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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辭》及《盟水齋存牘》中有關明代衛所軍戶資料選讀 

于志嘉 

 

《 辭》十二卷，明末張肯堂撰。臺北國家圖書館（原中央圖書館）藏有崇禎年間

原刊本，一九七○年經臺灣學生書局影印出版，收入《明代史籍彙刊》第二十種，分為

上、下二冊。 

《 辭》是張肯堂在北直隸大名府濬縣知縣任內，審理民、刑事案件的判牘。張肯

堂，天啟五（1625）年進士，崇禎二（1629）年授濬縣知縣，崇禎七年擢御史。他在任

濬縣知縣期間，似曾署滑縣（隸大名府）及長垣縣（隸開州），故書中有些案件為「署

滑時審」、「署蒲時審」。又因濬縣境內分佈有寧山、彰德、衛輝等衛所軍屯，書中也收

有少量與衛軍有關之案例。 

寧山衛為直隸後府之衛，公署設在山西澤州治東北，衛所屯地卻分散於直隸大名府

滑、濬兩縣與河南衛輝府新鄉、輝縣、獲嘉等縣下，統屬直隸大名府管轄。從地理位置

來看，《 辭》作者張肯堂任職的濬縣，位居大名府西南隅，與寧山衛公署所在地的山

西澤州，隔著河南衛輝府遙遙相對。衛輝府北有彰德府，西南有懷慶府，澤州即在懷慶

府北側。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地居黃河之北，在明代卻被納入河南省的管轄，與北京、

山西南界形成犬牙相錯的狀態。周振鶴曾指出，這是因為朱元璋建立明朝時，軍事行動

是由南向北推進的，為鞏固對北方的統治，因此在建立河南省時，故意做此安排的。
1
另

一方面，郭紅則指出，在直豫晉交界地帶，另外還有公署設在河南彰德府磁州城內，卻

直屬於山西潞州衛的磁州所；以及與寧山衛同樣直隸後府，公署卻在山西蒲州之蒲州

所，和設於山西太原府屬平定州之平定所。這使得各相連都司得於軍事上互相滲透、互

相牽制，藉以增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2

    行政區與行政區間、軍事政區與行政區間雙重的「犬牙交錯」，造就了此區複雜的

軍、民政關係。加之彰德、衛輝、懷慶三府恰又是河南最富庶的地區，因此也成為衛所

軍屯密集分佈的地方，同一府下常有不同衛所的屯田，衛所軍餘雜居各地，更增加了軍、

民、屯政管理上的複雜度。將此區衛所屯田分佈情形整理後可得下表： 

表一：明代直豫晉交界地區衛所軍屯分布表 

直隸廣平府 瀋陽衛、沁州所、潞州衛（俱屬山西都司） 

直隸大名府 寧山衛（直隸後府）、彰德衛、衛輝所、彰德衛群牧所、懷慶

衛（以上屬河南都司）、潞州衛 

河南彰德府 彰德衛、林縣所（河南都司）、潞州衛、磁州所（山西都司） 

                                                 
1 參見周振鶴《體國經野之道——新角度下的中國行政區劃沿革史》（香港：中華書局有限

公司，1990），〈五、犬牙相入還是山川形便？——行政區域劃界的原則〉，頁106-136；

及〈十、都尉、都護府和都司衛所‧元代初期的行省區劃〉，頁271-276。 
2 參見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復旦大學中國歷史地理研究所博士論文，2001）北

疆篇第二章，〈山西都司建置沿革〉，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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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衛輝府 寧山衛、衛輝所、懷慶衛 

河南懷慶府 懷慶衛 

山西澤州府 寧山衛、太原前衛（山西都司）  

山西潞安府 潞州衛、太原左衛（山西都司） 

可以說，《 辭》中有關軍民糾紛的案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又因為直豫晉交

界地帶各衛所軍屯分佈情形有其類似性，《 辭》中的案例便也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盟水齋存牘》二刻，明末顏俊彥撰。北京大學善本圖書館藏有明崇禎間刻本，凡

