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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書制度研究的一個嘗試
—以「牒」、「關」、「諮報」為線索
平田茂樹*
摘

要

宋代的文書制度，除了下行文書和上行文書以外，還存在應當被視為平
行文書的牒、關、諮報這類的文書。平行文書基本上是「非相統攝」的官府
之間往來的文書。不過，正如從「牒」的「牒上」
、「故牒」的幾個例子顯
示，某些雖然具有「相統攝」關係卻不適合使用「符」
、「帖」
、「申狀」的
場合，同樣也使用「牒」這種形式的文書，由此可見，宋代官府間的相互關
係中還存在應當被稱為「內」
、「外」兩種類型的命令系統。因此，宋代的
命令系統並非一元的、金字塔層級式的構造，而是在中央，同時存在對以三
省六部為中心的官僚機構進行牽制、監視的另一個系統的官僚機構的二元體
制；在地方，則存在路—府州軍監—縣相互監視的構造。
關鍵詞：宋代、平行文書、牒、關、諮報、統攝

一、前 言
將宋代的政治構造具象化的時候，有這樣一種方法，就是描繪官僚機構
圖。許多官僚機構圖都由如下形象構成：在1080年代施行的元豐官制改革之
前，宋代的官僚機構可以描繪作—以作為皇帝直屬機關的中書門下（負責
收稿日期：2008 年11 月6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年 4月 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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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
、樞密院（負責軍政）
、三司（負責財政）
、翰林學士院（負責詔敕的起
草）
、御史臺與諫院（負責監察和言事）為中心，進行政策的立案、審議；然
後，由作為執行機關中心的尚書省下設的六部，以及九寺、五監等官署，對
該政策進行實施；再把這些命令由中央向路、州、縣的地方官府傳達—這
樣的一幅圖像（參照圖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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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宋代官制形象圖（元豐官制改革以前）

1 參照Charles O.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所載頁41 圖。但是，三省六部體制在唐代已經確立，這個官僚圖架
構的形象，唐與宋基本上是相同的。然而由唐至清具有一種傾向，即：宰相擁有的「百官
之長」
、「皇帝輔佐」的兩種機能中，前者不斷地喪失，而皇帝直屬的機關則逐漸地增加。
就宋代而言，在唐代已經存在的宰相、學士以及御史臺以外，宋代還增加了樞密院、三司
和諫院。雖然Hucker 氏仍然將學士置於宰相之下，然而在本文的分析中，已經明確地將它
視為皇帝直屬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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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可謂是唐、宋代以三省六部為中心，中央集權化的官僚機構圖。2 然而，
這樣的構圖令人感到奇異的是，官僚機構的關係是用一根實線描畫出來的。
事實上，在宋代的史料當中，表現官府間關係的詞語中經常可以看到「相統
攝」
、「非相統攝」這樣的表達。這就說明了，在官府之間存在著統屬與非統
屬兩種關係，官僚機構便是根據這兩者的複合關係運營操作的。本篇論文的
目的就是著眼於這個「相統攝」
、「非相統攝」的詞語，以體現這兩種關係的
文書傳達為線索，探討當時官僚機構的實際形態。

二、問題的所在
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先驅宮崎市定對宋代以後政治運營的特徵有以下
敘述：「這樣非常多面地與官僚直接接觸，是宋代以後的天子的特質，天子
的獨裁權也必然地由此產生，並最終得以完成。」3 正如所言，宋代與其他的
時代相比，皇帝和官僚之間的直接交流相對頻繁，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官僚
直接向皇帝陳述意見的「對」的制度。這個「對」當然在其他時代也存在，
然而正如拙論所考證的那樣，這個時代與其他時代相比，在頻度和種類上都
更為突出。而且，「對」是皇帝和官僚之間的直接對話，是可以稱作「口頭
交流」的世界，同時還伴隨有寫成劄子並提交給皇帝的文書化行為。關於官
僚與皇帝之間的對話方式，雖然還有很多未能解釋清楚的地方，然而，宋代
的「對」並非唐代的《貞觀政要》為象徵的那種基於口頭的對話方式，而具
有伴隨文書的特徵，這種以文書主義為基調的皇帝、官僚之間的交流方式在
宋、元、明、清逐漸發展起來。4
2 漢、六朝的官僚結構是由仿如聯合艦隊一般多重的官府聯合，以及皇帝和命官、命官和屬
吏二重的君臣關係組成的。其後，以六世紀末隋文帝的改革為起點，唐宋兩代通過以三省
六部為中心的官僚機構的中央集權化、引入科舉制、依靠吏部進行統一的人事實施等舉
措，逐步實現君臣關係的一元化。（參照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國家の思想構造—專
制國家とイデオロギー》
（東京：校倉書房，1994）
，第八章〈小結〉
，頁 337-338）然而，
本文的分析結果顯示，中央集權化的宋代官僚機構並不能就此被看作一元的命令系統。
3 宮崎市定，〈宋代官制序說—宋史職官志をいかに読むべきか〉
，收入《宋史職官志索
引》
（京都：同朋舍，1963）
，頁 22。
4 參照平田茂樹，〈宋代政治構造試論 —對と議を手掛かりとして〉
，《東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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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宋代究竟在使用怎樣的文書呢？《宋史》卷161「中書省」條中
列舉出中央的命令文書，包括冊書、制書、誥命、詔書、敕書、御札、敕牓
七種；5 趙升《朝野類要》卷4〈文書〉中列出詔書、制書、手詔、御劄、德
音、曲赦、赦書、翻黃、批答、宣帖、白麻、諮報、書黃、省箚、部符、敕
牒、官帖子、奏箚、旦表、謝表、賀表、起居表、慰表、百官表、奏牋、功
德疏、萬言書、進狀、堂箚、白箚子、邊報、奏案、帥箚、朝報三十四事；6
《慶元條法事類》卷16〈文書式〉裡列出表、奏狀、狀、牒、關、符、帖、曉
示、都簿九事 7 等等。由此可見，皇帝、官僚、庶民三者之間往來存在多樣的
文書，是可以確定的。8
這些文書制度與當時的監察制度、情報傳達的結構有很深的關聯。對
於這一點，鄧小南已經做了很好的總結，將她的意見和我自己的見解整理結
合，得出以下的認識：9 從官僚制的結構來把握問題的時候，特別重要的是把
中央—地方政治的「場」連接起來的各種情報傳達、監視的裝置。這些裝置
存在有兩個向量：一個是以皇帝為頂點，從中央到地方、從地方到中央的縱
向的向量；另一個是在官司、官僚之間移動的橫向的向量。（當然，由於官
司、官僚之間也存在上級、下級、上司、部下等等的階層性，嚴格來說並不
能稱之為橫向，但若根據「一君萬民」的傳統思維方式，將皇帝以外都視為
52.2(1994.3): 104-107，以及平田茂樹，〈宋代の日記史料から見た政治構造〉
，收入《宋
代社會の空間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東京：汲古書院，2006）
，頁 63-66。
5 元 •脫脫，《宋史》
（北京：中華書局，1977）
，卷 161〈職官志一〉
，頁 3783。
6 宋 •趙升，《朝野類要》
（北京：中華書局，2007）
，頁 82-89。
7 宋 •謝深甫編撰，戴建國點校，《慶元條法事類》
（
《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第 1冊，哈
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頁 347-350。
8 作為文書制度，本文並未論及北宋末發展起來的御筆手詔問題。德永洋介在〈宋代の御筆
手詔〉
（
《東洋史研究》57.3(1998.12): 24-26）中提出，御筆在此後的北宋末期到南宋時代，
逐漸成為宋代文書系統的根幹。此外，他還認為「御筆制度是不可缺失的一環。它一方面
維持了詳細諮詢宰相而後裁斷的原則，另一方面成為皇帝直接指導六部以下行政機關的體
制的先鞭，對明代的內閣和司禮掌印太監相關的多個側面都起了先驅作用，御筆制度的這
個意義是不可忽視的。」
（頁26）由此可見，在德永氏的論述中，御筆制度被賦予了明代內
閣票擬系統的先驅的位置。
9 參照平田茂樹，〈宋代政治構造研究序說〉
，《人文研究》57(2006.3): 243-256；鄧小南，
〈多面的な政治業績調查と宋代の情報處理システム〉
，收入《宋代社會の空間とコミュニ
ケーション》
，頁9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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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存在，那麼橫的向量也是可以成立的。）和其他時代相比，宋代的皇
帝與官僚、官司（亦包括一般庶民）的直接接觸有多種多樣的方式。具體來
說，皇帝一方面通過各種的「對」
（官僚直接到皇帝面前陳述意見的制度）以
及被稱作「奏、表、狀、劄子」等等的文書，直接地獲取多數官僚的意見；
另一方面，把皇城司、走馬承受等諜報組織和稱作中使的宦官派遣到各地，
從而取得地方的情報。同時，以各種各樣的政績評定、監察等方式，實行官
僚間的相互監視，以確保政治運作均能效忠於皇帝。此外，這個時代，在出
版文化發達的背景下，「邸報」
（官報）
、「小報」
（民間新聞）的發行，還有
以詔開頭的各種榜文的揭示，都使人們可以得到各種的政治情報。然則，人
們是如何通過這些有關政治的信息溝通裝置獲得情報，又如何將它們與政治
活動相結合？對這些內容進行分析是必要的。
若參考以上的說明考慮文書的傳達，縱向和橫向兩種向量並存是可以設
想到的。10 而本篇論文所討論的文書制度，則將設定三個向量，並對之進行分
析，即：第一，由下級的官僚、官府向上級的官僚、官府或者皇帝傳遞的上行
11
文書，以「表」
、「啟」
、「申狀」
、「奏狀」
、「劄子」
為代表；第二，由皇帝

