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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社倉與一般社會救濟制度 

一、 前言 

  上一章所談乃是宋代建寧地區，在商業發達、社會階層分化的背景下，

糧食不足所呈現出的歷史意義，針對糧食不足背後的糧食不「均」問題，包

含區域糧食不「均」與社會階層糧食分配不「均」，建寧地區的地方官在官

方賑濟管道之外，往往會因地制宜，針對當地食米流通的情形，另覓對策，

做為糧食危機發生時的權宜措施。 

  但是這些權宜措施只能應急，糧食與災荒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仍有賴一

套完整、行之久遠的荒政制度。荒政是指各級政府救濟災荒的法令、制度與

政府措施，在中國已有上千年的歷史。1宋代的荒政措施已十分完備。以濟助

方式而言，在賑濟、蠲免、調粟、安輯、借貸、養恤、勸分等措施不一而足。

以賑濟時機來看，宋代的荒政對於預防、平時、災時以及災後救濟，都有詳

備而完整的政策。2宋代荒政的完備與健全，不僅體現在荒政措施的多樣化與

完備化，更重要的是，中央的荒政思想理論與實踐可以深入到某些闢遠地

區，例如本文所要探討的建寧地區。另方面，在宋代中央與部分思想家、政

                                                      
1 關於「荒政」的定義可參見：李向軍，〈宋代荒政與救荒活民書〉，《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社
科版)》 4: 40。 

2 王德毅的《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一書便是依照預防措施、平時、災時及災後救濟的分類

方式分析，給予宋代的災荒救濟政策極高的評價。宋代政府對於荒政工作的重視可能與

梁庚堯師所說，唐宋以來口增加，城市繁榮，社會愈形複雜，政府因而對社會貧窮問題

更加注意，以及梁其姿所說經濟上空前發展的宋代，社會上開始發現並重視貧民階層，

致使政府覺得有需要制定一套長期濟貧制度有關。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

頁27-178。梁庚堯師，〈中國歷史上的民間濟貧活動〉，頁608-609。梁其姿，《施善與

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頁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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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對備荒救災政策的重視與倡導之下，部分地區的地方官與當地民間進行

合作，並制訂適合的救災措施，建寧地區社倉、舉子倉的出現便是例證。 

  因此，本章的目的即在延續前一章災荒問題解決之策的主題，從建寧地

區的救濟機構：倉儲、安養、拯疾、撫嬰、代掩屍骨等機構的具體推動情形，

以觀察中央荒政制度在建寧地區的落實，以及官方與民間在籌畫荒政措施的

整合過程。 

二、 從常平倉到社倉 

(一) 宋代的荒政思想與倉儲制度 

  根據鄧雲特的研究，中國歷朝政府的備荒之策首推倉儲制度。3宋代官方

倉儲制度主要是常平倉與義倉。常平倉創立於西漢，是地方政府儲糧倉庫的

一種，旨在調整穀價高低，與和糴之法雖然都有減輕災荒的效果，但是動機

仍在平價，不是真正的賑災。真正基於災荒的預防與救助目的而設置的倉

儲，是於隋代所創建的義倉，其方法乃是當社立倉，勸課百姓及軍人，在收

成時隨所得多寡捐獻粟麥，儲於倉中，災荒之際再開倉賑給，民間備荒的性

質居多。不過不久之後，政府的干預越來越多，義倉不當社立倉而移設於州

縣，糧穀從不拘數量的勸課變成強制隨賦稅繳納。到了高宗、武后之後，由

於政府經費耗費過多，國用不足，義倉經費逐漸被挪用，轉移到其他財政費

用。4

  終宋一代，建立倉儲以備荒也一直被視為主要的救濟手段。前一章已經

提到，南宋由於商品經濟發達，各地區開始產生農作品專業化、特產化的現

 
3 關於中國歷朝政府的倉儲制度可參見：鄧雲特，《中國救荒史》，頁442-468。 
4 關於義倉制度的演變情形可參閱：梁庚堯師，〈南宋的社倉〉《史學評論》 4: 5-6。朱睿
根，〈隋唐時期的義倉及其演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2(1984.06): 52-59；潘孝偉，
〈唐代義倉制度補議〉，《中國農史》 17.3(1998.08): 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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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些地區如建寧地區，紛紛將農田轉植經濟利益較高的作物，藉獲利換

取糧食。為了預防災荒時市場供需失調所引發的糧食危機，宋代中央對於倉

儲制度格外重視。這一方面表現在倉儲組織的日臻完善與普遍，另方面則表

現在倉儲思想的日益受到重視。 

  宋代開始，常平倉除了具有平抑物價的功能外，亦逐漸發揮救災的作

用。北宋太宗淳化三年(992)，初於京師建立常平倉，增價糶穀蓄之。真宗時

期則將之推廣於地方，到了天禧四年(1020)，除了福建之外，諸州幾乎都已

設置常平倉。5宋代的常平倉主要目的仍在於藉由糴糶方式平抑物價，但在宋

代商業發達、貧富分化，富家可以操控穀價市場的情形下，常平倉的附加功

能：於災荒將穀物減價出糶，避免商人哄抬物價，以拯救飢民的功能顯然日

益突出。另方面，除了賑糶與賑糴的功能日益豐富化外，宋代常平倉也逐漸

具有賑貸、賑給、賑工、支借等實際救災的效用，兼具義倉的功能，比前朝

發揮出更大的救災作用。6

  不過，雖然常平倉救災的功能逐漸彰顯，但是真正用以賑濟災荒的仍是

義倉。義倉在宋代的設置頗有起落，宋太祖建隆四年(963)三月詔：「多事之

後，義倉廢寢，歲或小歉，失於備豫，宜令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

中所收二稅，每碩另輸一斛，貯之以備凶歉，給與人民。」7但自此之後到哲

宗紹聖元年(1094)，義倉屢次詔置，但都旋即作罷，方法都有所不同，而推

 
5 在《宋史》、《宋會要輯稿》及地方志中並未提及福建建立常平倉的確切時間，不過根據

《八閩通志》卷61：恤政中有關福建常平倉的兩條最早記載，興化軍莆田縣常平倉乃是

景德三年(1006)創置，而福州府長樂縣則於皇祐元年(1049)創置，書中並說明了長樂縣常

平倉創置過程：「皇祐元年始置。初，詔州置常平，翰林侍讀學士宋祈以為遠縣鄉保力

農之家無由沾被，是歲，州始以常平都數量戶口多寡，分九縣置倉。」這說明了福建各

地區創建常平倉的時間並不相同，而地方官的態度可能是影響因素之一。黃仲昭(明)修
纂，《八閩通志》，冊下，卷61：恤政，頁421、437。 

6 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頁28-38。 
7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義倉〉，「太祖建隆四年(963)三月」條，五三之
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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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的範圍也相當有限。8

  宋代除了延續前朝既有的常平、義倉制度外，還設有惠民、廣惠、平糴、

平糶、平濟、續惠、通惠等十餘種倉儲，從前文對於宋代常平、義倉的討論，

以及所新設倉儲組織的多樣化，便可窺見宋代政府對於具有儲蓄、防災功能

的倉儲制度之重視。9不只有中央政府重視，一些政治家與思想家也倡導重

儲。許多思想家重申「耕三餘一」的古訓，引用周禮以及上古時期的倉儲思

想，提倡倉儲制度的重要性。呂祖謙(1137-1181)、林駉以及中國第一部荒政

專書作者董煟都曾論述倉儲制度的重要性。10除此之外，蘇軾(1036-1101)、

王安石(1021-1086)、司馬光(1019-1086)、曾鞏(1019-1083)等位居顯宦的名臣

都有針對荒政問題進行精闢的論述，而一些擔任救災工作的官員例如張詠

(946-1015)、范仲淹(989-1052)等，在具體處理災荒工作過程中也提出不少恤

民與救災的構想，這都顯示出荒政日益受到時人的重視。11這些議論與建議

在相當程度上推動了宋代荒政的推行，而另方面，作為防災首策的倉儲制

度，自然也成為關注的焦點。像司馬光在〈勸農劄子〉中認為糧食充足是「為

政之首務」，主張「使諸路轉運使及州軍長吏，遇豐歲能謀糴入。官滿之日，

倉廩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者，賞之。」將「倉廩之實」作為考察地方官政績

的指標。另外，范仲淹針對常平倉儲糧多被侵佔的情況，提議將常平倉工作

列為各路巡察官員的首要任務，巡察官員回朝述職要「先呈本路常平斛斗數

 
8 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頁38-47。 
9 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頁64。 
10 呂祖謙，〈荒政‧詳說〉，《歷代制度詳說》，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三集》

(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72)，卷8，頁16。林駉，〈常平義倉〉，《古今源流至論》，

共4冊，收入於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十二集》(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82)，
冊2，後集，卷10，頁14。董煟，《救荒活民書》，卷2，頁25-30。 

11 上述名臣的救災建議、思想，與救災官員推行荒政的具體方法可參閱：董煟，《救荒活民

書》，卷3，頁50-79；呂祖謙，〈荒政‧詳說〉，《歷代制度詳說》，卷8，頁16-17。另
外，李向軍的文章也有詳細的說明，可參見：李向軍，〈宋代荒政與救荒活民書〉《瀋

陽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 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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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方得別奏公事。宜任者亦須依此發奏後，方得起離。」12從司馬光與范

仲淹的建議可以發現，在宋代倉儲組織的發展，以及荒政、重儲思想逐漸受

到重視的背景下，倉儲豐盈與否逐漸變成地方官政績優劣的評判標準之一，

也逐漸成為巡察官員監督地方的重要任務。 

  正由於倉儲組織在宋代功能漸廣，日益普遍，甚至成為官員政績考核的

重要指標，宋代對於倉儲組織的討論逐漸增加，常平、義倉的侷限處也日益

受到矚目。一般而言，常平倉及義倉的管理、貸發與賑濟的過程主要由官方

所主持。如果地方政府財政發生困難，便不免會發生類似唐代中後期中央政

府將原先用以防災儲蓄的倉米，移用他途的情形。董煟所言「比年州縣困窘，

往往率多移用(常平倉)」，以及林駉所說的由於「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至

有淹延之憂」致使常平倉有名無實，都說明了官方侵佔常平倉米，使倉儲無

法發揮功能的情形。13

  另外，賑糶、賑貸以及賑濟方法的施行，有賴地方政府官吏的確實推動。

若是推動不實、監督不周，自然無法發揮常平、義倉儲蓄防災的功能。司馬

光曾指出常平倉的營運： 

有因州縣闕常平糴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糴。又有官吏怠慢，厭糴

糶之煩，雖遇豐歲，不能收糴。又有官吏不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

信憑行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初，農夫要錢急糶之時，

故意小估價例，令官中收糴不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

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例，中糴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

中糶穀常用貴價。厚利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吏雖欲趁時收糴，而縣

 
12 司馬光，〈論勸農劄子〉，收入於(明)黃淮、楊士奇編，《歷代名臣奏議》，共5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冊2，卷110：「務農」，頁21。范仲淹，〈奏災異後合行四事〉，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收入於《叢書集成續編》，第45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卷
上：「義上」，頁43。關於司馬光、范仲淹的建議及影響可參見：吳忠起，〈宋元倉儲

思想綜述〉，《物流技術》 1(1995): 31。 
13 董煟，《救荒活民書》，卷2，頁15；林駉，〈常平義倉〉，《古今源流至論》，卷10，
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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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

累月，已是失時。14

司馬光文中提到「有因州縣闕常平糴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糴」，地方政

府財力吃緊以致侵支常平倉糧米的情形，也談到了地方州縣政府人員、財力

有限，而產生無法掌握糴糶米糧的時機，致使常平倉失去平衡物價的功能，

以及將部分荒政交由胥吏處理，而引發的胥吏接受賄賂、巧取豪奪的弊端。 

   除此之外，在司馬光的文末還提到了「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

獄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累月，已是失時」繁複勘覆過程，以

致延宕救災時效的問題。救災首重在於及時，但是常平倉與義倉由官方主持

賑發的性質，不免會因地方與中央政府的聯繫，耗費時日，導致貧民無法及

時接受幫助的「失時」之弊。而這個問題，鄉村又比城市地區來得嚴重。官

方為了管理方便，常平倉與義倉多半設於城郭，因此，經過繁複勘覆過程之

後，首先得到濟助的往往是相較於鄉村，迫切程度較低的城市居民，鄉村之

民往往難以受惠。趙汝愚〈乞置社倉濟鄉民疏〉所說的「每遇水旱合行賑糶

去處，往往施惠止及城郭，不及鄉村。」每遇災荒，鄉村之民因米價高漲，

買米不易，不免心生「輕去鄉井之意」。而當中強而有力者，起而作亂亦時

有所聞。趙汝愚遂有「城郭之患輕而易見，鄉村之害重而難知」之嘆。另外，

董煟《救荒活民書》所說「憔悴之民，多在鄉村，于城郭頗少」，與林駉對

於「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落少民瘽身以從，彼知長官皂吏為何人？一旦藜

藿不繼，又安能扶持百里取糴於場以活其已餓之莩哉」的觀察，都說明鄉村

人民災荒之際所遭遇到的危機。15誠然，災荒所引起的生存性危機，對於貧

富階層以及鄉村、城市之民的影響並不同。居住於城市附近的人，因為地利

 
14 司馬光，〈乞趁時收糴常平斛斗白劄子〉，《傳家集》，收入《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第375冊(台北：世界書局，1986)，卷56，頁7。 

