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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清朝以前布政使之發展 

 

 

第一節  布政使制度之沿革 
 
「布政使」為「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之簡稱，其作為一職官之名，始自明

朝。明太祖（1328－1398；在位 1368－1398）1洪武九年（1376）六月，詔改行

中書省為承宣布政使司，2同時「罷行省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改參知政事為

布政使」。3「布政使」從此開始，即以地方大吏之姿，躍上歷史舞台，直至清朝

末年。 

從職官和體制的沿革承續來看，明朝布政使一職源自於明初行中書省之參知

政事，而明初行中書省之制，則承自元朝。元朝之行中書省，意謂「行動的中央

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4簡稱行省，為元朝地方之最高行政組織。行省在政治

上「統郡縣，鎮邊鄙，與都省為表裏」，在職能上「凡錢糧、兵甲、屯種、漕運、

軍國重事，無不領之」，5地位非常重要。行省的主要長官有丞相一人（從一品）、

平章二人（從一品）、左右丞各一人（正二品）和參知政事（從二品）二人。由

於行省權力甚大，故行省丞相之職元廷不輕易實授個人，一般多由中央重臣兼

銜，遙領而已。也因此，元朝時實際在地方主持省務的，多為行省丞相下之兩位

平章。6 

明繼元起，地方組織上承襲了行省之制。然明初之行省不再設置丞相，而是

直接以平章政事為最高長官，輔以左右丞和參知政事。7這樣的體制維持到洪武

九年，時太祖監於元末地方勢力過大之弊，為中央集權計，大規模的進行地方體

制的改革，布政使即在此次的體制改革中登台，並被賦予明朝地方行政的重責大

任。 

對於布政使這個新出現的職官，明太祖自己對其作了詳細的詮釋： 

                                                 
1 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1478。 
2 《明太祖實錄》（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66 年），卷 106，頁 5，洪武九年六月

甲午。 
3 張廷玉等，《明史》（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卷 75，志第 51，〈職官四〉，頁 1840。 
4 李宗黃，《中國歷代行政通論》（臺北：中國地方自治協會，1961 年），頁 227。 
5 宋濂等，《元史》（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卷 91，志第 41 上，〈百官七〉，頁 2305。 
6 韋慶遠，柏樺，《中國官制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1 年），頁 312。 
7 張廷玉等，《明史》，卷 75，志第 51，〈職官四〉，頁 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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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二帝三王之設官也，爵分五等，列國天下，使守其土，子其民，世世

祿給焉。惟周諸侯不法，為秦所有，秦監周事，遂罷列國為郡縣而治之。

斯法也，制也，自漢承而行，唐宋皆然。元蹈中國，體之然也，郡縣之多，

寰宇之廣，其中書不能一一總其事；又設方面大臣流其職，理方隅之務，

所職之名，漢曰州牧、刺史，唐因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改名曰行省，

此皆歷代總郡邑而專方隅者。邇來朕有天下，更行省為承宣布政使司。所

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也；所以政者，軍民休

戚，國之利病；所以使者，必去民之惡而導民之善，使知有畏從。於斯之

職，可不重乎？若非其人，則方隅之軍民，失所仰瞻；若得其人，則方隅

之事，軍足食，民樂耕，其鰥寡孤獨不失其所焉。不但如是而已，則朕雖

菲才，德必張矣，國家磐石矣。8 

 
明太祖的這篇文誥可視為是布政使登台以來最原始的職官性質定義，可說是

發明者對其發明物最忠於原味的闡述。在這篇文誥中，布政使被寄與方面之大

任，是皇帝在地方的代理者，也因此布政使在往後的歷史發展中又被稱為藩司或

方伯。9清朝《歷代職官表》云： 

 
布政使，稱曰藩司，亦稱方伯。考周申侯為宣王方伯，式是南邦，而蕃宣

咏於周雅。蕃，即藩司也，藩司肇名，蓋由於此，其以承宣繫銜，亦本於

此。惟古之方伯，實長諸侯之國，即以侯伯之賢者為之，非今藩司所可比

擬；而統臨諸國，督率全省，與今藩司之表率各府、州、縣，約略相等，

故敘列其概，以稽稱名之故也。10 

 
藩司者，承上宣於下也；方伯，則為膺一方重任之古代長諸侯。布政使與此

二者相擬，雖古今歷史背景、時空條件已然大相逕庭，布政使之實際權力也難望

此二者項背。然以明太祖初置布政使時所言「若得其人，則方隅之事，軍足食，

民樂耕，其鰥寡孤獨不失其所焉」來看，至少就其承上督率一方的立意上，確有

                                                 
8 姚士觀等，《明太祖文集》（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年），卷 4，〈誥命‧承宣布政使誥〉，

頁 17。 
9 中國歷史大辭典編纂委員會，《中國歷史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年），頁 688。 
10 永瑢等，《歷代職官表》，卷 52，頁 1446-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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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二者相符之處。 

然若就布政使之實際權力來看，明太祖自始即未賦予布政使古代方伯般的大

權力。洪武九年的地方體制改革中，表面上太祖廢去行省，改置為布政使司並以

布政使為長，布政使司似有承繼元朝以來行省無事不總，集地方財政、軍政、民

政、司法、監察於一體的權力。11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明太祖之改制有中央集權

的目的，事權過於集中於地方某一機構，很顯然的將妨礙到中央之皇權。因此，

明太祖在地方行政組織上建構了一套三司分權制度，除布政使司以外，另置「靜

方隅而振綱紀」的提刑按察使司，12和「總方面之兵」的都指揮使司，13由三司

共同承繼、分割行省留下之權力。三司在地方上並列，彼此相維相制，互不隸屬，

由此達到地方局勢的穩定和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明人丘濬（1418－1495）14曾對

