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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令·田令》 译注稿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圣令》 读书班❋❋

摘　 要： “田令” 一词虽已见于 《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
但是否为令名， 学界颇多争议。 在 《唐六典》 所载 《晋令》 《梁

令》 《河清令》 的篇目中， 亦仅见 “佃” “公田公用仪迎” “屯

３７２

❋

❋❋

本稿为 ２０１５ 年度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 “天一阁藏明钞本

《天圣令》 补校与译注” （批准编号为： １５１１） 的阶段性成果。 本稿所引 《天圣令》 令文

“唐 × ” “宋 × ”， 以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
以下简称为 “ 《天圣令校证》”） 之清本为准。 至于相关体例， 敬请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 《天圣令》 读书班 《 〈天圣令·赋役令〉 译注稿》， 徐世虹主编 《中国古代法律

文献研究》 （第 ６ 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又， 在冯立君 （中央民族大学） 的

协助下， 读书班参考了金铎敏、 河元洙主编 《天圣令译注》 （慧眼出版社， ２０１３） 的部分

韩文译文。
《田令》 是读书班开班伊始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研读的篇目， 当时诸种体例未备， 所以此次译

注稿基本由执笔者新撰。 当年讲解者的分工 （所注单位仅体现当时情况） 如下： 宋 １ ～ ７，
梁建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 唐 １ ～ ７， 韩棣尧 （中国社会科学院）； 唐 ８ ～ １２， 侯振兵 （中
国社会科学院）； 唐 １３ ～ １９， 毛健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唐 ２０ ～ ２４， 李永 （北京师范大

学）； 唐 ２５ ～ ２９， 张跃飞 （北京师范大学）； 唐 ３０ ～ ３２， 徐少举 （北京师范大学）； 唐 ３３ ～
３７， 商娜娜 （北京师范大学）； 唐 ３８ ～ ４１， 李文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 唐 ４２ ～ ４５， 李少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唐 ４６ ～ ４９， 王莹 （北京师范大学）。 此次译注稿的执笔者分工如下：
宋 １ ～ ７， 侯振兵 （西南大学）； 唐 １ ～ ８， 李凤艳 （首都师范大学）； 唐 ９ ～ １８， 冯立君 （陕
西师范大学）； 唐 １９ ～ ２６， 赵洋 （首都师范大学）； 唐 ２７ ～ ３３， 顾成瑞 （西北大学）； 唐

３４ ～４０， 王怡然 （北京大学）； 唐 ４１ ～ ４９， 霍斌 （山西师范大学）。 本稿经吴丽娱、 黄正建

两位老师审读， 由赵晶 （中国政法大学） 统稿而成。



田” 之名， 以 “田” 为独立篇名始见于隋 《开皇令》， 列于第 ２０

篇； 《唐六典》 所载 《开元令》 因袭之， 列于第 １８ 篇。 北宋 《天

圣令》 残卷所存 《田令》 被标为第 ２１ 卷， 存有宋令 ７ 条、 唐令

４９ 条。 本稿以 《天圣令·田令》 为译注对象， 注释字词、 阐释制

度、 明晰流变、 翻译文句， 是继 《 〈天圣令·赋役令〉 译注稿》

《 〈天圣令·仓库令〉 译注稿》 《 〈天圣令·厩牧令〉 译注稿》

《 〈天圣令·关市令〉 译注稿》 《 〈天圣令·捕亡令〉 译注稿》

《 〈天圣令·医疾令〉 译注稿》 《 〈天圣令·假宁令〉 译注稿》 之

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圣令》 读书班所推出的第八

种集体研读成果。

关键词： 天圣令　 田令　 译注

宋 １　 诸田广一步 ［一］、 长二百四十步为亩 ［二］， 亩百为顷。

【源流】

《唐六典》 卷三 《尚书户部》 “户部郎中员外郎” 条： “凡天下之田，

五尺为步， 二百有四十步为亩， 亩百为顷。”①

《通典》 卷二 《食货二·田制下》：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 田广一步、

长二百四十步为亩， 百亩为顷。”②

【注释】

［一］ 步： 一举足为跬 （半步）， 两足各跨一次叫步。 秦汉时， 皆以六

尺为一步， 唐宋以五尺为一步， “自唐下讫民初， 均已为定法”。③

［二］ 亩： 土地面积计量单位。 本条中的 “亩” 即宋代亩制， 沿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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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唐） 李林甫等： 《唐六典》， 陈仲夫点校，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第 ７４ 页。 按， 戴建国认为

此条宋令 “沿用唐令原文而未加改动”， 但 “亩百为顷” 在近卫本 《唐六典》 中作 “百
亩为顷”。 参见宋家钰 《唐开元田令的复原研究》， 《天圣令校证》 下册，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 第 ４４１ 页。
（唐） 杜佑： 《通典》， 王文锦等点校，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 第 ２９ 页。
吴承洛： 《中国度量衡史》 上篇第 ４ 章 “中国度量衡命名通考”， 上海书店， １９８４， 第 ９４ ～
９５ 页。



唐代。① １ 唐亩约等于今 ０ ７８３ 市亩，② 即 ５２１ ９４ 平方米。

【翻译】

所有的田， ［以］ 宽一步、 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 一百亩为一顷。

宋 ２　 诸每年课种桑枣树木， 以五等分户 ［一］， 第一等一百根， 第二

等八十根， 第三等六十根， 第四等四十根， 第五等二十根。 各以桑枣杂木

相半。 乡土不宜者， 任以所宜树充。 内有孤老、 残疾及女户 ［二］ 无男丁

者， 不在此限。 其桑枣滋茂， 仍不得非理斫伐。

【源流】

《唐律疏议》 卷一三 《户婚律》 “给授田课农桑违法” 条 《疏》： “依

《田令》： ‘户内永业田， 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 榆、 枣各十根以上。 土

地不宜者， 任依乡法。’”③

《通典》 卷二 《食货二·田制下》： “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 榆枣各

十根以上， 三年种毕。 乡土不宜者， 任以所宜树充。”④

《宋史》 卷一七三 《食货上一·农田》： “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 课民

种树， 定民籍为五等， 第一等种杂树百， 每等减二十为差， 桑枣半之； 男

女十岁以上种韭一畦， 阔一步， 长十步； 乏井者， 邻伍为凿之； 令、 佐春

秋巡视， 书其数， 秩满， 第其课为殿最。 又诏所在长吏谕民， 有能广植桑

枣、 垦辟荒田者， 止输旧租； 县令、 佐能招徕劝课， 致户口增羡、 野无旷

土者， 议赏。 诸州各随风土所宜， 量地广狭， 土壤瘠埆不宜种艺者， 不须

责课。 遇丰岁， 则谕民谨盖岁， 节费用， 以备不虞。 民伐桑枣为薪者罪

之： 剥桑三工以上， 为首者死， 从者流三千里； 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 从

者徒三年。”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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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吴承洛 《中国度量衡史》 认为： “自秦制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以后， 经汉而下及清制， 无

有变更。” 第 ９６ 页。
参见胡戟 《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８０ 年第 ４
期； 杨际平 《唐代尺步、 亩制、 亩产小议》，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 华

林甫 《唐亩考》， 《农业考古》 １９９１ 年第 ３ 期。
（唐） 长孙无忌等： 《唐律疏议》，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第 ２４９ 页。
《通典》， 第 ３０ 页。
（元） 脱脱等： 《宋史》 卷一七三 《食货上一》，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 第 ４１５７ ～ ４１５８ 页。



【注释】

［一］ 以五等分户： 宋代， 根据人户居住地的不同， 有乡村户和坊郭

户之别； 根据有无田地等重要生产资料、 有无房产等重要生活资料， 又有

主户和客户之别。 对于乡村主户， 按照其财产数量而非人丁数量， 划分为

五等户口。 自北宋仁宗景祐年间普遍推广这种户籍制以后， 乡村五等户制

迄南宋末都在施行。① 在宋人文献中， 五等户除了明确区别为一、 二、 三、

四、 五等户之外， 也常区分为上户 （一、 二等）、 中户 （三等） 和下户

（四、 五等）， “户等的划分， 成为科派差役的主要依据”， 至 “以募役法代

替差役普遍推行之后， 五等户制的实际作用已经明显下降”。②

［二］ 女户： 户内没有成年男丁当家， 而以女性为户主的民户。 以女

子为户头早在东汉就已存在， 《后汉书》 卷三 《章帝纪》 元和二年五月诏

书： “加赐河南女子百户牛酒。” 李贤注： “此女子百户， 若是户头之妻，

不得更称为户； 此谓女户头， 即今之女户也。” ③《宋史》 卷一七八 《食货

上六·役法下·振恤》： “单丁、 女户及孤幼户， 并免差役。 凡无夫无子，

则为女户。”④ 所谓 “无夫无子”， 即没有丈夫、 没有亲生儿子， 但宋代女

户家庭中依然可以有男性， 因为女户的得名是以其户头为女性， 而不是因

为其家庭成员全是 “专由女口组成的实体”。 宋代的女户可以分为三种类

型： 与男子同居的两性户； 无夫无子的纯女性及寡居户； 经过乔装的诡名

女户。⑤ 其中第一种的男性成员的身份可以是赘婿、 嗣子、 幼子、 接脚夫、

义男、 户绝亲属等。⑥ 故令文所言 “女户无男丁者”， 即指第二种类型的

女户。

【翻译】

每年要求种植 ［的］ 桑枣树木， 按照五等分配给人户， 第一等 ［户］

种一百棵， 第二等八十棵， 第三等六十棵， 第四等四十棵， 第五等二十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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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王曾瑜 《宋朝阶级结构》， 河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６， 第 ８ ～ １６ 页。
参见郦家驹 《宋代土地制度史》 第 ４ 章 “宋代的户等和赋役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５， 第 １２７ ～ １２８、 １３４ 页。
（南朝宋） 范晔： 《后汉书》，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５， 第 １５２ 页。
《宋史》， 第 ４３３４ 页。
穆朝庆： 《两宋户籍制度与人口再探讨》， 《中州学刊》 １９８８ 年第 ６ 期。
李智萍： 《宋代女户的特点》， 《妇女研究论丛》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棵。 ［其中］ 桑、 枣树和其他树木各占一半。 当地不适合 ［种植桑、 枣树］
的， 听任以适宜的树木充替。 ［五等户］ 中有孤老、 残疾 ［之家］ 及女户

没有男丁的， 不在这个 ［规定的］ 限制内。 ［虽然］ 桑、 枣树生长茂盛，
仍然不得无正当理由地 ［随意］ 砍伐。

宋 ３　 诸官人、 百姓， 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 违者， 钱物

及田宅并没官。
【源流】
《唐令拾遗补·田令第二十二》 “补二 （开元二五）” 条： “诸官人、

百姓， 并不得将奴婢、 田宅舍施典卖与寺观。 违者， 价钱没官， 田宅、 奴

婢还主。”①

【翻译】
官人、 百姓， 都不得将田地、 屋宅施舍或者出卖给寺观。 违反的， 钱

物及田地、 屋宅全都没收入官。

宋 ４　 诸田为水侵射 ［一］， 不依旧流， 新出之地 ［二］， 先给被侵之

家。 若别县界新出亦准此。 ［１］ 其两岸异管， 从正流 ［三］ 为断。
【源流】
《宋刑统》 卷一三 《户婚律》 “占盗侵夺公私田” 条引 《田令》： “诸

田为水侵射， 不依旧流， 新出之地， 先给被侵之家。 若别县界新出， 依收

授法。 其两岸异管， 从正流为断。 若合隔越授田者， 不取此令。”②

【校勘】
［１］ “若别县界新出亦准此”， 在 《天圣令校证》 “校录本” 和 “清

本” 中， 均未断句； 但宋家钰 《唐开元田令的复原研究》 将此句在 “出”
字后断开。 本稿从后者。③

【新录文】
诸田为水侵射， 不依旧流， 新出之地， 先给被侵之家。 若别县界新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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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 仁井田陞著， 池田温编集代表 《唐令拾遺補》， 東京大学出版會， １９９７， 第７５５ 页。
（宋） 窦仪等： 《宋刑统》， 薛梅卿点校， 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２３０ 页。
《天圣令校证》 下册， 第 ４４３ 页。