或者上級的官僚、官府向下級官僚、官府傳達的下行文書，以「詔」
、「敕」
、
「劄子」
、「帖」等為代表；第三，同級官府間往來的平行文書，以「關」
、
「牒」
、「諮報」為代表。實際上，這裡指出的第三種事例，就是「前言」中所
說與「相統攝」
、「非相統攝」相關的文書，也就是這次分析的對象。

三、牒
首先來看被稱為「牒」的文書。《慶元條法事類》卷16〈文書〉
：
內外官司非相統攝者，相移則用此式。諸司補牒准此。唯改「牒某司」作「牒

10 除了上行文書、平行文書、下行文書這樣的分類以外，中村裕一《唐代官文書研究》
（京
都：中文出版社，1991）
，頁 5中，明確地把唐代公文書區分為以皇帝的名義公布的文書
（制敕類）
，和在官府間或官人間等場合使用的文書（官文書）
，制敕類和官文書的兩種區分
也有必要留意。
11 被稱為「劄子」的文書有兩種：以「上殿劄子」為代表，呈遞給皇帝的上行文書；以及從
中書、樞密院等頒下的下行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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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
，姓名不闕字，辭末云「故牒」
。於年月日下書吏人姓名。官雖統攝而無申

狀例及縣於比州之類，皆曰「牒上」
。於所轄而無符、帖例者，則曰「牒某
12
司」或「某官」
，並不闕字。

從這條材料看來，「牒」主要是在沒有統屬關係的官司們的平行文書中使
用。13 但是實際上，雖然具有統屬關係卻不能使用「申狀」書式的場合，或
者由縣向州相應的官署投遞文書的時候，有使用「牒上」的情況；有統屬關
係但不能使用「符」和「帖」這些文例的場合，也有使用「牒某官司」
、「牒
某官」的情況，「牒」的使用例子是相當廣泛的。14