此體制加以分析曰： 

 
國初循勝國之制，設行中書省，繼而罷之，分天下為十三布政司。司設布

政參政、參議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流宣化之任。又設都指揮使

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度。參峙並立，謂之三司。治署既有一定之

所，官聯復有一定之制，德行兼舉，文武並用，體制相維，關絡相通。自

罷侯置守之後，治外之制，未有如此之詳且善者。15 

 
丘濬之言容有溢美之處，但他明確指出了三司分權鼎立的特點。此種「都司

典兵，布政司理民，按察司執法」的分司掌事之制，16可溯源於唐時置於地方分

理諸事務之按察、採訪、觀察、處置、節度……諸使。17宋朝時鑒於唐亡於地方

                                                 
11 王興業，《明代行政管理制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 年），頁 60。 
12 姚士觀等，《明太祖文集》，卷 4，〈誥命‧提刑按察使誥〉，頁 19。《明史》載按察使之職能為

「掌一省刑名按劾之事，糾官邪，戢奸暴，平獄訟，雪冤抑，以振揚風紀而澄清吏治。大者暨

都布二司會議，告撫按以聽於部院」。見張廷玉等，《明史》，卷 75，志第 51，〈職官四〉，頁

1840。 
13 姚士觀等，《明太祖文集》，卷 4，〈誥命‧都指揮使誥〉，頁 16。《明史》載都指揮使之職能為

「都司掌一方之軍政，各率其衛所，以隸於五府，而聽於兵部。」張廷玉等，《明史》，卷 76，
志第 52，〈職官五〉，頁 1872。 

14 丘濬，明瓊州瓊山人，字仲深，號瓊台。景泰五年進士，博極群書，尤熟國家典故。見張撝

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439。 
15 張萱，《西園聞見錄》（北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1996 年），卷 97，〈藩臬〉，頁 1。 
16 何喬新，〈論都司書〉，收錄於黃訓輯，《皇明名臣經濟錄》（臺北：文海出版社，1984 年），卷

17，頁 21。 
17 「開元二十五年，刊定職次，著為格令。……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原註：按察、採訪

等使以理州縣，節度、團練等使以督府軍事，租庸、轉運、鹽鐵、青苗、營田等使以毓財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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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鎮，地方事權不欲專以一人，故各路均不設行政首長，而另置帥、漕、憲、倉

等四個監司官來分理地方各項事務。18這些路級諸司長官均由皇帝直接委任，互

不統屬，各自向中央之皇帝負責，明太祖的三司制，很明顯是受到宋朝制度的啟

發。19 

以職能論，宋朝諸監司中之漕司可謂是布政使的前身。宋朝漕司是轉運使司

的簡稱，其以轉運使為長官，「掌經度一路財賦，而察其登耗有以足上供及郡縣

之費。歲行所部，檢察積儲，稽考帳籍。凡吏蠹民瘼，悉條以上達，及專舉刺官

吏之事……有軍旅之事，則供餽錢糧，或令本官隨軍移運，或別置隨軍轉運使一

員，或諸路事體當合一，則置都轉運使以總之」。20簡言之，漕司掌一路財賦，

並有舉察官吏之責。故清人考證宋朝漕司時，認為此職「實與今之布政使職分相

埒」、21「為今布政使之所由始」。22 

 

 

第二節 明朝布政使的職能與政治地位 

 
儘管三司制表明了明太祖欲以分權制衡的方式掌控地方，地方大權不委由一

人獨攬，但從洪武九年地方改制時太祖將地方最高一級之行政區劃由行省改為承

宣布政使司可知，布政使作為承宣布政使司的長官，雖然不再能大權獨攬，但其

在明朝這個新的地方權力結構中，亦必然有其重要地位。 

事實上，明廷初置布政使司時，布政使司與布政使的地位確實都是非常崇高

的。「初置藩司，與六部均重，布政使入為尚書、侍郎，副都御史每出為布政使」，
23布政使司比擬於中央六部，布政使內陞即為決策圈的六部長官，明初布政使的

政治份量不言可喻。 

                                                                                                                                            
其餘細務，因時置使者，不可悉數，其轉運以下諸使，無適所治，廢置不常。）見杜佑，《通

典》（臺北：新興書局，1963 年），卷 19，〈職官一〉，頁典 107。 
18 韋慶遠，柏樺，《中國官制史》，頁 317-318；李宗黃，《中國歷代行政通論》，頁 222-223。監

司之監者，《禮記》‧〈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根據鄭玄

的說法，中央派官員出監之目的為「佐方伯以領諸侯」，可知「監」有中央協助地方的之意。

見鄭玄注、孔穎達疏，《禮記正義》（臺北：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71 年），卷 11，〈王制〉，頁

98。後世在中央集權的思維下，以中央官員出監逐漸成為中央掌控地方事務之手段。 
19 周振鶴，《地方行政制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年），頁 187。 
20 脫脫等，《宋史》（臺北：中華書局，1965 年），卷 167，志第 120，〈職官七〉，頁 7。 
21 永瑢等，《歷代職官表》，卷 52，頁 1460。 
22 永瑢等，《歷代職官表》，卷 52，頁 1445。 
23 張廷玉等，《明史》，卷 75，志第 51，〈職官四〉，頁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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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洪武九年到宣德三年（1428）期間，可視為是明廷對布政使司此一機構

