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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為討論中心，除探索其內容問題外，並

試圖提出孫吳政府組織吏民佃田背後所反映的制度特質與統治手段。通過《嘉禾

吏民田家莂》的內容考察，以及吏民佃田狀況的統計分析，反映孫吳吏民佃田制

度的特色，包括限田差役性的動員墾作、強制性課徵高比率定額租稅，以及政府

以破莂保據的憑證精神規範吏民納交米、錢與布。 

 

關鍵字：三國、孫吳、吳簡、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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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10月17日，長沙市文物工作隊在該市五一廣場東側建築工地，走馬樓

50號旁的第22號古井內，發現了三國時期具有孫吳紀年的簡牘。根據走馬樓簡牘

整理組初步發現，簡牘內容包括賦稅、戶籍、倉庫管理、錢糧出入、軍民屯田、

往來書信等，涉及政治、經濟、政治、法律等各個方面，被認為屬於長沙郡府、

臨湘縣及臨湘侯國的文書。1 走馬樓三國吳簡的出土，提供了孫吳歷史研究的豐

富資料，彌補以往傳統文獻資料的欠缺不足，其中《嘉禾吏民田家莂》（以下簡稱

《田家莂》）即為走馬樓簡牘整理組所公布的第一批釋文。本文擬以《田家莂》為

討論中心，除探索其內容問題外，並試圖提出孫吳政府組織吏民佃田背後所反映

的制度特質與統治手段。 

一、《田家莂》的文書性質 

  《田家莂》的內容，包括《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以下簡稱《四年田家莂》）、

《嘉禾五年吏民田家莂》（以下簡稱《五年田家莂》）兩部，對於其形制特徵，胡

平生〈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解題〉略云：「《嘉禾吏民田家莂》是一種形制比較特

殊的大木簡，一般的長50釐米左右，寬約3至4釐米，厚約0.5釐米。……從固定編

繩的契口與殘留的編繩痕跡看，木簡原有兩道編繩，寫好後編連成冊。……莂券

頂端有合『同』符號，有的明顯地為剖開的『同』字……。根據券書殘留的『同』

字或橫線推測，莂券可能是一式兩份或一式三份的類型。」2 又《四年田家莂》

起首四列文字云及： 

 

   南鄉謹列嘉禾四年吏民田家別頃畝旱熟收米錢布付授吏姓名年月都莂 4.1 

   環樂二鄉謹列嘉禾四年吏民田家別莂如牒  4.2 

   東鄉謹列四年吏民田家別莂  4.3 

                                                      
1 

 宋少華、何旭紅，〈長沙走馬樓二十二號井發掘報告〉，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沙走馬

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30-35、42-43。 
2 

 胡平生，〈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解題〉，《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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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嘉禾吏民田頃畝收錢布如牒  4.4 

 

胡平生據《說文》、《釋名》、《廣韻》等指出莂、別通假，其意義為合同券書。3 至

於《田家莂》的載錄內容頗有一致的書寫格式，如： 

 

   小赤丘男子杜赤，佃田三町，凡十五畝，皆二年常限。其十三畝旱不收，

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二畝，為米二斛四斗。畝收布二尺。其米二斛四斗，

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付倉吏李金。凡為布七尺五寸八分，四年十二月九日付

庫吏潘有。其旱田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凡為錢六百廿一錢，

四年十一月三日付庫吏潘有畢。嘉禾五年三月三日，田戶曹史趙野、張惕

陳通校。  4.62 

 

引文概云某人佃田某畝，並按田畝旱熟狀況自行分次繳納米、錢、布予倉吏、庫

吏，則合同莂券的製作應用及其憑證效果，當發生於倉、庫吏課納吏民米、錢、

布之時；惟文末皆語及「嘉禾某年某月某日，田戶曹史某校」，且其校核時間皆在

吏民交付米、錢、布與倉吏之後，顯示《田家莂》的主要內容乃作為田戶曹史（或

稱田戶經用曹史（如4.5）、主者使（如4.31））進行最後校核的佃田文書。4
 

                                                      
3 

 胡平生，〈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研究〉，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吳簡暨百年來簡帛

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35-36。另參胡平生、汪

力江，〈走馬樓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合同符號研究〉，《出土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4），第6輯，頁238-259。 
4 

 別、莂既為合同券書之義，其破莂保據之實又與吏民交付實物（米、布）及貨幣（錢）佃

租予倉、庫吏甚有關係，故邱東聯，〈長沙走馬樓佃田租稅簡的初步研究〉，《江漢考古》，

1998年第4期（武漢），頁75-76，以為「走馬樓的佃田租稅簡是一種一式二份或一式多份的

經濟類券書，其中由官府保存的一份，內容為佃戶向國家交納租稅情況的券書，而另一份

（或一聯）則由佃戶自己保存了。雙方以此為憑據，建立租佃關係」，並進一步認定《田家

莂》是「孫吳長沙郡地方官府保存的經濟契約合同文書」；而高敏，〈論《吏民田家莂》的

契約與憑證二重性及其意義〉，《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報刊複印資料），2000年第12期，頁

11-16，強調「這些《吏民田家莂》券書，不是制作和書寫於吏民田家租佃官府土地之時，

而是制作和書寫於官府收受田家輸納稅米、租米、布和錢之時，明顯具有收受輸納物的憑

證或收據的性質」，主張《田家莂》兼具契約與憑證雙重文書性格。至於《田家莂》既作為

田戶曹史校核收納內容，然其主體卻以合同契約、收據憑證的形式呈現之原由，李均明、

周自如、楊慧，〈關於長沙走馬樓嘉禾田家莂的形制特徵〉，《簡帛研究2001》（桂林：廣西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485-491，嘗試復原《田家莂》文書形成的過程以為解答，略

云：「據簡文所載，凡糧食皆交倉，布、錢皆交庫，分工明確，分別進行。知此前至少已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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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吏民佃田的歷史淵源 

  按「吏民」一詞，《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載建安二十三年（218）曹操令

曰： 

 

   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

女：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

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

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   

人。」5
 

 

令中有謂「吏民男女」顯然指涉的是編戶著籍者。又同書《三國志．魏書．蘇則

傳》載其為金城太守任內： 

 

   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

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

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

由是歸附者日多。6
 

 

另《三國志．魏書．倉慈傳》注引《魏略》云顏斐為京兆太守任內： 

 

   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閒月取車材，使轉

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

                                                                                                                                                   

經三次付受過程（三次付受日期多不同），而田家莂是對多次付受過程的總匯。……剖莂是

『莂』這一文書形式的必備要素，簡牘中稱之為『破莂』，從走馬樓田家莂可清晰看出剖莂

的方式。……木莂被寫上有關文字、剖破後分給當事人持有，其合同功能即已完備。今走

馬樓田家莂所見大多都有編繩痕跡，說明其曾被編聯成冊，……據繩痕及形制考察，同年

同丘的田家莂通長編聯在一冊中。編聯之前，諸莂只與其被剖分部分有關係；而編聯後，

卻又與相鄰的不同組合的莂發生聯繫，這是文書形式的一種轉化。經繫聯而轉化後的莂作

用猶今統計帳簿，……或可稱『莂簿』，就獨立的個體與被剖分的部分而言是『莂』，而與

被聯繫成冊的鄰莂而言卻是『簿』。」 
5
 《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1，〈魏書．武帝紀〉，頁51。 

6
 《三國志》，卷16，〈魏書．蘇則傳〉，頁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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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閒，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

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閒鉏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

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7
 

 

則吏民皆專指編戶著籍者，且吏民需負擔輸賦傜役。此外，《三國志．吳書．三嗣

主傳》載永安二年（259）孫休詔曰： 

 

   自頃年已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

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

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

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

風俗可整。8
 

 

至於同卷末注引《晉陽秋》載孫吳末帝孫皓出降： 

 

   王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二，戶五十二萬三千，吏

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9
 

 

則孫吳編戶著籍對象，其身分包括州郡吏民及諸營兵等可知。按《田家莂》中載

錄吏民身分，包括男子、大女、州卒、郡卒、縣卒、縣吏、郡吏、軍吏、州吏、

復民、士等。 

  「佃」者，指的是耕作、開墾，《漢書．韓安國傳》云：「安國為材官將軍，

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請且罷屯。」顏師古注云：「佃，

治田也，音與田同。」10則「佃家」與「田家」同義。惟吏民佃田乃孫吳政府組

織農民墾田的措施，西漢「假民公田」尤可視為其淵源。據高敏研究指出，西漢

「假民公田」包括租佃型與授田型兩類，租佃型「假民公田」盛行於漢武帝時期，

                                                      
7
 《三國志》，卷16，〈魏書．倉慈傳〉注引《魏略》，頁513。 

8
 《三國志》，卷48，〈吳書．三嗣主．孫休傳〉，頁1158。 

9
 《三國志》，卷48，〈吳書．三嗣主．孫皓傳〉注引《晉陽秋》，頁1177。 

10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52，〈韓安國傳〉，頁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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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門的農官（田官）主持，因田地的所有權屬於國家，政府與假田耕作者為租

佃關係；至於授田型「假民公田」（或稱「賦民公田」）則大量出現於昭、宣二帝

以後，假田對象為流民、貧民，具有賑濟災荒、招徠流亡與仁德惠政的意涵。11由

於「假民公田」的政策實態、性質，多有墾闢安靖地方或增加政府收入的積極意

義，故東漢以後，政府組織農民進行墾田的措施即頗為常見。12
 

  漢魏間中原板蕩，軍閥間戰爭衝突不斷的結果，造成人民大量死傷流移。憑

藉著「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13、「土業無主，皆為公田」14的客觀社經基礎，

曹操乃推動屯田、定制佃科，15以擴大公田（官田）土地資源的管理與經營。16又

劉廙論治道於曹操，提及長吏應有作為，略云：「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

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17史傳更載及地方長吏督課農作概況，

如： 

 

   （鄭渾）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

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

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

                                                      

11
 參高敏，〈論漢代「假民公田」制的兩種類型〉，氏著《秦漢史探討》（鄭州：中州古籍出版

社，1998），頁316-330。 
12

 如東漢明帝永平十三年（70）夏四月，「汴渠成，……詔曰：『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章

帝建初元年（76）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元和三年（86）二月，「告常山、

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

給與糧種』」；安帝永初元年（107）二月，「以廣成游獵地及被灾郡國公田假與貧民」；永初

三年，「詔以鴻池假與貧民」、「詔上林、廣成苑可墾闢者，賦與貧民」。分別見《後漢書》

卷2〈明帝紀〉，頁116、卷3〈章帝紀〉，頁134及154、卷5〈安帝紀〉，頁206、212-213。 
13 《後漢書》，卷49，〈仲長統傳〉附《昌言．損益篇》語，頁1656。 
14 《三國志》，卷15，〈魏書．司馬朗傳〉，頁468。 
15 《三國志》，卷1，〈魏書．武帝紀〉載：建安元年，「是歲用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頁14）；卷16，〈魏書．任峻傳〉載：「是時歲飢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