十四冊。經中國政法大學法律古籍整理研究所整理標點，於二○○二年刊行問世。 

《盟水齋存牘》收錄了顏俊彥在廣州府推官任內，審理民、刑事案件的判語及公牘。

顏俊彥，崇禎戊辰（元年，1628）進士，同年授廣州府推官，三年任滿，「簡笥中所存

稿復視之，皆罪案也，不敢盡付之一炬，揀其稍關係地方，及無甚關係而一時設身處地

談言微中者」，編為是書，刊刻付梓。序中自謂讞獄之難：「蓋一字之輕重出入，人之生

死攸係，非字字與罪肖，寧免冤縱，伸紙泚筆，鬼神聽之」，顯示其戰戰兢兢、情理兼

重的一面。 

廣州府下有一州十五縣。州為連州，領有陽山、連山二縣，餘則為南海、番禺、順

德、東莞、新安、三水、增城、龍門、香山、新會、新寧、從化、清遠等縣。境內設有

七衛八所，是為廣州前、後、左、右衛（以上府治）、南海衛、東莞所、大鵬所（以上

東莞縣）、清遠衛（清遠縣）、廣海衛、新會所（以上新會縣）、新寧所（新寧縣）、增城

所（增城縣）、香山所（香山縣）、從化所（從化縣）、連州所（連州），亦可見其軍事地

位重要。由於「漢夷雜處，弱肉強食，盜多於民，囚稠於市。不法捕哨偕里黨亡賴狼狽

縱橫」，一直以來即「繁劇甲天下」。本書收錄之判語、公牘內容豐富，充分反映了明末

廣州地方社會的各個面相。 
 

一、 明代衛所軍戶來源 
※ 從征、歸附、謫發 
新校本《明史》卷九十，〈兵志二‧衛所〉 

天下既定，度要害地，係一郡者設所，連郡者設 衛。大率五千六百人為衛 ，千
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聯比

以成軍。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

因以留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偽諸降卒。謫發，以罪遷隸為兵者。其軍皆世籍．

此其大略也． 
※ 收集（收原充軍人者為軍⋯⋯與“歸附＂軍之區別） 
《明太祖實錄》74，洪武五年六月癸卯 

參政何真收集廣東所部舊卒三千五百六十人，發青州衛守禦。 
《明太祖實錄》155，洪武十六年七月丁巳 

山西布政使何真乞致仕，從之。命真還廣州。真至鄉，尋招集舊所部兵校二萬

七百七十七人并家屬送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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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實錄》167，洪武十七年閏十月戊申 

致仕布政使何真復招集廣東舊所部兵三千四百二十三人送京師，間多道亡者，

請追捕之。上曰：彼為民久矣，今復擾之，宜其然也。亡者勿問。 
《明太祖實錄》189，洪武二十一年三月己卯 

東莞伯何真卒。（中略）四年命還廣東收集舊將軍士，（中略）十六年致仕。

是年，復命真及貴往廣東收集土豪一萬六百二十三人，（中略）十七年復命真

往廣東收集未至軍校。 
※ 收籍（收原屬民籍如屯田夫，或其他戶籍者如蜑戶、舡戶等為軍） 
《明太祖實錄》卷一四三，洪武十五年三月癸亥： 

命南雄侯趙庸籍廣州蜑戶萬人為水軍。時蜑人附海島，無定居，或為寇盜，故

籍而用之。 
※ 垛集（以戶為基準的僉兵法，集民戶三戶四戶為一垛集單位） 
新校本《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清理軍伍〉： 

明初，垛集令行，民出一丁為軍，衛 所無缺伍，且有羨丁。（中略）成祖即位，

遣給事等官分閱天下軍，重定垛集軍更代法。初，三丁已上，垛正軍一，別有

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至是，令正軍、貼戶更代，貼戶單丁者免；當軍家

蠲其一丁徭。 
雍正《廣東通志》卷二十三，〈兵防‧軍額〉： 

【洪武】三十五年，行垛集法。凡民戶三丁者垛集一兵。其二丁、一丁者輳為

正、貼，二戶共垛一兵。其貼戶止一丁者免役。當軍之家免一丁差役。 
※ 抽籍（以丁為基準的僉兵法，籍民戶四丁五丁以上者以一丁為軍） 

新校本《明史》卷一百二十六，〈湯和〉 

既而倭寇上海，帝患之，（中略，湯）和乃度地浙西東，並海設 所城五十有九，
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之，（中略）踰年而城成。稽軍次，定考格，立賞令。浙

東民四丁以上者，戶取一丁戍之，凡得五萬八千七百餘人。 
二、軍役繼承 
※ 精健戶丁、少壯義子、同籍女婿 
《明宣宗實錄》卷五十七，宣德四（1429）年八月癸未條： 