的建構和調整時期。24宣德三年後，全國除南北兩京和少數邊疆地區特殊外，明

廷共置十三布政使司分理之成為定制，布政使司內以布政使為首的人員編制也有

了普遍的規範。一般而言，一個布政使司衙門內的正印官除從二品的左右布政使

各一人外（貴州布政使司僅置一人），還有「因事添革不一」、25員額無定的從三

品左右參政和從四品左右參議；正印官外尚有各種首領官和雜職，如經歷司經

歷、都事，照磨所照磨、檢校，理問所理問、副理問，司獄司司獄，庫、倉、雜

造局、軍器局、寶泉局、織染局等大使、副使。26這些屬員各省所置不盡相同，

主依各布政使司事務繁劇之不同而定。 

布政使司如此的一個衙門機構，其所職掌者何事？《明史‧職官志》對此言

之曰： 

 
布政使掌一省之政，朝廷有德澤、禁令，承流宣播，以下於有司。凡僚屬

滿秩，廉其稱職、不稱職，上下其考，報撫、按以達於吏部、都察院。三

年，率其府州縣正官，朝覲京師，以聽察典。十年，會戶版以登民數、田

數。賓興貢，合省之士而提調之。宗室、官吏、師生、軍伍，以時班其祿

俸、廩糧。祀典神祇，謹其時祀。民鰥寡孤獨者養之，孝弟貞烈者表揚之，

水旱疾疫災祲，則請於上蠲賑之。凡貢賦役，視府州縣土地人民豐瘠多寡，

而均其數。凡有大興革及諸政務，會都、按議，經畫定而請於撫、按若總

督。其國慶國哀，遣僚貳朝賀弔祭於京師。天子即位，則左布政使親至。

參政、參議分守各道，及派管糧儲、屯田、清軍、驛傳、水利、撫民等事，

並分司協管京畿。（原註：兩京不設布、按，無參政、參議、副使、僉事，

故於旁近布、按分司帶管……。）經歷、都事，典受發文移，其詳巡按、

                                                 
24 此時期有關布政使司體制之更改如下：「洪武九年改浙江、江西、福建、北平、廣西、四川、

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諸行省俱為承宣布政使司，罷行省平章政事，左右丞等

官，改參知政事為布政使，秩正二品，左、右參政從二品，改左、右司為經歷司。十三年改布

政使，正三品，參政，從三品。十四年增置左、右參議，正四品，尋增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

十五年置雲南布政司，二十二年定秩從二品。建文中，陞正二品，裁一人。成祖復舊制。永樂

元年以北平布政司為北京。五年置交阯布政司。十一年置貴州布政司。（原註：只設使一人，

餘官如各布政司。）宣德三年罷交阯布政司，除兩京外，定為十三布政司。」見張廷玉等，《明

史》，卷 75，志第 51，〈職官四〉，頁 1840。 
25 李東陽等纂，申時行等重修，《大明會典》（臺北：文海出版社，1984 年），卷之 4，〈吏部三〉，

頁 1。 
26 張廷玉等，《明史》，卷 75，志第 51，〈職官四〉，頁 1838-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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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鹽御史文書，用經歷印。照磨、檢校典勘理卷宗。理問典刑名。27 

 
上文提到「布政使掌一省之政」，讓人不禁疑惑，明太祖既已罷去行省之制，

並改置為布政使司，布政使所掌者理當為一「布政使司」之政，卻何以出現掌一

「省」之政的用法？檢閱可代表明朝官方意識的《大明會典》，也可信手發現官

方以省之稱呼來指涉布政使司的轄域。28由此可以推知省之稱呼，在有明一代並

沒有受到明太祖改制的影響，依然是繼續被使用的。對此一問題，《清朝文獻通

考》認為「明代於兩京之外分置十三布政使司，而亦得稱為十三省者，以省為官

司之署，其名原可以通用」。29但清人章學誠則不這麼認為，其之解釋為：「布政

使司，連四字為言，而行省則又可單稱為省，人情樂趨簡便，故制度雖改，而當

時流俗，止稱為省。沿習既久，往往見於章奏文移，積漸非一日矣」。30較章學

誠稍晚的魏源（1794－1857），31也直指「此明代之失也」。32換言之，章、魏兩

人都認為，明人繼續使用省之稱呼，是一個將錯就錯的習慣問題。 

然無論何說為是，明人以省代布政使司之習慣是毫無疑問存在的。這個習慣

的形成，除了人情樂趨簡便的因素外，與布政使司在權力上的名不符實或有關

係。太祖以布政使司承繼行省，但布政使司卻徒有行省之轄域，並未同步擁有行

省之全部權力。我們說「明朝地方置有三司」，精確一點的說法是「明朝地方上

一布政使司的轄域內存在著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等三個權力機

構」。布政使司一方面為地方最高行政區劃，另一方面卻只是這個區劃內三個權

力機構中的一個，此種司中有司、名實不符的現象，當然極易造成使用上的不便。

如果對當時的人來說，自元朝以來既久有省之用法，且布政使司在指涉權力機構

上遠比指涉行政區劃明確，那麼繼續以省來指涉布政使司之轄域，就不是件奇怪

的事了。 

整個布政使司所職之事務，甚為繁瑣，若擇其要而言之有三：一曰承流宣化，

佈教於下；二曰總管通省民、財政；三曰統轄、考核通省府州縣官。而這三項事

務的執行，所依恃的是一個以布政使司為頂點的地方行政體制。考明朝地方行政

                                                 
27 張廷玉等，《明史》，卷 75，志第 51，〈職官四〉，頁 1840。 
28 如以該書卷之 5，〈吏部四〉為例，便可信手找出「雲貴廣西三省」、「邊省」、「本省」、「別省」

等用法。 
29 《清朝文獻通考》（臺北：新興書局，1963 年），卷 269，〈輿地一〉，頁考 7264。 
30 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 6，外篇一，〈地志統部〉，頁 596。 
31 魏源，清湖南邵陽人，字默深。道光二年舉人，二十五年進士，熟於國故朝章，治學以經世

致用為宗旨。見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2570。 
32 魏源，《聖武記》（臺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2 年），卷 12，〈武事餘記〉，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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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布政使司以下領有府、直隸州，府下領州，州下有縣。33布政使作為布政

