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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不對稱與奏摺制度之研究 

----清世宗朝的分析 
 

顧 慕 晴
*  

《摘要》 

資訊不對稱（Asymmetry of Information）是資訊經濟學（Economics 

of Information）探討的主題之一。該理論認為為了使市場有效運作，須儘

可能使買、賣雙方站在一資訊公平、對稱的立足點上，交易方容易達成。

另就理性的個別買、賣雙方言之，均欲掌握愈多的資訊，才不至於在交易

之時，遭到矇騙。在我國歷代的王朝中，專制皇帝對國家的統治，必然需

要官僚----皇帝的分身。皇帝如何保證官僚，唯唯謹謹的遵守皇帝的敕

令，專心治理百姓？績效若何？中國幅員廣懋，皇帝深居九重，眾多的官

員與人民分散各處，形成「天高皇帝遠」的態勢，皇帝可說處於「資訊不

對稱」的劣勢。歷代皇帝均採取各種方法加以扭轉。奏摺制度是清朝皇帝

為了扭轉資訊不對稱的有效利器之一，其發展的最高點為清世宗在位時

期。因之，本研究遂以此時期為主要的探討範圍。本文探討的主題為：資

訊不對稱的理論，奏摺的意義、奏摺產生原因，奏摺扭轉資訊不對稱的機

制與奏摺對資訊不對稱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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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官僚體系中，公文系統具有高度的重要性，因為資訊的流通與顯示，須依賴

公文加以負載與傳達。若公文中的資訊質量兼優，則有助於執政者制定政策與管理

行政。奏摺制度為清代特有的公文系統，在時間上，幾乎貫穿整個清代，由清初康

熙朝逐漸形成，經雍正朝而興盛，至乾隆朝取代奏本，又至光緒朝取代題本，成為

正式的公文體系。在地位上，奏摺於康雍兩朝為君臣之間私人的往來信函，到乾隆

時，則具有半官方的性質，至德宗光緒二十七年（西元 1901 年）則成為朝廷的正

式公文制度。因之，就其發展過程與地位來看，奏摺可說是有清一代文書制度的最

重大變革與運作基礎，其對清代政治與行政的重要性，不言可喻。以往學界對於奏

摺制度的研究，約略可分為兩種導向，一為奏摺史料的彙整與編輯。例如，一九二

五年北平故宮博物院成立後，曾先後刊印《文獻叢編》（北平國立故宮博物院文獻

館編，1964b）、《掌故叢編》（北平國立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1964a）、《史料

旬刊》（北平國立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1963）等書；台北故宮博物院曾編纂《宮

中檔康熙朝奏摺》（國立故宮博物院，1976）、《宮中檔雍正朝奏摺》（國立故宮

博物院，1980）、《宮中檔乾隆朝奏摺》（國立故宮博物院，1982）、《宮中檔光

緒朝奏摺》（國立故宮博物院，1973）；大陸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亦曾編纂《康熙

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84）、《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

編》（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91）等。二為專論式的學術研究。其中與本論文主

題有關者，主要有黃培所寫之〈雍正時代的密奏制度----清世宗治術的一端〉

（1962）；吳秀良（Silas, H. L. Wu）所著之《通訊與中國皇家統治：宮廷編年史

制度之發展》（Communication and Imperial Control in China: Evolution of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1693--1735）（Wu, 1970）；陳捷先之〈雍正硃批諭旨----控制臣

僚的一種工具〉（1971）；莊吉發所撰《清代奏摺制度》（1979）；楊啟樵之《雍

正帝及其密摺制度研究》（1983）；與郭成康所著《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

（2003）等六者。黃培之〈雍正時代的密奏制度----清世宗治術的一端〉主要分析

雍正皇帝強化密摺的時代背景，密摺的形式、內容、類別，具摺人之擇取、權利與

義務，密奏之傳遞等。吳秀良之《通訊與中國皇家統治：宮廷編年史制度之發

展》，探討康雍時期奏摺制度的發展情形，以及康雍兩位皇帝對奏摺制度的期望。

吳氏認為康熙皇帝主要是基於帝國之傳承和抑制朋黨，而建立奏摺制度；雍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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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為了行政效率與控制官員，擴大了奏摺制度（Wu, 1970: 107-123）。陳捷先之

〈雍正硃批諭旨----控制臣僚的一種工具〉析論未能在《雍正硃批諭旨》一書中刊

載之「未錄」與「不錄」的硃批奏摺，深具研究價值，又言硃批諭旨是雍正御下的

重要權術工具之一，其不時的運用硃批來聯絡大臣、紐合大臣、收集臣工資料、監

視官員言動和迫使百官實心工作。莊吉發之《清代奏摺制度》一書主要分析奏摺的

史料價值、奏摺的發展過程與所載內容。楊啟樵之《雍正帝及其密摺制度研究》，

述及奏摺制度的緣起、內容，硃批諭旨竄改的原因與方法等。郭成康之《十八世紀

的中國政治》一書主要探討奏摺對清代專制皇帝的意義，以及奏摺對內閣、六部權

力的影響。綜而言之，以上六篇文獻可說是從史實的角度論述奏摺制度的發展因

素、過程，奏摺的格式、內容、遞送等，以及探討奏摺對君臣之間權力分配的影

響。至於專門以君臣之間資訊不對稱角度分析奏摺者，則較為少見。蓋強化資訊之

收集，以化解皇帝資訊閉塞之弊，是奏摺設立的最原始與最重要功能之一。清世宗

曾於雍正八年（西元 1730）七月七日諭：「虞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先儒註曰，廣

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耳目錮蔽，民情物理不能上

聞，則雖有勵精圖治之心，而措置未必合宜，究難成一道同風之盛，是以各省督撫

大臣於本章之外，有具摺之例。」（不著編人，1976c：4-5）世宗所言「廣四方之

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即是擴大資訊收集的意思。因之，奏摺制度與資訊的掌

握關係密切。本文乃從君臣間資訊分配關係的改變，亦即從資訊不對稱的角度，分

析奏摺制度。當然，前述六篇文獻對本文的撰寫，提供了相當大的思考啟發與資料

導引作用。 

本文之所以選擇世宗朝為研究的時間範圍，主要是因為清代密摺制度發展至雍

正皇帝時期，可說是達到頂峰。以奏摺數量言，現存之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數量約

為四千餘件（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84b：7）；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數量高達三

萬五千餘件（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91a：2）。奏摺制度嗣後的運作，均以此時

期的擘劃為基礎。吾人可謂康熙時期的奏摺制度，是自然形成的力量大於有意之設

計，尚處於摸索中的朦朧狀態；而雍正時期的奏摺制度，則基於其明確認知國家政

治應有其秘密的一面，則處處顯見世宗精細的斧鑿刻劃（郭成康，2003：175）。

本文所論之奏摺制度固然以雍正朝為主，但奏摺的發展有其連續性，故行文之中亦

會旁及康熙朝、乾隆朝之奏摺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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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訊不對稱 

資訊不對稱（Asymmetry of Information）是資訊經濟學（Economics of 

Information）探討的主題之一。資訊的充分性是經濟體系達致完全競爭，無須外力

干預，即可經由「看不見的手」（即市場機能）達成最佳效率狀態的重要條件之

一。古典經濟學家在討論市場機能運作時，為簡化分析，常假設市場參與者擁有

「完全資訊」，即供需雙方對彼此及市場價量瞭若指掌，因此很容易達成均衡的價

格與交易量。但現實的經驗世界絕非如此，例如，資訊不對稱就足以造成所謂的

「市場失靈」現象。資訊不對稱之概念源於經濟學家 George A. Akerlof，其為二○

○一年諾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當年另兩位得主為 A. Michael Spence 與 Joseph E. 