所勾軍有殷實之家，本身及戶丁精健者不行，乃賂官吏以所買軟弱家人、小廝

及義女、女奴之夫冒名代者；又有姦民私通軍士變亂版籍，以戶丁過房、典賣、

招贅為婿，影射徭役者，悉許改正，男女歸宗。否則官吏依律坐罪，本戶全家

調發別衛，代者就於本衛補伍。如正軍果無戶丁，方許以少壯義子及同籍女婿

補之。仍禁約有司：自今勾解軍士，務須選應繼壯丁，不得容情作弊，違者一

體治罪。 
※ 垛集軍 
譚綸等輯，《軍政條例》卷二，〈三戶共軍聽繼解補〉（成化 13 年，1477）： 

三戶垛充軍士，正戶陞官，除已清解貼戶補役食糧年遠不動外，今後有此正戶

陞官，差操不缺者，將原衛軍伍住勾，其二三貼戶暫免起解，令其聽繼，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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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差。以後本官設有事故，照舊解補原伍。 
※ 抽籍軍 
譚綸等輯，《軍政條例》卷二，〈軍士戶丁不許輪替〉（正統元年，1436） 

山東、山西等處洪武、永樂年間抽垛軍士，因私家父子弟兄不和，互相推調。

其衛所受其買囑，容其替換，每人一年，往來輪流。在役者不過消遣月日，未

滿即逃。連年勾擾，軍伍久空。榜文至日，清理并該管官員於本戶內議選壯丁

一名，連妻小常川該衛充軍，戶丁供給軍裝。果有老疾等項，衛所相驗是實，

方許勾替。如是仍前輪替者，將該管官員并符同官吏里老人等拏問如律。 
譚綸等輯，《軍政條例》卷二，，〈軍丁不得更番私替〉（嘉靖 32 年，1553） 

嘉靖三十二年兩廣清軍御史王紹元題：為議處軍政以便稽勾以實行伍事。內

開：凡解補軍人，須從府縣起給批文，赴布政司倒換，解發該衛所收管著伍。

自本軍收伍之後，直待其人老疾，方許告替更代。不許執信私約，十年五年輪

房私自更替。如有仍前私替者，准照先年山西等處抽丁等項軍士私自輪流替換

事例，從重問斷。其各衛所官旗若再容私下收替者，比照縱容軍人歇役律例參

究。其各該軍人原祖有田產者，給付當軍人役收租，老疾更換，隨軍退吐。其

無產之軍，俱於本戶房分人丁每年津貼，不得爭奪負累，以滋弊端。該本部覆

奉欽依：通行各撫按官轉行所屬司府州縣衙門嚴行禁約：軍丁不得更番私替。

違者查照律例，從重問斷。 
※ 佃地補軍、女戶頂軍、同姓補軍 
譚綸等輯，《軍政條例》卷五，〈禁止違例妄勾妄解〉（隆慶六年，1572）： 

隆慶六年七月內該巡按御史蘇民望條陳，本部侍郎石等覆議題准，通行各巡

按、清軍御史，嚴督司府州縣及衛所官，將清軍事宜悉照條例及節奉欽依事理，

務要嚴查冊籍，憤發勾單。除逃故祖軍的派戶丁照例清解外，其佃地補軍，謂

情願者頂繼，非謂耕絕軍之地即補其戶之軍也；女戶頂軍，謂承產者應繼，非

謂娶故軍之女即補故絕之軍也；同姓補軍，止許及於本族，姓同族異者何相干

涉；改調別衛，原衛即當開除，復行勾發者人情何堪。至於軍不缺伍而復勾餘

丁，則又衛官、正軍掯害戶丁之故也。今後遇有單勾重隸者，止從改調衛所，

原衛除名；重役者查勘的實，毋得再解；佃戶、女戶、同名同姓籍貫各異者，

悉聽開豁。其有丁盡戶絕者，勘實取結，轉達本部，即與除名。如軍衛、有司

官員不遵條例，仍前朦朧妄勾、妄解，貽害平民者，巡按、清軍御史指名參挐

究治。 
※ 女戶頂軍實例：民國《獲嘉縣志》卷九，〈風俗‧習慣〉： 

按明代屯營有女戶當差之說，蓋軍衛功令自指揮使而下，其軍士皆世襲，世襲

立長、立旁枝，常也；其有本支無可立者，則取女之男為嗣；如所出之女亦未

有餘子，則取舅家所餘之子以為嗣，名之曰女戶當差。承襲之後，各姓其姓，

而於本宗之長幼老少，稱兄呼弟無異辭。若南陽屯之王、劉為一家，丁村營之

熊、任為一家，徐二營之徐、閻為一家，浮、夏為一家，皆從女戶當差來者也。 
註：獲嘉縣屬河南衛輝府，境內有寧山衛西屯十八百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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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逃絕軍戶軍田、軍役： 