15 趙汝愚，〈乞置社倉濟鄉民疏〉，《宋趙忠定公奏議》，卷1，頁6。董煟，《救荒活民書》，
卷2，頁28。林駉，〈常平義倉〉，《古今源流至論》，冊2，後集，卷10，頁17。關於
常平倉及義倉的弊端可參閱：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頁36-38；44-47；18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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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便，較易得到來自官方的援助。至於距離倉儲組織較遠的鄉村地區，在商

業化糧食市場下，原本就屬於弱勢，接受官方賑濟又比城市之民不易，一些

貧苦農民可能以出賣維生器具、典押土地為最後手段，有些人則可能心生「輕

去鄉井」之意，成為乞丐或流民，甚者則對閉廩不發的富戶或政府，萌生敵

意，製造暴亂。無論是哪一種情形，都是對社會秩序的一大威脅，因此賑濟

「失時」不僅對鄉村之民的生存危機產生威脅，對於中央的統治，也是亟需

解決的問題。建寧地區社倉的創置，便與這個問題息息相關。 

  由上述的討論可以得知，常平倉與義倉雖然有其功效，並且受到重視。

但是由於由官方主持的性質，不免會有侵支挪用、人為管理不善以及賑濟失

時、鄉村之民難以受惠等缺失。針對這些弊端與問題，另一種由鄉里士人管

理，官員監督，設於鄉村的倉儲組織：社倉，在朱熹的推廣下，首先設於建

寧地區，並逐漸推廣到全國各地，與常平、義倉相互補充，提高了救災儲蓄

的功能。 

(二) 社倉的創立：由臨時性賑貸到永久性制度 

  常平倉、義倉等官方經營或主持的倉儲組織在宋代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象徵著 中央對於儲糧備荒政策的重視。而即便常平、義倉仍有侷限之處，但

是從常平倉賑災功能的日益突顯，與倉儲組織的多樣化、普遍化來看，倉儲

制度在宋代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而中央致力於倉儲制度的推動，應也有相當

程度的成效。除了地方財力緊縮與地方官吏敷衍塞責、漁利其中的人為疏

失，致使常平、義倉無法發揮功效的缺點外，更值得注意的是，常平、義倉

設置地點多半處於城市，以及與官方賑濟系統結合，往來勘覆過程冗長，使

得鄉村居民難以受惠的弊端。對於糧食逐漸商品化，社會貧富分化日益明顯

的建寧地區而言，糧食問題，尤其是鄉村地區的供米問題亦是災荒之際的重

要課題。前一章所提建炎、紹興年間的范汝為亂事、紹興十一年的盜亂、紹

興二十年的建、甌民亂顯然都是起因於糧食不足，而且地點又以鄉村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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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寧地區的糧食問題以及與官方主持的倉儲有所侷限的問題，遂成為當地社

倉制度產生的重要背景。 

  社倉的創立是在魏掞之、朱熹的手中完成，而第一座社倉的設置地點便

是在建寧地區。魏掞之，字元履，曾經師事胡憲，與朱熹有所往來。魏掞之

設置社倉的動機可以從《建炎以來繫年要錄》中一窺究竟： 

(紹興二十年[1150]九月丙申)，自建炎初，劇盜范汝為為竊發于建之

甌寧縣，朝廷命大軍討平之，然其民悍而習為暴，小遇歲飢，即群起

剽掠。去歲因旱，凶民杜八子者乘時嘯聚，遂破建陽。是夏，民張大

一、李大二復于回源洞中作亂，安撫使仍歲調兵擊之。布衣魏掞之謂

民之易動，蓋因艱食，及秋，乃請于本路提舉常平公事袁復一，得米

千六百斛以貸民，至冬而取，遂置倉于長灘。自是歲斂散如常，民賴

以濟，草寇遂息。16

魏掞之看見了建炎年間以來的幾次亂事，乃是起因於糧食不足，飢民因而嘯

聚暴動，造成社會不安。為了防弭盜賊，以求民安，因此向提舉常平公事求

米貸民。當冬天收得息米之後，遂將臨時性的賑貸工作，擴展為長久性的制

度，設置長灘社倉，專營賑貸。魏掞之設置社倉的動機在於防弭民亂，消除

社會不安，顯然，在他的心中，建寧地區社會不安的的根源乃是糧食問題。 

  受到魏掞之構想影響，一般認為是社倉的創立者朱熹，設置社倉的動機

則可以從〈建寧府崇安縣五夫社倉〉一文中，清楚看出。五夫社倉的設置可

以追溯到乾道三年(1167)。當年崇安縣發生水災，他率領當地名望之士至黃

亭，賑貸鄉民。這次的賑貸使得「民遂得無饑亂以死」，而「浦城之盜」也

旋即平息，可謂相當成功。事後，朱熹對當地的災荒問題作了一番檢討，朱

熹認為，崇安災荒之所以會引發民亂，生存危機固然是原因，但是山野之民

「雖樂歲，不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的貧富不均問題，以及「官粟」無法

順利發放，都加深了當地的生存危機，並成為擾亂社會秩序的重要根源。至

 
16 李心傳，《建炎以來繫年要錄》，冊21，卷161，頁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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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解決之道，防災儲蓄的倉儲組織不失為解決當地糧食的良方，但是朱熹認

為，用以賑貸與賑濟的常平、義倉，地點多半設於城市，只能使「市井惰游

輩」獲利，遠離城市的「力穡遠輸之民」，則往往「雖饑餓瀕死而不能及也」。

其次，朱熹又提到負責倉儲營運的官吏「避事畏法」，不願按時貸放米糧，

以致有的糧食因存放過久，「化為浮埃聚壤而不可食」。17在常平倉與義倉組

織有所侷限的背景下，為了徹底解決當地社會不安的根源：糧食問題，朱熹

於崇安縣五夫里創立了設置在鄉村的民間互助組織：社倉。 

  有關建寧地區社倉的細部運作、分布以及營運的情形，魏掞之的長灘社

倉記載有限，只能得到其民間自營的粗淺印象。18而由於朱熹曾向朝廷建言

並獲得允許推廣社倉，崇安縣社倉的參與人員、營運情形等資料相對的豐富

得多。從朱熹的記文以及後來在淳熙八年(1181)向朝廷建言推廣社倉的劄子

可以看出，五夫社倉貸放的對象主要是貧民，凡「產錢六百文以上及自有營

運，衣食不闕者」不得請貸。社倉分為三倉，兩倉用以平時貸米，則第三倉

則是在災荒之際「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貸放米糧的順序則是以都為

單位，由遠而近。從貸放的條件與順序可以清楚地看出，距離城市較遠的鄉

村貧民是社倉主要濟助的對象。至於社倉工作的推行則主要是由鄉里士人主

持，以社倉夏貸冬償、收息十分之二的方式，輔以保甲組織的運用，來達到

確保貸戶以及準時貸放交納的效果。19

  大體而言，社倉屬於民間自發的組織居多，魏掞之的長灘社倉之所以希

望可以「毋數以煩有司」，朱熹之所以委請地方人士主持五夫社倉，原因可

 
17 朱熹，〈建寧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朱熹集》，冊7，卷77，頁4051-4053。另可參閱

附文一之1：〈建寧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節文。朱熹，〈答林澤之〉，《朱熹別集》，

卷6，《朱熹集》，冊10，頁5464。 
18 朱熹，〈建寧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朱熹集》，冊7，卷79，頁4117-4119。關於長灘
社倉的相關營運情形可參閱附文一之2：〈建寧府崇安縣長灘社倉記〉節文。 

19 朱熹，〈建寧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冊7，卷77，頁4051-4053。另可參閱附文一之1：〈建
寧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節文。朱熹，〈社倉事目敕命并跋語附〉，《朱熹集》，冊8，
卷99，頁5073-5080。全文可參閱附文一之6。另外，關於社倉運營方式的分析可參閱：梁

庚堯師，〈南宋的社倉〉，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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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為了要避免前面所談因官吏避事或勘覆複雜以致貸放不及的情形有

關。20因此希望藉由熟悉當地人事，又具有社會聲望之士來主持，以避免官

賑的弊端，又能確保貸放賑濟的功效。不過，社倉也並未斷絕與政府的關係，

保甲組織乃是由縣尉操控，而貸米、支米等財務事宜亦請縣府委託官員監

察，最初的貸本亦出於官營的常平倉。崇安五夫社倉最初的運營情形大抵良

好，十四年後，所收到的息米除了可以償還向常平倉預先支借的貸本外，還

有三千一百石的餘米，自此之後，五夫社倉便採不收息的方式貸米。再過十

多年之後，五夫社倉已有五千斛的粟米，而「里中遂無凶年」的效果，確實

也達到朱熹設立社倉的原意。21    

 
20 朱熹在淳熙八年(1181)擔任浙東提舉之際，曾向中央建言推廣社倉的建置，其所進呈的社
倉條目便是崇安縣社倉的運作方法。根據《朱熹集》，卷99，〈社倉事目敕命并跋語附〉
「具位朱熹奏節文」所載:「一、臣所居建寧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其法可以推廣，

行之他處。欲望聖慈行下諸路州軍，曉喻人戶，有願置立者，州縣量支常平米斛，責付

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隨宜立約，實為久遠之利。其建寧府社倉見行事目錄一道進呈⋯」

以及中央的詔令：「⋯本部看詳，欲行下諸路提舉司，遍下本路諸州縣曉示，任從民便。

如願依上件施行，仰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有行義者具狀赴本州縣自陳，量於義倉米內支

撥。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老公共措置，州縣并不須干預抑勒。仍仰提舉司類聚具申，

聽候朝廷奏聞事。」都可以看出崇安縣社倉以地方人士主導，由民間自理的性質。朱熹，

〈社倉事目敕命并跋語附〉，《朱熹集》，冊8，卷99，頁5073-5080。朱熹，〈建寧府建

陽縣長灘社倉記〉，《朱熹集》，冊7，卷79，頁4117。 
21 朱熹，〈辛丑延和奏劄四〉：「⋯⋯臣所居建寧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

年，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六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劉如愚共同賑貸。至冬，

收到元米，次年夏，本府復令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量收息米

二斗，自後逐年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年，

其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六百石還納本府，其見存三千一百石，并是累

年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來依前斂散，更不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

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數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

一鄉四五十里之間，雖遇凶年，人不闕食。⋯⋯」；而在朱熹，〈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中則提到崇安社倉的運作「今幾三十年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里中遂無凶年。」

朱熹，〈辛丑延和奏劄四〉，《朱熹集》，冊2，卷13，頁526。朱熹，〈常州宜興縣社
倉記〉，《朱熹集》，冊7，卷80，頁4148-4149。 

user
再補進梁庚堯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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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行社倉的力量：建寧地區的鄉里大族、士人與地方官員 

  社倉的建立原先只限於建寧地區，推廣到全國乃是淳熙八年(1181)之後

的事。淳熙八年浙東發生饑荒，經王准的推薦，朱熹擔任了提舉浙東常平茶

鹽公事一職。甫上任之際，朱熹便向孝宗上了七札，在第四札中奏請以崇安

五夫社倉為藍本，推行社倉法，孝宗後來便詔下朱熹社倉法在全國推行。22雖

然崇安五夫社倉最初的運營十分成功，也獲得孝宗頒詔推廣，但是推行全國

之初並不順利。朱熹在慶元三年(1197)回顧起此事「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

聞，詔施行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若水為能廣其

法於數縣，然亦不能遠也。」23可以得知，從孝宗頒詔到慶元三年(1197)的十

六年間，社倉顯然仍無法普遍設立，而文中所提到的唯一能推廣社倉法的趙

汝愚、宋若水二人，所指的則是趙汝愚於福建地區推廣舉子倉，以及宋若水

與建陽縣當地名士創立長灘、大闡社倉之事。24由朱熹的記載來看，在社倉

最先推行的十多年中，似以福建，尤其是建寧地區的推行較為順利。作為一

個由鄉里士人管理、官方監督的組織，亦即，社倉的運營亟需中央與民間力

量的整合，僻遠的建寧地區究竟有什麼條件，可以成為社倉首先創置，繼而

推廣的地區？這可能與社倉「毋數以煩有司」由鄉居士紳主導，地方官員監

視出納的體制有關。雖然社倉設置與否、運作及監控方式的權力，絕大部份

仍操在於地方州縣手上，但作為一個民間組織，若有地方人士的配合與帶頭

領導，只要能遇見願任其事的地方官吏，社倉的推行與運營並非難事，建寧

地區便有這樣的環境。根據李弘祺的研究，福建地區，尤其是西北山區在海

上貿易、交通尚未發達時，一直被視為亂事不斷的落後地區，被排斥於主流

文化之外。其地方秩序的維持所仰賴的不是中央，而是地方大族及士紳，也

 
22 關於中央所頒布的詔令可參看註12，另可參看梁庚堯師，〈南宋的社倉〉，《史學評論》 

4: 18-23。 
23 朱熹，〈常州宜興縣社倉記〉，《朱熹集》，冊7，卷80，頁4148。 
24 關於趙汝愚及宋若水推廣社倉法的經過，在下文將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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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說，建寧地區一直有地方大族與士紳介入地方事務的傳統。25另方面，