出， 亦准此。 其两岸异管， 从正流为断。

【注释】

［一］ 侵射： 侵损， “诸田为水侵射” 指田地因河流沟渠改道、 泛滥等

原因而被淹没、 破坏。

［二］ 新出之地： 因水流变化， 有的田地被损坏， 有的原河床坦露于

地表， 后者为新出之地。

［三］ 正流： “旧流”， 指河道原来的走向。 《庆元条法事类》 卷四九

作 “中流”， 含义更为精确， 即 “原河流的中心线”。①

【翻译】

田地被河流冲刷侵损， ［河水］ 不再按照原来的流向， ［由此而生的］

新出田地， 优先分配给田地被侵损的人家。 如果是在别的县境内新出的

［田地］， 也依此 ［处理］。 ［河流］ 两岸 ［分属］ 不同管辖， 以 ［原河道

的］ 中心线来判断 ［归属］。

宋 ５　 诸竞田， 判得已耕种者， 后虽改判， 苗入种人； 耕而未种者，

酬其功力。 未经断决， 强耕种者， 苗从地判。

【源流】

《宋刑统》 卷一三 《户婚律》 “占盗侵夺公私田” 条引 《田令》： “诸

竞田， 判得已耕种者， 后虽改判， 苗入种人； 耕而未种者， 酬其功力。 未

经断决， 强耕者， 苗从地判。”②

【翻译】

争夺田地， ［依］ 判决获得 ［该田地并］ 已经耕种的， 以后即便改变

判决， ［该地所产］ 作物归种植者 ［所有］； ［只是］ 耕作而未种植的，

［新的田地所有者要］ 按工值给付报酬。 ［如果田地纠纷］ 没有经过判决，

［争议一方就］ 强行耕种的， ［所产］ 作物随着田地 ［一起］ 判给 ［胜

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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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６　 诸职田 ［一］， 三京 ［二］ 及大藩镇四十顷， 藩镇三十五顷，
防、 团州三十顷， 上、 中州二十顷， 下州 ［三］、 军 ［四］、 监 ［五］ 十

五顷， 边远小郡户少者一十顷， 上、 中、 下县 ［六］ 十顷至七顷为三等

给之。 给外有剩者， 均授。 州县兵马监临之官 ［七］ 及上佐录事、 司理

参军、 判司等， 其给剩田之数， 在州不得过幕职 ［八］， 在县不得过

簿、 尉。
【源流】 《唐六典》 卷三 《尚书户部》 “户部郎中员外郎” 条： “凡天

下诸州公廨田： 大都督府四十顷， 中都督府三十五顷， 下都督、 都护、 上

州各三十顷， 中州二十顷， 宫总监、 下州各十五顷， 上县十顷， 中县八

顷， 中下县六顷， 上牧监、 上镇各五顷， 下县及中牧、 下牧、 司竹监、 中

镇、 诸军折冲府各四顷， 诸冶监、 诸仓监、 下镇、 上关各三顷， 互市监、
诸屯监、 上戍、 中关及津各二顷 （津隶都水， 则不别给）， 下关一顷五十

亩， 中戍、 下戍、 岳、 渎各一顷。”①

《通典》 卷三五 《职官一七》 “职田公廨田” 条： “在外诸司公廨田，
亦各有差： 大都督府， 四十顷。 中都督府， 三十五顷。 下都督、 都护府、
上州， 各三十顷。 中州， 二十顷。 宫总监、 下州， 各十五顷。 上县， 十

顷。 中县， 八顷。 下县， 六顷。 上牧监、 上镇， 各五顷。 下县及中下牧、
司竹监、 中镇、 诸军、 折冲府， 各四顷。 诸冶监、 诸仓监、 下镇、 上关，
各三顷。 互市监、 诸屯监、 上戍、 中关及津， 各二顷 （其津隶都水使者，
不给）。 下关， 一顷五十亩。 中戍、 下戍、 岳、 渎， 各一顷。”②

《宋史》 卷一七二 《职官一二》 “职田” 条： “唐制， 内外官各给职

田， 五代以来遂废。 咸平中， 令馆阁检校故事， 申定其制， 以官庄及远年

逃亡田充。 悉免租税， 佃户以浮客充， 所得课租均分， 如乡原例。 州县长

吏给十之五， 自余差给。 其两京、 大藩府四十顷， 次藩镇三十五顷， 防

御、 团练州三十顷， 中、 上刺史州二十顷， 下州及军、 监十五顷， 边远小

州、 上县十顷， 中县八顷， 下县七顷， 转运使、 副十顷， 兵马都监押、 砦

主、 厘务官、 录事参军、 判司等， 比通判、 幕职之数而均给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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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
梁建国指出， “州县兵马监临之官” 应为 “州县兵马、 监临之官”；

“上佐录事、 司理参军” 应为 “上佐、 录事、 司理参军”； “给外有剩者，
均授。 州县兵马……” 应为 “给外有剩者， 均授州县兵马……”； 钞本原

文 “其给剩田之数类” 的 “数类” 二字均非衍文。① 读书班认为， 州县

“兵马” 与 “监临之官” 似不必断开， 其余从之。
【新录文】
诸职田， 三京及大藩镇四十顷， 藩镇三十五顷， 防、 团州三十顷， 上、

中州二十顷， 下州、 军、 监十五顷， 边远小郡户少者一十顷， 上、 中、 下县

十顷至七顷为三等给之。 给外有剩者， 均授州县兵马监临之官及上佐、 录事、
司理参军、 判司等， 其给剩田之数类， 在州不得过幕职， 在县不得过簿、 尉。

【注释】
［一］ 职田： 宋代职田， 唐代称为职分田， 是唐宋官方按照职事官品

配给在职官员一定数额的具有津贴性质的田地， 构成官员俸禄的一部分。
职田 “不是官吏的私田， 更代时需要交给继任的官吏”。② 关于唐代职田的

规定， 详见本令唐 ３３、 ３４ 条。 五代宋初， 职田被废， 宋真宗咸平二年

（９９９） 七月正式恢复职田制度。 但此时的职田是以官府为单位进行授田

的， 也就是本条令文所规定的情况， 表面上类似于唐代的公廨田 （参见本

令唐 ３２）， 实际仍与唐代职分田一脉相承。 这种方式直到宋仁宗庆历三年

（１０４３） 得以改变， 变成以职事官的职位为单位授田， 延续了唐制， 并相

应提高了给田的数量。 职田以官庄和远年逃亡田为来源， 采取租佃形式，
以地租收入作为官员俸禄的补充。

［二］ 三京： 宋初沿五代旧制， 以开封府 （今河南开封） 为东京， 河

南府 （今河南洛阳） 为西京。 宋真宗景德三年 （１００６） 二月， 升宋州 （今
河南商丘） 为应天府；③ 大中祥符七年 （１０１４）， 又升应天府为南京。④ 宋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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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庆历二年 （１０４２）， 升大名府 （今河北大名东北） 为北京。① 故天圣

年间的 “三京”， 指东京开封府， 西京河南府， 以及南京应天府。 而庆历

以后， 文献中的三京则指东京以外的其他三京。 如 “ （哲宗元祐） 三年

（１０８８） 八月二十八日， 录系囚， 杂犯死罪已下递降一等， 杖以下释之。

开封府界及三京准此”。②

［三］ 大藩镇、 藩镇、 防、 团州、 上、 中州、 下州： 宋承唐制， 州的

等级划分有两套标准。 一套根据唐代后期政局演变的结果， 将州分为六

等， 即都督州、 节度州、 观察州、 防御州、 团练州、 军事州。 各都督州设

都督府， 又分上都督府、 中都督府、 下都督府、 都督府四个等级， 宋初多

命亲王为都督、 大都督。 节度州有大小及境外之分， 迁转自境外始， 从小

镇、 次镇渐至大镇， “以移镇为恩宠”。 自太宗、 真宗时文臣知州成为制度

后， 节度等州诸使逐渐不赴本任， 这些州也相应变成武官迁转的凭借。 另

外， 由于唐后期以来观察使多由节度使兼任， 因而观察州使不存在的。 所

以， 本令中的 “大藩镇” “藩镇” 应对应于都督州、 节度州中的高等、 次

等州而言， 其等级均高于普通的刺史州。 另， 藩镇又称藩府， 前引 《宋

史》 卷一七二 《职官一二》 即称 “大藩府” “次藩镇”。 防、 团州即防御

州、 团练州之省称， 分别由防御使、 团练使掌管。 另一套则循唐朝前期之

制， 将州分为辅、 雄、 望、 紧、 上、 中、 下数等， 同时增加了中下州一

等， 成为八等之制。③

［四］ 军： 宋代在地势冲要、 户口少而不成州的地方设军， 与州平级。

军一级长吏称 “军使” 或 “知军事”。④

［五］ 监： 地方行政编制单位名。 宋代沿袭前代制度， 于矿冶、 铸钱、

煮盐之所置监。 但不同于前代的是， 宋代的监分为三等即同下州之监、 隶

州之监与隶县之监。 其中， 同下州之监使中级行政区。⑤ 监行政长官为知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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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 同时又有监使之名。①

［六］ 上、 中、 下县： 按照户口数划分出来的县的等级。 宋代县级政

区的等第， 基本沿用唐制。 其差别在于： 其一， 在赤、 畿、 望、 紧、 上、

中、 下等的基础上， 增中下一等， 共为八等； 其二， 较后周时划分的标准

有所提高， 每等递增千户， 除赤、 畿外， 以 “四千户以上为望， 三千户以

上为紧， 二千户以上为上， 千户以上为中， 不满千户为中下， 五百户以下

为下”； 其三， 望县、 紧县的划分也仅以户口多少为标准， 而不再按照

“地资美恶”。②

［七］ 州县兵马监临之官： 州县兵马都监押， 军职名。 兵马都监是北

宋派往各地统领分属三衙的禁兵的 “帅臣”， “有路分， 有州、 府、 军、

监， 有县、 镇， 有城、 寨、 关、 堡”，③ 其中 “州府以下都监， 皆掌其本城

屯驻、 兵甲、 训练、 差使之事， 资浅者为监押”。④ 此外， 监押只是在职称

上低于都监， 而在事权上其实没有什么差别。⑤

［八］ 监临之官： 《宋会要辑稿》 职官五八之三作 “监临文武职官”。⑥

监临乃所管或管辖之意。 盖特定机关内， 分四等官 （长官、 通判官、 判

官、 主典）， 地位高者监临地位较卑者。 唐代监临官分为州 （包括都督

府）、 县、 镇、 戍、 折冲府及其他机关。 此等机关系地方官署， 直接与人

民 （百姓及征召之兵卒） 接触， 故其判官以上， 不但对其部署， 且对百姓

亦常为监临。 唯州、 县， 与镇、 戍及折冲府又有区别， 对被监临人之家

口， 限于犯奸及取财， 始得为监临。 反之， 州、 县则管一般百姓。⑦

［九］ 幕职： 宋代的幕职官， 源于唐朝藩镇节度使、 观察使府自辟僚

佐， 如节度副使、 行军司马、 判官、 掌书记、 参谋、 推官、 衙推等， 观察

副使、 支使、 判官、 掌书记、 推官、 巡官、 衙推、 随军、 要籍、 进奏官

等。 总称 “幕府” 或 “职掌” “职员” “使府执事”。 至宋， 所存正员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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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幕职官为签判官， 留守推判官， 节、 察推、 判官， 节度掌书记， 观察支

