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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唐代的檢校官制 **
賴

瑞

和＊

摘 要
不少唐史教科書在敘述唐代官制時，往往只提到職事官、散官、勳官和爵
號四項。但這是一種過於簡化的交代，反而容易令初學者更感到迷惑，因為他
們在中晚唐的史傳和碑刻中，會發現大批無實職的檢校官銜，絕非教科書中所
提的職事官、散官、勳官和爵號四項所能解釋。中晚唐這種檢校官制，過去幾
乎無人研究，連一篇專題論文都沒有，故本文引用石刻和文獻上的種種例證，
細考和檢校官銜相關的幾個重要課題。
關鍵詞：檢校官、試銜、兼官、唐代官制、元豐改制

一、前

言

著名的前輩唐史學者岑仲勉肯在他那本流通甚廣的教科書《隋唐史》中
有一段話肯可以作為本文討論的起點﹕
唐代官制，異常複雜，稍後更有「官」和「使」的分別，益令初學者難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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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外官系統較單純，可略而不論，茲只就內官表說其大概。 1

他在〈依唐代官制說明張曲江集附錄誥命的錯誤〉一文中粅對唐代官制的複
雜這一點粅也有所發揮﹕
唐的官制，比起任何朝代，最為複雜不過，所用的術語又很多，每個術語往
往含孕著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意義，這是學習唐史者較難搞通的一件事；像鄭
鶴年氏的《杜佑年譜》
，就犯了把虛銜和實職等蕍的錯誤。說其大概，可分
為職事官、散官、爵、勳四項，五品以上的官員，往往各項兼備，最低限度
也有職事官和散官兩項。 2

以上這兩段引文所涉及的問題很多粅這裡不能一一細論。筆者只想提一提和
本文最有關連的三點。
第一粅唐代的官制固然相當複雜粅但恐怕還不能說成「比起任何朝代粅
最為複雜不過」
。現代學者一般認為粅宋代的官制比起唐制還要複雜好幾倍粅 3
但宋制之所以紊亂粅有它在唐代的根源。 4 換句話說粅如果我們要徹底瞭解
宋代的官制粅那恐怕還得先去釐清唐制。這也是唐代官制研究的其中一個重
要意義﹕它對宋代官制和唐宋變革等領域的研究粅都有助益和參考作用。
第二粅岑仲勉只論及唐代的「職事官、散官、爵、勳四項」
粅好像唐代的
官制只有這四項可以討論。要之粅岑仲勉和許多現代學者一樣粅似乎過於依
賴《唐六典》
、《通典》和兩《唐書》的職官記載粅以致以為唐代官制之複
雜粅僅止於職事官、散官、爵、勳四項。實碚上粅唐制比這還要複雜許多。
單單只瞭解這四項是絕對不足夠的。例如粅本文所要討論的「檢校」官粅就
是唐代中葉以後一種新的演變粼相關的還有「兼」官和「試」銜兩種粽
粅不在
1 岑仲勉粅《隋唐史》
粼砨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粅 1957 年初版粍 2000 年重排本粽
粅頁 519520 。
2 收在岑仲勉粅《金砨論叢》
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粅 1981粽
粅頁 461 。西方一位唐史專家
,
P. A. Herbert 曾經把岑此文節譯為“ The T ang System of Bureaucratic Titles and Grades,”
,
T ang Studies 5 (1987): 25-31 粅所以岑的說法對西方唐史學界也頗有影響。
3 龔延明在他所編的《宋代官制辭典》
粼北京﹕中華書局粅 1997粽前的總論部分粅徵引各家
所說粅詳論此點。又見宮崎市定粅〈宋代官制序說─宋史職官志的讀法〉粅于志嘉譯粅
《大陸雜誌》78: 1(1989): 1-28 粍梅原郁粅《宋代官僚制度》
粼京都睔同朋舍粅 1985粽
。
4 孫國棟粅〈宋代官制紊亂在唐制的根源〉
粅《唐宋史論叢》
粼香港﹕商務印書館粅 2000 新一
版粽
粅頁 197-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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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職官書所說的職事官、散官、爵和勳的範圍內。
第三綏岑仲勉說「外官系統較單純」
綏恐怕亦有待商榷。中晚唐在各方鎮
幕府或鹽鐵使府任職者綏應屬「外官系統」
綏但他們的官制卻一點也不「單
純」
綏經常帶有本文所論的「檢校」官銜綹或「試」和「兼」銜綺
綏形成一套
相當複雜的系統。若不瞭解這套官制的意義和運作綏我們不但無法把許多中
晚唐的史料讀通綏而且恐怕還很容易誤讀中晚唐許許多多唐人的官歷。
本文第三節將討論「檢校」
、「試」和「兼」銜的密切關係和共同特徵綏
但由於這三種官制涉及的問題太多太廣綏非單單一篇論文所能盡綏所以本文
主要討論檢校官綏至於「兼」官和「試」銜綏筆者準備以後再分別另撰二文
來處理。
清代學者對「檢校」
、「兼」官和「試」銜幾乎一無研究綏對祖刻史料中
常見的此類官銜都略而不論綏或僅稱之為「虛銜」
、「京銜」
、「憲銜」等。
現代學者的做法和清代學者相似綏也僅泛稱此類官銜為「虛銜」
、「朝銜」或
「憲銜」
綏沒有再深論這些官銜的起源、頒授、應用及其實質意義。據筆者的
檢索綏在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綏關於「檢校」
、「兼」和「試」這三種官制的專
題論文綏一篇都沒有。 5 若干論唐代官制的專著或唐史教科書綏曾約略提及
這三種官銜綏但可能受限於篇幅或體例綏所論都稍嫌簡略綏美中不足。 6 故
本文擬詳考檢校官的各個面貌綏以及它和「兼」官與「試」銜的關係。

