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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已完成論文〈唐代的財務

勾檢制度〉，共約四萬餘字，茲摘要如

下： 

  為了健全國家財政，考核施政績

效，了解預算執行，發現違法失職情

事，唐自垂拱年定制勾帳式後，中央

與地方政府即依式進行財務勾檢工

作。財務勾檢以會計帳簿為依據，完

整的帳簿資料，應據齊全的收支憑証

編成，舉凡政府的每筆出納，領付雙

方都有單據為憑。會計帳簿的種類

多，視需要而做成各式帳歷，帳與歷

是有區別的，歷一般隨時間先後次序

而記錄，帳則為歷的簡化與整理結

果，但二者常相配合運用，成為勾檢

時的重要依據。 

  官府的財務檢查是多重的，可分

內部審計與外部審計兩大類。前者由

各財務單位自行核查，並將帳簿上報

中央的倉部、金部與度支，使國家了

解財務收支狀況，並據以編製預算。

後者才是本文的重點，由中央各司及

地方各級官府的勾官，專門負責稽察

財政財務方面的違失。唐代的勾檢採

逐級勾的方式，有自勾與他勾兩種，

並且京司每季一度，諸州每歲一度，

將勾檢結果申中央比部做總查核。勾

檢系統是獨立於財務單位之外的機

構，也因此外部審計具有獨立審查的

作用。 

  出土文書中有不少勾帳的資料，

勾帳通常由典吏作成，判官簽署後，

交由勾官勾檢。勾官勘驗時用朱筆書

寫與簽署，依據帳歷核對勾帳，但勾

官不只是做帳面檢查，他還盤查庫

藏，以免被官吏做假帳蒙蔽。勾官對

帳時，注意每筆帳的來龍去脈，必要

時還用朱筆加註。如審核無誤，則會

在該帳的右側朱書「勘同」字樣，並

署名；如有疑問或錯誤，除了直接改

在勾帳上外，可能還會要求重新作

帳，再做勾檢。各官府的財務文書數

量龐大，光靠所設的一、二勾官，很

難完成劇務，州縣設有勾所或錄事

司，勾官之下應有不少勾典，協助從

事勾檢的工作。  

  唐後期的財務制度有很大的改

變，三司使分掌國家財賦，各有獨立

支配權，地方諸使與巡院也各自擁有

財政權，唐前期建立在財賦統一原則

上的勾檢制因而破壞，諸州勾檢結果

也鮮少上於中央，原本做為全國最高

審計機構的比部，漸漸失去權力，取

而代之的是御史台的財務監察和派到

外地的使職，以及留後與巡院的勘

會，稍稍彌補了中央對地方在財務勾

檢上的缺憾與漏洞。從財政財務的掌

控來說，後期中央的權力遠不如前期。 

  勾官勾獲的名品與數量，各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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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需進行勾徵。勾徵的執行自上而

下，不但索取當年欠帳，也通勾歷年

逋負。但因民眾或官典無力交納，常

成為遠年債務，有時計息已至十數倍

還不得放免。大致上，被勾徵的欠負

除了下詔放免外，幾乎無其他免除辦

法，因此欠負者身繫牢獄，累及親鄰

保人的事層出不窮。 

 

關鍵字：唐代 勾檢 財務 比部 

錄事參軍 御史臺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為保證國家財政財務的有效運作

與執行，考核並追究官吏的相關責

任，中國自古以來即設有審計制度。

審計制度萌芽於夏商或西周，開始於

春秋戰國時代，興盛於秦漢之際。周

禮的司會、宰夫等官，正負責會記審

計工作。睡虎地秦律裏的倉律、金布

律、司空律、效率等，都載有上計與

稽核之法規與方式。尹灣 6 號漢墓東

海郡集簿，及漢簡中大量的財務收支

簿與校簿，則是政府重視財務管理、

監督之明證。這些細密的法規、專職

人員與科學記帳法，表明古代中國已

體認計量法治國的重要性。 

唐代的審計制度在既有基礎上發

展得更完善，舉凡勾檢、勾會、勘會、

勾覈、按覆、勾等語詞，都代表檢核

稽查的意思。唐代的勾檢制度普遍存

在於政府各機構，除了有行政管理的

作用外，更值得注意的是其財務勘覆

的職能，本文即以唐代的財務勾檢為

研究目標。 

財務檢查其實是相當複雜的制

度，一般研究者多只強調預算項目的

勾檢，對於預算外經費，或機構自籌

經費是否也要勾檢，則鮮有人注意，

本文擬以官本錢為例，勾勒這項制度

的施行範圍，看看國家經費是否在任

何狀態下，都納入財務勾檢體系內。

學者們論勾檢，通常只探討相關法規

或活動方式，很少更深層地追問勾檢

的依據是什麼？帳簿如何作成？其在

勾檢中起著何種作用？中央、地方各

司的經費在會計核算後，必須經內部

審計與外部審計的幾重檢查，前者由

財政管理機構負責，後者由勾檢系統

擔綱，本文主要探討獨立於財務機構

之外的勾檢系統，如何從事財務檢

查，以及政府設置勾檢系統的意義。

勾官雖屬勾檢系統，但仍在行政體系

內，其勾檢真能維持獨立審計的精

神，不受長官的節制或影響？財務檢

查應配合財務制度來進行，唐後期財

務制度發生變動，檢查系統包括比

部、三司使的勾檢，與御史臺的財務

監察，也都跟著需作調整，這與前期

的制度有何不同，宜做比較分析。儘

管唐朝設有重重財務檢查關卡，但勾

檢能否順利進行？成效如何？導致檢

查失實的原因是什麼？勾檢又會衍生

什麼後果？都是不能忽視的課題。本

文意圖完整地重建唐朝的財務勾檢體

系，並藉著對官本錢的查核，填補目

前預算外勾檢的空缺。 

本文所擬章節如下： 

 一 前言 

 二 會計帳簿的作成－以官本錢為

例 

 三 內部審計與外部審計 

 四 勾檢法規與方式 

 五 後期勾檢制的變動 

 六 勾徵的執行 

 七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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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論 

