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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災荒問題與解決之策 

一、 前言 

  本章的目的在於以建寧地區的農業與經濟發展變化為背景，探討災荒之

際其所面臨的問題以及臨時性的解決之策，以瞭解建寧地區各項長期性社會

救濟制度產生的原因。 

  農業技術的改良、主糧(米、麥)種類與產量的增加以及經濟作物的大量

栽培，是南宋建寧地區農業發展的重要發展，在商業日益發達以及栽植稻米

相對不利的背景下，當地出現了對市場經濟依賴日深、以經濟作物進行糧食

交換的商業化傾向。因此，南宋建寧地區災荒之際糧食不足，已不單是先前

山多田少、水流湍急等地理因素所致，還應考慮到在南宋農業生產商品化、

專業化而導致自足經濟銷聲匿跡，各地依條件種植特定農作物，由他處輸入

缺乏物資的經濟趨勢下，1致使建寧地區產生糧食不「均」：鄰近地區如兩廣、

兩浙米糧較多，輸入建寧，而建寧則以其他產業換取米糧，建寧地區大量稻

米用以釀酒，以及經濟作物與主食爭田，便是此種交易模式的體現。 

  建寧地區糧食不足問題的背後，除了有因市場交易經濟成熟，各地實行

最適宜當地自然條件的專業化生產而引起的地域生產不「均」的問題外，當

地因貧富不均所造成糧食在社會階層的分配不「均」，亦是使糧食問題惡化

的原因之一。建寧地區部分富家，憑藉其雄厚的財力，或閉廩不發，以待高

價；或藉高利貸剝削農民，使得在市場交易經濟屈居劣勢的農家小民深受其

害，劫糧、民變之事遂時有所聞。 

                                                      
1 全漢昇，〈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輸〉，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論叢(合訂本)》(香港：新
亞研究所，1972)，頁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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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糧食不均既是災荒之際建寧地區糧食不足問題的主因，而無論那一種型

態的「不均」，都與市場經濟的發展有關，因此促進食米的流通是當務之急。

而即便宋代中央對於救濟事業十分關注，但是官方賑濟中的賑貸、賑濟、租

稅蠲免政策，或無法針對當地情形對症下藥，或因往來勘覆等繁複的手續以

致緩不濟急，甚至干擾民間的米糧流通。因此，建寧地區的官員往往在官方

賑濟之外另尋他策，運用地方上的食米網絡，出榜誘商招米，以及加重富家

道德及實際責任等方式，使他們將囤積的米糧拋售到市場上，以解決問題。 

  此外，建寧地區糧食不足部分原因乃起於南宋食米流通便利之故，官員

用以解決糧食問題亦訴諸於米市場的流通，就中建寧地區與鄰近地區的交通

往來，以及奠基於其上所發展而出的經濟交換亦應是本章所應探討的主題之

一。 

二、  災荒問題的形成 

(一) 從糧食不足到糧食不「均」 

  根據學者的研究，福建在宋代之前便有早熟稻的種植，到了宋代，種植

的範圍則遍及了南方沿海各路；2另一方面，由於海外貿易的發達，占城稻於

10至 11世紀左右傳入福建，《宋會要輯稿》記載：「[大中祥符]五年(1012)五

月，遣使往福州，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江、淮、兩浙三路轉運使，並出種，

令擇民田之高仰者，分給種之。⋯⋯真宗以三路微旱，則稻悉不登，故以為

 
2 朱維幹、Clark及蘇基朗都認為福建在宋代以前便有一年二獲的技術，但是Clark認為一年二

獲的技術與早熟稻，也就是五代時期經由泉州所引進的占城稻息息相關，而蘇基朗則認

為兩者並不相同，蘇基朗認為西晉時期已有早熟稻的相關記載，只是在當時並不普遍，

另一方面根據稻米品種的特性判斷，早熟稻與後來引進的占城稻也不相同，兩者不可等

同視之。朱維幹，《福建史稿》(福州：福建教育出版社，1985)，頁94。Clark, Community, 
Trade, and Networks, pp. 154. So, 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pp.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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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仍揭榜示民。」3由上述可知，在大中祥符五年(1012)時，占城稻已經從

福建推廣到江淮地區，因此，占城稻在福建種植的時間應該還要更早。據研

究，占城稻乃是自越南引進，最先栽種的地方應是與越南自然條件相似的泉

州，再逐漸向閩南、閩北推廣。一般而言，占城稻的特性為耐旱，生長期短，

對土力要求不高。不過，在推廣的過程中，由於各地農民多半會根據當地的

土壤、氣候狀況進行品種改良，因此占城稻的特性不盡相同，名稱也會有所

出入。以建寧地區而言，《浦城縣志》中記載了政和年間擔任福建提舉常平

的黃靜，在賑濟當地時，於百丈山發現了「叢竹結實」的竹米。根據當地鄉

民對竹米「大似占城米」的形容可以判斷，當地人民對占城米並不陌生，很

有可能在當時已有占城米的種植。4無論如何，這個記載說明了建寧地區在北

宋應已有耐旱、宜高地，甚至早熟的稻米品種，具有這些特性的稻米，對於

當地年收穫次數的增加，邊際農地的利用與旱災發生時農業災情的減輕，應

具有相當的功效。5這些稻米新品種的引進與培育，再加上 10-11世紀犁田技

術與耕種方式的改良，致使福建耕地擴張，主糧食產量也有明顯的增加。6

 
3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共8冊(台北：世界書局，1964)，冊5，〈食貨．農田雜錄〉，「(真
宗大中祥符)五年(1012)五月」條，一之十八。 

4 李葆貞(明)修，梅彥騊(明)等纂，《浦城縣志》，卷8：人物考．才猷，頁34。 
5 由於關於占城稻的記載有限，以及在推廣過程中，各地可能會針對當地土壤、氣候特行進

行改良，以致品種與名稱多有混淆矛盾之處，栽培方法與特性也不盡相同，因此學界對

於占城稻仍有所爭議。不過，大致而言，占城稻耐旱、生長期短，對土地肥力要求不高，

有早稻也有晚稻的特性，還有北宋年間已引進福建，並推廣到其他地區的記載，以及占

城稻對於宋代農業在農產量、耕地利用上的幫助，應是學界上的共識。前文所引述有關

占城稻的研究，以及相關爭議，可參閱：加藤繁著、于景讓譯注，〈中國栽培占城稻的

沿革〉，收入于景讓譯注，《栽培植物考》，第一輯(台北：台大農學院，1958)，頁70-80；
周藤吉之，〈南宋に於稻ける種類と品種の地域性〉，收入氏著，《宋代經濟史研究》(東
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2)，頁141-205；Ping-ti Ho, Early-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 
收入于宗先，《中國經濟發展史論文選集》，上下2冊 (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冊下，頁843-891；唐文基主編，《福建古代經濟史》(福州：福建教育出版社，1995)，
頁210-213；李伯重，〈 “選精”、 “集粹”與 “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對傳統經濟史研究方
法的再檢討〉，《中國社會科學》1（2001.01）: 177-192；梁庚堯師，〈宋代太湖平原農

業生產問題的再檢討〉，《台大文史哲學報》 54(2001.05): 261-304。 
6 蘇基朗將閩南(泉州、漳州、興化軍)的經濟發展分為數個階段，其中946-1087年間，由於占

user
王禎(元），《王氏農書》，卷27：〈穀譜一〉：「旱稻」，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47冊(台北：新文豐，1985)，頁5。似可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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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除了稻米產量增加之外，麥子產量也隨著中央的提倡與北人的南下而

增加不少。早在北宋端拱年間(988-989)，中央為減輕水、旱災可能造成的災

情，便已詔令「江南、兩浙、荊、湖、嶺南、福建諸州長吏勸農，益種諸穀」，

凡是缺乏麥、粟、黍等種的農民，由淮北州郡給種，鼓勵種麥。7到了南宋時

期，麥子的種植更為推廣。莊綽《雞肋篇》說：「建炎之後，江浙、湖湘、

閩廣，西北流寓之人遍滿。紹興初，麥一斛至萬千二錢，農獲其利，倍于種

稻。而佃戶輸租，只有秋課，而種麥之利獨歸客戶。于是競種春稼，極目不

減淮北。」這段話說明到了南宋初年，麥的價格已經超越了稻米。再加上中

央延續北宋獎勵植麥，對於植麥佃戶在田租繳納上有所優免的方式，使得農

民植麥的意願大大提高。而建寧府知府韓元吉在「（建寧府）又勸農文」中，

勸農民「桑柘所以為衣，粟麥所以為食，則或遇水旱之憂，二稻雖捐，亦不

至于凍餒矣」，則可進一步顯示，閩人不僅將麥視為營利的商品，也將之視

為與稻米同為用以維生的糧食來源。8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福建地區農業普遍都有所改良與成長，糧食種類與

產量也有所增加，但是處於福建瀕海地區，採精耕細作、一年至多可以兩獲

的泉州、福州、興化軍等地卻仍有「雖上熟之年，猶仰客舟興販二廣及浙西

米前來出糶」的糧食不足自給問題。9福建生產條件較佳的地區猶有糧食不足

之虞，處於內陸山區，生產條件更差，田歲年僅一獲的建寧地區，糧食不足

的問題應更加嚴重。10為什麼在福建糧食種類與產量都有所增加的情形下，

 
城稻的引入，加上犁田與播種技術的改善，形成了農業的專業化，並進而促成貨幣經濟

的出現，蘇基朗稱這段時期為「地方經濟的起飛」（Take off of the local economy）。So, 
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pp. 27-30.

