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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擬定篇章結構 

經過一年的思考與整理資料，本

人已將複雜的問題理出一個頭緒，並

擬出預定的書名與篇章結構，本研究

計畫可謂已邁出重大的一步。書名是

《置本息利：唐代官府的放貸行為》，

全書結構如下： 

序章 

甲篇、 放貸實況篇 

第一章 唐前期的公廨本錢及其

演變 

第一節 公廨本錢的置廢與

制度變革 

第二節 公廨本錢數之分析 

第三節 利錢與前期外官俸

錢之分配 

第四節 唐後期公廨本錢的

沒落 

第二章 食利本錢在唐後期的推

廣運用 

第一節 食堂制度與食本功

能 

第二節 食本的來源 

第三節 唐後期各司本數蠡

測 

第四節 食利本錢的流散與

濫用 

第三章 其他諸色官本的設置 

第一節 倉糧出舉 

第二節 常平本錢 

第三節 館驛與諸坊本錢 

第四節 其他 

1. 供頓本 2.宴設本  

3. 祭祀本  4.病坊本  5.

牧監本  6.陸運本  7.和

雇本  8.課役本  9.其他 

第四章 唐政府對設置官本的認

識 

第一節 官本設置的錢物形

態 

第二節 官本設置的資金來

源 

第三節 官本設置的時間演

變 

第四節 官本設置的類型分

析 

第五節 官本設置的財政意

義 

乙篇、 營運管理篇 

第一章 放貸機構與捉錢方式 

第一節 官府放貸之專營官

司 

第二節 捉錢者之身分分析 

第三節 官本經營方式及其

特色 

第二章 財務查核體系的制約 

第一節 勾檢制的財務審計 

第二節 財經法紀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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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當放貸的法律責

任 

第三章 官方放貸的得失檢討 

第一節 官方放貸的原因與

效益 

第二節 經營困境的產生及

其影響 

結論 

二、目前工作進度 

 本計畫在探討唐代官方的放貸行

為，雖然置本息利只占政府財政中極

小一部分，但因此法用途廣泛，功能

繁多，且普遍存於各機構，幾乎終唐

之世都在運作，故其實是個面向極

廣，處理角度極多的複雜課題。即使

某些官本的設置頗為細碎，但仍需整

體性地去認識相關制度與措施，全面

性地去搜集有關資料，因而大幅增加

寫作前的準備時間。目前除了擬出全

書結構外，重要史料的收集已完成太

半，專書與論文的閱讀正在持續中，

特定官本項目也寫成會議論文。雖然

至今僅小部分問題有單篇論文，且尚

未改寫成書中篇章，預計自八月起，

將逐步把既有研究成果，加工改寫入

本書，希望能在未來一年內完成該專

論。 

三、研究成果概述 

 近年來本人持續關注官本放貸問

題，到目前為止，已發表或將發表的

期刊論文與會議論文計 4 篇，因本題

而延伸出的論文計 2 篇（置於本書附

錄）。茲將各篇提要摘錄如下： 

1.〈唐代官本放貸初探－州縣公廨本

錢之研究〉：州縣公廨本錢制度是唐

代官方經營的放貸事業，它是以國

家預算外的收入，供給地方官府或

官吏的各種開銷，尤其在唐前期財

政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的目

的，一在了解為何唐政府不顧儒家

官僚反對，要用放貸之法，獲取財

政收入；二在探究該項制度的功能

與特色，及其興衰遞變之跡；三則

欲以州縣公廨本錢制度為例，觀察

它的經營管理辦法，從而認識官方

放貸事業如何進行，並評估其實施

成效。如本文分析所示，在唐政府

沒有找到穩定財源，足以取代州縣

公廨本錢之前，仍只有以放貸法維

持各項費用。直到唐後期，該種本

錢才因戰亂而喪失殆盡，制度功能

也因此大幅萎縮,而漸失其重要

性。州縣公廨本錢的營運與管理，

雖然嚴謹而有法度，但也有不少弊

病，以致造成本錢流失，放貸者破

產等問題，而影響到制度的執行。 

2.〈唐代州縣公廨本錢數之分析－兼

論前期外官俸錢之分配〉：州縣公廨

本錢制度，是唐代官本放貸中，實

施最久，影響最大的一種。本文的

目的，在從公廨本錢標準額，與敦

博五八號地志殘卷公廨本錢數的比

對中，觀察各州縣置本實況，並探

尋造成差距的原因與意義。收息以

充外官俸錢，是唐前期該制設置的

主要原因，文中分析外官的給俸原

則，並略估各官的月俸數，以了解

外官俸制的特色，及影響俸數的因

素。如研究顯示，州縣的等第高低

與貧富狀況，與本錢生息能力密切

相關，足以影響州縣實際本數能否

符合法定標準額。此外，前期外官

因不依品給俸，俸錢並不必然與州

縣等第或官品相對應，直到安史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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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地方官俸由國家統一支給，情況