朱熹的父親：朱松任官入閩後，與閩北地區的文人互動頻繁，他師從羅從彥，

與李侗為學友。在臨死前將朱熹託孤給建寧望族劉子翬(1101-1147)，又託學

於其好友，也是當地頗具聲望家族出身的劉勉之(1091-1149)、劉子翬、胡憲

(1086-1162)，使得朱熹與當地文人學士、地方家族發生密切關係，這是朱熹

日後可以取閩北學派所長，開創閩學的原因之一，也是社倉可以在當地順利

推行的重要關鍵。與朱熹共同賑災、創立崇安社倉的劉如愚，便是劉子翬家

族的成員之一。而在朱熹離開福建之後，崇安社倉也一直仰賴劉家及其他地

方人士的經營。在淳熙 12、13 年(1185-1186)間，朱熹〈答劉韜仲〉中還提

到「⋯社倉條目適平父(劉珙)攜以見過，已商量一一奉報矣。」26文中的平父

也是與劉如愚同家，並且曾與朱熹為學友的劉珙(1122-1178)，足可見從乾道

到淳熙年間，劉家都參與社倉的運作。27

  家族的參與是建寧地區社倉得以維持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地方士紳的參

與也不容忽視。創立長灘社倉的魏掞之，雖為一介平民，但師事胡憲，與朱

熹為友，曾獲得宰相陳俊卿及孝宗的賞識。居家注重喪祭禮法，體恤親舊，

並於歲饑之際施粥米與鄉人、出錢以掩埋無主死者，又撰寫文章以勸戒生子

不舉的陋行，28學術與品德兼具使他在地方上有相當的聲望與地位。提舉常

平袁復一之所以採納魏掞之設置長灘社倉的意見，與其當地名士的身份不無

關係。長灘社倉後來的經營方式及大闡社倉的創置亦依循相同的模式，長灘

 
25 Lee, “Neo-Confucian Education in Chien yang, Fu-chien, 1000-1400,” 頁9-17。 
26 朱熹，〈答劉韜仲〉，《朱熹續集》，卷4，收入於《朱熹集》，冊9，頁5219。 
27 家族對於地方事務的參與可以是助力，同樣也可能是阻力。以建寧地區而言，關於地方豪

強閉倉以圖高價、飛灑詭寄的記載亦不在少數。例如黃榦〈建寧社倉利病〉有「大家亦

閉倉以俟高價」之語，而劉克莊〈建陽縣增買賑糶倉田〉則有「大家多詭寄」之語。黃

榦，〈建寧社倉利病〉，《黃勉齋先生文集》，卷4，頁98。劉克莊，〈建陽縣增買賑糶

倉田〉，《後村先生大全集》，卷90，頁779。另一方面，朱熹自幼與建寧地區的家族密

切的關係，可參閱：Lee, “Neo-Confucian Education in Chien yang, Fu-chien, 1000-1400,” 頁
25。 

28 脫脫(元)等撰，冊38，卷459，列傳第218，隱逸傳下：卓行，頁1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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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倉後來經營不善，淳熙十一年(1184)，提舉常平宋若水知情之後，便另覓

當地名士周明仲出來接續魏掞之的工作。29周明仲除了接替長灘社倉的經營

外，還因長灘社倉交通不便，人民往來費時，向宋若水建議創建大闡社倉。

30另外，《崇安縣志》卷七：人材志亦提及鄉居官員虞大中居鄉時，與朱熹合

力創設立義倉之事。31從這些例子可以看出，建寧地區的地方家族與當地士

紳對於社倉的推行幫助極大，而這也是建寧地區社倉最初推行之際，較為順

利的原因之一。 

  不過值得注意的是，朱熹、魏掞之、周明仲等人得以以一介平民創辦社

倉，其中或是被官員所委請主持，或是主動向官員情商，無論如何都是在官

方的允許之下的前提下得以進行的。換句話說，在官民合作的網絡中，官員

仍是處於重要地位。就如同劉子健所言，鄉紳或是平民賑災，等於是代官行

事，用私人力量去做官吏該做而不做的事。他們只有名望與較佳的人事資

源，沒有權力，只有在遇見好的官吏才能去情商，或是在地方官的邀集之下

從事賑濟活動。32建寧地區除了具有鄉里士人熱心地方荒政，有利於社倉推

動的條件外，也具有關心地方事務、熱於與鄉里士人合作的官員、有助於社

倉推行的優勢。建寧地區的官員之所以熱心於地方荒政，一方面與前文所

提，荒政思想受到普遍重視，倉儲豐盈與否成為考核地方官政績的指標有關

外，另方面，朱熹以及道學也是關鍵因素。以具體設置倉儲機構的幾名官員：

趙汝愚(1140-1196)、林天瑞、劉漢傳(1211-1286)、傅壅來看，33這當中除了

景定二年(1261)知崇安縣的林天瑞外，其他三人皆具有道學背景。設立舉子

 
29 朱熹，〈建寧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朱熹集》，冊7，卷79，頁4117-4119。關於長灘
社倉機營不善及宋若水恢復社倉的經過可參看附文一之2：〈建寧府建陽長灘社倉記〉節

文。 
30 朱熹，〈建寧府建陽縣大闡社倉記〉，《朱熹集》，冊7，卷79，頁4119-4120。關於大闡
社倉的成立與運作可參看附文一之3：〈建寧府建陽縣大闡社倉記〉節文。 

31 管聲駿(清)纂修，《崇安縣志》，卷7：人材志，頁41。 
32  劉子健，〈劉宰與賑饑——申論南宋儒家的階級性限制社團發展〉，頁359。 
33 關於建寧地區倉儲制度的設立情形請參看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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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的趙汝愚，在淳熙九年(1182)到福州擔任閩帥之時，朱熹成為趙汝愚重要

的智囊，朱熹的弟子幾乎都進入他手下擔任幕僚。34紹熙元年(1190)趙汝愚來

福建擔任安撫使，朱熹正南下漳州經界，兩人便曾因為溺子不舉的問題進行

討論、策劃，趙汝愚的舉子倉便是參考朱熹的意見而設立的。35除了具有與

朱熹交往的背景外，趙汝愚也具有道學背景，在《宋元學案》中被列入「玉

山學案」之中。36傅壅於嘉定三年(1210)知崇安縣，除了增築趙抃(1008-1084)

所築的清獻堤，號為「傅公堤」，使瀕溪的居民免於水患之苦外，又因體恤

飢民，「捐俸二千緡以做糴本」，在縣西興賢坊創置均惠倉。37在《宋元學案

補遺》中被列為「滄州諸儒學案」，並且得到真德秀的賞識。38至於景定五年

(1264)知崇安縣的劉漢傳(1211-1286)，任內重建縣學，開西隅新路，重新設

置養濟院，築兩所義阡，修建廣福、里仁、太平三橋，而有鑑於嘉定年間所

建的均惠倉「規約廢弛，致有賠償之患」，因而於咸淳二年(1266)在興賢坊設

立了豐惠倉。39而他乃是得到蔡沈(1167-1230)《易》《範》之學何氏的弟子，

被列為「九峰學案」之中。40這三人或是直接與朱熹有所來往，或是與道學

有所淵源，都具有道學的背景或交友圈，這些地方官之所以熱心於社會救濟

事業，可能或多或少與理學家仁民愛物的社會理想有關。41

  社倉組織的擴散除了具有鄉里士人與地方官熱於地方事務的條件外，更

重要的是，朱熹及朱熹所形成的學術、交友圈將士人與地方官人際網絡聯繫

 
34 束景南，《朱子大傳》(福建：福建教育出版社，1992)，頁549。 
35 束景南，《朱子大傳》，頁809-810。 
36 黃宗羲，《宋元學案》，冊中，卷46：「玉山學案」，頁825-826。 
37 黃仲昭(明)修纂，《八閩通志》，冊上，卷22：〈食貨：水利〉，頁457。管聲駿(清)纂修，
《崇安縣志》，卷4：官師志，頁5。 

38 王梓材(清)、馮雲豪(清)撰，張壽鏞校補，《宋元學案補遺》，共8冊(台北：世界書局，

1962)，冊6，卷70：「滄州諸儒學案下」，頁15-16。 
39 管聲駿(清)纂修，《崇安縣志》，卷4：官師志，頁1。 
40 黃宗羲，《宋元學案》，冊中，卷67：「九峰學案」，頁1254。 
41 梁庚堯師認為社倉的推行，現實問題是背景的一面，背景的另一面則是理學家的社會理

想。這個社會理想源起於周敦頤、張載、程頤、程灝到朱熹一脈相傳的對「仁」理想的

實踐，落實到社會現實之上。梁庚堯師，〈南宋的社倉〉，《史學評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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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來，並以道學為媒介，形成共同價值觀。這造成建寧地區道學與官場的人

際圈重疊性相當高，於公事，鄉里士人受地方官治理，但於私下的學術、交

遊，彼此之間則可能是師徒或是朋友關係。例如在寶慶元年至三年

(1225-1227)間擔任建陽縣令、並以惠政著稱於世的劉克莊(1187-1269)便曾說

「余為建陽令三年，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皆曾遊歷，去之二十餘年，猶

仿佛能記憶其水。」42而曾擔任福建提舉常平的蔡幼學(1154-1217)，亦常在

私下前往建陽縣朱熹的住所向其請教備荒事宜。43而福建安撫使趙汝愚之於

朱熹問舉子倉之事，崇安縣知縣諸葛廷瑞之於朱熹商討崇安縣賑災之事等，

都是官場與學術圈交疊的體現。綜上所言，可以發現，朱熹及因其而形成的

道學與地方交友圈，將建陽地區鄉里士人、大族和地方官巧妙地連繫起來，

形成了一個共同價值觀的人際網絡，這個價值觀以閩學作為媒介，體現在社

會現實上則是鄉里士人與地方官員熱心於地方事務，彼此合作，而這顯然是

社倉乃至於各項社會救濟得以在建寧地區順利推行的重要原因。44

三、 社倉類型的多樣化 

  雖然最初社倉推廣於全國的過程並不順利，但是經過朱熹與其門人、理

學同道的推動，到了宋理宗時期，已經是遍行全國了。45而社倉法得以順利

推動的同時，諸多不同型態的社倉以及因社倉制度衍生而出的組織也應運而

生，建寧地區的舉子倉、廣惠倉與賑糶倉便是依社倉的構想而設計的。 

 
42 劉克莊，〈題丘攀桂月林圖〉，《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02，頁883。 
43 《宋史》提及蔡幼學：「字行之，溫州瑞安人。⋯⋯。時韓侂冑方用事，指正人為「偽學」，

異論者立黜。幼學遂力求外補，特除提舉福建常平。⋯⋯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

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劉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年。」。脫脫(元)等撰，《宋

史》，冊37，卷四百三十四，列傳第一百九十三，儒林四，頁12895-12899。 
44 關於建寧地區家族、當地士紳與地方官間的人事運作，在第四章會有更詳細的探討。 
45 梁庚堯師，〈南宋的社倉〉，《史學評論》 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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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舉子倉 

  福建地區，尤其是靠近內陸的建寧地區向來有溺子不舉的習俗，《麈史》

卷上：「風俗」：「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率皆不舉，為其資產不足以贍

也。若女則不待三，往往臨蓐以器貯水，才產即溺之，謂之『洗兒』，建、

劍尤甚。」46《八閩通志》卷三十七則提到建陽縣知縣「杜杞(1005-1050)，

字偉長，無錫人，⋯⋯閩俗老而生子，輒不舉。杞使保伍相察，犯者得重罪，

俗為之異。」47即使是建寧地區望族、書香門第之後的胡寅(1098-1156)，出

生之際也險遭溺子不舉。48可見得溺子不舉的習俗不是只侷限於下層民眾，

對象也不限於女性。因溺子不舉所帶來的問題，除了「違逆天倫」的教化問

題之外，最直接而且會引起社會不安的便是劫掠婦女，以及收養他人所引起

的家庭問題。《麈史》卷下：「閩中生子既多不舉，其無後者則養他人子以為

息，異日族人或出嫁女爭訟其財無虛日。予漕本路，決其獄，日不下數人。

夫殺己子至於後世獄訟不已，豈非天戒歟？」49史浩(1106-1194)〈福州乞置

官莊贍養生子之家劄子〉指出溺子現象「皆因建寧府、南劍州、汀州、邵武

軍四州窮乏之人，例不舉子，家止一丁，縱生十子，一子之外餘盡殺之。貴

家富室既無奴婢，其勢不得不買於他州，價值既高，販掠之人所以日盛。」

50這些地區是當時全國殺溺幼嬰風俗最為盛行的地區，51南宋政府諸多制止生

 
46 王得臣，《麈史》，收入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說大觀》，冊2，卷上：「風
俗」，頁1330。

47 黃仲昭(明)修纂，《八閩通志》，冊上，卷37：〈秩官〉，頁795。 
48 《齊東野語》卷6：「胡明仲本末」記載：「胡致堂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國之庶子也。將
生，欲不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溺將死矣，遂抱以為己子。⋯⋯」

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北京：中華書局，1983)，卷6，頁103。 
49 王得臣，《麈史》，收入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說大觀》，冊2，卷下：「惠
政」，頁1367。

50 史浩，〈福州乞置官莊贍養生子之家劄子〉，《鄮峰真隱漫錄》，收入於《欽定四庫全書

珍本二集》(台北：商務印書館，1971)，卷8，頁6。 
51 臧健，〈南宋農村“生子不舉＂現象之分析〉，《中國史研究》 4（1995.09）: 76。另外，
關於宋代溺子不舉的地區分布、原因、以及處理方式，劉靜貞有十分詳盡的分析。請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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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不舉的措施都在福建地區施行。關於福建生子給米的方法，可以追溯到紹