——原籍軍戶逃絕 
譚綸等輯，《軍政條例》卷四，〈逃絕軍田召佃頂役〉（正德八年，1513）： 

凡有逃絕軍人田土，賣絕年久，管業已定者，不許告爭。若果見今拋荒，及分

撥十排里甲佃種，賠納糧差累人者，民間人戶有情願頂繼本軍名役告佃者，備

行該府州縣清軍官，督令各該里甲人等查勘。委果本處淨民，不係逃移遠軍，

結勘明白，方許佃種。本人仍發原充衛分當軍，不許改易近衛，以啟弊端。若

本軍逃回，或挨拏得獲，仍補原衛原伍，田歸本軍管業，供給軍裝。其佃田頂

軍之人取回，仍作民戶當差。 
——衛所軍戶逃絕 
霍冀輯《軍政條例類考》卷五，正德十（1515）年巡按陜西御史王佩〈題為陳時弊以清

軍伍事〉： 

各衛所遠年逃絕軍戶屯田，多被富豪之家佃種納糧，或一家四五頃者有之，一

家十餘頃者有之。近據西安等府衛民人訴稱：伊係淨民或空閑官舍軍餘，情願

種地納糧，就頂絕軍名伍差操；解獲本軍之日，地還本軍，伊等仍發寧家隨住。

臣竊惟天下屯田，佃種於富豪則有糧而無軍，佃種於此輩則軍糧為兩得。況仍

頂名伍，版籍不至於變亂；解到退還，產業不至於占 。合無聽從民願，比照

近行有司絕軍田地事例，行令各該清軍官員：遇有前項種地投軍，係民戶者，

若果逃移遠軍，果係淨民；係軍戶者，伊戶除幫軍一丁外，果係空閑舍餘，查

審的確，申呈清軍御史處復審相同，暫行撥與絕軍地土一分，承佃納糧，就令

頂補絕軍名伍操備，候解回本軍之日，仍將田地退還本軍。頂軍之人，民發寧

家，軍發隨伍。如此則利不專於富豪，而貧窮有資；軍兼得於操備，而行伍不

缺矣。正德10年（1515 
譚綸等輯，《軍政條例》卷四，〈逃絕屯田奏奪佃種〉（正德 10 年，1515）： 

該巡按御史王佩條陳，本部尚書陸等覆議得：各處屯田不許富豪之家侵佃，有

例見行。今本官條奏要將陝西各衛所逃絕軍戶屯田被富豪佃種者，給與淨民及

空閑官舍軍餘承佃，就頂名伍差操，候解回本軍，仍舊退還一節，固是充實軍

伍之意，但給與民久佃，他日退還，未免紛擾。合行按察司管屯官員，備查各

該衛所逃絕軍戶屯田的有若干，相應承佃頂補官舍軍餘的有若干，另行奏請定

奪。 

三、軍產典佃買賣 
黃彰健，《明代律例彙編》卷五，〈戶律‧田宅‧盜賣田宅〉，引《大明律疏附例》云： 

弘治十六年十月，刑部等衙門議奏：今後軍職舍餘旗軍餘丁，果有用強霸占屯

田五十畝以上，不納子粒者，俱照用強占種事例調發。（中略）屯田人等將屯

田轉賣與典主買主，俱比照用強占種事例，問罪調發。 
用強占種屯田事例見弘治十三（1500）年《弘治問刑條例》： 

凡用強占種屯田者，問罪。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軍軍丁人等，發邊衛充軍。

民發口外為民。管屯等官不行用心清查者，糾奏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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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軍役繼承 

※ 世襲祖軍之本戶軍 

1.《 辭‧孫守節》10：1a-b 

孫守節雖保定衛軍，實濬民也。凡民之隸於軍者，自其祖父已然，不自今日始也。身充

伍符，則業歸尺籍，供軍地畝，悉在衛中，與民地各不相涉。凡老於戍者皆知之，乃守

節不知也。一旦衣短後衣，遂欲舉田產交易，稍與孫姓係屬者，概名之曰軍，而希佐其

餱糧之裹，有是理乎？夫軍民產業，辨若蒼素，民買軍產，不得更之為民；乃軍置民產，

且還之民者已二十年矣，獨得指之為軍乎？蓋時當多故，征繕孔亟，故若輩得以藉口耳。

此即出塞從戎，尚期與民秋毫無犯，況守節猶是逍遙河上者哉。一杖示警，用杜饕風。 

 