使及防御、 团练、 军事 （刺史）、 军、 监判官， 防御、 团练、 军事推官等，

但已非诸使属官， “虽冒以节度推官、 观察推官、 判官、 书记、 支使等命，

而实则郡僚耳”。①

【翻译】

职田 ［的配给标准是］， 三京及大藩镇四十顷， 藩镇三十五顷， 防御

州、 团练州三十顷， 上州、 中州二十顷， 下州、 军、 监十五顷， 边远地区

户口少的小郡十顷， 上县、 中县、 下县 ［按］ 十顷至七顷三个等级配给。

［如果］ 配给之外有剩余的， 平均配授给州县掌管兵马的官员及上佐、 录

事参军、 司理参军、 判司②等。 配授剩余土地的数量， 在州 ［一级任职者］

不得超过幕职官， 在县 ［一级任职者］ 不得超过主簿、 县尉。

宋 ７　 诸职分陆田 （桑柘、 绵绢等目） 限三月三十日， 稻田限四月三十

日。 以前上者， 并入后人； 以后上者， 入前人。 其麦田以九月三十日为

限。 若前人自耕未种， 后人酬其功直； 已自种者， 准租分法 ［一］。 其限

有月闰者， 只以所附月为限， 不得更理闰月。 若非次移任， 已施功力， 交

与见官者， 见官亦酬功直， 同官 ［二］ 均分如法。 若罪犯不至、 去官，

［１］ 虽在禁， 其田并同见任； 去官者， 同阙官例。 或本官暂出即还者， 其

权署之人不在分给。

【源流】

《通典》 卷二 《食货二·田制下》： “诸职分陆田限三月三十日， 稻

田限四月三十日， 以前上者并入后人， 以后上者入前人。 其麦田以九月

三十日为限。 若前人自耕未种， 后人酬其功直； 已自种者， 准租分法。

其价六斗以下者， 依旧定； 以上者， 不得过六斗。 并取情愿， 不得

抑配。”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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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

［１］ 若罪犯不至、 去官： 这句令文涉及犯罪官员的职田收获该如何分

配的两种情况， 一是 “其田并同见任”， 一是 “同阙官例”。 后者针对的情

况是 “去官”， 由此推测前者应指 “不去官” 的情况。 如此， 前句应断为

“若罪犯不至去官， 虽在禁”， 意思是官员所犯之罪尚未达到需要免官的程

度， 此时 “其田并同见任”。

【新录文】

诸职分陆田 （桑柘、 绵绢等目） 限三月三十日， 稻田限四月三十日。 以

前上者， 并入后人； 以后上者， 入前人。 其麦田以九月三十日为限。 若前

人自耕未种， 后人酬其功直； 已自种者， 准租分法。 其限有月闰者， 只以

所附月为限， 不得更理闰月。 若非次移任， 已施功力， 交与见官者， 见官

亦酬功直， 同官均分如法。 若罪犯不至去官， 虽在禁， 其田并同见任； 去

官者， 同阙官例。 或本官暂出即还者， 其权署之人不在分给。

【注释】

［一］ 租分法： 佃农因耕种职田而须缴纳的农作物的数量标准， 如

“ （开元） 十九年四月敕： 天下诸州县并府镇戍官等职田顷亩籍帐， 仍依允

租价对定， 无过六斗； 地不毛者， 亩给二斗”。① 这是唐代的租分标准。 按

照上述 《通典》 的规定， 后上者酬前人功直， 是按照六斗以上和六斗以下

的两种标准。

［二］ 同官： 同时任相同职务的官员。 如 《旧唐书》 卷一九○中 《富

嘉谟传》 载： “长安中， 累转晋阳尉， 与新安吴少微友善， 同官”；② 《旧

五代史》 卷四七 《豆卢革传》 载： “又革、 （韦） 说之子俱授拾遗， 父子

同官， 为人所刺， 遂改授员外郎”；③ 《宋史》 卷二六三 《窦偁传》 载：

“偁在泾州， 与丁颢同官。”④ 据前条令文， 北宋此时的职田是以官府为单

位授田， 其中所设的岗位， 很可能不是由一个人担任， 而是出现 “同官”

的情况， 所以这种职田， 不一定是专给一个人的， 故有 “同官均分”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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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 王溥： 《唐会要》 卷九二 《内外官职田》，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６， 第 １９８０ 页。
（后晋） 刘昫等： 《旧唐书》，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第 ５０１３ 页。
（宋） 薛居正： 《旧五代史》，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６， 第 ８８３ 页。
《宋史》， 第 ９０９８ 页。



之说。

【翻译】

职分 ［田中的］ 陆田 （ ［出产］ 桑柘、 绵绢之类的作物和产品） 限三月三

十日 ［交接］， 稻田限四月三十日 ［交接］。 ［在上述时限］ 以前上任的，

［职田收入］ 都给后任官； 以后上任的， 给前任官。 麦田以九月三十日为

期限。 如果前任官自己耕作 ［而］ 没有种植 ［作物］， 后任官 ［就要］ 按

工值给付前任官报酬； ［如果前任官］ 已经自己种植 ［了作物］， ［后任官

就要］ 按照租分法 ［规定的比例进行补偿］。 ［如果交接］ 期限遇到闰月，

只以 ［闰月］ 所附的月份为期限， 不得再计算闰月。 如果 ［前任官］ 是非

正常调任， ［以致现任官在规定时限以前上任］， ［前任官］ 已花费精力

［耕种职田］， ［再］ 交给现任官的， 现任官也要按工值给付报酬， ［同时担

任］ 相同官职 ［的官员］ 依 ［租分］ 法均分。 如果 ［前任官］ 犯罪 ［但］

不至免官， 虽然在监禁 ［中］， ［所享有的］ 职田都和在任相同； 免官的，

［就］ 与 ［处理］ 阙官的情况相同。 如果本官暂时外出不久就回来的， 代

为署理的人不予配给。

右并因旧文， 以新制参定。

【翻译】

以上令文均是在旧文基础上， 参考新制度而修定。

唐 １　 诸丁男 ［一］ 给永业田 ［二］ 二十亩， 口分田 ［三］ 八十亩。

其中男 ［四］ 年十八以上， 亦依丁男给。 老男 ［五］、 笃疾、 废疾 ［六］

各给口分田四十亩， 寡妻妾 ［七］ 各给口分田三十亩。 先有永业者通充口

分之数 ［八］。

【注释】

［一］ 丁男： 已达到服役年龄的成年男子。 在唐代， 丁男既是均田制

下的主要受田对象， 也是租庸调制下租税劳役等的主要承担者。 《通典》

卷七 《食货七·丁中》 载：

大唐武德七年 （６２４） 定令， 男女始生为黄， 四岁为小， 十六为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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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二十一为丁， 六十为老。
神龙元年 （７０５）， 韦皇后求媚于人， 上表， 请天下百姓年二十二

成丁， 五十八免役， 制从之。 韦庶人诛后， 复旧。
玄宗天宝三载 （７４４） 十二月制， 自今以后， 百姓宜以十八以上

为中男， 二十三以上成丁。
广德元年 （７６３） 制， 天下 “百姓二十五成丁， 五十五入老。”①

可以看出， 丁男年龄经历了 ２１ ～ ５９ 岁、 ２２ ～ ５７ 岁、 ２１ ～ ５９ 岁、 ２３ ～
５７ 岁、 ２５ ～ ５４ 岁五个阶段， 成丁年龄基本呈增加趋势， 而丁的年限范围呈

缩短趋势。 建中元年 （７８０） 随着两税法的实行， 丁中制不再受重视。
［二］ 永业田： 受田者可以永久耕种并可世袭或变卖、 不须还公的土

地。 按授予对象不同分为官员永业田和平民永业田两类。
［三］ 口分田： 受田者仅可使用但不能世袭及变卖、 死后须还公的

土地。
［四］ 中男： 未成丁的男子。 唐代成中的年龄呈增长趋势， 武德七年

规定 １６ ～ ２０ 岁为中男， 神龙元年至景云元年为 １６ ～２１ 岁， 天宝三载为 １８ ～
２２ 岁， 广德元年为 １８ ～ ２４ 岁。

［五］ 老男： 年老男性， 不承担赋役差科。 唐代入老年龄呈下降趋势，
武德七年规定 ６０ 岁以上为老男， 神龙元年至景云元年为 ５８ 岁以上， 广德

元年为 ５５ 岁以上。
［六］ 笃疾、 废疾： 唐代按照身体损伤的严重程度分为残疾、 废疾和

笃疾三等， 《白氏六帖事类集》 卷九 《三疾令》 引 《户令》 载： “诸一目

盲、 两耳聋、 手无二指、 足无大拇指、 秃疮无发、 久漏下重、 大瘿肿之

类， 皆为残疾。 痴痖、 侏儒、 腰折、 一枝废， 如此之类， 皆为废疾。 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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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通典》， 第 １５５ ～ １５６ 页。 “武德七年”， 《册府元龟》 卷四八六 《邦计部·户籍》 ［ （宋）
王钦若等撰，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第 ５８０９ 页］ 作 “武德六年”； “请天下百姓年二十二成

丁， 五十八免役”， 《册府元龟》 卷四八六 《邦计部·户籍》 “八” 作 “九” （第 ５８１０
页）， 《旧唐书》 卷五一 《韦庶人传》 （第 ２１７２ 页）、 《新唐书》 卷七六 《韦皇后传》
［ （宋） 欧阳修、 宋祁撰，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第 ３４８７ 页］、 《通鉴》 卷二○八 “唐中宗神

龙元年五月” ［ （宋） 司马光撰，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６， 第 ６５９３ 页］ “二” 作 “三”， “八”
作 “九”。



狂、 两枝废、 两目盲， 如此之类， 皆为笃疾。”①

［七］ 寡妻妾： 丈夫死亡的妻妾。 《通典》 卷七 《食货七》 引开元二

十五年 《户令》 载： “无夫者为寡妻妾。”②

［八］ 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 此处的 “口分” 并非 “口分田”，

而是指一口应授之田， 或户内各受田口应授之田。 本户应授田口永业田不

足额， 则以继承的永业田充作永业田数； 如永业田足额， 剩余的部分则充

作口分田数。③

【翻译】

丁男授给永业田二十亩， 口分田八十亩。 中男年纪 ［在］ 十八岁以

上， 也按照丁男 ［的标准］ 给 ［田］。 老男、 笃疾、 废疾分别授给口分田

四十亩， 寡妻妾分别授给口分田三十亩。 原本拥有永业田的， 全部充抵为

家口应授田的数目。

唐 ２　 诸黄、 小 ［一］、 中男女及老男、 笃疾、 废疾、 寡妻妾当户者

［二］， 各给永业田二十亩、 口分田三十亩。

【注释】

［一］ 黄、 小： 武德七年规定： “男女始生为黄， 四岁为小”，④ １ ～ ３

岁为黄， 因中男起始年龄有 １６ 岁与 １８ 岁之分， 故小的年龄也有 ４ ～ １５ 岁

与 ４ ～ １７ 岁之分。

［二］ 当户者： 黄、 小、 中男女当户者均给田， 按道理丁女也应当给

田。 罗彤华指出敦煌籍中并无 “丁女” 一词， 丁年女户主改以 “中女” 身

份给田； 吐鲁番籍虽然有 “丁女” 的称谓， 但若作为户主， 则与中女、 寡

等统以 “大女” 名义给田。 从唐人法定婚龄低、 鼓励婚嫁以及前期民间早

婚的习俗看， ２１ 岁以上的女性未婚且又当户的情形当非常罕见， 不为例外

立法， 或许是政策制定者的原则。 但在实际操作中， 当地方政府一旦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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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唐） 白居易： 《白氏六帖事类集》 （帖册三），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７， 第 ３８ 页。
《通典》， 第 １５５ 页。
参见宁可主编 《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经济卷》， 经济日报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２０９ ～
２１０ 页。
《通典》 卷七 《食货七·丁中》， 第 １５５ 页。