本計畫著重分析的幾個方向是： 

1. 財務檢查要憑藉會計帳簿，完整

的帳簿資料應據齊全的收支憑

証編成，唐人早有開立收支憑証

的習慣，而據此整理出的各種形

式的帳簿，便成為財務勾檢時的

依據。本計畫從出土文書中論証

帳簿如何作成。 

2. 財務勾檢是一種審計工作，分內

部審計與外部審計兩種，前者指

財務管理部門的查核，後者指獨

立於財務機構之外的勾檢系統

的查核，亦本計畫主要探討的對

象。文中分析是否所有政府經費

都要勾檢，內部審計與外部審計

方式的異同，並介紹外部審計制

度的特色。 

3. 唐代的勾帳式已佚，只能從出土

文書觀察勾帳的作成與勾檢的

方式。勾檢要特別製作勾帳，勾

官依據帳歷檢核，並用朱筆寫

畫。本計畫還針對幾個問題深入

研究，如自勾的勾帳與上於比部

的勾帳，製作方式是否相同？勾

官是否具有獨立審計的精神？

實際的勾檢工作是否全由勾官

一人核校？這些都是研究者從

未觸及的問題。 

4. 安史亂後國家財政體制有重大

改變，財賦統一則破壞，中央難

以管轄地方，原有的財務檢查系

統跟著解體，從而醞釀出新的勾

檢制度。本計畫討論比部職能弱

化後，是否有其他官司替代或彌

補財務檢查的漏洞；隨著藩鎮勢

力的增強，地方勾檢產生何種變

化，中央能否有節制的辦法，這

些都與前期的勾檢體系大不相

同。 

5. 勾檢的結果在帳面上顯示的應

在與欠負兩部分，其實都是要透

過官典向人民勾徵的。本計畫分

析為何區分為這兩項，勾徵的原

因與方式，及所衍生的問題。 

 

四、計畫成果自評 

1. 研究者從未注意作為勾檢依據的

會計帳簿如何作成，此為本計晝

的突破之一。從出土文書中看

出，政府的每筆出納，領受人與

交付者都有單據為憑。政府根據

這些憑証，編製成帳歷。帳歷的

形式很多，視管理機構與勾檢單

位的需要而定。大約在開元年

間，唐人已發展出四柱式的計帳

法，懂得在帳面上將前後期帳連

結在一起。帳歷的作成，不僅本

司可據以了解該項財務的運用狀

況，同時也是勾檢時勘驗的一個

根據。 

2. 本計畫區分內部審計與外部審

計，並考慮勾檢的範圍，是另項

突破。財務機構的內部審計屬管

理層次，勾檢系統的外部審計才

真具檢查作用。前者用墨勾，自

己對帳用；後者用朱筆，乃勾官

檢校。但二者審核用語無甚分

別，都有維護國家財務，杜絕官

吏姦欺的意義。原則上，政府所

有的財務收支，無論預算內或預

算外，都要經勾官審核，但如果

官司經費不是自政府撥給，而是

自行籌得，則至少不必申中央的

比部勘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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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勾檢系統採逐級勾的方式，有自

勾與他勾之分，京司每季一申比

部，諸州歲終申比部。文中特別

針對學者所提《唐六典》錯簡問

題再做論証，認為《唐六典》誤

將依道里遠近定申到時日，錯記

為定申報次數。唐代逐級勾是在

很嚴密的制度下進行，充分展現

這個大帝國對財政管理與財務檢

查的重視，也讓人體認到中央皇

權不容地方財政自行其是。 

4. 本計畫除了運用出土文書，說明

勾官的勾檢方式外，還提出幾個

重要論點：首先，上於比部的勾

帳，不同於一般自勾的勾帳，蓋

比部不再核對帳歷，只需知勾獲

數與欠負原因。其次，勾官雖不

致與當地官民站在反對立場，但

他仍能維護獨立審計的精神。再

者，實際查核常由眾多勾典執

行，勾官只於最後簽署負責。 

5. 前期的財務勾檢制是依財賦統一

原則設計，唐後期中央權力不

振，財政支配權分散於三司使、

地方巡院與藩鎮，不僅京司勾檢

不專於比部，多委託掌財經監察

的御史台來負責，地方財務上於

比部者亦多不實，中央只好加強

使職的委派，直接到地方去查核

不法。後期勾檢體系的演變，顯

示中央已無力控制地方財政財務

狀況，勾官獨立審計的精神亦遭

削弱。 

6. 勾獲之名品與數量，有應在與欠

負二項，應在即應納而未納，常

掛帳上；欠負乃應交而未交，必

須催徵。自中央而地方下符執行

勾徵，但因民眾或官典常無力交

納，成為遠年債務。大致上，被

勾徵的欠負除了下詔放免外，幾

乎無其他免除辦法，因此欠負者

身繫牢獄，累及親鄰保人的事層

出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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