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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代 官 印 行 用 考

周 佳 *

一哀問題�提出

�書是宋代政務�行�重�載體阿而官印是官�書�重�組成部分愛宋代官印事務由

尙書省禮部掌管1)
阿南宋紹熙元年 (1190)阿禮部侍郞李巘上駅円議�廷整頓州縣官印用�

況阿他在奏駅中說：“�書�印阿以示信防姦阿给毁悉經省部阿具�條制”2)阿S句話槪括了

官印在當時�兩個��政治功能：一是在官�書上鈐蓋官印阿作爲鑒定�書眞僞�重�憑

信阿取信於人；二是官印一律由中央�予和銷衛阿以保證政令一出於政府阿權力瓜歸於中

央愛

宋代官印用廣泛阿在行政�作中十分重�阿但是學界相關硏究却�爲��阿據筆者

�見阿目���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發表在各種�物哀考古類�刊上�考古報吿阿

重在介紹各地出土宋代官印�形制哀印�阿並利用�獻對印��行鯵單考釋阿S類報吿一

般�幅�短阿以 料介紹爲�3)
愛二是鑒於兩宋官印硏究在書畫鑒藏!上具�重��斷代"

義4)
阿藝#!學者會利用存世書畫上�宋代官印來考訂書畫�年代歸屬$其液傳眞實性阿S

方面硏究以王裕民哀彭²萍爲代表5)
愛三是對宋代官印制度�硏究阿以曾廣慶哀片岡一忠哀

*周佳阿浙江大學人�學院古籍硏究�和宋學硏究中心%師哀京都大學人�科學硏究�招聘外

國人學者愛

1 ) (元) 脫脫等È《宋!》卷 116《職官志三》云：“禮部……若印記哀圖書哀表駅之事皆掌

焉”；“印記則關禮部”愛(北京：中華書局阿 1977 年阿 3851哀 3862 頁愛)

2 ) (宋) 馬端臨《�獻'考》卷 115《王禮考十》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2011 年點校本阿 3543 頁

愛印《宋!》卷 107《與(志六》阿 3593 頁愛

3 ) 例如：張忠勛《玉田縣出土一方宋代官印》阿《�物春秋》阿 1994 年第 2�阿 92 頁；*鐡山

《河北�西縣出土北宋官印》阿《考古》1994 年第 8�阿 763 頁；王天喜《山西三原發現一枚

宋代官印》阿《�物》1995 年第 10�阿 69 頁；謝儉華《宋代怨浦縣�牌與印》阿《�物》1972

年第 3�阿 45-46 頁阿等等愛

4 ) 彭²萍《存世書畫作品�鈐宋代尙書省印考》阿《�物》2008 年第 11�阿 77-93 頁愛

↗

5 ) 王裕民《快,時晴帖鈐印�怨發現――宋代官印硏究一》阿《故宮�物.刊》第 15 卷第 3�

阿 1997 年阿 110-117 頁；《試論/安何如奉橘帖上�“/海軍1度之印”――宋代官印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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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²爲代表愛曾廣慶�早對宋代官印�等5哀形制哀分�哀鑄6管理機7哀管理制度等整

體�況予以槪営1)
愛其後日本學者片岡一忠對兩宋官印�種類哀形制哀製作哀�予哀用哀

銷衛哀隨葬哀8罰等�況�行�9面�栄理阿並收錄宋代官印鈐圖 33 幅2)
阿該�;乎涵蓋

宋代官印管理制度�各個方面阿但深入性略顯不足愛高²�怨<硏究重點是收集到傳世$

出土宋代官印鈐圖 168 幅阿並利用�獻對其�行分類考訂3)
愛

可以看到阿學界對宋代官印�硏究阿目���集中在 料介紹哀年代考訂哀書畫鑒定

等�物考古和藝#!硏究領域愛至於官印制度�硏究阿不'=步�晚阿成果稀少阿而且大

體止步於條�栄理和印�考訂層面阿與其他斷代尤其秦漢至隋B官印硏究相比4)
阿對制度框

架下宋代官印實際用�況�深入考察尤其欠缺愛

學界對宋代官印制度硏究不够重視阿其原因是多方面�愛首先是材料�缺乏愛中國古

代官印D存���兩類阿一是印違實物；二是印痕阿E括鯵牘上�封泥和紙帛上�印鈐兩

種5)
愛<代以�阿印違硏究��由金石學家或篆刻家完成阿F“印宗秦漢”觀念影G阿當時

除秦漢以外�印違硏究均不F重視愛從淸代中�開始阿才陸續�學者開始著錄隋B官印6)
愛

淸末民初阿羅振玉�感於“收隋B以來官印者至罕”而J《隋B以來官印集存》阿其中收宋

代官印印鈐 48 幅7)
愛但是此後“印宗秦漢”�局面並未改觀阿直到 20 世紀 30 年代阿金石

學家王獻B仍稱當時“宋元印集阿今多不传阿�亦寥寥數十钮阿不K分代”8)愛円國後阿各

究二》阿《故宮�物.刊》第 15 卷第 4�阿 1997 年阿 76-83 頁；《宋�三省官印初探――宋

代官印硏究三》阿《故宮�物.刊》第 15 卷第 5�阿 1997 年阿 70-85 頁愛彭²萍《兩宋宮廷

書畫h藏制度之變：以祕閣爲核心�鑒藏機制硏究》阿《故宮L物院院刊》2005 年第 1�阿

12-40 頁；《存世書畫作品�鈐宋代尙書省印考》阿《�物》2008 年第 11�阿 77-93 頁；《兩宋

“尙書省印”之硏究囘*暨五項商榷》阿《故宮L物院院刊》2009 年第 1�阿 44-59 頁愛

↘

1 ) 曾廣慶《宋代官印制度略論》阿《中原�物》2000 年第 5�阿 52-58哀 62 頁愛

2 ) [日]片岡一忠《五代哀宋時代の官印制度》阿《歷!人類》第 36號阿 2008 年 3.阿 204-131

頁愛該�後收錄於氏著《中國官印制度硏究》第Ⅰ部第 6違《五代・宋�の官印：九疊篆印

の登場》阿東京：東方書店阿 2008 年阿 93-154 頁愛

3 ) 高²《宋代官印硏究》阿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阿 2010 年愛

4 ) 參見孫慰祖J《兩漢官印匯考》阿上海：上海書畫出版社阿 1993 年；[日]米田永志《漢代印

違考》阿冨谷至J《邊境出土木鯵の硏究》阿京都：R友書店阿 2003 年阿 297-340 頁；張晶晶

《漢代官印制度考営》第一違《硏究綜営》阿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阿 2011 年；王人聰哀葉其

峰《秦漢魏晉南北�官印硏究》阿香S：香S中�大學�物館阿 1990；王人聰哀U學華J

《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硏討會論�集》阿香S：香S中�大學�物館阿 2000 年；V義《二十世紀

隋B官印硏究�囘*與展W》阿《中國國家L物館館刊》2006 年第 3�阿 73-80 頁；孫慰祖哀

孔品屛《隋B官印硏究》阿上海：上海書畫出版社阿 2014 年愛

5 ) V義《B代官印�初步硏究》阿《考古與�物》2003 年第 1�阿 75-82 頁愛

6 ) V義《二十世紀隋B官印硏究�囘*與展W》阿《中國國家L物館館刊》2006 年第 3 �阿

73-80 頁

7 ) 羅振玉《隋B以來官印集存》阿 1916 年阿京都大學�學硏究科圖書館藏愛

8 ) 王獻B《五鐙精舍印話》之《古印字體例釋》阿濟南：齊魯書社阿 1985 年阿 332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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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陸續出土�宋代官印時�報吿阿但是與秦漢至隋B官印和封泥集中哀成批�考古發現相

比阿出土�宋代官印均Z零散哀個別狀態阿尙無法拉動宋代官印硏究�系瓜哀深入開展愛

其\是�書硏究議題�帶動不足愛官印�要用於官�書�封檢和鈐蓋阿鯵牘哀敦煌和

吐魯番�書�集中出土阿爲秦漢至隋B�書硏究提供了大量實物阿鯵牘上�封泥和�書上

�印鈐阿也爲S一時�官印實際用�況�硏究提供了丰富樣本愛相對而言阿保存至今�

宋代公�書原件很少阿宋代�書硏究<十;年才開始興=1)
阿=步�晚阿遑論$�書中官印

S一細1�硏究愛

�后阿也是����一點阿是宋代官印硏究一直F到“宋承B制”框架�束^愛據筆

者�見阿王獻B在 20 世紀 30 年代�早提出阿中國古代官印體制分爲秦漢哀隋B兩大系瓜

愛隋B官印爲�後變革之總樞阿其��變_在於：官印用法由鯵牘封檢變成紙張鈐印阿相

應地阿官印體積不斷增大阿印�由陰�改用陽�；官府正印從官名印變成官署印阿官印不

再由官員隨身佩戴阿而由本機7歷任官b沿襲用2)
愛隋B官印體制形成後阿“宋因B制

……自後元d至今阿體制相承”3)愛此後學界踵繼此說阿e成定論阿'!類論著和斷代硏究

均詳B而略宋阿凡涉$宋代官印制度阿多用“宋承B制”鯵單帶g阿不復深究4)
愛

宋代官印是否沿襲B制而無太大變_？恐不盡然愛以下筆者h取 4 組不同行政5別�

B宋官印印鈐作一對比愛(見圖 1至 4阿圖片出處附�末愛)

1 ) 參見張禕《制詔敕劄與北宋�政令頒行》緖論阿北京大學L士學位論�阿 2009 年愛

2 ) 王獻B《五鐙精舍印話》之《官印大小之變�》哀《補漢印字數例》哀《官名官署印制之變�》阿

156哀 330-331哀 388-420 頁愛

3 ) 王獻B《五鐙精舍印話》之《官名官署印制之變�》阿 409 頁愛

4 ) 參見孫慰祖《隋B官印體制�形成$其��表現》阿《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硏討會論�集》阿

139-152 頁；曹錦炎《隋B官印�j識和硏究》阿《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硏討會論�集》阿 161-

172 頁；周其忠《B代官印初探》阿《故宮L物院院刊》1990 年第 1�阿 92-96 頁；黃鶯《歷

代官印制度考略》阿《東方L物》2006 年第 3�阿 101-104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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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B“中書省之印”
圖 1-2 宋“中書門下之印”



對比上営四組B宋印鈐阿可以直觀感F到：與B印相比阿宋印邊框加粗阿字體改小篆

爲屈曲疊篆阿筆畫變粗並佈滿印面愛S種視覺效果上�變_阿一方面增强了瓜治者�威嚴

神祕感1)
阿另一方面在實用性上也o加閏實哀穩定哀耐用愛圖 1-1 和圖 1-2因爲同屬中央決

策機7阿印�$邊框�粗細區別尙不d顯愛圖 3-2因爲臨安府是南宋首都阿地位�高且政

務繁冗阿�以臨安府印邊框和�字尤粗�其特殊原因愛但總體來%阿宋代官印印面S種

“加粗哀繁複”�變_趨勢是存在�愛北宋後�官員張舜民已經q"到S一點阿他在筆記

1 ) 參見蕭高洪《官印用篆$其演_��_考察》阿《江西社會科學》1989 年第 S5 �阿 41-44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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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B“沙州1度印” 圖 2-2 宋“岳陽軍1度之印”

圖 3-1 B“相州之印” 圖 3-2 宋“臨安府印”

圖 4-1 B“會稽縣印” 圖 4-2 宋“/定縣印”



《畫墁錄》中說s：

B印�如絲髮阿今印�如筯愛開封府哀三司印印尤麄阿t且歲易阿以此可見事之

繁鯵也愛
1)

南宋學者周煇�《淸波杂志》中也提到S個現象：

頃見B人官吿阿印�細如絲髮阿本�印�麄厚愛漫泐遲x雖係官府事之䌓鯵愛舊

傳唯三司哀開封爲省府阿事�繁劇阿�用印歲一易愛今學士院印乃景德年鑄阿在京百

司�用無如此久者愛
2)

張舜民和周煇j爲阿宋代官印印�比B印加粗�原因阿是宋代官府日常政務量激增阿官印

用o加頻繁阿�以要求印�o加經久耐用愛由印�o怨x度也能看出諸司政務繁劇V度

阿三司哀開封府事務�繁阿每年均需o奄官印阿學士院事務�少阿其官印|損�小阿因此

可以從北宋眞宗�一直用到南宋愛

B末五代至宋初�制度變_阿}致官印用範圍擴大3)
阿至宋代!料中阿開始大量出現

與官印�關�詞彙阿如：印紙哀印曆哀印狀哀印榜哀印契哀印鈔哀印劄子；白鈔哀白狀哀

白帖子哀白實封；打印哀�印哀印發；印押圓備哀簽印已圓阿等等愛除了官府�書需�用

印之外阿北宋開始阿�廷就非常提倡在民閒円立契�關係阿S些契�需經官府j證並蓋上

官印後才能生效阿將來出現糾紛阿官府就憑印契�決愛《名公書�淸d集》記錄了大量南宋

民事案件��詞阿其中絕大多數案件��定依據就是蓋�官印�契��書愛正如其中一例

�詞�言：“卽非經官印押�字阿官司何以信憑？”4) S些!料記載反映出阿隨着宋代中央

集權和地方瓜治力度�加强阿以$�書行政比重�提高阿相應地阿官印�用範圍擴展阿

用頻�提高阿用方式o加多樣愛與此同時阿宋代�廷對官印�管理也o加嚴格阿“凡僞

6印記再犯皆不至死者阿亦從�𠛬”卽入死罪5)
愛卽大赦天下阿犯“僞6符印”罪者也�

1 ) (宋) 張舜民《畫墁錄》阿《9宋筆記》第二J第一册阿L州：大象出版社阿 2006 年阿 215

頁愛

2 ) (宋) 周煇È哀劉永O校q《淸波雜志校q》卷 1“印�”條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1994 年阿