※ 垛集軍 

2.《盟水齋存牘‧刁訟梁志杖》p.140 

審得軍伍正貼輪充，此不易之例也。查祖軍黃梁二伍，黃為正，梁為貼。先年正戶黃

英進交與貼戶梁勝祖，勝祖充當多年，以弱查革，應琛可接承，後又以老去之。而堂弟

梁弘亮告爭，已經琛可訴明，應正戶黃福補伍。福因差為事，貼戶梁瑞又起而角，而正

戶例未報滿，批弟黃亞長接充食糧，已四載於茲矣。所有所案，縣有縣案，何物梁志（，）

欺亞長之愚蠢，而數魚肉之無已也。屢告而屢變，其名忽為梁瑞進，忽為梁逢瑞，忽為

梁瑞，忽為梁志，其人之無良可知已。據指亞長姓彭，而排年黃龍、丁戶黃兆泰力證其

為嫡伍，縣所之案又鑿鑿可據，豈盡可抹殺乎。合斷亞長照舊著伍，梁志法應重擬，以

其貪無賴也。姑杖之。具招呈詳。 

使司清軍道批：梁志更名混聳，刁惡異常，加責四十板，依擬發落。如照庫收繳。 

 

※ 抽籍軍 

3.《盟水齋存牘‧爭軍楊嘉齊、楊德杖》p.433 

審得楊嘉齊乘楊德之歸，而攙補其伍也。利軍產也，乃四房輪流，十年一替。既

立有合同矣，德止六年耳，安得利其田而奪之？生員楊思誠期其田收租，田隨軍轉，亦

問之楊德而已，無庸他擬議也。嘉齊之不應攙越，楊德之不應久曠，罪均也，各杖之。 

 

※ 佃地補軍 

4.《 辭‧王梅》2：22b-23b 

王梅等，皆河南懷慶衛軍也。先是有袁一道者，以逃伍懸缺，遺有軍地三十餘畝，梅等

六家分種，清勾之令，不得不向佃戶吹求。原議六人以田租之入，均出奉公，未幾而寒

盟先自梅始，為胡宗順所告。斷將原業退回，荷戈荷鋤，兩俱無與。梅乃有大不釋於衷

者，屢訟不已，猶然戀戀雞肋耳。今為細剖，既吐之產，不可復還矣，而原佃之費，其

可無償乎？則以業之多寡為差，除不在官者不論，鄒崇魯應銀一兩二錢，胡宗順應銀一

兩，郭 應銀四錢，稍厭其望，婪尾庶幾其衰止乎！王梅屢訟不戢，杖懲實自掇矣。 

 

 6



※ 女戶頂軍 

5.《 辭‧牛學經》9：21b-23a 

本非軍也，而冒稱為軍；本無產也，而詭云有產。詞之無情，至牛學經而極矣。蓋牛之

始祖入贅騰驤衛軍何氏，後何姓系絕，因承其軍。今查軍冊，牛之子姓，森然具列，獨

無學經，以其出繼於耿，故不與也。若然，即有清勾，不及耿氏，學經故不得為軍矣。

然而，經詞未窮也。曰：水木本源，不忘所自。自願歸宗，孰能禁之？乃其以軍產致訟，

則更屬子虛無是矣。夫軍民產業，兩不相混，載在冊籍，至易辨也。牛姓之軍，更番業

已數輩，掌故未湮，可取而視。試問百年來曾有尺土否？乃雜舉牛耿二姓展轉遞售之產，

概名為軍，而一旦盡思攘之，此何為也哉？夫學經即軍，亦難取編氓世業而更之伍符，

而況其非軍。黃大龍等數人之產，即使得之於軍，授受有因，亦無奪諸其懷之理，而況

乎風馬牛之不及。盜殺之訟，以必不可信之言，冀百無一得之事，學經真大愚矣哉。 

 

※ 同姓補軍 

6.《 辭‧石進寶》3：11b-12a 

石進寶、石子行皆滑縣人而隸籍于寧山衛者也。進寶以上戍失期，子行乘隙補之。

進寶愬之長百夫者，拘繫需求，殆所不免。假詐之告，所自來乎？夫失伍，法所不原，

不窮追其竄跡，而第稍 （更）其伍符，斯已幸矣。乃倦于荷戈而勤于投牒，誰其能甘

此魚肉哉？進寶之不能與子行爭此軍也，自有該衛之尺籍在。至若嘵嘵逞辨，以求逭于

杖刑，執法者固難骫三尺而就之矣。 

 