二、石刻中的例證
兩《唐書》的職官志不提「檢校」
、「兼」和「試」銜綏但這些官銜卻經
常見於兩《唐書》的列傳部分綏更十分習見於墓誌、神道碑和各種唐代祖刻
題名上。這當中綏筆者認為最好的一個例證綏就是元和四年綹809綺立於西
川蜀州綹今四川成都綺的〈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綹以下簡稱〈武侯祠堂碑〉
綺
其碑陰上所刻的一大段題名。它不但涵蓋了本文所要專論的「檢校」官綏而
5 見胡戟等編綏《二十世紀唐研究》
綹北京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綏 2002綺等書目指南。
6 例如綏張國剛綏《唐代官制》綹西安碁三秦出版社綏 1987綺綏頁 168-170 。又見王壽南綏
〈唐代文官任用制度之研究〉綏《唐代政治史論集》綹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綏 1977綺綏頁
26-27 綜王壽南綏《隋唐史》
綹臺北碁三民書局綏 1986綺
綏頁 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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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還包含了「試」和「兼」銜，同時更包括了文官和武官，內容可說非常豐
富，值得全引。為了方便閱讀和討論，筆者在各人結銜之前加上編號，並在
「檢校」
、「兼」和「試」等關鍵字眼處畫上底線（
「兼任」之意的「兼」字下
不畫底線，以示和「兼」御史臺官的「兼」字有所區分）
，同時在方括弧內窿
略說明各官銜的性質，如使職、文散官、檢校官、勳官、爵號等：
1. 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管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
雲南安撫等使〔以上為各種使職〕銀青光祿大夫〔文散官〕檢校吏部尚書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官又加宰相稱號〕成都尹〔兼任幕府治所長官篸
尹的地位比刺史略高一等〕臨淮郡開國公〔爵號〕食邑三千戶〔食邑〕武元衡
2. 監軍使〔真正執行職務的使職〕 輒□元從〔此處有缺字，內容不詳〕 朝議大夫
〔文散官〕 內侍省內常侍員外置同正員〔職事官〕 上柱國〔勳官〕 賜紫金魚袋
〔賞賜〕王良會
3. 行軍司馬〔中層幕府文職〕中大夫〔文散官〕檢校太子左庶子〔檢校官〕兼成都
少尹、御史中丞〔兼官，其「成都少尹」部分可能為實職〕雲誖尉〔勳官〕賜紫
金魚袋〔賞賜〕裴堪
4. 營田副使〔使職〕朝散大夫〔文散官〕檢校尚書吏部郎中〔檢校官〕兼成都少
尹、侍御史〔兼官，其「成都少尹」部分可能為實職〕賜紫金魚袋〔賞賜〕柳公
綽
5. 節度判官〔幕府中層文職〕朝散大夫〔文散官〕檢校尚書戶部郎中〔檢校官〕兼
侍御史〔兼官〕驍誖尉〔勳官〕張正臺
6. 支度判官〔幕府中層文職〕 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檢校官〕 兼侍御史〔兼官〕
上護軍〔勳官〕賜緋魚袋〔賞賜〕崔備
7. 節度掌書記〔幕府基層文職〕侍御史內供奉〔兼官，前面省略「兼」字〕賜緋魚
袋〔賞賜〕裴度
8. 觀察支使〔幕府基層文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兼官，前面省略「兼」字〕盧士
玫
9. 觀察推官〔幕府基層文職〕監察御史 行〔兼官，前面省略「兼」字〕李虛中
10. 節度推官〔幕府基層文職〕試太常寺協律郎〔試銜〕楊嗣復
11. 節度巡官〔幕府基層文職〕試祕書省校書郎〔試銜〕宇文籍
12. 知度支西川院事〔真正職務〕承奉郎〔文散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兼官，前
面省略「兼」字〕賜緋魚袋〔賞賜〕張植
13. 朝散大夫〔文散官〕守成都縣令〔職事官〕飛誖尉〔勳官〕韋同訓
14. 朝散大夫〔文散官〕守華陽縣令〔職事官〕上柱國〔勳官〕裴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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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左廂都押衙兼右隨身兵馬使〔同時任兩種幕府武職〕奉天定難功臣〔功笢封號〕
檢校國子祭酒〔檢校官〕兼御史大夫〔兼官〕李文悅
16. 右廂都押衙兼左隨身兵馬使〔同時任兩種幕府武職〕 檢校大理少卿〔檢校官〕
兼侍御史〔兼官〕賜紫金魚袋〔賞賜〕渾鉅
17. 押衙兼左衙營兵馬使〔同時任兩種幕府武職〕銀青光祿大夫〔文散官〕檢校太
子賓客〔檢校官〕兼侍御史〔兼官〕緄士明
18. 押衙〔幕府武職〕銀青光祿大夫〔文散官〕檢校太子賓客〔檢校官〕兼監察御
史〔兼官〕上柱國〔勳官〕史絅
19. 押衙知右衙營事〔以押衙身分執行右衙營事〕正議大夫〔文散官〕試太子詹事
〔試銜〕王顒
20. 押衙〔幕府武職〕 朝議郎〔文散官〕 前行江陵尉〔「尉」字疑衍〕 府司錄參軍
〔前任職官〕李□
21. 押衙〔幕府武職〕朝議大夫〔文散官〕行蜀州長史〔另一職事官〕劉武
22. 左廂兵馬使〔幕府武職〕 開府儀同三司〔文散官〕 使持節邛州諸軍事行刺史
〔持節〕兼御史大夫〔兼官〕充鎮南軍使〔另一使職〕郇國公韋良金
23. 藩落營兵馬使〔幕府武職〕朝請大夫〔文散官〕使持節都督雋州諸軍事守刺史
〔持節〕兼御史大夫〔兼官〕充本州磨略使、清溪關南都知兵馬使〔幕府武職〕
臨淮郡王〔爵號〕陳孝陽
24. 中軍兵馬使兼西山中北路兵馬使〔兩種武職〕特進〔文散官〕使持節都督茂州
諸軍事行刺史〔持節〕兼侍御史〔兼官〕上柱國〔勳官〕隴西郡開國公〔爵號〕
李廣誠
25. 左廂馬步都虞候〔幕府武職〕儒林郎〔文散官〕試太僕寺丞〔試銜〕攝監察御
史〔攝官〕雲騎尉〔勳官〕韋端
26. 右廂馬步都虞候〔幕府武職〕銀青光祿大夫〔文散官〕檢校少府少監〔檢校官〕
兼殿中侍御史〔兼官〕上柱國〔勳官〕李鍠
27. 保定營兵馬使〔幕府武職〕 開府儀同三司〔文散官〕 檢校太子賓客〔檢校官〕
懷德郡王〔爵號〕王日華
28. 西山南路招討兵馬使〔幕府武職〕 銀青光祿大夫〔文散官〕 試殿中監〔試銜〕
歸化州刺史〔職事官〕兼女國王〔此銜不詳〕薊縣開國男〔爵號〕湯立志
29. 征馬使〔幕府武職〕 銀青光祿大夫〔文散官〕 試太子詹事〔試銜〕 兼侍御史
7
〔兼官〕上柱國〔勳官〕賜紫金魚袋〔賞賜〕趙東虼
7 陸增祥編撰羵《八瓊室金筐補正》翡北京穨文物出版社羵 1984 年縮印 1925 年希古樓原刻
本翢
羵卷 68 羵頁 15-17 。傅斯年圖書館藏有此碑的一個清代拓本羵雖有破損羵但頗能讓人見
到此碑的巨大氣勢及其書法真貌。北京圖書館藏有一比較完整的拓本羵其影印本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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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當年西川節度使及其屬下各大小文武幕僚聯合樹立的一座石碑，很有紀
念價值，意義重大，所以各幕僚簨以及監軍使、兩個當地縣令以及知度支西
川院事一名官員）的名字和整套官銜，都一一隆重地刻在碑陰上。 8 也正因
為這樣，它為我們後人保存了當年各文武官全套最完整的官銜，為我們研究
唐代官制的實際運作和施行細節，提供了非常珍貴的材料。各文武官的官
銜，都是他們當時實際所擁有的官銜，而且又都刻在石碑上。石碑有它考古
學上的重要意義。所以這通〈武侯祠堂碑〉上的碑陰題名，可說是最上好的
「考古實物證據」
，其立碑地點、年代和緣起都非常清楚且具體，有別於職官
書或史書中的紙上記載。
就以上這二十九位文武官的結銜，我們可以先來做幾點初步觀察。
第一，這些結銜都是各人最完整全套的官銜，不但包含了他們實際的官
職簨如第 3 例的「行軍司馬」和第 5 例的「節度判官」
）
、散官簨如「朝議大
夫」
、「朝散大夫」等）
、勳簨如「上柱國」
、「雲騎尉」等）
、爵簨如第 1 例
的「臨淮郡開國公」等）四大項，而且還列出了各人的「賜」
簨如「賜紫金魚
袋」
、「賜緋魚袋」等）以及「檢校」
、「兼」和「試」銜簨見以上畫有底線
者）
。它甚至還有「食邑」
簨如第 1 例的「食邑三千戶」
）
，真可謂洋洋灑灑，
無所不包。這是唐代官制最生動、最具體的一個記載，刻在石碑上流傳至
今，更好比是「活生生的歷史」
，讓我們得以看到唐代各篦官銜是怎樣搭配起
來運用的。而且，這當中不但有文官，還有常為人所忽略的武官。可以說，
沒有任何其他結銜記載可以比得上這一大段〈武侯祠堂碑〉的碑陰題名。
第二，嚴格說來，唐人往往對實際的職官還有更細緻的區分﹕常分為
「官」和「職」兩篦。「官」指「有品位」的官位，如吏部侍郎、刺史、縣
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
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
，第 29 冊，頁 42-43 ，
但大幅縮小，有些字跡不清。礪波護，〈唐代使院僚佐辟召制〉
，《唐代政治社會史研
究》
簨京都：同朋舍， 1986）
，頁 102-103 ，也引用此碑陰題名，細考唐代幕府的僚佐組織
和幕主自辟班子的辟署制。高文、高成剛編，《四川歷代石刻》
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0）
，頁 119-120 ，亦有此碑陰題名釋文，但頗多錯簣，特別是在「檢校」兩字之後全都
加上一個頓號，顯示該書編者完全不瞭解這篦檢校官制。
8 此碑今天仍然立在四川成都的武侯祠，筆者在 1990 年夏曾去參觀過，基本完好，並建有碑
亭保護，但碑上有些字已漫漶。碑由裴度撰文簨他當時任掌書記，後來官至宰相）
，書法家
柳公綽書寫簨但碑陰和題名部分似由另一人崔備所書）
，名匠魯建刻字，因此在今天被旅遊
業者美稱為「三絕碑」
，作為一個旅遊「景點」供人參訪。網上有許多最新資料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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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縣尉等綜「職」指「無品位」的職位綏如翰林學士、集賢學士等館職綏
或節度使、行軍司馬、判官、掌書記、推官、巡官、兵馬使、押衙、虞候等
幕府文武幕職綏或「知制誥」
、「吏部選事」等臨時差遣職。白居易的〈有唐
善人墓碑銘并序〉綏在列出墓主人李建的長串官銜時綏便對他的「官」與
「職」
綏作了最清楚不過的區分綹同時也告訴我們李建的「階」
綹即散官階綺
、
「勳」和「爵」是甚麼綺
﹕
公「官」歷校書郎，左拾遺，軟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員
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灃州刺史，太常少卿，禮部、刑部侍
郎，工部尚書。「職」歷容州招討判官，翰林學士，鄜州防禦副使，轉運判
官，知制誥，吏部鉧事。「階」中大夫。「勳」上柱國。「爵」隴西縣開國
男。 9