7 脫脫(元)等撰，《宋史》，共40冊(北京：中華書局，1977)，冊13，卷173，志第126 ，食
貨上一，頁4159。唐文基主編，《福建古代經濟史》，頁214-215。 

8 莊綽，《雞肋編》(北京：中華書局，1983)，卷上，頁36。韓元吉，《南澗甲乙稿附拾遺》，

共2冊(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冊2，卷18，頁360。 
9 趙汝愚，〈請支撥和糶米十萬石付泉、福、興化三州賑糶奏〉，《宋趙忠定公奏議》，收

入於《叢書集成續編》，第45冊(上海：上海書局，1994)，卷2，頁19。 
10 真德秀〈福州勸農文〉稱福州「田或兩收，號再有秋」顯示出福建沿海的部分地區已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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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仍有糧食不足的問題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福建地區稻產的增加，乃

是農民以「水無涓滴不為用，山到崔嵬猶力耕」、「雖磽确之地，耕耨殆盡」

的辛勤，集約經營的成果，11福建土地狹瘠、水源短淺的地理條件以及人口

密度還是限制了產量增加與技術改良的成效，投入在稻作的勞動力與所得無

法平衡。真德秀(1178-1235)說建寧府「統縣凡七，皆山谷延袤相屬，田居其

間裁什四三，歲甚豐，民食堇告足」，及曾丰(1142-？)所言「居今之人，自

農轉而為士、為道、為釋、為技藝者在在有之，而惟閩為多，閩地褊不足以

衣食之也，於是散而之四方」12便說明了稻米增加的表象之下、糧食不足問

題依舊及農民所得反而減少的情形。13其次，農業改良的情形不獨福建如此，

是南宋以來各地區的共同成果，14在各地農業生產力共同成長的趨勢下，反

而突出了地區之間農業生產力的差異。於是隨著宋代商品流通與交通的發

展，地區間分工及交易的情形日益明顯，從而形成地區作物專業化、特產化

 
年兩獲的情形。稻米生產次數提高的原因，應與真德秀在文中歸納良農應勤於耕、種、

耘、水、糞以及朱熹在〈(南康軍)勸農文〉所指的深耕淺種、「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
冬月以前，便將戶下所有田穀一例犁翻，凍令酥脆。至正月以後，更多著遍數，節次犁

耙，然後布種」的精耕細作技術，關係密切。真德秀，〈福州勸農文〉，《西山先生真

文忠公文集》，收入於《四部叢刊初編》，第208-210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卷40，
頁26；朱熹，〈(南康軍)勸農文〉，《朱熹集》，冊8，卷79，頁4117。 

11 方勺撰，許沛藻，楊立揚點校，《泊宅編》(北京：中華書局，1983)，卷3，頁15。脫脫(元)，
《宋史》，卷89，志第 42，地理5，頁2210。 

12 真德秀，〈建寧府廣惠倉記〉，《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全集》，卷24，頁14。曾丰，〈送繆
帳幹解任詣詮改致序〉，《緣督集》共2冊，冊2，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二
集》(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35)，卷2，頁11。 

13 全漢昇認為福建農民雖然努力精耕，但由於自然環境不良、人口密度大，稻米仍不足。斯

波義信亦認為福建農業之所以可以與江浙地區相媲美，乃是農民集約農耕、辛勤勞動的

結果，但是這是有限度的，福建耕地比人口少的現實，基本上還是制約了福建農業的發

展。全漢昇，〈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輸〉，頁276。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
史研究》(台北縣新莊市：稻禾出版社，1997)，頁428。 

14 斯波義信認為，占城稻的推廣、一年二熟制的推行、水利灌溉設施的建設、優良作物的推

廣等相關技術，是宋代各地區劃時代的共同成果。斯波義信著，方鍵、何忠禮譯，《宋

代江南經濟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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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15福建地區在自然條件的制約下，相對於以往，主糧種類及產量固

然增加了，但是受到人口增加、地區分工及商品流通的影響下，原本投入稻

作的勞動力轉而投身於其他產業，或是從事經濟利益較高的作物栽培，藉由

經濟作物及其他產業的收入，再轉而向其他地區購買米糧，而這也正是曾丰

所言閩地自農轉事其他產業者較多的原因之一。因此，宋代，尤其是南宋福

建地區的糧食不足，需要引進米糧已不只是地理環境、人口密度所致，區域

分工成熟推動了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糧食商品化促使勞動力及耕地轉向其

他產業應是不容忽視的因素。建寧地區主糧大量用以製酒，以及勞動力、耕

地轉向茶、蔗、瓜果過程中所形成的商品化，便說明了此種趨勢，而這也成

為建寧地區災荒時的隱憂。 

   值得再進一步探討的是，在糧食商品化趨勢日益明顯的同時，向市場提

供米糧的並不是商品生產，而是地主所累積的租課以及農民的餘糧，甚至是

生活用糧。相較於地主利用雄厚財力控制食米市場而與市場經濟發生關係的

方式，農民往往是為了購買生活所需及繳納租稅，不得不出售糧食獲取貨幣

而與市場有經濟關連，其動機與市場利潤無關，16甚至是市場經濟的受害者。

蘇軾〈吳中田婦嘆〉描寫農民「茆苫一月壟上宿，天晴穫稻隨車歸。汗流肩

赬載入市，價錢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不及明年飢。」便是此

種情形的最佳寫照，17而這種情形自然不僅見之於蘇軾所見的浙西。可以想

見的是，因市場機制及貧富差距所引起的糧食不足，也可以說是糧食不

「均」—富家囤糧、貧農乏食的情形，在災荒時會因富家囤糧待高價售出而

愈形嚴重，建寧地區便有此問題。 

   綜上所言，在南宋各地區農業改良、商業發展，以及區域分工日益明顯

 
15 斯波義信認為不平衡的生產發展，以及由本來的自然及地理條件差異所決定的產業分佈，

隨著宋代商品流通及交通的發展，促進了生產的集中與分工，從而形成全國性的特產品

市場。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頁139。 
16 關於南宋地主、農民與市場的關係可參見：梁庚堯師，《南宋的農村經濟》，頁222-238。 
17 蘇軾，〈吳中田婦嘆〉，《蘇東坡全集》，上下2冊(北京：中國書局出版，新華書店經銷，

1994)，冊上，前集，卷4，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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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下，隱藏在建寧地區災荒時乏食背後的乃是糧食不均問題。因此在對

福建及建寧地區農業、經濟在南宋所產生的變化，以及建寧地區糧食不足在

南宋所呈現出的新意義有了初步瞭解之後，接下來，將就建寧地區引起區域

間米市場不「均」：主糧用以製酒及經濟作物之栽植，以及引發境內糧食不

「均」：富家閉廩、待價而售等諸現象進行探討，以更深入瞭解建寧地區災荒

之際糧食不足的問題所在。 

(二) 區域間食米市場不「均」的原因 

1. 主糧用以製酒 

  前文已提及，建寧地區在集約耕作、農業改良為地理、人口因素所囿之

下，農民投入於稻作的勞動力往往不能與所得相平衡，致使農民紛紛轉業，

或是轉種其他作物，通過農產品的商業化與經營其他產業，藉由貨幣收入換

取糧食，建寧地區將有限的糧食生產投入製酒便是例子之一。《雞肋篇》卷

中提到：「三代之世，無九年之蓄為不足，而後世常乏終歲之儲，非特敦本

力田者少，而食者眾，亦酒醴以糜之耳。蓋健啖者一飯不過二升，飲酒則有

至於無算。」從大眾消費的角度說明了飲酒之奢風影響糧食問題之大；而另

方面，從生產者的角度來看，正因「飲酒無算」，相對於酬報率較低的稻米

行銷，將米用以釀酒遂成福建農民的另一個選擇。 

  製酒的材料主要來自於米與麥，福建稻米的品種大致可以分為兩類，一

為粳稻，另一則是較為黏稠的糯稻，前者用以食用，後者可做糕點，亦可釀

酒，與秫（釀酒所需的黃米或黃糯米）同為福建名酒紅麴酒的原料。18紅麴

在宋代以前便已發明，不過，紅麴製作得到廣泛應用乃是宋代以後的事。製

 
18 閩書「南產志」提到福建「今之食米皆粳稻，釀酒則糯稻也。」並引《閩中記》云：「閩

人以糯稻釀酒，其餘蹂粉，歲時以為糰粽粿糕之屬。」何喬遠(明)編撰，《閩書》，冊5，
卷150：南產志，頁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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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紅麴離不開稻米，而宋代稻米生產的迅速發展，正為推動紅麴的廣泛利用

