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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是專書《唐代官方放貸之

研究》中的一章，分為四節，共約六

萬字。該書已全部完成，正在接洽出

版中。本計畫的四節，分為三篇文章，

將分別發表在會議與期刊中。這四節

標題是： 

一、京司官本的管理 

二、地方的專營官司 

三、捉錢者的身分特徵 

四、經營方式與欠利問題 

摘要如下：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官方大

量運用放貸法籌措財源的政權，在可

知的十餘種官本中，筆者逐一考論京

內外各司的情形，認為主掌官司應是

判官，而非學者所認為的勾官。尤其

是唐後期比部權力式微，更不可能再

主導官本，京司官本多由御史臺檢勘。 

唐朝是一個重視身分階級的社

會，實際負責捉錢的人，並非自恃甚

高的品官。唐政府為了鼓勵典吏捉

錢，不惜讓其入流為官；為能增加利

錢數，除用高戶富室外，也下及於一

般百姓。唐政府不斷因應客觀形勢的

變化，調整捉錢者的身分與財富狀

況，但這對唐朝的官場文化與人民的

生活，都產生不小的影響。 

  官本的經營方式主要有興易法與

出舉法兩種，後者自高宗起有後來居

上之勢，但二者常並行不悖。因官本

的推廣運用，每人的捉錢本數趨於細

分化，使得捉錢者勢必及於城郊或鄉

村居民，而大量貧戶的被納入，讓官

本耗損或欠負的問題嚴重起來。但利

率不是決定捉錢者命運的唯一要素，

官府的態度才更具關鍵性。 

 

關鍵字：唐代 官本 判官 捉錢 

身分特徵 利率 欠利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官本錢的種類繁多，功能各異，

至今乏人對其經營方式做整體性的研

究，本人擬將本研究計畫納入專書《唐

代官方放貸之研究》營運管理篇中之

一章，期能了解唐代的某些公務支出

如何能不靠財稅收入，就可以捉錢方

式獨立自主的籌集費用。 

  官本施行的範圍很廣，且有屬司

化的現象，但它們的職權可能與財務

無關，因此官本錢的經營是否有統籌

辦理的機構？還是由各司自行負責捉

錢？是本計畫要探討的方向之一。 

  唐代捉錢者的身分相當複雜，本

計畫擬從各種角度，分析不同時期、

不同身分的捉錢者，在執行放貸任務

時，會面臨何種壓力與困境，或能得

到什麼優免與利益，以探知捉錢者對

此項任務之趨避原因，及官本放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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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順利運作。 

  欠利嚴重是官本放貸的普遍現

象，欠利的原因何在，本計畫從官本

利率、捉錢者，與國家法令三方面來

檢討，期能了解唐政府為何一再賜

本，以及捉錢者為何長期深陷欠利狀

態。 

 

三、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得出幾項重大成果： 

1. 官本的管理者是京內外各司最與

財務相關的判司，而非勾官；比部

也非全國最高統籌管理官本的行

政機構。亦即官本由各司自行管

理，其財務由各級勾官檢查，勾與

判的職權明顯區分，某些學者認為

勾官與比部負責管理官本的論點

是不正確的。 

2. 官本經營靠放貸法與商貿法取

利，不必課稅於民，亦品官所不屑

為，所以唐政府視高戶、典吏為捉

錢者之首選，並給予入流、免役、

免刑等優惠。然而隨著官本的推

廣，少數的典吏與高戶不足以捉為

數龐大的官本，於是城郊與鄉村居

民被大量捲入，背離了唐政府置本

經營的原意。 

3. 唐朝仍有不少長於算計的富商大

賈在捉錢，但他們或以私錢添雜官

本牟利；或以捉錢為幌子，唯求影

庇，冀能免役免刑；或挾貲行天

下，倚以自高，而納利殊少，總之，

已與唐政府對高戶捉錢的期望，有

頗大的差距。 

4. 唐代捉錢的規模，因本數的小額出

放與貧戶的大量參與，官本的影響

範圍遠大於政府原先的預期，開元

年間全國可能有高達百萬人的龐

大捉錢隊伍，而中唐時期長安城的

捉錢戶就約占總戶數的兩成，顯然

唐政府不想加重百姓負擔的想法

是落空了。 

5. 唐後期的捉錢者有戶名化的趨

勢，戶內之人因而受益或受牽連的

情形，較前期個別性色彩稍濃的捉

錢者為明顯。另外，元和以後京司

新增一些與捉錢相關的職掌，如監

管與催討本利錢的捉錢官，負責督

責捉錢的驅使官，大概都由典吏、

高戶任之，其地位介於曹司判官與

捉錢者之間。 

6. 唐代的利率雖遞降，仍相當高，也

因此欠利問題一直很嚴重。前期政

府收取利錢依〈雜令〉的規定，以

利不過本為原則，但後期京司自有

財務考量，徵取高倍數利錢而不肯

輕易放免，故破家之外，更累及親

鄰，欠利問題對後期的社會與民

生，影響或許比前期還要大。 

 

四、計畫成果自評 

1.本計畫得出官本的管理者是京內外  

各司最與財務相關的判司，而非勾

官與比部，批駁了學界的說法，這

是一個重要成果。 

2.本計畫區別管理者與經營者，並將

捉錢者的身分特徵及其演變過程，

與唐代的官場文化、商賈習性、人

民生計做了結合，提出許多前人未

注意的論點，這是一大突破。 

3.本計畫不是含混述說欠利問題，而

從捉錢者的身分、利率變化、法令

規定、政府的財務考量、對欠利的

放免態度等面向，細緻分析其原

因，是目前研究中之最深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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