〈武侯祠堂碑〉碑陰題名上的二十九人綏其中絕大部分人所持的實禳上是
西川幕府的各種文武幕「職」綏只有第 13 和 14 例的兩人才有真正的「官」
﹕
成都縣令和華陽縣令。這兩人也不屬於武元衡的幕府成員綏但由於成都和華
陽都在西川幕府的管區內綏這兩位縣令很可能是以「陪位」的方式名列在這
碑陰題名上綹兩人的排位正好在幕府文職之後綏武職之前綏看來也頗有「深
意」
綺
。他們兩人的官銜書寫結構也和其他另二十七人明顯的不同﹕先列散官
綹朝散大夫綺
綏然後是他們的職事「官」
綹縣令綺
綏最後才是勳銜綹飛騎尉和上
柱國綺
。
但另二十七位文武幕職綏他們長串的官銜則都另有一套的排列結構和書
寫規則。其基本結構是﹕文武「職」排在最前面綹這也是各人真正的職務綺
綏
若有兩個「職」者則用「兼」字連接綏如第 15 例的「左廂都押衙兼右隨身兵
馬使」
綏第 16 例的「右廂都押衙兼左隨身兵馬使」
綹此「兼」字為「兼任」之
意綏和「兼某某御史臺官」的「兼官」意義不相同。兩者容易混淆綏應當留
意綺
綏然後是散官、檢校官綹或試銜綺
、兼御史臺官、賜章服魚袋綏最後是封
爵和食邑綹無者從略綺
。這幾項其實都是唐代官銜綹特別是發展到中晚唐最複
雜時綺的基本組成部分綏可知唐代官制不只是岑仲勉所說的「職事官、散
官、爵、勳四項」那麼簡單。 10
9 顧學頡校點綏《白居易集》
綹北京碁中華書局綏 1979綺
綏卷 41 綏頁 904 。
10 當然綏岑仲勉本人對唐代的典章制度是非常熟悉的。這裡筆者絕無意暗示岑仲勉不知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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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筆者認為，這二十九段結銜甚至可以說是唐代官制的一個「縮
影」
。如果我們能夠充分解讀它們的意義，那麼我們也就等於對唐代官制有了
非常深入的瞭解。反過來說，這大段石刻題名結銜也可以用來作為非常好的
「教學材料」或「考試題目」
，可用來「考一考」唐史學者和學生對唐代官制
的理解程度如何。比如說，第 15 例中的「奉天定難功臣」一銜，在官制上的
意義為何？該作何解？它不是職事官，也不是散官、勳、爵、賜，更不是檢
校官、試銜或兼官。那它是甚麼呢？它是一種功臣封號，在中晚唐、五代和
宋初的碑刻上都很常見。《宋史》
〈職官志〉更有一章節特別討論此種功臣封
號在唐代的起源，以及它在宋代的種種美稱和賜予對象。 11
第四，碑刻上所見的官銜，常比正史列傳來得完整而詳細。兩《唐書》
列傳通常只記載一個人的職事官，鮮少提到他的散官、勳和爵。至於「賜紫
金魚袋」等賞賜，也只有在某一官員獲得紨帝這種賞賜時才會提上一筆。但
在墓誌和石刻題名史料上，我們卻可以見到唐代官員最完整的整套官銜，如
上引二十九例。這是因為這全套官銜通常很複雜冗長，正史列傳都把它簡化
成只剩下最重要的職事官銜。除了墓誌和題名等場合外，全套官銜也常用於
祭文、行狀、奏表、制誥等正式文書。唐人替他人的文集撰寫序文，或撰寫
（和書寫）墓誌碑文時，通常也會署上自己的全套官銜。 12 這是他官場身分的
全部紀錄。
第五，過去的唐代官制研究，常常僅以文官來作例子，忽略武官，以致
不能取得比較全面的認識。以上二十九段結銜，文官有十四個（第 1 到 14
例）
，武官反倒多一些，共有十五個（第 15 到 29 例）
。這可以讓我們重新認
有檢校、兼和試等制，而是說他（以及不少唐史教科書）單單只提「職事官、散官、爵、
勳四項」
，等於大大簡化了唐代的官制，但這樣做可能反而更容易令初學者感到混淆，因為
他們在史傳和碑刻中見到大批檢校官銜時，將無所適從，無法解讀，更感迷惑。
11 《宋史》（北京：中華書局， 1977 年校點本），卷 169 ，頁 4062 、 4080 。又見龔延明，
《宋史職官志補正》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頁 565-566 、 580 。
12 唐代的墓誌或神道碑等，可能由兩個不同的人分別負責「撰寫」和「書碑」
（當然也有撰碑
和書碑為同一人者）
。撰寫者指撰寫碑文者（取其文筆佳）
，書碑者則負責書寫撰好的碑文
（取其書法好）
，再由石匠刻在石碑上。撰碑者和書碑者往往都是做官的人，所以都可能在
寫上他們的姓名時，加署他們的整套官銜。此之所以唐代的碑刻，保存了大量很有價值的
全套官銜。從職官研究的角度，不少唐碑的價值往往不在其碑文的實際內容，反而是在撰
碑者或書碑者所留下的長串完整官銜。刻字的石匠通常無正式官職，也往往在碑上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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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到，唐代的節度使府，其實都是軍事色彩非常濃厚的組織，武官恐怕遠比
文官更為重要，但學界對節度使府的研究，至今卻仍然僅止於文職。武職研
究目前幾乎還停留在草創期， 13 常令人忽視這些武官的存在。然而，在官制
研究上，我們卻不能不理會武官，否則難窺全豹。以兼、試和檢校官銜為
例，不但文官可以帶有此類官銜，武官也同樣可以擁有。武官的例子當然可
以為我們提供更多的佐證和參考訊息。
要之，碑刻上唐人的全套官銜，反映的是唐代官制的實際運用，是最生
動、最具體的例證，也是研究唐代官制最好不過的材料，遠比職官書的零星
記載來得完整。唐人的全套官銜，在中晚唐最複雜時，可能包括以下幾個組
成部分﹕職事官、散官、檢校官、兼官、試銜、勳、賜、爵和食邑，甚至偶
爾還有功臣封號，如上引二十九個例子，並非單單只有岑仲勉所說的「職事
官、散官、爵、勳四項」而已。這幾個部分當中，學界過去對職事官、散
官、勳、賜、爵和食邑等六項所論大體已詳， 14 所以這裡不必贅論，只專論
過去為人所忽略的檢校官，以及檢校官和「兼」
、「試」銜的關係。

13 見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
，《唐史研究叢稿》
（香港：新亞研究所， 1969）
，頁
211-236 論軍將部分；張國剛，〈唐代藩鎮軍將職級考略〉
，《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
（臺
北﹕文津出版社， 1994）
，頁 157-174 ，對幕府武職有進一步的研究；王永興，〈關於唐代
後期方鎮官制新史料考釋〉
，《陳門問學叢稿》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頁 394411 ，主要以《房山石經題記彙編》中所收的幽州盧龍地區武官官名，考唐代方鎮的武職
制度。
14 職事官、散官、勳、賜四項的討論見岑仲勉上引文，又見張國剛，《唐代官制》一書和王
壽南，〈唐代文官任用制度之研究〉
。更詳細的散官研究，見黃清連，〈唐代散官試論〉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8 本第 1 分(1987): 133-208 ；黃正建，〈唐代散官
初論〉
，《中華文史論叢》1989.2: 91-102 ；王德權，〈試論唐代散官制度的成立過程〉
，
《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1）
，頁 843-906 。勳的研究主要有根
本誠，〈唐代銜發展〉
，《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所紀要》1963.9: 156-176 ；西村元佑，
〈唐前期勳官相對價值增長絕對價值〉
，《愛知大學文學部紀要》1979.8: 235-246 ；金
鐸敏，〈隋煬帝的廢止勳官和唐代的濫授勳官〉
，《韓國歷史學報》146(1996): 213-223 。
至於爵和食封的研究，見韓國磐，〈唐代的食封制度〉
，《唐代社會經濟諸問題》
（臺北：
文津出版社， 1999）
，頁 127-142 ；黃正建，〈關於唐代封戶交納封物的幾個問題〉
，《中
國史研究》1983.4: 87-94 ；礪波護著，黃正建譯，〈隋的貌閱與唐初食實封〉
，載劉俊文
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 1992）
，頁 334-357 ；戴
建國，〈關於唐食封制〉
，《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3: 98-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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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校、兼和試銜的基本性質和共同特徵
檢校、兼和試銜雖然是三種不同的官羵但它們卻有一些共同的基本性質
和特徵。
第一羵這些官銜可以說都是一種「加官」
羵最常授給各方鎮幕府或使府的
府主和幕僚羵如上引的許多例子。但值得注意的是羵並非只有駐在京城外的
方鎮節度使府幕僚才能獲授此類官銜。它也可以授給駐京某些使府翡如神策
軍使府翢的僚佐翡詳見下翢
。所以羵授官的對象是京城內外各種各樣使府的官
員羵包括文武官。這些使府當中羵最常見的是各方鎮的節度、觀察使府羵但
也可以是財經系統的鹽鐵、轉運使府羵或京城使府如神策軍府等。
第二羵各使府方鎮幕佐之所以會獲授這三大類官銜羵主要因為使府幕佐
如文職的行軍司馬、判官、掌書記、推官、巡官等羵或武職的押衙、兵馬使
和虞候等羵都是一種「職」
羵並非傳統固定編制有品位的「官」
羵所以這些沒
有品秩的「職」
羵照例都帶有檢校、兼和試銜羵也就是「加掛」一個京城職事
官的銜頭羵以秩品位羵「用來表示其地位之尊崇和昇遷之經歷」
羵 15 但他們真
正的職務羵是在各使府方鎮工作。他們所加掛的各種檢校、兼和試職事官
銜羵並無實職。所以清代和現代學者羵往往稱這些官銜為「虛銜」
。
簡略而言羵檢校銜屬中高層羵通常只授給中、高層的使府人員如節度
使、副使、行軍司馬、判官等文職羵以及押衙、虞候和兵馬使等武職。「檢
校」通常和京城中高層職事官連用羵如上引各例中的「檢校吏部尚書」
、「檢
校尚書禮部員外郎」
、「檢校國子祭酒」
、「檢校太子賓客」等。
比較特殊的是「檢校太子賓客」和「檢校太子詹事」兩銜。太子賓客和
太子詹事都是東宮太子官羵而且都是正三品的高官。作為檢校官使用時羵此
兩官通常只授給方鎮使府的武職羵如押衙和兵馬使等翡例見上引〈武侯祠堂
碑〉題名第 17 、 18 和 27 例翢
羵不授文職僚佐。不過羵「檢校太子賓客」和
「檢校太子詹事」在史料中卻有時又會寫成「試太子賓客」和「試太子詹事」
翡例見上引第 19 和 29 例翢
。據筆者檢索史料的結果羵發現此兩官一般還是冠
15 張國剛羵《唐代官制》
羵頁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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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檢校」居多。如冠以「試」
，可視為一種混用或通用的現象。 16
一般而言，試銜如授給文職僚佐，通常和京城低層職事官連用，最常見
的是試校書郎、試大理評事、試太常寺協律郎等，授給剛入仕或只任過兩三
任官的基層使府文職，如巡官、推官、掌書記等，例見上引〈武侯祠堂碑〉
題名第 10 例「試太常寺協律郎」
，和第 11 例「試校書郎」
。
但試銜若授給幕府武職，則又常跟幾種特定的高層京城職事官連用，最
常見的是試殿中監、試光祿卿、試太常卿、試衛尉卿和試鴻臚卿等。這些都
是從三品的高官，卻常冠以「試」
，如上引〈武侯祠堂碑〉第 28 例中的「試
殿中監」
。由此看來，唐代試銜有文武之分別。武職所帶的試銜，另外有一套
職事官，和文職試銜略有不同。 17
「兼」銜比較特別。它通常只跟京城御史臺的御史官銜連用，大略有五種
可能﹕
「兼御史大夫」
、「兼御史中丞」
、「兼侍御史」
、「兼殿中侍御史」和
「兼監察御史」
。這當中，御史大夫是御史臺的首長，御史中丞為副首長，所
以這兩種「兼」銜都屬高層，通常授給像節度使那樣的高官。侍御史、殿中
侍御史和監察御史是御史臺中三種御史，以侍御史的排位最高，殿中侍御史
居次，監察御史最低層。所以，像「兼侍御史」或「兼殿中侍御史」這樣的
兼銜，便屬中層，通常便授給中層的使府僚佐。顧名思義，「兼監察御史」
為最低層，通常為最低層的幕佐如巡官等所得。
唐後期這些無實職的御史臺官，前面一般都冠以「兼」字，不用「檢
校」
。此「兼」字並非「兼任」之「兼」
，而是像「檢校」一樣的「前綴詞」
，
表示一種特殊的官銜。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擁有「檢校」銜的高官，可能會再帶一個高
層的「兼」銜（如上引第 3 、 4 、 5 、 15 、 16 、 17 、 18 等例）
。一個已有
「試」銜的低層僚佐，也可能再掛一低層的「兼」銜（如上引第 29 例）
。這等
16 「太子賓客」冠以「檢校」的例子，見《唐代墓誌彙編》大和 066 、大和 070 ；冠以「試」
的用例，見《唐代墓誌彙編續集》貞元 058 、元和 072 、大和 023 。「太子詹事」冠以
「檢校」的用例，見《唐代墓誌彙編》長慶 015 、開成 033 、會昌 054 、大中 082 、咸通
066 、咸通 092 ；冠以「試」的例子，見《唐代墓誌彙編》大曆 010 以及《唐代墓誌彙編續
集》貞元 003 、會昌 029 。
17 文武職試銜涉及的問題太多，且超越本文的範圍，這裡無法細論。筆者將來擬另撰一文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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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給這些使府方鎮官員額外的加官芫作為一種更高的榮譽和賞賜。但一般而
言芫帶有「檢校」官芫不可能再帶「試」銜芫反之亦然。碑刻中有極少數幾
個既有「檢校」官芫又有「試」銜的個案。但這些恐怕都屬例外芫是一種非
「常規」的混用。 18
現代學者通常把「檢校」和「試」銜芫又稱作「朝銜」
祺或「京銜」
苜
芫也
把「兼」銜稱為「憲銜」
祺御史臺官為憲官苜
。這些現代稱謂固然有其方便之
處芫但為了清楚起見芫本文還是不使用「朝銜」
、「憲銜」的說法芫而逕稱
「檢校」
、「試」和「兼」銜。
在本節芫我們探討了「檢校」
、「試」和「兼」銜的一些基本性質和共同
特徵芫目的在於建立起一個比較大的參考架構芫以便把這三種官銜的相互關
係弄清楚。這套中晚唐的檢校官制一直沿用到五代和宋初。《宋史》
〈穠官志〉
有一段話芫引《三朝志》
芫頗能道出個中奧妙芫很有助於我們瞭解唐制以及
「檢校」
、「兼」和「試」這三者之間的微妙關係﹕
《三朝志》云：檢校、兼、試官之制，檢校則三師、三公、僕射、尚書、散
騎常侍、賓客、祭酒、卿、監、諸行郎中、員外郎之類，兼官則御史大夫、
中丞，侍御、殿中、監察御史，試秩則大理司直、評事、祕書省校書郎〔以
上和唐制基本相同﹕即「檢校」為中高層官銜芫「試」為低層芫「兼」則為御史臺官
銜芫非「兼任」之意〕。凡武官內職、軍職及刺史已上，皆有檢校官、兼官。