26 頁愛

3 ) 例如 (宋) 宋Q《景�集》卷 28《乞復符1官劄子》云：“周顯德六年 (959)阿始去符契阿

專以印違爲驗愛”(叢書集成初J本阿 360 頁愛) 直到北宋仁宗康定元年 (1040)阿�廷才命

人“參�古制阿定到銅符哀木契哀傳信牌形制$施用條件”愛((淸) 徐松輯哀劉琳等校點《宋

會要輯稿》𠛬法 7 之 2阿上海：上海古籍出版社阿 2014 年)愛

4 ) 《名公書�淸d集》卷 5《物業垂盡賣人故作�加�》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1987 年阿 153 頁愛

↗5 ) (宋) 李燾È《續 治'鑒長J》(以下鯵稱《長J》) 卷 217阿熙寧三年十一.戊申條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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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十惡”�列阿不在赦免之列阿必須“論如律”卽按律處死1)
愛

上営現象提醒我們q"：儘管宋代官印在形制上從屬於“隋B印制”阿但是由於制度�

境和政治現狀�改變阿官印�實際用�況已發生�大變_愛因此阿硏究宋代官印阿不能

''孤立地討論官印形制本身阿而應該將它�原到具體政務�境中去考察其實際用�況

阿S或許可以爲宋代官制哀�書行政哀政務�行等硏究議題提供一個怨�切入視角愛

�鑒於此阿本�將官印D存哀制度條�哀政務實例三方面!料相結合阿來考察宋代官

印在當時如何被用？以$爲何S樣用？具體討論涉$官印隨葬哀“以官署印爲�”哀知

印權三個小問題阿不揣淺�阿以求敎於方家愛

二哀宋代官印能否隨葬

漢魏晉南北�時�曾存在隨葬印違��俗阿隨葬印中也�官印阿S些官印'常是墓�

生�用�實用官印或去世後製成�“殉葬印”阿當然阿實用官印殉葬對墓�身份��高要

求阿因此被限制在很小範圍內2)
愛隋B以後阿官印�體由官名印變爲官署印阿官署印不再專

屬長官個人用阿而由本機7官b沿襲共用阿宋代亦是如此愛另外阿宋代雖然�賜官印隨

葬�條�規定阿但円國後�宋墓發掘中阿至今未見一枚官印愛鑒於上営理由阿目�學界對

“宋代事實上是否存在官印隨葬現象”S一問題��持否定態度3)
愛日本學者片岡一忠廣泛

搜討!料阿找到北宋元豐五年 (1082) 宗子趙宗旦死後賜官印隨葬�一則�獻記載阿和南宋

張保墓出土“榮州防禦”牌印�一則考古發掘阿但是片岡一忠j爲阿S兩則事例中阿�

京：中華書局阿 2004 年阿 5280 頁愛

↘

1 ) 據筆者�見阿北宋眞宗時開始經常�“大赦天下“哀“赦天下繫囚”�活動阿但詔書中���

d“惟十惡哀劫殺哀謀殺哀故殺哀鬬殺哀盜官物哀僞6符印哀官典犯贓阿論如律”阿或“除十

惡哀已殺人哀官典犯贓哀盜官物哀持仗放火哀僞6符印外阿咸除之”字樣愛如《長J》卷 92

阿天禧二年八.甲辰條阿 2122 頁；卷 94阿天禧三年十一.辛未條阿 2171 頁；卷 96阿天禧

四年九.丁卯條阿 2218 頁；《宋會要輯稿》𠛬法 5 之 21“(天禧) 五年五.一日詔”條愛此

後南宋高宗�沿用阿如《円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76阿紹興四年五.丙辰條記載：“詔僞6三

省哀樞密院印者阿雖奏裁阿並依本法處斬阿o不原貸阿令�在榜諭愛”(上海：上海古籍出版

社阿 1992 年阿第二册 69-70 頁愛) 另據《宋!》卷 153《𠛬法志二》記載：“理宗=自民閒

阿具知𠛬獄之�……每歲大暑阿必臨軒慮囚愛自謀殺哀故殺哀鬥殺已殺人者阿僞6符印哀會

子阿放火阿官員犯入己贓阿將校軍人犯枉法外阿自餘死罪阿�輕者影從液阿液影從徒阿徒從

杖阿杖已下釋之愛”(4996 頁) 說dS條規定一直沿用至南宋後�愛

2 ) 葉其峰《漢魏南北�官印殉葬制度與殉葬印》阿《秦漢魏晉南北�官印硏究》阿 137-148 頁；

[韓]趙胤宰《韓國百濟故地出土南�官印淺析》阿《東南�_》2012 年第 6�阿 114-122 頁愛

3 ) 參見羅頤福《古璽印槪論》阿北京：�物出版社阿 1981 年阿 42 頁；孫慰祖《隋B官印體制�

形成$其�要表現》阿《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硏討會論�集》阿 2000 年阿 148 頁；曾廣慶《宋代

官印制度略論》阿《中原�物》2000 年第 5�阿 56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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者墓�身份貴重阿屬於特例阿後者隨葬官印�顯示�官銜在當時''是用於寄祿官�虛銜

阿並非實用官印1)
愛言下之"阿他也j爲宋代基本上不允許實用官印隨葬愛上営學界觀點阿

�待商榷愛

S個問題阿本�以下分成兩個層\來討論：一是宋代是否存在官印殉葬現象？二是如

果存在阿S些殉葬官印是否是實用官印？

筆者在宋代!料中找到 5 例賜官印隨葬�事例阿分列如下：

【例 1】(仁宗慶曆元年 (1041) 二.) 忠正�度�哀壽國公昕暴得疾阿�憂甚……己

亥阿薨……陪葬永定陵阿�旌�符印於壙中愛
2)

【例 2】(神宗熙寧十年 (1077) 六.) 合州防禦�趙思忠卒阿贈鎭洮軍留後阿官給葬

事阿許以牌印從葬愛
3)

【例 3】(神宗熙寧十年 (1077) 九.) 頴德軍�度�哀同/違事哀濮國公宗樸爲¢侍

中阿�封濮陽郡王……後五日阿宗樸卒……其後印給頴德軍1度牌印隨葬愛
4)

【例 4】(神宗元豐五年 (1082) 二.) 崇信軍�度�哀開府儀同三司哀華陰郡王宗旦

卒……聽以旌�哀牌印葬愛
5)

【例 5】(寧宗嘉定十三年 (1220) 八.) 皇太子薨……十三日阿禮部哀太常寺言：“皇

太子薨阿��生��賜旌�牌印阿依令卽合隨葬愛”從之愛
6)

除上営 5 例�獻記載外阿�� 2 例考古出土實例：

【例 6】1967 年杭州钢铁厂址發掘�南宋韋£墓出土“円寧軍1度之印”一枚阿

印背刻“紹興十九年 (1149) �思院鑄”9字阿銅鑄阿外塗金阿邊長 5.9釐米7)
愛(印鈐

見圖 5)

1 ) [日]片岡一忠《五代哀宋時代の官印制度》阿《歷!人類》第 36號阿 2008 年 3.阿 169-168

頁愛

2 ) 《長J》卷 131阿慶曆元年二.己亥條阿 3103-3104 頁愛

3 ) 《長J》卷 283阿熙寧十年六.壬辰條阿 6924 頁愛

4 ) 《長J》卷 284阿熙寧十年九.甲戌條阿 6966-6967 頁愛

5 ) 《長J》卷 323阿元豐五年二.癸亥條阿 7783 頁愛

6 ) 《宋會要輯稿》禮 43 之 1哀 6愛

7 ) 浙江省�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杭州鋼鐵廠宋墓槪況》阿《浙江省�物考古硏究�學刊》第七

輯阿杭州：杭州出版社阿 2005 年阿 467-473 頁愛該考古報吿信息蒙浙江省�物考古硏究�L

嘉勵硏究員吿知阿特此感謝愛 2015 年阿S枚官印曾在浙江省L物館展出阿參見浙江省L物館

J《中興紀¥――南宋風物觀止》阿北京：中國書店阿 2015 年阿 63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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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南京江寧縣鳳臺§松林莊發掘�南宋張保墓出土“榮州防禦印”一枚哀

印牌一副愛其中印邊長 5.6-5.7釐米阿印背刻“紹興二十五年 (1155) �思院鑄”10字

愛印牌長 20.8釐米 (下部殘缺阿9長推算應在 24.58釐米左右)阿寬 5.9釐米阿厚 0.44釐米

阿正面刻“榮州防禦印牌”1 行 7字阿背面刻“牌入印出哀印入牌出”2 行 8字1)
愛

(印鈐見圖 6阿印牌見圖 7)

以上 7 例中阿 5 例爲�獻記載阿 2 例爲出土實物阿雖然事例不多阿但至少可以說d阿

兩宋時�確實一直存在官印隨葬現象愛

�一步分析S 7 例墓��身份：【例 1】趙昕是仁宗親子；【例 3】趙宗樸是濮安懿王赵

允让之子哀英宗�親兄弟；【例 4】趙宗旦是宗子阿七歲¨爲仁宗©讀阿與仁宗關係親厚2)；

【例 5】是寧宗�皇太子；【例 6】韋£是高宗母親韋太后�姪子阿紹興十九年 (1149) �

“円寧軍1度”3)愛也就是說阿S 5例墓�都是宗室或外戚中地位特別高貴哀與在位君�關

1 ) 邵磊《早�牌印制度�實物見證――記南宋榮州防禦印$印牌》阿《四川�物》2003 年第 5

�阿 68-71 頁愛

2 ) 《宋!》卷 245《趙宗旦傳》阿 8696 頁愛

3 ) (宋) 李心傳《円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59阿紹興十九年三.己亥條阿第三册 221 頁；卷 175

阿紹興二十六年十.甲午條阿第三册 464 頁愛劉才邵《檆溪居士集》卷六《賜韋£辭免恩命

不允詔》阿景印�淵閣四庫9書阿第 1130 册阿 489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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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特別親密�人愛剩下 2 例墓�身份是高5武官：【例 2】趙思忠是唃厮啰之孙阿唃厮啰是

河湟地區�吐蕃首領阿奉行“聯宋抗夏”政策阿“趙思忠”是宋�賜姓1)
阿其喪葬待«應出

於宋�籠絡蕃官以應對西夏�國策需�愛【例 7】張保是南宋武將阿也是“中興四將”之一

張俊�弟弟阿紹興年閒正值南宋円國初�阿軍事形勢緊張阿張保�喪葬待«阿應出於當時

南宋�廷籠絡高5武將�考慮愛

上営 7 例官印隨葬�墓�身份阿均是宗子哀外戚哀武官中�身份貴重者阿從生��后

官銜來看阿他們隨葬�官印除 1 例待考2) (【例 5】)哀 2 例爲防禦印 (【例 2】哀【例 7】) 之外

阿其餘都是1度印愛�麽阿目�看到�宋代隨葬官印以1度印居多S一現象阿應該作

何解釋呢？

先從宋代�制度規定入手來看愛目�學界論$宋代官印隨葬制度阿��引用《宋!・

輿(志》條�阿其云：

(神宗元豐六年 (1083)) 詔自今臣僚��印阿¬歿並賜隨葬阿不卽隨葬因而行用者阿

論如律愛
3)

S段�字�部分阿與《�獻'考・王禮考》“(神宗元豐六年) 印诏臣僚��印阿¬歿并赐

隨葬”4) �記載一致愛但是阿成書o早�《續 治'鑒長J》(以下鯵稱《長J》) 中記載了o

加完整�條�：

(元丰六年十二.) 丙戌阿詔：“自今臣僚��旌1 (碑) [牌]印阿¬沒并賜葬阿不卽

隨葬者阿徒二年；因而行用者阿論如盜用官�書印律愛”5)

直到南宋寧宗� (1195-1224) J纂�《慶元條法事類》中阿依然收錄了S條規定：

1 ) 《長J》卷 188阿嘉祐三年十.辛丑條阿 4529 頁；(宋) 陳均J阿許沛藻等點校《皇�J年綱

目備要》卷 25阿元符三年三.條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2006 年阿 622 頁愛

2 ) 據 (宋) 李心傳È哀徐規點校《円炎以來�野雜記》乙集卷 2“皇太子”條記載：“皇太子

……初名與愿……嘉泰二年閏十二.阿拜威武軍1度阿封衞國公…… (開禧) 三年十一.

