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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論 

「民間結社」，或稱「私社」，意指庶民社會的個體，為了某種共

同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並能維持一定程度的組織與運作。民眾結合

成組織，也反映了在面對經濟生活、社會交際、宗教信仰、商業活動、

軍事防衛等需求，當一人之力無法達成之時的變通之道。如先秦兩漢

農民的「合耦」助耕；春秋社日「祭酺合醵」，祭祀農穀之神並共同宴

樂；糾集、勸化彼此出資造像、開窟、行齋、或兼進行地方公共建設；

還有結社助葬；甚至彌補家庭破碎的感情功能等等，都是鮮明、具體

的表現，也展現了民間結社的功能。而在其背後，亦能反映出不同時

代、不同地域的社會經濟結構。如上述的「合耦」，反映了當代農民以

鋤功為主，以及在適用於個人操作的曲轅犁尚未問世之前，需以結合

人力拉挽大型犁具，顯現了較為低落的生產條件；再如東晉南北朝時，

民間佛教團體組織的功能，就有南北的差異，在進入唐代以後，除了

南方屬淨土法門的佛會繼續流行之外，一改原盛行於北朝的造像活

動，而以齋會為主，且多元地從事造像、刻經、開窟、建塔、經幢等

奉佛活動，也代表著民間社會的宗教信仰，因時空背景不同而有轉變。 

民眾的結社，除了功能性質的因素之外，地域關係往往提供了聯

繫的基礎與助力1。對於同一住居地的近鄰，本就有日常連絡之便；且

                                                 
1 在社會學的理論中，通常把「社區」看作區域社會，把「社團」看作社區的下位團

體，也就是社區內部的一個器官，是為達到一定的特殊目的並發揮作用，而人為地組

織起來的。在日本社會學界，則普遍採用基礎集團和功能集團的分類方法。「基礎集

團」的定義是，「作為連接共同的血緣關係，和鄉親關係的紐帶而自然形成的，並具

有產生其他集團的基礎性意義」；而「功能性集團」的定義是，「作為連接人們的共同

目的、意義和利害關係的紐帶而起特定作用，為此，是人為地、有計劃地形成的；他

以基礎性集團的生活為基礎，並又從中派生出來。」參見：橫山寧夫，《社會學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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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交通較為不便，生活機能也較為單純，民眾遠行機會不大，其日

常活動範圍，也多局限在其住居地附近。因此由鄰近居民自行為某種

目的而結合，這類的例子史上不勝枚舉。如先秦聚落共同體中即具有

共耕均賦、同祭合飲的功能2；北朝時村落居民合夥造像的佛教團體；

唐五代宋初敦煌私社中的巷社、女人社等，他們共同訂定社條契約，

推選幹部，遂行各種團體功能，都是顯著的例子。而且這些結社功能

的發揮，所涉及的地域範圍也很有限，較多是在鄉里聚落之間進行；

僅如北朝時的同鄉合夥造像團體「邑」、「邑義」等，有跨村、甚至跨

州的結合，不過在數量上仍屬少數，且恐怕也只是出資參與，其所涉

地域亦仍有一定的範圍限度。但這種現象，隨著文明的演進，民眾生

活水平的慢慢提昇，活動範圍也大大地增加，至明、清時代，開始有

類似今日進香團性質的結社，稱為「香社」或「香會」。如山東的鄉村

小民，「百十為群，結社而往」，「群聚為會，東祠泰山，南祠武當」3；

類似的情形，在唐代以前還尚未見得。不過明清時代的香社、香會，

活動範圍雖然廣大，但其組織的基盤，究竟還是屬於同鄉的合夥團體，

仍具有一定的地域色彩。此外，在一般民眾之外，屬於商人間結社進

行遠距貿易活動，或者有政治反叛意圖的組織，就得視其功能、目的

之不同，而有可能有較大地域規模的組織與活動。  

在不同時代，在政治、經濟、社會上擁有優勢力量的單位，也會

對民間結社活動產生相當的影響，甚至也成為民間結社的組織者。如

兩晉南北朝時候的豪族，介入佃客的生產過程，並提供維持基本生存

 
（上海，藝文出版社，1983），頁108-109、124。可以輔助瞭解地域基礎與具有功能

性的結社，彼此之間的關係。 
2 即如《詩經‧周頌‧良耜》曰：「以開百室。」鄭玄籤云：「百室者初必共洫間而耕，

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 
3 顧炎武，《天下郡國利病書》，第15冊〈山東〉引《青城志》。再如《古今圖書集成‧

方輿匯編‧職風典》175〈常州府部〉亦載清代吳地之人，還有去武當進香之習。每

次進香，必定在無錫相會。所以每逢二月，無錫北塘就會有「香燈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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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的照顧，以及適時地接濟宗族鄉黨；因此在相當程度上，豪族也