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中所在

積粟，倉廩皆滿。」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載曹操令曰：「……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

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頁489-490） 
16 《三國志》，卷1，〈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云：「自遭荒亂，率乏糧穀。……公（曹

操）曰：『夫定國之術，在于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

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

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賊，克平天下。」（頁14） 
17 《三國志》，卷21，〈魏書．劉廙傳〉注引《廙別傳》，頁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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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

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

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

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

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 

   （徐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

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

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18
 

 

則除大規模經營屯田外，地方政府亦可針對地方需求組織貧民從事墾作，「當（曹

魏文帝丕）黃初中（220-226），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19按《三國

志．吳書．吳主傳》載黃武五年（226），陸遜「表令諸將增廣田畝」，揭出孫吳屯

田推廣的重要時間點；及後，「（嘉禾四年，諸葛）恪乞率眾佃廬江、皖口」，「（赤

烏年間，238-251）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

陵，男女各數萬口」，顯然孫吳屯田區域已漸擴及長江中下游地區。20惟受限於史

傳文獻資料的限制，孫吳屯田的實況僅能窺其大概，21至於其他公田經營紀錄則

幾付之闕如。是以《田家莂》的出土，內容揭示孫吳政府組織農民佃墾公田的措

施，實屬可貴。22
 

                                                      
18 
分別見《三國志》，卷16，〈魏書．鄭渾傳〉，頁509及511、卷27，〈魏書．徐邈傳〉，頁739-740。 

19 《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26，〈食貨志〉，頁784。 
20

 分別見《三國志》，卷47，〈吳書．吳主傳〉，頁1132、卷52，〈吳書．諸葛瑾傳〉注引《吳

書》，頁1236、卷64，〈吳書．諸葛恪傳〉，頁1432。 
21

 關於孫吳屯田制的實施時間、組織內容、分布區域等問題，分別參高敏，〈東吳屯田制論略〉，

氏著《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探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80-103、陳明光，《六

朝財政史》（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頁20-24、童超，〈東吳屯田制述論〉，江

蘇省六朝史研究會、江蘇省社科院歷史所編，《古代長江下游的經濟開發》（西安：三秦出

版社，1996），頁128-145。 
22

 吳榮曾以為《田家莂》，「與屯田不同的，以非軍事手段組織起來的吏民佃田，……。漢代

地方設有官農業，和屯田以武職的司馬、校尉主其事者有所不同，地方農官、田官和屯田

屬於兩個不同的體系。孫吳的佃田和漢代的地方官農業相近，儘管在具體的制度上仍存在

著不少的差別」，而曹硯農則直指《田家莂》為孫吳政府在長沙地區進行的國家營田（屯田）。

分別參吳榮曾，〈孫吳佃田初探〉、曹硯農，〈從《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

看吳國在長沙郡的國家「營田」〉，《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頁70、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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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吏民佃田制探賾 

（一）町與畝 

  《田家莂》中載錄個別吏民田家佃田總畝數面積，絕大部分皆書寫為「佃田

某町，凡某畝」。按張衡〈西京賦〉有「篠簜敷衍，編町成篁」語，薛綜注云：「町，

謂畎畝。」南朝齊謝朓〈和沈祭酒行園〉云：「霜畦紛綺錯，秋町鬱蒙茸。」以及

《魏書．高閭傳》載高閭表頌獻文帝，提及「嘉穀秀町，素文表石」，23則町指的

是田地，當無疑義，卻嫌籠統。惟《說文解字．田部》云「田踐處曰町」24，則

町指的是田中供人踐踏行走的地方，故可理解為田界。此外，《左傳．襄公二十五

年》載：「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杜預注云：「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

別為小頃町。」另孔穎達疏引賈逵曰：「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也。」

至於《齊民要術．種穀》引《氾勝之書》謂「區種法」，「以畝為率，令一畝之地，

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為十四道，以通人行，

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丈五寸，長四丈八尺。」25顯示町又用以表示土地面積

單位。 

  然而，《田家莂》中所見町的面積差別頗大，以嘉禾四年為例： 

 

   下伍丘男子五常，田一町，凡三畝，……。  4.6 

   公田丘男子文碩，佃田一町，凡十畝。  4.131 

   公田丘男子胡罷，佃田一町，凡十三畝，……。  4.134 

   公田丘大女唐妾，佃田一町，凡十二畝，……。  4.135 

   公田丘男子張如，佃田一町，凡十一畝，……。  4.137 

   平攴丘男子劉囷，田一町，凡十六畝，……。  4.152 

   略丘男子巨碩，佃田一處，合四畝，……。4.370 

                                                      
23

 分別見梁．蕭統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2，〈張平子．西京賦〉，

頁65、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卷77，〈謝朓．

和沈祭酒行園〉，頁362、《魏書》，卷54，〈高閭傳〉，頁1196。 
24

 漢．許慎著，湯可敬撰，《說文解字今釋》（長沙：岳麓書社，1997），卷26，〈田部〉，頁1983。 
25

 分別見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1999），卷36，〈傳．襄公二十五年〉，頁1178-1179、北魏．賈思勰，繆啟愉校釋，《齊

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98），卷1，〈種穀〉，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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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下丘男子郭直，佃田一町，凡十八畝，……。  4.374 

   湛龍丘男子鄭舉，佃田一町，凡八畝，……。  4.404 

   緒中丘男子張導，佃田一町，凡六畝，……。  4.446 

   橫溪丘男子周萇，凡一畝，……。4.462 

   郡吏烝廣，佃田一町，凡廿一畝，……。  4.512 

 

上引諸莂中，可以發現町的面積最小1畝，最大達21畝，又如： 

 

   頃丘男子烝胡，佃田十二町，凡十畝，……。  4.355 

   □丘男子婁樂，佃田九十町，凡六十六畝，……。  4.414 

   劉里丘男子李□，佃田卌八町，凡卌五畝。  4.468 

 

則町的面積甚至不足一畝（嘉禾五年部分，町的面積不足一畝之例更多，茲不

贅列），故《田家莂》中，町的意義並非用以劃分吏民佃田的等量面積單位。值

得注意的是，《田家莂》中亦有改町為處的紀錄，如《田家莂》4.32：「上和丘

男子謝箱，佃田五處，合五十五畝」26；又參照居延漢簡303.17號：「守望亭北

平第九十三町。廣三步長七步，積廿一步」27，則町、處亦可推想為吏民佃田區

（塊）。28
 

  肯定的是，《田家莂》反映了孫吳畝積承襲漢制。按《鹽鐵論．未通》云： 

 

                                                      
26

 關於《田家莂》改町為處的紀錄，另見4.31、4.212、4.213、4.351、4.357、4.370、4.388、

4.391、4.424、4.463、4.464、4.465、4.510、4.587。 
27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編，《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頁497。 
28

 如前文所述，《田家莂》中所載錄的町畝面積差別甚大，顯示吏民佃耕的田土地形不僅不規

則且頗為零碎。于振波、臧知非、阿部幸信等則將町純粹理解為分布區塊，惟如上文引4.355

「烝胡佃田十二町」，殊難想像烝胡分十二個地方耕作，更何況4.414的婁樂「佃田九十町」。

又吳榮曾引用其他出土簡牘及買地券資料旁證漢代已習慣用町、處以表示土地區段、位置；

曹硯農則由日文「町」謂「市街段落」，以及引用薩英額《吉林外記》載清代屯田內容為例，

藉以佐證《田家莂》的町指的是吏民佃田的編區。分別參吳榮曾，〈孫吳佃田初探〉，頁64-71、

曹硯農，〈從《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看吳國在長沙郡的國家「營田」〉，

頁72-76、于振波，〈走馬樓吳簡所見佃田制度考略〉，氏著《走馬樓吳簡初探》（台北：文

津出版社，2004），頁2、臧知非，〈三國吳簡「旱田」、「熟田」與田租徵納方式〉，《中國歷

史》，2003年第2期，頁36，以及日．阿部幸信，〈嘉禾吏民田家莂「丘」再攷〉，《東洋史研

究》，第62卷第4號（京都，2004），頁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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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義先公而後已，民臣之職也。

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 

一。29
 

 

又《晉書．傅玄傳》載泰始四年，傅玄以「時頗有水旱之災」上疏云： 

 

   ……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

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

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

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 

耳。30
 

 

另《通典．食貨．田制下》載： 

 

   大唐開元二十五年（737）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

自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非獨始於國家，蓋具令文耳。」 

 

同書〈州郡．古雍州下〉亦載： 

 

   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即一頃也。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

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矣。31
 

 

則漢唐間畝制率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可知。《田家莂》5.19，「下和丘男子唐亥，佃

田十一町，凡廿七畝，皆二年常限。其十三畝一百廿步旱不收布。定收十三畝百

廿步，……」，顯然孫吳承襲秦漢，以二百四十步為畝。32
 

                                                      
29

 漢．桓寬撰，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卷3，〈未通〉，頁106。 
30 

《晉書》，卷47，〈傅玄傳〉，頁1321-1322。 
31

 分別見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2，〈食貨．田制下〉，頁29、卷174，

〈州郡．古雍州下〉，頁4563。 
32

 另參張榮強，〈孫吳《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幾個問題〉，頁44、孫繼民，〈走馬樓《嘉禾吏

民田家莂》所見孫吳的畝制〉，《中國農史》，第21卷第2期（南京，2002），頁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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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常限田與餘力田 

1、二年常限田 

  《田家莂》中，吏民佃耕田別主要為「二年常限」，亦有稱「二年民田」。33如

前引4.62，小赤丘男子杜赤共佃耕15畝二年常限田，其中，旱田13畝，畝收錢37、

布6寸6分；熟田2畝，畝收錢70、收布2尺、收米1斛2斗。事實上，佃耕二年常限

田的吏民身分，尚包括： 

 