丁年女户主时， 只好采用各种变通手段， 或鱼目混珠的方法， 将丁年女性

户主隐藏入中女户主或户主大女中， 以维持当户者的公平权益。①

【翻译】

黄 ［男、 黄女］、 小 ［男、 小女］、 中男、 ［中］ 女以及老男、 笃疾、

废疾、 寡妻妾作为户主的， 分别授给永业田二十亩、 口分田三十亩。

唐 ３　 诸给田， 宽乡并依前条， 若狭乡 ［一］ 新受者， 减宽乡口分之

半。

【注释】

［一］ 宽乡、 狭乡： 根据各乡田地数能否足以配给每个受田者来界定

宽乡与狭乡， 如 《天圣令·田令》 唐 １３ 载： “诸州县界内所部受田， 悉足

者为宽乡， 不足者为狭乡。”

【翻译】

授给田地， ［如果在］ 宽乡都依照前 ［两］ 条 ［的规定］， 如果是狭

乡的新受田人， 减少宽乡口分田的一半。

唐 ４　 诸给口分田者， 易田 ［一］ 则倍给。 （宽乡三易以上者， 仍依

乡法 ［二］ 易给。②）

【注释】

［一］ 易田： 实行轮耕或休耕制的土地， 以此种做法恢复地力。 《周

礼》 卷一○ 《大司徒》 载： “不易之地家百畮， 一易之地家二百畮， 再易

之地家三百畮”， 郑司农云： “不易之地岁种之， 地美， 故家百畮。 一易之

地休一岁乃复种， 地薄， 故家二百畮。 再易之地休二岁乃复种， 故家三百

畮。”③ 《汉书》 卷二四上 《食货志》 载： “民受田， 上田夫百畮， 中田夫

８８２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第十一辑】 　

①

②

③

罗彤华： 《丁女当户给田吗？ ———以唐 〈田令〉 “当户给田” 条为中心》， 刘后滨、 荣新

江主编 《唐研究》 第 １４ 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１３９ ～ １５４ 页。
“易给”， 文义难解， 王永兴据 《魏书》 卷一一○ 《食货志》 “三易之田再倍之” ［ （北
齐） 魏收撰，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第 ２８５３ 页］ 认为应作 “再倍给”， 参见王永兴 《唐田令

研究———从田令和敦煌文书看唐代土地制度中几个问题》， 《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

文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１， 第 １７７ 页。 此处暂存疑。
李学勤主编 《周礼注疏》，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第 ２５７ 页。



二百畮， 下田夫三百畮。 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 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 休

二岁者为再易下田， 三岁更耕之， 自爰其处。”① 此条令文中的 “易田” 指

两年一耕。 《令集解》 卷一二 《田令》 “口分” 条注解： “谓： 易田者， 其

地薄塉， 隔岁耕种也。”②

［二］ 乡法： 各地根据本处风土而形成的习惯法。
【翻译】
授给口分田的， ［如果是］ 易田则加倍授给。 （ ［如果在］ 宽乡有三年

以上一轮耕的 ［口分田］， 仍然依照当地的习惯法授给。）

唐 ５　 诸永业田， 亲王一百顷， 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 郡王及职事官

从一品各五十顷， 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 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

三十五顷， 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 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 侯若

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 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各十一顷， 子若职事官正五品

各八顷， 男若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 六品、 七品各二顷五十亩， 八品、 九

品各二顷。 上柱国三十顷， 柱国二十五顷， 上护军二十顷， 护军十五顷，
上轻车都尉一十顷， 轻车都尉七顷， 上骑都尉六顷， 骑都尉四顷， 骁骑

尉、 飞骑尉各八十亩， 云骑尉、 武骑尉各六十亩。 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

给。 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 唯从多， 不并给。 若当家口分之外， 先有地

［一］ 非狭乡者， 并即回受， 有剩追收， 不足者更给。
【注释】
［一］ 先有地： 计口所受的永业田、 口分田以及父祖永业田以外田地，

即籍外剩田之类。③

【翻译】
永业田 ［的给授］， 亲王一百顷， 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 郡王以及职

事官从一品各给五十顷， 国公以及职事官正二品各给四十顷， 郡公以及职

事官从二品各给三十五顷， 县公以及职事官正三品各给二十五顷， 职事官

从三品二十顷， 县侯以及职事官正四品各给十四顷， 县伯以及职事官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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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 《汉书》，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４， 第 １１１９ 页。
〔日〕 黑板勝美编辑 《令集解》， 吉川弘文館， １９８１， 第 ３４８ 页。
汪篯： 《唐田令试释》， 氏著 《汉唐史论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第 １６１ ～ １６２ 页。



品各给十一顷， 县子以及职事官正五品各给八顷， 县男以及职事官从五品

各给五顷， ［职事官］ 六品、 七品各给二顷五十亩， ［职事官］ 八品、 九品

各给二顷。 上柱国三十顷， 柱国二十五顷， 上护军二十顷， 护军十五顷，

上轻车都尉一十顷， 轻车都尉七顷， 上骑都尉六顷， 骑都尉四顷， 骁骑

尉、 飞骑尉各给八十亩， 云骑尉、 武骑尉各给六十亩。 散官五品以上等同

［同级］ 职事官授给 ［永业田］。 兼有官品、 爵位和勋位， 都应授给 ［永业

田］ 的， 只是根据 ［其中］ 最多 ［的一项标准］ 授给， 不是 ［累加之后］

都给。 如果该户在应授之田以外， 原先所拥有的田地不在狭乡的， 都转授

［给家内子孙充当永业田］， 有剩余的 ［由官府］ 收回， 不足的另外再给。

唐 ６　 诸永业田， 皆传子孙， 不在收授之限。 即子孙犯除名 ［一］ 者，

所承之地亦不追。

【注释】

［一］ 除名： 削除官员的在身官爵， 恢复本来的出身， 是对官员犯罪

的一种惩罚方式。 《唐令拾遗》 卷一一 《选举令》 “官人犯除名限满叙法”

条载： “诸官人犯除名， 限满应叙者， 文武三品以上奏闻听敕， 正四品于

从七品下叙， 从四品于正八品上叙， 正五品于正八品下叙， 从五品于从八

品上叙， 六品、 七品并于从九品上叙， 八品、 九品并于从九品下叙。 若有

出身品高于此法者， 仍从高 （出身， 谓藉荫及秀才、 明经之类）。”① 又同

书卷一六 《军防令》 “勋官除名限满应叙” 条载： “诸勋官犯除名， 限满应

叙者， 二品于骁骑尉叙， 三品于飞骑尉叙， 四品于云骑尉叙， 五品以下于

武骑尉叙。”②

【翻译】

永业田都传给子孙， 不在收回另授 ［他人］ 的范围之内。 即使子孙

［因］ 犯 ［罪而］ 除名的， 所继承的土地也不追回。

唐 ７　 诸五品以上永业田， 皆不得于狭乡受， 任于宽乡隔越 ［一］ 射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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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无主荒地充。 （即买荫赐田 ［三］ 充者， 虽狭乡亦听。） 其六品以下永业

田， 即听本乡取还公田充， 愿于宽乡取者亦听。

【注释】

［一］ 隔越： 跨境。 《令集解》 卷一二 《田令》 “从近便” 条引 《古

记》 载： “不得隔越， 谓此郡人给彼郡， 彼郡人给此郡， 不合也。”①

［二］ 射： 指物而取。 此条令文的射即请射， 指定地段地点的请授。②

［三］ 荫赐田： 包括荫田与赐田两种。 《令集解》 卷一二 《田令》 “赐

田” 条载： “凡别敕赐人田者， 名赐田。”③ 赐田是指明赐予某人的一类特

殊土地， 不在均田制规定的占田数额内。 官人永业田、 勋田、 赐田等， 俟

应受人身死， 为子孙所继承， 即为荫田。④

【翻译】

五品以上 ［官员的］ 永业田， 都不能在狭乡领受， 听任 ［他们在］ 宽

乡跨境请授没有主人的荒地来充当。 （如果是买荫田、 赐田来充当的， 即使是

［在］ 狭乡也允许。） 六品以下 ［官员的］ 永业田， 就听由本乡选取归还公家

的田地充当， 自愿在宽乡选取 ［田地］ 的也允许。

唐 ８　 诸应赐人田， 非指的处所者， 不得于狭乡给。

【翻译】

应该赏赐给人的田地， ［如果］ 不是指定明确处所的， 不能在狭乡给

［田］。

唐 ９　 诸应给永业人， 若官爵之内有解免者， 从所解者追。 （即解免

不尽者， 随所降品追。） 其除名者， 依口分例给， 自外及有赐田者并追。

若当家之内有官爵及少口分应受者， 并听回给， 有剩追收， 不足更

给。 　

１９２

《天圣令·田令》 译注稿

①
②

③
④

〔日〕 黑板勝美编辑 《令集解》， 第 ３６１ 页。
王永兴： 《关于唐代均田制中给田问题的探讨———读大谷欠田、 退田、 给田文书札记》，
参见氏著 《陈门问学丛稿》， 江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第 ２４３ 页。
〔日〕 黑板勝美编辑 《令集解》， 第 ３５６ 页。
参见汪篯 《唐田令试释》， 第 １６３ 页。



【翻译】

应该授给 ［官品］ 永业田的人， 如果官爵之内有被解任、 免官的，

依据解 ［免］ 的官职收回 ［永业田］。 （如果没有被解或被免全部 ［官职］

的， 根据所降级的品阶收回。） 被除名的， 按照 ［一般百姓］ 应授份额给

田， 除此之外 ［的田地］ 以及赐田都要收回。 如果本家之内 ［其他成

员］ 拥有官爵或授田份额不足的 ［而］ 应该授给的， 都允许 ［把上述收

回的田地再次］ 回授给 ［这家人］， ［假如］ 有剩余 ［就］ 收回， 不足

就再补给。

唐 １０　 诸因官爵应得永业， 未请及请未足而身亡者， 子孙不合追请。

【翻译】

因为 ［有］ 官爵 ［而］ 应该获得永业田， 尚未请授以及 ［已］ 请授

［但］ 没有授足就死亡的， ［他的］ 子孙不能追加请授。

唐 １１　 诸袭爵者， 唯得承父祖永业， 不合别请。 若父祖未请及请未足

而身亡者， 减始受封者之半给。

【翻译】

袭爵的人， 只能继承父祖的永业田， 不能另外请授 ［其他的永业田］。

如果父祖没有请授以及 ［已］ 请授 ［但］ 没有授足就死亡的， 减去最初受

封爵的人 ［所应授田］ 的一半授给 ［袭爵的人］。

唐 １２　 诸请永业者， 并于本贯 ［一］ 陈牒， 勘验告身， 并检籍知欠。

然后录牒管地州， 检勘给讫， 具录顷亩四至 ［二］， 报本贯上籍， 仍各申

省计会附簿。 其有先于宽乡借得无主荒地者， 亦听回给。

【注释】

［一］ 本贯： 原籍所在地。

［二］ 四至： 耕地东西南北四周跟别的耕地划分的界限。①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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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请授永业田的， 都在原籍所在地申送牒文， 核实查验告身， 同时检查