Stiglitz，三人皆以在「資訊不對稱分析」方面的卓越成就而獲獎 （Akerlof, 1970; 

Spence, 1973; Stiglitz, 1976）。這方面的理論，近年廣泛應用於金融、保險市場，

對於政府政策制定亦有極重要的啟示。 

資訊不對稱是指代理關係（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或買賣關係中的雙方，

因為彼此的目標不相同，形成非合作的賽局（non-cooperative game）。當其中一方

無法在資訊充分（full information）的情形下進行決策，另一方將利用這種有利於

己的優勢，採取不同於對方在資訊充分下所採取的決策。因此，資訊不對稱導致資

訊不完整的一方處於不利的情況。此種不利的情形，會使資訊較多的一方，剝削資

訊較少的一方，以圖利自己，導致機會主義（opportunism）式的不公平交易。機會

主義式的不公平交易產生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道德危機（moral hazard）的

現象（王春源，2003：4-5）。逆選擇為較欠缺資訊之一方，由於不知較具資訊之

另一方的難察覺特性（unobservable characteristic），而與其交易或訂立契約，遂可

能遭致被剝削之現象。道德危險為較具資訊之一方，透過觀察不到之行動

（unobservable action），來剝削較欠缺資訊之另一方，以不公平的圖利自己。逆選

擇與道德危機的差別，在於觀察不到之特性與觀察不到之行動的差異。事實上兩者

極不易區分（王春源，2003：140-141）。因之，本文並不欲將逆選擇與道德危機

的觀念做一分辨，然後運用於清代君臣間資訊往來過程的分析中。本文所欲強調的

是，在逆選擇與道德危機下，皇帝是無法從臣工處獲得質量兼優的資訊，或是皇帝

必須耗費較大的成本，方能獲致一定的資訊，這是不利皇帝對國政的思考與決策，

也不利皇帝對臣工的掌控與對民情的瞭解。奏摺制度可說是在這種情形下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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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資訊經濟學（Information Economics）所處理的核心問題包括：資訊不完整、

資訊不對稱，以及與此相關的市場失靈和激勵調和機制的設計問題等（王春源，

2003：3）。本文的重點是置於資訊不對稱上，所探討的主題主要為：清世宗所面

臨的資訊不對稱的現象與原因；康熙、雍正兩位皇帝如何設計奏摺制度，使之成為

具有扭轉資訊不對稱的機制。 

資訊不對稱運用於政治中，形成了「代理人問題」（agency problem），亦即

造成民主政治中擁有主權之人民，如何有效控制資訊充足之官僚的棘手問題。政治

學者 Francis E. Rouke、Etzioni- Halevy 等於一九七○和一九八○年代就提出行政官

僚因專業知識和資訊的掌握，影響力不斷提升，致使政治的主人----人民反而退居

業餘性愛好者的邊陲位置，因而使民主政治面臨了空前的困境（Rouke, 1976; 

Etzioni- Halevy, 1985）。究其緣由，資訊充足的官僚以其資訊上的優勢，操弄輿

論，主導議題方向或政策趨勢，甚至欺矇人民，謀己私利，如此使人類經過數百年

拋頭顱、灑熱血代價，所建立的民主政治，將因人民與官僚地位的互換，而遭到摧

毀。 

在我國歷代的君主專制王朝中，專制皇帝如何有效掌控各地的官僚----皇帝的

代理人（agent），以及瞭解在官僚所治理之下各地民眾的生活情況，是極為重要的

課題。官僚制度是專制君主政體的必然產物，專制君主為維繫其政權，必須運用眾

多的官僚，派遣至全國各地，為其分身，統治百姓。但是，皇帝如何保證這些代理

人，唯唯謹謹的遵守皇帝敕令，專心治理百姓？又治理的績效如何？民眾究竟是安

居樂業，抑或水深火熱？臣子們是否如實上報憂喜或僅粉飾太平？又官僚們是否心

無二志的效忠皇帝，不存雜念？這些問題，當一個人攀上權力的頂峰後，都極想知

道。所謂高處不勝寒，這些問題的答案卻隱身於各地衙門、各處鄉野之中，各地的

官僚們對之最為熟稔，但是，他們是否會據實的、充分的呈報，則不無疑問。加之

以歷代「家天下」的歷史格局，現任皇帝由家族中的長輩承接下統治天下的權力，

不可迴避的宿命與責任，是其亦必須安穩的將天下傳之於家族中的子嗣，方屬盡到

承上啟下的接續任務。故其對官員的效忠與治理績效、各地百姓之生活情形，深感

疑慮，亟要知曉與掌控。然而，中國幅員廣袤，皇帝深居九重，每天所見無非是紫

禁城中的宗室、嬪妃、心腹，而廣大的官員與人民分散各處，形成「天高皇帝遠」

的態勢，他們每日所思所為，皇帝並不清楚。因之，從地理的角度言之，皇帝可說

已處於「資訊不對稱」的劣勢中。任何皇帝，除非不在意此一劣勢，否則當會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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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扭轉此種資訊不對稱的劣勢。奏摺制度就是清朝皇帝為了扭轉資訊劣勢的有效

利器之一。 

參、奏摺之意義 

奏摺又稱密摺、摺子或奏帖，為清初方出現的公文型式。清朝因襲明朝制度，

臣子給皇帝的文書主要有兩類，即題本與奏本。在用法上為「公題私奏」。凡有關

錢糧、兵馬、人命、盜賊、刑名與糾彈等公事均用題本，鈐印具題；凡有關到任、

升遷、謝恩、告假及官員本人私事則用奏本，不用鈐印。對於奏摺的起源，學者間

有不同的說法，例如，吳秀良認為是由滿洲八旗人員對旗主慣用之請安摺演變而來

（Wu, 1970: 36-42）；莊吉發則以為奏摺是沿襲明代奏本制度而因革損益之產物

（莊吉發，1979：24-32）。1 他並認為奏摺是奏本與摺子的結合名詞。具摺奏聞的

原始意義，即指繕寫清單附入本內以聞，臣工為求簡便而將清單繕入本中正文內，

不另附清單，使用日久，遂稱之為奏摺（莊吉發，1979：32）。奏摺究竟起於清代

何時？眾說紛紜。有的人認為發端於順治朝，有的認為開始於康熙朝，2 亦有人士

認為始於雍正朝。3 大部分學者認為始行於康熙二十五年（西元 1686）至三十五年

（西元 1696）之間（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84b：2），然後，逐漸發展，至康

熙五十年（西元 1711）後已相當可觀，雍正朝可說是盛行。奏摺制度於清初屬密

                                                      
1 莊吉發教授並不同意吳秀良教授「奏摺是由滿洲八旗人員對旗主慣用之請安摺演變而

來」的觀點，其所引之理由為：康熙時期，某些大臣於請安摺中議事，聖祖認為與體制

不合，在硃批中加以訓誡。康熙五十三年（西元 1714）九月二十九日兩廣總督趙弘燦具

摺請安兼陳江南巡撫張伯行疏參其弟原任揚州知府趙弘煜等事，聖祖硃批「知道了，請

安摺子當另摺纔是，不合。」（莊吉發，1979：23）康熙五十四年（1715）二月初十

日，廣西巡撫陳元龍具摺請安，硃批「皇太后萬安，朕安，奏摺土司一事，封在請安摺

封內，不合。」（莊吉發，1979：44）康熙五十五年（西元 1716）三月初一日，何天培

奏摺硃批「朕安，所奏知道了，奏事摺子與請安摺子一處不合。」（莊吉發，1979：
23）雍正亦以請安摺不應合封一處。雍正十年（西元 1732）三月十七日，福建巡撫趙國

麟具摺奏聞台灣大甲社山胞殺傷兵役，硃批「此摺入與請安摺套內，復書奏摺二件，亦

可謂不達理體，不敬之至也。」（莊吉發，1979：44） 
2 《清史稿》〈本紀〉中聖祖本紀三載有：「康熙五十一年（西元 1712）壬辰春正月壬

子，命內外大臣具摺陳事，摺奏自此始。」（趙爾巽等，1981：33）惟此記載並不正

確，在此年之前，聖祖已諭內外諸臣用摺奏事。 
3 清末名臣劉坤一、張之洞亦誤認奏摺始於世宗雍正年間。「我朝雍正年間，諭令臣工將

要事改為摺奏，簡易速覽，遠勝題本。」（蔣良騏，1963：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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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型態，為特定人士直接上呈皇帝的機密報告，不經一般公文程序，不經內閣公開