   下伍丘州卒區張。田廿町，凡五十一畝。其廿八畝，皆二年常限。其廿五

畝旱敗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三畝，畝收稅米一斛二斗，……。畝

收布二尺。……其旱田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20 

   夫丘大女黃布，佃田七町，凡十畝，二年常限。其四畝旱田，畝收布六寸

六分。定收六畝，畝收米一斛二斗，……。畝收布二尺。……其旱田畝收

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84 

   上和丘郡吏何表，佃田五處，合卅三（二）畝，二年常限。其廿五畝旱田，

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七畝，畝收米一斛二斗，……。畝收布二尺。……

其旱田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31 

   桐唐丘縣吏陳雅，佃田二町，凡九畝，皆二年常限。其六畝旱田，畝收布

六寸六分。定收三畝，畝收米一斛二斗，……。畝收布二尺。……其旱田

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317 

   穀丘郡卒潘調，佃田廿處，合一頃一十九畝。其廿六畝二年常限。其廿四

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二畝，畝收米一斛二斗，……。畝收布二尺。……

其旱田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463 

   下伍丘軍吏黃元，田十町，凡廿一畝，皆二年常限。旱敗不收，畝收布六

寸六分。……畝收錢卅七，……。  4.19 

                                                      
33 《田家莂》中，吏民佃田町畝多云「二年常限」，惟亦有文書數例載「二年常限田」者，如

4.193，「石下丘男子唐靖，田卅一町，凡八十七畝。其六十七畝，皆二年常限田」，另見4.116、

4.119、4.122、4.123、4.129、4.197。至於「二年民田」者，走馬樓簡牘整理組編著，《長

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以下簡稱《竹簡（壹）》），

頁927載簡1637，「領二年民田三百七十六頃六十五畝二百卅八步，收米一斛二斗合四萬五

千一百九十九斛一斗」。又後文所引《竹簡（壹）》釋文，僅揭舉編號，不再註明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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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佃耕二年常限田的吏民身分有大女、州卒、郡卒、縣吏、郡吏、軍吏等，其應

納米錢布數額與男子相同。另有佃戶身分為復民與州吏者： 

 

   己酉丘復民梅組，佃田三町，凡卌畝，皆二年常限。其卅六畝旱田，畝收

布六寸六分。定收五畝，畝收米五斗八升六合，……。畝收布二尺。……

其旱田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45 

   州吏潘□，佃田廿町，凡卌畝，皆二年常限。其廿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

定收廿畝，畝收米五斗八升六合。畝收布二尺。……其旱田畝收錢卅七，

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514 

 

則佃戶身分為州吏、復民者，其佃耕田種雖同樣為二年常限田，但佃田待遇上，

熟田畝收米5斗8升6合部分，絕不同於前引諸佃戶身分。另有佃戶身分為士者： 

 

   樸丘士吳有，佃田十三町，凡九十四畝，皆二年常限。其七畝熟田，依書

不收錢布。八十七畝旱田，畝收布六寸六分。……旱田畝收錢卅七，……。  

4.492 

 

「士」佃耕田種屬二年常限田，特別的是熟田畝「依書不收錢布」，實際上米也不

徵收；至於旱田畝應徵納布、錢數額，則與其他身分的吏民待遇相同。 

  至於嘉禾五年吏民佃耕二年常限田的狀況，如： 

 

   三州丘大女謝領，佃田三町，凡十畝，皆常限。其四畝一百廿十步旱不收

布。定收五畝百廿步，為米六斛六斗，畝收布二尺。……其旱田不收錢。

其熟田畝收錢八十，……。  5.10 

   下伍丘男子張設，佃田十三町，凡廿三畝百七十步，皆二年常限。其廿畝

百七十步旱敗不收布。定收三畝，為米三斛六斗，畝收布二尺。……其旱

田不收錢。熟田畝收錢八十，……。  5.14 

   上和丘軍吏謝趙，佃田十二町，凡卌七畝，皆二年常限。其廿七畝旱敗不

收布。定收廿畝，為米廿四斛，畝收布二尺。……其旱田不收錢。其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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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錢八十，……。  5.49 

   夫丘郡吏區碩，佃田三町，凡六畝，皆二年常限。其五畝旱不收布。定收

一畝，為米一斛二斗。畝收布二尺，……其旱田不收錢。其熟田收錢八

十，……。  5.114 

   東薄丘縣吏謝幼，佃田八町，卅四畝一百廿步，二年常限。其十四畝旱敗

不收布。定收廿畝，為米廿四斛，畝收布二尺。……其旱田不收錢。其熟

田畝收錢八十，……。  5.422 

   弦丘州卒毛碩，佃田十二町，凡卅八畝，皆二年常限。其廿九畝旱不收布

定收九畝，為米十斛八斗，畝收布二尺。……其旱田不收錢。其熟田收錢

八十，……。  5.437 

   於上丘郡卒謝善，佃田八町，凡十九（畝）一百廿步，皆二年常限。其五

畝一百廿步旱不收布。定收十四畝，為米十六斛八斗，畝收布二尺。……

其旱田不收錢。其熟田收錢八十，……。  5.432 

   夢丘縣卒吳帛，佃田五町，凡廿一畝，皆二年常限。其十六畝旱不收布。

定收五畝，為米六斛，畝收布二尺。……其旱田不收錢。其熟田收錢八

十，……。  5.761 

 

上引諸例，吏民佃戶身分包括大女、男子、郡吏、縣吏、軍吏、縣卒、郡卒、州

卒等，其所佃耕田種皆為二年常限田，熟田畝收米1斛2斗、收布2尺、收錢80，旱

田則米錢布皆免。至於州吏，如： 

 

   上利丘州吏劉虞，佃田七十七町，凡廿畝，皆常限。其六畝旱敗不（收）

布。定收十四畝，畝收米一斛二斗，……畝收布二尺。……其旱田不收錢。

其熟田收錢八十，……。    5.39 

   湖田丘州吏蔡雅，佃田十三町，凡六十七畝二百一十步，皆二年常限。其

十四畝卌步旱敗不收布。其卌畝為米廿三斛四斗。定收十三畝百七十步稅

（田），為米十六斛四斗五升，畝收布二尺。……其旱田不收錢。熟田畝收

錢八十，……。    5.705 

 

嘉禾五年州吏佃田有二年常限租田與稅田的分別，二年常限租田部分有四十畝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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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熟田畝收米5斗8升6合、收布2尺、收錢80，旱田則米錢布皆免；至於二年常

限稅田指的是不屬於租田四十畝的部分，其旱熟田畝應納米錢布數額，與一般佃

戶身分的待遇相同。 

  關於《田家莂》中，嘉禾四、五年諸佃戶佃耕二年常限田的狀況，已如上文

所論，從中對於二年常限田我們可以得到兩種訊息與理解：其一是不論是嘉禾四

年或五年，其當年度的佃田應納米錢布有固定數額，僅少數吏民身分（州吏、復

民、士）有特殊例外。其二是嘉禾四年、五年間諸佃戶佃田徵納數額有變動，即

五年旱田免收米錢布、熟田畝收錢多10錢，至於熟田畝收米、布數額一樣。故學

界對於二年常限田的性質內容的理解，多不出這兩種訊息中，惟二年常限指的是

定額的租稅、限量限額的田地佃作、抑或定期的佃作，不僅時有爭論且頗為混 

雜。34按「常限」一詞頗見於史傳，如： 

 

   （呂）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

權聞之歎息，以讓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

                                                      
34

 學界最早對於「二年常限」問題進行討論的是胡平生，其以為二年常限田指的是，「嘉禾二

年規定的、每戶每人限制租佃的最高數量的農田」，或者是「按照嘉禾二年規定的農田每畝

納稅標準徵收的田畝」的賦稅標準。其中，胡平生所謂「賦稅標準」的觀點，遂為學界廣

泛接受，並加以申論，如邱東聯指出，「所謂『常限田』即為官府限定的田額」；高敏亦以

為，「二年常限田，是指按畝固定收取稅米、布和錢的數量不變動而言：『二年常限』，即固

定按畝收取的稅額二年不變」；而蔣福亞更進而主張，「所謂『二年常限田』既有租畝額年

限的涵義，也有吏民對其租佃土地佃種年限的涵義在內。即吏民租佃土地後，其佃種權只

有二年，所繳地租按收成的旱、熟區分，各有定額，但這個定額也只有兩年中有效，過了

兩年，須重新辦理租佃手續，地租額也由封建政府另行規定」；至於張榮強則提出，「所謂

『二年常限』實為官府根據當時普遍實行的各種形式的輪休耕作制而制定的一種二年一墾

的標準收取官租的規定」。惟于振波反對將二年常限視為強制性的租稅定額，而是佃田土地

的限額，以為「正由於『常限田』是國家規定的強制性定額，因此，原來無地或少地的農

民可以租佃官田以達到所規定的數額，並承擔繳納『常限田』的租稅的義務；擁有較多私

田的民戶，其屬於『常限田』定額內的土地要繳納『常限田』的租稅，……。由於田家莂

只涉及田家所租佃的官田，不包括田家本身所有的私田，也就是說，田家莂中每個戶主名

下的土地數量並不是他所耕種土地的全部，結果莂券各家的『常限田』數量便顯得多少不

一。」分別參胡平生，〈嘉禾四年吏民田家莂研究〉，頁38、邱東聯，〈長沙走馬樓佃田租稅

簡的初步研究〉，頁74、高敏，〈《吏民田家莂》中所見「餘力田」、「常限」田等名稱的涵義

試析〉，《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報刊複印資料），2001年第1期，頁11-16、于振波，〈走馬樓

吳簡中所見佃田制度考略〉，頁5-9及16-17、張榮強，〈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二年常限」

解〉，《歷史研究》，2003年第6期，頁20-24，以及蔣福亞，《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頁37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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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 

   西晉初廷尉劉頌主張宜復肉刑，上表略云：「……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

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

使有常限，不得減此。」 

   南齊蕭子良以水旱不時密啟武帝，略云：「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

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權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剋，圍桑品屋，

以准資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

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35
 

 

上引諸文，「常限」皆可理解為常規、標準的意思。以此意義來對照《田家莂》，

則可得出三項結論：其一，二年常限熟田在嘉禾四年、五年皆收畝米1斛2斗、布2

尺，此部分即有稅額常規、標準。其二，吏民佃田應納米錢布的數額並非自然狀

況產生的數字，而是人為地硬性規定每畝應繳米錢布數額，且是定額並一體適用

（除復民、州吏及士），此種現象亦是一種常規、標準。其三，值得注意的是，所

謂的「常限」指的是應繳米錢布定額數量，而非土地的佃耕面積。嘉禾四年、五

年，吏民田家佃耕二年常限田畝數，雖有少至1畝、多至1頃以上者，惟諸佃戶身

分與耕地面積大小似無任何聯繫關係；即使同丘同名佃戶，其於嘉禾四年、五年

的佃耕田地面積也不盡一樣，如表1： 

 

表1：《田家莂》中同名佃戶佃耕二年常限田畝面積對照表 

編號 丘名 姓名/身分 嘉禾四年佃耕面積 嘉禾五年佃耕面積 

4.14/5.13 

下伍 

勇羊/男子 24 20 19/24 

4.22/5.14 張設/男子 14 23 17/24 

4.27/5.15 鄧角/男子 67 7 7/24 

4.31/5.43 上和 何表/郡吏 32 23 

4.88/5.116 夫 謝經/男子 52 42 

4.188/5.186 石下 文威/男子 30 10 7/12 

                                                      
35

 分別見《三國志》，卷60，〈吳書．呂岱傳〉，頁1386、《晉書》，卷30，〈刑法志〉，頁933、《南

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40，〈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傳〉，頁696。 