提供了民間結社類似生活互助的功能。漢代時具有協力共耕、地方事

務等互助性功能的民間結社，在目前所知的魏晉南北朝時期史料中，

幾乎未見其例；而在豪族的佃客、奴婢等依民，漸次成為國家編戶齊

民的隋唐時期，又可見民間如營葬等經濟生活互助功能的結社，又蓬

勃地發展起來4。豪族的角色在其興盛的時代裡，補充了民間結社的功

能，不但祭社是豪族在其大土地莊園農事中的重要項目5，豪族也率領

宗族鄉黨組織成造像團體的「邑」，並進行地方建設6。再如，唐代中

期以後，租佃制逐漸開展，在莊園經濟體制下，擁有較優勢經濟能力

的地主（有力人戶、鄉村老人），也開始在鄉村聚落中發揮影響力，除

了在地方行政上取代里正的職司，也可能領導村社的組織與運作。各

時期各類民間結社組織者的活躍，也正是上述曾提及的政治、社會、

經濟結構中的產物。 

換個角度由官方的立場視之，在國家統治體制之下，民間結社固

然展現了社會活力，但因糾集人眾而形成力量，國家權力如何看待這

股力量？所能容忍的規模限度為何？就民間結社的功能而言，哪些功

能是有必要扶持，甚至加以運用者？官府的力量往往因此而介入，甚

至地方長吏運用個人職權之便，而成為民間結社的組織者。此外，有

哪些功能類別的結社，是必須嚴加禁斷者？官府當有其自身之考量。

最顯而易見的例子，便是歷朝歷代均可見官方對於淫祀的禁制。對於

 
4 如《隋書》卷77〈隱逸‧李士謙傳〉載：「李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

歡。」又言李士謙：「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州里有喪事不辦者，士

謙輒奔走赴之，隨乏供濟。」由此可知李士謙應屬豪族一脈，對於鄉里宗黨進行喪事

的濟助。唐代民眾結社互助以營喪葬，除了厚葬之風盛行之外，與豪族勢力的漸趨沒

落應也有關係。 
5 如（東漢）崔宴所著《四民月令》之描寫：「二月祠大社之日，荐韭卵于祖禰。」 
6 參見：〈東魏興和四年（542）李氏合邑造像記〉，收入：《北京圖書館藏中國歷代石

刻拓本匯編》第6冊，頁90；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東京，國書刊行會，

1980），頁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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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治意圖的宗教團體，自是須鏟除務盡，但若僅是單純的信仰團體，

我們也常見官府以未符合國家的信仰體制為由，而將其視為左道淫

祀，歸入排除之列。另一方面，民間結社又該如何在國家的統治秩序

中發揮民眾所需要的功能？是否有一些做法可以作為兩造溝通、平衡

的橋樑？民間結社與國家權力間的互動關係，也是相當值得探索的焦

點。綜上所述，民間結社所牽涉的層面至廣，反映的現象至多，包括

一時代之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因此對民間結社進行全方位的探

討，應該是深具意義的。 

民間結社的「社」，在近、現代，雖已廣泛地作為各種功能之社團

組織的名稱，但在唐代以前仍是專指聚落民眾，進行春、秋祭社及宴

飲的組織，至於其他功能的民間團體，則各有其不同的名稱與組織方

式。今日當然可以民間結社來看待當時的所有民間團體，但在進行探

討時，還是需要以較嚴格、準確的方式來作區隔，才不至產生混淆，

並求得實際情況7。 

「社」之始意，原是指對土、穀之神的祭祀之處或祭祀組織，歷

兩漢魏晉南北朝，「社」仍嚴守此義，或為官方舉行春、秋祭社祀典之

壇，或為民間鄉里「祭酺合醵」之所、社日活動之組織。以迄唐代，「社」

才擴及作為民間各類功能團體組織之名稱，而可逕稱為「民間結社」，

或「私社」。「社」源於先秦時邑、里聚落中，居民共耕均賦、同祭合

飲，或如《國語‧齊語》所描述，「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的共同體功

 
7 如陳寶良舉列史上「社」字之意涵，包括有：土地之神；古代鄉村基層行政地理單

位；社日中所舉行的各種迎神賽會；信仰相同、志趣相投者結合的團體；以及行業性

團體等5項意義。參間氏著，《中國的社與會》（台北，南天出版社，1998），頁1-6。
但就實情而言，必須待唐代以後，「社」才能同時具備這些意義。即使就「社日中所

舉行的各種迎神賽會」而言，這也是唐宋以後，配合社神開始向城隍神、土地神或其

他神祇轉化，而漸行發展的民間習俗，兩漢魏晉南北朝的社日，民間的「社」組織仍

是循先秦以來「祭酺合醵」之法，也就是民眾共同祭祀社神，以及其後的聚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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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一8。演變至秦漢之時，除了「社」作為地域性質的春、秋祭社組