興年間。紹興十一年(1141)知邵武軍王洋(1087-1154)向朝廷上奏說： 

宣和二年(1120)布衣呂堂乞生子之家量給義倉米，朝廷不曾施行。近

蒙恩詔，貧乏之室生男女兒不能養贍者人，於免役寬錢內支四千，可

謂仁德甚厚矣。然免役寬剩，州縣所收甚微，勢不可久。乞鄉村之人

無問貧富，凡孕婦，五月至，經保甲申縣丞注籍，其夫免雜色差役一

年。候生子日，無問男女，第三等已下給義倉米一斛，縣丞月給食錢

十千，專掌附籍。所掌萬戶已上，歲及千人，便與改官。⋯⋯上覽奏

曰：愚民無知，迫於貧困不能育，故生子而殺之，官給錢物，使之有

以育則不忍殺矣。朕為民父母，但欲民蕃衍，豈惜小費也。乃詔戶部

措置。(十五年(1146)五月戊午改給義倉米)52

在王洋之前，宣和二年呂堂便曾奏請「生子之家量給義倉米」，但是並未蒙

朝廷採行。到了紹興七年(1137)禮部尚書劉大中又針對浙東地區生子不舉的

情形，向朝廷請求「望令州縣五家為保，保內有妊娠及五月者，次第申縣，

除其籍，守令滿替，以生齒增減為殿最之首，增減甚者取旨別行賞罰。」以

及「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女不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寬剩

錢四千」等，以新生兒存活率作為考核地方官標準以及貧婦寬免賦稅的方

法，解決生子不舉的問題。朝廷接受了劉大中的建議，並於紹興八年(1139)

開始推行。後來因為免役寬剩錢有限，在紹興十五年(1146)改採支一碩義倉

米的方式。53王洋以新生兒存活率作為縣令改官的評判標準，以及凡懷孕五

個月的孕婦，其夫可免差役，還有以義倉米一斛、月給食米十千濟助貧婦的

方式，便是依循呂堂、劉大中的方式。在《浦城縣志》中有關當地十二所舉

 
閱劉靜貞，《不舉子：宋人的生育問題》(台北：稻鄉出版社，1998)，頁82-145。 

52 李心傳，《建炎以來繫年要錄》，冊18，卷139，頁18-19。 
53 李心傳，《建炎以來繫年要錄》，冊15，卷117，頁19-20；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6，
〈食貨．義倉〉，「(紹興)十五年(1146)五月十三日」條，五三之二四。關於呂堂、劉大

中的建議及施行方式可參閱：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頁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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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倉的記載中，特別引述了王洋奏立支米助子的方法，並將之比擬為後世育

嬰堂之濫觴，足可見王洋的方法對於福建舉子倉以及後來育嬰堂的出現，具

有一定的重要性。54這種官方支米或支錢濟助產婦及新生兒的方式在孝宗時

期仍為中央及當地地方官所採用，只是在方法上略有出入。 

  乾道 5 年(1169)，中央又因福建地區「生子不舉，貧不獲已也」，凡是貧

家生子者，給常平錢一千、米一石，以杜絕生子不舉的陋習。55另外，乾道

九年(1173)在史浩擔任福建安撫使之際，也曾因生子不舉所衍生的社會問

題，向中央奏請設置官莊，典買田畝，凡貧家婦女生子，三年之內每個月都

可收受賑米： 

臣(史浩)今置欲於建、劍、汀、邵四州諸縣各置官莊一所，典買民間

田畝，收積租課，令窮民下戶婦人有孕及七月者，關告耆社，申縣，

縣為注籍。俟其生產之月即申縣，縣下官莊，給曆，每月支米若干，

滿三歲注支。蓋方其初生，以水殺棄，父母不之見也，及其痛定，未

有不悔其殺之者，今若誘以微利，使必活之，三歲之後，必不忍殺。 

至於贍養產婦的錢米，乃是利用廢棄寺田以及用度牒而得的錢添購的田地來

支付： 

就提舉常平司取建、劍、汀、邵四州縣所賣荒廢寺院田產，盡行承買，

以為官莊砧基。臣又恐生息既多，所買之田不足以給，欲望聖慈逐州

給降度牒一百道，委守倅出賣，將所得錢樁管，專一增置田畝，庶幾

不至乏少。56

史浩的建議雖未得到中央的批准，但是在史浩任內，建陽縣卻已經建立起史

 
54 根據《浦城縣志》的記載：「紹興五年楚州王洋奏立其法，逐鄉捐穀，就近存儲，貧家婦

受孕五月以上者報明注於冊，至免乳日計日給米以贍之，後世育嬰堂其濫觴也。」文中

紹興「五」年疑為紹興「十一年」之誤，而「貧婦」實應為「不問貧富」的婦女。翁昭

泰(清)等纂，《浦城縣志》，卷11：倉儲，頁2。 
55 姚廣孝(明)等編，《永樂大典》，冊6，卷七千五百一十三，「舉子倉」條，頁11。 
56 史浩，〈福州乞置官莊贍養生子之家劄子〉，《鄮峰真隱漫錄》，卷8，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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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所構想的官莊雛形，由安撫司負責管理，每年收米三百一十九石。57至於

官莊的來源與地點，黃震(1213-1280)在〈寶善堂記〉中寫到：「(史浩)移而帥

福建，則又括廢寺田四十五頃立義莊，以育上四州不舉之子。」58可見史浩

並未因未蒙中央獲准而中止設置官莊的理想。而在寧宗慶元元年(1195)，福

建提舉常平宋之端也向中央提出類似史浩官莊的構想，以沒官田為經費助民

舉子，這一次中央同意了宋之端的意見。59另一方面，從趙汝愚〈申請舉子

倉事疏〉中特別引述了史浩設置官莊的事蹟，又可以看出史浩的官莊對趙汝

愚也產生了影響。60不過，史浩的官莊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主導，到了趙汝愚，

由於受到朱熹的影響，61其舉子倉的運營乃是以社倉的形式加以變化，民間

組織的成份較多。淳熙中(1182-1184)趙汝愚在推行舉子倉之初，便先徵詢當

地父老的意見，其錢米乃是以民間荒廢寺觀的田產，再藉由招佃輸租所得的

租米為主，安撫司所置的官莊米及常平義倉米為輔，凡是「遇受孕五月以上

者，則書於籍，至娩乳日，即給米一石參斗。」而參與運營的人員，據趙汝

愚記載是：「主之鄉官，給貸取息，以司主納，縣掌之丞，郡轄之倅，而隸

之帥、倉兩臺」。原先史浩的官莊運營，民間只能向縣級政府報告受孕貧婦。

 
57 趙汝愚，〈申請舉子倉事疏〉，《宋趙忠定公奏議》，卷3，頁2。 
58 黃震，〈寶善堂記〉，《黃氏日抄》，卷86，頁18。 
59 《宋會要輯稿》記載：「(寧宗慶元元年)[1195]十一月二十四日，宰執進呈福建路提舉宋

之端乞將建、劍、汀、邵四州沒官田產免行出鬻，官收其課以給助民舉子之費。戶部看

詳，欲從所請。余端禮、鄭僑奏曰：福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故生子多不舉。官司中

間有置舉子倉處，專儲米斛以給生子之貧者，今宋之端欲廣其惠。⋯⋯詔從之。」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官田雜錄〉，「(寧宗慶元元年)[1195]十一月二十四
日」條，六一之四三。 

60 趙汝愚，〈申請舉子倉事疏〉，《宋趙忠定公奏議》，卷3，頁2。 
61 朱熹便曾就設置舉子倉一事與趙汝愚進行討論，詳可見朱熹，〈答趙帥論舉子倉事〉，《朱

熹集》，冊3，卷26，頁1194-1195。另外，在《永樂大典》卷七五一三舉子倉條引延平志

說：「生子不舉，貧不獲已也，福建貧乏之家生子者，賜以常平錢一千，米一石，此乾

道五年指揮也，繼而朱文公申請于朝，趙帥忠定公推廣其意，括絕沒之田產，招佃輸租，

仍撥糴本，置舉子倉，主之鄉官，給貸收息，以司出納，縣掌之丞，郡轄之倅，而隸之

帥、倉兩臺。」姚廣孝(明)等編，《永樂大典》，冊6，卷七千五百一十三，「舉子倉」
條，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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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趙汝愚的舉子倉中，當地鄉官則已負責貸放穀米等實際的工作，官府實以

監督成份居多。而當地鄉官之所以參與實際工作，主要的用意便是在於防止

官員舞弊、漁利其中。62此種運營方式與社倉由民間士紳主持、官府監督的

方式如出一轍。63舉子倉與社倉間緊密的關係，還可以從建寧地區的鄰縣邵

武軍光澤縣的例子得到證明：紹熙年間(1190-1194)，光澤縣縣令張訢與當地

父老李呂策畫社倉時，便鑒於溺子不舉風氣的盛行，而以舉子倉合併於社

倉、以社倉補助貧戶舉子之費的方式進行。舉子倉與社倉倉理念、推行方式

之緊密關係由此可見一般。64

(二)  廣惠倉 

  建寧地區另一個與社倉運營方法息息相關的便是屬於平糴性質的廣惠

倉。廣惠倉的設置，最遲應在仁宗天聖年間(1123-1131)。廣惠倉的功能與各

地的實行情況並不相同，但大致而言，宋代廣惠倉的功能主要有三：一是舉

行冬春季節的救濟，二是輔助常平、義倉，用以賑糶與賑濟，第三則是建寧

 
62 朱熹，〈答趙帥論舉子倉事〉中記載：「元立約束逐月三次支米，使生子之家不過一旬便

得接濟，極為利便。但支米官獨員自支，或不得人，則徇私作過，無所不有。至有將私

家所收輕禾汎穀重行估折者，亦有將所支官米準還本家私債者。似此之弊，不一而足，

不但折支價錢而已。故中間甚不得已，而改為三月一支之法，雖期日稍遠，然卻得關會

諸都附籍鄉官同在一處，不容大段作弊。」朱熹，〈答趙帥論舉子倉事〉，《朱熹集》，

冊3，卷26，頁1194-1195。 
63 《永樂大典》引《建安志》提及：「社倉、舉子倉亦倉也，然非官司所掌。⋯⋯。若舉子

倉則有附籍官專主名數，主首僧專司出納，四等以下之家遇受孕者，自五月至七月來書

于籍，至免乳日，人給米一石三斗，其所支米，以帥司義莊及倉司佃戶租課充給，非屬

鄉官所掌，則間於州縣，而以常平錢米給之。」從此便可看出舉子倉民間經營的性質。

而從舉子倉與社倉相提並論，亦可窺出兩者之間的緊密關係。姚廣孝(明)等編，《永樂

大典》，冊6，卷七千五百一十三，「舉子倉」條，頁12。  
64 光澤縣舉子倉合併於社倉的形式，可參看李呂，〈代縣宰社倉砧基簿序〉，《李澹軒集》，

卷5，《永樂大典》，冊6，卷七千五百一十，「社倉」條，頁24。朱熹，〈邵武軍光澤
縣社倉記〉，《朱熹集》，冊7，卷80，頁4137。此二文可參看附文一之4、5相關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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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廣惠倉所具有的平準穀價功能。 65建寧地區的廣惠倉是在嘉定十二年

(1219)，由史浩之子史彌堅(?-1232)知建寧府時所創建的，真德秀(1178-1235)

的記載詳細地說明了史彌堅創置廣惠倉的動機及運作方式： 

謹按故侍講朱文公熹嘗建白立倉于里社，建人賴之。今遺規具存，郡

之賦入雖狹，然節用而計其贏，為緡錢凡五萬，願悉舉以平糴散儲屬

邑田野間。⋯⋯初議用社倉法，穀貴時出以貸民，至秋責其入，既又

慮其有督索之煩、均備之擾，或反以為病，於是祖常平斂散之舊，糶

以夏，糴以秋，糴價視時之高下，而糶則少損焉。⋯⋯於是顓為一司

奉行之，屬通判府事張侯泌總其綱，觀察推官鄭某掌凡糾察之事，又

惟俗利疚非卿大夫之賢者不能知，則以禮屬新知信州朱侯在前，前知

黃州謝侯汲古主其議，凡七邑措置之任悉屬焉，諉令佐之能者名董其

事，而以寓士二人相之，凡倉以里居之有行誼者二人職其出納⋯⋯。

66

原先，史彌堅設立倉儲時，乃是想仿效朱熹社倉之法，夏貸秋收。但是考慮

到社倉賑貸之法「有督索之煩、均備之擾」，於是改採「常平斂散之舊」以

夏、秋調整穀價的方式進行。雖然經營的方式不同，但是由官府監督，鄉里

士人職掌出納的運營方式，仍具有社倉的性質，屬於民間組織。在史彌堅的

推動、地方官及地方名士的合力運營之下，廣惠倉在建安及甌寧兩縣建有 13

座、在建陽有 25 座、在浦城有 22 座、在崇安有 18 座、在松溪有 9 座，在

政和有 7座，顯見數目相當的多。67

(三) 賑糶倉   

  最後，建寧地區自社倉制度推衍而出的則是建陽縣的賑糶倉。建陽縣賑

 
65 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頁60-63；87-88。 
66 真德秀，〈建寧府廣惠倉記〉，《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4，頁13-15。 
67 真德秀，〈建寧府廣惠倉記〉，《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4，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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糶倉最早的經營者是知縣儲用，根據真德秀的記載，賑糶倉最初建立的用意

是因為：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為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不可貸，