簿籍， 了解 ［永业田］ 不足 ［的情况］， 然后抄录到牒文上， 送呈所在地

的州， 检查核实后给田， 给田完毕， 详细记录土地面积、 四至， 报送原籍

所在地 ［官司］ 登记到户籍上， 仍然分别申报尚书省核算、 记入簿册。

［如果］ 有先前在宽乡借得无主荒地的， 也允许回充 ［应授的永业田］。

唐 １３　 诸州县界内所部受田， 悉足者为宽乡， 不足者为狭乡。

【翻译】

州县境内所管辖的受田 ［数量］， 完全充足的是宽乡， 不足的是狭乡。

唐 １４　 诸狭乡田不足者， 听于宽乡遥授 ［一］。

【翻译】

狭乡田地不足的， 允许从宽乡跨境授田。

唐 １５　 诸流内九品以上口分田， 虽老不在追收之限， 听终其身。 其非

品官年六十以上， 仍为官事驱使者， 口分亦不追减， 停私 ［一］ 之后， 依

例追收。

【注释】

［一］ 停私： 官员去职后在家闲居。 《新唐书》 卷五五 《食货志》 载：

“流内九品以上口分田终其身， 六十以上停私乃收。”①

【翻译】

流内九品以上 ［官员的］ 口分田， 即使到老年也不在收回的范围， 允

许 ［保留到］ 本人去世。 不在品级内的官吏， ［虽然］ 年纪在六十岁以上，

仍然因官府之事而被驱遣任用的， 口分田也不收回或减少， 停职闲居之

后， 按照规定收回。

唐 １６　 诸应给园宅地者， 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 每三口加一亩； 贱口

３９２

《天圣令·田令》 译注稿

① 《新唐书》， 第 １３９４ 页。



［一］ 五口给一亩， 每五口加一亩， 并不入永业、 口分之限。 其京城及州

县郭下园宅地， 不在此例。

【注释】

［一］ 贱口： 贱人人口， 与良口相对。 唐代从法律上严格区分良人和

贱人。 贱人指包括奴婢、 部曲、 杂户、 官户等不具备人身自由、 具有强烈

人身依附特性的阶层， 其身份具有世袭性。① 良人则指身份并非贱人、 相

对自由的平民百姓， 良口即良人人口。

【翻译】

应该授给园宅地的， 良人三口以下给一亩， 每 ［增加］ 三口加给

一亩； 贱人五口给一亩， 每 ［增加］ 五口加给一亩， ［园宅地］ 全都不

在永业田、 口分田的范围内。 京城及州县城郭下的园宅地， 不适用这一

规定。

唐 １７　 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 听卖永业田。 即流移者亦如

之。 ［１］ 乐迁就宽乡者， 并听卖口分田。 （卖充住宅、 邸店 ［一］、 碾磑 ［二］

者， 虽非乐迁， 亦听私卖。）

【注释】

［一］ 邸店： 用作货仓、 商铺、 客舍等的商业设施。 《唐律疏议》 卷四

《名例律》 “平赃” 条载： “邸店者， 居物之处为邸， 沽卖之所为店。”②

［二］ 碾硙： 利用水力的石磨加工作坊， 也包括附属营利设施、 场地

等。 《唐律疏议》 中常将其与邸店、 庄宅、 车船等归为一类。③

【翻译】

庶民死亡 ［后因］ 家贫无法负担丧葬 ［费用］ 的， 允许出卖永业田。

服流刑、 移乡的人也一样。 自愿移居到宽乡的， 都允许出卖口分田。 （出卖

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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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九州大学文学部東洋史研究室刊， １９６８； 〔日〕 日野開三郎 《続唐代邸店の研究》，
九州大学文学部東洋史研究室刊， 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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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四卷，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２， 第 ３５８ ～ ３７７ 页。



［口分田］ 充作住宅、 邸店、 碾硙的， 即使不是自愿移居的， 也允许自行出卖。）

唐 １８　 诸买地者， 不得过本制。 虽居狭乡， 亦听依宽乡制。 其卖者不

得更请。 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 年终彼此除附。 若无文牒辄卖买

者， 财没不追， 地还本主。

【翻译】

买地， 不得超过原来授田的法定额度。 虽然居住在狭乡， 也允许按照

宽乡的规定 ［执行］。 卖地的人不得再次请授。 卖买田地都必须通过所属

官司申牒， 年终时删除或登记 ［卖买］ 双方 ［的所有权记录］。 如果没有

文牒就卖买田地的， ［买地者所付］ 财物不予追回，① ［所买卖的土地］ 归

还原来的主人。

唐 １９　 诸以工商为业者 ［一］， 永业、 口分田各减半给之。 在狭乡者

并不给。

【注释】

［一］ 工商为业者： 功作贸易和屠沽兴贩之人， 指出售家庭手工产品

和以商贸贩易为业的人。 《唐六典》 卷三 《尚书户部》 “户部郎中员外郎”

条载： “凡习学文武者为士， 肆力耕桑者为农， 功作贸易者为工， 屠沽兴

贩者为商。 （工商皆谓家专其业以求利者； 其织纴、 组紃之类， 非也。）

工、 商之家不得预于士， 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②

【翻译】

以工、 商为业的人， 永业田、 口分田分别减半给授。 在狭乡的都

不给。

唐 ２０　 诸因王事 ［一］ 没落外藩 ［二］ 不还， 有亲属同居 ［三］ 者，

其身分之地 ［四］ 六年乃追， 身还之日随便先给。 即身死王事者， 其子孙

５９２

《天圣令·田令》 译注稿

①

②

赵晶认为， “财没不追” 是指买田的价金保留在卖方手中、 不再返回给买方， 参见氏著

《唐代律令用语的规范内涵———以 “财没不追， 地还本主” 为考察对象》， 《政法论坛》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 第 ３７ ～ ５０ 页。
《唐六典》， 第 ７４ 页。



虽未成丁， 身分之地勿追。 其因战伤入笃疾、 废疾者， 亦不追减， 听终

其身。

【注释】

［一］ 王事： 王命差遣的公事， 如朝聘、 会盟、 征伐等王朝大事。 渡

边信一郎认为王事主要是指与王命相关的军事和战争， 并引 《春秋左氏

传》 “僖公四年” 条： “秋， 伐陈， 讨不忠也。 许穆公卒于师， 葬之以侯，

礼也。 凡诸侯薨于朝会， 加一等， 死王事， 加二等， 于是有以衮葬。”① 但

王事的范围恐怕不应只指军事和战争， 据 《礼记·丧大记》 载： “君言王

事， 不言国事。” 孙希旦对此集解云： “愚谓王事， 谓朝聘、 会盟、 征伐之

事， 施于境外， 以藩辅天子者也。”②

［二］ 没落外藩： 遭遇抄掠与天灾等意外而流落外国。 《令义解》 卷二

《户令》 “没落外藩” 条注载： “谓没者， 被抄掠也； 落者， 遭风波而流落

也。”③

［三］ 亲属同居： 亲戚共同居住且共有财产。 《唐律疏议》 卷一六 《擅

兴律》 “征人冒名相代” 条载： “称同居亲属者， 谓同居共财者。”④

［四］ 身分之地： 口分田。 张中秋、 渡边信一郎都认为 “身分之地”

应当包含永业田和口分田。⑤ 但据 《天圣令·田令》 唐 ６ 载： “诸永业田，

皆传子孙， 不在收授之限”； 又据唐 ２３ 所载， 除非户内死绝， 否则永业田

是不会被退还的。⑥ 所以 “身分之地” 既然能够被追还， 其中是否还包含

永业田， 暂且存疑。

【翻译】

由于王事而没落外藩不能回国， ［但］ 有亲属同居的， 他的身分之地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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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 渡辺信一郎： 《北宋天聖令による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令の復原並びに訳注》， 第

６５ 页。
（清） 孙希旦： 《礼记集解》 卷四四， 沈啸寰、 王星贤点校，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第 １１７１
页。
〔日〕 黑板勝美编辑 《令义解》， 吉川弘文館， ２０００， 第 ９５ 页。
《唐律疏议》， 第 ３０３ 页。
张中秋： 《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１４１ 页； 〔日〕 渡辺信一郎：
《北宋天聖令による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令の復原並びに訳注》， 第 ６５ 页。
有关 《田令》 唐 ２３ 的理解问题， 可参见戴建国 《唐 〈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 研究》，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 第 ４３ ～ ４４ 页。



六年后才收回， 本人回国时听其方便优先给授。 假如死于王事的， 他的子

孙虽然没有成丁， 身分之地 ［也］ 不用收回。 由于战争受伤而成为笃疾、

废疾的人， 也不用收回或减少 ［他的身分之地］， 允许他们终身拥有。

唐 ２１　 诸田不得贴赁 ［一］ 及质， 违者财没不追， 地还本主。 若从远

役外任， 无人守业者， 听贴赁及质。 其官人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贴赁、 质

者， 不在禁限。

【注释】

［一］ 贴赁： 出佃田地以获取财物。 《玉篇》 卷二五 “贴， 以物取钱”

和 “赁， 借庸也”， 渡边信一郎据此认为本令中 “贴” 是出借物品以获取

财物， “赁” 是给付财物来雇佣劳力， 因此 “贴赁” 应该是指出借土地，

让佃农耕种， 从而获取财物。

【翻译】

田地不能出佃和抵押， 违反的， 财物不予追还， 田地归还原来的主

人。 如果在远方服役、 去外地赴任， 没有人看守家业的， ［田地］ 允许出

佃和抵押。 官员的永业田和赐田想要出卖和出佃、 抵押的， 不在禁止的范

围内。

唐 ２２　 诸给口分田， 务从便近， 不得隔越 ［一］。 若因州县改隶， 地

入他境， 及犬牙相接者， 听依旧受。 其城居之人， 本县无田者， 听隔

县受。

【翻译】

给口分田， 务必依从便利邻近 ［的原则］， 不能跨境 ［给授］。 如果因

为州县改换隶属， 田地并入其他地界， 以及有犬牙交错的情况， 允许依照

原来的情况领受 ［田地］。 在城内居住的人， 本县没有田地 ［可以给授］

的， 允许从邻近的县领受。

唐 ２３　 诸以身死应退永业、 口分地者， 若户头限二年追， 户内口限一

年追。 如死在春季者， 即以死年统入限内； 死在夏季以后者， 听计后年为

始。 其绝后无人供祭及女户 ［一］ 死者， 皆当年追。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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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因为死亡而应该退还永业、 口分地的， 如果 ［死者是］ 户主 ［则］ 限