織，並繼續延續至唐代以外，其他功能的民間組織也開始萌芽與發展。

漢代具有協力共耕與地方事務等功能的單、彈、僤、墠等，以及五斗

米道、太平道等早期道教教團；北朝時的稱為「邑」、「邑義」、「法義」

的同鄉合伙造像組織；南朝時始於慧遠廬山教團，奉淨土法門的佛會

等，都可作為該時代民間團體組織的代表。 

唐代，一方面，在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中，豪族的影響力漸趨

式微，如上文所述，國家重新將原依附於豪族的奴僕與佃客，塑造成

國家直接掌握的自耕農民，原先由豪族所提供的經濟生活照顧，也因

此而漸不復存在，民眾結社以求經濟生活之互助，也在此時成為民間

團體組織興盛的一個特點；另一方面，民間組織的名稱也漸趨於一致，

不論是何種功能的團體，都可以「社」稱之，由此時起，民間結成的

各類團體組織，才可廣泛地概稱為社、社邑、私社等。此外，團體的

組織也邁向簡單化與定型化，並有常設機構可以維持較多功能與長時

間的運作，展現了更為普及與成熟的發展。 

因此，唐代實是民間結社發展的一個重要里程碑。由於明清時代

諸如行會、秘密教派、會社等團體組織活躍，以及拜有相對較多史料

呈現之賜，歷來學者之研究也多著墨於此，對於唐代以前的討論，數

量上相對較感缺乏。所以，綜上所述，由先秦以迄隋唐，依序討論民

間結社的淵源與各代間的發展，有助於建立一個完整段落的私社史。 

關於先秦以迄唐代民間結社的研究，目前已累積了相當的成果。

陳寶良與寧可的研究則綜論了中國史上的民間結社。陳寶良之著作對

歷代的「社」，有詳盡的分類與介紹，收羅的史料也堪稱豐富，但由於

涵蓋時間長，無法就各個時代結社的特色以及變遷的原因作說明，不

 
8 即如《詩經‧周頌‧良耜》曰：「以開百室」，鄭玄籤云：「百室者初必共洫間而耕，

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以及《國語‧齊語》所云：「祭祀同福，死

喪同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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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對於基礎的認識仍有極大幫助；寧可的論文，則著重於其歷史演變

的探討，有助於「社邑」史觀的建立9。先秦兩漢時期的論述，席涵靜

舉列經籍中周代的社，及其功能與性質，但並未對當時的國家社會結

構進行連結10。大陸學者俞偉超指出，漢代的單、彈、僤、墠等，乃古

代公社的遺留，不過經杜正勝詳細的考察，已證實是民間的私人組織

11；兩者的論證之法都頗為精采，然左派學者致力於將所有歷史現象歸

入馬克思史學的解釋結構中，與史實多有出入。複次，邢義田論漢代

的父老與聚族里居，一併考察了「父老僤」的性質與功能12。寧可與羅

彤華師的論文，對漢代的民間組織則有系統性的論述，包括組織的淵

源、性質、功能，以及與國家、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互動關係13。 

兩晉南北朝時期，由於佛教的流佈，民間奉佛團體的出現，便成

為此時期民間結社顯著的標誌，尤其在北朝造像之風盛行下，民眾合

夥出資造像所結成的的「邑」、「邑義」、「法義」等團體，藉由目前留

存的大量造像碑刻之便，學者的研究也盡集中於此。日本學者如那波

利貞、山崎宏，以及法國學者謝和耐（Gernet Jacques）涉及最早，但

由於討論的重點都在尋求隋唐五代私社的活水源頭，所以留待稍後再

予介紹。此外，郝春文對於造像邑的組織有系統性的論述，並有專論

組織領導人的文章14。李文生則針對北朝至唐代，洛陽龍門石窟的造像

 
9 陳寶良，《中國的社與會》；寧可，〈述「社邑」〉，《北京師範學院學報》1985.1，頁

12-24，亦收入：氏著，《寧可史學論集》（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440-457。 
10 席函靜，《周社研究》（台北，福記文化圖書有限公司印行，1986）。 
11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論先秦兩漢的「單、僤、彈」》（北京，文物

出版社，1988）；杜正勝，〈漢「單」結社說〉，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台

北，允晨文化實業，1992），頁953-970。 
12 邢義田，〈漢代的父老、僤與聚族里居〉，收入：氏著，《秦漢史論稿》（台北，東大

圖書公司，1987），頁232。 
13 羅師彤華，〈漢代的民間結社〉，《大陸雜誌》1991：6，頁12-49；寧可，〈漢代的社〉，

〈關於〈漢侍廷里父老僤買田約束石券〉〉、〈五斗米道、張魯政權和「社」〉，分別收

入：《寧可史學論集》，頁458-469、470-483、493-518。 
14 郝春文，〈東晉南北朝時期的佛教結社〉，《歷史研究》，1992.1，頁9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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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進行研究，對於其名稱與組織型式，以及兩個時代的變化進行討論