創造了有利的條件。19而福建，包括建寧地區的糧食與酒業生產也因此而產

生了變化。在北宋時期，兩廣路與福建路的福州、汀州、泉州、漳州、興化

軍等地，一方面因為人煙稀少、經濟落後，一方面因為這些地區為煙瘴之地，

易生疾病，居民向來有製造藥酒以抵禦疾病的習俗，因此中央並未採取榷酒

制度，而是特許這些地區的居民自由製酒，並稱之為「萬戶酒」。南渡之後，

中央對於福建路製酒便不再採放任態度。乾道二年(1166)，臣僚上書說，贛

州、福建、廣南等地，原先實行萬戶酒，但是「小民無力釀造，榷酤之利盡

歸豪戶」，建議隨各州風俗「從長相度」，將萬戶酒改為稅酒。20至於建寧地

區，從朱熹〈與陳建寧劄子〉中提到建寧地區在實行榷酒制度之後，「宣、

政間故御史中丞翁公出鎮鄉邦，始以官務煩費，收息不多，而民以私釀破業

陷刑者不勝其眾」以及《雞肋編》所說「閩中公私醞釀，皆紅麴酒」可以判

斷，建寧地區有官酒，也有民酒，而且在北宋時期已實行榷酒制度。不過，

在北宋宣和年間(1119-1125)因為「稅戶何宰等列訴，本府(建寧府)出地出產

稀少，難於輸納」，因此改行萬戶酒制度。實施的方式是「會計一年酒課所

入除米麥本柄，官吏請給之外，總計淨利若干，均在二稅，小麥糯米折錢數

內別項送納，民間遂得除去酒禁。」21由此可知，建寧地區雖由榷酒改行萬

戶酒，但乃是將酒稅隨兩稅輸納，亦即葉適(1150-1223)所說的「二稅有酒

錢」，實際上仍具有稅酒性質。22總而言之，從這些資料可以得知，在北宋時

 
19 李華瑞，《宋代酒的生產與征榷》(河北：河北大學出版社，1995)，頁71。 
20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酒麴雜錄下〉，「(乾道二年[1166])十二月十二
日」條，二一之七；脫脫(元)，《宋史》，卷353，列傳第112，蒲鹵，頁11154。 

21 《雞肋編》的作者莊綽生足年不詳，但據此書及宋人記載，他經歷了北宋神宗至南宋高

宗，在《雞肋編》自序中則署紹興三年(1133)，與朱熹及《宋會要輯稿》所載政和、宣
和年間(1111-1125)有關酒禁之事，時間極為接近。朱熹，〈與陳建寧劄子〉，《朱熹集》，

冊3，卷29，頁1258；莊綽，《雞肋編》，卷下，頁118；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
7，〈食貨．賦稅雜錄〉，「(慶元)六年(1200)四月八日」條，七十之九八。。 

22 葉適，〈中奉大夫直龍圖閣司農卿林公墓誌銘〉，《水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

編》，第261-262冊 (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67) ，冊262，卷19，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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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福建部分地區從事製酒者以一般小民為主，用途在於抵禦疾病，不在販

賣營利，因此政府並未實行榷酒。但是到了南宋，這些地區從事製酒的用途

與販賣者發生變化，一些豪戶開始販酒營利，酒的商業特性提高，促使南宋

政府考慮改採稅酒制度。至於建寧地區在北宋時期便已榷酒，即使宣和年間

改行萬戶酒，仍具有稅酒性質，而這也與酒的商業特性有關。23

  南宋稻米產量的增加，為酒業提供了有利的條件，並使酒成為商品，販

賣營利。另方面，由於酒的經濟利益甚高，有些地區或將農田轉植為酒的原

料：秫、糯，或將大量糧食用以製酒。興化軍農田「耗於秫糯，歲肩入城者，

不知其幾千擔」24，便說明了在市場需求及經濟利益的驅使下，農田轉種秫

糯的情況。而撫州知州黃震〈六月二十八日禁造紅麴榜〉一文將撫州臨川、

崇仁一帶人民將糧食用以製酒的情形，比喻為「絕本州百姓之性命，以資四

遠無賴之狂」，並不得不以「壞食米」為由，上奏禁造紅麴的情形，則說明

了當地人民在商業利益驅使下，耗費過多米糧製酒，以致嚴重影響當地人民

的生計。25建寧地區也有類似的情況，而且還成為災荒時的糧食問題惡化的

原因之一。在一次災荒中，朱熹便對民間爭將主糧用以製酒而造成的糧食問

題有深刻的見解： 

歸途訪問田畝，豐儉相補，計已不至甚虧常數。但備禦之策不可不講，

 
23 根據李華瑞的研究，雖然乾道二年臣僚建議將廣南閩路由不禁不榷的萬戶酒區向稅酒轉

變，但是從乾道二年以後的地方志，例如《淳熙三山志》的財賦門缺酒稅一項，以及文

人筆記相關記載來看，部分地區至南宋滅亡前並不曾榷酒或稅酒。不過，雖然在原不榷

酒的地區，萬戶酒未能向稅酒轉變，但南宋政府改採稅酒的動機，仍說明了酒商業利益

的提高。另外，部分原榷酒地區改行萬戶酒時，例如建寧地區，則具有稅酒的性質，這

也是酒商業特性提高的例證。李華瑞，《宋代酒的生產與征榷》，頁248-252。 
24 方大琮，〈鄉守項寺丞書〉，《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收入於《北京圖書館古籍珍本叢

刊》，第89冊(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7)，卷21，頁5。 
25 福建與撫州等地人民轉植製酒原料，以及耗費主糧用以製酒的情形似可與斯波義信所提，

宋以來庶民生活不可缺「七件事」內容的豐富化與日益繁多的變化相互參照。換言之，

大眾消費的奢化所引起的產業結構改變，似已影響民生至極。黃震，〈六月二十八日禁

造紅麴榜〉，《黃氏日抄》(台北：大化書局，1984)，卷18，頁14。斯波義信著，莊景
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頁480-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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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舊往往見尤，不能深陳糜穀之害。且云未論醞釀所耗，只今造麴，

崇安郭內度費萬斛，黃亭小市亦當半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在數。與

其運於他州，有風波之虞、舟楫之費，何若坐完此穀，了無事而百全

也？萬斛之麴，將來所糜秫米又當以數萬計。若能果如前日收糴秫米

之說，所完亦豈及此？26

一般而言，宋代官方租稅徵收的官米乃以粳米為主，在早米、耐旱米種逐漸

普遍之後，官方才逐漸收糴及徵收各式米糧。27換言之，收糴粳米以外的稻

米品種在南宋仍不普遍。朱熹在文中之所以建議「收糴秫米」，無疑是著眼

於當地人民耗費大量食米製酒，與其在價格波動的米市場中花費時間、金錢

搬運他州米糧，不如收糴當地秫米，以免去不必要的麻煩，並遏止當地製酒

之風。 

  限於資料，我們對於建寧地區的酒業，瞭解有限。但是從建寧地區於北

宋時期便已榷酒，後來所實施的萬戶酒亦具稅酒性質，以及從前文所引朱熹

所言「崇安郭內度費萬斛，黃亭小市亦當半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在數」等

情形研判，當地製酒似乎十分興盛，這當中可能有自用酒，但以崇安城內以

及交通、商業地理位置重要的黃亭耗米數量之高來看，這當中可能也不乏銷

售他處的商業酒。不過，無論建寧販酒的性質為何，釀酒業作為以加工糧食

為主的消費性經濟，生產越大，對糧食的耗費越多，市場表現則是越加繁榮。

而原本就有乏糧之虞的建寧地區耗米製酒便反映出這種商業與市場性格。此

種因市場需求而對當地產業結構產生變化，間接地成為建寧地區災荒之際的

糧食問題惡化的原因。在正常情況下，作物交換的市場流通圈可以維持供需

平衡，但是一旦飢饉發生，交易結構便會產生複雜的變化，米價的高漲以及

糴米不易便是市場供需失衡的體現。因此朱熹才會在文中反對由鄰近地區搬

運米糧，而以收糴秫米以扼製酒之風的方式解決糧食不足的困境。 

 
26 朱熹，〈與建寧傅守劄子〉，《朱熹集》，冊3，卷25，頁1063-1064。 
27 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頁14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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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作物(茶、甘蔗、瓜果)與主糧爭田 