47



興大歷史學報 第二十六期 

4.193/5.196 唐靖/男子 87 17 5/8 

4.196/5.203 烝眾/男子 10 12 5/8 

4.199/5.206 烝頡/男子 13 11 1/24 

4.206/5.225 謝丁/男子 8 74 2/3 

4.216/5.302 

利 

烝兼/大女 33 17 

4.217/5.304 烝棠/男子 92 57 

4.218/5.307 烝騎/男子 30 12 

4.219/5.310 蒸謾/男子 45 38 

4.223/5.311 黃棠/男子 87 72 

4.227/5.313 黃溺/男子 49 22 

4.229/5.318 鄭囊/男子 34 29 

4.234/5.322 謝雙/男子 32 15 

4.370/5.646 略 巨碩/男子 4 8 

4.386/5.676 淦 張聲/州吏 40 82 1/4 

4.465/5.869 慮 鄧疇/男子 10 33 

4.467/5.877 

劉里 

李張/男子 51 24 

4.469/5.878 周匠/男子 90 64 

4.470/5.879 周勝/男子 27 19 

4.473/5.881 殷常/男子 49 41 

4.474/5.884 殷落/男子 62 38 

4.475/5.882 殷終/男子 59 27 

4.476/5.887 殷獵/男子 69 5 

4.478/5.891 黃赤/男子 65 29 

4.479/5.893 黃鳳/男子 81 97 

4.480/5.895 婁小/男子 98 10 

4.482/5.903 劉/男子 49 12 

4.484/5.906 劉棠/男子 62 42 

 

由於《田家莂》殘缺頗多，否則同丘同名紀錄絕不僅只如此，但從上表仍可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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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禾四年、五年佃戶佃田面積發生很大的變動，更顯見耕地面積實無「常限」的

規範。 

  「常限」一詞既明，那「二年」該如何理解。《三國志．吳書．吳主孫權傳》

有云：「（嘉禾）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

勿復督課。』」36引文時間為嘉禾三年，孫權下詔招賚流民、寬免租賦的紀錄。按

《四年田家莂》中田戶經用曹史校核時間約在五年三月，《五年田家莂》中田戶經

用曹史校核時間約在六年二月，則前引孫權詔令為春正月發下，時間上應與縣吏

田戶經用曹史校核嘉禾二年租稅繳納時間略等。故《田家莂》中，嘉禾四年、五

年應繳米布錢的計算數值略有差異，則二年常限可能指的是兩年不變的應繳米錢

布定額，即嘉禾三年、四年為一「常限」（標準），至於五年則另有更張調整。又

《三國志．吳書．吳主孫權傳》載：「自十月不雨，至於（嘉禾五年）夏。」37則

嘉禾四年十月以來的乾旱對農作的進行產生了威脅，或據以配合「二年常限」（應

繳米錢布數額）的調整。至於嘉禾四年、五年佃戶佃田面積有相當差異變化，或

許是二年常限到期，因應定額徵納米錢布數量的調整緣故而進行變動，畢竟諸佃

戶佃耕土地的地主為政府。 

2、餘力田 

  《田家莂》中，吏民佃作餘力田紀錄者，亦頗常見之。如嘉禾四年部分： 

 

   石下丘男子唐靖，田卅一町，凡八十七畝。其六十七畝，皆二年常限田。

其五十四畝旱敗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十三畝，畝收米一斛二

斗，……。布畝收布二尺。其廿畝餘力田。其十四畝旱敗不收，畝收布六

寸六分。定收六畝，畝收米四斗五升六合，……（下缺）    4.193 

   下伍丘州卒區張，田廿町，凡五十一畝。其廿八畝，皆二年常限。其廿五

畝旱敗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三畝，畝收稅米一斛二斗，……。畝

收布二尺。其廿三畝餘力田。旱敗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其旱田畝

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20 

                                                      
36

 《三國志》，卷47，〈吳書．吳主孫權傳〉，頁1140。 
37 《三國志》，卷47，〈吳書．吳主孫權傳〉，頁1140。又唐．許嵩，《建康實錄》（台北：台灣

商務印書館，1983），卷2，〈太祖下〉載：「（嘉禾五年）夏，旱。自去冬不雨至於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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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伍丘縣吏張惕，田廿五町，凡五十七畝。其六十六畝，皆二年常限。其

五十六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十畝，收米一斛二斗，……。畝收布

二尺。其廿一畝餘力田。其七畝旱敗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十四畝，

收米四斗五升六合，……。畝收布二尺。……其旱田畝收錢卅七，其熟田

畝收錢七十。……  4.21 

   下伍丘郡吏廖裕，田廿町，凡卌六畝。其卌一畝，皆二年常限。其廿七畝，

旱敗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十四畝，收米一斛二斗，……。畝收布

二尺。其五畝餘力田，旱敗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其旱田畝收錢卅

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24 

   石下丘大女蔡糜，田十一町，凡十六畝。其三畝（二年常限），旱敗不收，

畝收布六寸六分。其十三畝餘力。其一畝旱敗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定

收十二畝，畝收米四斗五升六合。畝收布二尺。……（下缺）  4.203 

 

則吏民佃耕餘力田者，包括男子、州卒、縣吏、郡吏、大女等身分；又同二年常

限田一般，餘力田也有分旱田、熟田二種，其中，餘力旱田畝收布6寸6分、收錢

37，以及餘力熟田畝收布2尺、收錢70，此部份與二年常限田相同，惟餘力熟田畝

收米4斗5升6合，低於二年常限熟田所應交米1斛2斗。又有州吏： 

 

   湛龍丘州吏黃興，佃田八町，凡六十畝，其卌畝二年常限租田。為米十八

斛二斗四升。畝收布二尺。其廿畝餘力田。其十八畝旱田，畝收布六寸六

分。定收二畝，為米九斗一升二合。畝收布二尺。……其旱田畝收錢卅七，

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397 

   新甽丘州吏雷賞，佃田十町，凡卌九畝。其卌畝二年常限。熟田為米十八

斛二斗四升。畝收布二尺。其九畝餘力田。其七畝旱不收，畝收布六寸六

分。定收二畝，為米九斗一升二合。畝收布二尺。……其旱田畝收錢卅七，

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406 

 

《四年田家莂》中，州吏佃耕餘力田記錄僅此二例，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二年

常限或餘力田，其熟田皆按4斗5升6合畝米計算，與前引州吏交二年常限熟田5斗8

升6合畝米的標準不類，頗疑4.397、4.406兩莂內容或存有計算上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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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嘉禾五年佃戶佃耕餘力田的狀況，如： 

 

   下俗丘男子五仍，佃田十三町，凡卅八畝。其卅一畝二年常限。其十三畝

旱敗不收布。其七畝餘力田，為米二斛八斗。定收十八畝，為米廿一斛六

斗。……畝收布二尺。……其旱田不收錢。熟田收錢畝八十，……。  5.25 

   上和丘軍吏謝盛，佃田卅一町，凡七十五畝。其卅八畝旱敗不收布。定收

卅七畝。其卅二畝二年常限，畝收米一斛二斗，凡為米卅八斛四斗。其五

畝餘力，收租米二斛。畝收布二尺。……其旱畝不收錢。其熟田畝收錢八

十，……。  5.47 

   上俗丘大女劉妾，佃田三町，凡廿五畝。其廿畝二年常限。其九畝旱敗不

收布。其五畝餘力田，為米二斛。定收十一畝，為米十三斛二斗。……畝

收布二尺。……其旱田不收錢。其熟田畝收錢八十，……。  5.104 

   伻丘縣吏朱客，佃田卅八町，凡一頃九畝百五十步。其八十九畝百五十步

二年常限。其五十七畝七十步旱敗不收布。其廿畝餘力田，為米八斛。定

收卅二畝八十步，為米卅八斛八斗。……畝收布二尺。……其旱田不收錢。

熟田收錢畝八十，……。  5.335 

   逢唐丘郡吏劉溫，佃田九十六畝，其六十四畝二年常限。其卌二畝稅田，

畝收稅米五十斛四斗，畝收布二尺。其廿二畝旱不收布。其卅二畝餘力田，

畝收米四斗，為米十二斛八斗，畝收布二尺。……其旱田不收錢。其熟田

畝收錢八十，……。  5.591 

 

《五年田家莂》中並無州吏佃耕餘力田紀錄，至於吏民佃作餘力田，熟田普遍為

畝收米4斗、收布2尺、收錢80，旱田則米錢布皆免。 

  有關吏民佃作餘力田狀況已如上述，值得注意的是，《田家莂》中，餘力田多

見載於二年常限田之後38
 ；再就二年常限、餘力田畝總面積、旱熟狀況進行比較，

如表2： 

 

 

                                                      
38 

《田家莂》中，吏民僅佃作餘力田而無二年常限田紀錄者僅兩例，分別見4.12及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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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田家莂》所見二年常限、餘力田面積與旱熟狀況 

田別畝數年代 吏民佃田總畝 
二年常限田 餘力田 

總畝 熟畝 旱畝 總畝 熟畝 旱畝 

嘉禾四年 25992 23494 5687 17783 1953 959 931 

嘉禾五年 32871 31484 17528 13505 865 834 0 

附記：由於《田家莂》內容有頗多殘缺、不全的部分，故統計數字採約略值。 

 

由上表觀之，嘉禾四年的餘力田僅佔吏民佃田總畝數約8％，嘉禾五年更不及3％，

則餘力田之於二年常限田，其性質顯然居於依附地位。39惟耐人尋味的是，熟田

面積的比率，餘力田顯然高出二年常限田許多，如嘉禾四年，吏民佃作田總畝數

中，二年常限旱田面積超過75％，而餘力熟田面積約達50％；至於嘉禾五年，二

年常限旱田面積雖大幅降低至43％左右，餘力熟田面積竟幾為100％。若再考量餘

力熟田應交畝米僅二年常限熟田的38％（嘉禾五年為33％），則相對於二年常限

田，吏民佃作餘力田實頗具優遇意涵，或可推想。另按《晉書．慕容皝載記》載： 

 

   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

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慕容）皝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自永嘉喪

                                                      
39

 關於餘力田的意涵，學界意見仍頗歧異，如胡平生以為，「從嘉禾四年田家莂反映出來情形

似乎是，由於人口多而田土少，國家沒有足夠的土地可以按照『二年常限田』的規定標準

分配給田家。『餘力火種田』制度也許是對『二年常限田』制度的一種補充。『餘力田』應

是農戶『行有餘力』自行開墾的田地」；蔣福亞則據餘力田畝面積遠小於二年常限田的特徵，

強調餘力田是二年常限田以外零星分散的國有地，由租佃者「行有餘力」佃種。惟高敏則

反對胡氏說法，謂「『餘力田』是田家租佃國有土地中不屬於『二年常限』田的另一種納租

田地，它同『常限田』一樣也有旱田與熟田之分，但主要是熟田，它的地租是低於『二年

常限』田畝收米一斛二斗的畝收米四斗五升六合的優惠田」；故于振波進一步主張，農民佃

作孫吳政府規定限額之外的土地，並享有優惠的租稅標準。至於王子今根據古代稱未成丁

或未受田的男子為「餘子」、「餘夫」，故推論餘力田是此類人耕種的田。分別參胡平生，〈嘉

禾四年吏民田家莂研究〉，頁41、邱東聯，〈長沙走馬樓佃田租稅簡的初步研究〉，頁75、高

敏，〈《吏民田家莂》中所見「餘力田」、「常限」田等名稱的涵義試析〉，頁12-13、王子今，

〈試釋走馬樓《嘉禾吏民田家莂》「餘力田」與「餘力火種田」〉，北京吳簡研討班編，《吳

簡研究（第一輯）》（北京：崇文書局，2004），頁114-118、于振波，〈走馬樓吳簡中所見佃

田制度考略〉，頁9-11、16-17，以及蔣福亞，《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頁380-385、羅威，