15；顏尚文則是以單一造像銘記，探討組織成員的佛教信仰16；盧建榮

的論文乃發前人所未發，討論並整理造像銘記所反映的社會意識，提

供新的研究方向17。北朝造像邑的功能，除了造像之外，並有兼行佛教

所倡導的福田事業，如修橋、造路、種樹、掘井等公共建設事業，甚

至還有以「義」為名稱的組織，專門進行社會救濟事業，這些也都能

反映佛教教義中對於「義」的行為與思想的闡釋，劉淑芬在這一部分

的研究用力最深，也獲具代表性的成果18。當時民間的佛教信仰，支撐

著造像活動的興盛，在劉淑芬的研究之外，侯旭東的著作卻能跳脫正

統的、由上而下的信仰傳播系統，由民眾在信仰上為何選擇佛教入手，

探討由傳統信仰與佛教所搏成的民間信仰，文中雖然未論及造像邑的

組織，但對於民間造像的動機，提供本文相當的啟發與思考脈絡19。 

相較於華北地區，同樣是佛教傳播盛行之地，但對於民間奉佛組

織的介紹或相關研究，卻似乎頗為單薄；多是在兩晉南北朝的佛教史

論著中，或者是論述中國淨土發展史時，針對慧遠的廬山教團進行討

論20。嚴耀中的著作屬近年之作，專就歷代江南地區，對佛教傳播的環

 
15 李文生，〈龍門石窟佛社研究〉，《歷史文物雙月刊》6.2，（台北，1996），頁6-25。 
16 顏尚文，〈北朝佛教社區共同體的法華邑義組織與活動－以東魏〈李氏合邑造像碑〉

為例〉，《佛研究中心學報》，1（台北，1996），頁167-184。 
17 盧建榮，〈從造像銘記論五至六世紀北朝鄉民社會意識〉，《師大歷史學報》，23（台

北，1995），頁1-35。 
18 劉淑芬，〈五至六世紀華北鄉村的佛教信仰〉，《中央研究院麗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63本3分（台北，1993），頁497-544；劉淑芬，〈慈悲喜捨─中古時期佛教徒的社會

福利事業〉，《北縣文化》，40（台北，1994），頁17-20；劉淑芬，〈北齊標異鄉義慈惠

石柱─中古佛教社會救濟的個案研究〉，《新史學》5卷4期，（台北，1994），頁1-47。 
19 侯旭東，《五、六世紀北方的民眾信仰》（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20 如湯用彤，《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上冊（台北：駱駝出版社，1987），頁341-373；
望月信亨著；釋印海譯，《中國淨土教理史》，第3章與第5章（台北：正聞出版社，

1991），頁17-26、35-42；方立天，《魏晉南北朝佛教論叢》（北京：中華書局，1995），
頁51-110；陳揚炯，《中國淨土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8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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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佛教的發展及信仰體系進行介紹；其中也包括了對民間奉佛組織

的論述，有助於認識其時代發展的演變21。至於專就當時民間佛教「結

社」的論述，也無針對江南地區而論者，僅上述那波利貞、山崎宏與

郝春文的著述中兼有論及，且主要的討論焦點，仍是集中在慧遠所創

立的廬山教團。 

隋唐五代時期私社大盛，拜敦煌出土寫本文書之賜，藉由相關社

邑文書的運用，已累積了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那波利貞無疑是此領

域的開拓者，雖然對於文書數量的掌握與判讀、解釋，就今日所知或

有顯缺失，但那波氏所刊佈的64件社邑文書，使海內外學者開始對這

些「雜文書」的價值及其價值開始有所了解；而且其將唐代社邑的發

展，分為三種不同類型的觀點，至今仍為不刊之論；再者，他對佛教

社團與寺院關係的論述，對後進的研究也有借鑒的意義22。繼那波利貞

之後，山崎宏提出了若干不同的看法，最主要是山崎氏認為興起於北

朝的邑義與南朝的法社，因唐代社會文化，漸次失去北朝的文化，南

朝文化愈益濃厚，因此唐代的法社有壓倒性的發展，此即與那波利貞

之論意見相左23。法國學者謝和耐在著作中，論述五世紀末至十世紀華

北佛教團體的發展，指出從邑、社有別到邑社不分的歷史現象，至隋

唐時以傳統春秋二社為功能的「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佛教的

社，此乃一項重大的突破；但謝和耐過於強調唐代私社的佛教性質，

認為具有互助或崇佛功能的私社都深受佛教的影響，因而認為那波利

貞將敦煌私社分為互助團體或只從事奉佛活動的團體，是沒有意義

 
21 嚴耀中，《江南佛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2 那波利貞，〈唐代の社邑就きて〉，《史林》23.2、23.3、23.4（東京，1938），頁

15-57、71-110、93-157；那波利貞，〈佛教信仰に基きて組織せら中晚唐五代時代

社邑に就きて〉，《史林》，24.3、24.4（東京，1939），頁1-72、81-122，2篇文章並收

入：氏著，《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第5、6編（東京，創文社，1974），頁459-678。 
23 山崎宏，《支那中世佛教展開》（〈唐末敦煌地區義邑〉一節）（東京，清水書

店，1942），頁8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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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就使得整體的論述顯得籠統與不夠準確24。之後，日本學者竺沙