12 宋 •謝深甫編撰，《慶元條法事類》
（
《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第 1冊）
，頁 349。
13 但是，這個作為平行文書的理解，要注意它是相對於其他時代的牒並不一定作為平行文書
來理解而提出的。例如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
（東京：汲古書院，1996）
，頁186 中
引用《大唐六典》
，卷1〈尚書省都省• 左右司郎中員外郎〉職掌條一節記載「九品已上公
文皆曰牒」
，提出「牒式文書包括結語使用『謹牒』或『故牒』兩種類型，作為上行文書使
用時加上『謹牒』
，下行文書時也同樣使用『故牒』
」
。另外，森平雅彦，〈牒と咨の間—
高麗王と元中書省の往復文書〉
（
《史淵》144(2007.3): 93-137）中引用劉應李《新編事文類
聚翰墨全書》
，甲集卷5〈諸式門 •公牘諸式• 行移往復体例〉所見至元五年（1268）的規
定，指出：（元代）外路「非相統攝」官府之間使用的牒，對應投遞人和收件人的上下關
係，區分為平牒（平行）
、今故牒（下行）
、牒上（上行）
、牒呈上（雖然是上行，但比「牒
上」的程度更高）
。宋代的牒也可以看到宋 •魏了翁，《鶴山集》
（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1173 冊集部別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卷 78〈朝奉大夫太府卿四川總領財
賦累贈通議大夫李公墓誌銘〉
，頁206下：「請總領所與宣撫司平牒往來」
；宋 • 朱熹，《朱
子語類》
（北京：中華書局，1986）
，卷 106，頁2641：「鄰縣有事於鄰州只是牒上」等類
似的例子，因此，宋代的牒中也有可能使用這種與元代相同，以平行文書應用為基調，上
行文書、下行文書也同樣適用的文書形式。
14 元 •劉應李，《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69冊類書類，濟
南：齊魯書社，1995）
，甲集卷5〈公牘諸式 •行移往復体例〉
，子 169-63 上：
至元五年中書吏禮部照得，諸外路官司不相統攝應行移者，品同往復平牒正從同，三
品於四品、五品並令故牒，六品以下皆指揮，回報者，四品牒上，五品牒呈上，六
品以下並申。其四品於五品往復平牒，於六品七品令故牒，於八品以下皆指揮，回報
者，六品牒上，七品牒呈上，八品以下並申。五品於六品以下令故牒，回報者，六品
牒上，七品牒呈上七品同縣並申，八品以下並申。六品於七品往復平牒，於八品九品今
故牒，回報者，八品牒上，九品牒呈上。其七品於八品及八品於九品往復平牒，七品
於九品令故牒，回報牒上。即佐官於當司官有應行移往復者，亦比類品，從職雖卑，
並今故牒，應申者並咨，其八品九品於僧道錄司有相關者，並令故牒，回報申。批奉
都堂鈞旨准擬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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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結合司馬光《書儀》中關於「牒」的文書格式同樣的記載來分析。
牒式
某司牒某司或某官
某事云々
牒云々。若前列數事，則云牒件如前云云。謹牒
年 月 日
牒
列位三司首判之官一人押。樞密院則都承旨押。
右門下、中書、尚書省以本省、樞密院以本院事相移並謂非被受者及內外官
司非相管隸者相移，並用此式。諸司補牒亦同。惟於年月日下書書令史名，
辭末云故牒。官雖統攝而無狀例及縣於比州之類皆曰牒上。寺監於御史臺、
秘書、殿中省准此，於所轄而無符帖例者則曰牒某司，不闕字。尚書省於御
史臺、祕書、殿中省及諸司於臺省、臺省寺監於諸路、諸州，亦准此。其門下、中
書省、樞密院於省內諸司、臺省、寺監官司，辭末云故牒。尚書省於省內諸司，准
此。15

這個《書儀》中提出了兩條原則。一是，門下、中書、尚書省、樞密院之間
的文書往來中，關於「非被受（朝旨）者」
（指並非特別由朝廷發出的命令）
的「本省事」
、「本院事」
，則使用「牒」
。另外，內外官司中「非相管隸者」
的文書往來，也使用「牒」
。可見，這些「牒」是平行文書。二是，和剛才
《慶元條法事類》卷16〈文書〉中記載的基本相同，在具有統屬關係而不適
合使用「申狀」或「符、帖」的事例的場合，上行文書則用「牒上」
，下行文
書用「牒某司」這樣的形式。值得關注的是，與前者相應的例子—從「寺
監」到「御史臺、秘書省、殿中省」的文書；與後者相應的例子—從「尚
書省」到「御史臺、秘書省、殿中省」
、從「省內諸司」到「臺省」
、「臺
省、寺監」到「諸路、諸州」的文書，以及從「門下、中書省、樞密院」到
「省內諸司、臺省、寺監」
、從「尚書省」到「省內諸司」的文書。這些例子
中都體現出之前所說的「統攝」的關係。

這裡在「不相統攝」的官司之間，以「品」的差別為根本，分為「往復平牒」
、「令故牒」
、
「指揮」
、「牒上」
、「牒呈上」等使用。
15 宋 •司馬光，《書儀》
（
《叢書集成初編》社會科學類，北京：中華書局，1985）
，卷 1〈表
奏〉
，頁3。頁 1采錄了〈元豐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中書劄子〉
，證明它應該成書於元豐四年
（1081）以後。

50

漢學研究第 27 卷第 2 期

這樣的「統攝關係」究竟包含著怎樣的意義，讓我們來看《續資治通鑑
長編》卷306，元豐三年（1080）七月丙寅條的材料：
上批：「早進呈審官東、西、三班院為本係尚書省職事，只令用公牒往還，
緣司農寺、羣牧司亦皆六曹職事，今乃獨許三處不用近降指揮。若非朝廷特
委隨見令主判為廢已行之令，則取此捨彼，殊失均直之道，未知所以。」先
是，有旨審官、三班院於吏部皆用申狀，中書以為不當申，只當用牒。後再
進呈，審官、三班院，司農寺、羣牧司等皆用申狀。16

這裡說的是，審官東、西院、三班院因為原本就與尚書省六曹的職務相關而
可以對吏部使用「公牒往來」
，然司農寺、群牧司本來也與六曹的職務相關卻
要使用「申狀」
，中書為此感到不公平因而陳言，結果收到上批，令它們一
律使用申狀。由此可知，是否與尚書省六曹職務相關是這場議論的論點，結
果，由於審官東、西院、三班院、司農寺、群牧司都被視作尚書省統屬下的
官署，因此使用的文書也一律轉化為「申狀」
。
還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40，元豐六年（1083）十月：
詔：「今後雄州計會交割銀絹，行與涿州公牒，並稱『準尚書戶部符』更不
稱『三司牒』
。」17

這條材料是說，在雄州和涿州之間的銀絹交割中增加使用「公牒」的規定，
並且，所依據的詔，不再像以前那樣使用「三司牒」的稱呼，而改為「尚書
省戶部符」
。結合之前的例子，我們可以知道，北宋朝廷通過元豐官制改革，
推進了三省六部為中心的統屬關係，18 而文書形式也由「牒」向「符」19 、

16 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北京：中華書局，1990）
，卷 306，頁7437。
17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340，頁 8181。
18 以三省六部為中心的官制改革，目的並非單純的唐代官制的復活。梅原郁的〈中國法制史
雜感—元豊の官制改革をめぐって〉
，收入《歴史と社會のなかの法》
（東京：未来社，
1993）
，頁 31中指出，元豐官制改革並不是唐的三省的復活，就像門下省在元代被消滅，
中書省的身影在明初消失那樣，這個改革的意義在於它成為「皇帝一人支配作為施行機關
的尚書省六部的萌芽」
。在此含義上，這個向「部符」的變革具有重大的意義。
19 關於唐代的符，唐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
（北京：中華書局，1992）
，卷
1〈尚書都省〉
，頁10 中記載：「尚書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皆曰符」
。宋代的符
可以在《慶元條法事類》
（
《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第 1 冊）
，卷 16〈文書〉
，頁 349 看到如
下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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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狀」轉化了。20
再看看其他幾個具體例子。《朱子語類》卷106：
法，鄰縣有事於鄰州，只是牒上。今卻小郡與鄰大郡便申狀，非是。蓋雖是
大郡，卻都只是列郡，只合使牒。某在南康時，吏人欲申隆興。又建康除了
安撫，亦只是列郡，某都是使牒。吏初皇懼，某與之云，有法，不妨只如此
去。21