戊子阿立爲皇太子阿o名幬愛”(北京：中華書局阿 2000 年阿 528 頁愛)【例 5】隨葬“生�

�賜旌1哀牌印”阿旣云“旌1”阿應該E括“威武軍1度之印”阿但是否�E括其他官印

(如“皇太子印”)阿尙不淸楚愛

3 ) 《宋!》卷 154《輿(志六》阿 3592 頁愛

4 ) 《�獻'考》卷 115《王禮考十》阿 3536 頁愛

5 ) 《長J》卷 341阿元豐六年十二.丙戌條阿 8212 頁愛按引�標點據《宋!》卷 154《輿(志

六》(3592 頁) 略作²整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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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臣僚�賜牌印阿聽隨葬阿葬訖申�屬州縣愛
1)

諸臣僚阿�賜印牌若不隨葬阿g三十日不�官者阿徒二年愛印因而行用阿依“僞

寫官�書印”律；印僞�書者阿仍依盜用法愛
2)

S說d阿北宋元豐六年 (1083) 開始頒行�“官印隨葬”法阿至南宋中後�一直被繼承3)
愛

細究《長J》�字阿允許官印隨葬需要滿足兩個條件：第一是“¬沒并賜葬”阿“并”字旣

可以解釋成“一併”阿也可以解釋成“並且”阿但結合��【例 2】“許以牌印從葬”4) 來看阿

雖然�“官印隨葬”�規定阿但在實際執行之�阿必須要經g一s行政液V卽得到“君�

特賜”�命令允許愛因此d末淸初學者姜宸英在《湛園劄记》中曾指出：宋代S條規定並

非泛指阿“此或其特恩阿或因事而賜者”5) 卽必須經g君�特賜愛

《長J》�列第二個條件是“臣僚��旌1牌印”阿卽賜葬�官印只能是�予臣僚個人

�阿並且是´到“�旌1哀牌哀印”等5�官印愛什麽樣�官印才符合S個條件呢？《�

獻'考》記載：

宋因B制阿諸司皆用銅印……诸王哀节度哀观察哀州哀府哀军哀监哀县印阿皆

�铜牌阿其长七寸五分阿诸王广一寸九分阿餘广一寸八分愛诸王哀节度哀观察牌涂

以金阿刻�云“牌出印入阿印出牌入”愛6)

北宋眞宗咸/六年 (1003)阿�禮部盛玄在奏駅中說：

今禮部給印不獨百司阿應1度哀觀察哀防禦哀團練哀刺〔!〕已上並給隨身牌印

一副愛
7)

1 ) 《慶元條法事類》卷 17《�書門二・給�印記・令・(制令》阿《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J》第

一册阿 363 頁

2 ) 《慶元條法事類》卷 17《�書門二・給�印記・敕・雜敕》阿 361 頁

3 ) 本�只說“繼承”而不說“施行”阿是因爲S裡存在一個問題阿《慶元條法事類》完成於南宋

寧宗嘉泰二年 (1202)阿本應是當時'行�法律阿但其中�些條�是轉抄北宋律條而來阿在南

宋實際已無法施行愛�以該書中關於“官印隨葬”�規定在當時是否實際執行阿尙待考證愛

參見孔學《〈慶元條法事類〉硏究》阿《!學.刊》2000 年第 2�阿 40-47 頁愛

4 ) 《長J》卷 283阿熙寧十年六.壬辰條阿 6924 頁愛

5 ) (淸) 姜宸英《湛園劄記》卷 1阿景印�淵閣四庫9書阿第 859 册阿 579 頁愛

6 ) 《�獻'考》卷 115《王禮考十》阿 3531 頁愛

7 ) 《宋會要輯稿》職官 13 之 1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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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孝宗乾s元年 (1165)阿中書門下上奏時也說：

��宗室若臣僚除�正任團練已上應給賜牌印者阿止合本部一面擬申阿篆�鑄

6訖阿依自來條例給賜愛
1)

綜合上面三條引�阿宋代除“百司”之外阿� 格�予個人“印哀牌”�對象'限於諸王

和正任團練以上 (E括正任1度哀1度觀察留後2)
哀觀察哀防禦哀團練一共 55)愛

印據《舊B書・職官志》記載：

(B) 天寶中阿緣邊禦戎之地阿置八1度愛F命之日阿賜之旌1阿謂之1度阿

得以專制軍事愛
3)

至南宋徐度《却¹J》云：

本�旣º方鎭之權阿1度不必赴鎭阿但爲武官之秩阿閒以寵�臣之勳舊……至

宗室戚里阿印止於奉�»阿無復職掌阿而吿廷賜1鑄印之禮阿t踵故事阿至於今循之

不革愛
4)

《朱子語類》中也說s：

1度印阿古者�以置旌1以爲儀衞阿而重其權愛
5)

綜上來看阿宋代以官員個人身份而� 格獲得“印哀牌”�阿'限於“諸王和正任團練

以上”阿其中阿唯�1度沿襲B代做法阿可以在“F命之日阿賜之旌1”愛奄言之阿宋代

能夠同時滿足“�旌1哀牌哀印”條件�官員就是指1度愛S與我們目�看到“宋代隨

葬官印以1度印居多”�現象是吻合�愛

1 ) 《宋會要輯稿》職官 1之 56愛

2 ) 北宋徽宗政和七年 (1117) 改爲承宣愛(參見龔½d《宋代官制辭典》“1度觀察留後”條

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1997 年阿 579 頁愛)

3 ) (後晉) 劉昫等È《舊B書》卷 44《職官三》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1975 年阿 1922 頁愛

4 ) (宋) 徐度《却¹J》卷上阿《9宋筆記》第三J第十册阿L州：大象出版社阿 2008 年阿 120

頁愛

5 ) (宋) 黎靖德J哀王星賢點校《朱子語類》卷 128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1986 年阿 3075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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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阿爲什麽宋代要把“允許官印隨葬”�範圍��局限於1度印呢？首先阿宋代

1度地位崇高阿“恩數與執政同”1)阿不列入常²|勘阿一般只能由君�特�予�武勛舊大

臣 (曾任宰執官) $宗室哀外戚中地位高貴者阿以示¿寵愛�以“1度”一職在宋代�難

獲得阿屬於“貴品”阿獲此頭銜�人數本就�限2)
愛S與“官印賜葬”以示�廷恩寵是一個

"思愛其\阿雖然宋代沿襲B代阿仍�“凡1度在本鎭阿兵仗則1度掌書記哀推官署狀

阿用1度印”3) �說法阿但是實際上阿北宋尤其眞宗�以後阿正任官 (卽正任1度哀1度

觀察留後哀觀察哀防禦哀團練哀刺!一共 6階) 竝不實任其職阿1度不赴本鎭阿''作

爲武臣官階阿=到“寓祿秩哀敘位著”4) �作用愛�以和其他諸司官印不同阿隨着宋代“1

度”�階官_阿宋代“1度印”原��本鎭軍政事務處理功能也基本喪失阿卽隨葬

阿也不會影G到宋代實際政務�行愛

在S個"義上阿可以說阿宋代�1度印完9由1度個人持�愛《長J》記載了發生

在神宗卽位初��一件事：

(宗子趙允良) 始�泰寧軍1度阿u賜印小阿私召少府監篆�官張班等入宮阿與錢

帛阿o鑄大印愛久之阿班事發繫開封阿獄具阿上不欲致法阿�責 (張) 班等阿餘置不

問愛
5)

宋代對官印�鑄6和管理�嚴格要求阿鑄印哀�印被視爲“天子之權”阿僭越者例當嚴8愛

趙允良私下»托改鑄官印尺寸阿却並未F到8處阿一方面固然是君�出於優容宗室�寬待；

另一方面阿在當時“防範宗室”�國策下阿宗子坐食俸祿而不任事6)
阿加上1度階官_阿

�以S枚泰寧軍1度印並不用於本鎭實際軍務處理阿趙允良�行爲也不會對國家行政6

成影G愛

瞭解了宋代1度印�S個特點以後阿我們就可以解釋下面S個現象：宋代從太宗�

開始阿就三令五申“不准官印私用”7)阿但是經常�宋代高5官員在私人收藏�圖書哀書畫

1 ) 《宋!》卷 166《職官志六》阿 3946 頁愛

2 ) 龔½d《宋代官制辭典》“正任官”哀“1度”條阿 577 頁愛

3 ) 《長J》卷 87阿大中祥符九年七.甲寅條阿 2000 頁愛

4 ) 《宋!》卷 161《職官志一》阿 3768 頁愛另阿上営階官_gV阿詳見閆円飛《從遙領到遙郡：

試論宋代遙郡序列�形成》阿《國學硏究》第三十八卷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社阿 2016 年阿

119-139 頁愛

5 ) 《長J》卷 209阿治/四年三.乙亥條阿 5084 頁愛

6 ) 參見周佳《從�官到應舉――以北宋宗室召試制度爲中心》阿《中國!硏究》2010 年第 1�

阿 107-117 頁愛

↗7 ) (宋) 錢若水修哀燕永成點校《宋太宗實錄》卷 32 云：“應中外官阿私發故舊書題阿不得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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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鈐蓋“某1度印”愛例如北宋宰相富弼�“鎭海軍1度”阿其家藏書籍�首頁多鈐�

鎭海軍1度印1)
愛今北京故宮藏楊凝式《神仙=居法》哀臺北故宮L物院藏王羲之《快,

時晴帖》哀日本東京書sL物館藏顏眞卿《自書吿身》上均鈐�“永興軍1度之印”阿因

爲S;幅作品曾爲南宋“永興軍1度”韓侂胄�收藏2)
愛臺北故宮L物院藏王羲之《/安

何如奉橘帖》卷尾�“/海軍1度之印”阿曾是仁宗親舅之子哀駙馬李瑋�私人藏品3)
愛

宋代S種“官印私用”�做法阿在B代就�4)
阿固然�官員自衿風Ä�趣�"味阿但其中以

1度印居多阿應當與“宋代1度印歸1度個人持�哀並且基本不用於本鎭軍務”�

S個時代特點�莫大關係愛

至此可以j爲：兩宋時�一直存在“官印隨葬”�制度規定和實際做法阿但範圍很小

阿一般只特賜宗室哀外戚哀�武重臣中�地位高貴哀功勛卓著者阿以示¿寵愛宋代“官印

隨葬”要滿足兩個條件阿一是須經君�特賜阿二是´到�“旌1哀牌哀印”5別�官員阿

能夠滿足第二個條件�是1度阿�以兩宋隨葬官印以1度印居多阿閒�防禦印等少

數特賜恩例愛

�麽阿接下來�問題是阿S些隨葬官印是實用官印嗎？官印隨葬�墓�身份�要是宗

室<屬哀外戚哀�武重臣三類阿宋代爲Å免��皇親國戚爭權篡位歷!�重演阿對宗室<

屬哀外戚始ÆÇ取防範政策阿卽待«優厚阿不�實職阿用之�限5)
愛宗子哀外戚��1度

哀防禦之官銜阿'用於¿崇身份阿�以“隨葬官印是否實用官印”S個問題阿��針對

�是“�武重臣”身份�墓�愛

因爲目��見宋代隨葬官印事例以1度印居多阿�以下面討論仍以1度印爲�愛

��曾引用《長J》哀《慶元條法事類》哀《�獻'考・王禮考》哀《宋!・輿(志》中�關

“官印隨葬”�制度條�阿其中都提到一點：

印記阿È者罪之愛”(蘭州：甘肅人民出版社阿 2005 年阿 69 頁愛)
↘

1 ) (宋) 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元和姓纂”條言：“卷首�鎭海軍1度印阿蓋富韓公家

舊本也愛”(《9宋筆記》第三J第四册阿L州：大象出版社阿 2008 年阿 111 頁愛)

2 ) 王裕民《快,時晴帖鈐印�怨發現――宋代官印硏究一》阿《故宮�物.刊》第 15 卷第 3�

阿 1997 年阿 110-117 頁愛

3 ) 王裕民：《試論/安何如奉橘帖上�“/海軍1度之印”――宋代官印硏究二》阿《故宮�

物.刊》第 15 卷第 4�阿 1997 年阿 76-83 頁

4 ) 例如 (宋) 洪邁È哀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三筆卷 6“李衞公輞川圖跋”條記載：“先公

(按李吉甫) 凡o三十六镇阿故�藏書畫多用方镇印記愛”(北京：中華書局阿 2005 年阿 497

頁愛) (宋) 葉夢得《Å暑錄話》卷上記載：“相國鄒/段公 (按段�昌) 家藏圖書阿並用�

歷方鎭印記愛”(《9宋筆記》第二J第十册阿L州：大象出版社阿 2006 年阿 228 頁愛)

5 ) 參見張邦煒《宋代對宗室�防範》阿《北京師院學報》1988 年第 1 �阿 25-31 頁；《論宋代

“無內亂”》阿《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88 年第 1�阿 53-60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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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卽隨葬者阿徒二年；因而行用者阿論如盜用官�書印律愛
1)