處理，為君臣私下秘密通訊的函件，非政府的正式公文，無法理上的地位。因之，

奏摺可說是乃清代初期特定官員除正公文之外，另以私人身分呈遞君主的文書（宮

崎市定，1957）。莊吉發教授亦言：「就清初而言，奏摺實為君主刺探外事之工

具，亦即臣工於公事之餘為內廷效力的私事，而非外廷政府的例行公事。」（莊吉

發，1979：19）所以，吾人可謂於康雍兩朝，奏摺乃屬君臣之間的私人通信性質，

而非法定的職責。由於此時奏摺的私密性，奏摺的撰寫往往代表著與皇帝之間的特

殊關係，與受到皇帝高度信任的表徵。嗣後乾隆十三年（西元 1748），高宗以奏

摺之行，導致奏本已成為無益之章疏，遂諭令廢止奏本，奏摺正式取代了奏本。乾

隆年間以來，奏摺已成為清廷最重要的公文型式，高宗亦以軍機處承辦奏摺事件，

而非如聖祖、世宗般親自處理，不假他人。在奏摺簡易速覽，行政效率較高的情況

下，原有之題本，既需副本，又有貼黃，且輾轉呈遞，繁複遲緩，於是清德宗光緒

二十七年（西元 1901），清廷明令廢除題本，奏摺取代題本，奏摺終於取得法定

正式之公文地位。 

肆、清世宗承繼與擴大奏摺制度的原因 

康雍之時，奏摺制度的產生、擴大，主要是因為兩位皇帝認為所掌握的資訊質

量不足。質量不足即資訊數量不夠多與資訊品質不夠真實。密摺制度的最初發展，

就是皇帝希望藉此多收集一些訊息。康熙三十二年（西元 1693）七月，蘇州織造

李煦奏報蘇州得雨、糧價與民情的摺子，康熙批曰：「五月間聞得淮徐以南，時暘

舛候，夏澤愆期，民心慌亂，兩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寢食不安，但有南來者，必

問詳細，聞爾所奏，少解宵旰之勞。秋收之後，還寫奏帖奏來。」（中國第一歷史

檔案館，1984c：124）從康熙皇帝的硃批中，可以深深感覺江南民生情形令他「夙

夜焦思，寢食不安」，一旦有機會就想「必問詳細」，是故，吾人可推知其對江南

民生情形的資料，掌握不多，故想要藉著李煦的奏摺，多加瞭解。 

康熙四十年（西元 1701）後，某些京城內、地方上的政治情勢令聖祖極不放

心，他想掌握更多的資訊，尤其是敏感的政治訊息。例如，江南發生多起聚眾擾害

與叛亂事件，聖祖開始加強與擴大密摺的運用。康熙四十八年（西元 1709）十月

二日聖祖在李煦的請安摺上批道：「朕體安。近日聞得南方有許多閒言，無中作

有，議論大小事。朕無可以托人打聽，爾等受恩深重，但有所聞，可以親手書摺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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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纔好。此話斷不可叫人知道，若有人知，爾即招禍矣。」（中國第一歷史檔案

館，1984d：659-660）李熙和曹寅對康熙四十六年（西元 1707）的太倉起事事件、

張念一造反案件，康熙四十七年（西元 1708）的朱三太子案，康熙四十八年（西

元 1709）的彭子英起事，康熙五十一年（西元 1712）的江南科場案，皆有所探

聽。聖祖晚年二廢二立太子，嗣君虛懸，王室、大臣們各擁皇子，明爭暗鬥，官場

氣氛極差，聖祖甚覺困擾，亦有意強化奏摺之運用，以瞭解臣工們的動向。 

世宗即位，發現偌大的帝國因為康熙晚期，皇帝倦勤，官吏玩愒，國力漸衰，

企圖增加資訊來源，以有效監督百官，整飭政風，藉此提升行政效率和強化政策溝

通。遂令臣工照舊用摺奏事，並擴大摺奏權的範圍。兩位皇帝之所以建立與擴大奏

摺的運用，是對當時已有的資訊管道，無法提供質量滿意的資訊，所做的一種回

應。造成此種不滿意的因素甚多，就當時的時空而言，主要有公文制度的缺失和科

道官失去耳目作用兩項。 

一、公文制度的缺失 

公文制度的缺失是指題本、奏本文書的缺失。清朝的公文制度沿襲明朝，公題

私奏，兩種文書都交由通政司進呈。當時正式的公文流程，最大的流弊在於蒙蔽、

洩漏與遲緩。就蒙蔽而言，即必要上呈之資訊，在自我利益考量下，遭致臣工的漠

視與刪除，未能顯現於公文之中。聖祖認為「自古以來，無不以蒙蔽僨事者」，他

並舉明代、隋代為例，說明蒙蔽之弊。「即如明時，凡事隱匿，不以上聞，直至流

賊至昌平城內，尚爾不知。隋煬帝時，處處起兵，尚未之知。」（中國第一歷史檔

案館，1984a：2447）在洩漏方面，先就由下而上的程序言，公文在皇帝閱覽之

前，已先由許多官員看過，保密性不足。這種公開的文書，有些事情官員不便奏

聞，不利下情上達；而皇帝想知道的，從中也得不到。相對之下，皇帝的指示，亦

不能盡述。雍正二年（西元 1724）十一月，清世宗對大學士發出上諭；「凡督撫

大吏任封疆之寄，其所陳奏皆有關國計民生，故於本章之外，准用奏摺，以本所不

能盡者，亦可於奏摺中詳悉批示，以定行止。」（王鐘翰，1987：883）再就由上

而下的程序言，紅本交科發抄，隨即見於邸報，天下盡知，實無機密可言。蓋「機

事必頒發而後由部行文，則已傳播人口，且驛遞遲緩，探事者可雇捷足先驛遞而

到。」（趙翼，1972：3）三就遲緩而言，題本、奏本的公文流程，極為緩慢，無

法即時解決政策問題。清代題本須用宋體字書寫；須有「貼黃」摘要；須謄寫副

本；須由內閣擬旨方行送皇帝御覽；皇帝核准後，尚須以滿、漢文謄清，程序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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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複。其間若有環節有意、無意延宕，將使公文流程極為遲緩。順治間，魏象樞曾

謂：「或一事而奉旨下部，經年累月而不覆；或一事而行察在外，經年累月而不

報。」（1979：15）因之，不利君臣之間對政策的討論。世宗朝，許多重大政策都

是君臣之間，透過非正式資訊管道----奏摺間的商議而決定的，如攤丁入畝、改土

歸流、治河等均是。 

二、科道官失去耳目之作用 

我國歷代的制度設計，主要透過監察制度，使之成為皇帝的耳目，收集資訊，

檢視百官行為與績效。由於科、道為皇帝耳目，糾彈官邪，故在資訊的收集與傳遞

上，扮演重要角色。聖祖對科、道官員期望甚深，將科、道功能的發揮視為圖治要

務。聖祖言：「科道官員，以建白為專責，所以達下情而祛壅蔽，職任至重。使言

官果能奉法秉公，實心盡職，則閭閻疾苦，咸得上聞；官吏貪邪，皆可釐清。故廣

開言路，為圖治第一要務。」（不著編人，1978a：4-5）然而，當時科、道官員未

能有效的提供皇帝所需要的資訊，也未能公正的執行題參工作，其原因可歸納如

下：（一）廢弛職務，不行題參。而肇生廢弛職務的情形，又是來自：1、瞻徇情

面，不欲參奏。瞻徇情面主要是基於親朋、師生情誼。2、怕得罪他人，而不敢參

劾。康熙五十一年（西元 1712）聖祖曾諭：「雖有言官，類多瞻顧緘默，是以托

合齊等輩小人，常昂然張膽，構集黨羽，今已顯露。」（不著編人，1978c：5）

（二）受人囑託，胡亂參劾。（三）以彈劾權為政治鬥爭工具。（四）以彈劾權為

謀利工具。（五）揣摩上意（顧慕晴，1998：97-100）。 

世宗即位，一心望治，求言若渴。曾大力鼓勵科道官發言，行「輪流密奏」之

制。雍正元年（西元 1723）二月諭科道「爾等科道諸臣，原為朝廷耳目之官，----

今著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摺，輪流具奏。一摺只言一事，無論大小時務，皆許據

實敷陳，即若無事可言，摺內亦必聲明無可言之故。----其所言果是，朕即施行，

即或未甚切當，朕亦留中不發，不令人知。」（不著編人，1976b：18）但是，此

一鼓勵，卻成為科道沽名釣譽的途徑，與原先世宗擴大資訊來源的企圖，有所落

差，於是雍正三年（西元 1723）世宗踩了煞車。其言：「夫條奏者，原欲上以匡

君，下以澤民，非為臣子沽名之具也。----乃有詐偽之人，因所奏既行而誇耀於人

者；亦有因裁去銜名，無可稽考，竟將他人陳奏之事據為己有者；亦有謂出之自

朕，託言諸臣而實非諸臣之條奏者。種種浮言，深可痛恨。----更有以特恩施行之

事而冒為己功者，----人之無恥，至於此極。」（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9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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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506） 