使司之長官，順理成章成為「一方守土官之首」，34其位於地方行政系統的制高

點，透過府統州、縣，布政使司統府之上下交連管道，以順利執行各項事務。 

然而明朝這套布政使司、府、州、縣的地方行政體系本身存在著一個缺陷，

那就是布政使司與府之間有著距離過大問題。由於明朝布政使司轄區面積廣大，

布政使治署卻僅有一處，此種情形便極易造成藩、府兩級政府間上下聯繫關係的

疏離，從而導致以布政使為首的地方行政力量難以由上至下的確實貫徹。明廷解

決這個體制缺陷的方法是，派出布政使司內地位僅次於布政使的布政使參政、參

議，分道在轄區內督行各項事務。其後隨著人口的增加和政務財務的日益繁劇，

參政、參議除了在人數上逐漸增加外，分道長駐在外並專責以某特定事務，35成

了必然的趨勢。明朝布政使司與府之間的中間機構－分守道，便在此種情形下形

成。36由上也可知，所謂的分守道，就其源流和性質而言，其實是代表布政使駐

紮在外的布政使司外駐單位，故而其之職權行事，也以布政使司所掌之民政財稅

事務為主。37 

雖然布政使掌控了地方行政體系，擁有行政力量，但前已述及，明太祖在地

方官制的設計上，走的是分權監督制衡的道路，故而一省之事權被一切為三，除

由布政使掌行政權外，監察、司法權由按察使掌領，軍事權則專任都指揮使。都

指揮使屬武職系統，受命於五軍都督府，平時其事務與布政使較無瓜葛；按察使

品秩（正三品）略低於布政使，卻被賦予與行政權相對立的監察權，得糾舉包含

布政使在內的省內所有布政使轄下文職官員，這樣的安排就形成了對布政使權力

的箝制。明初太祖在誥文中曾一再的提到此種按察使對布政使的制衡力量： 

 
布政司理治親臨屬府，歲月稽求所行事務，察其勤怠，辯其廉能綱舉……

                                                 
33 楊予六，《中國歷代地方行政區劃》（臺北：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7 年），頁 286。 
34 清高宗敕撰，《續文獻通考》（臺北：新興書局，1959 年），卷 60，〈職官考〉，考 3343。 
35 如宣德元年（1426）令陝西布政司專委參議一員，監督涼州等五倉收放糧斛；正統九年（1444）

添設四川布政司參議一員提督鹽井等衛邊倉；成化十一年（1475）添設河南布政司右參議一員

管糧。以上見李東陽等纂，申時行等重修，《大明會典》，卷之 22，〈戶部九〉，頁 595-597。 
36 明朝相關之各官書典籍對於對於分守道起源之說明甚為模糊，也未明確交代「分守道」一名

於何時正式被明廷使用。據李國祁先生的研究，他認為分守道制度應該是逐漸形成的，見李國

祁，〈明清兩代地方行政制度中道的功能及其演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
期上(1972 年 7 月)，頁 150-158 的敘述，本文採是說。 

37 行使司法、監察力量的按察使同樣也面臨省、府兩級政府間過於疏離的問題，明廷也在按察

體系下逐漸發展出一個不同於分守道體制的分巡道體制。有關分巡道的敘述，請見本文 50-51
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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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耳目有所不及，精神有所不至，遺下貪官污吏及無籍頑民，按察司方乃

是清。38 

 
若布政司不能清府，府不能清州，州不能清縣，縣不能清里甲，去惡安民，

遺下不公不法，按察司方乃是清。39 

 
按察司治理布政司府州縣，務要盡除奸弊，肅清一方。40 

 
由按察使監督布政使，這是明廷用以制衡布政使行政權的第一步；布政使權

力被制衡的第二步，就是省內大事，不能專斷，需「會都、按議」，41換言之，

就是要取得其他二司的同意，布政使才能擁有真正完整的行政權。就此一規定來

看，明廷體現了其以布、按、都三司做為地方共同長官的真正用意，而其最後目

的，在於分權以利中央集權之控制。明人朱健對明廷的分權體制評之曰： 

 
內設六部九卿以統治天下，而外又設十三布政以分治郡邑。內設都察院以

振肅朝廷，而外又設十三按察以分寄考劾。兵部帥府以相維于內，而布、

按、都司相制于外，則名實當而防檢密，真拓越漢唐遠矣。42 

 
在分司分權相制的結構裡，明太祖設計下的布政使，雖有「總郡邑而專方隅」

之名，然則通過上述的考察，可知其並無相對應的權力。用跛腳的行政首長，來

形容布政使在地方事務運作中的實質地位和處境，或許是更為貼切的。 

 
 

第三節  明朝布政使與督撫的關係 
 

明朝布政使的政治地位，或者更精確的說整個三司的政治地位，與後出的巡

撫、總督息息相關。巡撫、總督的出現，與明朝地方三司分權頏頡、地方事權不

                                                 
38 朱元璋，《明朝開國文獻》（臺北：學生書局，1966 年），第四冊，頁 1926。 
39 朱元璋，《明朝開國文獻》，第四冊，頁 1927。 
40 朱元璋，《明朝開國文獻》，第四冊，頁 1927-1928。 
41 張廷玉等，《明史》，卷 75，志第 51，〈職官四〉，頁 1840。 
42 朱健，《古今治平略》，卷 15，〈官制篇‧國朝官制〉，頁 103。收錄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年），756 冊，頁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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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體制有關，而其發展結果，則徹底取代了三司在地方上的地位。要了解布政

使政治地位的凌夷下降，必須先了解巡撫、總督出現的歷史條件及其後來的演變。 

 

（一）巡撫 

 

明朝巡撫之名，最早出現於洪武二十四年（1391），時太祖命懿文太子巡撫

陝西，「以省觀風俗，慰勞秦民」。43但懿文太子此行屬「太子出巡，有其特殊性

和偶然性，不合官制之常規」，44且背後的主要目的是代太祖考察建立國都的事

務，45與爾後巡撫官之性質迥異，故兩者不能混為一談。懿文太子此次巡撫陝西，

只能說在名稱上具有巡撫之名，其與爾後之巡撫制度並無多大關係。 

明朝巡撫制度最初形成的時間點和歷史背景，眾說不一，後經學者的分析，

大抵區分出三種不同的說法。46其中時間點最早的說法是成祖（1360－1424；在

位 1403－1424）47永樂十九年（1421）時明廷遣吏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1363

－1435）48等二十六人巡行天下，以「撫安軍民，詢察所苦」，49而被視之為巡撫

創始之年。此次蹇義等人的巡行天下，屬臨時之任務，且無巡撫之職銜，但在性

質上已具有了往後巡撫的功能，可視之為巡撫制度之濫觴。 

第二個時間點是仁宗（1378－1425；在位 1425）50洪熙元年（1425）閏七月

                                                 
43 「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上諭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為險固，嚮命汝弟分封其地已