雅章重新整理了那波利貞所刊佈的法藏敦煌社邑文書，並對英藏敦煌

社邑文書進行全面的清理，重新探討敦煌私社的活動與組織情況；其

中最重要成果是指出，當時私社的互助功能以喪葬互助最為重要，並

對其具體過程進行考察；此外亦有論及官社在團保防盜及勸農耕作所

起的作用25。至於蘇聯學者丘古耶夫斯基，則較那波利貞、謝和耐等學

者，更為強調社的根基與佛寺不可分離，社是在佛寺的直接指導和庇

護下創立的；而其所運用當時尚未刊佈的列寧格勒藏敦煌寫本文書，

則是其最主要的貢獻之一26。另外，長澤和俊與土肥義和，則對上述的

成果作了整理與介紹27。 

華人學者最早進行敦煌社邑文書研究的首推陳祚龍，一改國外學

者所強調敦煌私社的佛教性質，而強調儒家傳統的影響，以及「互助」、

「互惠」的精神根基28。而郭鋒的文章，則是首次向兩岸學者較全面性

地介紹敦煌民間結社的情況，其中關於其淵源與特徵的論述，已較先

前的研究有了更大的進展29。之後，配合各處所藏的社邑相關文書的刊

佈漸趨完整，包括寧可、郝春文、劉永華、胡同慶、黃霞、李德龍、

 
24 謝和耐（Jacques Gernet），耿昇譯《中國五～十世紀的寺院經濟》（臺北，商鼎文化

出版公司，1987），頁212-325。 
25 竺沙雅章，〈敦煌出土「社」文書研究〉，《東方學報》35，（1964），頁215-288。 
26 丘古耶夫斯基，〈俄羅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館藏敦煌寫本中的轉帖〉，

《敦煌學輯刊》1996.1，頁1-2。 
27 池田溫主編，《講座敦煌》3《敦煌社會》中，由長澤和俊所撰寫的第三章第三節

中的〈庶民生活社關係〉，頁468-475。另外，榎一雄主編，《講座敦煌》2《敦煌

歷史》中，由土肥義和所撰寫的第五章第五節〈「社」集團莫高窟修復〉，頁

285-292，則對敦煌遺書和石窟題記、發願文中有關歸義軍時期，社邑修窟、建窟、

造龕、修佛堂、塑像等情況進行考察。 
28 陳祚龍，〈敦煌古鈔（社條）三種〉，《孔孟月刊》3.7，（台北，1965），頁22-24；陳

祚龍，〈敦煌卷冊可貴之一斑〉第3節〈中古敦煌結社的真相〉，《古今談》100（台北，

1973），頁19-22，該節並收入：氏著，《敦煌學海探珠》下冊（台北，台北商務印書

館，1979），頁362-365。 
29 郭鋒，〈敦煌的社及其活動〉，《敦煌學輯刊》4，（蘭州，1983），頁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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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炳林、陸慶夫、楊森、林豔枝等學者，針對敦煌私社的各種功能、

成員的結合情形、與寺院的關係等各方面的議題進行專文研究30。這些

成果，已足以拼湊出對敦煌私社的系統性認識。姜伯勤、郝春文兩位

學者即有此一領域研究史的評述31。 

除了敦煌文書的研究之外，現今北京房山雲居寺所存唐代石經題

記，也可見盛唐、中唐時期當地的社、邑的刻石經之活動，亦為學者

研究的焦點。唐耕耦、梁豐有專文論之，有助於瞭解當地村落或城市

中的「行」，所結合的刻經社（邑）之性質與功能32。日本學者氣賀澤

保規，仔細介紹唐代房山的刻經事業，並透過刻經題名對於當地一個

張姓府兵家族進行考察，對於其刻經動機詳加論述，提供了一個個案

 
30 郝春文，〈敦煌遺書中的「春秋座局席」考〉，《北京師範學院學報》1989.4，頁31-36；
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佛社與寺院的關係〉，《敦煌學輯刊》1990.1，頁16-23；李德

龍，〈敦煌寫本〈社司納贈歷〉淺探〉，《大慶師專學報》1990.2，頁；寧可、郝春文，

〈北朝至隋唐五代間的女人結社〉，《北京師範學院學報》1990.5，頁12-24；郝春文，

〈隋唐五代宋初傳統私社與寺院的關係〉，《中國史研究》1991.1，頁3-12；寧可、郝

春文，〈敦煌社邑的喪葬互助〉，《首都師範大學學報》107，（1995），頁32-40等；劉

永華，〈唐中後期敦煌的家庭變遷和社邑〉，《敦煌研究》28，（1991），頁81-87；胡同

慶，〈從敦煌結社活動探討人的群體性以及個體與集體的關係〉，《敦煌研究》25，
（1990），頁71-75；黃霞，〈北圖藏敦煌「女人社」規約一件〉，《文獻》1996.4，頁263-266；
黃霞，〈淺談晚唐五代敦煌「女人社」的型態及特點〉，《北京圖書館館刊》4，（北京，

1997），頁88-92；鄭炳林、陸慶夫，〈唐末五代敦煌的社與粟特人的聚落〉，收入：鄭

炳林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蘭州，蘭州大學出版社，1997），頁391-399；
楊森，〈晚唐五代兩件《女人社》文書扎記〉，《敦煌研究》1998.1，頁65-74；楊森，〈敦

煌社司文書劃押符號及相關問題〉，《敦煌學輯刊》1998.1，頁85-90；林豔枝，〈敦煌

地區的民間結社及其風俗研究〉、〈唐五代時期敦煌地區的女人結社〉，《中國文化月刊》

220、243，（台中，1998、2000），頁40-57、32-50。 
31 郝春文，〈五十年來（1938－1990）敦煌寫本社文書研究評述〉，《中國史研究動態》