故弗置倉。舊仰糴常平，常平法壞，吏徒持空鑰相授。歲五六月舊穀

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盼盼然無所於糴，縣大夫熟視亡策則敷配之

今(按：「今」疑為「令」之誤)出焉，吏舞智其間，細民未遽飽而中家

以上先病矣。68

因此，儲用在慶元二年(1196)設置倉儲，藏米四千石左右，又買田六十餘石

以備不足，希望能在春夏穀物青黃不接之際用以調節米價，以紓民困。但是，

賑糶倉的經營屢興屢廢，儲米數量並不穩定，寶慶元年(1225)劉克莊擔任知

縣之際，檢核糶倉儲米，已不到原先儲用所儲備的五分之一。於是，劉克莊

在隔年整治賑糶倉，除了以三千餘緡的經費作為糴本，增加糴米二千斛，並

買入田地五十餘石外，並針對賑糶倉先給錢、待秋收之後才收米類似預先和

買的方式，修改為錢穀同時交易的方式進行，以避免催討不便的弊端。69

  從建寧地區奠定於社倉的基礎上而衍生出的諸多倉儲形式可以發現，這

些倉儲制度都是配合建寧地區的現實需要而產生：舉子倉是為了解決建寧地

區溺子不舉的問題；廣惠倉及賑糶倉則是針對社倉的弊端及不足之處衍生而

出，這一方面顯示出倉儲制度因地制宜解決社會問題的靈活性，另方面也透

露出屬於民間組織性質的倉儲制度何以能與官倉並存於世，而沿用至清代。 

 
68 真德秀，〈建陽縣復賑糶倉記〉，《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6，頁13。 
69 關於劉克莊重新恢復建陽縣賑糶倉之事，真德秀及劉克莊都有留下相關記載，可參看真德

秀，〈建陽縣復賑糶倉記〉，《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6，頁13-15。劉克莊，〈建

陽縣增買賑糶倉田〉，《後村先生大全集》，卷90，頁778-779。另外，林希逸為劉克莊

所寫的〈行述〉亦提及：「⋯⋯甲申，改宣教郎，知建陽縣，新考亭之祠，祀朱、范、

劉、魏四君子于學宮。庭無留訟，邑用有年，增糶賑糶倉二千斛，大書其門曰：『聊為

爾民留飯碗，豈無來者續新燈。』西山真公記之。⋯⋯」林希逸，〈行述〉，《後村先

生大全集》，卷194，頁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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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倉制度的弊端 

  建寧地區的社倉自朱熹、魏掞之創立以來，經營情況大致良好，能達到

消弭盜賊、扶助農民的預期效果。而由於地方官與地方士紳的合作，使社倉

數目能穩定增加，因社倉衍生而出的倉儲組織也日益多樣化，並可彌補社倉

制度的不足之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穩定的儲米數量是社倉維持的重要條

件，如何在濟助與徵息的收支上達成平衡，如何分配鄉官與地方官員的責任

以杜絕侵佔貪污的弊病，往往是經營社倉的重要課題。上一節所提及社倉形

式多元化的發展，固然反映了社倉具有一定的成效，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

倉經營者必須藉由不同的方式來解決社倉的弊端，或是彌補社倉制度不足之

處。建寧地區社倉的經營得力於地方家族、具有聲望之士的力量頗多，但另

一方面，地方家族與士紳也可能扮演豪者的角色，藉由私人請託、飛灑詭寄、

貸而不輸的方式破壞倉儲制度的運作。朱熹便曾提到建陽縣麻沙社倉「曾被

一新登第人詭名借去一百餘石，次年適值大赦，遂計會倉司人吏直行蠲放。

緣此鄉俗視倣，全無忌憚，視此官米，便同己物，歲久月深，其弊愈甚。」

70而魏掞之所建立的長灘社倉在其死後也因官吏辦事不力，而造成「粟腐於

倉而民饑於室」的情形。再加上「官吏往來又不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

奪，無弊不有。大抵人之所得，秕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

往往有過倍者。」長灘社倉幾乎無以為繼。71而在黃榦〈建寧社倉利病〉一

文中，則提到自從朱熹設置社倉以來，「主其事多非其人，故有鄉里大家，

詭立名字，貸而不輸，有至數千百石者，然細民之貸者，則毫髮不敢負。」

72由於社倉屬於民間組織，貸放的對象標準主要是由當地鄉官決定，私人請

託的情形遂難以避免；再加上倉儲制度可相互挪借、通融有無，若是經營方

式不夠嚴謹，社倉的凋弊是可想而知的。不只社倉如此，因社倉制度而衍生

 
70 朱熹，〈答趙帥論舉子倉事〉，《朱熹集》，冊3，卷26，頁1194。 
71 朱熹，〈建寧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朱熹集》，冊7，卷79，頁4117。 
72 黃榦，〈建寧社倉利病〉，《黃勉齋先生文集》，卷4，頁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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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來的倉儲制度亦有經營不善的情形。以舉子倉而言，朱熹提到「舉子根本，

全仰諸莊佃戶送納租課，諸都人戶回納息米。今佃戶多是豪猾士人、仕宦子

弟，力能把持公私，往往拖延不納。」73而經劉克莊復修、改變經營方式以

杜絕弊端的建陽縣賑糶倉，雖有地方官和富家捐田捐米，到後來仍然出現「大

家多飛寄，中產困敷抑」的弊端。74

  雖然社倉制度不免有循私、抑配的弊端，但是不容忽視的是這些弊端都

是在社倉制度形成一段時日、日益普遍的背景下所形成的，對於社倉弊端記

載的增加，所代表的另一個意義便是社倉制度的普及化。此外，值得再深思

的是，這些文人撰寫社倉弊端的用意究竟為何，是單純地抨擊社倉制度，抑

或是別有用意？黃榦在〈建寧社倉利病〉一文中雖然對於建寧地區社倉的運

營有所批評，但是在文末則寫道： 

人情如此，誠非小故，雖國家法令嚴密，不敢有變，而患生不測，可

為深慮，若社倉之制自此而廢，則嗣歲之憂，誠未艾也。為今之計，

莫行下本路監司，委官早行措置，去歲之逋，必有索之之道，積年之

弊，必有革之之方，使社倉之制既復，則建寧之民可安。⋯⋯75

至於劉克莊則在〈華亭縣建平糴倉記〉提到社倉凋敝、財賦緊縮的情況是「通

天下皆然」，但是「至於學也、倉也，與社稷並而不敢廢，雖甚凋陋，猶存

其名。」76可見這些文人提出社倉制度的弊病，其主要的用意在於喚起注意，

謀求改進的方法，基本上仍是肯定社倉制度對於農村社會所發揮的的功用。

再次，以社倉長期性的發展脈絡來看，社倉並未因這些弊端而就此廢除，反

 
73 朱熹，〈答趙帥論舉子倉事〉，《朱熹集》，冊3，卷26，頁1195。 
74 劉克莊曾記述自他離職之後賑糶倉的發展：「余去，縣印凡數易，至楊侯，大雷倉田可五

百餘石矣。淳祐辛亥(1251)，余行役，道溪上，士民遮道曰：前人增倉田率不能多，惟楊

侯幾二百石，今任侯捐三千緡，所增過楊侯之數，昔未有也。於是高士江某世號江三白

者捐七百餘緡，增五十餘石繼之，通舊田幾百石，盛矣哉。聞邇年余大家多飛寄，中產

困敷抑，為倉之害。」劉克莊，〈建陽縣增買賑糶倉田〉，劉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

卷90，頁776。 
75 黃榦，〈建寧社倉利病〉，《黃勉齋先生文集》，卷4，頁99。 
76 劉克莊，〈華亭縣建平糴倉記〉，《後村先生大全集》，卷88，頁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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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與常平、義倉並行於世，沿用至清而不衰。明清之後，建寧地區的社倉、

舉子倉等設立地點、名稱及形式雖然有所不同，但其民間組織的性質並未改

變，而從明清的地方志每述及倉儲、恤典制度時都會追溯到宋代的創置情

形，便可得知這些制度多半是延續宋代的發展。舉例來說，明萬曆 27 年(1599)

建陽縣知縣魏時應所建的長灘常平倉，便是受到魏掞之、周明仲築倉而民情

遂安的影響，仿朱熹夏貸冬斂的方式重新擇地築倉，其精神與運營方式受到

宋代的影響極大。77總而言之，社倉雖然不免有貸放循私、抑配等弊病，但

是社倉所達到的弭平社會不安及調節貧富的效果的優點，遠超於缺點，這是

社倉得以沿用，也是文人堅持社倉之制不可輕廢的重要原因。 

五、 一般社會濟助制度 

  倉儲制度是中國歷代王朝用以備荒、救荒的主要機構，但除了倉儲制度

之外，還有針對鰥寡孤獨廢疾等提供特殊濟助的各種社會濟助機構。此種針

對特殊人群提供濟助的思想淵源已久，先秦時期《禮記》〈禮運篇〉的「不

獨親其親，不獨子其子，使老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

者，皆有所養」，以及孟子王道之始乃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的政治理想，

 
77 《建陽縣志》卷2：〈倉廒〉徵引了魏時應建長灘常平倉所寫的記文：「邑令魏時應記： 

去邑南三十里許為長灘社，社固有倉，乃宋國錄魏元履先生所建也，考亭朱先生為之記。

廢圮久矣，訪其遺址無有知者，獨其言在耳。記之言曰：元履築倉長灘，而公私遠近因

受其賜，非如曩者奸民嘯呼而愿民驚擾也。其後周明仲君復用朱仲晦議，夏斂冬貸，收

其息且什之二，先君子亦猶行古之道也。古者旅師倉人掌粟入之藏，兇而頒之路室，有

委候館，有積郊里，野鄙皆積眝，故雖荒不害也。余承乏茲邑，有事建州，道經長灘，

輒低徊不能去云。去長灘而上舊為舖，去長灘而下為公館，舖故虛無人，而公館又不足

容從者，置郵稍聚兩未當也。會御史中丞金公持節鎮閩，所至問民疾苦，檄縣鄙以次築

長(「長」疑為「常」之誤)平倉，而長灘適有散地，廣可數十丈，深稱之，乃鳩工庀材，

相地而新焉。左為公館，舖附其右，而中為社倉，蓋車馬往來之所，且得以時勾稽，不

虞乾沒也。其為魏元履故址與否，所不敢知，然亦庶幾不失作者之意矣。⋯⋯」魏時應(明)

修 ，張榜(明)等纂，《建陽縣志》(明萬曆二十九年(1601)版本)，收入於《稀見中國地

方志匯刊》，第31冊(北京：中國書店，1992)，卷2：〈倉廒〉，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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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一直為中國歷代政府所重視，並付諸實現。宋代設置居養院以收容鰥寡孤

獨廢疾之人、安濟坊以提供貧民醫療及醫藥服務、漏澤園以收掩遭遺棄的屍

骨，以及慈幼局以收養棄嬰，便與儒家的王道理想有關。79不過，王道理想

只是這些機構設置背景的一面，背景的另一面應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關。唐

宋以來，人口大量增加、商業發達，貧富分化的情形日趨嚴重，社會益形複

雜，政府對於社會貧窮問題更加注意，濟助措施更為增多，濟助機構也日益

完備。80當中，政府一度還因為濟助機構的設備過於奢華、支給貧民條件過

於優渥而引致不少批評。不過，大致而言，宋代政府在濟助機構上所花費的

心力，對於災情的抒解、以及亟需幫助的民眾的確提供了不少幫助，對於弭

平經濟、商業發展所帶來的社會問題也有相當的成效。宋代政府在濟助機構

上的努力，大致仍受到後世肯定。明清以來各地方的養濟院，便是延襲宋代

居養院的制度而來。 

  除此之外，宋代政府還有意將濟助機構推廣到地方，讓更多貧苦無依民

眾可以得到濟助。以建寧地區而言，記載所見的濟助機構大多建立於南宋時

期，可見宋代政府將濟助機構推廣到地方的理想，已有相當程度的落實。不

過，雖然中央有意將濟助機構推廣至全國各地，在政府能力有限、各地所面

臨的社會問題與財政、人力情形各異的情形下，各地濟助制度的推行與運營

便有所不同。因此，接下來的重點便是，以宋代各項濟助機構的發展與運營

 
78 王夢鷗註譯，《禮記今註今譯》，共2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84)，冊上，第九：〈禮

運〉，頁362。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共2冊(北京：中華書局，1984)，冊上，〈梁

惠王章句上〉，頁5。 
79 《宋大詔令集》提到：「鰥寡孤獨有院以養，疾病者有坊以安濟，死者有園以葬，王道之

本也。」另外《宋史》卷一百七十八，〈振恤〉條則說：「水旱、蝗螟、饑疫之災，治

世所不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宋之為治，一本於仁厚，凡振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

為切至。⋯⋯」宋綬，宋敏求編，《宋大詔令集》，共2冊(台北：鼎文書局，1972)，冊
下，卷186，〈恤窮〉，「居養依大觀三年[1109]四月以前指揮御筆」，頁681。脫脫(元)
等撰，《宋史》，卷一百七十八，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貨上六：役法下：振恤，頁4335。
關於儒家理想對前朝政府與宋代濟助政策產生的影響亦可參見：王德毅，《宋代災荒的

救濟政策》，頁1-10。 
80 梁庚堯師，〈中國歷史民間上的濟貧活動〉，頁608-609。 



社倉與一般社會救濟制度 73 

                                                     