綜上所述，在康雍兩位皇帝眼中，科道官往往因為瞻徇情面、陷於流派之爭、

或謀己之利，並非產生如實收集資料、監督百官與揭發弊案的耳目功能，所以，科

道不是可靠的資訊來源。 

伍、奏摺制度的特色----資訊不對稱的扭轉機制 

康熙與雍正皇帝都相當明瞭，就資訊的掌握上，他們受到相當多的限制。即使

是康熙皇帝晚年，其從政經驗豐富，洞悉人事，但是還自認有許多不知不曉之事。

其云：「朕今春秋已高，聽政年久，眾亦謂朕事事經歷，無不周知，但不聞不見之

事甚多。」（不著編人，1978c：5）皇帝要如何扭轉此種資訊劣勢的情形？奏摺制

度要具備何種特色，臣工才會願意如實的、充分的、迅速的提供資訊？皇帝所需要

的是質量兼優的資訊、傳遞迅速的資訊；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這些資訊必須符合

隱密性的要求。所謂隱密性即奏摺中的資訊只能夠皇帝一個人擁有，而官僚們是沒

有的或是只能擁有一部份；皇帝能擁有全盤的資訊，而官僚所擁有的只是片段；或

是絕大多數資訊對官僚而言，是無法接觸的機密。處理以上問題之後，皇帝還必須

面對另外一個難題，那就是如何使官僚們有意願提供資訊，此即奏摺的自願性性

質。奏摺具備以上五種特性，資訊不對稱的態勢方能改變。皇帝由處於資訊劣勢的

一方，轉變為優勢的一方；相對之下，官僚們反而由資訊的優勢，轉變為資訊的劣

勢。對於這五項問題的解決，聖祖與世宗做了如下的處理：在資訊的充分性上，雍

正皇帝在康熙皇帝的基礎之上，繼續擴大具摺權人數，並且強調奏摺內容的無所不

包。在資訊的真實性上，雍正皇帝一方面採取訓誡的方式，要求臣工們講真話；另

一方面採取多線交叉比對的方式，使官僚們不敢不說出實情。在奏摺的迅速性上，

則簡化奏摺的公文流程，使之較之於法定的奏本、題本縮短許多。在隱密性上，可

表現在下列數點之上：1、上奏人親自撰寫，內容不可令他人知道；2、遞送過程的

隱密；3、皇帝親自批答。在奏摺的自願性上，則表現在奏摺的特許性以及具奏權

的剝奪上。上述五大特色中，前四項，充分性、真實性、迅速性與隱密性較屬客觀

性質，有外在的衡量標準；第五項自願性，較屬主觀層次，由官僚內心拿捏。這五

項特質以自願性為最重要。蓋臣工在具有高度的意願下，自然會提供充分、真實與

迅速的資訊，並且願意隱密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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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的充分性 

清代皇帝是地廣人眾中國的統治者，但是卻深居宮闈重重的紫禁城中，在地理

位置上，侷限於東北一角，他如何掌握四方的資訊，尤其是在正式管道所傳送之資

訊量少質劣的情形下，如何擁有充分的資訊。首先，必須擴大資訊來源的管道，亦

即愈多人呈報消息，其愈能了解四方之情況。而且，所上奏的資訊種類愈多元，他

也愈能掌控龐大帝國中各個層面的訊息。 

（一）資訊來源管道的擴大 

康熙朝奏摺制度因剛形成，能密奏者多為特定滿洲督撫以及少數皇帝的親信，

人數尚少。例如，川陝總督佛倫、蘇州織造李煦、江蘇織造曹寅與工部尚書王鴻緒

等。至康熙四十五年（西元 1706）能用奏事權的官員逐漸增加。在清聖祖實錄

中，康熙五十一年（西元 1712）載有「領侍衛內大臣、大學士、都統、尚書、副

都統、侍郎、學士、副都御史等受命一體於請安摺內，將應奏之事，各罄所見，開

列陳奏。」（不著編人，1978c：5）顯示該年這些人員已有上奏權。世宗即位後，

將具摺官員擴大至各省之布政使、按察使，某些更下級的道員、知府、副將亦被允

許上奏。雍正五年（西元 1727），世宗為充分發揮奏摺制度的功能，遂擴大密摺

舉奏範圍，「京官自翰林、科道、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道員、學政以上；武官

自副將以上；旗員自參將以上」，均准使用密摺（不著編人，1976d：7）。清世宗

嘗言其之所以擴大上奏權，主要目的在於杜絕壅蔽，增加資訊的來源。其曰：「朕

又以督撫一人耳目有限，各省之事，豈無督撫所不及知，或督撫所不肯言者，於且

又有准提鎮藩臬具摺奏事之旨，即道員武弁等亦間有之，此無非公聽並觀之意，欲

周知外間之情形耳。」（不著編人，1976e：4-5）此一舉奏者範圍的擴大，使有密

摺奏事權的官員從康熙朝的一百多人，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人。國立故宮博物院現藏

康熙朝宮中檔奏摺，就具奏人官職分析，最多者為總兵官、督撫次之，提督又次

之。雍正朝則以藩臬兩司的摺件最多、督撫次之，提鎮又次之。（莊吉發，1979：

38）雍正朝之時，一些微末之員，經過皇帝的特許，亦可逕自上奏。如湖南衡永郴

道王柔、廣西右江道喬於瀛、福建鹽驛道伊拉齊、浙江糧道蔡士舢、杭嘉湖道徐

鼎、浙江杭州知府孫國璽、湖廣鄖陽府同知廖坤、山東沂洲營副將楊鵬等。 

（二）資訊內容廣泛 

無論聖祖或世宗，對於資訊種類的要求都極為廣泛。於是臣工依此要求，於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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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內撰寫的內容極為廣泛，無分公私，舉凡請安、謝恩、報晴雨、收成、米價、蝗

蝻、錢糧、營務、緝盜、舉薦、參劾、重大政策等皆可寫入，亦有打聽官聲、刺探

消息者，無所不包。即使是笑話亦可。聖祖曾囑咐曹寅之子曹頫：「雖不管地方之

事，亦可以所聞大小事，照爾父秘密奏聞，是與非朕自有洞鑒。就是笑話也罷，叫

老主子笑笑也好！」（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84f：349-350）。世宗任內曾有要

求大臣密查某些官員之生辰八字，以為用人之參考。雍正六年（西元 1728）四月

二十九日，陝西總督岳鍾琪密奏：「查提臣馮允中、鎮臣袁繼蔭、張元佐三人年

甲，臣已查明具奏，其副將王剛年歲因未送到，亦經奏明在案。今據副將王剛開稱

現年四十六歲，四月十六日子時生，----理合具奏。」世宗硃批：「王剛八字想來

是好的，馮允中看過，甚不相宜，運似已過，只可平守。袁繼蔭亦甚不宜，恐防壽

云云。張元佐上好正旺之運，諸凡協吉。參將王廷瑞、游擊陳弼此二人命運甚旺

好，若有行動，此二人可派入。今既數人不宜用，卿可再籌畫數人，即將八字一併

問來密奏。所擬將官中要用人員不妨亦將八字送來看看。命運之理難徵，然亦不可

全不信。」（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91e：332）甚至包括具摺者個人之健康情

形、家常瑣事，均可列於奏摺之中（莊吉發，1979：48）。 

即使是風聞之訊息，亦可上奏。雍正七年（西元 1729）六月十八日於鄂昌之

奏摺中，要求具摺人可將道聽途說的風聞之事，只須加以註明，不必查證，亦可奏

報： 

汝等微員亦令摺奏之意，不過廣朕耳目。汝責任中事情之外，或地方上情形，

吏治之勤惰，上司之公私，屬員之優劣，營伍之整飭，雨暘之時若，百姓之生

計，不但本省，便鄰省、遠省，便都門之政事，凡有駭人聽聞者，得知皆當以

風聞入告，不可必待深知灼見而方摺奏也。只須於奏中將有無確據，抑或偶爾

風聞之處，分析陳明，以便朕更加採訪，得其實情，汝等既非本所管轄，欲求

真知灼見而不可得，所奏縱有謬誤失實，斷不加責（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

1991h：583）。 

前項引文中，述及「遠近鄰省」，表示臣工於己轄區無關之鄰省訊息，亦可奏

報。康熙四十四年（西元 1705）五月，聖祖密諭河南巡撫趙弘燮「將直隸、山

東、陜西、湖廣、交界地方今年二麥收成分數，秋禾發生如何，有無蝗蝻生發，旱

與不旱，幾時得雨，訪查明白密奏。」（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84c：181） 

總之，密摺所奏報的內容，凡國計民生、興利除弊，乃至於道聽途說、略有所

聞者，皆可竭盡所能奏報。因之，清聖祖常勖勉有上奏權者，「將應奏之事，各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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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見，開列陳奏。」 