1991.8，頁11-17；姜伯勤，《敦煌社會文書導論》（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頁250-262。 
32 唐耕耦，〈房山石經題記中的唐代社邑〉，《文獻季刊》1989.1，頁74-106；梁豐，〈從

房山「石經題記」看唐代的邑社組織〉，《中國歷史博物館館刊》10，（1987），頁67-71、
76。 



漢唐民間結社研究（初稿） ．11． 

                                                

研究的範例33。而土肥義和則是力圖透過石經題記、敦煌社邑文書、及

傳統文獻等各方面目前所能掌握的史料，專對唐代的社邑組織型態進

行研究，尤其對於房山石經社（邑）刻經題記的整理與列表，比唐耕

耦尚要再更進一步，並歸納出兩種不同的組織系統，此外也披露部分

尚未刊佈的敦煌社邑文書等方面，獲致相當顯著的成果34。 

至於佐竹靖彥與堀敏一兩位學者，則是在唐代至宋代地方村落結

構的改變，包括里行政功能的虛級化，以及自然聚落「村」的興起，

並漸漸成為官方的行政單位的趨勢下，附帶論及以民眾聚居聚落的村

為地域基礎，所組成的「村社」性質與功能之演變35。另外，還有傅曉

靜的論文，述及唐代民間結社存在與發展的條件，以及社與鄉里的關

係，並指出社有成為鄉里政權在經濟、思想、政治、組織上，控制人

民輔助手段的傾向36。 

回顧歷來學者之研究，應還有二個方面有待闡揚：（一）建立動態

的、整體的研究觀念。在先秦以迄唐代約千年的歲月中，民間結社與

著時空環境結構中，政治、經濟、社會等種種因素變遷的互動關係，

此非單由平面分析，或個案與單一類型的研究中，就能窺其全貌。在

注入時間因素，考慮地緣特性之後，才能於時空遞變與人事異動中，

瞭然民間結社的運作實況；從所建構的體系中，衡量其所發揮的功能。

 
33 氣賀澤保規，〈唐代房山雲居寺の發展石經事業〉，收入：氣賀澤保規編，《中國

佛教石經の研究：房山雲居寺石經中心》（京都，京都大學學術出版會，1996），
頁23-105；氣賀澤保規，〈唐代幽州地域社會－房山石經題記手がかりとし

て〉，收入：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都市歷史的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88），
頁。 
34 土肥義和，〈唐、北宋間「社」組織形態關一考察〉，收入：「中國古代

國家と民眾」編輯委員會編，《堀敏一先生古稀記念：中國古代國家と民眾》（東

京，汲古書院，1995），頁691-763。 
35 佐竹靖彥，《唐宋變革地域的研究》第1章〈宋代鄉村制度形成過程〉（京都，

同朋社，1990），頁21-68；堀敏一，《中國古代家集落》第9章〈唐代鄉里制

村制〉（東京，汲古書院，1996），頁401-476。 
36 傅曉靜，〈論唐代鄉村社會的社〉，《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17.1，（2000），頁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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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釐清準確的結社名稱、性質與功能。雖然私社在漢代就已發展，

但在唐代以前，仍是指以春秋二社為主要功能的地域性組織，其他各

種功能團體則有其當時適用的名稱，不宜概以私社或民間結社稱之；

再如北朝的「邑」、「邑義」與「法義」，雖然同屬民間造像團體，且論

者已眾，但三者有何區別？目前似仍未有令人清楚的解釋；以及如山

崎宏所提出，在江南地區始於南朝，至唐代益發盛行的「法社」，其所

指為何？也尚有待詳細考証。正因為既有的研究成果未盡周延，所待

解決之盲點也不少，民間結社仍是一個值得投注心力的研究課題。 

在研究資料上，主要有傳統文獻、碑銘與出土文書三大類。傳統

文獻中，史部文獻除先秦至隋唐五代的歷代正史外，另有《唐會要》、

《通典》、《資治通鑑》《唐令拾遺》等；經部典籍主要有《詩經》、《尚

書》、《國語》、《周禮》、《禮記》、《孟子》等；子部典籍以《四民月令》、

《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龜》、《文苑英華》、《入唐求法巡

禮行記》等為主；集部文獻有《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唐大

詔令集》、《全唐詩》、《全唐文》、《王梵志詩校注》等，文中還因論及

具有奉佛功能的民間團體，故時而引證佛教典籍。在碑銘方面，兩漢

以迄唐代皆有運用，如在華北現存的上千件造像題記，以及今日北京

房山雲居寺的刻經題記，記錄了斯時斯地民間佛教團體的組織與活

動，這些碑銘的拓片或錄文，主要收錄於新文豐出版公司編《石刻史

料新編》；北京圖書館金石組編《北京圖書館藏中國歷代石刻拓本匯

編》；北京魯迅博物館、上海魯迅紀念館編《魯迅輯校石刻手稿》，（清）

陸增祥編《八瓊室金石補正》；吳元貞編《北京圖書館藏龍門石窟造像

題記拓本全編》；（日）大村西崖所著《支那美術史‧雕塑篇》；北京圖

書館金石組編《房山石經題記彙編》等屬於史部的輯錄。 

至於出土文書，以出自敦煌、吐魯番的寫本為主，另兼及和闐、

庫車等地文書。因吐魯番文書中，除了交河市估案以外，涉及社邑相

關的資料並不多，因此還是以敦煌文書為主要的研究史料。目前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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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刊佈情形，在吐魯番文書方面，主要有武漢大學歷史系等編《吐魯

