺官員的陞遷為研究主題，下面就本研究的結果，歸納幾點結論： 

第一，明代太常司始設於吳元年（1368），至洪武三十年（1397），改太常司

為太常寺，延用至明末。 

第二，在太常寺組織及官員品秩調整上，歷經吳元年（1368）、洪武三年

（1370）、洪武四年（1371）、洪武十三年（1380）、洪武二十四年（1391）、洪武

二十五年（1392）、洪武三十年（1397）、建文中（1399∼1401）、永樂元年（1403）、

洪熙元年（1425）、弘治七年（1494）、嘉靖九年（1530）、嘉靖二十五年（1546）、

萬曆四年（1576）14次更動，最後確定：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提督四夷

館太常少卿，正四品。寺丞，正六品。典簿，正七品。博士，正七品。協律郎，

正八品。贊禮郎，從八品。司樂，正九品。各祠祭署奉祀，從七品。各祠祭署祀

丞，從八品。犧牲所吏目，從九品。 

第三，在人事名額增減上，為了達到業務需求及行政效率，自吳元年至萬曆

                                                 
1徐石麒，《官爵志》共三卷，卷之一，引自《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二六０冊（臺南縣：莊嚴文化出版社，

1996），頁史 260－166。 



 269

十二年（1583）216年中做了34次的更動，平均每6年易動一次，其中以太常寺

贊禮郎和太常寺司樂的人數調動幅度最大，在嘉靖九年（1530）以前，太常寺贊

禮郎人數在6名至8名間調整，嘉靖九年以後大幅增加在28名至33名之間，太

常寺司樂在嘉靖九年以前定額在2名，嘉靖九年以後名額在8名至39名之間，

落差轉變點是在隆慶三年（1569），定額在8名。 

第四，明代太常寺官員分正官、首領官、屬官三類。正官有卿（正三品）、

少卿（正四品）、寺丞（正六品）。首領官有典簿（正七品）。屬官有提督四夷館

太常寺少卿（正四品）、博士（正七品）、協律郎（正八品）、贊禮郎（從八品）、

司樂（正九品）、神樂觀提點（正六品）、知觀（從八品）、天壇、地壇、朝日壇、

夕月壇、先農壇、帝王廟、祈穀殿等各祠祭署奉祀（從七品）、祀丞（從八品）、

犧牲所吏目（從九品）。卿、少卿和寺丞為太常寺機關的決策人，而典簿和屬官

負責具體工作。卿掌天神地祇宗廟社稷百神之禮樂，總其官屬，行其政令，少卿、

寺丞是其屬官。典簿統領官署中的胥吏，並非首長，凡文移、金錢出納支出、祭

祀物品申領及助祭，為其職掌與功能。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負責譯書之事，原隸

翰林院，弘治七年（1494）改隸太常寺。博士負責講定五禮儀式、請上填名祝版、

填寫致齋日期於齋牌、大禮導贊其儀、有改革則據經審議、參與皇太子太子冠禮、

考定應諡者的行狀擬定諡文。協律郎和司樂負責禮儀音律之事。贊禮郎協助祭祀

禮儀進行，贊導唱請行禮。犧牲所廩牲令大使、副使負責大祀中祀小祀之犧牲飼

養。神樂觀提點主掌祭祀中演樂演舞事務，神樂觀知觀協助之。奉祀和祀丞負責

各祠祭署祭祀事務。 

第五，在太常寺官員選補方面，卿、少卿主要由吏部部推而來，人選多由科

目中推舉。2但自明太祖以來即有道士混入卿、少卿之位。至明穆宗以後，除了

師宗記外，卿、少卿皆進士出身。而寺丞遇有缺額，則於協律郎、贊禮郎內選補。

協律郎有缺，於司樂內選補。贊禮郎有缺，於冠帶通贊樂舞生內敘補。司樂如有

缺，於冠帶掌樂教師內敘補。各壇奉祀有缺，以各壇祀丞俸深者陞補。各陵奉祀

有缺額，以各陵祀丞俸深者陞補。神樂觀提點有缺，以知觀俸深者陞補。各壇陵

祀丞、神樂觀知觀有缺，各於考定本行候缺樂舞生內敘補。樂舞生有缺，查於給

度道士挨補。舊例太常寺補官則起送吏部，補樂舞生則起送禮部。而典簿之選補，

有來自道士、樂舞生、官生等，來源多方。博士之選補，有來自太常協律郎、太

常贊禮郎、相者、進士等，從明英宗以後，幾乎都是進士出身。犧牲所初設廩牲

令大使、副使等官，後設武職并軍人專管收養，設司吏一名、旗軍三百三十五名，
3有缺則犧牲所申寺轉呈兵部題補。 

第六，明代太常寺官員考核由吏部、都察院共同負責。吏部主考滿，對所有

太常寺官員全面考核，以定其升、留、降；都察院主考察，查處太常寺官員的過

                                                 
2《明穆宗實錄》卷六，隆慶元年三月戊寅條（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民國五〸一年），

頁 178。 