定二年收回， ［如果是］ 户内人口 ［则］ 限定一年收回。 如果死在春季的，

那就把死亡的年份统计入 ［始收］ 年限之内； 死在夏季以后的， 允许把下

一年计为 ［年限的］ 开始。 ［如果］ 绝后没有人祭祀以及女户死亡的， ［田

地］ 都在当年收回。

唐 ２４　 诸应还公田， 皆令主自量为一段退 ［一］， 不得零叠割退。 先

有零者听。 其应追者， 皆待至收授时， 然后追收。

【注释】

［一］ 为一段退： 将一处完整的田地退还。 《令集解》 卷一二 《田令》

“还公田” 条载： “ 《古记》 云， ‘为一段退’， 谓一处令为一段。 出彼此恶

处， 取集而为段退者， 不合也。” 渡边信一郎据此认为这是指退还原来就

在同一区域范围内的田地。①

【翻译】

应该退还公家的田地， 都要求户主自行丈量出一处 ［田地］ 退还， 不

能将田地零散叠加、 分割 ［之后］ 退还。 ［如果］ 先前就是零散的， 允许

［按原样退还］。 应该收回的 ［田地］， 都要等到 ［每年法定］ 收授的时

间， 然后 ［才能］ 收回。

唐 ２５　 诸应收授之田， 每年起十月一日， 里正豫校勘造簿 ［一］。 至

十一月一日， 县令总集应退应授之人， 对共给授。 十二月三十日内使讫。

符下案记， 不得辄自请射。 其退田户内， 有合进受者， 虽不课役， 先听自

取， 有余收授。 乡有余， 授比乡； 县有余， 申州给比县； 州有余， 附帐申

省， 量给比近之州。

【注释】

［一］ 校勘造簿： 核对勘查相应的情况， 并制作帐簿。 西村元佑认为，

８９２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第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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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正首先制作退田文书， 接着再制作欠田文书， 然后将退田文书的地段抄

为给田文书， 最后由县令批准， 将所退土地授予受田者。①

【翻译】
应该收回和授给的田地， 每年从十月一日起， 里正预先核对勘查 ［相

应的情况］、 制作帐簿。 到十一月一日， 县令召集 ［所有］ 应该退还和应

该授给 ［田地］ 的人， 面对面地共同给授 ［田地］。 十二月三十日以前完

成 ［收授］， 符文下达 ［后］ 登记备案， 不能擅自请授指定 ［的田地］。
在退还田地的户内， ［如］ 有应领受 ［田地］ 的人， 虽然不承担课役，
［也］ 优先允许 ［他］ 自行取回 ［本户内所退的田地］， 有剩余 ［则］ 收

回再授 ［给他人］。 乡有剩余 ［的田地］， 授给邻近的乡； 县有剩余 ［的田

地］， 申报州 ［后］ 授给邻近的县； 州有剩余 ［的田地］， 附记在帐簿上申

报尚书省， 根据情况拨给邻近的州。

唐 ２６　 诸授田， 先课役后不课役， 先无后少， 先贫后富。
【翻译】
给授田地， 先 ［给］ 负担课役 ［的人］， 后 ［给］ 不负担课役 ［的

人］； 先 ［给］ 没有 ［田地的人］， 后 ［给之前］ 少 ［给田地的人］； 先

［给］ 贫穷 ［的人］， 后 ［给］ 富裕 ［的人］。

唐 ２７ 　 诸田有交错， 两主求换者， 诣本部申牒， 判听 ［１］ 手实

［一］， 以次除附。
【校勘】
［１］ “判听手实， 以次除附”， 应断句为 “判听， 手实以次除附”， 理

由参见本条注释一。
【新录文】
诸田有交错， 两主求换者， 诣本部申牒， 判听， 手实以次除附。
【注释】

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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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 西村元佑： 《唐代均田制下授田的实际情况： 以大谷探险队携来唐代西州高昌县出

土文书与欠田文书为中心》，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 《敦煌学译文集： 敦煌吐鲁番出土

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第 ５６５ 页。



［一］ 手实： 唐代民户向官府呈报本户家口、 年纪、 田地的文书， 由

里正收集， 供官府编造户籍之用。① 户籍三年一造， 期间有关丁口、 田地

变动的情况会登载于手实。 因此， “以次除附” 体现在手实上。
【翻译】
田地有交叉错杂 ［的情况］， 两方地主要求调换的， 到所属官司提呈

牒文， ［官司］ 判决允许， ［在］ 手实 ［上］ 依次记入增删的情况。

唐 ２８　 诸道士、 女冠受老子道德经以上， 道士给田三十亩， 女冠二十

亩。 僧尼受具戒 ［一］ 者， 各准此。 身死及还俗， 依法收授。 若当观、 寺

有无地之人， 先听自受。
【注释】
［一］ 具戒： 具足戒， 梵文 Ｕｐａｓａｍｐａｎｎａ 的意译， 别称 “大戒”， 为佛

教比丘和比丘尼所受的戒律。 因与沙弥、 沙弥尼所受 “十戒” 相比， 戒品

具足， 故称。 唐代僧尼都依 《四分律》 受戒， 比丘戒二百五十条， 比丘尼

戒三百四十八条。 出家人依戒法规定受持此戒， 即取得正式僧尼资格。②

【翻译】
道士、 女冠习学 《道德经》 以上， 道士授给田地三十亩， 女冠 ［授

给］ 二十亩。 僧尼接受具戒的， 分别依照这个 ［亩数授田］。 去世或是还

俗 ［的］， 依法收回、 授予 ［相应的田地］。 如果所在道观、 寺院存在没有

田地的人， 允许优先自行领受。

唐 ２９　 诸官户受田， 随乡宽狭， 各减百姓口分之半。 其在牧 ［一］ 官

户、 奴， 并于牧所各给田十亩。 即配戍、 镇 ［二］ 者， 亦于配所准在牧官

户、 奴例。
【注释】
［一］ 牧： 指牧监， 又称监牧， 唐代官方养马官署， 分布于陇右、 关

内、 河东诸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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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天挺等主编 《中国历史大辞典》 上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４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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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戍、 镇： 唐代前期位于边州的负责军事防御的官署， 由各都督

府统管。 相比于戍， 镇的兵数更多， 官吏配置规格更高。① 经过武周和开

元时期， 都督府镇戍体制全面转变为节度使军镇体制。②

【翻译】
官户领受田地 ［的亩数］， 根据当乡的宽、 狭 ［情况］， 分别减少百姓

口分田的一半。 在监牧的官户、 官奴， 都 ［由各自］ 所在监牧分别给予田

地十亩。 配置在戍、 镇的 ［官户、 官奴］， 也在配所依照在监牧的官户、
官奴的标准 ［受田］。

唐 ３０　 诸公私田荒废三年以上， 有能借佃者， 经官司申牒借之， 虽隔

越亦听。 （易田于易限之内， 不在倍 ［１］ 限。） 私田三年还主， 公田九年还官。
其私田虽废三年， 主欲自佃， 先尽其主。 限满之日， 所借人口分未足者，
官田即听充口分， （若当县受田悉足者， 年限虽满， 亦不在追限。 应得永业者， 听

充永业。） 私田不合。 令其借而不耕， 经二年者， 任有力者借之。 即不自加

功转分与人者， 其地即回借见佃之人。 若佃人虽经熟讫， 三年之外不能耕

种， 依式追收， 改给。
【校勘】
［１］ 宋家钰据本篇令文唐 ４ “易田则倍给” 改。 但是审之本条令文，

其意在于在易限之内的易田不能作为荒田被借耕。 “备” 是充任之意， 应

无误。
【新录文】
诸公私田荒废三年以上， 有能借佃者， 经官司申牒借之， 虽隔越亦

听。 （易田于易限之内， 不在备限。） 私田三年还主， 公田九年还官。 其私田虽

废三年， 主欲自佃， 先尽其主。 限满之日， 所借人口分未足者， 官田即听

充口分， （若当县受田悉足者， 年限虽满， 亦不在追限。 应得永业者， 听充永业。）

私田不合。 令其借而不耕， 经二年者， 任有力者借之。 即不自加功转分与

人者， 其地即回借见佃之人。 若佃人虽经熟讫， 三年之外不能耕种， 依式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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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程喜霖 《论唐代西州镇戍———以吐鲁番唐代镇戍文书为中心》， 《西域研究》 ２０１３ 年

第 ２ 期， 第 １０ 页。
参见孟宪实 《唐前期军镇研究》，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０１， 第 ５８ 页。



追收， 改给。

【翻译】

公、 私田地荒废三年以上， ［如果］ 有愿意借来耕作的， ［可］ 向官

府提呈牒文 ［申请］ 借用， 即使跨境也可以。 （易田在休耕期内， ［就］ 不在

充用的范围。） 私田三年 ［后］ 归还田主， 公田九年 ［后］ 归还官府。 私

田即使荒废三年， 田主想要自行耕种， 优先满足田主。 期限届满之日，

借耕者口分田不足的， ［所借］ 公田就可以充作口分田， （如果该县受田完

全充足， 年限虽然届满， 也不在被收回的范围。 应该得到永业田 ［而不足］ 的， 允

许充作永业田。） 私田则不适用 ［该规则］。 如果借耕者借田却并不耕种，

经过两年的， 任由 ［其他］ 有能力 ［耕种］ 的人借耕。 如果 ［借耕者］

自己不耕种， 转借分包给别人的， 这块田地就转而借给现在耕种的人。

耕种者即使已经耕熟， 三年之后不能 ［继续］ 耕种， 按照规定收回， 改

给 ［其他人］。

唐 ３１　 诸田有山岗、 砂石、 水卤、 沟涧之类， 不在给限。 若人欲佃者

听之。

【翻译】

田地 ［如果］ 有山岗、 砂石、 盐碱、 沟涧之类 ［而不适合耕种的］，

不在给授范围。 如果有人想要借佃的， ［可以］ 允许。

唐 ３２　 诸在京诸司公廨田 ［一］， 司农寺给二十六顷， 殿中省二十五

顷， 少府监二十二顷， 太常寺二十顷， 京兆、 河南府各一十七顷， 太府寺

一十六顷， 吏部、 户部各一十五顷， 兵部、 内侍省各一十四顷， 中书省、

将作监各一十三顷， 刑部、 大理寺各一十二顷， 尚书都省、 门下省、 太子

左春坊各一十一顷， 工部十顷， 光禄寺、 太仆寺、 秘书省各九顷， 礼部、

鸿胪寺、 都水监、 太子詹事府各八顷， 御史台、 国子监、 京县 ［一］ 各七

顷， 左右卫、 太子家令寺各六顷， 卫尉寺、 左右骁卫、 左右武卫、 左右威

卫、 左右领军卫、 左右金吾卫、 左右监门卫、 太子右春坊各五顷， 太子左

右卫率府、 太史局各四顷， 宗正寺、 左右千牛卫、 太子仆寺、 左右司御率

府、 左右清道率府、 左右监门率府各三顷， 内坊、 左右内率府、 率更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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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顷。