數十年，汝可一遊，以省觀風俗，慰勞秦民。』於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里費，仍命經過

府縣，以宿顧聞。」以上引自《明太祖實錄》，卷 211，頁 1，洪武二十四年八月乙丑。 
44 關文發、顏廣文，《明代政治制度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年），頁 54。 
45 「二十四年八月敕太子巡撫陝西。先是，帝以應天、開封為南北京，臨濠為中都。御史胡子

祺上書曰：『天下形勝地可都者四，……夫據百二河山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莫關中

若也。』帝稱善。至是，諭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號為險固，汝往以省觀風俗，慰勞秦父

老子弟。』於是擇文武諸臣扈太子行。」以上引自張廷玉等，《明史》，卷 115，列傳 3，〈興宗

孝康皇帝傳〉，頁 3549-3550。《明通鑒》對此亦有記載：「庚戌（筆者按，十一月），皇太子自

陝還京師，獻《陝西地圖》。時太子已病，病中猶上書言經略建都事。」見夏燮，《明通鑒》（長

沙：岳麓書社，1999 年），卷 10，〈紀 10〉，頁 357 頁。 
46 請見張哲郎，《明代巡撫研究》（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5 年），頁 6-17 的探討。 
47 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1478-1479。 
48 蹇義，明四川巴縣人，洪武十八年進士，永樂時官至戶部尚書。見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

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2579。 
49 成祖永樂十九年，「敕吏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等二十六人巡行天下，安撫軍民。敕曰：今

命爾等分歷郡縣，撫安軍民，詢察所苦。凡利之未興者，興之；害之未革者，革之。諸司官吏、

蠹法厲民者黜之，守法愛民者浸旌之。爾克副所命，致民安於田里而無肌寒愁嘆之聲，則予汝

嘉；如又徇私蔽公，不辨淑匿，不察是非，軍民休戚不以究心，將爾之罪亦不可逭。」以上見

《明太宗實錄》，卷 236，頁 4，永樂十九年四月癸丑。 
50 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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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明廷以廣西按察使胡概（？－1434）51和四川參政葉春（1370－1433）52巡撫

南直隸及浙江諸郡。53胡、葉兩人自此擔任此職至宣宗（1398－1435；在位 1426

－1435）54宣德五年（1430）三月，55前後任職時間將近五年。兩人去職後明廷

持續的派遣大臣巡撫此處，終明之世，除於武宗（1491－1521；在位 1506－1521）
56正德三年、四年（1508、1509）時曾出現短暫的停置外，其餘時間皆有大臣巡

撫。57這樣的歷史表明此處巡撫一職在實質上有形成常設官的趨向，但要說明的

是，此種巡撫常設的現象，當時僅存於南直隸等處，各地普遍設置巡撫官的現象

還不存在。 

第三個時間點是宣宗宣德五年九月時明廷派出趙新等六個大臣至江西等六

個地區總督稅糧事務。58此六大臣的任務雖名之為「總督」稅糧，但爾後實錄均

言此六人為「巡撫」。此次事件的重要性在於，趙新等六人各有各自之巡撫地區，

巡撫範圍遍及諸重要省分；且六人中除趙倫因用法太嚴而早早去職外，59其餘皆

久任在外。60此次之設撫，已然蘊含了分省專設巡撫的精神，與日後之巡撫制度

                                                 
51 胡概，明江西吉永人，字元節，永樂九年進士。宣德九年官至刑部尚書，卒於官。見張撝之、

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1690。 
52 葉春，明浙江海鹽人，字景暘，永樂初被薦為禮部主事，歷四川右參政， 宣德間受命往巡浙

江，治事無私，後官至刑部右侍郎。見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

頁 399。 
53 實錄對此事之記載略謂如下：「癸未命廣西按察使胡概為大寺卿，同四川參政葉春巡撫直隸及

浙江諸郡，召浙江治農事通政岳福還。先是廣西布政使周幹奉仁宗皇帝命巡視，及浙江，還言

有司多不得人，土豪肆虐，良民苦之。乞命廷臣往來巡撫，庶几民（疑脫漏一字）田里。又言

岳福老疾不能任事。上命行在吏部尚書蹇義會戶部、兵部議，至是義等議奏，請如幹言。」見

《明宣宗實錄》，卷 8，頁 2，洪熙元年八月癸未。 
54 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1479。 
55 《明宣宗實錄》，卷 64，頁 12，宣德五年三月戊辰條。 
56 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1479。 
57 吳廷燮，《明督撫年表》（北京：中華書局，1982 年），卷 4，〈應天〉，頁 346-374。 
58 此六個大臣為趙新、趙倫、吳政、于謙、曹弘、周忱，對應的六個地區分別為江西、浙江、

湖廣、河南及山西、北直隸府州縣及山東、南直隸及蘇松等府縣。實錄對此事記載略謂如下：

「上謂行在戶部臣曰：『各處稅糧多有逋慢，督運之人，少能盡心，姦民猾胥，為弊滋甚。百

姓徒費，倉廩未充，宜得重臣往蒞之。』於是命大臣薦舉，遂舉新等以聞，悉陞其官，分命總

督。賜敕諭曰：『今命爾往總督稅糧，務區畫得宜，使人不勞困，輸不後期。尤須撫卹人民，

扶植良善，遇有訴訟，重則付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究治；輕則量情責罰，或付郡縣

治之。若有包攬侵欺及盜賣者，審問明白，解送京師。敢有沮擾糧事者，皆據實奏聞，但有便

民事理，亦宜具奏。爾須公正廉潔，勤謹詳明，夙夜無懈，毋恭毋刻，庶副朕委任之重，欽哉。』」

見《明宣宗實錄》，卷 70，頁 3，宣德五年九月丙午。 
59 趙倫在宣德七年（1432）七月因「用峻法，吏民不勝苦者」而去職，見《明宣宗實錄》，卷 93，

頁 2，宣德七年七月辛酉。 
60 周忱在任 22 年（1430-1451），于謙 18 年（1430-1447），趙新 10 年（1430-1439），曹弘 10 年