3《太常續考》共八卷，卷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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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254∼599－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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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以備懲處，兩者相輔相成。明代考核制度規定，無論中央或地方官員，任滿

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兩次考核中，稱職官員得以留任，表現平常或不稱職者，

除非犯了大錯，皆可以留任。待九年通考，才決定升、降、留，而且規定四品以

上官員，九年任滿，其陞遷降調之決定，取自上裁，所以太常寺卿、少卿九年任

滿黜陟取自皇帝裁決，考滿將官員分為上、中、下三等級稱職、平常、不稱職，

以確定升降去留。而五品以下之首領官、屬官，先由正官考核，再報都察院、吏

部復考，九年通考，通計三考所書者，以定其升降之等。在考察方面，四品以上

太常寺官員自陳，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太常寺官員俱聽考察，由吏部會同都察院

進行考察，考察項目有八：貪、酷、浮躁、不及、老、病、罷、不謹，處理方式

為五品以下官員，分致仕、冠帶閑住、為民、降級外調四等，凡年老有疾者致仕，

罷軟無為素行不謹者冠帶閑住，貪酷並在逃為民，才力不及者斟酌對品改調。在

明代277年中太常寺官員失職事件有107件，以明世宗、明憲宗、明神宗三朝分

居前三名，失職官員中以少卿49 名最多，寺卿37 名第二，寺丞20 名第三，顯

示位居高位者自律不嚴。事實上，一位太常寺官員並非一定要經過九年以上才會

異動，尤其1年至3年異動最多。4所以制度雖有規定，但仍有其彈性做法。 

第七，在太常寺官員陞遷方面，根據陞遷的特色將明代分四期做說明。第一

期明太祖至明成祖：太常寺官員來源多方，有醫者、外戚、道士、樂舞生、進士、

名儒、太學生、相者等，其中樂舞生皆能晉陞至正三品的卿、正四品的少卿，而

且119名官員中有91人最後在寺內異動，占全部官員的76％，可知寺內異動多

於寺外異動。異動時間可考者有51人，1年至3年內異動達36人，占71％，得

知太常寺官員異動少受明代考課制度之規範。第二期明仁宗至明英宗：66 名官

員中共有48人最後在寺內異動，占全部官員的73％，延續明太祖至明成祖時期

寺內異動多於寺外異動的特色。而在所有官員中，居四品官者有 25 人，占全部

的 38％，高居首位，而且其中有 24 人任太常寺少卿。66 名官員中有 21 人出身

進士，占全部的 32％，占所有出身可考者的首位，其他有薦舉、舉人、鄉舉、

少師之後出身，與第一期相比，顯然此時期太常寺官員的素質比較高。異動時間

可考者31人，1年至3年內異動者有8人，占全部的26％，4年至9年內異動者

有14人，占全部的45％，與第一期情況有別。第三期明憲宗至明世宗：從明憲

宗開始，大量出現了傳奉太常寺官員，自司樂至寺卿皆有，共有 20 名，九卿大

臣、給事中、御史皆極論傳奉官之弊，至明孝宗即位，盡汰傳奉官，在位期間仍

有2名傳奉太常寺官員。至明武宗、明世宗之後，已不見傳奉太常寺官員，但道

士竄流太常寺之現象在明世宗在位期間仍然存在。此時期共收489名官員，其中

有298人最後在寺內異動，占全部官員的61％，仍繼承自第一期以來寺內異動多

於寺外異動的特色。所有官員中，有107人任四品官，占全部的22％，居第二位，

其中有 91 人任太常寺少卿，與第二期有類似的情況，即最後官至少卿者居多。

異動時間可考者有143 人，1 年至3 年內異動者有74 人，占全部的52％，高於

其他異動時間者，足證明代太常寺官員的考核少受制度的規定。489名官員中有

                                                 
4請參閱表 6　2、6　4、6　6、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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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人出身進士，占全部的30％，占所有出身可考者的第一位，與第二期的情況