〈走馬樓吳簡所見孫吳在長沙地區的賦役剝削〉，《湖南城市學院學報》，第25卷第5期

（2004），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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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慕容

廆）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

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

無田者十有四焉。……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

牧牛。……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

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

皝乃令曰：「……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

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

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

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

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40
 

 

為解決因戰亂流移的勞動力，慕容皝不僅罷苑囿以分田百姓，並強調「若私有餘

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則作法與目的或可與餘力田的鮮明特徵

相參照。 

3、餘力火種田與火種田 

  餘力火種田，僅見於《四年田家莂》，共計有七例，如： 

   上和丘男子謝箱，佃田五處，合五十五畝。其十畝二年常限，其八畝旱，

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二畝，合二斛四斗。畝收布二尺。其卌五畝餘力火

種田，其六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卅九畝，畝收布四斗五升六合，

斛加五升，……。畝收布二尺。……（中缺）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32 

   合丘男子烝□，佃田廿處，合一頃一十五畝，其十二畝二年常限。其九畝

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三畝，畝收米一斛二斗，……。畝收布二尺。……

其一頃三畝餘力火種田。其廿五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七十八畝，

畝收米四斗五升六合，斛加五升，……。畝收布二尺。……其旱田畝收錢

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213 

   浸頃丘男子潘惕，佃田廿一處，合一頃卅二畝，其五十三畝二年常限。其

                                                      
40

 《晉書》，卷109，〈慕容皝載記〉，頁2823-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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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三畝，畝收米一斛二斗，……。畝收布

二尺。其七十九畝餘力火種田。旱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其旱田畝

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351 

   湛上丘男子區懷，佃田十五處，合八十六畝。其十一畝二年常限。其七畝

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四畝，畝收米一斛二斗，……。畝收布二尺。

其七十五畝餘力火種田。其廿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五十五畝，畝

收米四斗五升六合，斛加五升，……。畝收布二尺。……其旱田畝收錢卅

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391 

   穀丘郡卒潘調，佃田廿處，合一頃一十九畝。其廿六畝二年常限。其廿四

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二畝，畝收米一斛二斗……。畝收布二尺。

其九十三畝餘力火種田。其五十三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卌畝，畝

收米四斗五升六合，斛加五升，……。畝收布二尺。……其旱田畝收前卅

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463 

   □丘男子鄧承，佃田廿五處，合九十二畝，其卅四畝二年常限。其卅二畝

旱田，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二畝，畝收米一斛二斗，……。畝收布二尺。

其五十八畝餘力火種田。其十二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卌五畝，畝

收米四斗五升六合，斛加五升，……。畝收布二尺。……其旱田畝收錢卅

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587 

   （前缺）二年常限。其廿三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二畝，畝收米一

斛二斗，……。畝收布二尺。其卅五畝餘力火種田旱不收。畝收布六寸六

分。……其旱田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620 

 

上引諸莂，皆有餘力火種田的紀錄，佃戶身分為男子、郡卒，值得注意的是，文

首皆云「佃田某處」，絕不同於一般書寫成「佃田某町」。除此之外，文書所載餘

力火種田的內容特徵，尚包括，（一）同餘力田一般，餘力火種田多見記於二年常

限田之後。（二）餘力火種田應課納畝米、錢及布的數額，同樣以旱、熟田之別而

有差異，餘力火種旱田不收米，畝收布6寸6分、收錢37；餘力火種熟田畝收布2

尺、收錢70，惟畝收米4斗5升6合後並再計「斛加五升」，頗不同於餘力熟田畝米

應納標準。（三）如表3，佃戶佃田總畝數中，餘力火種田面積幾超過60％之多，

而餘力火種熟田的比率甚至遠高過二年常限熟田。（四）又如表4，相對於二年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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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田，餘力火種田的熟旱比例與餘力田頗為相當。總而言之，《四年田家莂》所見

餘力火種田，不僅同名「餘力」，且其內容特徵與餘力田亦頗相類。 

 

表3：嘉禾四年吏民佃作餘力火種田狀況 

編號 丘 姓名 身分 佃田畝數 
二年常限 餘力火種田 

總畝 熟畝 旱畝 總畝 熟畝 旱畝 

4.32 上和 謝箱 男子 55 10 2 8 45 39 6 

4.213 合 烝□ 男子 115 12 3 9 103 78 25 

4.351 浸頃 潘惕 男子 132 53 3 50 79 0 79 

4.381 湛上 區懷 男子 86 11 4 7 75 55 20 

4.463 穀 潘調 郡卒 119 26 2 24 93 40 53 

4.587  鄧承 男子 92 34 2 32 57 45 12 

4.620   男子 60 25 2 23 35 0 35 

合計 796 171 18 153 487 257 230 

 

表4：嘉禾四年二年常限、餘力及餘力火種田面積與旱熟狀況 

田別 

 

畝數 

二年常限田 餘力田 餘力火種田 

總畝 熟畝 旱畝 總畝 熟畝 旱畝 總畝 熟畝 旱畝 

23494 5687 17783 1953 959 931 487 257 230 

附記：由於《田家莂》內容有頗多殘缺、不全的部分，故統計數字採約略值。 

 

火種田，亦僅見於《四年田家莂》，計有七例，如： 

 

   石下丘男子區拾，火種田二町，凡六十畝，皆二年常限。旱畝收布六寸六

分。……旱田畝收錢卅七，……。  4.201 

   石下丘男子番□，火種田三町，凡卅九畝，皆二年常限。旱畝收布六寸六

分。……旱田畝收錢卅七，……。  4.202 

   石下丘男子龔斗，火種田三町，凡廿五畝，皆二年常限。旱田畝收布六寸

六分，……。旱田畝收錢卅七，……。  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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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丘男子張客，火種田三町，凡廿五畝，皆二年常限。其廿三畝旱田，畝

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二畝，畝收米四斗五升六合，……。畝收布二尺。……

其旱田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300 

   □丘男子陳溪（？），火種田三町，凡卅畝。旱田畝收布六寸六分。……旱

田畝收錢卅七，……。  4.560 

   □丘男子□文，火種田五町，凡卅二畝，皆二年常限。其（中缺）畝旱田，

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三畝，畝收米四斗五升六合，……。畝收布二尺。……

其旱田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659 

 

上引諸莂，皆有「火種田」語，佃戶身分皆為男子。值得注意的是，文首皆云「火

種田某町，凡某畝」，絕不同於一般書寫成「佃田某町」。除此之外，上引諸莂內

容特徵，尚包括，（一）文中幾有「皆二年常限」語，然而二年常限熟田為收畝米

1斛2斗，此處熟田卻為每畝收米4斗5升6合，乃按餘力熟田的計算標準；（二）如

表5，火種田共計211畝中，旱田畝幾達97％；（三）如表6，火種田的熟旱狀況頗

可比擬二年常限田，是以文書記錄多以「火種田某町，凡某畝，皆二年常限」為

之，恐非無因。 

 

 

表5：嘉禾四年火種田旱熟狀況 

編號 丘 姓名 身分 佃田畝數 
火種田 

總畝 熟畝 旱畝 

4.201 石下 區拾 男子 60 60 0 60 

4.202 石下 番□ 男子 39 39 0 39 

4.208 石下 龔斗 男子 25 25 0 25 

4.300 昭 張客 男子 25 25 2 23 

4.560  陳溪 男子 30 30 0 30 

4.659  □文 男子 32 32 3 29 

合計 211 211 5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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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嘉禾四年二年常限、餘力、餘力火種、火種田面積與旱熟狀況 

田別 

 

畝數 

二年常限田 餘力田 餘力火種田 火種田 

總畝 熟畝 旱畝 總畝 熟畝 旱畝 總畝 熟畝 旱畝 總畝 熟畝 旱畝 

23494 5687 17783 1953 959 931 487 257 230 211 5 206 

附記：由於《田家莂》內容有頗多殘缺、不全的部分，故統計數字採約略值。 

 

  《田家莂》文首多云「佃田某町，凡某畝」，參照「火種田某町，凡某畝」語

觀之，則「佃田」與「火種田」相對，則透露吏民治田頗以火種為之，而傳世史

傳文獻則謂為火耕。如： 

 

   （漢武帝元鼎二年，115B.C.）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

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閒，

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元鼎二年）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

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

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

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 

   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

地埶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

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

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媮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

餓，亦亡千金之家。 

   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

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然後呰窳偷生，好衣甘

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 

   （晉武帝）咸寧元年（275）十二月，杜預上疏曰，「……諸欲修水田者，

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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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 

   （晉元帝太興二年，319）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

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

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

給，豈不難哉！……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

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

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

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

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41
 

 

引文中反映漢晉間長江中下游地區持續著火耕水耨的耕作狀況，時至隋唐，「江南

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無風澆竟，火耕水耨」42，顯示

火耕水耨長期為長江以南的重要地理特徵與時人印象。 

  須指出的是，火種既為吏民治田的農作措施，則《田家莂》中所見二年常限

田、餘力田及火種田等諸田別之間，當非並存關係；換言之，火種田即火田農法

耕作的土地，再依土地佃耕墾殖的性質，區分為二年常限田、餘力田，故云「火

種田某町，凡某畝，皆二年常限」、「餘力火種田」。 

（三）熟田與旱田 

  《田家莂》中，有關熟田、旱田的紀錄，如： 

 

   下伍丘男子五常，田一町，凡三畝，皆二年常限。旱敗不收，畝收布六寸

六分……。旱收錢卅七，……。  4.6 

   下伍丘男子五將，田七町，凡卅畝，皆二年常限。其廿六畝旱敗不收，畝

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四畝，畝收米一斛二斗，……。畝收布二尺。……。

其旱田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7 

                                                      
41

 分別見《史記》，卷30，〈平準書〉，頁1437、卷129，〈貨殖列傳〉，頁3270；《漢書》，卷6

〈武帝紀〉，頁182、卷28〈地理志下〉，頁1666；《晉書》，卷26，〈食貨志〉，頁788、791-792；

《鹽鐵論校注》，卷1，〈通有〉，頁19。 
42

 分別見《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24，〈食貨志〉，頁673、卷31，〈地理志下〉，