為背景，探討建寧當地濟助機構的發展情形。 

(一) 宋代濟助制度的淵源與發展 

  《宋會要輯稿》食貨六○記載：「居養院始于唐之悲田、福田院」，81由

此可知宋代居養院制度乃是沿襲唐代而來。唐代的悲田養病坊最初創立於武

則天長安年間(701-704)，是一個用以收容貧窮老人、病人、殘疾人士以及孤

兒的慈善機構。其創立與運營，與佛教關係密切。不過，到了唐中後期以後，

已經成為官營慈善機構。82宋代最初於京城所設之福田院，也就是後來居養

院、安濟坊之濫觴，其名稱、淵源便與唐代官營的悲田養病坊關係甚大。 

  宋代立國之初，於京城開封設置東、西二福田院，所收養老幼、乞丐與

殘疾病人人數共計 24人。仁宗嘉祐八年(1063)則增建南、北福田院，收養人

數多至 1200 人左右。83到了神宗熙寧二年(1069)由於當年冬天天氣酷寒，為

了避免貧苦無依之人，凍餓而死，便於原來規定的居養名額之外，超範圍收

養乞丐、貧民。對於超收的貧民，仍比照規定支錢並給予細心的照顧，所有

經費則出於「左藏庫見管福田院錢內支撥」。84從宋初到神宗期間京城福田院

的規置與運營情形看來，福田院之名雖與佛教有所淵源，但是仍屬於官方的

政府機構，這與唐中期以後官方主導悲田養病坊的情形大抵相同，而宋代擴

建福田院、增加收養人數的舉措，則又較唐代的悲田養病坊有進一步的發展。 

  宋代對於濟助工作所表現的關注並未止於京師，到了哲宗元符元年

 
81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恩惠〉，六○之一。 
82 關於唐代悲田養病坊的性質與運營，以及佛教經典、僧侶對於悲田養病坊的影響，可參見：

明郁，〈慈悲喜捨：中古時期佛教徒的社會福利事業〉，《北縣文化》 40(1994.04): 17。
梁庚堯師，〈中國歷史民間上的濟貧活動〉，頁613-614。王衛平，〈唐宋時期慈善事業
概說〉，《史學月刊》 3: 96。 

83 李燾著，黃以周(清)等輯補，《續資治通鑑長編》，共10冊(台北：世界書局，1974)，卷
199，頁17-18。 

84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7，〈食貨．恩惠〉，「神宗熙寧二年(1069)閏十一月二十五
日」條，六八之一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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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8)，中央正式將這項政策推廣到州縣地方。《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元

符元年十月壬午，詳定一司敕令所言：鰥寡孤獨貧乏不得自存者，知州、通

判、縣令佐驗實，官為居養之，即以戶絕財產給其費，不限月分，依乞丐法

給米豆，闕若不足者以常平錢充，已居養而能自存者罷。從之。」85元符詔

令對於宋代後來救濟制度的發展頗為重要。唐武宗時期中央正式將悲田養病

坊收納為官方機構後，從後來並沒有相關史料記載以及宋初的規置來看，唐

中央似乎並沒有進一步發展這項制度，其推行的範圍也應僅止於《唐會要》

所提的京城及諸州層級。元符詔令的重要性便是在於將居養制度推行到諸路

州縣，使受惠的民眾更廣，而宋代後來的居養制度大抵亦是以元符詔令為基

礎，衍生而出。86

  宋初京城以及後來諸路州縣所推行的居養機構，只是宋代濟助工作的一

環。到了北宋後期，除了用以收容貧苦無依的居養機構之外，用以治療貧病、

給予藥物的安濟坊，以及用以代掩貧窮無錢埋葬屍骨的漏澤園也逐漸形成，

並推廣到地方之上。這兩項制度的創立主要與崇寧初期(1102-1106)蔡京

(1046-1126)推動的改革有關。崇寧元年(1102)中央受到地方醫療機構的啟

發，參酌了元符元年的詔令，將居養機構中的拯療疾病功能獨立，別設安濟

坊。87

  至於漏澤園，其思想淵源亦由來已久。作為孝道的表現之一，中國歷來

便重視對於死者的掩埋。宋朝對於死者的掩埋，亦十分重視。真宗天禧年間

(1017-1021)便曾於京師附近購買佛教寺院土地，掩埋無主之屍。88雖然漏澤

 
85 李燾著，黃以周(清)等輯補，《續資治通鑑長編》，冊4，卷503，頁7。 
86 徐益棠，〈宋代平時的社會救濟行政〉，《中國文化研究彙刊》 5: 34。 
87 根據梁其姿的研究，安濟訪的創設與北宋蘄春名醫龐安時(1042-1099)於當地所設置的病
坊，蘇軾元祐四年(1089)知杭州設立的安樂坊以及紹聖年間(1094-1098)吳居厚知和州所創
置將理院等機構有關。梁其姿，《中國近世醫療與社會》(台北：行政院國科會社資中心，

1996)，頁17-18。 
88 脫脫(元)等撰，《宋史》，冊13，卷一百七十八，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貨上六：役法下：

振恤，頁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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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在這段期間尚未形成具體制度，中間還曾經停止支撥經費而使這項政策無

法貫徹。但是大致而言，一直到神宗時期，都有中央代為掩埋無主屍骨的記

載。到了崇寧三年(1104)，蔡京向徽宗建議落實神宗代掩屍骨的政策，得到

了徽宗的批准。至是，漏澤園作為官方掩埋代葬屍骨的機構，並推行於各州

縣的制度正式確立。89

  從上述的討論可以看出，居養院、安濟坊、漏澤園都有其歷史淵源，並

非全然是宋代的創舉，當中有些機構最初民間性質成分居多。例如安濟坊源

於民間組織，居養院也與佛教有密切關係，但是宋代政府將之收編為官方機

構的舉措，正說明了中央主導濟助事業的用心與決心。另方面，即便諸多措

施乃承襲於前朝，但宋代從元符詔令到徽宗崇寧年間一連串改革，將居養、

安濟、漏澤的濟助工作制度化，並積極推行到州縣地方，此種在制度化與普

及化上的努力與積極，確實印證了《宋史》所言「凡振貧恤患之意，視前代

尤為至切」。90  

  宋室南渡之後，並沒有減少對濟助政策的重視，《宋會要輯稿》載高宗

紹興十六年(1146)十二月十四日的詔令所提「以居養名院而窮者有所歸，以

安濟名坊而病者有所療，以漏澤名園而死者有所葬」，便說明了南宋仍依循

徽宗以來居養、安濟、漏澤並行的制度。91除了延續北宋的制度之外，南宋

政府對於濟助工作還有進一步地推廣與創新。以推廣而言，北宋原先的居養

制度在宋室南渡之後，設置更為普遍。在部分熱心地方官的推動下，林野鄉

間也可偶見居養院。92至於創新的部分，首先是合居養、安濟功能為一的養

濟院之創立。93養濟院最初設於紹興、臨安府，後來逐漸推廣到各路州縣，

 
89 關於宋代漏澤園發展梗概可參見：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頁91-100。 
90 脫脫(元)等撰，《宋史》，冊13 ，卷一百七十八，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貨上六：役法下：

振恤，頁4335。梁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頁24-25。 
91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7，〈食貨．「恩惠」〉，「(高宗紹興十六年[1146]十二月
十四日)」條，六八之一四二。 

92 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頁92。 
93 金中樞認為南渡之後，多合居養與安濟功能為一，稱之為養濟院。不過也正因各地情形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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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規置與運營情形都較北宋有進一步的發展。94其次，在醫療福利方面，南

宋也有所進展。北宋景德四年(1107)於京師開封設置的公辦賣藥所，後來在

各地增設，類似的官方製藥、施藥機構如和劑藥局、惠民藥局在南宋便普遍

設立。95儘管部分製藥、施藥機構因營利性質及胥吏漁利其中，而遭受批評。

但大致而言，這些機構的成立與普遍，仍提供給貧病人士一條求助的管道與

獲取醫療資源的機會。 

  不過，南宋政府在濟助制度上最具創新的策略，應屬專門慈幼機構的成

立。北宋時期，棄嬰的養育工作主要由由居養院負責。除此之外，各種慈幼

辦法，如胎養法、官贖鬻子、勸喻收養、濟助貧戶育兒等，也都曾被中央或

地方獲得相當程度的實行。雖然濟助棄嬰的方法眾多，各縣推行的策略也有

差異，但大致而言，到了北宋後期左右，許多州縣都採行以錢米資助貧戶育

兒的措施。96到了南宋時期，在宋代政府與地方官對溺嬰現象的關注下，育

嬰事業的發展更形制度化。首先是前文所提，由朱熹社倉法衍生而出，對產

子之家進行生活救助的舉子倉之成立。在趙汝愚的推動之下，舉子倉以沒收

官田的田租為糴本，而由州縣丞管理倉務的方式，首先在福建建、劍、汀、

邵四州推行，後來進而推廣到其他州縣。舉子倉主要是針對產子之家進行生

活救助的機構，而針對遺棄幼兒，南宋也逐漸發展出專門的慈幼機構。嘉定

十年(1217)江東轉運使真德秀所創之慈幼莊，其經營原則大抵與舉子倉相

 
同，常可見名稱不一，功能相同的居養機構。舉例來說，宋代建寧地區的居養機構，便

合安濟與居養功能為一，但名稱仍為居養院。金中樞，〈宋代幾種社會福利制度:居養院、

安濟坊、漏澤園〉，《新亞書院學術年刊》 10: 145。 
94 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頁92，128-129。 
95 周煇撰，劉永翔校注，《清波雜志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94)，卷12，頁525。周密撰，
吳企明點校，《癸辛雜識》(北京：中華書局，1988)，別集上：「和劑藥局」，頁225。蔡
絛撰，馮惠民、沈錫麟點校，《鐵圍山叢談》，卷6，頁102。關於宋代醫療方面的發展

可參見：梁其姿，《中國近世醫療與社會》，頁12。梁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

善組織》，頁26-27。 
96 關於這些慈幼政策可參閱：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頁100-112。梁其姿，《施

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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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救濟目標則是遭遺棄的幼兒。嘉定十二年(1219)袁甫於湖州所創設之

嬰兒局，對於棄嬰的照顧則更加完善。除了有乳母輪流哺育之外，還提供醫

療服務。到了理宗時期，在中央的推動之下，中央及地方開始有官營慈幼機

構的出現。淳祐七年(1247)中央首先於臨安府設置慈幼局，十年之後，更進

一步詔令天下諸州設置慈幼局，將原先由少數地方官推行的育嬰措施，推廣

到全國各地，97可以受到幫助的幼兒，自然增加許多。 

  從兩宋濟助制度的發展來看，南宋在濟助理念、濟助對象、以及機構普

遍程度上，都較北宋有進一步的發展。許多肇始於北宋的濟助機構及措施，

在南宋都繼續推行，並更為普及。此外南宋在制度也有所創新，慈幼局此一

機構的創立，便使棄嬰可以得到更完善的服務與幫助。   

  不過，雖然政府有意推廣濟助政策，使更多百姓可以受惠。在政府能力

有限、各地狀況不一的情形下，各地施辦的效果不盡相同。北宋末年詔令諸

路州縣實行居養、漏澤、安濟等制度後，除了有如「訪聞州縣，但為文具，

未盡如法」所說的州縣長官視之如紙上行文，未奉命徹底實行的情形外，也

有「聞諸縣奉行太過，甚者至於設供張備酒饌，不無苛擾」設備過豐，引致

批評的情形。98而從南宋屢次詔命地方官親自主持濟助事業，避免胥吏漁利

其中的情形看來，各地方濟助制度運營的狀況，與地方官的為政態度，以及

監督是否確實，有很密切的關係。99建寧地區的例子也說明了地方官對於當

地濟助機構的運營，影響頗大。在對於宋代救濟機構的淵源、發展有所瞭解

之後，接下來，所要討論的重點便是建寧地區各項濟助機構的發展與運營。 

 
97 梁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頁28。 
98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7，〈食貨．恩惠〉，「大觀元年(1107)三月十八日」條，「(大
觀三年)[1109]四月二日」條，六八之一三二，一三三。 

99 宋綬，宋敏求編，《宋大詔令集》，冊下，卷186，〈恤窮〉，「監司分按居養安濟漏澤

詔」、「居養依大觀三年(1110)四月以前指揮御筆」、「居養安濟漏澤事務仰監司廉訪分

行所部按察御筆」，頁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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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寧地區的濟助機構 