  除了主糧食用以製酒、以農田植秫、糯外，經濟作物與糧食作物爭地亦

是造成災荒之際建寧地區糧食不足惡化的原因之一。如前所言，在 10-11 世

紀各地區農業改良、商業發展及地區分工日益明顯的背景下，建寧地區開始

出現了如斯波義信及蘇基朗所說的地方性物產專業化及經濟作物商業化的

趨勢，28其中以茶、蔗、瓜果的種植最為突出。 

  建寧地區鳳凰山麓的北苑茶焙自唐代便開始經營、名聲漸馳。到了宋

代，丁謂將茶製成龍鳳團向朝廷進貢，並編寫《建安茶錄》一書，建茶盛名

傳遍天下，而有「建安之茶最天下」之美譽，蘇東坡稱北苑茶「他處縱有嘉

者，殆難得其彷彿」。29到了慶曆年間(1041-1048)，蔡襄改造為小龍團茶上貢，

除了用以飲用之外，還可以成為玩賞的工具，深得仁宗喜愛。神宗元豐年間

(1078-1085)還下令製密雲龍茶，北苑茶之有名及受寵愛的程度可見一斑。30隨

著北苑茶日益有名，每年向朝廷歲貢的數量及產量也日益增加，南唐時期每

年產量不過 5、6 萬斤，到了宋代便增加到 30 多萬斤。31而從劉克莊以「矧

 
28 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譯，《宋代商業史研究》，頁152-153；So, 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pp. 30-33.
29 丁謂製龍鳳團上貢朝廷及輯成《建安茶錄》一書後，熊禾說「建茶遂為天下之最」，而《閩

書》則說「此時建安之茶最天下」。熊禾，〈北苑茶焙記〉，《熊勿軒先生文集》，收

入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第2407冊(上海：商務印書館，1935)，卷3，頁40。
何喬遠(明)編撰，《閩書》，冊1，卷13：方域志，頁297。趙令畤，《侯鯖錄》，收入

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說大觀》，冊2，卷4，頁2059。蔡絛撰，馮惠民、
沈錫麟點校，《鐵圍山叢談》(北京：中華書局，1983)，卷6，頁106。 

30《澠水燕談錄》卷8：「建茶盛于江南，近歲製作尤精，龍鳳團茶最為上品，一斤八餅。慶

曆中，蔡君謨為福建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貢，一斤二十餅，所謂上品龍茶者也。仁宗

尤所珍惜，雖宰臣未嘗輒賜，惟郊禮致齋之夕，兩府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金為龍

鳳花貼其上，八人分蓄之，以為其玩，不敢自試。有嘉客，出而傳玩。歐陽文忠公云：

『茶為物之至精，而小團又其精者也。』」王闢之，《澠水燕談錄》(台北：木鐸出版社，

1982)，卷8，頁99。另外，熊蕃的《宣和北苑貢茶錄》則對於唐至宋之間建茶的發展與製

作情形，有詳細的記載。熊蕃，《宣和北苑貢茶錄》，收於《叢書集成新編》，第47冊(台
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頁719-721。 

31 《獨醒雜志》提到丁謂製龍鳳團上貢時不過40餅，到了南宋則「歲貢三等，十有二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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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山水明秀，二橋如畫，茶筍連山，稱妙天下」形容建陽縣的景觀，則可看

出茶葉栽種在建陽縣的普遍情形。32不過，種植茶葉並不會引起上述所提秫、

糯與田爭地的情形，對於主糧的生產影響並不大。相反地，兩者的勞動力還

可以互相搭配。韓元吉在〈建寧府勸農文〉中便說：「今造茶夫雲集，逮其

將散，富家大室亦宜召集房客，假其種糧，以多耕荒廢之壤，高者種粟，低

者種豆，有水源者藝稻，無水源者布麥，但使五穀四時有收，則可足食，而

無凶年之患。」〈（建寧府）又勸農文〉：「每歲茶夫既散，富家大室宜有以

招之，俾其耕種于無用之山、荒墟之地，日計之不足，歲計之有餘，亦可以

漸致富殖，而收養無田之民，使不至于凍餒矣。」由此可知，茶葉與主糧的

耕地、耕種季節、勞動力並不相妨。但是建寧地區所盛產的瓜果及甘蔗等對

主糧食的生產妨害便相當大，由於農民「多費良田以種瓜植蔗」，造成「其

可耕之地，皆崎嶇崖谷。」33可見瓜蔗的種植已嚴重影響到糧食的生產，對

於災荒之際的糧食的問題無疑是是雪上加霜，而迫使官方不得不採取「禁種

秫、禁造麴，禁種柑橘」的手段。34

  綜上所言，無論是製酒、植茶、種瓜植蔗，都代表著建寧地區農作物商

品化、專業化的趨勢，市場消費的需求以及經濟利益的吸引使原先從事稻作

的勞動力轉事經濟作物栽植與販賣。不過，乏糧的建寧地區之所以可以費糧

 
萬九千餘銙。」曾敏行，《獨醒雜志》(石家莊市：河北教育出版社，1995)，卷9，頁68-69。
《楊文公談苑》：「建州，陸羽《茶經》尚未知之。⋯⋯江左近日方有臘面之號。李氏

別令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不過五六萬斤。迄今歲出三十餘萬

斤。」楊億，〈建州臘茶〉，《楊文公談苑》，收入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

小說大觀》，冊1，頁547。關於建茶的相關研究，可參閱孫洪升，《唐宋茶葉經濟》(北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37-38；頁127-131。 

32 劉克莊，〈建陽縣廳續題名〉，《後村先生大全集》，共2冊，收入於《四部叢刊》，第
62-63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77)，第63冊，卷89，頁765。 

33 韓元吉，〈建寧府勸農文〉、〈(建寧府)又勸農文〉，《南澗甲乙稿附拾遺》，冊2，卷18，
頁359-360。 

34 方大琮〈鄉守項寺丞書〉提及：「閩上四州產米最多，猶禁種秫、禁造麴，禁種柑橘，鑿
池養魚。蓋欲無寸地不可耕，無粒米不可食，以產米有餘之邦而防慮至此，況歲無半糧

乎？」方大琮，〈鄉守項寺丞書〉，《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21，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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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製酒、轉植經濟作物，除了利之所趨外，全漢昇所言「當日交換經濟增大」

與蘇基朗所說的閩南跨區及區域市場整合成功的因素，意即農民可藉由其他

產業營利所得換取糧食，實乃是建寧地區製酒及經濟作物產業發達之背景與

基礎。35但是，此種交換經濟的模式在平時可以維持平衡，一旦災荒發生，

反而成為建寧地區亟需解決的難題。   

(三) 災荒時的富家閉廩：境內米糧不「均」 

  因市場機制成熟而引起的區域糧食不「均」，是造成建寧地區糧食不足

的重要因素之一。另方面，因商業發達致使當地社會階層分化，貧富差距加

大而形成的社會階層糧食分配不「均」，則是糧食問題更形惡化。原本糧食

不足問題便是當地社會不安問題的來源，糧食分配不「均」更激化了貧富之

間的衝突。 

  南宋建寧地區的社會不安，糧食問題是重要的導火線。高斯得說：「舉

天下之田，皆不可不熟，而福建之田，尤不可以不熟；舉天下之民，皆不可

使饑，而福建之民，尤不可以使饑。」原因便在於福建人民容易「歲歉生事」，

而歲歉生事的原因，便與南宋以來頻仍的亂事有關。36建炎三年(1129)苗傅、

劉正彥的軍隊入福建，在建寧地區與官軍展開激戰，嚴重影響當地民生，並

對當地形成不小的破壞。同年冬天，金兵渡江，又有大批王王燮部隊進入福建，

騷擾當地人民。後來接連幾次的兵變，又致使福建遭受到了一連串的破壞。

 
35 全漢昇認為稻產不足的地區，如福建，農民之所以轉向其他產業的經營，乃是當日交換經

濟增大之下，農民可藉由作物及貨幣換取米糧。至於蘇基朗則認為，在1087-1200年間閩
南的農業商業化性格日益明顯，同時，閩南的市場體系與交通也逐漸發展，即使有糧食

不足的問題，也可藉由與其他地區的貿易（例如以蔗、酒、紡織品交換米糧）獲得米糧。

而這是在海外貿易與跨區貿易整合成功的前提下才可以進行的，蘇基朗稱此段時期為「海

外與跨區貿易的繁榮」（Maritime trade and cross-sectoral prosperity）。全漢昇，〈南宋稻
米的生產與運輸〉，頁292。So, Prosperity, Region, andI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pp. 
71-86.  

