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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和糴是官方透過交易形式，向民
間徵集穀物的措施，原為供給西北邊
區軍糧，其後實施地區向關中及江淮
一帶擴散，功能也延伸向平價與備荒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本計劃在探討官倉出貸制度
時，發現和糴問題學界爭議頗多，遂
從其中特別抽出和糴問題來討論，共

的民用。和糴原則上是只糴不糶，隨
著政府彈性運用倉儲，以及功能轉向
民用，其操作方式也有了調整。啟動
和糴的兩個要件是官方有糴本，民間
有剩餘穀物。糴本的多寡、有無受時
局與賦稅的影響最大，唐政府至遲在
玄宗時已編列預算項目，但國家財力
不足時也會臨時動支腳錢、鹽利等應
變。民間的剩餘穀物往往靠商人運來
交易，但唐代不利的交通條件與政府
管制措施，反而削弱了和糴的商業
性。和糴的執行由所在軍司、州縣、
或巡院負責，帳目需勾檢與上報中
央，中央還不時派遣使職監臨，其管
理與查核體系相當嚴密。但和糴終究
難擺脫貪吏不法與豪家覬覦，也無法
防杜官司隱欺，像敦煌文書裡河西豆
盧軍軍倉交糴的利潤，其實就是私下
隱沒的穀物。只因軍國之用頗依賴和
糴，政府雖然明知和糴之弊，也不能
輕率停廢。

計成文二篇，一篇約三萬字，名為〈唐
代和糴問題試論〉，另篇約一萬五千
字，名為〈唐代和糴的管理體系〉，
探究的幾個方向是：
1. 敦煌文書中河西豆盧軍軍倉的和
糴與交糴究竟有何差別，其與郡
倉和糴的關係是什麼？和糴與交
糴能否從交易對象上觀察其特色
與異同？和糴估、交糴估的價差
用意何在？
2. 和糴的實施源起於關中，還是西
北邊區？和糴最初的目的是在供
軍，或如常平倉之平價？前者關
涉到和糴的淵源與實施地區，後
者觸及和糴的功能與運作方式，
皆是了解和糴原貌與演變趨勢的
重要課題。
3. 政府廣泛實施和糴，和糴規模甚
至比常平、義倉要大，則和糴必
有讓政府不能不重視的作用。再
者，和糴的弊端甚多，人民深受
其害，而政府仍堅持行之，顯然
和糴有難以廢置的理由。
4. 和糴有糴本才能運作，糴本在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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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成為政府的預算項目？糴本來
自稅賦中的哪些名目？由什麼機
構主掌？它如何隨時局與稅制異
動而起伏變化？地方是否有自行
籌集的和糴經費？
5. 和糴的加價收糴可吸引商人來交
易，但商人考慮的成本因素，影
響到和糴所能建構的貿易圈，故
政府的糴本數量、交通運輸條
件、政府招商的態度、是否有管
制措施、以及政府安定與否等，
都會牽制和糴的進行，影響和糴
的商業性，須逐一加以衡量。
6. 和糴涉及龐大錢物，應有管理、

玄宗時廣泛推行於關中地區，此
後更向江淮一帶擴散。供軍國之
用的和糴，運作上是只糴不糶，
與常平法的既糴且糶不同，但因
和糴可儲備大量穀物，唐政府遂
權宜用之，或減價出糶，或賑給
儲粟，不僅在操作上漸向常平、
義倉靠攏，連功能也延申向平價
與備荒的惠民之政。
3. 和糴擁有大量錢物，自然易引起
貪吏豪家的覬覦與官司的不法行
徑，於是反操利權，強制率配，
挪用錢物、假帳隱欺，使和糴弊
端叢生，人民備受其苦。然和糴

查核體系，才能防止弊端，因此
要探究和糴的執行單位，了解其
是否有專人、專庫、專帳來處理
和糴事務，是否依勾檢程序審計
財務出納。此外，中央關切和糴
的運作，派出的和糴使各具有何
種特殊使命。其與執行單位間的
關係如何？