番出土文書》圖錄本（4冊）與簡編本（10冊）；陳國燦編《斯坦因所

獲吐魯番文書研究》。在敦煌文書的部分，主要有黃永武編《敦煌寶藏》

（140冊）；中國敦煌吐魯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等編《英藏敦

煌文獻》（14冊）；法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法國國家圖

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34冊）；俄羅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

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編《俄藏敦煌文獻》（17冊）；中國國家圖書館

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7冊）；甘肅藏敦煌文獻編委會編《甘

肅藏敦煌文獻》（6冊）；天津藝術博物館編《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

文獻》（7冊）；北京大學圖書館編《北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2

冊）；浙藏敦煌文獻編委會編《浙藏敦煌文獻》（1冊）。兼收二地文書，

或依類別排比者有而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2冊）；上海博物館

編《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魯番文獻》（2冊）；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

館藏敦煌吐魯番文獻》（4冊）；唐耕耦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錄》

（5冊）；（日）山本達郎等編《敦煌吐魯番社會經濟資料》（5卷）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關於敦煌的社邑之文書，兼收錄圖版和錄文的有《敦煌社會經濟

文獻真蹟釋錄》（第五冊）和《敦煌吐魯番社會經濟資料》（第4卷），

後者不但考校、比勘等方面均較詳盡，且收錄文書與引用參考文獻數

量亦較多。1997年，由寧可、郝春文輯校的《敦煌社邑文書輯校》，收

錄數量更為豐富，實收敦煌寫本社邑文書343件，和吐魯番出土的社條

2件，對文書的說明和年代的考訂亦有相當成果，可與《敦煌吐魯番社

會經濟資料》互相參照，互補不足37。除了出土文書之外，敦煌莫高窟

 
37 山本達郎等編《敦煌吐魯番社會經濟資料》第4卷，則錄有《敦煌社邑文書輯校》

未收入的9件行人文書，9件當寺、徒眾轉帖，以及13件身亡、局席、或不明事由轉帖，

4件諸眾社人名目，10件納贈曆。而郝春文仍持續對《敦煌社邑文書輯校》進行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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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供養人題記，也有部分私社營窟的記錄，可參閱《敦煌莫高窟供

養人題記》，這一部分在《敦煌社邑文書輯校》中亦有收錄。敦煌的社

邑文書，絕大多數都是集中在歸義軍時期，約莫是中土的晚唐五代宋

初之時38，且不在唐政府直接控制下，或頂多間接臣屬之，因此嚴格來

說，在範圍上已逸出本文之時空定限。然而，民間結社的組織大體依

慣例行之，有其延續性，經由這些文書資料，在一定程度上，依然可

反映唐政府掌控下，民間結社之詳情，甚或可為內地情形的參考39。復

次，這些出土寫本文書多屬直接使用後封存的實用文書，具體展現了

斯時斯地私社的組織、運作情形與活動內容，而傳統文獻中零散的記

載，就多不具備這些條件。正因為出土文書有上述的功能與價值，故

本文因應客觀形勢與資料特性，在研究範圍上略做彈性調整，期能更

深入的解析民間結社的每個細節，彌補傳統文獻較注重政策宣示，偏

於上層社會動向，忽略基層生活情態之缺憾。是以這兩種資料之妥善

運用，互相補益，無疑更能增加本文之深度與完整性40。 

 
參見：氏著，〈《敦煌社邑文書輯校》補遺（一）、（二）、（三）〉，《首都師範大學學報》

1999.4、2000.2、2001.4，頁23-28、6-11、27-33；以及氏著，〈《敦煌社邑文書輯校》

補遺（四）〉，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漢語史學報》3
《姜亮夫、蔣禮鴻、郭在貽先生紀念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頁368-386。
《敦煌社邑文書輯校》也有不少評介，如李丹禾，〈《敦煌社邑文書輯校》補正〉，《敦

煌研究》1999.2，頁55-59；李正宇，〈《敦煌社邑文書輯校》評介〉，《敦煌研究》1998.3 
頁168-170；牛汝極，〈讀《敦煌社邑文書輯校》〉，《首都師範大學學報》1999.3，頁124。 
38 歸義軍時期可分為張氏（851－914）與曹氏（914－1036）兩個統治時代。唐大中

二年（848）沙州起義，結束吐蕃政權，但張議潮在大中五年（851）才被任命為歸義

軍節度使，開始張氏統治時代。關於歸義軍時代的統治情況，參看：榮新江，《歸義

軍史研究－唐宋時代歷史考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9 如敦煌私社的領導人「三官」－社老、社長、錄事的編制，與龍門石窟造像題記，