二、資訊的真實性 

世宗屢屢以訓誡的方式，要求臣工提供真實之訊息。雍正元年（西元 1723）

三月初八日於兩廣總督楊琳奏明應酬十阿哥緣由懇恩原宥摺中，世宗硃批：「今日

之皇帝乃當年之雍親王也。大家今日只要共勉一個真字，一個好字，君臣之福不可

量矣。」（第一歷史檔案館，1991b：144）雍正五年（西元 1727）四月初一日，

世宗於杭州織造孫文成地方紳衿議論及旗人奢靡風氣實情摺中，批曰：「凡百稍不

據實，你領罪不起，朕不比皇考自幼做皇帝的，不可忘記四十年的雍親王。」（第

一歷史檔案館，1991d：546）世宗亦高度要求資訊不可隱瞞、粉飾。「朕只喜凡事

據實，一切不要以慰朕懷為辭，阿諛粉飾迎奉。」「汝等地方大臣凡事皆以實入

奏，朕便酌量料理；若匿不奏聞，朕何由而之？從何辦理也？」（莊吉發，1979：

52） 

對於資訊的真實性，聖祖與世宗除了以訓勉方式外，亦透過多線交叉比對的方

式，使臣工不敢不說出實情。同一件事，皇帝命令不同的人奏報，各個具摺者所呈

報之資訊，是否真實與充實，在交叉比對之下，登時判別。一方面，皇帝可免受蒙

蔽之害，另一方面，亦可生實情浮現之利。蓋奏摺制度固可增加皇帝資訊的來源，

然為避免為受單一資訊管道所蒙蔽，清代皇帝於密摺運用之時，多為多方查證。多

方查證，即對於一件事務，皇帝同時令若干人探聽，各自寫摺，不可相商。如此皇

帝可藉由數摺，截長補短，獲得所要打聽事務的全盤與真實面貌，以免為人所蒙

蔽。清聖祖曾言：「令人密奏，亦非易事，偶有忽略，即為所欺。----前朝皆用左

右近侍，分行探聽，此輩顛倒是非，妄行稱引，僨事者甚多。」（中國第一歷史檔

案館，1984a：2464；不著編人，1978d：20-21）清世宗亦頗倚重密摺中多線交叉

比對的功能。例如，他透過密摺使兩廣總督、廣東巡撫、提督、將軍、布政使、按

察使均處於相互監視的環境中。僅就廣東提督王紹緒而言，世宗曾給予「明敏穩

妥」的正面評語，但對其仍不放心，於是雍正五年（西元 1727）二月二十五日在

密摺中指示廣東將軍石禮哈「留心探聽，便中據實奏聞」（第一歷史檔案館，

1991d：171）同年九月二十二日石禮哈覆奏：「王紹緒居官行事稍涉瑣細，然念念

不忘聖恩，志潔行清，勤於辦事，亦無行惠沽譽之事。」（第一歷史檔案館，

1991e：694）世宗又於雍正六年（西元 1728）六月二十八日密摺指令兩廣總督孔毓

珣：「王紹緒何如？克勝此任否？」（第一歷史檔案館，1991f：776）同年九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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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孔毓珣覆奏：「廣東提臣王紹緒營伍諳練，其為人係誠實好人，常有過寬之

處。----尚可勉力供職，理合據實奏聞。」（第一歷史檔案館，1991g：441）世宗

又曾面諭署理廣東巡撫傅泰暗中留心查訪王紹緒：「廣東提督是鄂爾泰保奏的，操

守必好，不知能勝任否？爾到省留心查看，如有不勝任處，即當奏聞。」傅泰於雍

正六年（西元 1728）十一月二日回奏：「王紹緒操守極好，為人略軟些。」（第

一歷史檔案館，1991g：802）由以上數人的查訪與密奏，王紹緒個人操守、行事風

格的真相，大致上可以浮現。受託查訪的人員中，若是有人呈報不實，無論過份美

譽或刻意醜化，在交叉比對之下，立刻顯現。是故，撰寫奏摺的最保險策略即是實

話實說。 

三、資訊的迅速性 

由於密摺具有充當皇帝耳目的功能，故密奏者對各地方資訊的收集與傳達，當

迅速為之。清聖祖就明白表達此一迅速收集與傳達的立場，「凡可奏聞之事，即當

先一步纔好，事完之後聞之何益。」（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84d：533）反之，

資訊的收集與傳達，速度過慢，時程過遲，則會遭到責怪。康熙五十年（西元

1711）五月十六日閩浙總督范時崇奏報泉卅府陳五顯等據眾抗官事件，聖祖認為時

間過慢。遂批：「地方有賊，爾等當早報聞，延至平後纔奏，不合。」（中國第一

歷史檔案館，1984e：474） 

奏摺訊息快速呈報皇帝，主要是建立在公文呈送管道的縮短上。清初承繼明

制，「一切奏本，不分公私，均赴司投進，違者參駁。」（崑岡，1976：4）其中

的「司」，即通政司。通政司可謂清代中央政府的總收發機關，一切公文奏章皆由

此出入。然而，奏摺的呈遞是直接至宮門，由奏事處內官直送御前，不必經過通政

司。嘉慶年間，禮親王昭槤曾謂：「憲廟命諸臣有緊急密事，改用摺奏，專設奏事

人員以通喉舌，無不立達御前，通政司惟掌文書而已。」（汲修主人，1965b：

10）其中之憲廟即指世宗朝。 

四、資訊的隱密性 

資訊的隱密性，具有兩層意義，一為奏摺中資料的隱密，另一為奏摺管道的隱

密。以一載運機密貨物的卡車為比喻，為了保密起見，不僅不能讓外人知道內中貨

物為何，就連卡車的行蹤亦不能讓外人得知。首先就奏摺中資料的隱密而言，此點

是針對為了避免如題本、奏本中資訊的洩漏，因而對奏摺中資料予以嚴加保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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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資料的撰寫、閱覽與硃批均要隱密。昭槤曾言：「世宗慮本章或有洩漏，改命摺

奏，可封達上前。」（汲修主人，1965a：11）而為了資訊的保密，奏摺管道的運

作，包括資料的收集與遞送，也都要異常隱密，不可讓外人知道。惟奏摺中資料的

隱密與奏摺管道的隱密並不易區分，常互為因果。由於要求資訊的隱密，奏摺管道

的運作就必須也要隱密；而奏摺管道運作的隱密，自然導致資訊的隱密。本文於撰

寫之時，對此兩者並不做區分。 

康雍時期，奏摺是君臣之間非常隱密的通信管道。4 所謂隱密，即奏摺是大小

臣工與皇帝之間第三人所不知的訊息交換管道。康熙五十六年（西元 1717）十一

月二十六日聖祖對所謂的密摺，作了一番詮釋，其謂：「所謂密奏，惟所奏之人與

朕知之，從不洩之於一人。不然，安得謂之密奏乎？」（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

1984a：2464）世宗時，其反覆告誡內外官員奏摺惟以慎密為要，「君不密則失

臣，臣不密則失身。」（第一歷史檔案館，1991a：2）雍正元年（西元 1723）二月

世宗曾曰：「摺內之言，不許與人參酌，如有漏洩，或同僚知而言之，則同僚即可

據以密聞。」（不著編人，1976b：18）雍正三年（西元 1725）二月亦云：「各省

督撫提鎮，將朕摺批密諭，有同在一省而彼此至相傳看者；有隔越鄰省而彼此互相

通知者；亦有經過其他而私向探問者，----一經發覺，該部概照洩漏軍機律治

罪。」（不著編人，1976c：4）就康雍兩朝而言，奏摺的隱密性，可表現在下列數

點之上：1、上奏人親自撰寫，內容不可令他人知道；2、遞送過程的隱密；3、皇

帝親自批答。 

1、聖祖與世宗嚴格要求具有上奏密摺權的臣子，在繕寫時須極其秘密，須親

自為之，不可假手於人；亦不可示人或與人相商寫法，一切各寫各的，獨自對皇帝

負責。在康熙四十三年（西元 1704）七月二十九日江寧織造曹寅的奏謝欽點巡鹽

並請陛見摺中，聖祖批示：「朕體安善，爾不必來。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

                                                      
4 依據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編輯說明〉的刊載，奏摺於康

熙三十年（西元 1691）之前，並非機密文書。該〈編輯說明〉根據《康熙起居注》之史

料記載，認為清代奏摺應起於康熙二十年（西元 1681）左右，而在康熙二十年代，奏摺

「似乎是大學士及部院大臣等向皇帝奏報特定的交辦事項的專用文書。如王、大臣會議

及九卿議奏事項等。有關地丁錢糧數目、應陞應補官員名單等，大學士、議政王、大臣

及部院大臣也經常用奏摺開列呈覽。因此，它有時很像是題奏本章的補充文書。個別大

臣有所奏陳或謝恩等等，有時也使用奏摺。而且這一時期的奏摺，與題奏本章一樣，是

通過公開的途徑進呈給皇帝，皇帝也往往在御門聽政時將奏摺發交廷臣們公開討論其處

理意見，有的並發交內閣票擬。」（1984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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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之事，可以密摺請旨。凡奏摺不可令人寫，但有風聲，關係匪淺。小心！小