是國家財政的重要補助手段，又
可調節物資，供軍國與民生之
用，故政府即使明知其弊，也不
願輕言罷廢。
4. 和 糴 須 有 糴 本 才 能 啟 動 官 民 交
易，糴本的多寡有無受時局與賦
稅的影響最大。唐前期的糴本以
戶稅與庸調疋段為主，安史亂後
一度因國用匱乏而停頓，至兩稅
法確立，財源穩定後，度支糴本
與稍後成立的戶部糴本雙軌並
行，成為唐後期最重要的兩個糴
本來源，直到晚唐府庫空竭，和
糴才無法再運作下去。
5. 和糴至遲在玄宗時期已編入度支
歲計，成為常規性的制度，但除
了既定的預算項目，唐政府有時
也會臨時動支腳錢，鹽利等來和
糴，並允許地方以羨餘錢充和糴
經費，但這通常是國力不足時採
取的應變對策。
6. 和糴名為兩和交易，政府實居主
導地位，它可調撥糴本，挹注資
金，具活絡商業的作用。和糴的

三、結果與討論
經分析後，本計畫得出下列幾項
重要論點：
1. 敦煌文書中河西豆盧軍的和糴與
交糴，其實是利用兩種不同的估
價，在總錢數不變的情況下，軍
倉以較低的交糴估收取較多穀
物，一份列入支糧帳上報中央，
一份留為利潤帳私自扣下。軍倉
交糴每筆數量頗大，交糴估一般
仍高於時價，唯富戶商人才能支
應，也才有利可圖，這與郡倉和
糴多屬只交少量穀物的農民，相
當不同。
2. 和糴初以供給西北邊軍為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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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價收糴亦對商人具吸引力，政
府對和糴招商的態度也由排斥、
接受而傾向依賴，但唐代的交通
條件不如理想，政府管制措施造
成閉糴現象，都大為削弱和糴的
商業性，並不易發展出長程貿易。
7. 和 糴 制 度 化 的 管 理 見 於 玄 宗 時
期，已有專司、專庫、專帳來處
理。唐後期隨著三司格局與巡院
的出現，和糴在地方上的業務轉
而由巡院來承擔，其無巡院處，
則委諸當管州縣。和糴帳目由各
司勾官負責，中央有時還派和糴
使或出使郎官、御史監臨、訪察。

欺手法。
3. 糴本的來源與演變，學者或略而
不談，或只集中討論唐後期的戶
部錢，既未注意糴本與時局、稅
賦的關聯性，也將戶部錢對糴本
的作用過度誇大。本計劃將唐代
糴本分為發展期、匱乏期、雙軌
期、崩解期四個階段，並在預算
項目之外，還考慮臨時支用與地
方自籌經費，所論周全而具時代
變遷的特色。
4. 和糴靠兩和交易，可是學者多未
注意和糴的商業性，本計劃分析
政府調撥糴本的意義，加價收糴
對商人的吸引力，政府對和糴招
商的態度、漕運與交通條件對和
糴的影響，以及閉糴等管制措施
對和糴的傷害，從而了解和糴所
蘊含的商業性。
5. 和糴是重要的財政輔助手段，卻
鮮有人論及和糴的管理體系，本
計劃從和糴窖磚列名的官吏，敦
煌文書和糴會計牒與勾徵文書
裡，觀察唐前期和糴如何由臨時
特遣的使職，進向專司、專庫、
專帳來處分。而唐後期的和糴又
如何隨著三司的形成、巡院的設
置、使職的普及化，發展出新的
管理體系。此外，和糴帳目的勾
檢與申覆程序，也是討論重點之
一。

四、計畫成果自評
討論和糴的文章相當多，依筆者
所見，本計劃論文無論深度與廣度，
都遠超過現有成果。所提論點深具創
見，對學界貢獻甚大，茲略舉突破性
議題如下：
1. 學者常把和糴與常平混淆不分，
也連帶誤認平價為和糴的原始功
能，其實和糴原則上只糴不糶，
供軍國之用所收糴的穀物隨即耗
盡，與常平的既糴且糶，本錢往
復使用，並藉此平抑物價，本不
相同。和糴的平價功能是以後才
發展出的，但也使和糴的運作方
式產生變化。
2. 敦煌文書中的和糴與交糴，論者
多把交糴的利潤帳視為二種估價
的價差，而不明為何會有二種
估，也不明利潤帳產生的原因。
本計劃從帳目核對及文書書寫形
式，得知所謂利潤帳，不過是軍
倉牟取私利所作的假帳，而且很
難由一般勾檢或查帳發現該種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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