頁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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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伍丘縣吏張惕，田廿五町，凡五（八）十七畝。其六十六畝，皆二年常

限。其五十六畝旱，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十畝，收米一斛二斗，……。

畝收布二尺。其廿一畝餘力田。其七畝旱敗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

十四畝，收米四斗五升六合，……。畝收布二尺。……其旱田畝收錢卅七，

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21 

   上和丘郡吏何表，佃田五處，合卅三（二）畝，二年常限。其廿五畝旱田，

畝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七畝，畝收米一斛二斗，……。畝收布二尺。……

其旱田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31 

   上緯丘男子仇鳴，佃田七町，凡卌畝。旱不收，畝收布六寸六分。……其

旱田畝收錢卅七，……。  4.33 

   區丘大女由合，佃田五町，凡卌畝，皆二年常限。悉旱，畝收布六寸六分。……

畝收錢卅七，……。  4.361 

 

上引諸莂文乃管見所及，隨機舉引有關「旱田」、「熟田」的幾種著錄形式。大致

而言，旱田著錄形式，包括「旱敗不收」、「某畝旱敗不收」、「某畝旱」、「某畝旱

田」、「旱不收」及「悉旱」等，其中「旱敗不收」、「旱不收」與「悉旱」皆指無

熟田；至於「某畝旱敗不收」、「某畝旱」與「某畝旱田」，則指有部分「定收」熟

田，惟特別的是，佃戶身分為士者，其文書記錄直接以熟田、旱田相對稱，而無

「定收」語。43而旱田要收布6寸6分、收錢37，熟田除須交納畝米外，尚須納布2

尺、錢70，顯然「旱田」與「熟田」的差別，除布、錢數額不同外，尤指斛米納

交與否。 

  《田家莂》所見旱田、熟田的文書著錄格式，已如上述，惟從中卻隱約透露

三點訊息，有助於理解其內涵、意義。首先，由「旱敗不收」、「某畝旱敗不收」、

「悉旱」等語觀之，顯示吏民佃田過程中，或因天災傷農致使收成無著。44
 其次，

                                                      
43

 《田家莂》中，直接以熟田、旱田對稱，而無「定收」語者，僅見佃戶身分為士者，另見

4.490、4.491、4.493、4.495、4.496、4.548、4.550、4.631。 
44

 如李卿，〈《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嘉禾吏民田家莂》性質與內容分析〉，頁130、邱東聯，〈長

沙走馬樓佃田租稅簡的初步研究〉，頁75，即以為旱田乃因乾旱而嚴重欠收者。又《三國志》，

卷47，〈吳書．吳主孫權傳〉載赤烏三年（240）詔：「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

穀有損，而吏或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

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頁1144）顯示水旱的自然氣候問題確實對孫吳吏民農作

及政府收入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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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畝旱」、「某畝旱田」、「定收某畝」，或云吏民農作的墾田狀況或地力差別。《齊

民要術．耕田》語及「初耕欲深」，文後注云「耕不深，地不熟」，同卷更引《氾

勝之書》云： 

 

   春氣未通，則土歷適不保澤，終歲不宜稼，非糞不解。慎無旱耕。須草生，

至可耕時，有雨即耕，土相親，苗獨生，草穢爛，皆成良田。此一耕而當

五也。不如此而旱耕，塊硬，苗、穢同孔出，不可鋤治，反為敗田。 

 

又同書〈種穀〉提及「地勢有良薄」，文後注云，「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

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地宜早，晚必不成實也」，則「良田」、「敗田」、「薄田」

等差別，在於墾地是否業經深耕，以及農作是否得法；故吳榮曾即據此並引元人

王楨《農書》「未耕曰生，已耕曰熟」，以為《田家莂》中的旱田，「耕作不夠或粗

放耕作的田」。45由前文表2可知，嘉禾四年吏民佃田共約25992畝中，熟田（含二

年常限田、餘力田）僅約6646畝，而嘉禾五年吏民佃田共約32871畝中，熟田（含

二年常限田、餘力田）即達約18362畝；兩年間熟田畝數擴增比例顯然頗大，則除

水旱傷農因素外，隨著吏民佃作得法或深耕墾地獲得成效，當可推想。 

  最後，前引旱田諸著錄形式，既為「旱田不收，畝收布」、「旱不收，畝收布」

及「悉旱不收，畝收布」，再參照「定收某畝」後續云收畝米、畝布的文書記錄格

式，則旱田或可理解為「旱田不收米」、「旱（田）不收米」及「悉旱（田）不收

米」。換言之，所謂「旱田」、「熟田」，或指作物種地的不同，是以高敏主張：「嘉

禾四年與五年的二千多份券書，都載有各種不同身分的人租佃官府土地的事實，

而且動輒達數十畝，多者達一頃以上。這些事實，充分說明官府所擁有的這些土

地，固然相當大一部分為旱田，但旱田仍是可耕地，否則田家無租佃旱田的必要。

從旱田也要畝收布6寸6分及畝收錢37的事實來看（這是嘉禾四年的情況），也表明

旱田是能種植旱地物如麻、麥等作物的，否則田家何能輸納布、錢？至於熟田，

無疑是更是高產的水稻田，熟田的數量雖不如旱田多，如將諸田家的熟田累計，

其數量也相當驚人」。46如所周知，漢魏間江南地區不僅民眾課交賦稅以斛米、布

                                                      
45

 分別見《齊民要術校釋》，卷1，〈耕田〉，頁24、27；同卷〈種穀〉，頁43。另參吳榮曾，〈孫

吳佃田初探〉，頁67。 
46

 參高敏，〈從嘉禾年間《吏民田家莂》看長沙郡一帶的民情風俗與社會經濟狀況〉，《中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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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予地方政府，布帛往往更用以進行交易或賞賜之用，47其於社會經濟上實頗有

流通性與代表地位；惟進一步慮及嘉禾四、五年前後間熟田總畝的變化，則將「旱

田」理解為孫吳政府組織農民從事部分旱作物經營，仍待商榷。48
 

（四）租田與稅田 

  《田家莂》中，另見租田（米）、稅田（米）之名。如： 

 

   下伍丘郡吏逢杲，田十二町，凡廿畝，皆二年常限。……定收十畝，畝收

稅米一斛二斗，……。  4.16 

   下伍丘州卒區張，田廿町，凡五十一畝。其廿八畝，皆二年常限。……定

收三畝，畝收稅米一斛二斗，……。  4.20 

   中砦丘男子謝仨，田廿町，凡五十畝，皆二年常限。……定收十五畝，畝

收稅米一斛二斗，……。  4.128 

   伻丘縣吏張喬，田卅町，凡一頃卅畝。其一頃九畝，皆二年常限。……定

收二畝，畝收稅米一斛二斗，……。    4．262 

                                                                                                                                                   

刊》，2000年第5期（鄭州），頁132。 
47

 如《三國志》，卷48，〈吳書．三嗣主．孫休傳〉注引《襄陽記》載：「（李衡）遣客十人於

武陵龍陽汜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

（頁1156-1157）；同卷〈三嗣主．孫皓傳〉注引《江表傳》載：「（何）定諸將各上好犬，

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頁1170）；卷49〈太史慈傳〉注引《江表傳》載：「近自

（豫章郡）海昬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頁1190）；卷

56〈朱然傳〉載：「然寢疾二年，後漸增篤，（孫）權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

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

（頁1308）；卷60〈呂岱傳〉載：「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

飢乏．權聞之歎息，……。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頁1386）；卷64〈諸葛恪傳〉

載：孫亮建興元年（曹魏曹芳嘉平四年，252），魏吳東興會戰，「恪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

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

匹，繒布各萬匹。」（頁1435） 
48

 又臧知非主張，《田家莂》中所見「旱田」、「熟田」，為國家徵收地租的專門用語，旱田是

低產田，熟田是高產田；換言之，政府分別定出旱田、熟田的標準畝產量，以及應納交的

固定租額，其目的在於以調節旱、熟田畝數量方式，緩和農戶的田租負擔，並促進生產積

極性。惟臧氏文中並無法提出所謂「旱田、熟田的標準畝產量」的依據，致論點或流於推

想；再者，臧氏亦無關注嘉禾四、五年前後間熟田總畝的變化，畢竟，若依其所論，嘉禾

四年，熟田總畝遠少於旱田，乃出於孫吳政府為緩和農民負擔並促進生產；嘉禾五年，縱

然旱田畝米、錢、布皆不須交納，熟田畝數卻已大幅增加，農民負擔勢必加重許多。分別

參臧知非，〈三國吳簡「旱田」、「熟田」與田租徵納方式〉，頁35-37，及〈從《吏民田家莂》

看漢代田稅的徵收方式〉，《史學月刊》，2002年第5期（開封），頁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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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諸莂，大致為某丘某人佃田，其二年常限熟田皆須交付稅米1斛2斗，佃戶身

份則包括縣吏、郡吏、男子、州卒等。又前文論及餘力火種熟田，如4.32： 

 

   上和丘男子謝箱，佃田五處，合五十五畝。其十畝二年常限。……定收二

畝，合二斛四斗。……其卌五畝餘力火種田，……定收卅九畝，畝收米四

斗五升六合，斛加五升，合十八斛六斗七升三合。……其二斛四斗稅米，

四年十一月廿八日付倉吏鄭黑畢。其十八斛六斗七升三合租米，四年十一

月十日付倉吏鄭黑畢。……  4.32 

 

上和丘男子謝箱分別佃種二年常限及餘力火種田，其中，二年常限熟田2畝，應交

付稅米2斛4斗；餘力火種熟田39畝，應交付租米18斛6斗7升3合。另外，餘力熟田

所交付畝米亦屬租米，如： 

 

   上和丘軍吏謝盛，佃田卅一町，凡七十五畝。……定收卅七畝。其卅二畝

二年常限，畝收米一斛二斗，……。其五畝餘力，收租米二斛。……  5.47 

   略丘男子潘和，佃田卅一町，凡一頃六十五畝。其一頃旱不收布。定收六

十五畝。其六十畝二年常限，為米七十二斛，……。其五畝餘力，租米二

斛，……。  5.658 

 

至於火種田，如： 

 

   昭丘男子張客，火種田三町，凡廿五畝，皆二年常限。其廿三畝旱田，畝

收布六寸六分。定收二畝，畝收米四斗五升六合，……。畝收布二尺。……

其旱田畝收錢卅七，其熟田畝收錢七十。……  4.300 

 

張客佃作火種田三町，其田別雖為二年常限田，然熟田畝卻按餘力熟田4斗5升6

合計，顯示二年常限、餘力田間或可互相概括（從表2嘉禾四、五年二年常限、餘

力田總畝變化即可看出），然張客所交付熟田畝米屬租田（米）當無疑義，另見《竹

簡（壹）》簡2970，「入廣成鄉嘉禾二年火種田租米二斛」、簡3957，「入廣成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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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二年火種租米二斛四斗就畢」。 