心！小心！小心！」（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84c：121）清世宗亦一再要求具摺

人保密。康熙六十一年（西元 1722）十一月二十九日曾諭大學士等具摺密奏保舉

人才時，「爾等具摺，或滿字，或漢字，各須親寫，不可假手於子弟，詞但達意，

不在文理之工拙。」（不著編人，1976a：31）在特許鄂昌書寫奏摺的硃批中，其

云：「密之一字最為緊要，不可令一人知之。」（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91h：

583）雍正三年（西元 1725）十月七日在禪濟布的奏摺中，世宗亦曰：「至於密摺

奏聞之事，----惟以審密不洩為要，否則大不利於爾，而亦無益於國事也。其凜遵

毋忽。」（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91c：347）世宗時，對奏摺的撰寫與閱覽，有

更深一層的規定：（1）臣工之間甚至至親之人亦不可知。世宗曾於雍正七年（西

元 1729）六月十八日諭鄂昌所撰之奏摺，不可令其叔鄂爾泰知之，「即汝叔鄂爾

泰亦不必令知。」（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91h：583）（2）上奏者於撰寫奏摺

與恭覽硃批之時，須於密室為之。即使巡撫藩司恭逢鄉試入闈時，其發還硃批奏摺

亦不得齎入闈中（莊吉發，1979：47）。（3）臣工奏摺凡蒙硃批允其具題，不可

將奏摺內容與硃批寫入題本，違者停止摺奏之權或受到更嚴重的懲處。兩司道府與

督撫商量具題事件時，不可聲言奏過。世宗不允許上下臣工聲言奏過。楊名時於雲

南巡撫任內，即因誤將硃批敘入題本而遭譴。（莊吉發，1979：54）雍正皇帝之所

以採取此種作法，是為了維繫奏摺私密性，禁彼此互通聲息，以使完整的資訊僅皇

帝一人所有。 

2、在遞送過程的隱密性上，臣下須派親信家人，自雇騾腳，遞送密摺，不可

擾累驛站。甚至有的密摺，會於文尾註明派遣家人誰送達。而奏摺送達京城後，由

奏事處官員接收進呈，直達御前，不經通政司，可免除洩密之弊。其中，督撫大員

可直接上奏；而藩臬、道、府等員，無逕奏之權，可交由上司乘便轉呈；或由家丁

齎送，首次交奏事處官員，嗣候則由御定轉摺大臣代轉。世宗對於不重視遞送過程

中守密的官員，給予相當的懲罰。雍正二年（西元 1724），他發現浙閩總督覺羅

滿保、山西巡撫諾岷、江蘇布政使鄂爾泰、雲南巡撫楊名時等人，先行派親屬或親

信在京，拆看奏摺，以便早一步預作處理與應付，世宗大為震怒，決定停止他們的

具摺權，以示懲處。世宗曰：「近聞各督撫中，竟有子弟親戚在京私啟密封者。如

閩浙總督滿保，則有戶部侍郎塞德；山西巡撫諾岷，則有子諾穆圖；江南布政史鄂

爾泰，則係伊兄弟；雲南巡撫揚名時，亦有信托之人，皆在京私看奏摺，及朕所批

密旨。朕待諸臣推心置腹，事事至誠，言無不盡。諸臣正當仰體朕懷，謹言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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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白乃心，以襄治理。凡有摺奏，據理敷陳，俟朕裁奪，何必委托其子弟親戚，在

京探聽消息，料理事件，以致洩露密摺，藉生種種弊端，負朕推誠待下之意。此皆

由諸臣不能自信，又不能信朕，其存心如此，則密奏又何益乎！嗣後滿保、諾岷、

楊名時、鄂爾泰停其摺奏，有事只照例具本。其餘督撫大吏所奏摺子，若有子弟親

朋在京私開者，一經察覺，朕必將私開之人正法，督撫等照溺職例革職。決不寬

貸。」（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93：359-360） 

3、而皇帝對臣下奏摺的硃筆批示，「皆出朕一手，並無代書之人。」康熙四

十四年（西元 1705）七月間聖祖言：「凡督、撫、提、鎮密奏之事，皆朕親手密

封發回。朕躬之外，即左右之人，亦不得見隻字。」（不著編人，1978b：19）甚

至生病之際，亦不中輟。聖祖於康熙五十四年（西元 1715）十月間曾因右手腫

痛，無法寫字，改用左手批諭，一字亦不假手於人。除了親批以維護隱密性之外，

康熙與雍正皇帝亦罕與外人提及密奏者的名字及密摺內容。根據統計，現存康熙朝

奏摺以李煦的最多，約四百餘件（不著編人，1985：3；郭成康，2003：109）；曹

寅的奏摺約一百餘件，數量亦夥，惟聖祖僅於公開場合中提過一次（中國第一歷史

檔案館，1984a：2365；郭成康，2003：109）。 

在機密性上，清世宗較之清聖祖更進一步的加強。主要表現在下列的措施之

上： 

（1）回收硃批奏摺。世宗即位之初的康熙六十一年（西元 1722）十一月二十

七日，即命令內外百官交出聖祖的硃批：「軍前將軍，各省督、撫、將軍、提、

鎮，所有皇父硃批旨意，俱著敬謹查收進呈。若抄寫、存留、隱匿、焚棄，日後敗

露，斷不宥恕，定行從重治罪。----滿漢大臣官員，凡一切事件有皇父硃批旨意，

亦著敬謹查收進呈。」世宗亦規定，其本人所批奏摺，今後亦須繳回。「嗣後朕親

批密旨，亦著交進，不得抄寫存留。」（不著編人，1976a：26）5 世宗又以呈繳

日期遲早不一，復通飭接到硃批後，即於下次具摺時乘便繳進，不得任意遲延；並

規定凡緣事降調或病故之員，其未繳之硃批奏摺及鎖鑰摺夾，即由本人或家屬呈明

本省督撫，本旗都統代繳，不得隱匿留存。繳回之硃批奏摺，存於宮中懋勤殿、大

高殿、永壽宮、景仁宮等處（第一歷史檔案館，1991a：2；莊吉發，1977：19）。 

                                                      
5 雖然，目前國內外學界普遍認為奏摺回收的作法，起於雍正帝即位之初，康熙時期並無

繳回之例。但是，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編輯說明〉

（1984b：6）中，依據某些奏摺的內容，推斷早在康熙年間，清廷即有回收硃批奏摺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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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造存放奏摺的專用皮匣與鎖鑰。世宗於內廷特製皮匣，發給有具摺權