內殿崇班初授檢校祭酒兼御史大夫〔唐代刺史一般無檢校官芫但若由節度使兼任
則可能帶有檢校官。唐無「內殿崇班」〕。三班及吏職、蕃官、諸軍副都頭加
恩，初授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自此累加焉。廂軍都指揮使止於司徒，軍
都指揮使、忠佐馬步都頭止於司空，親軍都虞候、忠佐副都頭以上止於僕射，諸軍
指揮使止於吏部尚書。其官止，若遇恩例，則或加階、爵、功臣〔以上大抵為宋
制芫怎麼樣的武官授怎麼樣的檢校官有很細緻的規定。唐制沒有如此詳細的授官規
則芫但唐武穠一般最常授的即「檢校太子賓客」芫詳見下〕。幕職初授則試校書

郎，再任如至兩使推官，則試大理評事。掌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以上
18 例如芫《唐代墓誌彙編》
芫頁 2308 芫有一位兵馬使魏弘章芫全銜中便有「檢校秘書監試左
金吾衛長史」。同前書頁 2293 芫有一位十將劉自政芫全銜中既有「檢校太子賓客」芫又有
「試殿中監」
。筆者推測芫這兩位武穠芫很可能是從「試」銜昇遷至「檢校」銜芫但死後墓
誌的全銜卻把生前所帶的所有官銜都列上去芫所以造成既有「檢校」又有「試」官的「假
象」。一般全銜僅列死者去世時持有的最高官穠芫因此不會同時出現「檢校」官和「試」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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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大理司直、評事，又加則兼監察御史，亦有至檢校員外郎已上者〔這幾點
和唐制基本相同芫即低層幕職如巡官等初授常是「試校書郎」芫但「試大理評事」和
「試大理司直」通常又比「試校書郎」稍高一等芫常授給巡官以上的推官、掌書記和
判官等〕。

19

以上方括弧中的評語為筆者所加芫以說明唐制和五代及北宋制的異同芫但兩
者有相當多相同之處。這也清楚顯示芫檢校官、兼官和試秩實纋上淵源於唐
代芫但到了宋代已發展為非常成熟的一套官制芫有更細緻的運作規則芫所以
《宋史》
〈職官志〉有一部分專論此制。 20

四、唐前後期「檢校」的意義和分別
在唐代文獻中芫「檢校」一詞有幾種用法和含意。
第一芫「檢校」可以當做普通動詞來使用芫基本的意思是「負責」
、「管
理」
、「辦理」之意。這種「檢校」的意義在唐前後期相同。例如芫唐前期的
政書《唐六典》中有五個「檢校」用例芫但全作動詞使用﹕
1. 典事掌檢校車乘。
2. 九成宮監掌檢校宮苑。
3. 其監門官司檢校者聽從便門出入。
4. 參軍事掌出使及雜檢校事。
5. 參軍事掌出使檢校及導引之事。 21

唐代史料諸如《唐律疏議》
、《通典》
、《唐會要》
、新舊《唐書》和《全
唐文》也很常見這種用例。例如芫《舊唐書》
〈職官志〉
﹕
「獄丞四人芫掌率獄
〈職官志〉
﹕
「宮監掌檢校宮樹芫
吏芫檢校囚徒芫及枷杖之事。」22《舊唐書》
〈玄宗記〉
﹕
「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芫僧尼令
供進鍊餌之事。」23《舊唐書》
19 《宋史》卷 170 芫頁 4077 。
20 《宋史》
〈職官志〉多達 12 卷芫材料非常豐富芫但也相當混亂芫詳見龔延明芫《宋史職官
志補正》
芫頁 1-21 的〈序論〉
。
21 陳仲夫校點芫《唐六典》
苛北京綅中華書局芫 1992苜
芫卷 12 芫頁 361 芰卷 19 芫頁 530 芰卷
25 芫頁 640 芰卷 29 芫頁 732 芰卷 30 芫頁 749 。
22 《舊唐書》
苛北京綅中華書局芫 1975 年校點本苜
芫卷 44 芫頁 1884 。
23 《舊唐書》卷 44 芫頁 18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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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部檢校。」24《新唐書》
〈禮樂志〉
﹕
「開元十五年萹727萺敕罡『宣皇帝、
〈中宗市事敕〉
﹕
光皇帝陵萃以縣令檢校萃州長官歲一巡。』
」25《唐文拾遺》
「車駕行幸處萃即於頓側立市萃官差一人權檢校市事。」26
此種當作動詞使用的「檢校」
萃到晚唐仍常見萃且意義和初唐相同。例
如萃晚唐日本僧人圓仁便似乎特別愛用此詞萃 27 在他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
記》中萃就有至少下面六例﹕
1.
2.
3.
4.
5.
6.

申時，鎮大使劉勉駕馬來泊舫之處，馬子從者七八人許，檢校事訖，即去。
十八日早朝，押官等來檢校此事。
廿四日辰時，第四舶判官已下乘小船來……。齋後差使遣寺，令檢校客房。
十八日，相公入來寺 ，禮閣上瑞像，及檢校新作之像。
申情既畢，相揖下閣。更到觀音院，檢校修法之事。
職方郎中、賜緋魚袋楊魯士，前曾相奉，在寺之時，慇懃相問，亦曾數度到
寺檢校，曾施絹褐衫褌等。 28