�謂“因而行用”阿言下之"阿隨葬�官印應當是可以在官�書上實際用�愛�以官員�

予“印哀牌”而未賜葬�話阿必須在 30日內將“印哀牌”上�當地官府阿“g三十日不�

官者阿徒二年”2)愛從官制上%阿宋代�武階系瓜分爲正任哀遙郡哀橫行哀諸司副哀臣

五等阿正任是武階中�高等5阿非特旨不�阿1度哀防禦都屬於正任阿尤其1度是

正任中�高一5愛自北宋尤其眞宗�以後阿1度等正任官銜已經階官_阿''=到標誌

武臣品5和俸祿5別�作用3)
愛1度不赴本鎭阿官員帶“1度”官銜者阿另�差Ì (職

事官) 才是其眞正職務�在愛如此一來阿1度印原本在B五代具��“處理本鎭軍務”功

能自然也就Í失了愛在S個"義上阿片岡一忠j爲“隨葬�不是實用官印”S個觀點阿並不

算錯愛

但是阿對官員個人來說阿S枚1度印仍然�用愛首先阿漢代二百石以上官員由中央

賜印綬阿隨身佩戴阿一則用阿二則表d身份等5愛隋�以後阿由於印制變_阿官員不再

隨身佩戴印綬阿其外在身份等5��'g違(來體現4)
愛在S種背景下阿卽正任官銜均已

階官_阿北宋�廷仍然令“��宗室若臣僚除�正任團練已上應給賜牌印”5)阿表´�是

對於“正任團練以上”卽高5武臣�一種禮«愛S種禮«雖不涉$實際權力阿但頴顯了

官員在官僚集團中�身份地位阿並不是毫無"義�愛

其\阿1度印在官員個人違奏中仍然可以用愛《長J》記載了北宋眞宗大中祥符九

年 (1016) �一件事：

上覽河西1度哀知許州石�奏狀用許州觀察印阿以問宰臣愛王旦曰：“1度州

�三印阿1度印隨本阿闕阿則��司愛觀察印則州長b用之愛州印晝則付錄事掌

用阿暮則�於長b愛凡1度在本鎭阿兵仗則1度掌書記哀推官署狀阿用1度印愛

田賦則觀察�官哀荏哀推官署狀阿用觀察印愛符刺屬縣阿則本�署阿用州印愛

故命帥必曰某軍1度阿某州管內觀察等阿某州刺!愛言軍則專制其軍兵阿言管內則

總察其風俗阿言刺!則莅其州事愛石�獨署奏違阿當用河西1度印也愛”6)

1 ) 《長J》卷 341阿元豐六年十二.丙戌條阿 8212 頁愛

2 ) 《慶元條法事類》卷 17《�書門二・給�印記・敕・雜敕》阿 361 頁愛

3 ) 參見閆円飛《從遙領到遙郡：試論宋代遙郡序列�形成》愛另阿據龔½d《宋代官制辭典》

“1度”哀“防禦”條：1度在北宋元豐改制後爲正三品阿南宋紹興後爲從二品；防禦

在元豐以後爲從五品愛(577哀 580 頁)愛

4 ) 參見王獻B《五鐙精舍印話》之《官名官署印制之變�》阿 388-407 頁愛

5 ) 《宋會要輯稿》職官 1之 56愛

6 ) 《長J》卷 87阿大中祥符九年七.甲寅條阿 1999-2000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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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件事被記錄在《三�寶訓》中1)
阿南宋寶慶二年 (1226)阿曹彥�爲理宗經筵侍%時阿專門

提$此事並闡發s：

B1度置於高宗永徽年中阿觀察置於肅宗乾元年中阿其時不同阿亦各鑄印愛

1度�以御軍阿觀察�以問俗愛刺!者……領漢太守之職愛其後1度必¢觀察

處置阿印¢刺!阿故�藩鎭權重之敝愛本�損其兵權阿改刺!爲知州……至於円1

阿t必曰“持1某州軍州哀某州刺!哀某鎭1度哀某州管內觀察處置等”愛政和影

制阿乃始不帶持1愛
2)

我們先解釋官銜阿再解釋官印愛B五代在�予1度時阿其結銜9稱E括“持1某州軍

州哀某州刺!哀某鎭1度哀某州管內觀察處置等”四個部分阿相應地阿B五代1度握

�三枚官印：1度印哀觀察印哀州印3)
阿集三種權力於一身愛其中阿1度印“隨本

”卽歸1度個人阿卽1度不赴本鎭阿S枚官印也跟着1度走；州印則一直留在

1鎭治�州阿用於處理本州政務愛觀察印��況稍Ï複雜一些阿其對應官銜是“某州管

內觀察處置等”阿“某州管內”"卽1鎭治�州哀連同1鎭內各荏郡一=阿都在此觀察

印管Ñ範圍內阿奄言之阿S枚觀察印�權力行範圍阿在B五代基本涵蓋整個1鎭愛但

是阿宋初取Í了1鎭荏郡阿地方��州府9部直接隸屬於中央阿如此一來阿雖然宋代依然

沿用B五代“某州管內觀察處置等”S一官銜名稱阿但S枚觀察印�行範圍只能縮

小到原1鎭治�州境內阿和本州州印一樣留在本州阿'供處理本州政務用愛

《長J》�記“石�奏狀”事發生在眞宗�阿�以引�中�“河西1度哀知許州石

�”阿其對應�完整結銜應該E括“持1凉州諸軍事哀凉州刺!哀河西1度哀凉州管內觀

察處置等哀知許州”4)愛其中阿按照B五代以來慣例阿“河西1度”一銜不會單獨�予阿

一定是連着“持1凉州諸軍事哀凉州刺!哀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一=打E�予阿但

是阿其中只�“河西1度”是�"義�阿它是石��本官階卽品5愛至於“持1凉州

諸軍事哀凉州刺!哀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S;個官銜阿在北宋1度階官_��況下

阿已經不具�任何實際"義阿''因爲沿襲“1度官銜打E�予”�慣例而已阿正因

1 ) (宋) 曹彥�《經幄管見》提要阿景印�淵閣四庫9書阿第 686 册阿

2 ) (宋) 曹彥�《經幄管見》卷 3阿 55 頁愛

3 ) 參見龔½d《宋代官制辭典》“1度三印”條阿 578 頁愛

4 ) “河西1度”�完整結銜阿可參照《宋大詔令集》卷 98《夏守贇加恩制》：“護衞忠果雄勇

功臣哀侍衞親軍馬軍副都指揮哀河西1度哀涼州管內觀察處置等哀金紫光祿大夫哀檢校

司徒哀持1涼州諸軍事哀涼州刺!哀¢御!大夫哀上Ò國哀琅琊郡開國公哀食邑三千四百

戶哀食實封四百戶夏守贇愛”(北京：中華書局阿 1962 年阿 360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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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阿《長J》中Ç用當時�定俗成�做法阿只省稱“河西1度”而沒�必要提$“

持1凉州諸軍事哀凉州刺!哀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S;個官銜愛但是無論如何阿石�

�“河西1度”�武階官銜阿�以石�手中�一枚“河西1度之印”阿S枚官印歸石�

個人��阿與他是否赴鎭沒�任何關係1)
愛同時阿“知許州”是石��差Ì卽實際職務阿�

以石�作爲許州行政長官阿握�一枚“許州之印”阿用於處理許州政務愛另外阿許州是1度

州阿原本是忠武軍1度治�2)
阿出於制度沿襲阿許州��一枚“觀察印”可供知州石�

用愛

�以阿石�身爲“河西1度哀知許州”阿同時掌握着三枚官印：河西1度印哀許州

州印哀許州觀察印愛北宋自太宗�=阿要求地方州府在上奏中央�奏違上阿必須�知州

哀'�等官員�聯合署名阿以保證奏違內容已經本州長官和僚屬集體商議阿而非長官個人

獨見3)
愛�以阿面對眞宗�疑問阿宰相王旦d確表示“石�獨署奏違阿當用河西1度印”

阿"思是說：如果石�以“許州知州”身份上駅中央阿彙報許州政務阿奏違上應該��許

州僚屬�聯合署名阿�麽根據政務內容不同阿在“許州觀察印”和“許州州印”二者之

中h擇一枚用阿是可以�愛但是阿現在石�上Z�是“獨署奏違”阿卽奏違是石�以個人

名義上Z�阿奏違內容或者與許州政務無關阿或者只是石�對政務�個人"見阿S時就不

能用“許州觀察印”或“許州州印”阿而只能用“河西1度印”愛――S則事例說d：

儘管“河西1度”已成武階哀失去實際職任阿但是“河西1度印”仍然是�實際用處

�阿S個用處就是阿石�能夠以個人身份上奏中央阿而不必非�依托許州官府�名義愛

宋代要求在京和地方官員上駅中央時阿奏狀上須蓋�官印愛據!料記載阿眞宗景德四

年 (1007) 年曾下詔：

外任官司臣僚實封哀'封奏狀阿並令鯵1事宜阿於奏狀�貼出愛其封皮並內引單

子上亦o略書貼事宜阿用印阿方得入遞愛事係機密者阿封皮上o不書貼愛È者銀臺司

哀都�奏院舉云以聞愛
4)

此詔要求地方官員在上Z中央�奏狀封面上阿必須鈐蓋官印阿才准許'�愛至天禧二年

1 ) 宋代尤其眞宗�開始阿1度階官_阿基本不可能赴本鎭愛另外阿河西1度治�在涼州 (《舊

B書》卷 38《地理志一》云“河西1度治阿在涼州”阿 1386 頁)阿該地區不在北宋瓜治區

域內阿但宋代慣例“凡初除1度必先歷境外”((宋) 王應麟《玉海》卷 19《地理》“宋�

1鎭“條阿上海：上海書店阿 1987 年阿 370 頁愛)

2 ) 《宋!》卷 85《地理志一》：“潁昌府阿\府阿許昌郡阿忠武軍1度愛本許州愛”(2115 頁)

3 ) 《宋大詔令集》卷 190《誡�同僚連署奏牘詔》阿 697 頁愛

4 ) 《宋會要輯稿》儀制 7之 20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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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印下詔强²：

中外申奏�字�不貼事宜哀脫“臣”哀漏印哀字數差錯阿於�無Õ阿但不如式者阿

一\È犯阿特與免罪阿委�奏院置Ö記錄愛再犯卽依元敕案問干繫官b愛如自営身事

$謝恩表狀阿止云其人愛
1)

據該條引��言阿奏狀“漏印”雖然“於�無Õ”阿但不符合�書格式阿�以È規二\以上

就要接F處罰愛仁宗卽位初年阿專門下詔重申S項制度：

仁宗乾興元年 (1022) 十一.阿詔都�奏院吿報諸州府軍監：“自今�奏�字凡係

實封者阿並令依常式封書畢阿o用紙ê角重封阿准�題字阿$兩ê角處並令用印阿無

印者細書名字愛候到闕阿令都�奏院監官躬親點檢阿無(折)[拆]動阿卽依例��愛或�

損動者阿具收接人姓名以聞愛”2)

天×八年 (1030)阿御!中丞哀權�b部液內銓王隨印円議：

在京�武臣僚奏舉幕職哀州縣官閏京官阿奏狀多無印記阿難辨眞僞愛欲乞今後應

舉官並用舊條阿奏狀須印愛如勾當處無印阿卽於不係𠛬獄哀錢穀司牒借印阿$於

奏狀年.邊貼黃阿d言某處印愛其貼黃亦須用印訖阿方許於閤門投�阿�貴久Ù�

憑愛
3)

綜合S兩條!料阿可以看到：至北宋中�阿無論在京�是地方�武官員阿凡上駅中央阿其

奏狀封面上必須鈐�官印阿S已經成爲一項穩定�制度愛卽官員以個人名義“奏舉某人

改京官”�奏狀阿也要蓋上官印愛如果上駅官員�在處沒�官印可用阿可以向鄰<官署臨

時借用“𠛬獄哀錢穀”以外�官印用愛奏狀封面上鈐蓋官印�作用���兩點：一是確

保奏狀 (尤其事涉機密�實封奏狀) 在Z遞gV中未經“拆動”；二是辨別眞僞阿“久Ù�憑”

愛S項規定阿在英宗卽位後再\被重申4)
愛南宋円國後仍然沿襲S一制度阿紹興三年 (1133)

1 ) 《宋會要輯稿》儀制 7之 20至 21愛

2 ) 《宋會要輯稿》職官 2之 46愛

3 ) 《宋會要輯稿》h舉 27 之 25愛

↗

4 ) 《宋會要輯稿》職官 2之 28 記載：“(英宗治/元年) 十一.十三日阿(知'�哀銀臺司) 李柬

之等言：û應內外臣僚���字阿不限機密$常V阿但係實封者阿並須依常下粘實封訖阿別用

紙ê角重封愛�印者內外印阿無印者於外封皮上臣名花押字阿仍須一手書寫愛��內外諸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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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高宗因地震而下詔向行在官員求直言時阿就專門提到“行在職事$釐務官上書阿並實封