不相上下。第四期明穆宗至明思宗：此時期太常寺官員原任七品官的給事中、都

給事中者有65人，占全部太常寺官員428人中的15％。65人只有1人最後回轉

成原職，其餘64人透過太常寺官的遷轉路線晉陞官職，留在寺內有46人，其中

任職太常寺少卿有 38 人，任職太常寺卿者有 8 人，為七品官建立了一條爬升至

四品、三品的升官管道。所有官員中居四品官者有196人，占全部的46％，占第

一，且 196 人中有 153 人官任太常寺少卿，仍繼承第二期、第三期的特色。428

名官員中，出身進士者有128人，占全部的30％，位居所有出身可考者的首位，

仍舊繼承上一期的特色。此時期異動時間可考者有154人，1年至3年內異動者

有121人，占全部的79％，更加證實明代太常寺官員陞留降之考核少受制於規範。 

第八，第一期明太祖至明成祖，官職任至太常寺卿者有 12 人；第二期明仁

宗至明英宗，官職任至太常寺卿者有7人；第三期明憲宗至明世宗，官職任至太

常寺卿者有66人；第四期明穆宗至明思宗，官職任至太常寺卿者有85人。這些

原任官可考者有125人，占全部太常寺官員1071人的12％，原任官不詳者有45

人，占全部太常寺官員的4％。四時期官職任至太常寺卿者共有170人，他們是

由何種職位轉來，列表如下，以便說明。 

表7∼1：明代太常寺卿之來源表 

由  何  種  職  位  轉  來 數  目 比  率 

不詳 45 26％ 

太常寺少卿、南京太常寺少卿 35 21％ 

光祿寺卿、南京光祿寺卿 11 6％ 

太僕寺卿、南京太僕寺卿 9 5％ 

左右通政 9 5％ 

布政使 7 4％ 

大理寺少卿 5 3％ 

太僕寺少卿、南京太僕寺少卿 4 2％ 

鴻臚寺卿、南京鴻臚寺卿 4 2％ 

給事中、都給事中 4 2％ 

大理寺卿 3 2％ 

參政 3 2％ 

太常寺丞 2 1％ 

順天府尹 2 1％ 

御史 2 1％ 

翰林院侍讀學士、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 2 1％ 

南京大理寺丞 1 0.5％ 

光祿寺少卿 1 0.5％ 

閑住應天府丞 1 0.5％ 

應天府丞 1 0.5％ 

吏部郎中 1 0.5％ 

南京尚寶司卿 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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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寶司少卿 1 0.5％ 

北平按察司僉事 1 0.5％ 

道錄司右至靈 1 0.5％ 

翰林院少詹兼修撰 1 0.5％ 

左春坊大學士 1 0.5％ 

吏部稽勳司員外郎 1 0.5％ 

兵部左侍郎 1 0.5％ 

南京工部右侍郎 1 0.5％ 

南京國子監祭酒 1 0.5％ 

太醫院醫士 1 0.5％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1 0.5％ 

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1 0.5％ 

文華殿書辦山東布政司右參議 1 0.5％ 

右春坊右諭德 1 0.5％ 

樂舞生 1 0.5％ 

右庶子侍讀 1 0.5％ 

兗州推官 1 0.5％ 

 

根據表 7~1 得知，太常寺卿由太常寺少卿、南京太常寺少卿轉來的有 35 人，占
全部的 21％，居首位；由光祿寺卿、南京光祿寺卿轉來的有 11 人，占全部的 6