  有關建寧地區濟助制度的史料，並不像社倉般眾多而詳細，此在本文中

只能就有限的資料，與當時宋代一般的施行情況作概略性的比較。 

1. 濟助機構的創設 

  首先，就各項濟助制度的創設而言，按照建寧地區地方志的記載，當地

養濟院、義塚、義壟(按：即漏澤園)最早均創設於宋代。而即便是明清時期

所增設的濟助機構，大抵也是延襲宋代的制度發展而成。由此可知，宋代政

府自從元符詔令頒佈以來對於濟助機構普遍化、地方化的努力，從建寧地區

的施行情形看來，的確獲得了相當程度的落實。不過，中央政令的推動仍有

所侷限，宋代最遲於崇寧年間便已詔令各州縣推行居養、安濟、漏澤等制度，

但是依史料所見，這類機構見之施行於建寧地區，卻是南宋以來的事。除了

幾個縣份沒有記載實施時間，以及浦城的養濟院、兩所義阡，與建陽縣的養

濟院無法確定是北宋或是南宋所建立之外，其他的濟助機構都是南宋時期所

創設：建寧府養濟院於乾道五年(1169)建立；建安縣漏澤園為紹興十四年

(1144)所建，其義壟則為淳熙十五年(1188)郡守趙善所建；甌寧縣義壟為淳熙

十五年(1188)知縣趙善所建；崇安縣養濟院為景定五年(1264)知縣劉漢傳所

建。從建安縣義壟創設的記載：「莆陽舊志云：『崇寧三年(1104)，詔令擇不

毛之地為漏澤園，以掩骸胔之暴露者。』紹興十四年(1144)，臣僚奏請海處

蓋庵屋兩間，募僧二人，主管收齊，月以常平錢米給之。⋯⋯。」100則可進

一步確定，建安縣義壟的創置乃是依循崇寧三年的詔令所實行的。但是從詔

令頒佈到實行，卻相隔了四十年之久，宋室南渡、兵馬倥總或許有所影響，

但是如此長久的空白期似也顯示出中央詔令與地方真正實行，當中的落差，

而這也驗證了前文所提北宋末年部分州縣「但為文具，未盡如法」的說法。 

 
100 黃仲昭(明)修纂，《八閩通志》，冊下，卷61：〈恤政〉，頁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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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在實行時間上，建寧地區與中央政令的頒佈有所落差外，濟助機構

的設置與運營方式也有因地制宜，而呈現與中央政令頒佈不同的情形。南宋

理宗寶祐四年(1257)中央詔令天下諸州建立慈幼局，但就史料所見，建寧地

區並未設置慈幼局。這一方面可能與當時各地方設置仍不普遍有關，101但建

寧地區原本便有舉子倉以濟助產子貧戶的制度，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2. 濟助機構的運營情形 

  關於建寧地區濟助機構的運營情形，並沒有太多的相關記載，但是《弘

治建寧府志》則詳細記載了宋代建寧府居養院(按：明代後改稱為養濟院)的

運營情形，可供我們參考： 

養濟院一所，在府城寧遠門外光錄坊，即宋居養院、元貧子院。洪武

八年建，收養鰥寡廢疾之人，每名月支廣實倉米三斗，縣柴薪三十斤，

夏給苧布，冬給棉布各一疋，各縣同。 

按舊志，宋乾道五年即建溪門外設，以官屋為之，後以窄隘不容，太

守趙彥端移設今所，聚流移疾病及年幼不能自存之人。大者日支米一

升五合、鹽菜錢一十五文省。小兒日支米一升、鹽菜錢一十文省。冬

寒人給楮衾、席薦各一，病而死者支埋殯錢五百文省。以行者一名、

惠司管幹軍員一名監視支散，醫司一名胗療疾病，日各支錢三貫給

之，又以軍典一名抄轉簿曆，月支紙劄錢一貫。所用藥物之數，欲月

終申軍資庫給其直，米取於省倉畨給四十石，錢取於公使庫，畨給四

十貫，支用既盡，接續申支，府差一員，專督其事。102

從上述的記載可以得知，建寧府於南宋創建的居養院，收容的對象涵蓋了流

離失所、貧病及貧幼人士，綜合了居養院收容與安濟坊醫療的功能，符合南

 
101 根據王德毅的研究，理宗屢詔天下設立慈幼局，其設置應相當普遍，不過根據《永樂大

典》所載，實行的地方只有八、九處。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頁118-120。 
102 劉璵(明)修，賈暹(明)纂，《弘治建寧府志》(1494年刊本)膠片，(台北：國立故宮博物院，

1997)，卷17：恤政，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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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來居養、安濟合一的趨勢。關於員工方面，一般而言，北宋的居養院原

先並沒有固定職員，京城的居養院主要由吏部差人巡視，各州縣則由縣令、

佐負責，而實際上，院內諸多工作則是由胥吏所負責的。後來有鑑於胥吏冒

請、欺隱騷擾等弊端，再加上居養院規模漸大，工作日益繁多，有人手不足

之憂，北宋崇寧年間之後，居養院開始添置人員，增設軍典或手分負責抄轉、

供報文字，以分擔工作並減少胥吏舞弊的弊端。103建寧府居養院設有惠司管

幹軍員、僧人各一人負責監督工作，軍典一人負責出納官物、供報文字的人

事安排，與北宋末年監督日漸嚴謹，分工逐漸詳細的趨勢相同。而院內設有

醫司一名診治病人，醫療費用可以向軍資庫資請，以及支錢助掩院內因病而

死亡者等措施，則與紹興十三年(1143)紹興府錢塘、仁和二縣安濟坊的運營

方式類似，也符合當年戶部下令諸路州縣養濟老病貧乏不能自存以及給藥醫

治病人的規定。104大體而言，遲至南宋乾道年間才設置，合居養、安濟功能

為一的建寧府養濟院，其規模、設備或許不像某些地方的居養院，在地方官

的大力推行之下，達到屋舍眾多、設備完善，人員充足，甚至有僧侶負責點

檢粥食，火頭負責炊事、打掃的盛況，105但是從其規置、人員配置，以及對

 
103 宋綬，宋敏求編，《宋大詔令集》，冊下，卷186，〈恤窮〉，「奉行居養等詔令詔(崇寧

四年[1105]五月二十九日)」，頁680。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恩惠〉，
「(崇寧)四年[1105]十月六日」條，六○之四。徐益棠，〈宋代平時的社會救濟行政〉，

《中國文化研究彙刊》 5: 36。金中樞，〈宋代幾種社會福利制度:居養院、安濟坊、漏

澤園〉，《新亞書院學術年刊》 10: 134-135。 
104 《宋會要輯稿》載：「(紹興十三年[1143])十月十四日臣僚言：欲望行下臨安府城錢塘、

仁和縣踏逐近城寺院充安濟坊，遇有無依倚病人，令本坊量支錢米養濟。輪差醫人一名

專切看治，所有湯藥大醫熟藥局關請，或有死亡送舊漏澤園埋殯。於是戶部言：今欲乞

行下臨安府并諸路常平司仰常切檢察所部州縣，遵依見行條令，將城內老病貧乏不能自

存及乞丐之人依條養濟，每有病人給藥醫治，如奉行滅裂違戾，即仰按治依條施行。從

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7，〈食貨．恩惠〉，「(紹興十三年[1143])十月十四
日」條，六八之一四○。 

105 舉例來說，北宋時創置、南宋淳熙五年(1179)重建的蘇州居養院「為屋六十有五，為楹三

百有十，為室三十，長廊還礎，對關列序，集癃老之無子妻、婦人無夫親者分處之。幼

失怙恃，皆得舍焉。籍官民疇千六百六十畝，募民以耕，歲得米七百石有奇。旁著三廩，

浚三井，庖舍、蔬圃，食用寓具，舉無一遺。」以及慶元、嘉泰年間(1195-1204)淮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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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養者的照顧看來，大致符合南宋濟助機構使窮者有所歸、病者有所療、死

者有所葬的恤民之意。106

  其次，以對濟助對象的支給條件來看，建寧地區的支給條件並不下於一

般南宋濟助機構。北宋崇寧間蔡京推動濟助工作的改革，居養、安濟、漏澤

等設備與支給條件都十分優渥，107「於居養、安濟，皆給衣被器用，專雇乳

母及女使之類，資給過豐，常平所支，殆不能支，至侵擾行戶。」對於濟助

機構經費花費之大，支給條件及提供之服務之優渥，以致引起時人有「不養

健兒，卻養乞兒。不管活人，只管死尸」的批評。108後來在經費不足的考量

下，宣和二年間(1120)遂減少不必要的設備與花費，改成日支大人米一升，

錢十文省，十一月至一月冬寒之際加柴炭錢五文省，小孩減半的方式。一直

到南宋，支給條件大抵都是如此。109建寧府養濟院每日支給大人米一升五合，

 
路的居養院「計瓦屋二十五間，置造應干合用床薦雜物器用之屬，約可存養一百餘人，

計支用錢三千二百餘貫，米二十石。⋯⋯輪差僧行各一名主掌點檢粥食，分差兵士充火

頭造飯煮粥，洒掃雜使，把門使喚。輪差醫人診候病人，用藥調治。⋯⋯」。這兩所居

養機構便是規模相當大、設備齊全，對收養民眾照顧極為周到的居養機構。盧瑢，〈重

建居養安濟院記〉，收入於(明)錢穀，《吳都文粹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1385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83)，卷8，頁34。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6，
〈食貨．恩惠〉，「嘉泰元年(1201)三月十一日」條，六○之一、二。王衛平，〈唐宋時

期慈善事業概說〉，《史學月刊》3: 98。王德毅，《宋代災荒的救濟政策》，頁130-131。 
106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7，〈食貨．恩惠〉，「(紹興十六年[1146]十一月)十日」條，

六八之一四二。 
107 北宋崇寧至大觀年間的居養院，其支給辦法大概是大人日支米一升，小兒減半；另支錢

大人十文，小兒減半，每五天一次發放。年八十歲以上者，依條例許新色白米及柴錢；

年九十以上者，每日增給醬菜錢二十文，夏月支布衣，冬月衲衣布被；百歲以上者，每

月添給肉食錢，並且增給醬菜，通為錢三十文；冬衣給綿絹衣被，夏則單綃衫褲。崇寧

元年之後，居養院規模更形擴大：設供帳、備酒饌、置蚊帳、給酒肉、崇祭醮；給衣器

用，雇乳母女使，資給甚豐。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恩惠〉，「大觀
元年(1107)三月十八日」條，六○之五。關於居養院支給辦法的演變可參見：金中樞，〈宋

代幾種社會福利制度:居養院、安濟坊、漏澤園〉，《新亞書院學術年刊》 10: 142-144。 
108 陸游撰，李劍雄，劉德權點校，《老學菴筆記》(北京：中華書局，1979)，卷2，頁27。
周煇撰，劉永翔校注，《清波雜志校注》，卷2，頁74。 

109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恩惠〉，「(宣和)二年(1120)六月十九日」條，
「(孝宗隆興)二年(1164)閏十一月十六日」條，六○之七、十三。金中樞，〈宋代幾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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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菜錢十五文省，小兒米一升，鹽菜錢十文省，冬天還另外發送衣被的支給

條件，與南宋當時政令所頒佈的支給條件相比，是有過之而無不及。 

  按照《宋史》及《宋會要輯稿》的記載，上述居養、安濟支給濟助對象

的錢米以及其他人事支出，在崇寧年間主要是以常平錢米及戶絕財產支付。

當中常平錢米因主要是食米經費來源，小兒教養費用又出於此，乃是居養、

安濟機構主要的經費來源。110而除了從常平倉支撥外，南宋期間的四川及紹

興府亦有常平倉米不足，「于見管義倉米內通融應付」以及「于省倉下界糴

場封樁米內借撥」的情形。111至於漏澤園，史料中雖未明確指出經費來源，

但依照《宋會要輯稿》所提代埋無主死屍的工食錢「即于常平司錢內量行支

給」判斷，常平倉米應是漏澤園經費來源之一。112綜合而言，宋代居養、安

濟、漏澤等機構的經費主要是來自常平倉，若有不足，亦可從其他地方補撥。

至於建寧地區濟助機構的經費來源，從《永樂大典》所徵引《建安志》的相

關記載，以及與其他史料相參照，常平倉應也是主要來源，《永樂大典》引

《建安志》： 

郡邑財計大者有四，總其出入者省司、常平之倉庫是也。故養兵養官

之費，悉隸於省司，養民養吏之費悉隸於常平，在在皆然。唯閩部上

四州於省司、常平之外，鹽倉庫亦號重務。⋯⋯省倉為屋百間，廒二

十眼，扁以千文字號，垣墉周備，廳宇明敞，係乾道七年(1171)太守

趙公彥端即其舊重建，有常平使者王公逑為之記。每月支給軍糧俸

 
會福利制度:居養院、安濟坊、漏澤園〉，《新亞書院學術年刊》 10: 142。 

110 脫脫(元)等撰，《宋史》，卷一百七十八，志第一百三十一，食貨上六：役法下：振恤，

頁4339。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恩惠〉，「元符元年(1198)九月二日」
條，六○之三。 

111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恩惠〉，「(紹興)三十一年(1161)九月七日」條，
「(孝宗隆興)二年(1164)十二月十二日」條，六○之十二、十三。關於居養機構經費來源

可參見：金中樞，〈宋代幾種社會福利制度:居養院、安濟坊、漏澤園〉，《新亞書院學

術年刊》 10: 136-137。 
112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冊6，〈食貨．恩惠〉，「(紹興)十五年(1145)六月二十三日」
條，六○之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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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倉官司其出入。常平倉係乾道六年(1170)趙公彥端改刱於省倉之