36 高斯得，〈福建運司勸農文〉，《恥堂存稿》，收入於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

第2040-2041冊(上海：商務印書館，1935)，冊2040，卷5，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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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年福建所遭遇的軍事破壞，對於原本便「民貧地狹」，又有糧食不足

之虞的福建人民，無疑是雪上加霜；而山林險峻，容易成為盜賊藏身之處的

建寧地區，在「食日益闕，民日益困」的情形下，一旦遇到災荒或農歉，一

些亡命之徒或飢民便很容易嘯眾叛亂，劫掠當地，民變因而時有所聞。建炎、

紹興年間(1130-1132)的范汝為亂事，便是因為「時方艱食，饑民從之者甚

眾」，才會由四十多人發展到十多萬人，對建陽、甌寧的民生治安打擊甚大。

37紹興十一年(1141)崇安縣的縣尉「獲盜二百，坐死者七十餘人」，當年盜賊

人數如此之多，也是因為大批的飢民暴動，剽掠民食所致。38至於紹興二十

年(1150)建陽、甌寧地區所發生的民亂，亦是「去歲因旱」，人民艱食之故。

39建寧地區這種「小遇飢饉，輒復相挺，群起肆暴，率不數歲一發」以及「或

小歉，則彊者相挺為虣，弱者轉死溝隍中」的情形，都說明了糧食問題影響

當地社會秩序甚鉅。40

  糧食不足是引起當地民變、盜賊不斷的重要原因，而宋代商品經濟發

展，致使小農與市場關係日益緊密所形成的貧富差距問題，則為建寧地區帶

來了豪富之家糧食多於貧農的糧食不「均」問題，益加深了糧食不足的危機。

誠如前文所提，災荒之際富家閉廩不發、以待高價的情形，使原本在市場經

 
37 除了在《建年以來繫年要錄》有相關的記載外，紹興元年(1131)福建路提點刑獄廖剛上富

樞密(富直柔)的劄子也說明了這種情況：「福建民貧地狹，從來遠矣。他日不為盜，而邇

來相視蜂起。⋯⋯初緣建州軍賊作過，既而苗、傅賊黨，王王燮叛兵相繼入本路，大兵又

躡其後，屋廬儲積，焚蕩掠取，既盡於賊，又須供億大兵，實無從出。自是遷徙散亡，

濡足南畝者無幾。食日益闕，民日益困，桀黠無賴者遂乘之鼓倡。群小率柔懦，聚為盜

賊，如范汝為之徒，接續作過是也。」李心傳，《建炎以來繫年要錄》，收入於王雲五

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別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81)，冊6，卷36，頁19；冊8，
卷54，頁7。廖剛，〈投富樞密劄子(元年八月)〉，《高峰文集》，收入於《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第1142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83)，卷1，頁17。華山，〈南宋初的
范汝為起義〉，收入氏著，《宋史論集》 (山東：齊魯書社，1982)，頁177。 

38 管聲駿(清)纂修，《崇安縣志》，卷4：官師志．縣尉：「朱逸」，頁26。 
39 李心傳，《建炎以來繫年要錄》，卷161，冊21，頁21-22。 
40 朱熹，〈建寧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朱熹集》，冊7，卷79，頁4117；真德秀，〈建

寧府廣惠倉記〉，《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4，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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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中便屈居劣勢的農民生活益加困頓。此種富家圖利貧農之例在建寧地區並

不少見，黃榦提及建寧地區「土壤狹隘，故大家寡恩而吝施。米以五六升為

斗，每斗不過五六十錢。其或旱及踰月，增至百金，大家必閉廩以俟高價，

小民亦群起殺人以取其禾」，與真德秀所提到春夏乏米之際浦城縣「富室不

憐貧，千倉盡封閉。只圖價日高，弗念民已敝」均說明富家儲積糧食、等待

米價高漲才肯出售的情形。41富家閉廩使糧食流通問題更形惡化，米糧更加

集中於少數人的手中，貧農不得不向富家借貸而陷入更悲苦的困境。朱熹創

設五夫社倉時，其動機便是為了解決「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之接，雖

樂歲不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的貧富差距問題。42除了借貸而使貧富差

距日益明顯的問題外，上戶閉廩不發亦會激起民變，造成社會不安。黃榦

(1152-1221)在〈建寧社倉利病〉中描述了建寧社倉後來因經營不善，貧農無

法向社倉借貸米糧，向富家買米又奔走無門，以致因發社會不安的情形： 

今歲五六月間，鄉民遂失常年社倉所貸一月之食，其勢不得不奔走告

糴於大家。大家利其告糴之急，遂索價愈高，至於百八九十金。而無

可糴之處，較之常年，則是三倍其直矣。由是細民之艱食者，百十為

群，聚於大家，以借禾為名，不可則徑發其廩。又不可，則殺其人而

散其儲。居民皇皇，為之不安。崇安一鄉大家，相率逃避於州縣者，

不可勝數。43

另外，韓元吉在〈建寧府勸農文〉說當地「一至飢饉，則強梁嘯眾，迫脅上

戶，以收糴禾米」以及端平元年(1234)建陽縣及邵武軍「變起於上戶閉糴」

等諸多例子都是明證。44綜而言之，建寧地區山川險峻、耕地狹窄的地形，

再加上南宋初年軍事亂事對當地所形成的破壞，糧食不足成為了當地所亟待

 
41 黃榦，〈建寧社倉利病〉，《黃勉齋先生文集》(台北：青山書屋，1957)，卷4，頁98。
真德秀，〈浦城勸糶〉，《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冊208，卷1，頁15。 

42 朱熹，〈建寧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朱熹集》，冊7，卷77，頁4051。 
43 黃榦，〈建寧社倉利病〉，《黃勉齋先生文集》，卷4，頁99。 
44 韓元吉，〈建寧府勸農文〉，《南澗甲乙稿附拾遺》，冊2，卷18，頁359。脫脫(元)，《宋
史》，冊13，卷178，志第 131，食貨上6，頁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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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又因宋代以來市場機制發達，富家可以操控米市場而

造成糧食不「均」，更形嚴重。因此，建寧地區災荒之際除了要解決因市場

機制所產生的糧食不「均」：建寧地區的糧食有賴鄰近地區供應外，還必須

面對富家閉糴，也就是貧富差距所造成的糧食不「均」問題。 

   

三、 食米市場的流通與政府的救災措施 

(一) 食米市場流通 

  以建寧地區而言，解決糧食不足的問題首重在促進米粟流通，建寧與鄰

近地區以及境內區域間的食米流通遂成為重要的關鍵。 

  福建與西鄰的江南西路，由於武夷山的阻隔，交通並不方便，而與兩浙

及廣南東路交往較為密切。從諸多史料可以發現，建寧地區災荒之際的米糧

大多從這兩個區域搬運而來，前文所提朱熹〈與建寧諸司論賑濟劄子〉中的

「搬運廣米」便是一例。而諸多官員的親身經驗與具體建議，例如趙汝愚提

及福建「雖上熟之年，猶仰客舟興販二廣及浙西米前來出糶」；福建路安撫

使辛棄疾「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於廣」；淳祐 12 年(1251)七月，福建

路安撫使徐清叟因「福州饑，貸南劍常平米七千石，旁招廣浙米詣諸剎賑

饑」，以及史料中「(紹定四年[1231]七月)丙戊臣僚奏：『建劍之間，秋霜害稼，

請下諸司搬運廣米應濟市糴。』從之。」的記載等都顯示出福建與兩廣、兩

浙間米糧流通的緊密關係。45

 
45 趙汝愚，〈請支撥和糶米十萬石付泉、福、興化三州賑糶奏〉，《宋趙忠定公奏議》，卷

2，頁19。黃仲昭(明)修纂，《八閩通志》，冊上，卷36：秩官，頁767。不著撰人(元)，

《宋史全文》，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十一集》(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出

版年不詳)，宋理宗二，卷32，頁3。李葆貞(明)修，梅彥騊(明)等纂，《浦城縣志》，卷

8：人物考．忠貞，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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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與兩廣、兩浙米市場的關係之所以如此緊密，陸運交通的改善、整

合是重要的關鍵。根據蘇基朗的研究，藉由風險高但獲利多的海岸路線與風

險低但發展較完備的內地交通相互配合，閩南(泉州、漳州、興化軍)的貨品

可以與鄰近區域甚至是外國互通有無。46蘇基朗所指的海路，乃是以廣南東

路沿海港口廣州、潮州、惠州，福建路的泉州、興化軍、福州，以及兩浙的

溫州等為中心相互聯繫。至於內地交通則包括了貫穿福建路的閩江水運與驛

道。 

  這個海陸交織而成的網路，不僅是閩南經濟、商業發展的重要動力，亦

帶動了位居閩江上游的建寧地區之商業經濟，同時也是當地災荒之際米糧流

通的重要管道。廣南東路的米糧可由廣州出海，經潮州、惠州沿海北運，而

兩浙則是由溫州等重要港口運載到福州、泉州或興化軍，再利用內陸陸路或

水運運達建寧地區。而在幾條溝通閩南福建海岸與內陸的交通路線中，以閩

江為主要動脈，而將泉州、興化軍、福州、南劍州、建寧府、處州與京城臨

安串連起來的路線，對於建寧府最為重要。47而位居閩江上游的建陽、崇安

二縣，亦成為建寧地區對閩、浙、廣聯絡的重要管道。 

  以自建寧南下而言，雖然溝通建寧地區與南劍州的此段閩江水流較為湍

急，而陸路又因山巒起伏而難以通行，但是自從嘉定六年(1213)建寧府知府

李訦出錢「倡民伐石為途，自承天寺至延平高銅舖萬有千餘丈，又建靈濟、

六坑、陳坑、硯坑四橋」之後，「於是道路如砥，民免涉水之虞。」48建寧地

區遂得以與南劍州以及泉州等互通有無。 

  以自建寧北上而言，流經崇安縣的崇溪（閩江上游）則是溝通閩、浙、

贛、粵的重要樞紐。從建寧地區北上浙江，主要有兩條路線，一是經由浦城

 
46 蘇基朗認為宋代以泉州為中心輻射而出的海外貿易之所以興盛，乃是奠基於閩南(泉州、

漳州、興化軍)成熟的區域貿易網絡，這個網絡將閩南、兩浙、兩廣及海外的市場聯繫起

來，是閩南與外聯絡的重要管道。So, Prosperi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pp. 151-152.