【注释】

［一］ 公廨田： 唐代以内外各级官府为授田对象的田地， 由官府 “课

其营种， 以供公私之费”。①

［二］ 京县： 唐代建置地位最高的县， “凡三都之县， 在内曰京县， 城

外曰畿”，② 即长安、 万年、 河南、 洛阳、 太原、 晋阳六县。

【翻译】

［配给］ 在京各个机构的公廨田 ［数额］， 司农寺给二十六顷， 殿中省

［给］ 二十五顷， 少府监 ［给］ 二十二顷， 太常寺 ［给］ 二十顷， 京兆、

河南府分别 ［给］ 一十七顷， 太府寺 ［给］ 一十六顷， 吏部、 户部分别

［给］ 一十五顷， 兵部、 内侍省分别 ［给］ 一十四顷， 中书省、 将作监分

别 ［给］ 一十三顷， 刑部、 大理寺分别 ［给］ 一十二顷， 尚书都省、 门下

省、 太子左春坊分别 ［给］ 一十一顷， 工部 ［给］ 十顷， 光禄寺、 太仆

寺、 秘书省分别 ［给］ 九顷， 礼部、 鸿胪寺、 都水监、 太子詹事府分别

［给］ 八顷， 御史台、 国子监、 京县分别 ［给］ 七顷， 左右卫、 太子家令

寺分别 ［给］ 六顷， 卫尉寺、 左右骁卫、 左右武卫、 左右威卫、 左右领军

卫、 左右金吾卫、 左右监门卫、 太子右春坊分别 ［给］ 五顷， 太子左右卫

率府、 太史局分别 ［给］ 四顷， 宗正寺、 左右千牛卫、 太子仆寺、 左右司

御率府、 左右清道率府、 左右监门率府分别 ［给］ 三顷， 内坊、 左右内率

府、 率更寺分别 ［给］ 二顷。

唐 ３３　 诸京官文武职事职分田 ［一］， 一品一十二顷， 二品一十顷，

三品九顷， 四品七顷， 五品六顷， 六品四顷， 七品三顷五十亩， 八品二顷

五十亩， 九品二顷， 并去京城百里内给。 其京兆、 河南府及京县官人职分

田亦准此。 即百里内地少， 欲于百里外给者亦听。

【注释】

［一］ 职分田： 又称 “职田”， 是唐代官方按照职事官品配给在职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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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津贴性质的田地， 构成官员俸禄的一部分。 它与魏晋时期的官员禄

田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唐末五代时职田制度衰亡， 北宋真宗时参照唐公廨

田重建， 与此不同。 本篇令文宋 ６ 已示。
【翻译】
在京文武职事官的职分田， 一品 ［给］ 十二顷， 二品 ［给］ 十顷， 三

品 ［给］ 九顷， 四品 ［给］ 七顷， 五品 ［给］ 六顷， 六品 ［给］ 四顷，
七品 ［给］ 三顷五十亩， 八品 ［给］ 二顷五十亩， 九品 ［给］ 二顷， 都

在距离京城百里之内 ［择地］ 给授。 京兆府、 河南府及京县官员的职分田

也依此 ［处理］。 如果百里之内田地不足， ［官员］ 想要在百里之外给授

的， 也允许。

唐 ３４　 诸州及都护府、 亲王府官人职分田， 二品一十二顷， 三品一十

顷， 四品八顷， 五品七顷， 六品五顷， （京畿县 ［一］ 亦准此。） 七品四顷，
八品三顷， 九品二顷五十亩， 镇、 戍、 关、 津、 岳、 渎及在外监官 ［二］
五品五顷， 六品三顷五十亩， 七品三顷， 八品二顷， 九品一顷五十亩。 三

卫中郎将、 上府折冲都尉各六顷， 中府五顷五十亩， 下府及郎将各五顷。
上府果毅都尉四顷， 中府三顷五十亩， 下府三顷。 上府长史、 别将各三

顷， 中府、 下府各二顷五十亩。 亲王府典军五顷五十亩， 副典军四顷， 千

牛备身左右 ［三］、 太子千牛备身各三顷。 （亲王府文武官随府出藩者， 于所在

处给。） 诸军上折冲府兵曹二顷， 中府、 下府各一顷五十亩。 其外军校尉一

顷二十亩， 旅帅一顷， 队正、 队副各八十亩。 皆于镇侧 ［１］ 州县界内给。
其校尉以下， 在本县及去家百里内镇者不给。

【校勘】
［１］ 镇侧： 由于 《通典》 卷二 《田制下》 载 “皆于领侧州县界内

给”，① 所以许多学者认为 “镇侧” 为 “领侧” 之误。② 但读书班认为，
“镇” 用来指军府镇守之地， 此句并无不通之处， 可以不必改。 下文 “本
县及去家百里内镇者”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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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一］ 京畿县： 京县和畿县的合称。 《旧唐书》 卷四三 《职官二》：

“凡三都之县， 在内曰京县， 城外曰畿。”① 三都， 指长安、 洛阳、 太原。

［二］ 在外监官： 在京城之外的诸监的官员。② 在外通常与在京相对

应， 如 《天圣令·厩牧令》 唐 ２８ 载： “诸赃马、 驴及杂畜， 事未分决， 在

京者， 付太仆寺， 于随近牧放。 （在外者， 于推断之所， 随近牧放。） 断定之日，

若合没官， 在京者， 送牧； 在外者， 准前条估。”③

［三］ 千牛备身左右： 即千牛备身与备身左右。 唐代在千牛备身与备

身左右连用时常常会省略一个 “备身”， 如 《天圣令·假宁令》 唐 ５ 条

“其千牛、 备身左右， 给讫， 仍申所司”；④ 相似的例子， 还有 《通典》 卷

二 《田制下》： “千牛备身左右、 太子千牛备身各三顷”⑤； 《旧唐书》 卷四

三 《职官二》： “凡千牛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备身， 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

孙， 四品清官子， 仪容端正， 武艺可称者充。”⑥

【翻译】

各州以及都护府、 亲王府的官员的职分田， 二品 ［给］ 十二顷， 三品

［给］ 十顷， 四品 ［给］ 八顷， 五品 ［给］ 七顷， 六品 ［给］ 五顷， （京

县和畿县 ［的官员］ 也依此 ［处理］。） 七品 ［给］ 四顷， 八品 ［给］ 三顷，

九品 ［给］ 二顷五十亩。 镇、 戍、 关、 津、 岳、 渎 ［的官员］ 以及在外

监官 ［的职分田］， 五品 ［给］ 五顷， 六品 ［给］ 三顷五十亩， 七品

［给］ 三顷， 八品 ［给］ 二顷， 九品 ［给］ 一顷五十亩。 三卫中郎将、 上

府折冲都尉分别 ［给］ 六顷， 中府 ［折冲都尉］ ［给］ 五顷五十亩， 下府

［折冲都尉］ 以及郎将分别 ［给］ 五顷。 上府果毅都尉 ［给］ 四顷， 中府

［果毅都尉给］ 三顷五十亩， 下府 ［果毅都尉给］ 三顷。 上府长史、 别将

分别 ［给］ 三顷， 中府、 下府 ［长史、 别将］ 分别 ［给］ 二顷五十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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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王府典军 ［给］ 五顷五十亩， 副典军 ［给］ 四顷， 千牛备身、 备身左

右、 太子千牛备身分别 ［给］ 三顷。 （亲王府的文武官员随 ［亲王］ 府到藩地

的， 在 ［藩地］ 所在处给 ［职分田］。） 各军上折冲府兵曹 ［给］ 二顷， 中府、

下府 ［兵曹］ 分别 ［给］ 一顷五十亩。 京城以外各军校尉 ［给］ 一顷二

十亩， 旅帅 ［给］ 一顷， 队正、 队副各 ［给］ 八十亩。 都在驻地附近的

州县境内给授 ［职分田］。 校尉以下， 驻地在本县以及离家百里以内的不

给 ［职分田］。

唐 ３５　 诸驿封田 ［一］， 皆随近给， 每马一匹给地四十亩， 驴一头给

地二十亩。 若驿侧有牧田处， 疋别各减五亩。 其传送马， 每一匹给田二

十亩。

【注释】

［一］ 驿封田： 驿传马所配给之田。①

【翻译】

驿封田， 都在 ［驿的］ 附近配给， 马每一匹给田地四十亩， 驴每一头

给田二十亩。 如果驿的附近有可供放牧的田地， 每匹分别减少五亩。 传送

马， 每一匹给田二十亩。

唐 ３６　 诸公廨、 职分田等， 并于宽闲及还公田内给。

【翻译】

公廨田、 职分田等， 都要在 ［土地］ 宽裕、 空闲 ［的地方］ 以及退还

的公田 ［范围］ 内配给。

唐 ３７　 诸内外官应给职田， 无地可充， 并别敕合给地子 ［一］ 者， 率

一亩给粟二斗。 虽有地而不足者， 准所欠给之。 镇戍官去任处十里内无地

可给， 亦准此。 王府官， 若王不任外官在京者， 其职田给粟， 减京官之

半。 应给者， 五月给半， 九月给半。 未给解代者， 不却给。 剑南、 陇右、

山南官人不在给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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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一］ 地子： 相当于地租。 陈国灿认为地子分为义仓地子、 职田地子、

屯田地子或营田地子三种。 职田地子， 又名职田苗子， 都是指职田地租，

即佃种职田所交纳的粮食。①

【翻译】

［京城］ 内外的官员应当配给职田， ［但］ 没有田地可以充当 ［职

田］， 并且 ［依据］ 别敕应当支给地子的， 每一亩支给粟二斗。 虽然有职

田但并不足额的， 按照所缺的 ［数额］ 支给地子。 镇、 戍的官员在离任职

的地方十里以内没有田地可以配给的， 也依此 ［处理］。 王府的官员， 如

果王没有就任外官 ［而］ 在京城的， 他们的职田所支给的粟米， 比京官减

少一半。 应当支给 ［地子］ 的， ［每年］ 五月支给一半， 九月支给一半。

没有支给 ［地子］ ［就已经］ 解除职务的， 不再支给。 剑南、 陇右、 山南

的官员不在支给 ［地子的］ 范围。

唐 ３８　 诸屯隶司农寺者， 每地三十顷以下、 二十顷以上为一屯。 隶

州、 镇诸军者， 每五十顷为一屯。 其屯应置者， 皆从尚书省处分。

【翻译】

屯田隶属司农寺的， 田地每三十顷以下、 二十顷以上设为一屯。 隶属州、

镇、 各军的， 每五十顷设为一屯。 应该设立屯田的， 都要由尚书省决定。

唐 ３９　 诸屯田应用牛之处， 山原川泽， 土有硬软， 至于耕垦， 用力不

同者。 其土软之处， 每地一顷五十亩配牛一头； 强硬之处， 一顷二十亩配

牛一头。 即当屯之内， 有硬有软者， 亦准此法。 其地皆仰屯官明为图状，

所管长官亲自问检， 以为定簿， 依此支配。 其营稻田之所， 每地八十亩配

牛一头。 若芟草种稻者不在此限。

【翻译】

屯田应当使用耕牛的地方， ［由于］ 山地、 平原、 河流、 沼泽 ［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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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土质有硬有软， 以致于耕田开垦， 耗费的劳力不同。 土质较软的

地方， 每一顷五十亩地配给牛一头； ［土质］ 强硬的地方， ［每］ 一顷二十

亩配给牛一头。 即使同一屯内， ［土质］ 有硬有软的， 也按照这个方法

［分配耕牛］。 这些土地都依靠屯官清楚地制作地图文状， 主管的官长亲自

询问检查， 依此制成帐簿， 按照这个 ［帐簿］ 配给 ［耕牛］。 耕种稻田的

地方， 每八十亩地配给耕牛一头。 如果是除草种稻的， ［就］ 不在这个

［分配耕牛的］ 范围内。

唐 ４０　 诸屯应役丁之处， 每年所管官司与屯官司， 准来年所种色目及

顷亩多少， 依式料功， 申所司支配。 其上役之日， 所司仍准役月闲要， 量

事配遣。

【翻译】

屯田应当役使丁男的地方， 每年主管官司与屯田官司， 按照明年所需

种植的种类名目以及田亩多少， 依照规定估计 ［所需］ 人力， 申报主管官

司分配安排。 ［到了］ 去服役的时候， 主管官司仍然 ［应该］ 按照服役月

份 ［农事］ 的清闲或繁忙，① 根据情况分配派遣 ［役丁］。

唐 ４１　 诸屯每年所收杂子 ［一］， 杂用之外， 皆即随便贮纳。 去京近

者， 送纳司农。 三百里外者， 纳随近州县。 若行水路之处， 亦纳司农。 其

送输斛斗及仓司领纳之数， 并依限各申所司。

【注释】

［一］ 杂子： 各种子类粮食作物。 唐代文献中很少见到 “杂子” 一词，

宋代文献中则较为常见， 如 “凡租税有谷、 帛、 金铁、 物产四类。 谷之品

七： 一曰粟， 二曰稻， 三曰麦， 四曰黍， 五曰稌， 六曰菽， 七曰杂子”。②

《宋会要辑稿》 对 “杂子” 有详细注解： “谷之品有七： 曰粟， 曰稻， 曰

麦， 曰黍， 曰穄， 曰菽， 曰杂子……杂子之品九： 曰芝麻子、 子、 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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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 “闲要” 的解释，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圣令》 读书班 《 〈天圣令·
赋役令〉 译注稿》， 第 ３４４ 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二 “太宗至道三年十二月” 条， 第 ９０１ ～ ９０２ 页； 《宋史》 卷一