阿用公�印記”1)愛

正如北宋官員�總結�：“臣僚���字阿並須用印；無印表狀阿須與外封一手書寫

愛”2) 雖說“無印表狀”可以在封面上用官員親筆署名來代替阿但一般來說阿奏狀蓋上官印

才能順利'�愛南宋寧宗時阿吳泳被任命爲溫州知州阿他在赴任Ü中聽說溫州今年Ý«大

災阿正鬧饑荒阿¨立刻上駅�廷»求減免溫州今年�賦稅阿但是當時他Ü徑處州阿尙未抵

´溫州境內阿�沒�拿到溫州州印阿�以只能“借處州印具申省”3)愛S種權宜之計在當時

是被允許�阿《朱子語類》就記載：

問：“奏狀�借用縣印否？”曰：“豈惟縣印？縣尉印亦可借愛蓋是專´與給�官

司$�兵𠛬處阿�廷皆給印愛今之官司合用印處阿緣兵火散失阿多用舊印愛�去�廷

»印阿印須�錢阿�以官司且只苟鯵g了愛
4)

南宋��阿由於戰爭阿官印D失損衛嚴重阿�以官員奏狀和政府公�都允許借用臨<官署

�官印愛但是阿S也"味着阿官員奏狀必須�官印才能上Z愛淳熙十一年 (1184)阿周必大

被任命爲樞密5)
阿他在給楊萬里�一封劄子中寫s：

吿命見留閤門阿勢須涓日先F阿此等知雜司當能具稟矣愛舊職不許辭免阿劄子恐

遞中相失愛若發謝表阿却就甚處借印？不然不可'也愛
6)

當時阿吿身正在閤門阿需待吉日頒發阿周必大�未拿到任官吿身阿就不能正式上任阿�以

他雖然想上謝表阿但也d白沒�鈐蓋官印�表違是無法'��愛

南宋初年阿�廷任命李綱爲宰相阿“御!中丞顏岐Ì人投�字阿封以御!臺印阿乃論公

$諸s州府軍監並依此例愛如È阿仰本司不得收�愛其外處�不如式樣阿遞到實封�字阿仰

�奏院於監官�ê角重封用印阿於本司投下愛仍乞依三司哀開封府條貫阿並不得官員$諸色

閑雜人輒入本司愛�從之愛”

↘

1 ) 《円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68阿紹興三年九.丁巳條阿 1146 頁愛

2 ) 《宋會要輯稿》儀制 7之 23愛

3 ) 吳泳《鶴林集》卷 23《與馬光袓互奏狀》阿景印�淵閣四庫9書阿第 1176 册阿 220 頁愛此事

參見《宋!》卷 423《吳泳傳》阿 12627 頁愛

4 ) 《朱子語類》卷 106阿 2640 頁愛

5 ) (宋) 樓鑰È哀*大R點校《樓鑰集》卷 98《少傅觀�殿大學士致仕益國公贈太師謚�忠周

公神s碑》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社阿 2010 年阿 1720 頁愛

6 ) (宋) 周必大《�忠集》卷 192《與楊廷秀寳學剳子》阿景印�淵閣四庫9書阿第 1149 册阿

181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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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李綱) 不當爲相違駅”1)愛臺官在彈云奏駅封面上鈐蓋“御!臺印”阿S是符合常規�做法

阿顏岐身爲御!中丞阿是御!臺長官阿掌握御!臺印阿�用印也並不困難愛但僚屬上駅用

印阿就未必�麽容易愛魏了à在《徐瑄墓誌銘》中記載了S樣一件事：

會胡夢昱應詔言事阿例借印長官阿或怖公 (按徐瑄) 勿與阿公曰：“吾位亞卿阿無

能円d阿而印沮同寮之言乎？”2)

當時徐瑄任大理寺少卿阿是大理寺長官阿掌握大理寺印愛胡夢昱是大理ã事阿他在理宗卽

位後“應詔言事”阿�上奏駅內容是“言濟王不當廢”3)阿S與大理寺政務沒�關係阿完9是

胡夢昱�個人行爲阿但是按照制度阿S封'代表個人"見�奏駅封面上阿仍然要蓋上胡夢

昱�在官署 (大理寺) �官印阿才能�Z愛可是用印需經長官徐瑄�同"阿而胡夢昱�奏狀

內容牽涉到理宗卽位背後�高層政治鬥爭隱祕阿�以胡夢昱“怖公勿與”卽擔心徐瑄不肯

讓自己用官印愛事實證d阿胡夢昱�擔心是對�阿他不久¨因爲上駅觸怒君�而被奪官

液放阿長官徐瑄也被牽連罷黜愛

宋代爲防止信息壅A阿鼓勵官員上駅言事愛但是上営制度和事例反映出：官員奏狀阿

無論是關於本職公務阿�是個人越職言事阿原則上都要在奏違封面上鈐蓋本人�在官署�

官印阿才能'�愛僚屬個人上奏用印阿就得經g本部門長官同"愛宋代本官 (寄祿官) 和差

Ì (職事官) 分離阿�者是官員品5阿後者是官員實際職任愛一般來說阿如果一個官員在某

個階段暫時沒�差Ì (職事官)阿他就沒��屬機7阿也就沒�官印可用愛�引朱熹�說

“借用他印”��提阿也只是官員�在機7官印在戰爭中D失後�權宜之計愛因此阿基本上

可以j爲：宋代官員向中央上奏��提條件之一阿是S名官員需要�差Ì (職事官)愛因爲

在沒�差Ì (職事官) ��況下阿很難借用到其他官署�官印愛

在S樣�制度背景下阿再回頭去看��石�一事哀以$�些隨葬�1度印阿可以看

到“(石) �獨署奏違阿當用河西1度印”S句話�另一層"義：S枚1度印賦予石�

一種權力阿卽他沒�任何實際職務阿沒��屬機7阿只�他�擁�“河西1度”S個

官銜哀身份阿手中�握�“河西1度之印”阿�麽阿他就仍然能夠以個人名義上駅中央阿

甚至直´君�愛卽他�“知許州”�實際職務阿依然可以不必借助“許州之印”和“許

1 ) (宋) 李綱È哀王瑞d點校《李綱9集》附錄二《李綱行狀中》阿長沙：岳麓書社阿 2004 年阿

1717 頁愛

2 ) (宋) 魏了à《鶴山集》卷 86《大理少卿贈集英殿修È徐公墓誌銘》阿景印�淵閣四庫9書阿

第 1173 册阿 307 頁愛

3 ) (元) 佚名È哀王瑞來箋證《宋季三�政要箋證》卷 1阿寳慶元年春正.壬戌朔條阿北京：中

華書局阿 2010 年阿 3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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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防禦印”阿而直接以“河西1度”�個人身份上奏言事愛宋代1度很難獲得阿需經

君�特賜阿在官僚集團中阿一般只�予�武重臣 (武臣功勛卓著者哀�臣勛舊且曾任宰執者)愛

綜上來看阿從s理上%阿1度卽賦閑在家或致仕阿仍能以此“1度”身份哀用S枚

“1度印”與�廷哀君��行直接�信息O'阿S應該是宋代賦予S些爲數不多�勛舊重

臣�一項特權和恩«愛

宋代“1度”階官_之後阿雖然“1度印”原本具��“處理本鎭軍務”功能喪

失阿但依然可以用於1度以個人名義上駅�奏違阿在S個"義上阿宋代1度印仍然是

實用官印愛�以筆者j爲阿宋代隨葬�1度印阿尤其在墓�是官員身份��況下阿是實

用官印愛

從印�上%阿“1度印”是官名印阿且等5頗高愛S似乎與“宋代官印以官署印爲

�”S一學界定論��出入阿應該如何解釋呢？S是本�接下來要討論�第二個問題愛

三哀何謂“以官署印爲�”和“知印權”

自王獻B提出“�此 (按隋B以�) 以官名印为正印阿其无正秩者始刻官署印愛B宋以

后阿以官署印为正印阿其无官署者始刻官名印”1) 之後阿“先秦两汉以官名印为�阿官署印

为辅愛隋B以后以官署印为�阿官名印为辅”2) S一觀點基本成爲學界定論愛�謂“秦漢印

制以官名印爲�”阿�要是說：當時二百石以上長b由國家瓜一除�阿並頒官名印以佩戴

用阿印方寸阿印稱“'官印”；百石以下少b由各官署自行辟除阿非國家任命阿故無專�官

名印阿各個官署��百石以下少b只能共同用一枚官署印阿大小爲'官印�一 (長方

形)阿印稱“'印”3)愛�謂“隋B印制以官署印爲�”阿�要是說：隋B以後凡�官府正

式组织者阿均以官署印为正印；各僚屬哀或臨時差Ì而無官署者阿給官名印4)
愛

宋代官印按等5分：一曰“寶”阿專稱君�璽印阿材質用玉或金5)；二曰“印”阿是各官

署哀官員�用印阿三省哀樞密院用銀阿六部以下用銅阿�要以印面尺寸大小區分等5；三

曰“記”或“朱記”阿材質也用銅阿尺寸略小於“印”阿一般頒給僚屬哀地方职司哀诸军將

1 ) 王獻B《五鐙精舍印話》之《官名官署印制之變�》阿 388 頁愛

2 ) 參见葉其峰《戰國官署印――¢談古璽印�定義》阿《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硏討會論�集》阿

15-30 頁愛

3 ) 參見汪桂海《漢印制度雜考》阿《歷!硏究》1977 年第 3�阿 82-91 頁愛

4 ) 參見王獻B《五鐙精舍印話》之《官名官署印制之變�》阿 414-415 頁愛

5 ) 北宋初�阿君��用璽印稱“寶”阿但“天下合同之印”哀“御�之印”哀“書詔之印”三印尙稱

“印”愛太宗雍熙三年 (986) 以後阿“改御�$書詔哀天下合同三印皆爲寶”愛此後阿君�之印

稱“寶”阿官署哀官員之印稱“印”阿二者園底區分開愛(《宋!》卷 154《輿(志六》阿 3582

頁；《長J》卷 27阿雍熙三年十.丙午條阿 624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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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等用1)
愛另外阿宋代規定“寺观$士庶之家�用私记阿今後并方一寸阿彫木为�阿不得

私铸”2)阿將官印和民閒用印在材質哀尺寸上作出d確區分愛

宋代官印按印�內容分阿�要�三類：一曰“官署印”阿如“中書門下之印”哀“臨安府

印”哀“估馬司印”；一曰“官名印”阿如“河西1度之印”哀“提舉太!局印”哀“円炎諫官

之印”；一曰專用職能印阿如“尙書b部吿身之印”哀“禮部貢舉之印”哀“禮部名表之印”哀

“西和州宕昌買馬之印”愛

從來源上%阿宋代��官印 (無論是否“官署印”) 均須向中央禮部申»鑄6頒賜阿S表

示��權力均來自中央愛從數量上%阿一則兩宋始Æ存在大量職差Ì阿或是臨時阿或無

常設官署阿只能�官名印；二則從現存實物和印鈐看阿僚屬和軍中將校�用基本都是官名

印3)
愛因此阿宋代官名印�總數未必會少於官署印阿等5也未必一定低於官署印 (如“1度

印”)愛�麽阿宋代“以官署印爲�哀爲正印”S句話應該作何理解呢？

一般來說阿宋代凡怨設一機7阿必“円局置印”卽頒�相應�官署印；若機7撤銷阿

官署印也同時繳�禮部4)
愛官署印名義上由中央頒�阿但手續上需要怨設機7先向中央打報

吿申»阿申»奏狀上一般要說d申»官印�印�$其用Ü愛孝宗乾s二年 (1166)阿爲J修

實錄而在國!院下怨設實錄院阿æ責官員洪邁在申»奏狀中寫s：

1 ) “記”和“朱記”�區別待考愛(宋) 司馬光J著哀 (元) 胡三省çq《 治'鑒》卷 281阿

晉天福三年三.丁丑條阿小字q云：“朱記大將者阿不給銅印阿給木朱記以爲印信愛”(北

京：中華書局阿 1956 年校點本阿 9186 頁愛)《宋!》卷 154《輿(志六》云：“監司哀州縣

長官曰印阿僚屬曰記愛印下無記者阿止令本s給以木朱記愛”(3593 頁) 似乎B代以來阿

“記”用銅；“朱記”用“木”阿且等5低於“記”愛但北宋已�“銅朱記”�稱呼阿例如：《長

J》卷 220阿神宗熙寧四年 (1071) 二.癸酉條云：“詔自今�臣兩省哀武臣橫行以上阿中外

權時差Ì阿給奉印阿餘皆給銅記阿其�以û奉朱記�爲名愛”(5353 頁)；《宋會要輯稿》

職官 43 之 56 云：神宗元豐四年 (1081) 七.阿中書門下“乞下少府監先\鑄6銅記五面阿

並以û提舉茶場司幹當公事朱記�一十一字爲�”愛印北京故宮L物院收藏兩枚宋代官印阿一

枚“勇捷右第四指揮第二都記”阿銅質阿長 5.2釐米阿寬 5.1釐米阿鈕兩側刻“太/興國四年

十二.鑄”；一枚“威武左第二十三指揮第二都朱記”阿銅質阿長 5.7釐米阿寬 5.4釐米阿鈕兩

側刻“太/興國五年五.鑄”愛(李懷瑤《;方宋金元d官印考釋》阿《故宮L物院院刊》1988

年第 1�阿 45-49 頁愛) S兩枚官印屬於同一5別阿鑄6時閒相è年阿均爲銅制阿但是印

�一曰“記”阿一曰“朱記”阿而且尺寸不同愛――綜上阿筆者傾向於j爲阿“記”哀“朱記”