近也，環廡共六十三楹，分敖為十六區，扁以千文字號，門墉廳宇悉

類省倉，已併見於王公逑為之記。紹熙五年，倉使宋公之端闢一敖於

門廊右偏，別儲所收絕院租米以給義壟支費，遇有斂散，司法主之。

113

從文中所提建安縣「養民養吏之費悉隸於常平」，與《八閩通志》徵引莆陽

舊志記載建安縣於紹興十四年(1144)所建漏澤園「募僧二人，主管收齊，月

以常平錢米給之」，114以及《永樂大典》引《建安志》文末所提常平倉使宋之

端於常平倉旁另闢倉庫，用以貯存義壟租米等情形判斷，常平倉應是建安縣

濟助機構重要的經費來源之一。另外，前文所引《弘治建寧府志》養濟院的

相關記載，則說明了建寧府養濟院支給貧乏不能自存人士的米糧，乃是來自

於省倉。限於資料，我們無法精確得知建寧濟助機構各項經費的來源，以及

當中是否有通融借用的情形。不過，可以確定的是，常平倉應是重要的經費

來源。 

3. 政令與實行的落差 

  南宋時期中央頒令地方推行的濟助機構主要有養濟院、漏澤園及慈幼

局。當中慈幼局的普及度因資料所限，難以評估，不過養濟院與漏澤園在各

地則已有相當程度的普遍。建寧地區在南宋也已設置了養濟院與漏澤園，雖

然並未具有針對棄嬰而設的收養機構，但是早在趙汝愚的推動之下，已設置

了專門資助貧戶產子的舉子倉。大體而言，在南宋時期，建寧地區已經分別

有專門的濟助機構，針對貧病、貧幼、貧弱等特殊群體提供濟助服務。從資

料所見建寧地區居養院的規模、人員配置、運營及支給條件來看，雖不及部

分地方屋舍華麗、設備齊全的居養機構，但與當時中央政令及一般施行情況

 
113 姚廣孝(明)等編，《永樂大典》，冊6，卷七千五百一十二，「諸州省倉」條，頁22。 
114 黃仲昭(明)修纂，《八閩通志》，冊下，卷61：〈恤政〉，頁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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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建寧地區是有過之而無不及，也大致符合南宋使窮者有所歸、病者有

所療、死者有所葬的恤政施行理念。不過，值得注意的是，建寧地區在部分

濟助政策的實施上，與中央政令的頒佈有所落差。舉例來說，中央最遲於崇

寧年間(1102-1106)便已頒敕天下推行居養、安濟及漏澤諸制度，但是根據史

料，建寧地區這些機構的設立與普遍，卻是南宋紹興十四年(1144)以後的事。

而南宋理宗時期頒佈諸州設置慈幼局，也未見之實行於建寧地區。另外，建

寧地區濟助機構的經費來源、人員配置與支給條件等細部運營事目，與當時

中央的規定也不盡相同。未設慈幼局，可能與當地已有類似的慈幼機構：舉

子倉有關。政策有所延誤，可能與宋室南渡、戰火頻仍有關。但是實行的時

間差距之大，與濟助機構運營上的差異，以及可以因地制宜，不設慈幼局等

情形，應有其他重要的原因。 

  這當中，地方官的為政態度可能便是關鍵之一。從資料所見，與建寧濟

助機構推行有關的地方官主要有：趙善、趙彥端、劉漢傳以及宋之端。其中

於建安、甌寧二縣設置漏澤園的知縣趙善，因為資料有限，對於他的生平梗

概，我們不得而知。至於於崇安縣設置養濟院的崇安縣知縣劉漢傳，在前一

節社倉的運營中已針對他設置社倉之動機有所討論。劉漢傳具有道學背景，

又向當地道學家族蔡家求道問學，道學家仁民愛物的理想，以及與當地具有

社會聲望、亦熱心於濟助事業的家族交往，可能是他致力於推行社倉、養濟

院等多項濟助事業的原因之一。至於乾道六年(1170)建安縣常平倉的整治以

及乾道五年(1169)所設養濟院的遷移，則是建寧知府趙彥端之功。根據趙彥

端的好友，後來亦擔任建寧知府的韓元吉之記載，趙彥端是宗室之後，「力

學能風，風度灑落」的文學涵養、氣度，吸引不少士大夫與之交往，他還因

與趙汝愚父、兄交情匪淺，在《宋元學案補遺》被列入〈玉山學案〉之中。

至於為政態度，趙彥端知饒州時，便已因「為政簡易而辦治」而為當地邑人

所稱頌。知建寧府時，趙彥端「舊悉其俗，民以便安。歲餘，治倉廩亭館一

新之。因嚴不舉之令，且曰：『毋俾民畏，當有以利之也。』乃乞下戶生子，



社倉與一般社會救濟制度 85 

                                                     

給米一斛，與錢千，及蠲其身丁，凡萬四千緡，而以府用之錢償縣。」115從

趙彥端於建寧地區的施政情形可以看到，真正勤政愛民的地方官，乃可以設

身處地為人民著想，積極爭取福利。趙彥端目睹當地不舉子情形之嚴重，乃

以利誘民，助民育子。即使法令中並沒有增列這筆經費，也能另覓資助管道。

前文所提宋之端利用「寺院絕米」充作義壟經費，可能也是因為沒有相關經

費或經費不足，而與趙彥端一樣，另外尋求經費資助。建寧地區濟助機構的

經費來源與營運情形之所以與中央規定略異，與這些仁民愛物的地方官酌量

當地情形，制訂適合當地的濟助政策，以及籌措經費來源的管道不同有關。

但是，無論如何，這些濟助政策的實行，還是得靠這些願任其事的地方官去

執行。另一名官員，也就是支撥絕院寺院租米，作為義壟經費的提舉常平鹽

事宋之端，也是位仁民愛物，以消除人民不幸為己任的好官員。他除了對義

壟營運有功之外，還向朝廷奏請，將建、劍、汀、邵等州的沒收官田田租，

用以助民舉子。宋之端為毘陵人士丁大榮設倉之義行，曾寫下〈助濟倉記〉，

文中寫道：「士大夫孰不慕為仁，而不安於忍，倘坐視民病，如秦越之肥瘠，

真忍人矣，大概當官臨民，亦盡吾心焉耳。」116他撰寫此文的目的雖在於表

達他對丁大榮義行的羨慕與讚許之意，但從他生平的種種善行仁政，亦可看

出，他實已將「士大夫孰不慕為仁」做為自我期許，並且落實這個目標。劉

漢傳、宋之端、趙彥端等例子，說明了一個勤政愛民、有心於濟助事業的地

方官，對於當地濟助工作的推行，影響甚大。他們或因為具有道學背景，或

因具有士人學道以愛人的仁心，願意配合中央的政策，酌量當地情形，以制

訂適合當地的濟助策略。建寧地區濟助機構之所以遲至南宋才建立，可能與

 
115 韓元吉，〈直寶文閣趙公墓誌銘〉，《南澗甲乙稿附拾遺》，冊2，卷21，頁426-428。王
梓材(清)、馮雲豪(清)撰，張壽鏞校補，《宋元學案補遺》，冊4，卷46：「玉山學案」，
頁11。 

116 陳壽祺(清)等撰，《福建通志》，冊5，卷122，〈宋宦績〉，頁19。宋之端，〈助濟倉記〉，
收於：陳夢雷(清)編，《古今圖書集成》，共79冊(台北：鼎文書局，1985)，冊77：經濟
彙編考工典，上冊，卷64：倉廩部，頁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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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當地的地方官較積極於濟助工作有關；117而政策之所以與中央有異，則

可能與當地民眾所遭遇的難題、當地財政情形致使地方官採取變通的方式有

關。 

六、 小結 

  大體而言，中國的荒政制度在宋代得到了更進一步的發展，這一方面表

現在中央與民間對荒政思想的重視，另方面則表現在中央推行的荒政機構，

在民間的落實與多樣化。 

  以建寧倉儲組織的發展來看，當地常平倉及義倉的實施狀況，由於資料

所限，我們無法清楚得知詳細情形。但大致來說，每縣都設有常平、義倉，

而且從地方官支撥常平倉米作為義壟、居養院的營運經費來看，當地的常平

倉及義倉具有相當的儲蓄防災功能。不過，常平倉及義倉由於是官方主持，

仍有其侷限之處。一方面是官吏敷衍塞責，漁利其中，以致倉儲組織效果難

以彰顯。另方面則是繁複的勘災過程，以及設置地點多半處於城市，以致飢

民，尤其是鄉村之民難以獲得濟助的缺失。鄉村之民無法及時獲得濟助的問

題，在宋代建寧地區商業逐漸發展、社會階層分化日益擴大的背景下，日趨

嚴重。無法獲得米糧的貧民，或出賣生產工具、田地成為流民，或淪為富戶

高利貸下的犧牲者，甚者心存不滿，對閉廩富戶及政府產生敵對情緒，釀成

民亂，危害社會秩序。 

  建寧地區一些有志之士，如魏掞之、朱熹，為了消除這些因糧食問題而

產生的社會不安，創立了位居鄉村、由鄉里士人主持的社倉，以彌補常平、

 
117 從附表一所記載有關建寧地區社倉及濟助機構設置的情形可以發現，建寧地區濟助機構

多半創置於南宋，而地方官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另方面，從版本較早的地方志，例

如《閩書》：文蒞志，《建寧府志》(1541年刊本)：名宦，(《八閩通志》：秩官只載歷

任官員，未記其事蹟)，《崇安縣志》(1670刊本)：官師，《建陽縣志》(1601年刊本)：官
師誌．名宦，以及《浦城縣志》(1651刊本)：宦績等有關宋代地方官的記載，亦多以南宋
人物居多，由此可知，南宋當地的地方官似較積極參與濟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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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倉不足之處。而建寧地區奠定在社倉的基礎上所發展出的舉子倉、廣惠

倉、賑糶倉則亦是以民間經營的方式，解決當地溺子不舉、富家飛灑詭寄、

閉糴以俟高價的社會現實問題。從建寧地區倉儲組織的發展以及營運情形來

看，可以發現倉儲組織的功能主要仍是儲蓄防災，但是經由中央、地方政府

與當地士人的設計與配合，倉儲組織防災與消除貧富不均的功能更為突出。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建寧地區之所以成為社倉首先設置，及發展較為

順利的地區，朱熹是關鍵因素。社倉制度需要民間及官方力量，也就是中央

與地方力量的整合，才得以順利推行。建寧地區一方面向來有地方大族與鄉

紳參與地方事務的傳統，而朱熹自幼便與當地大族及仕紳有所接觸；另一方

面，朱熹道學大師的背景，得以與諸多具有道學背景的官員維持良好的關

係，藉由朱熹的交友以及在閩學形塑而成的共同價值觀，建寧地區仕紳與官

員，地方與中央的社會網絡得以聯繫，互通有無，也是社倉得以推行的重要

背景。 

  不過，社倉制度的出現固然突顯出民間力量的增強，但是民間力量得以

參與，必須在官員（國家權力的代理人）允許的前提下進行。建寧地區社倉

制度推展得較為順利，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地方官熱衷於地方事務，以及與鄉

里士人合作。換言之，社倉制度雖然是民間組織，但似是在政府的管理之下

所進行的。此外，社倉制度乃是建立在都、保、鄉的基礎行政之上，運用保

甲法以確定人數、戶口及田畝的基礎上而進行，在救災、恤民的背後，其實

也隱含著國家運用非官僚的本地基層組織對地域社會的影響力，來加強對廣

大鄉村的控制。元代後來將里社納入國家基層行政組織，以及明代里甲制度

的形成，便是國家權力擴張的體現。118因此，在注意社倉制度所代表的救濟

事業民間化趨勢的同時，不可不注意國家在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相對於民間組織性質居多的社倉，建寧地區其他的濟助機構：居養院、

 
118 關於元代如何將具有民間自發的互助結社納入國家控制的軌道、成為政府的基層組織，
可參閱：陳衍德，〈元代農村基礎組織與賦役制度〉，《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4(1995.09):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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漏澤園等則屬於官方性質的政府機構。當中雖然不乏由僧人管理，或以寺院

作為濟助機構設置地點的情形，但這可能與魏晉以來，佛教長期主導、參與

濟助事業有關。宋代其他地區的濟助機構，例如宋初京城開封的福田院之名

稱、歷史淵源，以及以僧侶掌管漏澤園、寺院作為漏澤園場所的情形，也都

帶有些許宗教色彩。但是這些機構終究是政府機構，經費支出乃由政府支

付，僧侶也是政府支錢差管。這種借力於佛教團體經驗、人力的情形，與魏

晉至唐中期以來佛教主導濟助事業的方式與意義，截然不同。 

  從建寧地區有限的資料中，可以發現當地濟助機構之設立與普遍，乃是

始自於宋代。由此可以得知，宋代政府於濟助機構普遍化、地方化的努力，

已有相當的成效。雖然其實行時間晚於政令頒佈有幾十年之久，但其規模、

人員配置、支給條件大致符合南宋使窮者有所歸、病者有所療、死者有所葬

的恤政理念，而與當時的政令相比，亦是有過之而無不及。建寧地區與中央

政令有所落差的不只是在於政策實行時間，建寧地區未設置慈幼局，以及濟

助機構實行上的細則，都顯示出與中央政令有所差距。這些差距形成的原因

有很多，但地方官的為政態度可能是重要的關鍵之一。有些仁民愛物的地方

官，例如趙彥端、宋之端等，乃能站在人民的角度，致力於濟助機構的設置

與運營，並能積極尋求經費管道，以助濟助工作順利推展。建寧濟助機構之

所以在南宋才設置並普及，可能與南宋當地的地方官較樂於推動濟助事業有

關。而運營上，例如經費來源、支給條件及規模與他地有異，可能便與這些

地方官的施政及經費來源的管道不同有關。 

  從建寧各項濟助機構運營的情形來看：社倉的成立與當地人士的倡議以

及地方官的熱衷地方事務，願意提供協助，關係密切。至於居養及漏澤等機

構的設置與運營，又與地方官為政態度關係甚大，易言之，人事力量是濟助

事業推行與運營的重要關鍵，因此，我們有必要將焦點轉移到當地人事運作

對於濟助事業運營所產生的影響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