才有所轉變，但公廨本錢至此也走

入末路，不再受人重視。 

3.〈唐代食利本錢初探〉：太宗皇帝勖

勉官吏辛勤治事，擬供給內外百官

廚食，唯因唐初國家粗安，財政尚

不豐給，遂仿效公廨本錢生利充官

俸法，置食利本錢。食本雖然由放

貸法輾轉生利，以供公廚食料，但

本錢的籌集或添賜主要還是由政府

負擔，其方式是緊縮各司其他方面

的經費，或將未消化掉的預算，以

及特種收入，用為食本，以節省財

政支出，減輕政府壓力，維持公廚

運作。設食置本的目的其實不專在

飲食，它還可借百官會聚食堂而議

政聯事，並正位秩次序，故為政教

之大端。然中葉以後，食本的功能

趨於多元化，各官司開始運用食本

以為公廨雜項開支，並及於其他公

用。隨著內外百司對食本依賴的加

深，與食本在補助財政不足，擴大

預算上的效果，使其愈來愈受各方

重視，既未因其取用儒家官僚鄙視

的放貸法而遭禁止，也未因其欠利

嚴重，民戶不堪，或政府不時要添

補食本，而使統治者動念取消此

制。故唐政權持續設置食本，實在

是兩害相權之下的理性選擇。 

4.〈唐朝官倉出貸芻論〉：唐代官府的

放貸以諸色本錢為主，但官倉時而

亦以糧食出貸。官倉支出穀物後通

常不必回還，用於平價或和糴的倉

儲也無利潤或不以營利為目的，因

此需納利或收息之倉糧出貸，究竟

有何特色，值得深入探討。出貸糧

榖普遍存於各種不同形式的官倉，

其目的不外消極地助人民度過災

荒，積極地讓社會迅速恢復生產，

或提供官府與軍隊必要的開支。倉

糧出貸很不同於本錢出舉，因為它

受限於糧食的季節性變化，未必能

全然像本錢出舉那樣按月生利。倉

本來自政府撥給或穀物回收，錢貫

或疋段也是重要的本錢形式。官倉

之貸出數量一般不太多，可以推測

受貸者多屬農民階層。倉糧出貸有

一定的出納手續，經管人員、工作

效率與時程，以及檢查體系等，應

是衡量官倉出貸成效的指標。 

5.〈唐代和糴問題試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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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也延伸向京畿官用及平

價、備荒的民用。敦煌文書裏顯示

和糴實施的具體情形，但亦發現造

假帳之隱欺手法。和糴原則上是只

糴不糶，隨著政府彈性運用倉儲，

與功能轉向民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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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剩餘穀物除了由政府調撥外，往

往靠商人運來交易，以達成物資調

節的目的。但唐代不利的交通條件

與政府管制措施，有時反而削弱了

和糴的商業性。和糴是一種補充性

的財政措施，唐政府在軍國之用上

對之依賴甚深，除非糴本空乏，從

未輕率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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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代和糴的管理體系〉：本文擬從
國家局勢與財稅背景的演進上，觀

察和糴的管理方式及變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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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目需勾

檢與上報中央。安史亂後，唐代新

的財政體制形成，度支系統下和糴

的運作，委託度支巡院來負責；戶

部系統下的和糴，在戶部巡院尚未

出現前，委由其他職司代行。唐朝

和糴使的委任相當頻繁，主要為監

察性質。雖然和糴的管理體系頗為

嚴密，但貪吏豪家的不法行徑，使

和糴弊端叢生，大為削減其成效。

唐政府因和糴在國家財政上具重要

作用，遂不顧人民感受，依然行之，

直到晚唐府庫空竭，才無法再運作

下去。 

四、未來研究規畫 

  本書規模龐大，原本申請三年期

計畫，但貴會核為二年期，要在未

來一年內完成資料收集，論文研

讀，與幾十萬字的專書寫作，壓力

確實很大。擬定的工作計畫是： 

1. 先就已有研究成果的甲篇第一、二
章改寫，這兩部分可說是諸色官本

放貸中所占本錢數最多，實施最普

遍，對國家財政影響最大的項目。 

2.  次就甲篇第三章進行寫作。這部
分相檔龐雜而細瑣，有些項目或許

史料不多，作用不大，但前三節的

各色官本，無論在施行的頻度，對

國用與民生的影響，或在制度的維

繫與運作上，都有非比尋常的重要

意義，可能需要花較多時間做準備

與寫作。尤其是第三節的館驛與諸

坊本錢，涉及唐代體系龐大的交

通、通訊與貨運設施，可能先以單

篇論文的形式發表，再改寫入本

書。 

3. 甲篇第四章是唐政府設置諸色官
本的一個總檢討，意在凸顯本題的

價值與意義，並具提綱挈領旳作

用。 

4. 乙篇第一章討論的內容相當多，而
且學界對官本放貸究竟由各官司

的什麼部門負責，有不同見解，要

做仔細辯証。本章的複雜性頗高，

需兼具細密的工夫與統合的能

力，預期要花較長時間才能完成寫

作。 

5. 乙篇第二章的重點集中在各勾司
與御史台的財務查核，及追究違貸

者之法律責任。意味由財政、經濟

角度，轉向制度、法律角度，是防

制官本弊端，及處理善後問題所必

需採取的措施。 

6. 乙篇第三章是對官本營運管理的
一個總檢討，也是該項政策利弊得

失之總檢討，而本課題之歷史意義

與效用，由此亦可彰顯出來。 

希望未來一年內能完成本書之初

稿，再經修改潤飾而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