※ 頂逃絕軍戶屯田、軍役 

7.《盟水齋存牘‧息訟傅應安等杖》p.229 

審得已故軍丁杜應聰遺下軍田一分，傅應安告承，已詳允在案，而應聰之弟應海起

而爭之。然應安之乞給在前，原案可覆也。今應海已俯首願讓還其田於應安，應安亦覺

一告之多事矣，各杖而遣之。招詳。 

分守道批：據招故軍杜應聰遺田一分，而傅應安已告承矣，聰弟應海又復混爭，非

法也。今海既願還田而息訟，依擬與傅應安俱杖贖，庫收繳。 

8.《 辭‧徐邦輔》2：20b-21b 

徐邦輔，故寧山衛軍也。視其年力，尚堪荷戈，乃當本縣以軍興簡閱，此何等時，而

以殘邁之徐邦彥代為應役也。就邦彥論，則老弱應汰；即就邦輔論，失伍獨不應去乎？

革之而以楊進孝補其缺，非過也。況邦輔之軍，其正名為孫明遠，得既倖致，失亦偶然，

非若祖襲者之確然不易也。今邦輔之所以越訟者，軍名不難敝屣棄之，而軍產則不勝雞

肋戀之，一旦盡失所據，寧無怏怏於懷？量於進孝名下追銀六兩給之，鷃鼠之腹，庶可

飽乎！以此謝邦輔，而以邦輔之一杖謝進孝，此兩人之所以頫首而無詞也已。 

9.《 辭‧徐邦彥》10：11a-12a 

李守亮典徐邦彥軍地一十五畝，累價至十九兩零，自以為二十年來不遷之業矣。不知軍

如傳舍，而地亦隨之。亡何，邦彥以老被革，為之繼者為楊進孝。守亮失計在先，又從

而益之價焉。進孝荷戈未幾，旋復卸擔，軍復歸於彥弟邦堯，又從別典。而守亮歷年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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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俱成烏有矣。一訟豈得已哉。邦堯業得此產，自不得不償此價，斷追銀十五兩；而

邦彥、進孝各以二兩佐之，共十九兩，給補守亮原價。楚弓楚得，無改於昔，而守亮亦

不失其固有，庶幾調停之一法乎！邦彥得價而不終其畝，邦堯得產而獨專其利，厥罪均

矣，並杖何辭。 

10.《 辭‧孫承祚》4：22a-b 

孫承祚，逃軍也。先是有習苟俚者，為宣班戍卒。承祚瞰其絕而謀充焉，因得有其軍產

一頃，每年典與錢萬敖等三人，而收其入以為踐更費，蓋有少利而無全害也。乃久而玩

矣，既不歸伍，復不輸糧，逍遙河上，坐食嘉穀。於是千夫長洪守業禁不得佃，承祚非

惟不敢出氣，且惴惴慮追亡之令，而特以為萬敖等愚民，濬又隔邑，可以乘間鬥捷，庸

知守業之挺身而證也。奴見大家，能無心死乎？軍之應除應補，業之應予應奪，該衛為

政。而至若萬敖等，既出典價，盼盼西成，總之不任受過矣。 

 

※ 募兵 

11.《 辭‧邊可言》6：1a-2b 

奴孽內 ，倉卒募兵，惟恐不及額也，而應募者亦復不少。斯其人豈真先國家之急，

援桴鼓而忘其身哉？夫亦饑寒煎迫，計無復之而然耳。疆場少安，錢榖觭重，彼亦贅疣

自待，一失伍而峻法隨其後矣。鞭背貫耳之刑，胡足為若曹恤。惟是向給安家，業已入

手費盡；所支行糧，亦且計日餬口，今必欲一一而追之，惟有相率而斃于圜扉而已。身

不能支而及其族，族盡及其瓜葛之親，親盡而及里老，以至于廿年間田產交易併其睚

嫌忿之人。職勾捕追者，即不一一盡行其說，亦時復低眉聽之。夫豈不知其孽自己作，

而忍于殃及良民哉？以為不如是，則囚雖死而號終不結也，分肥補瘠，尚可援一人于垂

盡，而輸財者猶愈于飽浮屠以求福云爾，此東明人劉邦教不勝邊可言林木之延，而憤發

一訟乎？錢實有之，輸官者不可坐也；罪無辭矣，罰懲者不能贖也。則惟有重撻而決杖

之，以平邦教之忿。而在可言膚雖受創，猶庶幾株寸之積累，以完此一局也。明允如上

臺，當亦有惻然于此案矣。 

 