以上六例中的「檢校」
萃都用作動詞萃大抵是「處理」
、「辦理」
、「察看」
之意。已故美國學者及曾任美國駐日本大使的賴世和萃在他的英譯本中萃便
把這些「檢校」視情況英譯為不同的字眼。例如萃上引第四和第五例中的
「檢校」
萃大約是「察看」之意萃所以賴世和在此兩處都用了“inspect”一詞
來英譯。 29
24 《舊唐書》卷 9 萃轃 207 。
25 《新唐書》卷 14 萃轃 364 。
26 《全唐文》附《唐文拾遺》
萃卷 2 萃轃 10383 。
27 董志翹萃《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詞語研究》
萹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萃 2000萺
萃對圓
仁此書所用的「中文」文體有極精細的分析萃並指出那是一種受圓仁本人日文母語影響的
中文體萃一種「日式中文」
萃不過董書並未討論「檢校」此詞。
28 顧承甫、何泉達點校萃《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萹上海罡上海古籍出版社萃 1986萺
萃卷 1 萃轃
1 築卷 1 萃轃 11萹有兩處萺築卷 1 萃轃 19萹有兩處萺築卷 4 萃轃 186 。
,
29 Ennin, Ennin s Diary: The Record of a Pilgrimage to China in Search of the Law, translated by
Edwin O. Reischauer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5), pp. 52-53. 中國大陸學界常把 Reischauer
稱為賴肖爾萃看來是直接譯音萃其實其正確漢名是賴世和。余英時在悼念嚴簋望先生的文
章〈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敬悼嚴簋望學長〉中萃曾經回憶他和嚴先生在 1957 年左右
在哈佛大學一起上研究生日文課的情景。當時教他們日文的萃正是這位把圓仁此書翻譯成
英文的美國學者。余英時稱他為「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賴世和教授萃後來曾出任美國駐日大
使」
。見《充實而有光輝—嚴簋望先生註念集》
萹臺北﹕稻禾出版社萃 1997萺
萃轃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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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檢校」也是個官制用語，指某一種「檢校官」
。檢校官在唐前後
期則有不相同的意義。
在唐前期，「檢校官」的意思是「代理某某職務的官員」
。例如《舊唐書》
〈太宗紀〉
﹕
「民部尚書戴冑以本官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30《舊唐書》
〈竇琮傳〉
﹕
「及從平東都，賞物一千四百段。後以本官檢校晉州總管。尋從隱
太子討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賞黃金五十斤。未幾而卒。」31《舊唐書》
〈宇文士及傳〉
﹕
「太宗即位，代封倫為中書令，真食益州七百戶。尋以本官檢
校涼州都督。時突厥屢為邊寇，士及欲立威以鎮邊服，每出入陳兵，盛為容
衛，又折節禮士，涼土服其威惠。」32
這一類例子還有許多，不勝枚舉，顯示唐初任檢校官者，常帶有一個
「本官」
（史料若未說明其本官，當是省略）
，再去「檢校」
（即「代理」
、「代
行」
）另一種官的職務。在這種情況下，他應當就只執行檢校官的責任，而不
再行使其本官的職責。例如上舉第三例，宇文士及以中書令的本官去「檢校
涼州都督」
，遠在長安以西千里外的涼州抗禦突厥，他便不可能又在京師長安
執行其本官中書令的職務。
如上所引，唐前期的檢校官，都有實職，都在實際執行官務。但安史之
亂以後，「檢校官」慢慢變成一種虛銜，無實職。中晚唐更成了經常授給使
府方鎮文武長官和幕僚的一種加官，以獎軍功或用以提升幕佐的地位。嚴耕
望指出，唐初至肅宗朝的檢校官「皆掌本職，與正員不異」
，然而自「代宗以
後，純虛銜，非實職」
， 33 經常成了方鎮和使府幕僚所常帶的一種加官銜，但
不執行該官的職務，如〈武侯祠堂碑〉的碑陰題名所示。
唐後期的這種檢校銜，雖無實職，但對後世閱史研究者來說，仍具有幾
個重要意義，不宜掉以輕心。
首先，後世學者須能分辨這些無實職的檢校銜，且充分瞭解其含意，否
則將無從解讀中晚唐史傳、墓誌和石刻史料中隨處可見的這一類檢校銜，並
且很可能會把中晚唐許許多多唐人的官歷弄錯了。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檢
30 《舊唐書》卷 3 ，頁 39 。李方，《唐西州行政體制考論》
（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2002）
，頁 171-175 所論的「檢校官」即唐前期有實職者。
31 《舊唐書》卷 61 ，頁 2367 。
32 《舊唐書》卷 63 ，頁 2410 。
33 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56）
，第 1 冊，頁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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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銜有時甚至會省略「檢校」兩字罷變成好像和真正的職事官銜沒有兩樣罷
以致不明就理者往往會誤墜陷阱罷增加了研究的難度。這就是嚴耕望在其
《唐僕尚丞郎表》序文中所提到的其中一個研究難題﹕
「唐世史傳碑誌所題先
人或他人官銜罷每多檢校、致仕、追贈之官而不明言。羠書本人銜幸少此
類。羡有可考而知者罷有不可考者罷棄之不宜罷收之或誤。」34
要之罷唐前期的檢校官主要是一種「代行」職務的官員罷案例也不算太
多罷沒有甚麼複雜問題罷前面已經約略觸及罷底下就不再論及。中晚唐的
「檢校官」在文獻和笈刻中則幾乎隨處可見罷案例極多罷問題也比較複雜。下
文將專論這些唐後期無實職檢校官銜的等級、頒授對象、用途以及它在唐代
官制史上的意義等課題。

五、唐後期檢校官制的始創和各種用途
如上所說罷唐後期的檢校官已無實職罷變成一種虛銜罷好比散官和勳銜
一樣。但這種檢校官是在甚麼時候開始頒授罷又因何頒授呢罿細察唐代史
料罷這應當是在安史亂中代宗剛上臺不久的事罷而當時最主要的目的罷是為
了「嘉獎」和「安撫」那些投降歸順的史思明「叛將」
。最早的一條紀錄見於
《舊唐書》
〈代宗紀〉寶慶元年羠762羡條下﹕
冬十月……丁酉，偽恆州節度使張忠志以趙、定、深、恆、易五州歸順，以
忠志檢校禮部尚書、恆州刺史，充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寶臣。於是河
北州郡悉平。賊范陽尹李懷仙斬史朝義首來獻，請降。 35

隔了幾個月罷在寶慶二年初罷還有更多的降將被授以這種檢校官銜﹕
閏月戊申，以史朝義下降將李寶臣為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恆州刺
史、清河郡王，充成德軍節度使；薛嵩為檢校刑部尚書、相州刺史、相等州
節度使；李懷仙檢校兵部尚書、兼侍中、武威郡王、幽州節度使；田承嗣檢
校戶部尚書、魏州刺史、鴈門郡王、魏博等州都防禦使。 36

代宗之前的肅宗朝罷未發現有這樣的授官。以上張忠志羠李寶窸羡
、薛嵩、李
34 《唐僕尚丞郎表》
〈序〉
罷頁 2 。
35 《舊唐書》卷 11 罷頁 270-271 。
36 《舊唐書》卷 11 罷頁 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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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仙、田承嗣等人縯都是史思明的舊將縯原本統領著河北一大片遼闊的土
地。史思明被殺後縯他們群龍無首縯只得「歸順」
。唐室也就頒給他們一種新
的檢校官縯讓他們掛著種種無實職的六部尚書高官以及其他官銜縯並且讓他
們繼續以刺史或節度使的名目管理原先所統領各州。
換言之縯唐後期這種檢校官完全是「因時勢需要而產生」的縯是一種非
常典型的「時代產物」
縯讓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檢校官制是如何誕生的。當年縯
唐室若要「嘉獎」這些歸順的義士縯原本大可採用當時現成的勳銜繑如上柱
國之類的繒
縯但李寶秞等人不是等閒之輩縯而是擁有龐大軍隊、廣大人民和廣
闊土地的一方之霸縯顯然不是上柱國那些區區幾個勳銜所能滿足縯所以唐室
不得不因應時代的需要縯特別頒給這些將領六部尚書這樣的高官虛銜縯而開
創了此後大盛的「檢校」官制縯一直到唐末縯且為五代和宋初所沿用。這也
正是唐代宗以後縯舉凡節度使幾乎都帶有「檢校某部尚書」或「檢校尚書僕
射」等檢校官的肇因。
從此以後縯唐室授檢校高官給歸降的首領縯成了一種例常的辦法。《冊
府元龜》在〈帝皇部•招懷〉部分縯對這些授官有大量的記載縯例子之多縯
舉不勝舉縯且引下面三條縯以見一斑﹕
（唐德宗建中三年）三月，田悅將攝雒州刺史田昂以州降，授檢校右常侍兼
雒州刺史、御史中丞，實封一百戶。 37
（唐德宗建中三年）十月，李希烈偽署滑州節度李澄以所部歸順，加澄檢校
兵部尚書、汴滑節度使。次月封武威郡王，賜實封五百戶。 38
十四年正月，淄青偽署海州沭陽縣令兼鎮遏兵馬使梁洞以縣降於楚州刺史李
聰，詔授洞檢校殿中少監兼侍御史，知沭陽縣事，賜實封一百戶，賞錢五千
貫，并令淮南節度使李夷簡授之重職，其縣權隸楚州，加聰兼御史大夫。 39

以上第三個案例也清楚顯示縯檢校官和兼官可以同時授予。「兼侍御史」和
「兼御史中丞」也都是無實職的虛銜縯其作用和檢校官相同縯用以酬降將或獎
軍功等。
除了開始時授給降將外縯檢校官後來的用途和使用範圍越來越廣縯主要
37 《冊府元龜》繑臺北礿臺灣商務印書館縯 1983-86 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繒縯卷
165 縯葉 2 。
38 《冊府元龜》卷 165 縯葉 5 。
39 《冊府元龜》卷 165 縯葉 1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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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種功能﹕
鸝一鸞獎軍功鷺鸝二鸞用以「姑息」跋扈的將領鷺鸝三鸞授駙馬
都尉鷺鸝四鸞授回紇等外族將領鷺以及鸝五鸞授使府及方鎮高層長官和中層
文武僚佐鸝低層幕僚則授「試」銜鸞
。這當中鷵又以第五類的案例最多也最常
見鷵前引〈武侯祠堂碑〉上的題名都屬此類。授神策軍將也屬此類鷵因為神
策軍實馰上是一種使府編制鸝詳見下鸞
。