這就說明了，鄰縣向鄰州對移的文書要用「牒上」
；不論大郡、小郡同州之間
只用「牒」
；若是同州，即使對方兼任路官的安撫使也應該使用「牒」這樣的
原則。
接著，看《宋史》卷196「屯戍之制」中的記載：
凡遣上軍，軍頭司引對，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銳，
符
某州某事云云。某處主者云云。符到奉行
年月 日下 吏人姓名 具官止書差遣。帖式准此。書字
州下屬縣用此式，本判官一員書字。
20 在所見到的「三司牒」的具體例子範圍內，如清 • 徐松，《宋會要輯稿》
（臺北：新文豐
出版公司，1976）
，職官5 之 42 下，〈河渠司〉
：「
（嘉祐三年）閏十二月三日，河渠司勾
當公事李師中言，自來受三司牒」
；食貨 1 之 24 下，〈農田雜錄〉
：「
（天聖七年）五月龍
圖閣學士知密州蔡齊言，三司牒，戶絶莊田錢未足，合納租課者，勒令送納，直候納足價
錢關破」
；方域 14 之 1下，〈治河〉
：「
（天聖八年）十月三門白波發運使文洎言，……又
今三月准三司牒」等例子所見那樣，三司和諸官廳之間是通過「牒」相互往來交涉。另一
方面，關於「部符」
，趙升，《朝野類要》
，卷 4〈部符〉
，頁85，有「六部行符，即省劄之
義。其末必曰符到奉行」這樣的記載，由此可見，尚書六部向各官廳下達的下行文書使用
「部符」
。舉個例子來說，宋 •蘇軾，《蘇軾文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6）
，卷30〈論葉
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頁860中有「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
軾狀奏。今月十七日，准轉運使葉温叟牒杭州，准尚書禮部符，准元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敕」的記載。知杭州的蘇軾從轉運使那裡收到的是「牒」
、從尚書禮部收到的是「符」
。前者
是平行文書，後者是下行文書，官府間的統攝、非統攝關係由此可見。
21 朱熹，《朱子語類》
，卷106，頁 2641。《朱子語類》的這條史料顯示了朱熹和胥吏之
間，關於地方官府間的文書形式存在不同的見解。關於這個問題，拙稿〈宋代地方政治管
見—劄子、帖、牒、申狀を手掛かリとして〉
（
《東北大學東洋史論集》11(2007): 207230）
，已經作過論述。簡要地說，就是一方面，在鄰縣和鄰州、州與州之間（或者州和路之
間）存在使用「牒上」這樣一個法的原則；然而在現實中，考慮到路—州—縣這種地方官
府的等級關係，則又存在使用「申狀」這樣的一種實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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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其癃老。至於諸州禁、廂軍亦皆戍更，隸州者曰駐泊。戍蜀將校，不遣都
虞候，當行者易管他營。凡屯駐將校帶遙郡者，以客禮見長吏，餘如屯駐將
校。凡駐泊軍，若捍禦邊寇，即總管、鈐轄共議，州長吏等毋預。事涉本
城，并屯駐在城兵馬，即知州、都監、監押同領。若州與駐泊事相關者，公
牒交報。22

地方的軍事問題是由總管和鈐轄進行協議，州的長吏並不參預，然而與「駐
泊事」有關，則需要「公牒交報」
。這是因為州的長吏和負責軍事的總管、鈐
轄之間屬於「非統攝」關係的緣故吧。
還有一個例子是《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81，紹興四年（1134）十月癸
卯：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準金部員外郎張成憲公文，支給本軍大禮賞，本司未
敢幫請。乞依張俊下官兵禮例支給，許之。舊例，俊與楊沂中內二軍賞給
三十千，世忠與劉光世、王 、岳飛外四軍人給二千有奇而已。至是俊出為
宣撫使，故世忠援以為言。初，朝廷命成憲應副世忠軍錢糧。成憲言，職事
別無相干，乞用公牒往來。奏可。自是總領錢糧官率用此例。23

卷154紹興十五年（1145）十一月庚申：
始趙開嘗總領四川財賦，於宣撫司用申狀。至是不弃言，昨來張憲成應副韓
世忠錢糧，申明與宣撫司別無統攝，止用公牒行移，乞依成憲已得指揮。許
之。於是改命不弃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上諭檜曰，卿所論甚當，如此方與
諸軍一體。既而不弃將入境，用平牒。剛中見之，愕而怒。久之，始悟其不
隸己，繇此有隙。24

從這兩條材料可以看出，一方面，由於四川總領所和宣撫司之間的文書屬於
「職事別無相干」
，因此以「公牒行移」為原則；另一方面，就兩者的關係而
言，宣撫司是上級，因此總領所也時常以「申狀」的形式向它投送文書。

四、關
下面讓我們來看「關」
。《慶元條法事類》卷16〈文書〉有如下記載：
22 脫脫，《宋史》
，卷196〈兵志十〉
，頁 4894。
23 宋 •李心傳，《建炎以來繋年要錄》
（北京：中華書局，1988）
，頁1340。
24 李心傳，《建炎以來繋年要錄》
，頁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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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某司某事云云。
右關某司。謹關本司內諸案相關者，則云「故關」。
年月 日請領官物仍書字。無印者准此。
官司同長官而別職局者，若有事相關並用此式。25

相同長官的官署內不同部門之間，關於關係問題的文書往來，用「關」
。26
首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20，熙寧四年（1071）二月戊辰條：
詔：自今在京官司各舉官，並先關牒所屬，勘會歷任，於條無礙，方許奏
舉。27

這個詔規定，在京官司進行推薦的時候，須先利用「關牒」向被推薦人所屬
部局查詢其歷任的狀況，如果沒有問題才允許推舉。
下一個是《名公書判清明集》卷1〈監司案牘不當言取索〉的例子：
照得各司案牘除經朝廷及臺部取索外，其同路監司止有關借之例，即無行下
取索，如待州縣下吏之理。本職自去冬入境，應訴婚田，念其取使司遙遠，
間與受狀，不過催督州縣施行而已。其間有不得已結絕者，皆是前政追人到
司，久留不經，出于弗獲已，非敢僣也。然公朝設官分職，同是為民，豈有
見其焚溺而不之救者。昨承使司取索邵元昱事理，本司為見台判異常，即已
具因依遞上，再準行下索案，又即促吏牒解。但區區賤跡，係國家建置司
存，却不可以某之資淺望輕，而頓廢公朝之事體。蓋嘗太息而言曰：督贊、
侍讀、判部尚書之尊，不當下兼運司之職，若兼運司之職，不當上廢朝廷之
法。除已具申督贊尚書外，併牒報運司。28