％，居第二位；由太僕寺卿、南京太僕寺卿轉來的有7人，占全部的4％，居第

三位；而來源不詳者有 45 人。由此可知，太常寺卿乙職由太常寺少卿累資陞遷

而來的居多。 

第九，1071名太常寺官員中，出身進士者有302人，出身道士者有23人，

出身薦舉者有12人，出身官生者有10人，出身真人親戚者、高官親友者各有8

人，出身舉人者有5人，出身相者、儒者、太監者各有5人，出身鄉舉者有4人，

出身文學者有3人，出身太學生、鄉舉、徵辟、監生、元臣者各有2人，出身醫

者、外戚、廟祝、國子監、蔭補生者各有1人，出身不詳者有666人。 

第十，統計四個分期，其中以任三品者居首，任寺卿者有170人，占三品官

的 49％；任四品官者第二，任少卿者有 278 人，占四品官的 82％；任七品官者

第三，任典簿者有73人，任博士者有60人，任署令奉祀者有2人，共占七品官

的82％；任六品官者第四，任寺丞者有89人，占六品官的88％；任二品官者第

五；任一品官者第六；任八品官者第七，任協律郎者有3人，任贊禮郎者有7人，

任署丞者有1人，共占八品官的92％；任九品官者第八，其中任司樂者有6人，

任贊禮郎者（洪武朝正九品）有2人，樂舞生有3人，占九品官的100％；任五

品官者居末。 

第十，如以升降職來分類，屬於升官的有408人，占全部官員的38％；屬於

平轉的有175人，占全部官員的16％；屬於降職的有45人，占全部官員的4％；

屬於致仕的有60人，占全部官員的6％；屬於罷黜為民的有14人，占全部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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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屬於免職的有15人，占全部官員的1％；屬於乞休的有4人，占全部官

員的0.3％；屬於因罪入獄的有2人，占全部官員的0.1％；屬於給假回籍的有2

人，占全部官員的0.1％；屬於養病為民的有2人，占全部官員的0.1％；屬於復

任的有 2 人，占全部官員的 0.1％；屬於革職的有 1 人，占全部官員的 0.09％；

屬於丁憂的有1人，占全部官員的0.09％。 

  第十一，全部官員中異動時間可考者有378人，占全部的35％，異動時間不

可考者有693人，占全部的65％。1年內異動者有113人，2年內異動者有87人，

3 年內有異動者有 39 人，4 年內有異動者有 34 人，5 年內有異動者有 22 人，6

年內有異動者有13人，7年內有異動者有9人，10年內有異動者有8人，9年內

有異動者有6人，13年內有異動者有3人，11年內、12年內、23年內有異動者

各有2人，14年內、16年內、18年內、20年內、22年內、43年內、46年內有

異動者各有1人；未有異動者則有25人。由此可知，明代太常寺官員在1年至3

年內異動者有239人，占異動時間可考者的63％，占絕大多數，可以說異動情形

少受考課制度的約制。5 

    第十二，根據四期分析，得知北京太常寺官員名額多於南京太常寺官員，此

係因為南京太常寺官員人事精簡所致。 

　  第十三，在太常寺官員中，大部分的人最後在寺內異動的居多，可知寺內陞

遷的情況比在寺外陞遷的情況活潑。 

第十四，根據張哲郎在《明代巡撫研究》乙書中考證在明代巡撫1734人中，

由太常寺官職選任至巡撫有85人，其中太常寺卿占32人，太常寺少卿占53人。

而且以寺卿、少卿或寺丞充任巡撫，在明世宗嘉靖以前不常見，自穆宗隆慶起屢

見不鮮，在本文所分四個時期中第三期明憲宗至明世宗、第四期明穆宗至明思宗

兩期來看，第三期即有3人南京太常寺卿乙職外轉任職巡撫，有1人由南京太常

寺少卿乙職外轉至巡撫，第四期有12人由太常寺卿外轉任職巡撫，有20人由太

常寺少卿外轉至巡撫，有2人則是由巡撫遷轉至太常寺卿。所以第三期和第四期

總計有15人由太常寺卿外轉至巡撫，占明代由太常寺卿選任至巡撫的47％，第

三期和第四期總計有 21 人由太常寺少卿外轉至巡撫，占明代由太常寺少卿選任

至巡撫的40％，而第四期有2人是從巡撫職轉遷至太常寺卿。 

                                                 
5請參閱表6∼2、6∼4、6∼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