47 So, Prosperity, Region, and I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pp. 152.
48 夏玉麟、汪佃(明)等修纂，《嘉靖建寧府志》，卷6：名宦，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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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上，路線最直最短的仙霞嶺路，原本這條路線高山險阻、難以通行，但是

在南宋乾道九年到淳熙二年(1173-1175)史浩帥閩時，募集人夫鋪築石路 3060

級，長達二十里，此條通道才逐漸成為到達京城的重要通道。49至於另一條

由崇安到江西鉛山北上的分水關路，因為早在南朝已為用兵進出之路，開發

較早，而且這段路程只有從分水關到車盤這段路較為險峻，自此往鉛山則一

路平坦，相較於仙霞嶺路，這條幹道更形重要，是閩贛重要往來管道。經由

此路再經河口往上饒，這段路程可通航運，水程八十里，是江浙閩粵商人交

會重要的區域。江浙貨品由此下船，而閩粵貨物則由此起運到浙江常山縣，

經由錢塘江南下到臨安。50

  建寧地區因閩江上游(崇溪)流經崇安，與分水關路正好相接，因而成為

閩浙贛粵貨品重要的集散區域，王遂〈重修拱辰橋記〉便稱流經崇安縣的崇

溪「蓋南北縉紳之假道，而閩廣往來之衝要也。」51自分水嶺流出的崇溪西

源與東源在崇安縣會合為北溪，再於建陽縣與西溪會合，由於建陽縣位於閩

江兩條支流交會處，可上達崇安、江浙。丘濬稱「建陽地區為江浙入閩之咽

喉」，52便是著眼於建陽兩江相會之地理位置的重要性。而產於拱辰、朝天二

橋（連接兩溪的重要橋樑）的紅綠二錦之所以名聞天下，53建陽麻沙、崇化

 
49 翁昭泰(清)等纂，《浦城縣志》 (光緒26年[1900]版本)(台北：成文出版社，1967)，卷14：
防守，頁15。 

50 唐文基主編，《福建古代經濟史》，頁307-311。 
51 馮繼科(明)，《建陽縣志》，卷6上：藝文．橋樑類，頁55。 
52 丘濬，〈重建瀛州橋記〉，收入馮繼科(明)，《建陽縣志》，卷6上：藝文．橋樑類，頁

62。 
53 從《建陽縣志》卷4：貨產「花毯」：「紅綠二錦產同由里故縣，號小西川，而橋名濯錦，

即今錦溪是也。舊志云：『宋徽宗崇寧、天觀之際尚方造柱衣，欲織錦作升降龍而附于

柱文，輒不合，凡百易工無能成者，⋯⋯有言建陽民善織草錦者，蓋使試為之。既成，

施之殿柱，文合為龍不差。上大喜，厚賞匠人。』所謂草錦即今花毯是也。」以及《閩

書》卷14：方域志「錦溪」「濯錦倍瑩，人擬之蜀錦江」等記載便可見紅綠二錦在宋、

明兩朝已有一定的名聲。馮繼科(明)，《建陽縣志》，卷4：貨產，頁33。何喬遠(明)編
撰，《閩書》，冊1，卷14：方域志，頁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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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籍之所以「無遠不至」，54便是因為二溪交會、建陽商品遂得以上達浙江，

而下達閩、粵。從建陽而下的閩江再與自浦城而來的水源會合為雙溪，向下

流經建安、甌寧。自此再與政和、松溪西來的東溪會合，流向福州入海。由

於閩江及其支流遍及建寧地區其他諸縣，因此即便宋代建寧本地並不以商為

主業，55仍可因其地理位置及交通條件，與各地間進行商業往來。《東牟集》

中「商人遠處抱珪璧，千里來從建溪側」的詩句，所描述的是商旅遠道購買

建安名茶的情形，熊禾也描寫了建陽地區「圖書湊天下舟車」的盛況，而《諸

蕃志》則記載建陽錦外銷到渤泥(今汶來)，都說明了宋代福建交通便利，商

品運銷活躍，使得位居內陸，商賈並不發達的建寧地區仍可與全國，甚至外

國市場，產生密切關係。56 

  這條連接建寧與鄰近區域、貫穿建寧諸縣的交通路線，是貨物交流以及

外地米糧流入建寧的重要管道。同時，亦是建寧地區境內米糧互通的生命

線。建寧地區並非專仰外地米糧，當地有限的米糧亦是重要的食米來源之

一。真德秀「去歲(建寧)七縣所收皆薄，而建陽、崇安尤薄，二縣名為出產

之地，既各不稔，故府城米價幾倍常年」之語，便說明了建寧府城對建陽、

 
54 朱熹，〈建寧府建陽縣學藏書記〉，《朱熹集》，冊7，卷78，頁4082。 
55 例如《建寧府志》提及建寧地區「農力甚勤，不事商賈末技。」《閩書》載崇安「民少經

商為遠游」，《福建通志．風俗志》載松溪縣「地瘠民貧，男務耕稼，女勤織，不事商

賈末技。」夏玉麟、汪佃(明)等修纂，《嘉靖建寧府志》，卷4：風俗，頁1。何喬遠(明)
編撰，《閩書》，冊1，卷38：風俗志，頁943。陳壽祺，《福建通志》共10冊(台北：華

文書局，1968)，冊3，卷57：風俗志，頁13。另外，根據李錫全的研究，宋代時期的建寧

地區與市場聯繫的加強而開始有依賴市場的傾向，但是仍為農業的副業，大商賈並不普

遍，其所依賴的市場可能主要仍以周圍鄰近地區的小市場如墟市、集市為主。李錫全並

引用全漢昇的研究說南方的墟市是當時鄉村自給自足經濟下所發生的交換型態，其中買

賣的商品多半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因此富有地方色彩，而且購買力也不大。而以墟、

市為基礎，這些地區性的市場，在福建形成一個網狀的商業網絡，各項的農、手工業製

品得以在這個網絡下流動。李錫全，《南宋福建路的經濟活動》(台北：國立台灣大學歷

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2)，頁66-67。 
56 王洋，《東牟集》，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2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

1983) ，卷2，頁44。熊禾，〈重建會文橋疏〉，《熊勿軒先生文集》，卷3，頁61。趙汝
适，《諸蕃志》(北京：文殿閣書莊，1935)，卷上：志國，「渤泥國」，頁52。 

user
到了宋代，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加上泉州海上交通地位日益重要，以及南宋遷都臨安，距離福建更近等因素，上述海路、陸路發展更臻完備。		在上述的路線中，與建寧地區關係較為密切的路線主要有二：一是經由泉州、福州，經延平、建安、浦城，翻越仙霞嶺到達杭州的閩北通道。第二是商旅往來頻繁，由崇安縣縣北分水關或縣西桐木關通江西鉛山的閩西通道。當中經由浦城北上，路線最直最短的仙霞嶺路，由於高山險阻，較難以通行。至於崇安縣北到江西鉛山的分水關路，在秦漢時期已是重要的入閩管道。而縣西桐木關通江西南城、黎川兩縣，亦通鉛山，在南朝時期也已經是用兵進出之道。這兩條路雖然較遠，但因路途較為平坦，開發又較早，因此是商旅往來的重要路線。由於崇安是京城、福建間重要的交通樞紐，崇安縣內設有長平水馬驛，依此而上有大安驛，由南而下有黃亭水馬驛，每十里有舖。除了原有驛舖之外，宋代又北增閩王寨(分水關上)，南有裴村公館(今武夷宮附近)，有三驛一寨一五舖之說。往閩中，建寧地區因水道繁盛，因此上州府多從水道南下；而北上溪窄水淺，灘險多阻，不便用舟，因此北上商旅多從古道經鉛山、上饒往京城。這些水路幹道使得崇安地區成為閩浙粵重要的貨品流通要道。此外，經由水道，亦即流經崇安縣的崇溪(閩江上游)，崇安又可以與建寧地區發生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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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安二縣的米糧有大量的需求。57而與朱熹所說「上件福廣米既到府城，及