  租田（米）、稅田（米）除指涉吏民佃作田別之熟田外，更頗有區別吏民身份

與待遇的內涵。如： 

 

   平浭丘州吏李訓，田九町，凡卌畝，皆二年常限。畝收租米五斗八升五

合，……。  4.185 

   石下丘州吏烝誦，田十町，凡卌畝，皆二年常限。……定收八畝，畝收租

米五斗八升五合，……。  4.198 

   利丘州吏黃揚，佃田十八町，凡卌畝，皆二年常限。租田畝收米五斗八升

六合，……。  4.226 

   利丘州吏劉露，佃田廿町，凡卌畝，皆二年常限。租田畝收米五斗八升六

合，……。  4.230 

   弦丘州吏陳康，佃田八町，凡廿畝，皆二年常限。租田畝收米五斗八升六

合，……。  4.296 

   淦丘州吏張聲，田十一町，凡卌畝，皆常限。畝收租米五斗八升五合，……。  

4.386 

   湛龍丘州吏黃興，佃田八町，凡六十畝，其卌畝二年常限租田。為米十八

斛二斗四升。……其廿畝餘力田……。  4.397 

 

上引《四年田家莂》中，州吏所佃作田別多屬二年常限，熟（租）田畝收（租）

米皆為5斗8升6合。茲整理表列嘉禾四年州吏佃田狀況（表7），佃耕熟田總畝部分

最多為40畝，顯示孫吳吏民佃田制度中，州吏租田待遇有40畝的限制；又參照表2

「嘉禾四年」部分，州吏所屬二年常限熟田的比例遠高於其他吏民，加以熟（租）

田畝米按5斗8升6合計算，不及其他吏民應交付熟（稅）田畝米50％，則州吏特殊

的優遇地位頗為明顯。 

 

表7：嘉禾四年州吏佃田狀況表 

編號 丘名 姓名 身分 
佃田 
總畝 

二年常限田 餘力田 

總畝 熟畝 旱畝 總畝 熟畝 旱畝 

4.28 下伍 嚴追 州吏 10 10 0 1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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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5 中 吳永 州吏 40 40 0 40 0 0 0 

4.185 平埂 李訓 州吏 40 40 40 0 0 0 0 

4.198 石下 蒸誦 州吏 40 40 8 32 0 0 0 

4.200 石下 蒸□ 州吏 34 34 0 34 0 0 0 

4.226 利 黃揚 州吏 40 40 40 0 0 0 0 

4.230 利 劉露 州吏 40 40 40 0 0 0 0 

4.283 東 周仁 州吏 56 40 30 10 16 0 16 

4.296 弦 陳康 州吏 20 20 20 0 0 0 0 

4.314 桐唐 徐熙 州吏 36 36 0 36 0 0 0 

4.386 淦 張聲 州吏 40 40 40 0 0 0 0 

4.397 湛龍 黃興 州吏 60 40 40 0 20 2 18 

4.406 新思 雷賞 州吏 49 40 40 0 9 2 7 

4.511  陳頡 州吏 20 20 20 0 0 0 0 

4.513  董基 州吏 60 60 40 20 0 0 0 

4.514  潘□ 州吏 40 40 20 20 0 0 0 

4.575  張 州吏 158 108 0 108 50 10 40 

合計 903 688 378 310 95 14 81 

 

值得注意的是，《五年田家莂》中，有關州吏佃田狀況顯然與四年有所差異。如： 

 

   上利里州吏黃楊，佃田卌六町，凡卌六畝，皆二年常限。……定收卌二畝，

畝收米一斛二斗，……。  5.38 

   上利丘州吏劉虞，佃田七十七町，凡廿畝。皆常限。……定收十四畝，畝

收米一斛二斗，……。  5.39 

 

上引黃楊、劉虞佃田記錄，兩人皆為州吏，其熟田畝米皆依1斛2斗計算。然而，

嘉禾五年亦有州吏佃耕二年常限田，熟田畝米依5斗8升6合計算者，如： 

 

   湛丘州吏黃楊，租田卌畝。畝收米五斗八升六合，……。  5.702 

   賀丘州吏劉露，租田卌畝。畝收米五斗八升六合，……。  5.733 

   新成丘州吏陳顏，租田卌畝。畝收米五斗八升六合，……。  5.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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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三人皆為某丘州吏，租田畝數皆為40，與前述嘉禾四年州吏佃耕租田條件相

同，又如5.705： 

 

   湖田丘州吏蔡雅，佃田十三町，凡六十七畝二百一十步，皆二年常限。其

十四畝卌步旱敗不收布。其卌畝為米廿三斛四斗。定收十三畝百七十步稅，

為米十六斛四斗五升，……。  5.705 

 

湖田丘州吏蔡雅佃田共67畝210步，其中53畝170步當繳米付倉，惟其中40畝按5

斗8升6合計算；另13畝170步則依1斛2斗合之。茲整理表列嘉禾五年州吏佃田狀況

（表8），顯示（一）州吏多數仍依熟田畝米5斗8升6合計算，並有租田40畝的限制；

惟亦存在熟田超過40畝者，且有著租田和稅田的不同計算，此和嘉禾四年情形不

同。（二）州吏所屬二年常限熟田的比例雖仍較其他吏民優越，惟其斛米優待的租

田僅佔其熟田總畝數約57％，加以嘉禾五年吏民旱田皆不課納米、錢、布，則州

吏特殊的優遇地位顯然已出現變化。 

 

表8：嘉禾五年州吏佃田狀況表 

編號 丘名 姓名 身分 
佃田 
總畝 

二年常限田 
備註 

總畝 熟畝 旱畝 

5.38 上利 黃楊 州吏 46 46 42 4 稅田42畝 

5.39 上利 劉虞 州吏 20 20 14 6 稅田14畝 

5.434 泊 黃皎 州吏 14 14 14 0 租田14畝 

5.466 弦 潘釘 州吏 53 53 43 10 缺文，不詳 

5.533 度 陳□ 州吏 160 160 152 8 稅田152畝 

5.661  吳軍 州吏 71 1/12 71 1/12 50 2/3 20 5/12 
租田40畝 

稅田10 2/3畝 

5.665  吳禮 州吏 51 7/24 51 7/24 40 11 7/24 租田40畝 

5.676 淦 張聲 州吏 82 1/4 82 1/4 40 42 1/4 租田40畝 

5.702 湛 黃楊 州吏 40 40 40 0 租田40畝 

5.705 湖田 蔡雅 州吏 67 7/8 67 7/8 53 17/24 14 1/6 
租田40畝 

稅田13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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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3 賀 劉露 州吏 40 40 40 0 租田40畝 

5.791 新成 陳顏 州吏 40 40 40 0 租田40畝 

5.904 劉里 劉耶 州吏 28 28 13 15 稅田13畝 

5.924 彈 吳蘭 州吏 50 50 40 10 稅田40畝 

5.1003  廖 州吏 53 11/12 53 11/12 36 17 11/12 租田36畝 

5.1004  毛□ 州吏 36 1/2 36 1/2 26 10 1/2 稅田26畝 

5.1037  逢勳 州吏 32 32 32 0 租田32畝 

合計 886 886 716 170 

租田共約405

畝，稅田共約
311畝 

 

  總而言之，稅（田）米、租（田）米為相對義，即相對於稅（田）米而言，

租（田）米本身具有優惠意涵。至於其內容則包括兩部分，其一為專指熟田畝米，

又可稱為稅田、租田；其中，稅田專指二年常限熟田，至於租田則包括餘力熟田、

餘力火種熟田。其二為區別吏民身份與佃田待遇，尤其是指州吏。 

四、限田差役 

  關於《田家莂》相關內容及其問題，已如上論。惟必須指出得是，綜觀吏民

佃田狀況，卻頗見佃田制度制度本身帶有孫吳政府有意志地人身控制的特質。長

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整理組撰的〈長沙走馬樓二十二井發掘報告〉嘗引及： 

 

   廣成鄉勸農掾區光言：被書條列州吏父兄子弟伙處人名年紀為簿。輒隱核

鄉界，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合廿三人。其四人刑踵聾頤病，一人夜病物故，

四人真身已逸及隨本主在官，十二人細小，一人限田，一人先出給縣吏。

隱核人名年紀相應，無有遺脫。若後為他官所覺，光自坐。嘉禾四年八月

廿六日，破莂保據。49
 

 

                                                      
49

 分別見〈長沙走馬樓二十二井發掘報告〉，頁32、長沙市文物工作隊、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長沙走馬樓J22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第5期（北京），頁19。另參侯旭東，〈三

國吳簡兩文書初探〉，《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北京），頁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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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書條列州吏父兄子弟伙處人名年紀為簿」可知，其為區光奉令隱核廣成鄉

州吏所作的簿籍，其內容包括父兄子弟23人的居鄉狀況。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文

中有「一人限田」語，又按孫吳景帝孫休永安元年（258）詔曰： 

 

   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

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

留，為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50
 

 

則頗疑「一人限田」即與限米（米限）有關。事實上，《竹簡（壹）》中，亦頗見

限米的紀錄，更直名為屯田限米，如： 

 

   領二年郵卒田六頃五十畝限米二斛合為吳平斛一千三百斛  1635 

   入佃吏黃龍元年限米七斛  1968 

   其三斛五斗郡掾利焉黃龍二年屯田限米  2233 

   入屯田司馬黃升黃龍二年限米卅四斛  3159 

   入平鄉嘉禾二年吏番有子弟限米十  3828 

 

其中，1635簡載明畝米以2斛計，顯然不同於《田家莂》中二年常限熟田畝米1斛2

斗的標準；又前揭〈長沙走馬樓二十二井發掘報告〉亦引及： 

 

   州中倉吏郭勳、馬欽、張曼、周棟，起正月廿三日訖廿六日，受雜米三百

八卌八斛五斗八升：其十七斛九斗稅米，其廿一斛五斗二升租米，其廿二

斛五斗餘力租米，其二百卅二斛二斗一升八備錢米，其三斛五斗金民限米，

其十二斛私學限米，其三斛四升佃吏限米，其廿斛三斗五升田畝布米，其

十五斛七斗田畝錢米，正月廿六日倉吏潘慮白。51
 

 

除租米、稅米外，前文嘗論及餘力熟田屬租田，或即指「餘力租米」，故州中倉吏

所作雜米的彙總報告顯示，（屯田）限米與租米、稅米、餘力租米等關係區別明確；

                                                      
50

 《三國志》，卷48，〈吳書．三嗣主．孫休傳〉，頁1157。 
51

 〈長沙走馬樓二十二井發掘報告〉，頁31-32。另見〈長沙走馬樓J22發掘簡報〉，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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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屯田）限米既與租米、稅米、餘力租米等並見，更反映其間具有共同性質。