�名稱區別是沿襲B而來阿但二者在宋代基本可以混同用阿基本沒�差別愛

2 ) 《宋!》卷 154《輿(志六》阿大中祥符五年阿 3591 頁愛

3 ) 參見高²《宋代官印硏究》第三違《宋代官印圖集》阿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阿 2010 年阿

58-88 頁愛

4 ) 如《宋會要輯稿》職官 44 之 28 記載：南宋孝宗乾s二年 (1166) 六.二十七日阿兩浙轉�

姜詵上奏云“今來市舶司廢罷阿行移�字欲就用轉�司印記阿元印合行繳�”愛印李燾《貢

院記》云“元豐嘗廢貢院阿印亦隨衛”愛(傅增湘原輯哀吳洪澤補輯《宋代蜀�輯存校補》卷

52阿重慶：重慶大學出版社阿 2014 年阿 1737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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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移�字以實錄院爲名阿就用國!院印記愛
1)

因爲實錄院隸屬於國!院阿修《實錄》�官員也直接以國!院現�官員閏任阿�以洪邁j

爲沒�必要怨鑄官署印阿實錄院�“行移�字”直接鈐蓋國!院印卽可愛

宋代�書在形成哀液轉gV中產生不同��書形態阿�“檢”阿�“行移�字”愛“檢”

是本機7留檔備查�公�存本；“行移�字”是正式發�給其他機7�公�正本阿是已經簽

發�正式�件阿具�法定效力2)
愛“行移�字”必須“印押圓備阿方得給發”3)阿卽�字內容

審核無ê後阿長官$相關僚屬依\繫銜簽押阿�后鈐蓋發�機7�官印阿才能發出愛鈐蓋

官印是“行移�字”發出���后一s關卡阿宋代規定“諸官�書印年.日$印封”阿“若

官�書脫ê者阿諮長官改正阿其事理要切處皆用印”4)阿卽�書行�中涉$年.日哀修改哀

緊要�字哀以$封口處阿都要鈐蓋官印愛中央重�部門�日常�書收發量�大阿�會專門

委ì官bæ責“對讀印押”哀“點對印押”5)阿卽在公�發出�哀收到後阿檢驗其中�簽押哀

官印是否完整哀眞實哀正確愛可以說阿宋代常設機7用於發佈命令哀裁決政務�“行移�

字”阿必須�鈐蓋官印才具�效力阿而S枚官印阿就是本機7�官署印愛

據《宋會�輯稿》記載阿仁宗天×六年 (1028) 下詔規範都�奏院事宜阿其中專門强

²：

其�奏官合用隨身朱記阿只令於本院內行阿不得將出外取用愛
6)

都�奏院總領天下�書郵遞阿�奏官職任�重阿�以每人單獨�給官印一枚阿但'限於本

機7內部用阿“不得將出外取用”旣指空閒上不能攜帶出機7用阿也"味着S枚官印�

權限'限於S名�奏官個人愛另據《却¹J》記載：

熙寧三年阿乃復以皇城哀端州團練李綬閏副都承旨……未;阿印»鑄印愛詔

止許印在院�字阿不得别用愛以“樞密承旨司印”爲�愛
7)

1 ) 《宋會要輯稿》職官 18 之 66愛

2 ) 參見劉江《宋�公��“檢”與“書檢”》阿《北京大學學報》2012 年第 3�阿 129-139 頁愛

3 ) 《宋會要輯稿》職官 1之 64愛

4 ) 《慶元條法事類》卷 16《�書門一・�書・令・�書令》阿 345 頁愛

5 ) 《宋會要輯稿》職官 3之 22哀 10 之 33愛

6 ) 《宋會要輯稿》職官 2之 46愛

7 ) 《却¹J》卷下阿 168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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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密院承旨司是樞密院下屬辦事機7阿掌理樞密院諸ï公事1)
愛李綬擔任樞密院副承旨後阿

可能因爲事務繁雜阿用印頻繁阿�以申»專門鑄6了一枚“樞密承旨司印”用於處理日常

政務阿但是阿�廷特別申d阿S枚官印只能用於鈐蓋樞密院內部�書阿不能用於“行移�

字”阿卽沒�對外發佈命令�權力愛

上面兩則事例反映了宋代�一個���況：對於常設機7來說阿只�“官署總印”才

能用於正式對外發佈�“行移�字”阿才具�發佈命令哀裁決政務�效力愛機7僚屬個人

用�“官名印”和機7內各子部門用�“子司印”2)阿都不具備S個效力愛當然阿�兩種�

況除外：一是臨時差Ì阿事任卽卸阿時閒�短阿比如臨時ì�國外�者哀接待外國者

�國信和接©哀三年一\�知貢舉等阿一般由æ責官員向禮部臨時借用一枚“奉之

印”阿任務完成後��禮部3)
愛在差ÌgV中如需發行移�書阿就鈐蓋S枚“奉之印”愛比

如孝宗淳熙七年 (1180)阿權禮部侍郞齊慶胄被委ì“皇子魏王護葬官”S一臨時差Ì阿他

接F任務後阿立刻上奏»示相關事宜阿其中就提到“��隨行申發行移�字”需�向“禮部

關係奉印一顆行”4)愛眞宗大中祥符元年 (1008)阿爲舉行封禪阿任命宰執王旦哀王欽若

哀馮拯哀陳堯叟哀趙安仁分別爲大禮哀禮儀哀儀仗哀鹵Ö哀橋s頓遞阿因爲S

是重大典禮阿�以沒�借用禮部奉印阿專門鑄6“封禪五印$經度制置印給之”5)阿

因爲是臨時差Ì阿沒�常設機7阿�以�予�是官名印愛另一種�況是阿雖然設�臨時機

7阿但隸屬於某常設機7阿或任務完成就撤銷機7阿存在時閒很短阿鑄印需�成本和時閒

阿此時沒�必要專門鑄6一枚官署印阿如�行移�書阿一般就借用上5常設機7或臨<機

7�官署印愛比如���舉孝宗乾s八年 (1172)阿爲J修《實錄》而在國!院下臨時設立

實錄院阿“行移�字以實錄院爲名阿就用國!院印記”6)愛印如徽宗政和八年 (1118) 下詔：

詔諸路漕臣提舉神霄玉淸萬壽宮阿鑄6銅印一面給付阿以“提舉某路神霄玉淸萬

壽宮印”爲�愛
7)

徽宗時阿9國盛行修円神霄玉淸萬壽宮阿多以路哀州5長官¢管8)
愛æ責官員各�其本職工

1 ) 參見龔½d《宋代官制辭典》“樞密院承旨司”條阿 106 頁愛

2 ) 機7內各部門用�官印阿從印�%阿也是“官署印”阿但是爲了與本機7官署總印相區別阿

筆者暫稱之爲“子司印”愛

3 ) 《慶元條法事類》卷 5《職制門二・奉・敕・職制敕》阿 46 頁愛

4 ) 《中興禮書》卷 291《凶禮》“魏惠憲王”條阿浙江大學圖書館藏淸抄本愛

5 ) 《宋會要輯稿》禮 22 之 3至 4愛

6 ) 《宋會要輯稿》職官 18 之 66愛

7 ) 《宋會要輯稿》禮 5之 6愛

8 ) 龔½d《宋代官制辭典》“神霄玉淸萬壽宮”條阿 611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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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屬機7阿本來不需要爲宮觀官一職專門鑄6官印阿�廷爲增重其事阿特別頒賜官印

阿但S些宮觀官是¢職阿沒�機7阿�以只能�予官名印愛«到上営�況阿一般行移�書

就只能用奉印哀官名印阿或者借用上5�管部門�官署印愛

至此可以看到阿�謂宋代“以官署印爲�哀爲正印”阿�要是指：對常設哀穩定�官僚

機7來說阿行移�書必須鈐蓋本機7�官署印 (是官署總印阿而非子司印) 才具備法定效力阿

才能發出愛卽�謂“長b親閱用印阿方得行”1)愛S就"味着阿S枚官署印代表了本機7

�高權力阿卽�Æ審核權哀政務裁決權哀命令發佈權愛相應地阿宋代官員“知印權”中�

“印”阿��就是指S枚官署總印愛

原則上%阿只�長官才�“知印權”阿卽經g長官��Æ審核哀簽押後阿才能鈐蓋本機

7�官署總印阿然後發出�書愛在S個"義上阿也可以說阿長官掌握着本部門�Æ�命令

審核權哀裁決權哀發佈權愛�些重要機7�重要僚屬阿�廷也會�給相應�官名印阿但僚

屬�官名印在印�哀行政等5哀權力範圍上F到限制阿必須和長官�“知”�官署總印�

�區別愛

《宋會要輯稿》記載了神宗時�三s詔令：

(熙寧) 五年 (1072) 四.二十一日阿詔鑄諸路走馬承F銅朱記阿��奉印卽拘收

��愛諸路走馬承F舊例皆曰“某路都總管司承F公事”阿居是職者惡��隸屬阿去

“總管司”字阿冀擅其權阿因循已久愛至是阿上命正其名阿仍鑄朱記給之愛

元豐元年 (1078) 四.十三日阿詔走馬承F不得干預軍事愛五.十五日阿詔：“ò

路走馬承F阿凡«差撥軍馬出入阿仰常切體量人�阿如士卒私陪費$將官措置乖失阿

竝仰密具事申聞奏愛如敢不(盡)[畫]時聞奏阿致�廷察訪得知阿當與�犯人均責愛”2)

宋初在地方設“都部署司”阿總管本路軍馬阿英宗時改名“都總管司”阿爲本路馬步軍都總

管治�阿其長官掌大帥瓜軍實權3)
愛同時阿君�在內侍和三班臣以上武臣中阿hì親信閏

任“走馬承F公事”差Ì阿æ責監察本路將帥哀人事哀軍�等阿每年一\赴京直´奏事阿

如�邊境ó報阿則不時上聞阿相當於君�耳目阿�以位卑而權重4)
愛因爲是差Ì阿印是君�

直接委任�者阿經常�向君�上奏違彙報阿爲方¨考慮阿專門給各路“走馬承F公事”

�備了一枚“奉之印”愛“走馬承F公事”�9稱是“某路都總管司承F公事”阿在行政等

1 ) 《円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59阿紹興十九年六.甲戌條阿 2588 頁愛

2 ) 《宋會要輯稿》職官 41 之 123至 124愛

3 ) 龔½d《宋代官制辭典》“馬步軍都總管”哀“都總管司”條阿 442-443 頁愛

4 ) 龔½d《宋代官制辭典》“都總管司走馬承F公事”條阿 444 頁愛

宋代官印行用考

345 〔104〕



5上隸屬於本路“都總管司”愛按s理%阿官銜哀官印哀職權三者必須是一致哀õ��阿但

是“奉之印”印�特殊阿'憑印�不好斷定權限阿�以“走馬承F公事”們就鑽了S個

空子阿在稱官銜時去掉“某路都總管司”;個字阿S樣可以不F“都總管司”管Ñ阿以君

�直ì者�名義干涉本路軍事愛神宗將“奉之印”9部收囘阿重怨鑄6“諸路走馬承

F朱記”阿印�從“印”影爲“朱記”愛按照宋代制度阿僚屬�用官名印曰“記”或“朱記”

愛S樣一來阿印�和官銜9稱õ�阿d確顯示出“走馬承F公事”隸屬於本路“都總管司”

阿而非獨立特ì差Ì阿S枚“朱記”只能用於鈐蓋“走馬承F公事”個人奏違阿不能用於

“都總管司”行移�書愛官印�改奄阿保證了本路“都總管司”用於發佈指揮哀裁決軍務�

命令�書阿只能鈐印“都總管司”印才�效阿軍事指揮大權集中掌握在“都總管司”長官

手中阿走馬承F公事只能奏報公事阿不能干預邊防軍政愛

《長J》記載了o早�哀發生在太祖開寶八年 (975) �一件事：

初阿右諫議大夫段思恭知揚州阿�廷方欲經略江南阿命思恭¢緣江ö檢阿出則委

'�以州務愛而思恭常挈印$鼓角金鉦等自隨阿驛書自京師至者阿輒令齎詣其�阿事

多稽÷愛'�哀右贊善大夫李苕不能堪阿e相與吿訐愛付�司鞫之阿思恭詞不直阿丁

巳阿責思恭爲太常少卿阿苕爲大理寺丞愛
1)

段思恭是揚州知州阿掌揚州州印愛當時北宋爲吞�南B阿命段思恭¢任“緣江ö檢”阿要定

�離開州衙外出ö視愛ö視�閒阿�廷准其將揚州州務委托給'�李苕處理阿按照s理阿

揚州州印也應該一�移�李苕阿但段思恭不肯放權阿隨身攜帶州印阿S樣一來阿李苕處理

完政務後阿�要將�書�到段思恭處鈐蓋州印阿才能發出阿}致揚州政務“事多稽÷”阿尤

其與中央之閒��書�來嚴重拖½愛'�李苕向中央申訴阿二人均F責罰阿段思恭�本官

從“右諫議大夫”(正四品) 責影爲“太常少卿”(正六品)阿李苕�本官也從“右贊善大夫”

