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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作爲“命令之體”之一，宋代敕榜乃戒勵百官、曉諭軍民

而榜示之皇帝詔令文書(“王言”文書) ，乃向官員、民衆傳達政令

資訊之重要載體。宋代敕榜主要用於招安變亂、安撫災患、引導朝

論等處，較其他朝代使用頻繁，並與詔書、黄榜等文書有一定關聯。

敕榜之撰寫、頒佈自有一套制度規範。不過，在實際的頒行過程

中，朝令夕改、官員執行等因素，時常對敕榜的真實效用産生影響;

而士庶、軍民對於敕榜之態度及應對，又體現着王朝統治在現實中

所遭遇的互動與挑戰。

關鍵詞: 宋代 敕榜 王朝統治

中國古代很早就形成用文書來處理國家事務的制度和傳統。

降及宋代，隨着機構職能的建設和資訊管道的發展，文書種類豐

富，功能齊全突出，文書制度在既有體制框架下已臻於完善。然對

於今天研究而言，仍有一些宋代文書類型有待準確地復原、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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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榜即爲其中之一。①

作爲“命令之體”之一，宋代敕榜乃戒勵百官、曉諭軍民所用

之皇帝詔令文書( “王言”文書) ，爲向官員、民衆傳達政令資訊之

重要載體。“王言”文書歷來是古代官文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宋代

之“命令之體”、“王言”文書亦有其制度特點、功能影響，並關乎王

朝統治、君相權力等現實狀況。較之於制書、誥命等其他宋代“王

言”文書，敕榜仍缺乏切實、專門之考察，亟需推進。② 本文擬對宋

代敕榜，包括其概念用途、相關制度、實際效應等問題進行系統探

討，填補宋代“王言”文書研究之空白，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皇帝、

臣僚、民衆等力量與文書制度之間的互動關係。

一 敕榜之定義及功能解析

( 一) 敕榜之定義及功能

宋代關於敕榜之定義，主要出現在“命令之體”、“中書省”之

相關表述中。《宋史·職官志一·中書省》載:

凡命令之體有七: 曰册書，立后妃，封親王、皇子、大長公

·682· 中華文史論叢( 2017．3，總第一二七期)

①

②

宋代文獻中，“敕牓”亦作“敕榜”。作爲文書類型言，二者相通。本文行文與徵引

史料統一作“敕榜”。
目前尚未見到以敕榜爲對象的專題研究，有法律史學者研究唐宋榜文時介紹過敕

榜，但尚顯簡單，缺乏鑿實的結論( 見徐燕斌《唐宋榜文考》，《長江大學學報( 社科

版) 》2015 年第 4 期;《宋明榜文類别述考》，《興義民族師範學院學報》2015 年第 1
期) 。有學者研究宋代地方州縣官府榜諭的形成和運作過程，以此考察地方官府與

民户之間的互動關係，但不涉及敕榜( 見高柯立《宋代的粉壁與榜諭: 以州縣官府

的政令傳佈爲中心》，收入鄧小南主編《政績考察與信息渠道: 以宋代爲重心》，北

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張禕《制詔敕劄與北宋的政令頒行》( 北京大學，博士學

位論文，2009 年) 亦僅在探討詔敕體式、用途的同時略談及敕榜，但未展開。



主，拜三師、三公、三省長官，則用之。曰制書，處分軍國大事，

頒赦宥德音，命尚書左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凡告廷

除授，則用之。曰誥命，應文武官遷改職秩、内外命婦除授及

封敍、贈典，應合命詞，則用之。曰詔書，賜待制、大卿監、中大

夫、觀察使以上，則用之。曰敕書，賜少卿監、中散大夫、防禦

使以下，則用之。曰御札，布告登封、郊祀、宗祀及大號令，則

用之。曰敕榜，賜酺及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則用之。皆承制

畫旨以授門下省。①

類似的文字表述還見於《文獻通考》卷五一《職官考五·中書省》

及南宋陳均的《皇朝編年綱目備要》( 亦名《九朝編年備要》) 卷二

一。《宋史》、《文獻通考》之記載均繫於“中書省”下，《皇朝編年綱

目備要》則明確地將其隸於元豐五年( 1082) 四月“官制成”之條。

這些記載解説的應是神宗元豐改制後中書省的職掌及“命令之

體”相關的詔令文書制度，“敕榜”位列其中第七。

與上述諸書表述相近，《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三引《神宗正

史·職官志》云:

中書省掌承天子之詔旨及中外取旨之事。……立后妃，

封親王、皇子、公主，拜三師、三公、侍中、中書、尚書令則用册;

頒赦、降德音，命尚書左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則用

制，應遷改官職命詞則用誥; 非命詞則用敕牒，賜中大夫、觀察

以上則用詔，布告、大號令則用御札，賜酺及戒勵百官、曉諭軍

民則用敕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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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史》卷一六一，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頁 3783;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五一，北