七四 《食货志上二》， 第 ４２０２ 页。



黄床子、 苏子、 苜蓿子、 菜子、 荏子、 草子。”① 由此可知， 宋代 “杂子”
有九种， 至于唐代 “杂子” 的种类是否如此， 还无法确定， 但应属于同

类。 比如 “荏子”， 《唐新修本草》 记载： “荏子， 味辛， 温， 无毒。 主咳

逆， 下气， 温中， 补体……荏状如苏， 高大白色， 不甚香。 子共研之， 杂

米作糜， 甚肥美。”② 整理者尚志钧指出： “子共”， 在北宋唐慎微编撰的

《证类本草》 作 “其子”， 而 “杂米作糜” 一句来源于陶弘景的 《本草经

集注》， 因此最晚从南朝梁开始直至北宋， 荏子都是作为一种可吃的粮食。
渡边信一郎认为 “杂子” 等同于 “杂种”，③ 可能未必准确。 首先，

从令文用词来看， 除本条令文外， “杂子” 还见于本令唐 ４５， 而 “杂种”
则见于本令唐 ４４， 可见 《田令》 唐 ４１、 ４４、 ４５ 对二者已有区分； 其次，
从具体含义来看， 根据 《仓库令》 唐 ４ “仓出给， 杂种准粟者， 稻谷、 糯

谷一斗五升、 大麦一斗二升、 乔麦一斗四升、 小豆九升、 胡麻八升， 各当

粟一斗。 黍谷、 糜谷、 秫谷、 麦饭、 小麦、 青稞麦、 大豆、 麻子一斗， 各

当粟一斗”，④ 可知 “杂种” 至少包括稻谷、 糯谷、 大麦、 乔麦、 小豆、 胡

麻、 黍谷、 糜谷、 秫谷、 麦饭、 小麦、 青稞麦、 大豆、 麻子。 其中 “麻
子” 与宋代文献 “黄麻子” 相近， 应当属于 “杂子”， 而 《千金翼方》 将

“麻子” 归入 “米谷部”， 其文载： “麻子： 味甘平， 无毒。 主补中益气，
中风汗出， 逐水， 利小便……久服肥健， 不老神仙。”⑤ 可见麻子可以长期

服食。 总之， “杂种” 的范围可能大于 “杂子”。
【翻译】
各屯每年收获的各种杂子作物， 除 ［本屯］ 各项杂用 ［所需］ 以外，

［其余］ 都 ［应］ 尽快随其便宜存贮收纳。 离京师近的， 运送到司农寺收

纳。 ［离京师］ 三百里外的， 收纳到附近州县。 如果是走水路的地方，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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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宋会要辑稿》 食货七○之一 《赋税杂录》， 第 ６３７１ 页； （宋） 马端临著 《文献通考》 卷

四 《田赋考》，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第 ９７ 页。 “黄床子” 在 《文献通考》 作 “黄麻子”。
（唐） 苏敬等撰， 尚志钧辑校 《唐·新修本草》，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８１， 第

４６４ 页。
〔日〕 渡辺信一郎： 《北宋天聖令によゐ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令の復原並びに訳注》， 第

９８ 页。
《天圣令校证》， 第 ３９６ 页。
（唐） 孙思邈著， 李景荣等校释 《千金翼方校释》 卷四，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７３ 页。



收纳到司农寺。 ［各屯］ 输送 ［杂子］ 的斛斗 ［数量］ 以及仓司领受纳入

的数量， 都要按照时限分别申报所属官司。

唐 ４２　 诸屯隶司农寺者， 卿及少卿每至三月以后， 分道巡历。 有不如

法者， 监官、 屯将， ［一］ 随事推罪。

【注释】

［一］ 监官、 屯将： 负责屯田事务的诸屯监主要官员。 据本令唐 ３８ 可

知， 唐前期屯田主要分为隶属司农寺和隶属州、 镇诸军两个系统。 第一个

系统的主管官员比较明确。 《唐六典》 卷一九 《司农寺》 “诸屯监” 条记

载： 司农寺诸屯设 “监一人， 从七品下； 丞二人， 从八品下。 诸屯监各掌

其屯稼穑； 丞为之贰。 凡每年定课有差”。① 第二个系统的主管官员又分属

州和属军两类。 《唐六典》 卷七 《尚书工部》 “屯田郎中员外郎” 条记载：

“凡天下诸军、 州管屯， 总九百九十有二。”② 屯将主要管理的是士兵， 具

有军屯性质。 但是据本条令文， 司农寺也管辖地方上某些州的民屯和某些

军的军屯， 所以才能 “分道巡历” “随事推罪”。

【翻译】

各屯隶属司农寺的， 司农卿和少卿每到三月以后， 分下诸道巡行视

察。 有不按照规定 ［办事］ 的， ［对于主管的］ 监官、 屯将， ［要］ 根据

情况推究定罪。

唐 ４３　 诸屯每年所收稾草， 饲牛、 供屯杂用之外， 别处依式贮积， 具

言去州、 镇及驿路远近， 附计帐申所司处分。

【翻译】

各屯每年所收稾草， 除喂牛、 供本屯各项使用以外， ［剩余的部分］

按照规定 ［送到］ 其他地方贮藏囤积， 详细写明距离州、 镇和驿道的 ［路

程］ 远近， 附于计账，③ 申报所属官司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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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唐六典》， 第 ５３０ 页。
《唐六典》， 第 ２２３ 页。
关于 “计帐” 的解释，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圣令》 读书班 《 〈天圣令·
赋役令〉 译注稿》， 第 ３５２ 页。



唐 ４４　 诸屯收杂种须以车运纳者， 将当处官物勘量市付。 其扶车子力

［１］， 于营田及饲牛丁内均融取充。
【校勘】
［１］ “扶车子力”， 罗彤华认为是 “扶车手力” 之误， 并言 “唐代给

内外官人或官府防阁、 庶仆、 白直、 执衣等充当手力， 承担色役， 且可纳

课代役。 此处的 ‘扶车子 （手） 力’， 当是为运纳屯田收获物而征调的人

力”。① 读书班认同这一观点。
【新录文】
诸屯收杂种须以车运纳者， 将当处官物勘量市付。 其扶车手力， 于营

田及饲牛丁内均融取充。
【翻译】
各屯田收获 ［的］ 杂种②需要用车运输收纳的， 将当屯的官物勘验估

价 ［后］ 出售 ［， 以所得价金］ 支付 ［租车或买车的费用］。 推车的劳

力， 在营田和饲养牛的役丁中均衡调配、 选取充用。

唐 ４５　 诸屯纳杂子无稾之处， 应须籧篨及供窖调度， 并于营田丁内，
随近有处， 采取造充。

【翻译】
各屯收纳各种杂子作物 ［， 但又处在］ 没有稾草的地方， 应当需要籧

篨③和供给仓窖的杂用物品，④ 都从营田役丁内 ［派人］， 到就近有 ［相关

材料的］ 地方， 采集收取、 制造充用。

唐 ４６　 诸屯之处， 每收刈时， 若有警急者， 所管官司与州、 镇及军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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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高明士等： 《评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 刘后滨、 荣新江主编

《唐研究》 第 １４ 卷， 第 ５１４ 页。
关于 “杂种” 的解释，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圣令》 读书班 《 〈天圣令·
仓库令〉 译注稿》， 徐世虹主编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第 ７ 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２０１３， 第 ２６３ 页。
关于 “稾” “籧篨” 的解释，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圣令》 读书班 《 〈天圣

令·仓库令〉 译注稿》， 第 ２５４ 页。
关于 “调度” 的解释，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圣令》 读书班 《 〈天圣令·
赋役令〉 译注稿》， 第 ３５３ 页。



相知， 量差管内军人及夫。 一千人以下， 各役五日功， 防援助收。

【翻译】

各屯所在的地方， 每到收割的时候， 如果有警急 ［情况发生］ 的， 主

管官司知会州、 镇和军府， ［后者］ 根据 ［情况］ 差遣管辖范围内的军人

和民夫。 一千人以下， 各自服役五天， 护卫① ［并］ 帮助收割。

唐 ４７　 诸管屯处， 百姓田有水陆上、 次及上熟、 次熟 ［一］， 亩别收获多

少， 仰当界长官勘问， 每年具状申上。 考校屯官之日， 量其虚实， 据状褒贬。

【注释】

［一］ 上熟、 次熟： 此处指百姓农田有上熟、 次熟两等之分， 据其他

文献， 唐代屯田有上熟、 中熟、 下熟三等之分。 《唐六典》 卷七 《尚书工

部》 “屯田郎中员外郎” 条载： “凡天下诸军、 州管屯， 总九百九十有二，

大者五十顷， 小者二十顷。 凡当屯之中， 地有良薄， 岁有丰俭， 各定为三

等。”② 《新唐书》 卷五三 《食货志三》 载： “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

三等， 具民田岁获多少， 取中熟为率。”③

【翻译】

管理屯田的地方， 百姓的田地有水田、 陆田， 上等、 次等， 以及上

熟、 次熟 ［之分］， 每亩收获多少， 依靠当地长官查核询问， 每年写明情

况上报。 考核屯官的时候， ［根据上报的百姓田地的收获情况，］ 衡量 ［屯

官所报的］ 虚实， 依据具体情况 ［决定］ 奖惩。

唐 ４８　 诸屯官欠负， 皆依本色本处征填 ［一］。

【翻译】

屯官亏欠④ ［杂子、 稾草等］， 都依照 ［所缺之物］ 原本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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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 “防援” 的解释，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圣令》 读书班 《 〈天圣令·
关市令〉 译注稿》， 徐世虹主编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第 ９ 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２０１５， 第 ２４８ 页。
《唐六典》， 第 ２３２ 页。
《新唐书》， 第 １３７２ 页。
有关 “欠负” 的解释，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圣令》 读书班 《 〈天圣令·
仓库令〉 译注稿》， 第 ２６０ 页。



［在］ 本地征收填补。

唐 ４９　 诸屯课帐， 每年与计帐同限申尚书省。

【翻译】

各屯的课帐，① 每年与计帐在相同的时限内申报尚书省。

右令不行。

【翻译】

以上令文不再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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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 《赋役令》 可知， “课” 主要是指租、 调， 不包括役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 《天圣令》 读书班 《 〈天圣令·赋役令〉 译注稿》， 第 ３５１ 页）。 而此处的 “课帐” 或

许是一种专门的帐簿， 适用范围不明， 大致应涵盖土地、 收成、 人工 （牛工） 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