(正八品) 責影爲“大理寺丞”(從八品)愛

李苕身爲'��沒�自己�官印可用呢？!料沒�記載阿但南宋嘉定十二年 (1219) �

一則記載可以說d問題：

(嘉定十二年) 四.六日阿'�雷州石應孫放罷愛以守臣偶Ý論罷阿應孫不候省

劄$上司公�阿e用'�印記權領州事；縱悍仆干預郡事阿賄賂公行愛從廣西諸司»

也愛
2)

1 ) 《長J》卷 16阿開寶八年二.丁巳條阿 335 頁愛

2 ) 《宋會要輯稿》職官 75 之 21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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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石應孫被�廷罷免阿與他貪污F賄哀縱容手下�關阿但��一個重要原因是他

未經�廷允許而擅自“用'�印記權領州事”愛S說d阿卽'��自己�官名印阿也不行

用來代替知州行權力愛只�知州掌握�本州州印阿才具�本州裁決政務哀發佈命令�權

力愛

上営事例均反映出阿對於宋代常設機7來說阿僚屬官印不能用於以本機7名義發佈命

令��書阿只�長官掌握�官署總印才�S個權限愛“知印權”在很大V度上阿就"味着掌

握了本機7��Æ審核權哀政務裁決權哀命令發佈權愛正因如此阿開寶六年 (973)阿太祖

“诏參知政事與宰相赵�分知印哀押班奏事”1) 之舉阿才會被j爲是"在分宰相之權愛

“知印權”如此重�阿以至於早在B代阿就�人把“某機7長官”直接稱之爲“知某機

7印”愛比�早�一個例子阿是中B詩人姚合曾出任某知縣阿他在詩中寫s：“今�知縣印

阿夢裏百憂生愛”就把“知縣”就直接等同於“知縣印”2)愛魏½福在北宋太祖�曾以澤州

端氏縣�Ö權知縣事阿S段仕Ü在其墓誌銘中被寫作“守澤州端氏縣�Ö阿三年�印”3)愛

S種j知會影G到官銜�表営方式愛《正德袁州府志》中收錄�一�南宋咸淳六年 (1270)

�碑刻�字阿內容是度宗頒吿各地�一�《牧民訓》阿袁州官府將其刻石立於衙署儀門愛

石碑上��一段袁州長官蕭安之寫�跋�阿跋�末尾�署銜是“�散郞 (寄祿官)哀添差'

�袁州軍州 (職事官)哀¢管內勸農營田事 (¢職)哀賜緋魚袋 (違()哀暫護州印臣蕭安之”4)

愛蕭安之�身份比�尷尬阿他不是知州阿而是以'�身份代理州務愛�以他在署銜中特"

加上“暫護州印”四個字阿"在說d：他實際掌管州印阿雖無知州之名阿但�知州之實5)
愛

對於一名宋代官員來說阿�廷�予職務時會頒發任命�書 (吿身哀敕牒)阿但是阿眞正上

任時閒是以“到任�割”爲準阿“�割官印”正是其中�重��手續之一阿在日后�|勘考

核中阿任職後“第一考”也是從“到任�割”S一天開始算=�6)
阿《宋會要輯稿》記載了

北宋名臣�彥L�一件事：

1 ) 《宋!》卷 3阿《太祖本紀三》阿 40 頁愛

2 ) (淸) *炎武著哀(淸) 黃汝成集釋《日知錄集釋》卷 9“知縣”條阿上海：上海古籍出版社

阿 1985 年阿

3 ) (宋) 魏用《大宋故儒林郞守河中府猗氏縣�Ö魏府君墓誌銘》阿《9宋�》第 7 册阿 84 頁阿

原始出處：國家圖書館藏拓片阿墓誌 3709愛

4 ) 《正德袁州府志》卷 10《牧民訓》阿天一閣藏d代方志h刊 (三七)阿上海：上海古籍出版社

阿 1982 年愛

5 ) 類似�以“官印”入銜事例阿宋代��阿比如曹彥�《昌谷集》卷 8《詔舉廉狀》曾記載：

“�林郞哀南康軍錄事參軍段從龍……初到康阿值守臣闕員阿旣而簽�物故阿\當攝事阿從龍

推Å再三阿不肯F印愛旣辭不獲阿不復以權軍事自處阿惟以守軍印書銜阿亟申上司阿求差官

以當其h愛”

6 ) 參見周佳《南宋基層�官履歷�書考釋――以浙江武義縣南宋徐謂禮墓出土�書爲例》阿《�

!》2013 年第 4�阿 163-180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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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豐三年 (1080)阿除太尉哀�河南�彥L至河南阿未�印阿先就第Å坐阿以見監

司；旣�府事阿見監司哀府官如常式愛或以問彥L阿彥L曰：“吾未視府事阿三公見庶

僚也；卽�印阿河南尹見監司矣愛”1)

印南宋淳熙十五年 (1188)阿�廷任命朱熹爲兵部郞官阿兵部郞官掌管兵部“四司郞官廳印

記”阿但是朱熹上駅推辭阿並堅決不肯�行官印�割手續阿此舉被j爲是“拒È君命”而Ý

到彈云愛同僚葉û上駅替朱熹申辯阿其中就說s：“��郞官印記阿(朱) 熹旣未供職阿豈可

F乎！”2) �彥L和朱熹�事例反映出阿在宋人觀念中阿官員 (尤其是機7長官) 卽已經拿

到任命�書阿也要等�割完畢哀拿到官印後阿才算眞正上任愛宋代!料中�許多類似“�

印視事”哀“解印歸田”�詞彙阿並非完9出自典故阿也是�現實依據�愛

宋代常設機7用於裁決政務哀發佈命令�行移�書阿必須鈐蓋本機7�官署總印才能

發出阿S枚官印例由本機7長官掌握阿是長官行�Æ審核哀政務裁決哀命令發佈權力時

�工具和憑證阿在長官到任哀離任時�行�割愛在S個"義上阿可以說阿官印��割"味

着職權�移�阿各機7官署總印��割o是"味着實際瓜治權力�轉移阿�廷對此十分重

視愛宋代中央集權V度加强阿表現在官印制度上就是“给毁悉经省部”3)阿卽��官印阿無

論5別高低阿都必須向中央申»阿由中央批准然後鑄6哀頒�愛S表d阿地方各5政府�

瓜治權力都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予�阿中央直接掌ü地方阿各地方政府長官直接向中央æ

責愛

B五代以來阿鑄6哀頒�官印就被視爲是“天子之權”愛《舊五代!》記載阿五代後

梁開/二年 (908)“兩浙錢鏐奏»重鑄奄諸州怨印”4)愛當時錢鏐已在吳越稱王円國阿仍奉

中原後梁爲正朔阿�以他想鑄6怨官印�予其瓜Ñ各州阿名義上仍然要向後梁申»愛北

宋��瓜一戰爭gV中阿凡吞�一個政權阿必收繳其原�9部印哀牌阿然後重怨以宋�

政府名義鑄6怨官印頒�阿以顯示宋�對當地�瓜治權愛兩宋時�阿對“官印一律由中

央�予”S一點執行地非常嚴格愛南宋紹興四年 (1134)阿知樞密院事張浚被彈云罷免阿

其中�重�一條“罪狀”是：之�張浚在任川陝宣撫處置�閒阿“怨復州郡阿乞鑄印阿

(張) 浚以¨宜先給阿而後聞於上”阿S種行爲被j爲是“擬尙方而刻印”哀“跋扈不臣之

1 ) 《宋會要輯稿》職官 1之 2愛

2 ) (宋) 葉ûÈ哀劉公純等點校《葉û集》卷 2《辯兵部郞官朱元晦狀》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1961 年阿 17 頁愛另阿此事參見《宋!》卷 394《林栗傳》阿 12031-12032 頁；卷 434《葉û

傳》阿 12890 頁愛

3 ) 《�獻'考》卷 115《王禮考十》阿 3543 頁愛

4 ) (宋) 薛居正等È《舊五代!》卷 4《梁太祖本紀四》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1976 年阿 63-64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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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1)愛當時�廷南渡阿正值戰爭動盪哀風雨飄搖之際阿官印大量散失阿爲安撫各地怨收復

州縣阿需要重怨鑄6怨官印頒賜阿但是南宋�廷立足未穩阿機7不9阿沒�能力大量鑄6

S些官印阿�以暫時允許地方自己鑄6阿但在V序上阿仍然需要地方先向中央打報吿申»

阿經中央批准後再自行鑄6阿S樣在名義上阿��官印仍然是由南宋中央�權頒賜�愛川

陝一帶與南宋�廷之閒�'不¨阿張浚考慮到“»於�廷阿�ý動經歲阿恐失事機”阿於是

“用¨宜指揮鑄以給之阿然後以聞”2)阿卽先鑄6哀頒�了官印阿然後再向�廷»示批准愛S

種權宜之計在當時人看來阿þ奪了“天子之權”阿是非常不合û�愛�以後來羅大經在筆記

《鶴林玉露》中提到此事阿仍然j爲：儘管張浚是忠臣阿但擅自“鑄銅爲印”S件事確實

“形迹似稍專”3)愛

兩宋時�阿不'是官印�鑄6和�予阿官印�割也必須經g�廷批准愛B末五代阿中

央政權衰落阿經常出現地方州印自行�割��況4)
阿�廷對S些地區瓜治權力�ü制十分�

�愛宋代對官印�割�管理十分嚴格阿“必得命而後�印”5)愛以州印爲例阿宋代制度規定：

諸州軍守臣罷黜阿指揮到日阿卽將州印�與以\官阿不得"旨ß留愛如È阿仰監

司$御!臺覺察聞奏愛
6)

一般知州在收到²任�書�當天阿就�把州印移�給\官 (一般是'�)阿不能再行知州權

力愛比如朱熹在《辭免祕閣修È狀》中寫s：

熹昨蒙×恩阿權發Ì漳州事阿在任陳乞奉祠阿今.二十七日準尙書省劄子阿奉×

旨：“依淳熙十六年 (1189) 正.二十三日指揮阿除祕閣修È阿差�管南京鴻慶宫阿任

1 ) 《円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74阿紹興四年三.丁卯條阿 1225 頁愛

2 ) (宋) 朱熹È哀陳俊民校J《朱子�集》卷 95 上《少師保信軍1度魏國公致仕贈太保張公

行狀上》阿臺北：德富�敎基金會阿 2000 年阿 4603 頁愛

3 ) (宋) 羅大經È哀王瑞來點校《鹤林玉露》甲J卷 1“因讒賜金”條阿北京：中華書局阿 1983

年阿 5 頁愛

4 ) 例如《舊五代!》卷 82《晉少�本紀二》記載：“(天福八年) 十一.……庚子阿單州軍事�

官趙岳奏阿刺!楊承祚初夜開門出城阿稱爲母病阿�靑州寧親阿於孔目官齊琪處留下牌印阿

臣已行用權知州事愛”(1083 頁)；同書卷 134《楊行密傳》記載：“(楊行密) 殺都將阿自權

州兵阿郡將卽以符印付之而去阿�廷因正�行密廬州刺!愛”(1779 頁) 類似事件阿在B末

五代!料中比�常見愛

5 ) 《歷代名臣奏議》卷 198徐元�奏駅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阿 1964 年阿 2617 頁上愛

6 ) 《宋會要輯稿》職官 47 之 39愛另如《慶元條法事類》卷 5《職制門二・到罷・令・職制令》

也記載：“诸守臣因事罢黜指挥已到阿就當日將牌印�以\官阿批罢离任愛如违阿监司觉察以

闻愛”(56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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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愛”熹已於當日W闕謝恩阿將本州牌印職事阿�割\官'�軍州事高伉管幹

訖愛
1)