※ 爭籍奪役 

12.《盟水齋存牘‧刁軍何遂福杖》p.151 

審得何遂福之告陳應春串倉剋糧也，平時豈得云無據。今年四月，適值查盤按縣，

寧搜奸剔弊之會，而狐鼠不暫斂迹乎。即據原證成達、劉清、郎拱珍等，皆同事軍也，

無一不領糧，無一稱剋减，而福獨有是耶？查福先與應春、姚瑞龍等在所在縣，或以告

爭軍戶，或以告奪軍役，每每套名匿呈，至今原證人等猶以詿累為恨，則福之挾仇，不

待其辭之畢也。惟是應春構怨在先，致福刁健不已，均屬無良，各杖示儆。餘審牽連，

俱免株求。招詳。 

兵巡道批：何遂福、陳應春各以宿憾，而遂福乘縣發糧，即駕剋减之狀，何刁險也。

姑依擬各贖完發落。庫收繳。 

13.《盟水齋存牘‧人命倪子貴等戍》p.61 

審得倪子貴毒死劉亞相一案。非董推官一為洗發，亞相之冤，終不泄矣。查當日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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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存業之結亞相以補軍伍，證亞相以得軍產，豈真忠於亞相哉。不過眼熱數畝之產，欲

因以為德，而坐收其利耳。亞相吞田不予，恩乃成怨。捏一無賴之倪子貴為劉成舉，樹

亞相之敵，攫亞相之產，而不殺亞相，子貴何繇補軍伍而得軍產，此存業鴆亞相之本謀

也。卑職親簡亞相骸骨，處處黑色，其為毒死無疑，恨存業已就天刑，無從起而訊之耳。

子貴呼天籲地，以不知情為辯。職察之，子貴一餓孚耳，存業藉以為囮，用其人而并秘

其謀，情或有之。今存業已死，又無旁證之者，若臆而入之，恐死不冤而生又冤也。以

矜疑改遣，一死一戍，亦足謝亞相於地下矣。洗道權、盧金平等俱依原案發落，招詳。 

布政司清軍道批：仰候巡道轉詳行繳。 

兵巡道批：倪子貴同洗存業謀劉亞相，殺機動於奪產。加功前審逼真，今復狡口嘵嘵，

特以存業既故，無能再證耳。且首犯已終天年，子貴不抵（，）恐亞相不肯瞑目也。仰

廣州府再一確審，詳報。 

 

※ 脫籍避役 

14.《盟水齋存牘‧逃軍譚爾純等杖》pp.375-376 

審得譚爾純、爾楫父祖無倚依，姑適廖門譚氏撫育，恩深處便為家，其子若孫不復

知有譚姓為其本宗矣。譚之通族以人丁稀少，若任其離宗，如他日之勾補何，譚華耀所

以有逃軍之控也。職諭以受恩當報，軍籍難移，韓王孫感漂母之恩未嘗姓漂母之姓，仍

斷歸宗輪祭，華耀稱楫等領銀二十兩，爾純稱華耀欠銀二十兩，皆溢詞也，各杖之。招

詳。 

布政司批：譚爾純、譚華耀依擬各杖，折贖完發落，如照，庫收繳。 

清軍道批：據招譚爾純與譚華耀各捏溢詞，依擬並杖，純楫著歸譚宗，不得冒宗覬

避軍伍。庫收繳。 

 