這是蔡抗（字久軒）當江東提刑時的判決。使司（都督府）要求提刑司提供
邵元昱事件檔案的文書雖然已經送達，蔡抗卻對之進行批判，認為監司之間
只有「關借之例」而沒有「行下取索」的道理。但是，作為最終的處理，由
於對方是以「督贊、侍讀、判部尚書之尊」兼運司之職（轉運使）
，因此用
25 謝深甫編撰，《慶元條法事類》
，（
《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編》第 1冊）
，頁349。
26 關於唐代的關，從李林甫，《唐六典》
，卷 1〈尚書都省 • 左右司郎中員外郎〉
，頁 11 中「諸
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曰關、刺、移。關謂關通其事」來看，關、刺、移都被理解為平
行文書。
27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220，頁 5348。
28 《名公書判清明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7）
，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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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上報督贊尚書（○○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
，而對運司的官署則用牒
聯絡。29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60，元豐八年（1085）十月庚辰條：
侍御史劉摯言：檢會準元豐五年五月七日門下省劄子，門下省奏：「據給事
中廳狀：『封駮房勘會昨舊封駮司元豐三年七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御史
中丞李定狀，奏乞應有差除，並令封駮司限當日關報本臺。奉聖旨：「依
奏。」續準當年九月二日中書劄子節文，同知諫院蔡卞奏乞應有差除及改更
事件，並令封駮司抄錄關報。奉聖旨：「應差除及改更事件到封駮司者，並
令抄錄關報。」勘會近準新制，撥封駮司歸門下省為封駮房，其舊封駮司準
朝旨廢罷。又準官制新條，諫院已廢，諫官係中書門下官外，即不言舊條合
與不合行使。所有本房承受差除及改更事件，今來未敢依舊關報，亦未敢便
行住關。』白帖子稱：『如合依舊關報，未審以何司存為名？如以本房，
緣已隸門下省；若以本省，又恐內省無關報外司之理。及檢會式令，即無門
下省關牒外司條式』
。奉聖旨：『更不關報。』
」臣竊以朝廷謹於出令，故使
官司更相檢察，內之則門下得以封駮，外之則臺諫許其論列。然朝省之上，
事有漏泄，法禁不輕，誰敢傳者？若非門下以時關移，則臺諫所聞常在命令
已行之後。此定與卞之所以有請，而先帝所以從之也。其後給事中徒以封駮
改司為房，又疑內省不可關報外司，遂作申禀，致有續降指揮釐革。今來惟
是敕命已至六曹，逐曹已作奉行，方始隨事關報，理有未安，給事中失於駮
正，或雖駮而失當，其差除之告命，政令改更之制，往往已授受施行矣，而
臺諫官方從其後論之，雖以聖慈優容聽納，必無難於追改，若或者以謂號令
已行，不可反汗，則是設官而無補於事也。故臣愚欲乞且用元豐三年指揮，
29 這裡大概也存在兩個原則。路的官司一方面有轉運司（漕司）
、提點刑獄司（憲司）
、經略•
安撫司（帥司）
、提舉常平司（倉司）等等所謂監司或帥司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有掌握管束
數路軍事或財政大權的宣撫司、制置司、都督府、總領所等官署的存在，還有做過宰相或
侍從等的高官充當這些官員的情況，同路的官司之間，既有用「關」或「牒」等平行文書
來處理的關係，也有用下行、上行的文書處理的關係，兩種原則並存。此外，關於這樣一
個個的官僚和官府的文書的區別，以下朱熹，《朱子語類》
，卷 106，頁 2666的史料列舉了
一則非常有趣的事實：
某向在浙東，吏人押安撫司牒，既僉名押字，至紹興府牒，吏亦請僉名，某當時只押字
去。聞王仲行有語，此伊川所謂只第一件便做不得者。如南康舊來有文字到建康，皆用
申狀，某以為不然。是時陳福公作留守，只牒建康僉廳，若非前宰執，只當直牒也。如
南康有文字到鄰路監司，亦只合備牒。其諸縣與鄰州用牒，卻有著令。
就是說，當遇到前執政做知州這樣的案例的時候，不可以直牒知州，而只能把牒送到僉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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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差除及改更事件，並令門下封駮官，依舊於當日關報諫官御史臺，所貴成
命未下，先事禆補，而朝廷亦易於施行。貼黃稱：「封駮司改為房，名雖異
而事任不殊，若謂不可用關，恐合以給事中移牒逐處，乞詳酌。」不報。30

劉摯的這個提案，在往後《長編》卷372「詔應差除並更改事件，令六曹限畫
黃錄到，畫時關報御史臺并門下、中書後省諫官案，從御史中丞劉摯請也」31
的記載中可見是被裁可了的。
我們嘗試整理一下以上的議論。在元豐官制改革以前，「差除並更改事
件」是由封駮司向諫院、御史臺「關報」的。然而，隨著官制改革，封駮司
被改編為門下省封駮房，此外，作為皇帝直屬機關而獨立的諫院被廢止，並
改編為門下、中書後省諫官案，「諫官是中書門下的官，那麼關報給它是否
妥當」這樣的議論就出現了。那時還有其他的論據，如「內省無關報外司之
理」以及「無門下省關牒外司條式」
。這個議論最後由皇帝單方面裁決了。他
接受了劉摯的建議—為了便於諫官、御史臺官執行政事批判，必須在命令
發布之前，讓他們取得相關的情報—並重新起用了舊有的措置。
我們再來分析「內省無關報外司之理」這個論據。諫官經過元豐官制
改革，被改編為中書門下的官職，它與門下省封駮房的文書往來就變成了
「本省」之間的關係，「不統攝」關係之間的文書也就變得不適合使用「關
報」了。接下來，「內司」
（宮城內設置的官署）和「外司」
（宮城外設置的
官司）之間是否能使用「關報」就成為了問題。最終，因應快速共有政治情
報的客觀要求，內外司之間使用「關報」一事仍是被優先允許了。
還有一個例子，看《宋會要輯稿》職官41〈宣撫使〉的材料：
同日（紹興二年五月十六日）李綱又言，乞本司行移除福建、江西、荊湖宣
撫使司及諸路安撫大使用闗牒外，本路帥臣、監司、州縣並用劄子，從官以
上劄送，餘並劄付。從之。32