朱熹時任漳州行政長官阿S封上駅是要推辭怨�“祕閣修È”官銜�阿任命�書已下阿他

可以推辭不接F怨官銜阿但是現任“權發Ì漳州事”�職權必須立刻停止阿�以他拿到�

書當天就將州印哀印牌一=移�給了本州'�高伉愛

可是對於'�高伉來說阿他也必須接到上5命令後阿才能接收代管印哀牌愛南宋官員

黃榦在《乞=離狀》中就提到：他時任州郡長官阿因爲身患重病阿向�廷申»免除現任職

務阿拿到�廷批准�書 (省劄) 後阿當日¨將牌哀印移�給\官“僉�劉宣敎”阿但S位簽

書�官劉某因爲“(黃) 榦��省劄亦無�割與以\官d�阿再三不肯接F”2)愛黃榦只好再

向�廷打報吿阿»�廷再發d�阿准許他將牌哀印移�給僉�劉某愛S位僉�劉某之�以

如此謹愼阿是因爲按照宋代制度阿“輒F牌印者阿减罪人 (卽知官印者) 一等”3)愛S在之�

是�g不少先例�阿比如北宋仁宗�阿襄州知州賈黯因爲父親突發重病阿趕去探W阿將州

印委托\官'�胡揆臨時代爲保管愛此事Ý到御!彈云阿賈黯固然被影職處分阿'�胡揆

也被j爲�“不待命而承領州事”4) �g失之罪愛

另外阿如果地方長官身¢數任阿同時掌握數枚官印�話阿每一枚官印都�分開�割愛

例如“江南東路安撫大哀¢知円康府”李光在到任謝表中就說：“臣已於閏.十一日到江

南東路界首�割安撫司牌印阿二十一日到円康府�割本府職事訖愛”5)“江南東路安撫制

置大¢知円康府”张守在到任謝表也說s：“臣已於今.二十六日到本路界�割安撫印

阿二十九日�割府印訖愛”6) 是爲兩例愛

從上営知州州印移��事例可以看出阿宋代官印�割管理嚴格阿每一枚官印都要分別

�割淸楚阿官印移�雙方都必須先得到�廷d�指示阿否則阿不'長官屬於“倉皇解印阿

不忠之罪莫甚”7)阿\官也會被減一等量罪愛兩宋之�阿戰亂頻仍阿中央�廷四處�徙阿地

方州府也面臨淪陷�危險愛據筆者�見!料阿在S樣動盪�局勢下阿城破�夕或危難之際

阿當然也�知州將州印移�給僚屬阿但�是�不少知州阿無論�離�是赴難阿始Æh擇隨

1 ) 《朱子�集》卷 23《辭免祕閣修È狀一》阿 843 頁愛

2 ) (宋) 黃榦《勉齋集》卷 30《乞=離第二狀》阿景印�淵閣四庫9書阿第 1168 册阿 340 頁愛

3 ) 《長J》卷 108阿天×七年五.辛巳條阿 2514 頁愛

4 ) 《長J》卷 186阿嘉祐二年八.乙巳條阿 4486 頁愛

5 ) (宋) 李光《莊鯵集》卷 13《謝知円康府到任表》阿景印�淵閣四庫9書阿第 1128 册阿 568

頁愛

6 ) (宋) 張守《毘陵集》卷 6《謝除知円康府到任表》阿叢書集成初J本阿 93 頁愛

7 ) 《宋會要輯稿》職官 75 之 21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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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攜帶州印愛南宋初�阿陸續收復部分失地阿如���舉張浚被彈云事例�顯示阿對怨收

復州府長官�任命以$州印��予阿名義上�是要經g中央批准愛比如!料記載円炎二年

(1128) 三.：

是.阿石壕尉李彥仙復陜州……b行�書阿»州印違阿彥仙曰：“吾以尉守此阿第

用吾印阿吾敢佩太守印違耶？”事聞阿卽以彥仙知陜州哀¢安撫司事愛
1)

在當時�況下阿要表d陝州已經被收復阿就需�以陝州名義發佈�書阿並蓋上宋�政府頒

��陝州州印愛李彥仙事實上已經執掌陝州政務阿但他尙未被�廷正式任命爲“陝州知州”

阿就不能“知州印”阿�以h擇以原�“石壕尉”舊印代行“陝州州印”之權愛S種“循規

蹈矩”�做法阿表d了李彥仙堅決¿奉南宋�廷爲中央�態度阿�以高宗得知此事非常高

興阿特�他“知陜州哀¢安撫司事”一職愛

兩宋�廷對於官印阿尤其是各5行政機7官署總印�鑄6哀�予方面管理嚴格阿宋代

官員在官印�割方面也十分謹愼愛其原因阿歸根結底阿是因爲官印是實際瓜治權力�行

憑證愛官署總印尤其代表了本機7�政務裁決和命令發佈之大權阿是本機7�高權力�象

徵愛因此阿宋代“以官署印爲�哀爲正印”和機7長官“知印權”中�“印”阿�要就是指

常設機7�S枚官署總印愛

長官�“知印權”阿是出於“權力集中”考慮阿但是大權在握阿會不會}致一人獨裁專

斷呢？“權力制衡”也是制度設計需要考慮�愛宋代�予各機7和地方州府�官署總印阿

一般E括官印和一副印牌阿官印由長官執掌阿印牌�由專門官b保管阿凡需用印阿“牌入印

出哀印入牌出”愛中央重要部門�專門設�“印司”哀“官印ï”哀“印Ö”阿h擇 歷高哀無

g犯�b人專門æ責“監印”哀“印”阿每\用印都要記錄在案阿以備查驗愛另外阿在�書

簽署上也��求阿朱熹在一封發給州縣�牒�中曾說：

恭惟�廷設官分職阿等5分d阿大小相維阿各�承屬愛蓋以一人之智阿不能�周

衆事阿�以円立司存阿相總攝……�字並須先經職官阿\詣'�阿方得Z知州阿取

押用印行下愛印準淳熙令阿諸縣丞Ö尉阿並日赴長官廳或都廳簽書當日�書愛謂應行出

者愛竊詳立法之"阿蓋欲一縣之官同管一縣之事阿庶得商量詳審阿與决公事阿不至留滯

阿民無寃枉愛而比年以來阿此法不舉阿�謂g廳者阿不g茶湯相揖而�愛其於縣之財

賦獄訟阿知縣旣不謀之佐官阿佐官亦不»於知縣阿大�一出於知縣一人哀十數胥b之

1 ) 《円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4阿円炎二年三.末條阿 305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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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而已……今»諸縣知佐詳照條法阿ò日聚廳議事阿應F接詞訴阿理斷公事阿催督財

賦阿並要公共商量阿簽押圓備阿然後施行愛庶;上合法"阿下慰民�阿稍革舊�阿都

b具檢愛牒'�廳阿�下簽廳$諸曹官阿自五.一日爲始阿依此施行愛
1)

S份牒�中提到阿�廷制度要求各州長官和僚屬每天“聚廳議事”哀“公共商量”愛各州裁處

政務哀發佈命令�每一份�書阿都要“簽押圓備阿然後施行”阿卽具體æ責官b哀'�依\

簽署阿�后Z給知州簽押阿鈐蓋州印阿然後才能發佈施行愛州縣僚屬雖然沒�“知印”之

權阿但��書簽押�權力和義務阿政務裁決gV中�“公共商量”阿�后'g�書末尾�依

\簽押來體現愛�書必須同時具備簽押和鈐印才具�法定效力阿鈐印體現了�書�信用哀

權威哀以$長官�“權力集中”；簽押則體現了“權力制衡”和“集體商議”S一面愛

一封行移�書如果在官員簽押上�缺漏阿卽鈐印發出阿接收機7檢查到�書格式不

完整阿也不能執行愛元豐六年 (1083)“樞密院b周克�申乞修葺左右丞兩位廳堂”阿因爲是

小事阿爲圖方¨快x阿尙書省左哀右丞蒲宗孟哀王安禮批狀哀簽署哀鈐尙書省印後阿直接

發到工部愛工部拿到批�阿先要檢驗阿發現兩個問題：一是“不候押阿先印發”阿卽缺少尙

書省僕射�簽字；二是“無付F格式”卽沒�按“經 (都省) 開拆ï行下”S個規範路徑發

�愛此事Ý到御!彈云阿相關官b都F到處罰2)
愛在S件事中阿未經長官簽字而擅自鈐蓋官

署印發�阿是È規行爲阿S保障�是長官�“知印”權愛但是同樣s理阿僚屬�簽署同樣

是�書格式中必不可少�部分愛“簽押圓備”是對權力“集中”和“制衡”�綜合考慮愛�

一步�硏究阿需�將�書中�鈐印和簽押結合=來考察阿S涉$另一問題阿本�限於�題

阿不擬展開阿當另外È�討論愛

四哀結 論

官印在宋代用廣泛哀��哀頻繁阿正因如此阿宋代官員�以爲常阿日用而不知愛另

外阿自隋B官印體制形成後阿B末哀五代至兩宋時�阿官印�具體用方式仍是不斷發生

變_�阿S是一種長時�哀÷慢哀各地區不同步�變_阿當時�人們不一定能夠敏銳感知

到愛�以阿宋代關於官印用��獻記載比�零散阿被�"記錄下來�也多是È規哀特例

愛儘管如此阿我們仍然可以閏分利用現�!料阿將其與出土實物哀印鈐D存相結合阿�行

考察愛

1 ) 《朱子�集》卷 100《州縣官牒》阿 4855-4856 頁愛

2 ) 《長J》卷 337阿元豐六年七.辛酉條阿 8124 頁；卷 338阿元豐六年八.辛卯條阿 8148 頁愛

《宋會要輯稿》職官 66 之 24至 25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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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印基本不歸官員個人佩戴哀持�阿由各機7官員沿襲用阿�以大多不û合隨

葬愛但是兩宋仍然一直存在官印隨葬�現象阿S需經君�特賜阿範圍�小阿人數�限阿墓

�身份�要是宗室哀外戚哀�武勛舊重臣中�身份高貴者愛隨葬官印以1度印爲�阿是

實用官印愛

宋代��官印阿名義上都必須由中央政府頒�阿官印�割也必須經g�廷批准愛S象

徵着一切權力來自中央阿保證各5瓜治權力均由中央直接�予阿是維護大一瓜中央集權�

手段之一愛其中阿各常設機7�官署總印尤其重要阿例由機7長官執掌阿代表了本機7政

令��Æ審核哀裁決哀發佈權愛在保證長官權力集中�同時阿僚屬在每件政務中各æ其責

哀集體商議阿S直接體現爲�書�后�“印押”部分愛“印押圓備”是對集權和制衡哀效�

和成本�綜合考慮結果愛

自秦漢以來阿政務�行��依靠�書阿秦漢時���书形态是简牍愛邢義田在硏究鯵

牘�書押字時發現阿在简牍时代阿�官是否在發出��書上親筆簽名並不�麽重�阿屬b

代爲簽押反而是常態愛保證�書眞實性和權威性�方式��在於官印阿官印由長官隨身佩

戴竝親自用愛�書載體從鯵牘�入紙張時代以後阿S個�況ò漸發生變_阿簽押和鈐印

�方式哀作用ò漸�了和今天�爲相<�"義1)
愛在S個漫長�變_gV中阿宋代�具體�

況如何？其變_原因是什麽？S種變_對當時�實際政務�行和權力結7�何實際影G？

官印在其中=到什麽作用？S是可以�一步深入討論�問題阿當留待另外È�硏究愛

圖片出處

(說d：本�限於頁面�幅阿印鈐插圖均縮小阿不是原始尺寸愛以下如出處中�該印面原始尺寸阿則�

d；若無阿則不�d愛)

圖 1-1 B“中書省之印”：羅福頤�J《故宮L物院藏古璽印h》阿北京：�物出版社阿 1982 年阿

109 頁愛

圖 1-2 宋“中書門下之印”(印面長 7.5釐米阿寬 7釐米)：董學增哀高素心《“中書門下之印”小考》

阿《�物》1984 年第 9�阿 77-78 頁愛

圖 2-1 B“沙州1度印”(印面邊長� 5.7×5.8釐米)：片岡一忠《中國官印制度硏究》阿東京：東

方書店阿 2008 年阿 443 頁阿 61號印鈐愛原始出處：[日]森安孝夫《河西歸義軍1度の朱印と

そのJ年》阿《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硏究》XV阿 2000 年阿 1-121 頁愛

圖 2-2 宋“岳陽軍1度之印”(背刻“紹熙二年 (1191) �思院鑄”)：羅振玉《隋B官印集存》阿

11 頁右上愛

圖 3-1 B“相州之印”：《中國璽印篆刻9集》第一册阿上海：上海書畫出版社阿 1999 年阿 144 頁阿

964號印鈐愛

1 ) 邢義田《漢至三國公�書中�簽署》阿《�!》2012 年第 3�阿 163-198 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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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宋“臨安府印”：高²《宋代官印硏究》阿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阿 2010 年阿 62 頁阿 22號印

鈐愛原始出處：羅振玉《隋B以來官印集存補D》阿 125 頁愛

圖 4-1 B“會稽縣印”阿《中國璽印篆刻9集》第一册阿上海：上海書畫出版社阿 1999 年阿 146 頁阿

970號印鈐愛

圖 4-2 宋“/定縣印”(背刻“熙寧三年少府監重鑄”)：高²《宋代官印硏究》阿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

�阿 2010 年阿 67 頁阿 51號印鈐愛原始出處：《上海L物館藏印h》阿上海：上海書店出版社阿

1979 年阿 123 頁愛

圖 5 南宋“円寧軍1度之印”(邊長 5.9釐米)：浙江省�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杭州鋼鐵廠宋墓槪

況》阿《浙江省�物考古硏究�學刊》第七輯阿杭州：杭州出版社阿 2005 年阿 470 頁愛

圖 6 南宋“榮州防禦印”(印邊長 5.6-5.7釐米)哀圖 7南宋榮州防禦印牌 (長 20.8釐米阿下部殘

缺阿9長推算應在 24.58釐米左右阿寬 5.9釐米)：邵磊《早�牌印制度�實物見證――記南宋

榮州防禦印$印牌》阿《四川�物》2003 年第 5�阿 70 頁愛

致謝：本�寫作gV中阿得到北京大學歷!系閆円飛L士�諸多指正阿謹致謝忱！

說�：本�是中國國家社科基金項目「宋代�官官銜硏究」(17BZS132) 階段性成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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