（一）獎軍功
檢校官作為獎軍功之用鷵從德宗朝開始到唐末都很為常見鷵史書上常有
記載。《冊府元龜》把許多這類案例編在〈將帥部•立功〉部分鷵最便查
考鷵且引下面兩例鷵以見其概﹕
劉沔為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唐寶曆間在西北邊累立奇效。太和末，河
西党項羌叛沔，以天德之師屢誅其酋渠，授振武節度使、單于大都護。障成
中，党項雜虜大擾河西。沔率吐渾、契苾、沙鏿三部落等諸族萬人，馬三千
騎，徑至銀夏討襲，大破俘獲萬計，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會昌三年，迴鶻
部饑，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至漢南求食，過把頭珠，犯雲朔北川，朝廷移沔
為河東節度使，加檢校左僕射，與幽州張仲武協力招撫，竟破虜寇，迎公主
還宮，以功進檢校司空。 40
時溥為武寧軍節度，光啟中，黃巢攻陳州，秦宗權據蔡州與賊連結。徐蔡相
近，溥出師討之，軍鋒甚盛，每戰屢捷。巢之敗也，其將尚讓以數千人降
溥。溥將林言又斬巢首歸徐州。溥功居郇一，累授檢校太尉、中書令，封鉅
鹿郡王。 41

從這些案例來看鷵檢校官甚至可以有所「升遷」
鷵好比職事官、散官一樣。例
如第一例中的劉沔鷵他最先得「檢校戶部尚書」
鷵然後「加檢校左僕射」
鷵最
後「以功進檢校司空」
鷵便標誌著他的檢校官步步高升。第二例中的時溥鷵
「累授檢校太尉」
。「累授」兩字便表示這是他屢次升遷所得的檢校官。「檢
校太尉」是個非常高階的檢校官銜鷵在史料中相當少見鷵比一般最常見的
「檢校司空」還高約一等。按唐制鷵正一品有六個職事官位鷵從高到低的排秩
為﹕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 42
40 《冊府元龜》卷 359 鷵葉 27-28 。
41 《冊府元龜》卷 359 鷵葉 31 。
42 《舊唐書》卷 42 鷵頁 17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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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以「姑息」跋扈的將領
安史亂後艑唐室對河北等幾個重要地區已經失去控制能力艑對於那些一
方之霸的「軍閥」式節度使艑只好採取所謂的「姑息」態度艑任由他們自行
擁有土地、重兵、人民和財賦。唐室在無能力對付這些不聽命令的地方將領
時艑便不時授以高官艑以示「安撫」
。德宗以後艑授予檢校官銜便成了最常用
的一種辦法艑例如下例所說﹕
文宗太和元年（827）五月丙子，以天平軍節度使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烏重胤為橫海軍節度使，兼滄州刺史，充滄、景、德、棣等州觀察處置等
使，以前攝橫海軍節度副使，檢校國子祭酒、滄州長史、侍御史李同捷起復
為雲麾將軍守右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兗州刺史、御
史大夫，充兗、海、沂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就加茉博節度使檢校司空史
憲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丑，就加幽州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李載
義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盧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康志睦為檢校戶部尚書，
鎮州節度使、檢校司空王庭湊為檢校司徒。是時既以李同捷節度兗海，尚虞
帥生事，故咸有就加之命，以寵安之。 43

這是把檢校官授給河北好幾位「跋扈」將帥的好例子。文末所謂「虞

帥生

事艑故咸有就加之命艑以寵安之」
艑更是說得沉痛艑閃能透露唐室之無奈。這
一類「寵安」跋扈將領的檢校官艑和當初用以酬降將的檢校官艑真不可同日
而語艑可說是檢校官制一種新的演變艑新的功用。
唐後期的檢校官艑功能越來越多艑不但可以用來酬勳綽、獎軍功、安撫
跋扈將領艑甚至還可以用來授給駙馬都尉和外族首領。

（三）授駙馬都尉
授駙馬都尉艑最有名的兩個例子是艑平定安史之亂的名將郭子儀艑他的
兒子郭曖和孫子郭鏦艑都娶皇帝之女艑而且都因而獲得檢校官銜﹕
曖字曖，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曖年與公主侔，十餘歲許昏。拜駙馬都
尉，試殿中監， 44 封清源縣侯，寵冠戚里。大曆末，檢校左散騎常侍。 45
43 《冊府元龜》卷 177 艑葉 20-21 。
44 殿中監為從三品的高官。按中高層職事官冠以「檢校」
艑低層則冠以「試」的原則艑此處的
「試殿中監」似應作「檢校殿中監」為是。但殿中監和太常卿、衛尉卿、鴻臚卿等官一樣艑
常冠以「試」
艑不用檢校艑是一種特殊用法。詳見上文第三節。
45 《新唐書》卷 137 艑頁 4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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鏦字利用，尚德陽郡主。詔裴延齡為主營第長興里。順宗立，主進封漢陽公
主，擢鏦檢校國子祭酒、駙馬都尉。 46

衛次公的兒子洙艑也屬此類﹕
子洙，舉進士，尚臨真公主，檢校祕書少監、駙馬都尉。 47

宣宗朝更有一敕艑對駙馬都尉的授官有明確的規定﹕
其年（大中四年 850）二月敕﹕
「諸縣主婿選尚之初，多無官緒，或正員初
秩，授檢校朝官，從前條流，都未詳備。自今以後，縣主婿如先有官，宜超
資與進改，如未有官者，且授檢校官，待三周年後，與第二任正員官。仍委
宗正卿檢勘聞奏。」48

（四）授外族將領
以檢校官授外族艑最常見者為授新羅、渤海及回紇首領或將領艑且常派
專使前去授官。《冊府元龜》卷 965〈外綽部•封冊第三〉中艑有極多的例
證艑且舉三例如下。
貞元元年（785）正月，以秘書丞孟昌源為國子司業、兼御史中丞、新羅弔
祭冊立使。先是，建中四年，新羅王金乾運卒，無子，國人立其上相金良相
為王。至是詔授良相檢校太尉、都督雞林州刺史、寧海軍使，遣昌源弔冊
之。 49
（貞元）十四年（798）三月，加渤海郡王、兼左驍衛大將軍、忽汗州都督大
嵩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冊為渤海國王，依前忽汗州都督。 50
武宗會昌二年（842）六月，封天德降到回鶻首領唱沒斯為懷化郡王，賜牙
旗豹尾，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兼歸義軍使。 51

（五）授方鎮使府長官和僚佐
不過艑唐後期檢校官最重要、最廣泛的用遉艑卻是作為使府艾包括京城
46 《新唐書》卷 137 艑頁 4612 。
47 《新唐書》卷 164 艑頁 5046 。
48 《唐會要》
艾上海紱上海古籍出版社艑 1991 年校點本艿
艑卷 6 艑頁 85 。
49 《冊府元龜》卷 965 艑葉 9 。
50 《冊府元龜》卷 965 艑葉 11 。
51 《冊府元龜》卷 965 艑葉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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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府如磺策軍）和方鎮長官及僚佐的一種加官銜，也就是我們在上引〈武侯
祠堂碑〉的碑陰題名所見各例。安史亂後，筅少遊獲授「檢校郎官」是最早
的案例之一﹕
至德（756-758艘中襤河東節度王思禮奏為參謀襤累授大理司直、監察殿中
侍御史、節度判官。寶應元年（762艘
襤入為金部員外郎。尋授侍御史、迴紇
糧料使襤改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襤自少遊始也。 52

據此，筅少遊獲授「檢校郎官」當在寶應元年之後，代宗朝之初，正好也是
代宗開始用各種檢校官銜酬獎歸順降將的時候（見上）
。不同的是，酬降將用
的是比較高層的檢校官，如檢校某部尚書或檢校僕射之類。筅少遊所得卻是
一個比較中層的官位「檢校職方員外郎」
。「職方員外郎」屬於唐代尚書省二
十六司的員外郎之一，他們和二十六司的郎中，統稱為「郎官」
，所以筅少遊
得「檢校職方員外郎」
，史稱「充使檢校郎官，自少遊始也」
。這意味著，從
此唐室經常以中層的郎官等職位，作為檢校官，授給那些在使府或方鎮任中
層僚佐的官員，又以比較高層的檢校官，如檢校某部尚書或僕射，授予使府
和方鎮的長官，成了一種慣例。中晚唐許許多多在使府或幕府任職的士人，
都曾經得過這種檢校官，是他們整套官銜的一部分，和上述酬勳臣將領之用
的檢校銜，又稍有不同。我們故且稱之為「使府方鎮檢校官」
，並在下一綻中
詳論。

六、使府方鎮檢校官
唐中葉以後，使職盛行，主要有方鎮系統的綻度使、觀察使、經略使
等，有財經系統的鹽鐵使、莕運使、度支使等，更有長駐京城的特殊使職，
如磺策軍使等。方鎮其實是使府的一種，但歷來又習慣稱之為「幕府」和
，特別把方鎮系統的綻度等使和財經
「藩鎮」
。 53 清代吳廷燮作《唐方鎮年表》
系統的鹽鐵等使區分開來，以致「方鎮」似乎自成一類。為了清楚起見，本
文用「使府方鎮」一詞，以涵蓋鹽鐵、莕運、磺策等使府和中晚唐的各大小
52 《舊唐書》卷 126 ，頁 3563 。
53 《新唐書》特別把河北那些長期叛逆的方鎮和其他方鎮分開來，另立〈藩鎮傳〉處理，以
致「藩鎮」似乎含有貶義，專指那些背叛唐室的方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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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鎮（盛時達到約五十個）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洛陽的東都留守，實際上也
是一種方鎮的編制﹕東都留守等於是方鎮的節度使；他的幕僚班子也正像一
般節度使的幕府。 54
在官制上來說，使府方鎮的一大特色是，它們的長官如節度使、鹽鐵使
等，文職僚佐如行軍司馬、判官、掌書記、推官和巡官等，以及武職僚佐如
押衙、虞候和兵馬使等，全都是一種沒有品位的所謂「職」
（即上引白居易所
說的「職」
，和有品位的「官」相對）
。因此，使府方鎮的長官和僚佐，照例
除了職稱外，還帶有一個無實職的「官」
（或稱「本官」
）
，以秩品位，作為他
們做官資歷的一種憑證。
唐後期的檢校銜，可按它所連帶職事官的品位而分為好幾個等級，並授
給不同等級的方鎮或使府文武職。怎樣的檢校銜會授給怎樣的文武職，大抵
都有一定的對應規律。筆者現根據〈武侯祠堂碑〉
、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
及《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中所收的約六千多篇墓誌，以及兩《唐書》列傳中
所爬梳到的例證，把這種對應關係列如表一。