這是請求在地方官府間的文書往來中，除了宣撫使司、安撫大使之間使用
「關牒」外，帥司、監司、州縣官之間傳達文書的時候都使用「劄子」
。這個
問題我已經在別的文章中論述過了。所謂「劄子」
，本來是中書省、樞密院、
30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360，頁 8615-8616。
31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372，頁 9017。
32 徐松，《宋會要輯稿》
，職官41 之 25下，頁 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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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省向下級官府傳遞的下行文書的形式，但卻被南宋的宣撫司、都督府等
作為向地方的路、州、縣傳遞的文書而常態化了。這說明，在對金、對蒙古
戰爭常態化的同時，地方官府中掌握軍事、財政大權的宣撫司、都督府等都
被給予了特殊的官廳和地位，從以往的地方官府間的「關牒」的世界中超脫
出來了。

五、諮 報
和「牒」
、「關」相比，性質類似的還有「諮」這種文書。33
《朝野類要》卷4〈諮報〉把它解釋作「學士院關報朝省之稱」
。由學士院
向三省、樞密院遞送的平行文書 34 的形式就是「諮報」
。35 這是為了突出被稱
為「內相」的翰林學士的特殊存在，有如魏了翁《鶴山集》卷18 的材料所顯
示：
七曰，復制誥舊典以謹命令。國朝，尚倣前代制誥之選，名號紛紛，不可殫
述。大抵內制之臣，自大詔令外國書許令進草之外，凡册拜之事，召入面
諭，有當奏禀，則君臣之間，更相可否，旋為增損，以合舊制。乘輿行幸則
侍從以備顧問，有請對則不隔班，有奏則事用榜子，關白三省、密院則合用
咨報而不名，所以號曰內相者，得與人主上下，古今宣猷出令，其重蓋如
此。36

翰林學士擁有的特權在《鶴山集》卷18有如下說明：翰林學士（1）負責大
33 元代的平行文書有「咨」和「關」
。根據田中謙二，〈元典章文書の研究〉
，收入《田中謙二
著作集》第2 卷（東京：汲古書院，2000）
，頁 375-382，兩者的文書是同品官廳以及同品
官員遞送來往的公文，「咨」是二品以上的官廳之間、「關」是三品以下的官廳之間使用
的文書，本文提出的宋代的「諮報」可能含有比「關」更高級的官廳之間使用的平行文書
這種含義。
34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307，頁 7454，有「
（元豐三年八月）丙申，詔學士院於尚
書省、樞密院用諮報」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
（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5冊子部
雜家類）
，卷8，頁1 下有「學士院移文三省名咨報，都司移文六曹名刺」的記載。
35 宋 •王溥，《唐會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卷 57〈翰林院〉
，頁 1153 中有「乾
寧二年十月，賜渤海王大瑋瑎敕書。翰林稱加官合是中書撰書意。諮報中書」
，由此看來，
在唐代就已經可以看到由翰林院向中書「諮報」的事例。
36 魏了翁，《鶴山集》
（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2 冊集部別集）
，卷 18，頁 23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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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令、國書的起草以外，若有冊拜時則召入內廷，由皇帝直接頒賜言語，或
者上奏。（2）皇帝行幸時隨從，並以侍從的身分備皇帝顧問。（3）若有召
「對」不可推遲。（4）上奏用「榜子」
，37 向三省、樞密院投送文書時則使用
「諮報」這種形式，不需署名，只要當值學士「押字」便可。38
其次，關於翰林學士和三省、樞密院之間的文書往來，根據《玉堂雜
記》下的材料進行研究：
諮報，見於金坡遺事。元豐三年八月丙申，亦詔於尚書省、樞密院用諮報，
至今守之。其制，首題學士院諮報尚書省或中書門下、樞密院，次入詞云
云。末云右謹具諮報某省，伏候裁旨，後題年月，學士押字。雖中間權臣用
事，官失其職，獨此不廢。又三省、密院於百司，例用劄付，惟學士院云劄
送。他官司得省劄，必前連片紙，書所受月日，乃敢押字。惟學士院徑判押
其首。又吏魁有錄事，曹案曰房，皆稍擬中書，尊內庭也。39

翰林學士院向尚書省、中書門下、樞密院遞送的「諮報」的文書形式如下：
抬頭為「學士院諮報尚書省或中書門下、樞密院」的字樣，接著寫上具體的
要事，最後附上「右謹具諮報某省，伏候裁旨」一句請求答覆，記下年月，
署名。40 另一方面，三省、樞密院向翰林院遞送「劄子」的時候，並非如他
們向百司遞送時所使用的「劄付」
，而稱為「劄送」
。 這裡談的雖然是翰林學
士和其他官司的文書問題，但文書的形式也忠實地體現了官界中的秩序，和
37 劉應李，《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69冊類書類）
，甲集卷
2〈書奏諸式• 奏狀首末式〉
，子169-28下有「又有用榜子式者，惟不用年，不全幅，不
封，餘同狀式」的記載，可以知道它是一種簡單的上奏方法。
38 宋 •周必大，《玉堂雜記》
（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5冊史部職官類）
，卷下，頁 566
上有「又三省、密院於百司，例用劄付。惟學士院云劄送。他官司得省劄，必前連片紙，
書所受月日，乃敢押字。惟學士院徑判押其首。又吏魁有錄事，曹案曰房，皆稍擬中書，
尊內庭也。」的記載；宋•洪遵，《翰苑群書》
（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5 冊史部職
官類）
，卷12，頁 404 上有「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諮報。其實如劄子，亦不出
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諮報。此唐學士院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
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的記載。
39 周必大，《玉堂雜記》
（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5冊史部職官類）
，卷下，頁 566上。
40 宋 •丁度，《貢舉條式》
（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7冊經部小學類）
，頁 317下的一節
中有「紹興五年十月三日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錄送到學士院諮報，准尚書省劄子節文，
禮部勘當到左朝奉郎大理寺丞黃邦俊劄子……」的記載。就這個文書的交換所見可知，尚
書省的劄子送到學士院，學士院再根據這個劄子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投遞諮報。

58

漢學研究第 27 卷第 2 期

儀禮的問題有很深的關聯。
首先來看沈括《夢溪筆談》卷1〈故事〉中的事例：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聲唱一聲屈，則趨而入。宰相揖及
進茶，皆抗聲贊喝，謂之屈揖。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
仍進湯，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升朝則坐，京官以下皆立。後殿引臣寮，
則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示與
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41