以及盛唐、中唐時期幽州石經題記中，所見的社邑組織類似，在其他文獻中亦多雷同。

相較於北朝時的情形，都是名稱更為簡化，且借用僧官作為組織幹部名稱的情形亦不

復見。因此應可推論唐代時各地情形應也大致朝此一趨勢發展。 
40 出土文書仍須與傳統文獻互相配合，始能相得益彰。如敦煌社邑文書中，雖記載了

私社的組織、運作等實際運作的情形，此乃傳統文獻固所欠缺者，但敦煌私社並沒有

如《新唐書》卷197〈循吏韋宙傳〉所載，韋宙因民貧無牛耕，遂令二十家為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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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漢唐民間結社研究（暫訂）》為題，即欲對先秦以迄唐代

民間結社的情形，重新做一通盤理解。在時間斷限上，如上文所述，

為求行文立論的完整，配合社會現象所具有的延續特質，本文的論述

將審慎、適度地擴及至五代時期；且在敦煌出土文書的運用上，也有

一小部分會逸出至宋代初期。而定題中的「民間」，即欲將視野聚焦於

庶民社會。在組織上，屬於國家典制內的行政機構，或是寺院的僧團

組織，便不在論述之列；至於地方官吏就其職權之便，因事制宜，組

織民眾互助或行地方事務，抑或是寺院僧人勸化民眾結成組織以奉

佛，皆因以民眾為主體，且非官方或僧團之常式組織，故仍為本文探

討的對象。復次，由於「結社」主要討論的是常態性，且具有一定程

度之組織型態者，因此饑民盜寇、塢堡營壁等特殊型態的結合，或傳

道授業、長吏召會、賓客宴飲、因事圍觀等臨時的、散漫的聚會，則

排除在討論的範圍之外。 

社邑中的成員身份，則須是純屬私人性質，因此即便有官員身份，

但只要是職責之外的私人參與，甚或成為組織幹部，但也因與其官職

無關，便能算是民間結社的一員；僧官或僧人的情形亦復如是。當然，

有的時候結社團體有可能純粹由官員或僧人組成，這就得視其結合的

目的來作篩選，只要是私底下、非公務性質的結合，仍可以視為民間

結社的一環。如北朝有僧侶彼此間結成團體共同出資造像的情形41；晚

唐五代宋初的敦煌，由基層士兵所組成的「官健社」，以及士兵組成的

 
各出月錢若干，並抽籤決定得會次序，再以所集之會錢買牛，類似今日「合會」的記

錄；在敦煌私社的奉佛功能中，亦不見如內地的結社賽神，如《元稹集》卷1〈賽神〉

詩描述：「楚俗不事事，巫風事妖神，事妖結妖社，不問疏與親。…家家不斂穫，賽

妖無貧富。…更來官稅迫，求質倍稱緡。貧者日消鑠，富亦無倉暪。不謂事神苦，自

言誠不真。…此事四鄰有，亦欲聞四鄰。」各類不同性質史料的交互運用，才能描繪

出唐代民間結社之全貌。 
41 如〈北魏太和十九年（495）七帝寺造像〉，收入：《北京圖書館藏中國歷代石刻拓

本匯編》第3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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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社」；前者的功能乃進行春秋二社的局席活動，而後者則是集資買

馬42。最後，關於官員間的互為朋黨，因其目的絕大部分乃屬政治性質，

且非屬於庶民社會之產物，當亦非本文所論。 

    本文的研究架構，除了首章陳述選題原因與研究意義外，以下第

二、三、四章，則分別以先秦秦漢、魏晉南北朝、隋唐五代三個時期，

就民間結社的性質、組織、功能及與政府關係，進行分期討論。末章

則綜述先秦以迄隋唐民間結社的發展特色，俾使對此議題能有清晰深

刻的整體概念。至於論述的主要脈絡，將由先秦的聚落共同體中所具

有的共耕均賦、同祭合飲、死喪同恤等功能展開討論；兩漢魏晉南北

朝，以春秋二社及聚飲活動為主要功能，作為聚落民眾公共祭祀與社

交娛樂之場合的「社」，以及其他不以「社」為名稱，具有協力共耕、

均平賦役、或共同出資奉佛、興福等各種功能的民間團體，作為兩大

發展的主軸；至唐代這兩大主軸合而為一，民間結社開始皆可以「社」、

「私社」、「社邑」稱之，並已具備多重的功能。 

    民間結社不只是一個社會史的課題，亦是經濟、宗教、政治史研

究的素材，希望本文提供的研究取向，能有助於瞭解這個歷史現象的

發展路徑。 

 
42 P.32881〈十世紀後期佛齋納胡餅曆〉，其研究參見：土肥義和，〈唐、北宋間「社」

組織形態關一考察〉，收入：「中國古代國家と民眾」編輯委員會編，《堀

敏一先生古稀記念：中國古代國家と民眾》，頁709。「馬社」的研究，可參見：盧

向前，〈馬社研究－伯三八九九號背面馬社文書介紹〉，收入：北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

究中心編，《敦煌吐魯番文獻研究論集》2（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83），頁361-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