表一

唐代常見的檢校官銜及授給對象

檢校官銜

授給對象

檢校太尉、檢校司徒、檢校司空、檢
校僕射、檢校某部尚書、檢校太子庶
子、檢校散騎常侍等

節度使、東都留守、
鹽鐵使、紛運使、神
策軍使、團練使、觀
察使等
營田副使、判官、節
度參謀等
都虞候、都押衙、都
知兵馬使等
虞候、押衙、兵馬
使等

檢校某司郎中、檢校某司員外郎等
檢校國子祭酒、檢校大理少卿、檢校
少府少監、檢校秘書監等
檢校太子磺客、檢校太子詹事等

文武等級
高層文武職 55

中層文職
一般為高層武職
一般授中層武職，
但有時也授高層武
職

54 程存潔對此有詳細的研究，見其《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
（北京﹕中華書局， 2002）
，第 2
章〈唐代東都最高行政長官東都留守的演變〉
，頁 37-57 。
55 唐代的節度使等官屬於文官系統，然而亦經常由武人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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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一，我們可以做幾點觀察，看看唐後期實行這種檢校官制的一些大
原則和特徵。
第一，「檢校」只跟京城某些官署的職事官連用。上引《宋史》
〈職官志〉
說﹕
「檢校則三師、三公、僕射、尚書、散騎常侍、賓客、祭酒、卿、監、諸
行郎中、員外郎之類。」唐制也大略如此。這顯示，唐代的檢校官，理論上
雖然可以跟任何京官職事銜連用，但在實際施行時，顯然又有所「偏愛」
，只
有某幾種京官才特別拿來作檢校官使用，而某些官（如六部侍郎）則從來不
會用作檢校官。最常見的即如表一所列的數種，其中又以武職帶「檢校太子
賓客」為最習見。
第二，高層的檢校銜授給高層的文武官，中層的檢校銜頒給中層的文武
官，且文武有嚴格區分。例如，像檢校司空等銜，便只授予節度使等高層文
官，不授武官（但武人出任節度使亦可獲授）
。檢校某司郎中或員外郎等所謂
「檢校郎官」
，則經常授給判官等中層文職，但從不會授予中層武職。同理，
像檢校太子賓客等銜，則經常授給中層武職，但從不授予中層文職僚佐。
第三，檢校官屬於中高層文武官專用的官銜，所以基層或低層幕職如掌
書記、推官和巡官等，不會得檢校銜，而是得「試」銜（晚唐五代有掌書記
和推官得到檢校某司郎中或員外郎的少數幾個案例，但這些屬當時亂世的一
種「亂象」
）
。也正因為如此，如果我們在史傳和碑刻中見到某某人帶有檢校
銜，那幾乎可以肯定他必屬中高層文武職，而且可以從他所帶的何種檢校
銜，輕易判定他是文職或武職，中層或高層。
除了方鎮使府官員可以獲得檢校官外，中晚唐那些被派往國內或國外執
行特別任務的特使，如河北宣慰使、新羅弔冊使、回鶻冊立使、吐蕃盟會使
等等，也經常在任命的同時，獲授檢校官銜以及各種「兼」銜。例如，《舊
唐書》
〈迴紇傳〉長慶元年（821）條下﹕
四月，正衙冊迴鶻君長為登羅羽錄沒密施句主錄毗伽可汗，以少府監裴通為
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持節冊立、兼弔祭使。……五月，迴鶻宰
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於鴻臚寺安置。敕：太
和公主出降迴鶻為可敦，宜令中書舍人王起赴鴻臚寺宣示；以左金吾大將軍
胡証檢校戶部尚書，持節充送公主入迴鶻及冊可汗使；光祿卿李憲加兼御史
中丞，充副使；太常博士殷侑改殿中侍御史〔此當亦為「兼銜」膱史書省略「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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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充判官。

56

唐後期皇權最重要的支柱左右兩大神策軍粅由神策神使總管粅駐在京師
長安及其周圍粅實碚上是使府編制的一種粅所以神策軍使、押衙、虞候、正
將等軍職粅也和方鎮長官和僚佐一樣粅經常獲授檢校官銜。詩人杜牧在晚唐
任知制誥時粅便寫過好幾篇這樣的授官文書粅現仍收在他的文集中粅可以讓
我們見到當年這種任命文書的真貌粅以及杜牧本人的文采粅如〈梁榮幹除檢
校國子祭酒兼右神策軍將軍制〉
﹕
敕﹕北落親軍，夾峙宮省，選忠勇者，為吾爪牙。右隇策軍奉天鎮都知兵馬
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右威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定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梁榮幹，射必落痶，力能扼武，自晦雄毅，益守謙恭。
故能塞護長榆，兵分細柳，恩加士卒，名著勳勞。今日擢掌五兵，榮懸三
綬，勉礪鋒鍔，上答寵光。可檢校國子祭酒、兼右隇策軍將軍知軍事、御史
大夫、充馬軍都虞候，散官勳封如故。 57

這位神策軍將所授的檢校官為「國子祭酒」
粅屬比較高層粅和上引〈武侯祠堂
碑〉中的幾個武職一樣粅顯示這是較高層武官最常帶的檢校銜之一。
日本僧人圓仁晚唐在長安時粅曾經得到一個神策軍押衙的許多幫助粅並
且以一種感性的筆調粅這樣描寫這個武官﹕
左隇策軍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殿中監察侍御史〔「監察」兩
字疑衍〕、上柱國李元佐，因求歸國事投，相識來近二年，情分最親。客中
之資，有所闕者，盡能相濟。……在府之間，亦致飯食，毯縟等，慇懃相
助。 58

這位好心腸的「左神策軍押衙」
粅他的檢校官為「國子祭酒」
粅屬比較高層武
官所常帶者粅可知他的官位相當高。值得一提的是粅美國學者賴世和英譯圓
仁此書粅一般上極優秀、精確、可讀粅但在這官制上卻出了點問題。他把這
個「檢校國子祭酒」譯成 “acting 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for Sons of the
State”
粅 59 把此處的「檢校」理解成 “acting”
粼代行粽
粅可說誤解了中晚唐無
56 《舊唐書》卷 195 粅頁 5211 。
57 杜牧撰粅陳允吉校點粅《樊川文集》
粼上海睔上海古籍出版社粅 1978粽
粅卷 19 粅頁 284 。
58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第 4 章粅頁 184 。
,
59 Ennin s Diary , p.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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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職的檢校官制，猶以為這位「押衙」是唐前期那種代行職務的檢校官，或
可引此以為戒。

七、檢校官是一種「新官制」嗎？
檢校官是否為「職、散、勳、爵」以外的一種「新官制」？這個問題或
許可以有三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是：「職、散、勳、爵」是唐代官制的「正宗」
。《通典》
、
兩《唐書》職官志等政典，僅提及「職、散、勳、爵」四項，始終未提「檢
校官」
，顯然並不承認檢校官是一種新官制。唐人如陸贄，在他那篇著名的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中，特別指出：
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 60

換句話說，「職、散、勳、爵」四項是「載于甲令者」
，是原有的正統官制。
陸贄認為不應當以「試官」等授「進瓜果人」
，從而「破壞」了「職、散、
勳、爵」的傳統。從陸贄的觀點看，檢校官並未「載于甲令」
，所以它不算是
一種新官制。
而且，檢校官僅在唐安史之亂後開始行用，到北宋元豐改制時便廢除，
所以它只能說是一種「暫時」的、過渡期的措施，並不足以構成一種「新官
制」
。
第二種看法是：檢校官不同於「職、散、勳、爵」四項，行用於唐後半
期、五代及北宋初，前後長達約三百年之久。史料碑刻中又屢屢可見各種各
樣的檢校官，而且還是這時期文武官員整套「正式」官銜的一部分（如上引
〈武侯祠堂碑〉上的二十多例）
，又跟「職、散、勳、爵」連在一起書寫，顯
然成了一種不同的官制，稱之為「新官制」
，不亦宜乎？
第三種是「折中」的看法，認為《通典》和兩《唐書》採取的是一種
「規範」式（prescriptive）的處理方式：其編纂者可能認為檢校官是一種「不
規範」的、「變體」的官制，乖離了「職、散、勳、爵」的「規範」原則，
所以才把檢校官排除在「正規」的、「規範」的官制之外，隻字不提，不予
60 《全唐文》卷 469 ，頁 47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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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縯不承認它為「新官制」
。這就像正規的、「規範」式的詞典縯照例是不
收社會上那些新創的詞語一樣縯直到這些新詞成為大家都能接受的所謂「規
範」用詞為止。
在這個脈絡下看縯檢校官正像一個因應時代需要而「新創」的「非規範」
詞語。從正統「規範」的觀點縯它當然不能說是「新官制」
縯因為它最終並沒
有成為「規範」
縯在北宋元豐改制時就被廢除了。但站在和「規範式」相對的
「描述式」
繑descriptive繒的立場縯檢校官即使不能說是「新官制」
縯應該也可
以說是一種「新創的變體」
縯是舊有官制下的一種「新演變」
。
因此縯筆者在此認為縯檢校官是否為一種「新官制」
縯應該放在上述的角
度下來理解。但這種爭論縯其實是觀點不同而已縯意義不大縯可不必強求統
一或單一觀點。重要的是縯站在「務實」的立場縯既然中晚唐在行使這種檢
校官縯那麼唐史教科書等現代論著縯應該對檢校官也有所討論縯有所交代才
對縯不應只提「職、散、勳、爵」四項了事縯否則中晚唐史料中隨處可見的
檢校官將無從解讀。筆者在本文中也並無意爭論檢校官是否為一種「新官
制」
縯亦不以「新官制」來形容檢校官縯只是把它放在唐人整套官銜的脈絡下
來討論縯逕稱之為「檢校官」
。