換言之，屯田既為政府「修耕植，蓄軍資」、「增廣田畝」而展開「急田」的軍政

策略52
 ，則租米、稅米、餘力租米或同（屯田）限米般，俱為孫吳政府動員墾作

的收入，然因被動員的佃戶身分不同，故其交付倉吏的畝米稱呼亦不同。另按《晉

書．宣五王．扶風王駿傳》云，司馬駿「與士卒分役，己及僚佐并將帥兵士等人

限田十畝」53，其為勸督農桑而分役限田的作為，對於《田家莂》的認識提供了

相當啟發。茲按佃田總畝等差統計嘉禾四年、五年吏民佃田狀況，如表9： 

 

表9：《田家莂》所見吏民（戶）佃田畝積狀況表 

佃田 
總畝 

嘉禾四年 嘉禾五年 

男子 
大女 

諸吏卒 復民 士 合計 
男子 
大女 

諸吏卒 合計 

1-10 81(15%) 4(8%) 0 0 85(14%) 236(26%) 14(9%) 250(23%) 

11-20 103(20%) 4(8%) 0 0 107(18%) 235(25%) 21(13%) 256(24%) 

21-30 107(20%) 4(8%) 4(31%) 0 115(19%) 176(19%) 28(18%) 204(19%) 

31-40 70(13%) 15(31%) 3(23%) 0 88(15%) 126(14%) 28(18%) 154(14%) 

41-50 46(9%) 5(11%) 6(46%) 0 57(10%) 53(6%) 20(13%) 73(7%) 

51-60 32(6%) 6(12%) 0 1(11%) 39(7%) 30(3%) 11(7%) 41(4%) 

61-70 26(5%) 1(2%) 0 1(11%) 28(5%) 19(2%) 6(4%) 25(2%) 

71-80 19(4%) 1(2%) 0 4(45%) 24(4%) 22(2%) 8(5%) 30(3%) 

81-90 17(3%) 2(4%) 0 1(11%) 20(3%) 3(不足1%) 6(4%) 9(1%) 

91-100 12(2%) 0 0 1(11%) 13(2%) 3(不足1%) 5(3%) 8(1%) 

101 
以上 

14(3%) 7(14%) 0 1(11%) 21(3%) 20(2%) 9(6%) 29(3%) 

合計 527 49 13 9 598 923 156 1079 

附記：《田家莂》內容中，凡有佃戶身分或佃田總畝有殘缺、不全者，皆不採計。 

                                                      
52

 分別見《三國志》，卷12，〈魏書．毛玠傳〉，頁374、卷9，〈魏書．夏侯惇附韓浩傳〉注引

《魏書》，頁269、卷47，〈吳書．吳主傳〉，頁1132。 
53

 《晉書》，卷38，〈宣五王．扶風王駿傳〉，頁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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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觀之，（一）嘉禾四年，吏民佃田40畝以下者佔總體田家66％，而嘉禾五年

更高達80％。（二）嘉禾四年，男子、大女以佃田11-30畝者為多，而嘉禾五年則

集中在1-20畝。（三）除去州吏租田四十畝不論，則與男子、大女相較，諸吏卒佃

田總畝比例分布顯然平均許多。（四）復民、士皆僅見於嘉禾四年，惟其佃田多屬

30畝以上大面積，且分布狀況明顯集中。相對於古者「賦田之法，一夫百畝」54，

下及晉時「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

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55，孫吳吏民以佃田20畝上下為多數，更何況如4.462，

「橫溪丘男子周萇，佃田一町，凡一畝，……」、5.740，「楊浭丘男子烝羊，佃田

一町，凡一畝，……」，至於復民、士佃作大畝數面積，且總畝比例分布較其他佃

戶身分集中許多，此皆在在顯示吏民佃田墾作狀況應非常態；換言之，吏民佃田

畝數多寡不定，表面上似乎透露孫吳政府在組織動員墾作上給予田家相當的自由

性，事實上卻頗有相當濃厚的限田差役的意味。56
 

  再者，孫吳政府對於吏民佃田的強制性，更反映在按畝定額徵收的米錢布數

量，茲整理表列如下： 

 

表10：《田家莂》所見畝租數額表 

佃戶身分 

佃作田別 

嘉禾四年 嘉禾五年 

男子 
大女 

其他 
吏卒 

州吏 復民 士 男子大女 其他吏卒 州吏 

二年 熟田 米 1.2 1.2 0.586 0.586 - 1.2 1.2 1.2/0.586 

                                                      
54

 《漢書》，卷29，〈溝洫志〉，顏師古注，頁1678。 
55

 《晉書》，卷26，〈食貨志〉，頁790。 
56

 對於《田家莂》所見孫吳組織吏民進行佃田的問題，吳榮曾以為面對豪強大族的經濟發展，

以及編戶著籍的民力爭取，官府除採取加強對戶口的檢括外，尚包括「以授田形式，使農

民去自主經營；官府的直接參與，即從組織勞力到生產管理等方面都由官吏主管其事，屯

田、佃田皆屬於這一類型」。于振波提出孫吳政權為了督促農民生產，「有可能打破官田與

私田的界限，統一調度，規定農民應耕土地的限額，目的不是防止多占田，而是強制性的

生產定額。如果農戶原有土地已符合規定限額，官府就不再分配給他們常限田；如果農戶

原有土地沒有達到限額，就用常限田補足。餘力田是指在完成常限田的生產之外，有餘力

者可申請多種，且租稅率比常限田低。如果民戶原有土地已經超過規定限額，則多出的土

地也可能被視為餘力田」；惟必須指出的是，于氏所謂「官田與私田的界限」、「規定農民應

耕土地的限額」，頗有臆測之虞。蔣福亞則主張同樣面臨著面臨著漢魏間軍閥混戰所造成的

社會不安、民生困頓，孫吳政府專意著眼「恢復經濟、控制勞動力、增加勞動人手、改善

財政收支等類頗切需要解決的課題」。分別參吳榮曾，〈孫吳佃田初探〉，頁70-71、于振波，

〈走馬樓吳簡所見佃田制度考略〉，頁16-18、蔣福亞，《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頁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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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限 布 2 2 2 2 - 2 2 2 

錢 70 70 70 70 - 80 80 80 

旱田 

米 - - - - 0 0 0 0 

布 0.66 0.66 0.66 0.66 0.66 0 0 0 

錢 37 37 37 37 37 0 0 0 

餘力 

熟田 

米 0.456 0.456 0.456   0.4 0.4  

布 2 2 2   2 2  

錢 70 70 70   80 80  

旱田 

米 - - -   0 0  

布 0.66 0.66 0.66   0 0  

錢 37 37 37   0 0  

餘力 

火種 

熟田 

米 0.456 0.456       

布 2 2       

錢 70 70       

旱田 

米 - -       

布 0.66 0.66       

錢 37 37       

火種 

熟田 

米 0.456        

布 2        

錢 70        

旱田 

米 -        

布 0.66        

錢 37        

附記：1、米以斛為單位，布以尺為單位。2、「-」指免交。3、表格空白處指無該田家身分的佃作

記錄。4、其他吏卒包括郡吏、縣吏、軍吏、州卒、郡卒及縣卒等。5、二年常限熟田為稅

田（稅米），餘力、餘力火種熟田為租田（租米）。6、嘉禾四年，州吏佃作二年常限熟田皆

為租田，至於嘉禾五年則租田、稅田雜見。7、餘力火種熟田畝米總量尚須加計「斛加五升」。

8、州吏、復民定收熟田畝米總量尚須加計「斛加五升」。9、士佃作二年常限熟田，「依書

不收（米）錢布」。 

 

承上表，孫吳政府對於吏民佃田所課徵的田畝數額，雖有旱田、熟田之分，且旱

田應納交標準不及熟田50％，尤其是嘉禾五年旱田更全部不納；惟前文嘗論及嘉

禾四年、五年旱、熟田總畝變化，指出嘉禾四年熟田僅約吏民佃田總畝的24%，

時至嘉禾五年，熟田總畝已然近達57％，此一變化或因官方對旱、熟田的界定趨

於嚴格所致，但肯定的是，孫吳政府的收入應無太大損傷。另按《三國志》鍾離

牧本傳載其少爰居永興，因居處有荒田，故「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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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得六十斛米」57，永興時屬會稽郡（今浙江），20餘畝田收米60斛，則畝收米實

不及3斛。58由《田家莂》所見吏民佃作狀況觀之，若以前引鍾離牧所耕荒田得畝

米不及3斛為標準，則稅米1斛2斗已然近見稅十五矣。然而吏民佃田的負擔不僅如

此，除熟田畝米外，尚包括熟、旱田畝布、錢，將吏民將應交付之畝米、布及錢

皆加總折合，則稅米課徵比率更高。 

五、小結 

  漢代以來，政府為強化土地資源管理與經營，即藉由「假民公田」、「賦民公

田」的形式，組織民眾佃作營田的措施，其政策用意即在安靖地方情勢、墾闢荒

廢田畝，以及增加財政收入等，及後如曹操許下屯田，亦頗得其義。至於《田家

莂》即見孫吳吏民佃田的實態例證，如承續漢制240步為畝、墾作以火耕為之、2

年為限調整稅額的常限稅田、優惠個別身分（如州吏、復民、士等）或吏民餘力

墾作租田、旱熟田畝人為認定、佃作應輸稅率約為50％等。值得注意的是，通過

《田家莂》的內容，以及吏民佃田狀況的統計分析，反映孫吳吏民佃田制度的特

色，包括限田差役性的動員墾作、強制性課徵高比率定額租稅，以及政府以破莂

保據的憑證精神規範吏民納交米、錢與布。 

 

 

 

 

 

 

 

 

                                                      
57

 《三國志》，卷60，〈吳書．鍾離牧傳〉，頁1392。 
58

 對於漢魏南北朝時期農作單位畝產量，學界多以為相對於兩漢時畝收約為3.5斛-4斛，魏晉

南北朝時期則依田質地利表現而有差異，薄地畝產約3斛，中田則有5.5-6斛量，良田更高達

10斛。分別參楊際平，〈秦漢農業：精耕細作與粗放耕作〉，《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頁

29-31、周國林，〈魏晉南北朝時期糧食畝產的估計〉，《中國農史》，1991年第3期，頁23-29、

黎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農業〉，《魏晉南北朝史論》（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頁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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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enant Farming System of Sun-Wu in the 

Three Kingdoms 

Wen-chieh Cha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Jia-He-Li-Min-Tian-Jia-Bie” in Wu-Jian as the center to discuss 

the tenant farming system of Sun-Wu. The research focus is to explore and understand 

the purpose, the mean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government to mobilize the people 

tenant farming.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tenant farming system of Sun-Wu 

features, including the servitude nature of the government to mobilize the people 

farming, mandatory imposition of high tax rates, as well as government and tenant 

farming people have a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Keywords: Three Kingdoms, Sun-wu, Wu-Jian, Tenant 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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