（1430-1439），吳政 9 年（1430-1438）。以上依順序分見吳廷燮，《明督撫年表》，頁 34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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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刻下之設撫型態，顯已具備了雛形。 

以上的三個時間點，與其拘泥於巡撫創始時間點之爭辯，不如將之視為明朝

巡撫制度化趨於完善的一系列進程。一個重大制度的形成，基本上須經長期的發

展才能完成。明朝之巡撫，最初是以中央官員奉敕出巡的形式出現，出巡時之任

務，由敕書內容而定，61且事罷即畢，「迄事而止，無定員也」。62簡言之，初時

巡撫是明中央派至地方協助執行特定任務的部院文臣，性質上寓有「成周以王朝

卿出監之意」，63其初既非固定之專職，亦無固定的職責。到了宣宗宣德（1426

－1435）年間，巡撫制度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關中、江南等許多地區因地大事務

繁多，開始出現定置巡撫並且久任的現象，64至此巡撫開始脫離臨時差遣的臨時

性質，逐漸的成為一種制度。 

明朝在英宗（1427－1464；在位 1436－1449，1457－1464）65正統（1436

－1449）之後，開始出現南方盜起，北虜犯邊的內外戰亂局面。長時間的戰事，

便暴露了長期以來地方三司制基於分權制衡考量下所衍生的缺點：無人主管全省

性大事，事務處理緩慢，相互推諉責任，乃至延誤事機。66明人何喬新（1427－

1502）67在〈論都司書〉中論及三司分權的弊病： 

 
我朝懲前代藩鎮之弊，以都司典兵，布政司理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戍調

發之政，布、按二司不得專，非有符驗，都司亦不能聽調也。平日所以能

前卻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臨其身，厚祿誘其心，三尺法

焉能制之。68 

 

                                                                                                                                            
402-404；453-454；375-376；519-520。 

61 《國朝典彙》卷 55 之〈總督巡撫〉篇中有如下一段記載，可為初時巡撫以皇帝敕令內容執行

特定任務之佐證。「（正統十四年）十月，改戶部尚書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隸……先是胡

概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忱濟之以寬。凡告詰輒不省。或回詰其不及胡卿，使下情不能上達。

忱笑應曰，胡卿敕有袪民除害語，我敕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異耳」。見徐學聚，《國朝典

彙》（臺北：學生書局，1965 年），卷 55，〈總督巡撫〉，頁 7-8，。 
62 徐學聚，《國朝典彙》，卷 55，〈總督巡撫〉，頁 11。 
63 談遷，《國榷》（臺北：鼎文書局，1978 年），卷 21，頁 1399。 
64 「宣德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而要，更命官更代，巡撫不復罷去。」見徐學聚，《國朝典彙》，

卷 55，〈總督巡撫〉，頁 11。 
65 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1479。 
66 韋慶遠，柏樺，《中國官制史》，頁 313。 
67 何喬新，明江西廣昌人，字廷秀，號椒丘，景泰五年進士，後官至刑部尚書致仕。見張撝之、

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1090。 
68 何喬新，〈論都司書〉，收錄於黃訓輯，《皇明名臣經濟錄》，卷 17，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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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喬新點到了一個重點，那就是這種分權制在出現軍事危機時將有其脆弱的

致命缺陷。欲解決這個缺陷，地方事權必須某種程度的集中，而地方巡撫就在這

種情形下逐漸的擴權。正統之後的戰亂，讓各地巡撫們先是獲得「提督」、「參贊」、

「贊理」或「協贊」軍務等等兼銜在地方上參與軍務而取得軍事權力；69同時自

英宗景泰四年（1453）起，各地巡撫也取得都察院都御史的頭銜，70擁有了都御

史的彈劾監察權，71不再受地方其他力量的掣肘。景泰七年（1456）後，甚至連

布政使和按察使也都在巡撫的考察之列。72至此，巡撫職權日增，地位日隆，三

司已不能不受其制。所謂「邊方領置之權，腹裡兼轉運之職，手持敕紙，便宜行

事，三司屬其管轄，數郡係以慘舒」，73敘述的就是明朝中葉後巡撫凌駕地方三

司之上的權力；而世宗（1507－1567；在位 1522－1567）74嘉靖十一年（1533）

時所題准者，更表示了當時之巡撫已大幅的侵奪三司之權： 

 
凡徭役、里甲、錢糧、驛傳、倉廩、城池、堡隘、兵馬、軍餉、及審編大

戶糧長、民壯快手等項地方之事，俱聽巡撫處置。75 

 
（二）總督 

 
明朝總督制度之形成，乃基於應付軍事上之需求。但考諸史料，明朝最早之

總督與軍事無涉，其任務「只施於工程錢穀等項」，76與往後之軍事總督性質不

                                                 
69 有關明朝巡撫軍事權之取得與擴大，請參閱張哲郎，《明代巡撫研究》，頁 193-232 的探討。 
70 「英宗景泰四年，耿九疇鎮陝西。布政使許資言：『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不相統，事多拘滯。

又文移往來，多窒礙難行。請改授憲職便。』乃轉右副都御史。大臣鎮守、巡撫皆授都御史，

自九疇始。見龍文彬，《明會要》（臺北：世界書局，1972 年），卷 34，〈職官六〉，頁 589。 
71 都御史「職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姦邪，小人

搆黨，作威福亂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不正，上書陳言，變亂成憲，

希進用者劾。遇朝覲考察，同吏部司賢否陟黜，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偕刑部大理讞乎之。其

奉敕內地，拊循外地，各專其敕行事。」見張廷玉等，《明史》，卷 73，志第 49，〈職官二〉，

頁 1768。 
72 「景泰七年，令巡撫、巡按會同按察司堂上官，考察府、州、縣官。其布、按二司官，聽撫、

按考察。」見李東陽等纂，申時行等重修，《大明會典》，卷之 13，〈吏部十二〉，頁 8。明朝巡

撫監察權取得之始末，請參閱張哲郎，《明代巡撫研究》，頁 233-244 的探討。 
73 何孟春，〈陳萬言以俾修省疏〉，收錄於徐孚遠、陳子龍、宋徵璧等編，《皇明經世文編》（臺