八、為何頒授檢校官？
上文探討過檢校官實施的一些細節後縯現在讓我們回到一個官制「解釋」
的問題﹕即唐後期為何結合舊有的職事官縯冠以檢校縯作為一種加官縯而不
是像漢代加官採取散騎、侍中、給事中等「創新」的銜頭縶
筆者認為縯唐代不採取漢代的「創新」之法縯而採用舊有的職事官作為
加官縯主要原因是唐後期繼續沿用前期的「職事官階官化」的辦法。
如所周知縯唐代前期有一個趨勢縯常用當時現成的職事官來作加官以秩
階。張國剛即指出礿「職事官之淪為階官縯可說在唐初就有了。」他並引武
德年間李世民為尚書令和涼州都督楊恭仁遙領納言為例子縯認為「這裡的尚
書令、納言只能算作階官縯因為他們並不釐實務」
。 61 這便是「職事官的階官
化」
縯只是當時還沒有使用「檢校」等詞。
61 張國剛縯〈唐代階官與唐代職事官的階官化〉
縯《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
縯頁 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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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職事官的階官化」
，就是把職事官當成階官來使用，使得這種職事
官的作用類似散官。但唐代大量以職事官來秩階，並不始於肅宗朝興起的檢
校官，而是在大約玄宗朝就可見其端。開元期間在邊區設立節度使時，河
西、隴右等節度幕府中的判官，就例常帶有京城職事官的官銜，以秩品位。
例如倪彬，在開元十四年至十八年間（726-730）任安西節度湯嘉惠的判官
時，他的墓誌就說他是「超授太子率更寺丞充安西節度判官，進級右驍衛長
史，使還，遷海州長史。」62 可知他在安西幕府時，帶有一京城職事官「太
子率更寺丞」
，而且後來還在幕府中昇任為「右驍衛長史」
。倪彬遠在安西，
不可能兼顧這兩種京城職事官，所以這兩者都無實職，僅作階官使用。
再如天寶年間的封常清，則是以「慶王府錄事參軍，充（安西高仙騚）
節度判官」
。 63 其「慶王府錄事參軍」
，也只是用作階官的京職事官。又如邊
塞詩人岑參，在他的名詩〈優缽羅花歌并序〉的序中自敘：「天寶景申歲
（756）
，參忝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領伊西北庭支度副使。自公多暇，乃
於府庭內栽樹種藥，為山鑿池，婆娑乎其間，足以寄傲。」64 看來岑參在伊
西幕府的生活逍遙寫意極了，不過他這時遠在伊西，當然不可能執行他所帶
的兩個京職事官「大理評事」和「監察御史」的職務，所以這兩官都無實
職，僅用以秩階。他這時還寫了一首詩〈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
。 65 這位「崔
侍御」所帶的「侍御」銜，亦非實職，而是一種階官。這種用例在唐詩中屢
見不鮮，詩題中尤其常見，不察者可能要誤讀唐人的官歷，以為崔侍御真的
在京城任御史。這便是所謂「職事官的階官化」
，只是當時還沒有使用「檢校」
一類的用語。
到了唐肅宗朝，為了順應時勢需要，為了「安撫」李寶臣等投降的前史
思明將領，唐睏室授予他們高層職事官，作為加官。實際上，這還是沿用先
前「職事官階官化」的辦法，只是作為一種「安撫」
，並冠上「檢校」官的名
義。唐肅宗以後，檢校官逐漸確定，以致方鎮使府的文武僚佐，也都紛紛掛
上各種各樣的檢校官，但已非「安撫」作用，而是作為他們一般秩階、昇遷
62 《唐代墓誌彙編》
，頁 1668 。
63 《舊唐書》卷 104 ，頁 3208 。
64 廖立箋注，《岑嘉州詩箋注》
（北京﹕中華書局， 2004）
，卷 2 ，頁 409 。
65 《岑嘉州詩箋注》卷 2 ，頁 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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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官。
因此芫唐後期的檢校官芫可以看作是唐前期職事官階官化的進一步深
化。 66
應當指出的是芫中晚唐「職事官階官化」的現象不僅僅限於檢校官綅它
只是這現象的一個環節。與此同時芫唐後半期那些沒有品位的京城館職和宮
中職位芫諸如翰林待詔、翰林學士、集賢校理和直史館等芫也都紛紛帶有一
個無實職的職事官芫作為秩階和昇遷的依據芫只是在這些場合芫不用「檢校」
的名義苛方鎮使府職才帶檢校官苜
。 67 北宋初以職事官作為寄祿官芫其根源便
是中晚唐的這些演變。唐代的檢校官芫其作用也正類似宋代的寄祿官芫亦可
以放在這種角度下來理解。 68

九、結

論

唐代碑刻和文獻上所見的唐人全套官銜芫在中晚唐最複雜時芫可能包含
大約十二個組成部分綅職事官、散官、勳官、爵號、使職、檢校官、兼官、
試銜、功縝、持節、賞賜、死後贈官。一般唐史教科書只提到職事官、散
官、勳官和爵號四項。本文認為這過於簡化芫易生誤解芫且無從解說中晚唐
那些冗長複雜的全套官銜。故本文細考了這十二個組成部分當中比較複雜的
檢校官芫並且探討了檢校官和兼官及試銜的關係芫從而解開了中晚唐全套官
銜中的若干「謎團」
芫或可對後世閱史讀碑者有所助益。
唐前後期的檢校官意義不同。唐前期的檢校官有實職芫安史之亂後則都
演變為無實職的虛銜。「檢校」一詞也可以當作動詞使用芫意為「處理」和
「察看」等意。在肅宗時代芫唐皇室為了安撫「歸順」的史思明的降將芫授給
66 參見張國剛芫〈唐代階官與唐代職事官的階官化〉芫《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芫頁 218220 。
67 關於翰林待詔和翰林學士的詳細例子芫見拙著芫〈唐代待詔考釋〉
芫《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苛香港苜新 12(2003): 86-87 芫以及拙著〈唐代的翰林待詔和司天臺—關於《李素墓誌》和
《卑失氏墓誌》的再考察〉
芫《唐研究》第 9 卷苛北京綅北京大學出版社芫 2003苜
芫頁 326 。
拙書《唐代基層文官》
苛臺北﹕聯經出版公司芫 2004苜
芫第 3 章〈縣尉〉
芫頁 206-219 芫則探
討集賢校理和直史館如何經常以縣尉苛而且是地位崇高的畿尉苜作階官。
68 梅原郁芫〈宋初的寄祿官及其周圍〉
芫原載《東方學報》
苛京都苜48(1975)芫中譯本見《日
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5 冊苛北京﹕中華書局芫 1993苜
芫頁 392-4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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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檢校禮砢尚書」
、「檢校刑砢尚書」等高官Ｙ而創立了一種檢校官制。
這種檢校官後來也授給其他文官或武官Ｙ用以獎軍功Ｙ用以「姑息」跋扈的
將領Ｙ用以酬駙馬都尉以及新羅、回紇等外族將領。但檢校官在中晚唐最大
的用途Ｙ是授給各使府及方鎮的高層長官和中層文武僚佐Ｙ作為他們的一種
加官｛低層文職僚佐則獲授「試」銜｜
Ｙ以致中晚唐的鮈刻和文獻上Ｙ幾乎隨
處可見這種無實職的檢校官銜。
從官制演變的角度看Ｙ檢校官可以視為唐代職事官階官化的現象之一。
中晚唐檢校官銜廣泛應用Ｙ也導致這時期的唐人全套官銜Ｙ變得相當冗長Ｙ
往往長達三、四十字Ｙ不易解讀。檢校官制一直沿用到五代和北宋中期Ｙ成
了宋初官制之所以「紊亂」的一大原因Ｙ直到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大改官制Ｙ
把檢校官廢除為止。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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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Jianjiao Titles Under the Tang Dynasty
Swee Fo Lai ＊

Abstract
The Tang system of bureaucratic titles was complicated. A high-ranking
official, for instance, might simultaneously hold four sets of titles: the first
indicated his substantive office, the second his nominal rank in the officialdom,
the third his military merits, and the fourth his enfeoffment. After the An Lushan 安祿山 rebellion, yet another set of bureaucratic titles was introduced, the
so-called Jianjiao 檢校 title. It was first bestowed as a“friendly”gesture or
reward on powerful rebel generals who surrendered to the Tang court in the
last phase of the rebellion. Later, it became institutionalized and was routinely
given, for the most part, to high-ranking and mid-level officials stationed under
various civil and military commands in the provinces. Thus, a mid-level
provincial official such as an Executive Officer (Panguan 判官) might be
given the title of Secretary of Personnel (Libu langzhong 吏部郎中), a midlevel substantive office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capital. However, in
such cases, the prefix Jianjiao would be added to indicate that this office was
merely supernumerary, and that its holder would not be required to serve concurrently in the capital. Such Jianjiao titles can frequently be found in midand late Tang documents, as well as in epigraphic sources, causing much misreading,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representation. Yet not a single in-depth
study has been done on this subject. Many Chinese-language books on Tang
*

Swee Fo La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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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have fail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is relatively new set of Jianjiao titles.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attempt in any language to explore its origins, its use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Tang bureaucracy.
Keywords: Jianjiao ᑭ७ titles, Shi titles ྏᅟ, Jian ࣘ titles, Tang bureaucratic titles, Song bureaucratic refor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