城下居人自無闕食之理，不須過有招邀上溪船米，反至鄉村匱乏」相對照，

58除了更加說明建寧地區城鄉之間米糧的依附關係外，「上溪船米」一詞則透

露出建陽、崇安米穀運至府城所仰賴的乃是水運，而很明顯地，前文所提的

閩江當是重要運輸管道。 

  不獨建寧府城與崇、建二縣間之米糧流通仰賴閩江，建寧其他地區間，

例如崇安與建陽兩縣之間，也依賴閩江流通米穀。朱熹〈答儲行之〉一文中

提到了建陽縣崇化、麻沙災情嚴重，致使「長平一帶小民搬運崇安早穀，日

不下百人」59，從文中似可以看出建陽、崇安之間穀物流通的情形。而朱熹

在〈答黃子厚銖〉一文則更明確地透露出建陽穀糧運至崇安的情形與路線： 

所說賑貸事，想已蒙留念矣。今日復有數人來，云是六十二都人戶，不知與

昨日狀子是同都否？不免并煩契勘，令社首保正等人結保具狀來請。恐亦只

有三百來石，勢亦不能廣及也。社首輩或自呼喚不得，今一書至伯起（按：

任希夷），託其喚集，幸為付此輩自持去。又恐去建陽遠，俟見人數，即報

彼縣般載來黃亭東岸，等候人來請貸也。60

文中所提的「黃亭」位於崇安縣境內，乃是崇溪流經崇安而抵建陽的重要樞

紐，61而最初魏掞之於建陽縣招賢里所築的長灘社倉，之所以會選「極里之

東北，而距西南之境遠或若干里。貸者多不便之，而是時率常數歲乃一往來」

如此僻遠、借貸往來極為不便的地點，乃是「非擇其地而處之也，因其船粟

之委於是而藏焉耳」，亦即此一地點鄰近米船往來的河流、收貯米穀方便之

 
57 真德秀，〈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賑糶福建四州狀〉，《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全集》，卷15，
頁20。 

58 朱熹，〈與建寧諸司論賑濟劄子〉，《朱熹集》，冊3，卷25，頁1061。 
59 朱熹，〈答儲行之〉，《朱熹續集》卷6：書，收入《朱熹集》冊9，頁5258。 
60 朱熹，〈答黃子厚銖〉，《朱熹續集》卷7：書，收入《朱熹集》冊9，頁5264。 
61 《閩書》卷16：方域志：「崇溪」寫到：「清獻渠正流直溯於南，視為西溪，逾德星橋，

與東溪會，繇東南環繞縣治，是為崇溪。⋯⋯皆自西入，會而瀉於峽潭，達於黃亭，東

納籍溪，西納沙溪，而抵建陽之地，此其源委也。」何喬遠(明)編撰，《閩書》，冊1，
卷16：方域志，頁369-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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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從地理位置判斷，至長灘社倉的米船亦是憑藉閩江之流，62足可見這

條由崇安順流而下抵建陽的水路之重要性。 

  綜而言之，建寧地區米穀的來源有二：一是來自外地，二則是來自境內。

就前者而言，由於兩浙、廣南東路與建寧地區在地理位置及交通上較為便

利，得以在全國商業發展、交換經濟的催化下，成為建寧地區重要的糧食來

源。就境內的米糧而言，建陽、崇安因米產較豐，成為府城糧食來源之一。

而無論如何，溝通起建寧地區對外、於內米穀流通的交通要道無非就是「閩

江」。 

(二) 政府的救災措施 

   面對著建寧地區因為商品經濟而出現的糧食不足，包括區域間糧食不均

與社會階層糧食分配不均兩方面的問題，地方政府的救災措施也有所變化。

而這些變化，又與建寧地區商品經濟發達、交通改善的背景息息相關。 

   根據學者研究，宋代中央對於長期性救濟政策的重視，乃是前朝所未

有。63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賑濟方式不見得符合每個地方不同的需求。

另方面，官方以常平米賑糶、用義倉米以賑濟、以及截留上供米、諸倉米、

乞封樁米，或是蠲免稅糧等方法，都必須經過複雜的往來勘覆過程，由縣申

州而中央，再由中央回復地方，不僅繁瑣，容易造成胥吏漁利的弊端，64更

重要的是趕不及民間米市場的變化，錯失糴糶時機。因此，地方官仍必須因

 
62 朱熹，〈建寧府建陽縣大闡社倉記〉，《朱熹集》，冊7，卷79，頁4119。魏掞之所築的
長灘社倉到了明代已廢，只能從記文知道位於建陽縣的興賢下里，無法確切知道其地點，

但是從地圖上看來，興賢下里境內的河流便是由崇安而來的崇溪，朱熹所提米船應是自

崇溪而來。 
63 王德毅、梁其姿及王衛平等人皆有此看法。至於宋代的荒政制度，在下一章會有較詳細的

討論。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頁6-8。梁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

組織》(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頁15-18。王衛平，〈唐宋時期慈善事業概說〉，

《史學月刊》3: 96。 
64 鄧雲特，《中國救荒史》(北京：商務印書館，1937年第1版，1998年影印第1版第2次印刷)，
頁38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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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因時制宜。朱熹在〈與趙帥書〉中所提「又聞浙米來(閩)者頗多，市價頓

減，邦人甚喜，而識遠者慮其將不復來。此一道安危之大機也。謂宜多方招

致，稍增市價，官為收糴，以勸來者。比之溪船海道，官自搬運，縻費損失，

所爭絕不至少。」便說明了在官方在進行賑濟時，必須配合當地需求及民間

食米市場的流動。65

  以建寧地區而言，解決糧食不足的問題首重在促進米粟流通。讓米粟流

通的方法很多，例如明道末年(1033)吳遵路知通州時「乘民未飢，募富者，

得錢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不增」，採取買米以調節當

地的食米市場，便是一種。66值得注意的是，以利用米穀商品性的特徵、藉

自由市場交易，吸引外地運米而來以平衡穀價的「誘商招穀」方式，在宋代

逐漸受到重視。舉例來說，范仲淹(989-1052)知杭州時，江浙地區發生旱災、

穀價高漲，范仲淹不抑米價，反而擢升價格，並且於鄰近地區張貼杭州米價

高昂的榜文，於是「商賈聞之，晨夕爭先恐後且虞後者繼至，于是米石輻集，

價值遂平。」67而黃榦知漢陽軍時，「通商」救濟法也是救災方案中重要的一

項。68至於南宋董煟於《救荒活民書》所提出的二十種救荒措施當中的勸分、

禁遏糴、不抑價，提出官方不抑米價，則富戶、商販自然會受利之所趨，釋

出米糧的市場調節構想，則與黃榦、范仲淹的方法如初一轍。69誘商招穀的

特點在於不抑價、不干擾米市場的自由交換，其著眼點在於如果抑制米價，

地主及米舖勢將惜售。適當的吸引外穀，增加市場競爭反而有利於米糧釋出

及調節米價。值得注意的是，通商誘穀法的先決條件是米必須具有高度商品

 
65 朱熹，〈與趙帥書〉，《朱熹集》，冊3，卷27，頁1146。 
66 王闢之，《澠水燕談錄》，卷4，頁41。 
67 范仲淹誘商招米之事在《東齋記事》及《救荒活民書》都有相關記載，詳參見：范鎮，《東

齋記事》(北京：中華書局，1980)，補遺，頁46；董煟，《救荒活民書》，收入於《叢書
集成新編》(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2，頁33。 

68 斯波義信著，方鍵、何忠禮譯，《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頁459-461。 
69 董煟，《救荒活民書》，卷2，頁30-33；高建國，《中國減災史話》(鄭州：大象出版社，

1999)，頁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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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流通性格，而且在流通的背後必須有相當程度的市場貿易圈，才可實

行。而誠如前文所討論的，建寧地區糧食不足的意義之一，乃是建寧與福建、

全國市場交易圈的接軌，因此建寧地區實已具備通商誘穀法實行的條件，前

文所引朱熹〈與趙帥書〉「謂宜多方招致，稍增市價，官為收糴，以勸來者」，

便與范仲淹及黃榦的通商誘穀法以及董煟的構想便如出一轍。70

  其次，因應於建寧地區富家閉廩的貧富糧食不均問題，勸糶出米則成為

救災重要的一項重要措施。朱熹淳熙年間在〈與建寧諸司論賑濟劄子〉中所

建議的方式便與誘商及勸糶兩種策略息息相關： 

一、安撫司賑濟米合於冬前差船般運，免至冬後與民間般載租米互有

相防或致延滯。 

一、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常歲商賈轉販，舶交海中，今欲招邀，合從

兩司多印文牓，發下福州沿海諸縣，優立價直，委官收糴，自然輻湊，

然後卻用溪船節次津般，前來建寧府交卸。 

一、般運廣米須得十餘萬石方可濟用，合從使府兩司及早撥定本錢，

選差官員使臣或募土豪給與在路錢糧，令及冬前速到地頭，趁熟收糴

(潮惠州與本路界相近)，往回別無疏虞，即與支賞，約運到米一千石(支

錢三十貫充賞)，更多尤好，其糴到米數最多之人，仍與別議保奏推賞

施行。 

一、上件福廣米既到府城，即城下居人自無闕食之理，不須過有招邀

上溪船米，反致鄉村匱乏，將來卻煩官司般米賑濟，勞費百端。今合

先次出牓曉諭諸縣產戶、寺院，除日逐出糶，不得閉糴外，每產錢一

貫，樁米三十石省(禾亦依此紀數，兩貫以下不樁。委社首遍行勸諭，

親自封樁，開具本都樁管米數及所樁去處，限十一月內申縣祇備覆

實，不得輒徇顏情，虛申數目，及妄挾怨仇，生事騷擾。其社首家禾

 
70 關於災後救濟的通商及勸糶此二種方法，可參閱：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頁

14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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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委隅官封樁)。 