這裡記載的是百官和宰相在中書省對面禮儀的相關內容。九卿以下的官員進
門，省吏喊出他的名字，然後他屈身小步走進，宰相對他作揖（點頭招呼）
，
進上茶水，官員一方則要行「屈揖」
（屈身辭謝）的禮儀。然而若是待制以
上的官員，（省吏）只言「請某官」
（某官，請進來）
，而官員更不用行「屈
揖」之禮，退席的時候，送上湯水。此外，升朝官（正八品—從七品）可以
獲得賜「坐」
，而與之相對，「京官」
（從九品—從八品）就只能站立。
這些關於翰林學士與宰相會面時的儀禮，歐陽修的《歸田錄》卷2中也
有事例：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
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
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蓋習見已久，恬然不
復為怪也。42

說的是，翰林學士與宰相會面時，原本不必「具靴笏」43（正裝）
、「繫鞋」
，44
先由翰林院的胥吏與宰相府的當值胥吏聯絡，翰林學士到達的時候，宰相便
41 宋 •沈括，《夢溪筆談》
（
《全宋筆記》第二編第 3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卷 1，
頁11。
42 宋 •歐陽修，《歸田錄》
（
《全宋筆記》第一編第 5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卷 2，
頁265。
43 脫脫，《宋史》
，卷153〈輿服志五〉
，頁 3569中有「鞾。宋初沿舊制，朝履用鞾。政和更
定禮制，改鞾用履。中興仍之。乾道七年，復改用鞾，以黑革為之，大抵參用履制。」
44 宋 •魏泰，《東軒筆錄》
（北京：中華書局，1983）
，卷5，頁 55有「翰林故事，學士每白
事於中書，皆公服靸鞋坐玉堂，使院吏入白，學士至，丞相出迎。然此禮不行久矣。章惇
為制誥直學士院，力欲行之。會一日，兩制俱白事於中書，其中學士皆鞹足秉笏，而惇獨
散手繫鞋。翰林故事十廢七八，忽行此禮。大喧物議，而中丞鄧綰尤肆詆毁。既而罷惇直
院，而繫鞋之禮，後亦無肯行之者」的記載，「鞹足秉笏」和「散手繫鞋」是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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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迎。只是，到了歐陽修的時代，翰林學士也需要「具靴笏」
（正裝）在接
待室長時間地等待宰相的接見了。45
此外，吳曾《能改齋漫錄》卷1〈勿破他故事〉中又有如下記載：
故事，知制誥見宰相，止用平狀、非朔望而見，則去鞾笏。張文節公知白在
中書，頗重典故，時徐奭知制誥，初投刺以大狀，後又請見，多具鞾笏。張
力辭此二事，具述舊制，謂徐曰，且勿破他故事。46

這條材料記錄的是舊事，知制誥和宰相會面之時，用「平狀」47（對等關係下
使用的文書）進行「投刺」
（申請面會）即可，沒有「鞾笏」的必要。由此可
見，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與宰相的會面，在宋初使用的是對等的儀禮，而後
兩者之間才逐漸產生了差距。48
綜上所述，翰林學士在唐代是和宰執一樣享受同等的極高禮遇的存在，
然而到了宋代，這種禮遇的一部分雖留存下來卻逐漸削弱，以宰相為頂點的
政界下的儀禮和文書樣式在第四代仁宗朝的時候得到了最終確立。

六、結 語
下面將對以上所見的文書關係的相關內容進行整理總結。關鍵詞就是
45 大約是同時代的史料，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 177「至和元年十二月癸丑」條，
頁4297 中有「孫抃初在翰林，嘗至中書白事，繫鞋登政事堂。執中見之不悅，且責吏不以
告。抃曰：『學士見宰相以客禮，自有故事，況我以公事來，若有私禱，則足恭下顏，所
不憚矣。』執中不能平。」翰林學士孫抃面會宰相陳執中時，「繫鞋」登上政事堂這件事
受到陳執中的責難，孫抃則提出翰林學士和宰相會面時用「客禮」是「故事」
。
46 宋 •吳曾，《能改齋漫錄》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卷 1，頁17。
47 關於這裡對比的「平狀」和「大狀」的書式，司馬光，《書儀》
（
《叢書集成初編》社會科學
類）
，卷1〈私書〉
，頁 11-12中有詳細的記載。作為大狀的事例列舉有「上尊官問候賀謝大
狀」
、「謁大官大狀」
，平狀則有「與平交平狀」
、「謁諸官平狀」
。「謁大官大狀」的書式是
「具位姓某，右某謹詣門塀，祇候起居某位，伏聽處分。謹狀。……」
；「謁諸官平狀」的書
式是「具位姓某，右某祇候起居某位，謹狀。……」
；平狀則沒有「謹詣門塀」
、「伏聽處
分」等詞句。
48 沈括，《夢溪筆談》
（
《全宋筆記》第二編第3 冊）
，卷 1，頁10有「衣冠故事，多無著令，
但相承為例。如學士、舍人躡履見丞相，往還用平狀，扣堦乘馬之類，皆用故事也。近歲
多用靴簡，章子厚為學士日，因事論列，今則遂為著令矣」的記載，這裡知制誥的部分記
作了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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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攝」
。「統攝」
，根據《唐律疏義》卷6〈名例〉
〈諸稱監臨者，統攝案驗為
監臨〉的疏義，49 被定義為「統攝者，謂內外諸司長官統攝所部者」
，也就是
描述全面的支配統制行為的詞語。
以下材料對「統攝」的含意進行了具體的闡釋。
《宋文鑑》卷42李宗諤〈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
：
臣按《通典》叙職官，以三師、三公、門下、中書兩省為先，而《會要》亦
以兩省為首。惟《六典》準《周禮》六官，以尚書省官居上，而兩省亦在御
史臺之前。此不相統攝一也。唐開成三年，御史臺奉宣：今後遇延英開擬中
謝官，委臺司前一日依官班具名銜奏，其兩省官，即令本司前一日奏。是兩
省得以專達。此不相統攝二也。《朝會圖》
：門下省典儀設版位，御史中丞
班在丹墀上，兩省官後立。此不相統攝三也。故事：文武百官，內殿起居失
儀，左右巡使奏文武班內有官失儀，請付外勘當；如兩省官失儀，即奏云：
供奏班內有官失儀，請付所司。以此言之，惟兩省官失儀，左右巡使不敢請
付外勘當。此不相統攝四也。又御史臺止奏南衙文武百官班簿，門下、中書
兩省各奏本省班牓子。此不相統攝五也。文武常參官，每遇假告，皆經御史
臺陳牒；惟兩省官自左右正言以上，假告直經宰相陳牒，遇正衙見辭謝，文
武常參官，皆於朝堂四方館陳狀兩紙，惟兩省官止陳狀一紙，既不與百官叙
班，亦無臺參之禮。此不相統攝六也。文武常參官，幕次並在朝堂；惟兩
省官在中書門內。每遇殿起居及大朝會讌集，並設次在御史中丞之上，蓋
地望親近，在憲司之右。此不相統攝七也。五代開延英奏事，先宰相，次兩
省，次御史中丞，次三司使，次京尹。又常朝叙班，御史中丞羣官先入，次
東宫保傅，次兩省官，次左右僕射。及朝退，僕射先出，次兩省官，次東宫
保傅，次御史中丞羣官。夫以後入先出為重，不相統攝八也。伏以中書、門
下兩省，自正言以上，皆天子侍從之官，立朝叙班，不與外司為比。故在正
衙，則與宰相重行而立，通衢，則與中丞分路而行；常參，則師傅入於兩省
之前；朝會，則臺官次於兩省之後。地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局之間，不相
統攝。御史臺每牒本省，並不平空，所以本省移報，亦如其儀。而文仲止憑
吏人之言，遂有聞奏，且無典章為據。伏況臺憲之職，所宜糾察奸邪，辨明
寃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以彈奏，下民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文牒
之內，爭平空與不平空，其事瑣細，烏足助於風威哉？ 50