之人，每人二至八個不等。根據饒旬宣之《奏摺譜》記載，「摺匣長八寸八分，闊

四寸四分，高一寸五分，內用黃綾裱底，外用黃漆漆之。」（15；轉引自楊啟樵，

1983：177）凡有奏摺，裝入箱內，差專人送至京城。「此皆國家機密緊要之事，

關係甚重，不得預先輕洩於人，是以朕將內製皮匣，發於諸臣，令其封鎖奏摺。尤

取堅固慎密，他人不敢私開也。」（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93：359）匣外加西

洋銅鎖，為宮廷特製，非坊間鎖匠所能開（楊啟樵，1983：177）。又製作鎖鑰二

把，一給奏摺人，一存皇帝處，如此使僅奏摺人和皇帝能開匣，別人不能也不敢私

開。如具奏人無摺匣或摺匣已用罄，可用夾板，以印花封固。 

（3）奏摺直送內廷。奏摺的遞送，不經通政司，而是直送內廷。若是督撫的

摺子，逕送內廷的乾清門，交予奏事處太監再轉呈皇帝。其他地方官摺子不能直送

宮門，交由世宗指定的王大臣轉呈。轉呈人亦僅能代轉，不得拆看。 

（4）世宗親自閱看，不假手他人。奏摺入內廷，世宗一人開啟匣子與閱覽，

並寫硃批，不准任何人介入。雍正八年（西元 1730）七月七日嘗言：「各省文武

官員之奏摺，一日之間，嘗至二三十件，多或五六十件不等，皆朕親自覽閱批發，

從無留滯，無一人贊襄於左右，不但宮中無檔可查，亦並無專司其事之人。」（不

著編人，1976e：6） 

（5）世宗多於夜深人靜之時批覽奏摺。雍正皇帝公務繁忙，十三年如一日，

日間召見臣工，夜間批覽奏摺，有時竟然「墮淚批覽」。昭槤曰：「上於幾暇，親

加披覽，或秉燭至丙夜，所批動輒萬言，洞澈窾要，萬里之外，有如覿面。」（汲

修主人，1965a：11）世宗多於夜間批覽奏摺，誠如莊吉發教授所言，不僅以示勤

政，尚因其私密性，故如此為之（莊吉發，1979：48）。 

奏摺具備隱密性，可產生許多有助資訊收集，以及有助皇帝統御百官的效果。

其一，可生資訊源源不絕的效果。蓋從官僚角度觀之，因隱密性高，自然較能暢所

欲言，不必顧忌洩漏之弊；就皇帝角度觀之，在資訊的取得上，則可生臣工知無不

言，言無不盡的效果。因之，充沛持續的資訊就此而來。清世宗云：「蓋國家之

事，有不便宣露於本章者，亦有本章所不能備悉者，亦有應用密奏請旨者，是奏摺

之用，乃慎密周詳之意。」（不著編人，1976e：5）隱密性的另一效果，就是使皇

帝成為全國資訊最充分、最真實的唯一擁有者，無人能與之比擬。由於臣工皆單線

上下與皇帝連線，而官僚之間的橫向聯繫，是不被允許的，因此，在資訊無法分享

的情況下，臣工們只知自己上奏的訊息，而不知他人所奏報的內容，職是之故，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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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下唯一擁有最完整資訊者，就是皇帝，而臣工只是資訊的部分擁有者。隱密性

的第三效果，是使臣工們不得不據實奏報，不敢有所隱匿。因為上奏者須各報各

的，不能相商，若是己欲刪減、矇騙或粉飾，在與他人奏報內容相互比對之下，真

假虛實立即顯現，皇帝的責罰必不可免，故上算之作法，便是據實陳報。隱密性的

第四效果，是使臣工間的情誼蕩然無存，人人自危，不敢為非。由於奏摺的隱密

性，官僚們實不知平日稱兄道弟、把酒言歡的官場好友們，被皇帝賦予何種探聽任

務？亦不知好友們是如何的奏報內容？尤其是皇帝要求他們打聽有關自己官聲與行

事時，他們是如何呈報的？為了避免自己的「異心惡事」被揭發，釜底抽薪之法，

就是平日根本不做非份之事，心無二志的效忠皇帝。此外，對平常看似情意相合之

官場好友們，亦不可過分信任，言語與交往間均須留一手，以免己之真意為人得

知，遭到出賣而竟不自知。如此使百官間相互猜疑、相互隔閡。此種官場上臣工間

的猜疑、不信任，正是皇帝所冀求的。蓋臣工間彼此疑慮，自然無法形成一可能與

皇權對抗的團隊力量，每一臣工均只是力量微弱的單兵，此種情況下，皇帝自可高

枕無憂，而每一臣工唯有俯首貼耳高度順服於皇帝的統治，方是升官發財、保百年

身之道。 

五、資訊的自願性 

資訊的自願性在於探討，如何使官僚們心甘情願的提供資訊，此為資訊不對稱

下的誘因設計。亦即資訊較少的一方必須設計一套誘因制度，誘使資訊較多的一方

願意提供所擁有的優勢資訊，或誘使資訊較多的一方行為，符合資訊較少一方的要

求。 

奏摺制度中資訊的自願性，在設計上，是顯現在摺奏權的特許性上。所謂的特

許性，即上奏權非每一官僚的法定職權，而是必須經過皇帝的特許。既要經過允

准，就表示是一種特權，非人人得而享之，是廣大官僚體系中少數人員獨有的權

力，其代表著與皇帝的親密關係，以及在皇帝面前的特殊身份。因之，臣工一旦獲

得具摺權，即意味著成為皇帝的「內圍之人」，這是一份殊榮，當然要好好表現，

努力提供資訊，以符合皇帝的期許。奏摺制度發展的早期，即充分顯示此種特許

性。康熙朝有密奏權者多為特定滿洲督撫以及少數皇帝的親信、包衣、旗下，人數

極少，與康熙皇帝都有特殊的關係。例如，川陝總督佛倫、蘇州織造李煦、江蘇織

造曹寅與工部尚書王鴻緒等。當時，具有奏摺權力的人，不在官階高低，而在同皇

帝的關係（馮爾康，1992：299）。由於奏摺發展的初期，上奏者皆是以特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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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信任關係獲致具摺權，職是之故，任何其他的人，一旦獲得上奏權，也就代表著

其與皇帝之間的特殊親密關係，受到皇帝的另眼看待與信任。所以，在康熙中期之

前，內外官員均積極爭取上奏之權，以示得到皇帝的寵幸。康熙四十五年（西元

1706）貴州巡撫陳詵是以「臣聞巡撫諸臣有許進摺子之例」，請求「用密摺陳

奏」。（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84c：407-409）康熙四十七年（西元 1708）甘肅

總兵劉漢業上奏：「題補邊方武職，事隸督提，原無總兵具摺啟奏之例，----然事

有權宜，情有緩急，----許奴才密摺啟奏，當蒙主子聖諭，如有緊急大事可以具摺

啟奏。」（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84c：994-1000）當然，隨著康熙五十一年

（西元 1712）具摺權擴大而能上奏的臣工們，均深感獲得關愛，任誰也不願失去

上奏機會。為了持續上奏權，臣工當會表現高度的順服性，盡力提供資訊。世宗即

位，將具摺官員擴大至各省之布政使、按察使等，這些官員可說是如獲至寶。雍正

元年（西元 1723）六月，廣西布政使劉廷琛於密摺中提及：「奴才跪請聖訓時，

天語諄諄，破格賞賜奴才素珠、硯石，並吩咐奴才用摺子，聞命之下，感甚！懼

甚！----嗣後如遇有緊要事件，自當具實摺奏。」（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91b：

594-595）雍正五年（西元 1727）世宗擴大密摺舉奏範圍，京官自翰林、科道、郎

中以上；外官自知府、道員、學政以上；武官自副將以上；旗員自參將以上，均准

使用密摺。一些微末之員，經過皇帝的特許，亦可逕自上奏。由於此等官員，僅可

列為中級幹部，原並無上奏權。然而，他們獲得上奏之權，可說是得到雍正的恩

寵、眷顧，此為非凡的殊榮（馮爾康，1992：300）。 

如上所述，上奏權代表著與皇帝的特殊關係及深獲皇帝信任，大小臣工無不想

藉著密奏的機會，多所表現，嶄露頭角，並表現出高度的順服與效忠，努力提供資

訊。一旦臣工在奏摺中表現不好，違逆皇帝意思，皇帝可剝奪其上奏權，使之喪失

與皇帝一線通天的機會，這代表著被逐出皇帝關愛眼神的門牆，與皇帝關係的疏

遠。前述言及雍正二年（西元 1724），浙閩總督覺羅滿保、山西巡撫諾岷、江蘇

布政使鄂爾泰、雲南巡撫楊名時等人，先行派親屬或親信在京，拆看奏摺，以便早

一步預作處理與應付，世宗震怒，認為違反隱密性的原則，停止他們的具奏權。此

一懲罰，對這些封疆大吏而言，無異是重重跌了一跤，宣判了重罪。 

陸、奏摺制度對君臣資訊分配的影響 

清代奏摺制度確實對君臣之間資訊的分配，產生了重大影響。皇帝原處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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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對稱中的劣勢，但於奏摺制度實施後，情況完全易位。透過奏摺制度，內外臣工