北：國風出版社，964 年），卷 127，頁 17。 
74 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1478。 
75 李東陽等纂，申時行等重修，《大明會典》，卷之 211，〈都察院三〉，頁 17。 
76「本朝宣德以後，大臣總督只施於工程錢穀等項，繼乃有總督軍務，為文帥第一重任」。見沈

德符，《萬曆野獲編》（臺北：新興書局，1976 年），卷 22，〈督撫‧總督軍務〉，頁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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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第一位以軍事為任務的明朝總督，是英宗正統初年時的靖遠伯王驥（1378

－1460）77，當時王驥以兵部尚書的身分總督軍務出征麓川，被視為「設總督之

始」。78征戰結果王驥「犁其巢穴，留兵守之而還」。79正統期間，王驥還有兩次

以總督身分出征麓川的紀錄。80這一切顯示，此時的總督身分是臨時性質的，事

畢即還朝。 

至憲宗（1447－1487；在位 1465－1487）81成化時總督隨事而置的臨時性質

開始有了改變。先是兩廣自英宗景泰三年（1452）之後屢次發生猺亂，明廷亦曾

在此短暫設置總督因應，惟總督一罷，當地帥臣即觀望相推諉，以致寇盜滋蔓。
82成化五年（1469）時明廷鑑於兩廣地大事殷，且多年來動亂頻生，兩廣雖有巡

撫卻不能有效相為支應，因此除決定起用韓雍（1422－1478）83為兩廣總督外，

也決定總督開府梧州，開啟了總督常駐地方的先例。84總督開府的意義重大，意

味著總督不再只是單純的因事任職，而是擁有直接下屬的正式任官。85故此兩廣

總督之設被視之為明朝總督「任官之所由始」，86這是總督脫離臨時任務色彩的

一個重要里程碑。 

明朝總督制度的獲得普遍發展，大體上即與此種軍事需求有關；尤其是各地

巡撫面對軍事行動時之不相聯屬，地方資源難以整合，更使總督之設有了普遍發

展的契機。明清之際的孫承澤（1592－1676）87對此有詳細的描述： 

 
正統而後，或變生於腹裡，或釁起於邊陲，而諸邊諸省一時撫臣多不能振

聯屬之策，興討罪之師。保境以自全，攖城以自守，直為是懍懍爾。若西

                                                 
77 王驥，明保定府束鹿人，字尚德，永樂四年進士，剛毅有膽，暢曉戎略，宣德間累官為兵部

尚書。見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158。 
78 龍文彬，《明會要》，卷 34，〈職官六〉，頁 596。 
79 張廷玉等，《明史》，卷 171，列傳 59，〈王驥傳〉，頁 4557。 
80 另二次時間為正統七年（1442）八月和正統十三年（1448）春。見張廷玉等，《明史》，卷 171，

列傳 59，〈王驥傳〉，頁 4557-4559。 
81 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1479。 
82 龍文彬，《明會要》，卷 34，〈職官六〉，頁 596-597。 
83 韓雍，明蘇州府長洲人，字永熙，正統七年進士，授御史，後累遷至左副都御史，提督兩廣

軍務。為中官傾軋，致仕而去。見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2285。 
84 夏燮，《明通鑒》，卷 31，〈紀 31〉，頁 869。 
85 關文發、顏廣文，《明代政治制度研究》，頁 75。 
86 孫承澤，《春明夢餘錄》（香港：龍門書店，1965 年），卷 48，頁 25-26。 
87 孫承澤，明末清初山東益都人，字耳伯，號北海、退谷。明崇禎四年進士，入清任吏科都給

事中，歷兵、吏兩部侍郎。見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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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之也先，河北之趙賊，西蜀之廖寇，江西之華林及藩濠，八閩之鄧茂，

楚之麻陽，廣之岑猛，滇之麓川，猖獗震蕩，而各省撫臣皆相視而莫之能

相救，必設總督而後能平之。彼其時非盡撫臣之怯也，亡算也。爵并權均，

夫兩大不能以相便，而況十數大乎？勢分故也。88 

 
巡撫各自為政、欠缺橫向聯繫，需有一職權更高的總督加以統屬節制。因此

自英宗景泰之後總督多帶部院銜出鎮，89帶部院銜，目的在隆總督之位，兼有皇

帝之敕令，總督在節制巡撫、地方官員與地方資源時可少阻力。孫承澤論及此之

優點曰： 

 
邊方腹裡多設總督，以聯屬而節制之，若連環然。且頒之敕，如一省難作，

則總督調近省之食與兵，或擊其首，或邀其尾，或犄其左，或角其右。有

難則合制之，難已則散而歸之。90 

 
置總督可協調調度，「凡兵馬錢糧，悉得便宜行事」，91目的要做到「事權一

而責有所歸」。92因此，「巡撫而下，咸聽約束」、93「三司皆長跪白事」，94就成了

必然的結果。就在弭平戰事的最高指導原則下，使得總督成了實質上明朝地方之

最高軍政首長。 

整體來看，明朝地方上之掌權者由三司到巡撫，從巡撫而總督，基本上都屬

明廷在因應歷史環境變遷時所做出的體制調整。而這些調整，原則上是一步步朝

向地方權力集中的方向前進的。巡撫之擴權，三司掣肘；總督之置，「巡撫而下，

咸聽約束」，三司、巡撫、總督，代表的是明朝地方權力一次次向上集中的趨勢。

這其實是宣告了明太祖的失敗，當然更忠實的反映了任何僅著重於相維相制構想

的體制，由於欠缺靈活性，往往都是難以應付時代巨變，而最後終必須被迫做出

適當的修正。 

從另一個角度看，明朝地方的這種權力集中趨勢，代表的就是三司地位的一

                                                 
88 孫承澤，《春明夢餘錄》，卷 48，頁 23。 
89 沈德符，《萬曆野獲編》，卷 22，〈督撫‧總督軍務〉，頁 551。 
90 孫承澤，《春明夢餘錄》，卷 48，頁 24。 
91 徐學聚，《國朝典彙》，卷 55，〈總督巡撫〉，頁 58。 
92 夏燮，《明通鑒》，卷 31，〈紀 31〉，頁 869。 
93 徐學聚，《國朝典彙》，卷 55，〈總督巡撫〉，頁 35。 
94 張廷玉等，《明史》，卷 178，列傳 66，〈韓雍傳〉，頁 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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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滑落。三司原本是地方的三大長官，透過地方大事務由布政使與都、按二司共