二、軍產典佃買賣 

※ 軍田？屯田？ 

1.《盟水齋存牘‧債負李帝英杖》pp.396-397 

審得李帝英與劉日啟同里而居，有倫俊軍田向係日啟承耕，舊年帝英因俊欠銀，執

將前田批佃管業，以至互爭，業經鄉保處明，除早稻聽英收取，晚熟仍歸日啟承管，有

餘未盡，聽倫俊自補。乃英捏稱其銀從梁宦借出，佃田致禍告啟，啟還告帝英，此中一

文半文之事，亦必依草附木，以佔勝局，大都爾爾。梁宦批折附卷，其為帝英狐假無疑。

今據倫俊止認尚欠英銀一兩二錢，而英執尚逋三兩，折衷其數，斷倫俊名下還英二兩，

其田聽日啟照舊承佃。帝英冒勢欺壓，擬杖以懲。招詳。 

按察司批：李帝英狐假狼貪，依擬贖杖發落，追銀給主，餘如照，庫收領狀繳。 

2.《盟水齋存牘‧刁軍陳進杖》p.375⋯⋯抽籍軍？ 

審得陳進以左衛旗軍與陳妙游告爭贍軍屯田，三道有詞，見批戎廳，未經審決，而

即以所爭之田得銀七兩二錢，批佃鄉民居兆覺，原中唐秀宇可證也。乃串族元岳詭認新

軍，奪其佃而並賴其銀，覺能默然而已哉。合照數還本銀，田聽戎廳案結。仍加責擬杖

示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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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書作「而即以所爭之田得銀七兩二錢批佃，鄉民居兆覺、原中唐秀宇可證也。」 

 

※軍田——屬於原籍軍戶戶下的田產 

3.《盟水齋存牘‧訟田馮君誠杖》p.195 

審得馮騰宇父君誠承買絕軍馮細女等三戶田地坦一十六畝八分六厘，當日孔祖寅等

起而攫之，已經縣審，加價三十兩充解部院火藥之費。聽騰宇收冊管業無異。今君誠復

有奸詭害民之控，訟祖寅而併及潘英。廷質之，寅與英未嘗與爭。何滋此控？據云以杜

將來，亦太早計矣。其業聽歸君誠，杖之以儆其多事。招詳。 

布政司批：馮君誠原買軍田，經縣給帖管業，尚爾呶呶妄控，杖懲奚辭。依擬贖發，

庫收繳。 

4.《盟水齋存牘‧爭地陳瑞超杖》p.540 

審得陳瑞超之地屬之林芝吾，族長陳瑞雲等公僉收稅，歸戶已十七年，而忽訟之今

日，何居？據云私買軍業，則向時何寂無一言？瑞超能贖，則辦原價贖之。不能辦，斷

芝吾給洗業二兩，以助其貧可也。薄杖懲之。招詳。 

糧儲道批：陳瑞超依擬杖贖，田如斷，取庫收繳。 

5.《盟水齋存牘‧踞田黃于田杖》p.415 

審得絕軍黃朝宣遺有軍產田地，向留里長鄧慕東甲下辦糧，後奉清丈，報官納佃，

給有印帖，已為民間之業，展轉相賣，不一其主。今屬之譚龍翔，久無異議。而翔突有

欺隱之詞，蓋因黃于田等認族包種，翔欲另行起業，故有此控耳。今據於（于）田稱有

祖遺荒地一段，與自己稅田依為唇齒，不在翔買之列，則自各有冊載丈尺，彼此不得越

佔也。其田合著于田等退佃，聽翔另召管業。于田久踞致爭，應杖以懲，餘免株求。招

詳。 

糧儲道批：絕軍黃朝宣遺產既經報官納佃，給有印貼（帖），已為民間之業，轉相

鬻賣以及於譚龍翔。于田何物而認族包種，不敢吐業，以致翔之嘵嘵也？一杖尚有餘辜，

除祖遺荒地一段照舊與于田管業外，依擬杖贖發落。庫收繳。 

 

贍軍田——原籍軍戶為幫貼軍役撥出之特定軍產 

6.《盟水齋存牘‧爭佃梁統等》pp.393-394 

審得梁文卿遂一贍軍之田，以遠出不便耕管，兌佃族侄敬儀（、）超漢幫軍納糧，

一家之人自為轉移，田仍無恙，糧無缺額，與按賣他姓者不同，乃梁統、梁恩何為而有

抄祖殺軍之控？蓋爭佃也。通族有口，曲在統與恩矣。田仍舊輪收納糧，若後有侵欺，

則各房得而問之。 

 

——屬於衛所軍戶之屯田 

上引《 辭》各條 

7.《盟水齋存牘‧重佃屯田黃建昭等杖》p.537 

審看得黃建昭以逋糧追比，將屯田立契佃李代滋，乃復重叠私佃伍世懋，除加佃

三年，無別法也。屯糧於代滋、世懋名下追完。其聞壬德頂承，聽原價贖還。建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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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世懋各杖無辭，悉如縣擬。招詳。 

布政司批：屯田一軍一分，而黃建昭攬種至十八分；屯田不許賣買，而伍世懋、

李代滋公然價承，均違法制。姑照限年完官，各依擬杖折收贖發落，如照行取庫收繳。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