49 唐 •長孫無忌，《唐律疏義》
（北京：中華書局，1983）
，卷 6，頁139。
50 宋 •呂祖謙編，齊治平點校，《宋文鑑》
（北京：中華書局，1992）
，卷 42，頁 63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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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文章在《續資治通鑑長編》卷60也有一段相關的記載，51 結合兩者可以
看到，在北宋前半期，中書、門下、尚書省以及轄下的官，與剛開始作為外
司的御史臺之間並無「統攝關係」
，而且，兩者之間在儀禮上顯示有很大的區
別。儘管不知道唐代的事例在宋代有多大的適用範圍，文章依然列出了八個
具體的差別來說明兩省與臺司並不相統攝：（1）官秩的順序，（2）
「開延
英」時謁見者報告的方法，（3）朝會時的席次，（4）
「失儀」時的處理方
法，（5）官僚名簿提出的方法，（6）休假申請的方法，（7）在起居、大
朝會、宴會等中的席次，（8）五代「開延英」時謁見者的順序以及「常朝」
時出入的順序。然後，正如接下來的黑體字部分所見那樣，在宋代，兩省官
正言以上都屬於天子侍從之官，在「立朝叙班」及其他禮儀中都與「外司」
不同，受到優厚的禮遇。而且，兩省官的地位、名望都較高，與御史臺的職
務司業不同，官司間屬於「不相統攝」的關係。由於這個「不相統攝」的關
係，御史臺官和本省官之間往來的文書使用「不平空」
（不需換行提頭書寫官
名和名字）的「牒」才是正確的方式。
以上，本文中考察的這些所謂平行文書的存在指出了兩個問題：一，
「非統攝」關係包括了橫向的關係。先前發表的拙論〈宋代地方政治管見—
箚子、帖、牒、申狀を手掛かりとして〉中，關於地方官府之間的關係，我
提出了如下觀點：基本上，就如通過劄子、帖這樣的下行文書體現的縱向
為中心的官司間的關係，以及通過關、牒這樣的平行文書體現的橫向為中心
的官司間的關係那樣，地方官府之間的關係，都可以通過文書的樣式清楚地
表現出來。就宋代而言，路和州的關係，基本上作為「非相統攝」官府間的
關係，一般地以使用「牒」為原則，又存在以宣撫司等軍事關係的官司為中
心，對其他路官或州多使用劄子的情況，這就是縱、橫兩方的向量混合作用
的結果。而路的官員在監督州縣官的同時，也具有對巡檢、監鎮官等州縣官
範圍以外的官府進行監督的立場，這是作為縱方向的向量表現出來的。
也就是說，基本上地方的路官之間、路和州官之間是平行文書所代表的
51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60，頁 1338-1339有「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晁迥、起居舍人
知制誥李宗諤，並為翰林學士。宗諤在舍人院，嘗牒御史臺，不平空，中丞呂文仲移文詰
之，宗諤答以兩省與臺司非統攝。文仲不平，聞於上，有詔辨析。宗諤引八事」的記載，
並記錄了這八事提出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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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的向量在起主要作用。這與三省和翰林學士院，門下省和諫院等中央官府
之間是一樣的。
還有一種就是，具有統屬關係卻不適合使用「申狀」或「符、帖」而被
視為準「統攝關係」的關係。具體來說，置於以三省、樞密院為中心的官僚
系統外沿的御史臺、九寺、五監、秘書省、殿中省等與三省、樞密院的關係
中，官府之間往來使用的是與所謂的平行文書相同的文書形式。把這類的文
書格式根據所使用的「牒上」
、「牒某官」等不同的表述方式區分成上行、下
行文書亦無不可，但卻不能將它們與「劄付」
、「申狀」或者「符、帖」所體
現的更為明確的上下關係相提並論。
綜上所述，宋代雖然被稱為所謂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然而具體的官司
間的關係，並不是以三省六部為中心的一元的、金字塔層級式的體系，而是
中央、地方共同以三種文書形式為中心連結而成的系統的複層的關係構造，
解讀這個官僚機構的關鍵就是這次分析的對象—「統攝」與「非統攝」
。
（翻譯：胡勁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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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Using Die, Guan, and Zibao as a Starting Point
Hirata Shigeki*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official correspondences to either lower or higher bureaucratic
level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re were also parallel correspondences, such as die
牒 , guan 關 , and zibao 諮報 . These parallel correspondences were documents
sent between administratively-unrelated governmental offices. Occasionally,
different offices that were administratively related used die (such as in dieshang
牒上 and gudie 故牒 ) to replace more common appellations that implied
hierarchy, such as fu 符 , tie 帖 , or shenzhuang 申狀 . This indicates that there
was an“inner”and“outer”system of command in place that differentiated
between various administratively-related offices. In addition, the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system reveals that the system of command in the Song dynasty
was not hierarchical or pyramidal;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a dual system
composed, on the one hand, of the bureaucracy of the Three Departments and
Six Ministries 三省六部 and, on the other hand, another bureaucracy, which
oversaw the first. Local governments also had a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among circuits 路 , prefectures 府州軍監 and districts 縣 .
Keywords: Song dynasty, parallel correspondences, die牒, guan關, zibao諮報,
administratively-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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