同參酌議定的方式，讓三司在體制上共掌地方事務的決策權。但有了巡撫與總督

之後，三司議定之事，必須「請於撫按若總督」。95換言之，決策的權力不再屬

於三司，三司對事務的「議定」，實質上變成了「討論」，最後的決定權在巡撫、

總督手上。三司的長官地位，實質上淪為巡撫、總督的幕僚角色。 

而對布政使而言，原本三司共同議定地方大事務的決策模式，雖然侵奪了布

政使的行政權力，但以布政使相較於其他二司具有嫻熟省內各項事務的絕對優勢

來判斷，布政使當可在三司會議中主導決策的方向。有了巡撫、總督之後，三司

會議已形同幕僚會議，布政使嫻熟事務的優勢不再具有主導決策的意義，只能讓

其宛如三大幕僚中的首席幕僚而已。 

以上所述是明朝地方體制在巡撫、總督出現後，「實質上」所產生的權力結

構變化。特別強調「實質上」，是因為明廷自始自終並未在「體制上」賦予巡撫

和總督一個正式的外官地位。純就體制上而言，明朝之巡撫、總督是以中央監察

官員的身分，以奉敕的方式，到地方上去執行敕書上所交辦的任務。96在權力來

源上，外任督、撫者憑藉的是皇帝的敕書和都察院都（副、僉）御史的身分，不

是督、撫這個職銜本身所具有的權力。事實上，無論是總督還是巡撫，這兩個頭

銜在體制上都不具備任何的法定權力，其本身也沒有品秩，任督、撫者之品秩是

視其所帶中央部院堂官之品秩而定的。簡言之，總督或巡撫在體制上與其說是官

稱，倒不如說是一個任務頭銜；所有任總督或巡撫者，都是以京官的身分，在地

方上完成總督或巡撫的任務。清人洪亮吉（1746－1809）97認為明朝督、撫的這

種京官外遣之性質曰：「其名則欽命也，其所握則關防也，固非可名之為守土之

官者也。」98 

明朝督、撫的這種體制上的任務性質，在明中期時雖因各地督、撫有定置定

設之趨向而逐漸隱誨，但明末時的大亂局卻又再次的把這種性質突顯出來。當時

之明朝內有流賊危亂，外有滿洲進逼，為了弭亂，明廷在各處臨事增置了許多的

                                                 
95 張廷玉等，《明史》，卷 75，志第 51，〈職官四〉，頁 1840。 
96 《大明會典》把總督和巡撫附列於都察院底下，顯示總督和巡撫在明朝時依然是被視為京官。

見李東陽等纂，申時行等重修，《大明會典》，卷之 2，〈吏部一〉，頁 21。  
97 洪亮吉，清江蘇陽湖人，字君直，一字稚存，乾隆五十五年進士，授編修，嘉慶時以言事遭

流戍伊犁，後釋還，自號更生居士。其學長於輿地，對人口增加過速之害，亦有精闢之見解。

見 張撝之、沈起煒、劉德重主編，《中國歷代人名大辭典》，頁 1780。 
98 洪亮吉，《卷施閣文》，甲集，卷 8，〈與章進士學誠書〉。收錄於洪亮吉撰、劉德權點校，《洪

亮吉集》（北京：中華書局，2001 年），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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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撫，企望做到「無地不防」的境界。99結果大幅增加的督、撫數量，混亂了

原本的督、撫配置和轄區範圍，使得局勢更加惡化。明廷此舉雖未達到目的，但

其以總督、巡撫作為臨時任務之職銜，則甚為明顯。 

也因此，無論總督、巡撫實質上已在地方取得什麼樣的權力，若就體制上言

之，明朝地方上並不存在比三司地位更高的外官。章學誠對於明朝地方上這種名

實不一致的關係，有一精闢的見解，茲錄之於下： 

 
前明初遣巡撫與三使司官，賓主間耳。其稍尊者，不過王侯列於諸侯之上

例耳。自後臺權漸重，三司奉行臺旨。然制度未改，一切祭典奏銷，賓興

祭祀，皆布政使專主，故為統部長官，不得以權輕而改其稱也。100 

 
章氏上文雖未言及總督，但與三司間之關係，總督與巡撫之情形一致。明朝

地方上督、撫為賓，三司為主；賓雖尊，縱有反客為主之勢，終究不是主。總而

言之，三司在名義上依然是地方的三大首長，三司中又以布政使為一方守土官之

首，儘管其早已名實不符，卻不能以其權輕而率變其在體制上之地位。 

 

 

 

                                                 
99 張廷玉等，《明史》，卷 259，列傳 147，〈范志完傳〉，頁 6722。另趙翼《廿二史劄記》對明末

督撫設置之多，此亦有描述：「明中葉以後，陝西已有三巡撫，陝西一也，延綏二也，甘肅三

也。山西亦有二巡撫，山西一也，大同二也。直隸之宣化，亦另設一撫。至崇禎十四年，山海

關內外設二督，昌平、保定又設二督，於是千里之內有四督。又有寧遠、永平、順天、密雲、

天津、保定六巡撫，寧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羅碁布，

無地不防（見范志完傳）。時事孔急，固勢之不得不然也。」見趙翼，《廿二史劄記》（臺北：

世界書局，1986 年），卷 36，〈明末督撫之多〉，頁 515。 
100 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 6，外篇一，〈地志統部〉，頁 598-5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