一、鄉下有外里產戶等寄莊，即仰社首及本處居人指定，經官陳說封

樁十分之七。 

一、鄉下有產錢低下而停積禾米之家，仰鄰保重立罪賞陳告，亦與量

數封樁十分之五，並依前法。 

一、上戶有願於合樁數外別行樁糴之人，許具實數經縣自陳，收附出

糶，量行旌賞。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官米在朱熹建議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據朱熹的看

法，官米對於賑濟並非不重要，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官米到達的「時機」並

無法配合當地需求，反而還會擾亂區域之間米穀的流通，因此朱熹才會在官

賑之外，將視野移向民間的食米市場，經由招商誘穀的方式吸引米糧。但即

便是引米「自然輻湊」，官方在當中仍扮演重要的「收糴」角色，換言之，

官方的力量並未隨救濟形式民間化、市場化而退縮，而是以另一種方式介

入。其次，除了掌握時機搬運官米外，朱熹的建議還有與范仲淹、黃榦、董

煟想法類似的發放榜文招邀米商法，以及差遣官員或當地有力人士至外地採

購米糧，出榜勸當地富戶、寺院出糶，依貧富封椿米糧以備荒年等。我們可

以發現，掌握官米與民米搬運時機，誘穀通商以及採購外地米糧的方法，主

要的構想在於誘米入境，以解決建寧地區糧食少於其他地區的的糧食不「均」

問題。而為了解決建寧地區境內因貧富差距而產生的社會階層糧食分配不

「均」，朱熹則提出了依「戶」之貧富等級強迫出糶、封樁，以及依「戶」、「口」

(大人、小孩、婦人)營生能力等級賑濟，則是為了消弭建寧地區境內因貧富

而產生的糧食不均。在〈與建寧諸司論賑濟劄子〉的下半文中，朱熹詳細地

說明這個方法的運作方式： 

一、所樁禾米更不預定價值，將來隨鄉原高下量估平價出糶，不使太

貴以病細民，亦不使太賤以虧上戶。 

一、所樁禾米自來年正月為始，以十分為率，至每月終，即給一分還

元樁產戶自行出糶。直至稍覺民饑，即據見數，五日一次差隅官監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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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一斗，婦人七升，小兒四升。如至六月中旬，民間不甚告饑，即

盡數給還產戶，自行出糶。 

一、府城縣郭及鄉村居民合糴禾米之家，預行括責，取見戶口實數，

即見合用米數及將來分定坊保，給關收糴，庶免欺弊(大人、婦人、小

兒逐戶分作三項)。 

一、上戶自有蓄積，軍人自有衣糧，公吏自有廩祿，市戶自有經紀，

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常住，並不在收糴之限。 

一、鰥寡孤獨老病無錢糴米之人，候三四月間別議措置，如是饑荒，

須令得所。71

朱熹認為，封樁出糶的數目應該由各戶的富庶程度來決定，凡是鄉居地主

者，必需封樁十分之七，無田地但有儲積米穀者，需封樁十分之五。封樁所

得米穀分為十分，每月由官方依米穀時價估定糶賣價格，輪流交還一分由原

封樁戶出售。如果遇到荒年，則必須由「隅官」每五日監糶，直至災情緩解，

再交由原封樁戶出售。至於災荒時收糴米糧者也有資格限定，上戶、軍人、

公吏、工匠、僧道之輩因有營生能力，不得收購封樁米穀；而其餘符合條件

者則依「大人一斗，婦人七升，小兒四升」之多寡決定購米數量。米價遂在

官方的控制及依資產出糶米糧的儲蓄策略中，不會因富家囤積或災荒而過度

高漲，解決因貧富不均所產生的米糧集中於富家的糧食不均問題。 

  關於通商誘穀及封樁輪糶這兩個方法，就前者而言，前文所列舉諸多搬

運、招徠廣、浙米之例，已說明此法之實行與普及。至於封樁輪糶法，從朱

熹〈答儲行之〉所提「今日文卿(江嗣)相過，亦說(建陽或建寧地區)諸處已足，

上戶便謂事畢，雖有米者，亦不復糶，⋯⋯」，以及方大琮(1183-1247)所說

「建、劍間計鄉都人家，皆產戶報認分糶，其來已久」，則說明了封樁輪糶法

的構想已曾付諸實行。72

 
71 朱熹，〈與建寧諸司論賑濟劄子〉，《朱熹集》，冊3，卷25，頁1060-1063。 
72 朱熹，〈答儲行之〉，《朱熹續集》卷6：書，收入《朱熹集》，冊9，頁5258。方大琮，
〈鄉守項寺丞書〉，《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21，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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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樁輪糶法構想的出現與實行，反映出建寧在宋代商業發展下所產生的

貧富分化。其次，此法除了反映出貧富不均的問題外，更值得注意的是，貧

富分化為時人如朱熹所注意，其背後所反應出貧民會造成具體社會問題的意

義。由於貧富的差距開始為人所意識並重視，才會有官方長期性的濟貧制度

之萌芽以及朱熹社倉法的推行。73

  至於朱熹另一構想：向鄰近地區誘商買米、搬運米糧之所以可行，交通

及相當程度的商業發展是重要的先決條件。兩浙及廣東便是在宋代市場貿易

圈的成熟下，因為鄰近建寧，交通較為便利而與建寧地區的米市場產生了密

切的關係。 

四、 小結 

  大體而言，宋代的建寧地區在農業、手工業都有相當程度的發展。以農

業而言，再熟稻的耕種技術的普遍與占城稻的引進，加上耕作技術的改良，

使得建寧地區的稻米產量增加。宋室南渡之後，隨北人南遷而引進的麥，對

於建寧地區的主糧亦有直接幫助。在主糧產量增加、勞動力剩餘以及地域分

工發達、交換經濟成熟的情形下，對於種植稻米地理條件較差的建寧地區，

許多的勞動力及田地轉而經營經濟利益較高的茶葉、水果、糯秫(用以製酒的

原料)等作物，再以賺取的金錢購買鄰近地區的米糧。經濟作物專業化的栽植

在一定程度上改變了其農業經濟的結構，並反映出建寧地區出現了以市場需

求安排生產內容的傾向。因此，宋代建寧地區糧食不足不單只是受限於地理

環境的自然因素，市場機制與交換經濟的發達必須列入考量內。 

  但是一旦災荒發生，此種以經濟作物與其他地區交換主糧的商業機制便

會失衡，因此主持救荒的地方官員首先要面對的便是食米的市場流通問題。

宋代政府對於災荒救濟之關心雖然是前朝所未有，但是因報災勘覆過程的繁

複往往追不上食米市場的變化，甚至反而妨礙民間米糧的流動，因此地方官

 
73 關於長期濟貧制度及朱熹社倉法的推行，將是下一章討論的重點。 



災荒問題與解決之策 45 

員往往必須在官方賑濟之外，針對當地的問題，爭取時間促進米市場的流

通。以建寧地區而言，除了因市場因素造成的鄰近區域糧食多於建寧的不均

問題外，富家囤積米糧而造成米糧不「均」的人為因素亦是亟需解決的問題，

因此朱熹所建議的方式，才會以招邀米商、誘使並強迫富家出米，以及按照

貧富等級出米封樁以備來年不時之需等方式進行救災。 

  值得注意的是，建寧地區災荒時向鄰近地區招米、搬運米糧的情形，所

呈現出的是一個有相當程度發展的經濟交換體系。這個交換體系由於建寧地

區與鄰近地區市場聯繫的強化，輔以海陸交通的發達才得以建立。藉由閩江

上游崇溪及西溪流經崇安、建陽二縣的水路，建寧地區可以從崇安分水關北

上與江、贛聯繫，南下則利用李訦於嘉定年間所闢的道路、橋樑與閩江相互

搭配以達泉、福二州，加上溫州、福州、泉州、潮州、惠州、廣州沿岸的海

運，建寧地區得以與閩、浙、廣接軌，經由海、陸、水運交織而成一個網狀

的交通及商業網絡，使其農業及手工業製品得以順利流通，而當中居崇溪上

游及崇、西二溪交會的崇安、建陽二縣，因而成為江浙閩粵商船輻湊的地區，

其書籍、濯錦、茶葉遂得以流通全國。災荒之際，這個網狀的交通、商業體

系亦成為重要的運糧管道。以建寧向鄰近地區運米的情形而言，建寧地區米

糧仰賴兩廣、兩浙而非交通較為不便的江西，便是此區域商業網絡與災荒運

糧網絡重疊的因素所導致；從建寧地區境內米穀流通的情形來看，崇安早穀

運達建陽以及魏掞之對於長灘社倉地點的選擇，都與建寧得以與其他地區互

通有無的閩江關係密切，足可見區域商業網絡與交通不僅是建寧地區農業、

手工業產品運銷重要通路，亦是災荒之際重要的維生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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