都成為了皇帝的耳目，所有資訊均匯聚於皇帝，皇帝位居資訊的核心位置，處於資

訊有利的制高點上。因之，楊啟樵認為奏摺的十大功能中的兩項與此有關，即是

「廣耳目、周見聞、洞悉庶務」和「露章有所瞻顧，不敢直言，密摺無此顧慮」

（楊啟樵，1983：179）。顧慕晴亦認為「資訊的掌握」與「公文機密性、效率性

的強化」是奏摺的五大功能之二（顧慕晴，2001：65-67）。綜觀康雍時期的情

勢，皇帝資訊上的優勢，極大的原因，是建立在奏摺制度的行使上。而奏摺制度之

所以產生扭轉資訊分配的態勢，在客觀上，是建立在奏摺制度中資訊的充分性、真

實性、迅速性與隱密性上，這四大特性使得皇帝成為全國官僚系統中資訊流通的樞

紐點，匯合點。皇帝快速的掌握最多的、最真實的、最隱密的資訊，而官員僅得知

片段的資訊。用現代電腦的術語而言，皇帝是主電腦，官僚則是由主電腦所延伸出

來的終端機。在奏摺制度中，各個終端機僅能以單線方式與主機上下聯繫，而各個

終端機之間是沒有橫向聯繫的。所以，主電腦彙整並擁有由所有個別終端機傳送的

資訊，而個別終端機則僅具有部分、零星的資訊。所以，任何官員都比不上皇帝所

擁有資訊的充分、真實與隱密。日本學者佐伯富（1983：2）曾言：「故（皇帝）

雖深居大內，而於各地官僚之作為，政治、經濟及社會動態，無不瞭如指掌。」 

皇帝資訊上的優勢，在主觀上，是建立在自願性上，所謂自願性，即一方面皇

帝要有需求充分、真實、迅速與隱密資訊的意願，二方面，官僚亦要有意願盡心盡

力，知無不言，言無不盡的將各種資訊呈報給皇帝，兩者合致，奏摺制度方得運

作，若有一方退出，奏摺制度扭轉資訊不對稱的功能將無法生效。此一意願機制是

建立在三點之上。吾人可從君臣之間的「策略互動」（strategic interaction）（陳敦

源，2002：14-16）論之。其一，就一位理性的皇帝而言，為了掌控百官、制定政

策、瞭解民生與延續國祚上，他對充分、真實、迅速與隱密的資訊，具有高度的興

趣，他會不斷要求臣工們提供，也會想盡辦法讓臣工們呈報，使臣工們成為其忠實

的耳目。 

其二，就一位理性官僚而言，在與皇帝的策略互動上，他會主動的提供充分、

真實、迅速與隱密的資訊。因為官僚一旦取得密奏權，代表著密奏人和皇帝間非同

小可的親密與信任關係；官員們將直接與皇帝通信的特權，視為莫大的榮寵，均欲

藉此表現高度的忠誠與盡責，以求皇帝的肯定，期望在未來的仕途上，能一帆風

順。基於以上的思考，臣工們無不竭盡所能，充分的、快速的據實以告。在康雍時

期奏摺中常見「臣蒙皇上密委以耳目，而不以所聞密陳，有負天恩」之類似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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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歷史檔案館，1984d：277）即表示官僚有高度的意願，配合皇帝，提供

資訊。又因奏摺乃皇帝與臣子間的密秘文書，不易為第三者得見，故臣子們亦較能

暢所欲言。其三，就一位理性官僚而言，其也會被動的、不得不提供充分、真實、

迅速與隱密的資訊予皇帝。因皇帝的資訊來自四方，故某一官員若有欺矇、粉飾、

疏漏之情形，皇帝立即可知，「欺君」之罪在帝制中國，是何等的罪行，故無任何

官員敢有如此行徑。佐伯富（1983：2）認為：「又因奏摺來自四方，同一事有多

人具告，如有錯謬、虛報，可立時察出，帝即嚴詞切責，毫不假貸，具摺者遂不得

不報告真相。」 

柒、結論 

清初由於原本應承擔皇帝耳目的科道官，並未提供皇帝多元、充分與快速的資

訊來源；以及正式公文體系----題本、奏本隱匿、洩漏與緩慢的缺失；再加上皇帝

對地方政治情勢、官僚派系、官場風氣等敏感性資訊的迫切需求，使康雍二帝深以

無法獲得質量兼優的資訊為苦。為了一改此種資訊不對稱中的劣勢，奏摺制度乃應

運而生。而奏摺制度實施後，也確實對清代君臣之間資訊的分配，產生了重大影

響，使皇帝從資訊的劣勢中脫離出來，站在資訊優勢的制高點上。 

奏摺制度可說是中國傳統人君統御治術的再度體現。康熙、雍正兩位皇帝所建

立之清代奏摺制度，其最重要與最原始功能，即在於強化皇帝資訊之收集，以化解

閉塞之弊，此種企圖，早於春秋戰國時期法家的理論中，就已有深刻的闡發。《韓

非子》〈內儲說上〉中，有關「御臣七術」之一為「眾端參觀」，其為「觀聽不參

則誠不聞，聽有門戶則臣壅塞」，其意為國君要有多方的消息來源，不能只有單一

消息管道，否則若似不聞，以及會遭蒙蔽（韓非、李瓚，1987；陳啟天，1969：

380）。〈八經〉中亦有「參伍之道」，即詳細多方察考，以知臣下實情，防止奸

邪；其原則為「行參以謀多，揆伍以責失」；反之，「不以眾言參驗，用一人為門

戶者，可亡也。」（《韓非子》〈亡徵〉）（韓非、李瓚，1987；陳啟天，1969：

162、116）因之，吾人認為清代奏摺制度可說是法家「眾端參觀」與「參伍之道」

的實踐。由奏摺制度的實施與擴大，再次證明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是儒法互補，或

者是外儒內法，亦即統治者以儒家的仁義道德，做為公開的表象，而實際所運用

的，則是法家的權謀法術。 

奏摺制度的實施，固然扭轉了君臣之間資訊的態勢，使皇帝位居資訊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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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帶來了副作用，身為皇帝者必須妥善處理。那就是地方督撫架空中央閣部

的職權；地方藩臬或更低之微員，掣肘督撫（莊吉發，1979：52-56；郭成康，

2003：152-156）。由於地方督撫、藩臬均能以摺奏權一線通天，所以，許多地方

事務督撫以奏摺方式，直達御前，不經一般公文程序，由通政司、內閣而至皇帝。

通政司與內閣在資訊的掌握和事務的處理上，可說是被架空。雖然，許多在奏摺中

奉准的事項，皇帝仍批「具題來」、「此事當具本奏」，也就是必須按照正式公文

流程，以「題本」、「奏本」方式呈奏。但亦有為數不少的奏摺，世宗逕批「該部

議奏」、「已諭部矣」，即表示地方督撫不必具題，皇帝已交辦六部。如此，地方

督撫或閣部大幅減少政策的票擬或規劃權，其只是一後知後覺的被動執行者而已。

另外，在地方官員之間，由於藩臬、道台亦有上奏權，其往往以已奉奏准，而挾制

督撫，使督撫受其箝制，徒增官場紛擾。 

奏摺制度的實施，非僅限於扭轉君臣之間資訊的態勢，尚有其他的多項重大作

用。楊啟樵認為奏摺還有 8 項作用：1、官員間相互牽制，彼此監視；2、督、撫等

大員不能專擅；3、人人存戒心，不敢妄為，恐暗中被檢舉；4、有所興革，君臣間

預先私下協議，不率爾具題，有緩衝餘地；5、以硃批為教育工具，藉此訓誨；6、

臣工得硃批之鼓勵，益自激勵上進；7、人才之登進、陟黜、藉密摺預作安排；8、

自奏摺中知臣工之居心制作 （楊啟樵，1983：179）。陳捷先亦認為奏摺除了收集

資訊功能外，亦有聯絡大臣、紐合大臣、監視官員言動和迫使百官實心工作的作用

（陳捷先，1971：1-9）。顧慕晴亦以為奏摺的作用，尚有其他三項：（一）各種

政策、人事案的預先討論。（二）對大臣的訓誡。（三）君主專制的強化（顧慕

晴，2001：65-67）。雖然，學者們對奏摺制度的功能，歸納出數項之多，然而，

這些功能都可包含至一項最主要的功能之中，那就是君主專制的強化。奏摺制度實

施，對清代政治的最大影響，就是君主專制的強化。透過奏摺制度，使一定層級以

上的官員，相互監視，相互揭短，人人疑懼，不敢為非。每位官員均通過密秘的單

線，獨自對皇帝負責，對皇帝俯首貼耳，臣服於下，如此使得君主專制的嚴密控

制，達於頂峰。就官僚言之，其可藉由具奏權顯示所獲得皇帝之高度信任與榮耀；

又由於能夠一線通天，其自然在官僚體系中的地位、份量不同凡響。而官員為了鞏

固其在政治、行政系統中的權力與地位，更是會藉由奏摺制度表達對皇帝的完全忠

誠，如此更進一步強化了君主專制。皇帝對此點當然了然於心，必然會充分的加以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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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ancient China, the emperors had to depend on his/her large number 
of bureaucrats to govern the nati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ominate this vast 
country, the emperors were required to know if the bureaucrats had followed 
orders, and if the people around the country lived comfortably under 
management of the bureaucrats. However, all of the information would be 
unacknowledged if no one presented it. How were the emperors supposed to 
understand the true condition of the country? From the view of allocation of 
information, emperors were placed at a disadvantage. How did he/she reverse 
this poor situation?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was a useful method for 
helping the Ching emperors to, esoterically, capture the actual information 
under the bureaucrats' own will. The system was developed most completely in 
the Yung-cheng Reign. The purposes of this article are to introduce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of the system, and to study the 
mechanics of the system that led the emperors to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Keywords: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the Palace Memorial System, Yung-
cheng 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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