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463; 陳均編《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一元豐五年四月

“官制成”條，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504。
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2014 年，頁 3023 下—
3204 上。



上文羅列出七種命令文書之類型，描述内容亦基本一致。“敕榜”

仍爲“賜酺及戒勵百官、曉諭軍民”所用文書。

宋代“敕榜”之涵義，又見於“學士院”、“翰林學士”之職能解

説中。《宋史·職官志二·學士院》稱學士院:

掌制、誥、詔、令撰述之事。凡立后妃，封親王，拜宰相、樞
密使、三公、三少，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加封，加檢校官，

並用制; 賜大臣太中大夫、觀察使以上，用批答及詔書; 餘官用

敕書; 布大號令用御札; 戒勵百官、曉諭軍民用敕榜; 遣使勞問

臣下，口宣。①

這段文字是從學士院翰林學士所掌文書種類出發，然記載形成時

間應偏 後。史 料 中 提 到“三 公”、“三 少”，史 載 徽 宗 政 和 二 年

( 1112) 九月纔設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少”，並爲宰相之任，宣和

七年( 1125) 復爲階官。則這段文字至早也必須形成於政和二年之

後。再者，史料中列“樞密使”，按神宗元豐五年( 1082) 廢樞密使、

副，只稱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直到高宗紹興七年( 1137) 復

置使、副，迄南宋亡。若嚴格按此，則可推知其成文於南宋高宗紹

興七年以後。其中，“戒勵百官、曉諭軍民”仍列入“敕榜”文書功

能之中，“賜酺”一項則已消失。

上引諸種記載關於“敕榜”的表述基本一致，均指出宋代敕榜

爲“戒勵百官、曉諭軍民”所用之詔令文書。然“戒勵百官、曉諭軍

民”，指代仍較爲寬泛。具體在什麽情況下可頒降敕榜，仍有待釐

清。事實上，敕榜之適用情形及對象範圍在宋人的史事記述中已

有所反映，常見表達爲“以敕榜”“降敕榜”“齎敕榜”“揭敕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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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一六二，頁 3811。按龔延明《宋史職官志補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年，頁 73。“翰林學士院”係“學士院”之誤。宋代“翰林院”與“學士院”爲兩

個不同機構，此處“翰林”二字可省。



敕榜之文書功能大體有以下幾類。
第一類亦即最常見之功能，爲招安、招降叛軍、夷狄。如史載:

慶曆四年( 1044) 八月，“降敕榜招安保州叛軍”; ①熙寧六年( 1073)

五月，“詔降敕榜付察訪熊本曉諭夷界，除元謀作過首領及手殺命

官將校不赦外，餘人如能自首歸，並免罪”; ②又如元豐四年( 1081)

《招諭夏國敕榜》有云“其先在夏國主左右、并嵬名諸部、同心之

人，並許軍前拔身自歸。及其餘首領，能相率效順，共誅國讎，隨功

大小，爵禄賞賜”，③等等。
宋朝統治者在平息以民變和軍亂爲主的“内患”時，雖也剿、

撫並用，但與前代相比，卻更多地采取以招安爲主的策略。或是臨

以重兵而後招之; 或是以招安爲手段，冀其達到“以盜平盜”之目

的。上述所舉，顯示敕榜乃招安之策實施之主要文書載體，朝廷對

變亂的態度和想法通過敕榜傳達給相關人羣，以期其能接受朝廷

之處置而免於軍事上再動干戈。
第二類功能爲曉諭軍民，特别是遭遇兵禍、天災等地區的軍隊

百姓，内容主要是税收、徭役等民生問題，以宣示德意。如天聖六

年( 1028) 四月，“遣開封府推官監察御史王沿、左侍禁閤門祗候郭

立往河北災傷州軍體量安撫。降敕榜逃户歸業者免今年田税，官

爲貸種食，縣鄉毋得追擾”; ④元豐五年二月，敕榜曉諭陝西百姓等

“訪聞昨經西討調發丁夫，隨軍極爲不易，爾後邊事更不差夫出界，

令各安農業”; ⑤紹興三十一年( 1161) 九月，“詔以金人背盟，降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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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一慶曆四年八月壬寅，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3683。下簡稱《長編》。
《長編》卷二四五熙寧六年五月丙辰，頁 5953。
《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917。
《長編》卷一〇六天聖六年四月丁丑，頁 2470。
《長編》卷三二三元豐五年二月丁巳，頁 7781。



榜招諭中原軍民”。① 這些敕榜，將朝廷安撫災患、與民休息的政

策發佈於地方，“以示兼愛生靈之德意可耳”。②

第三類用途則乃戒勵百官、士人，往往是針對某些重大時政

或官員問題所發之警示，以達到引導、控制朝論之目的。如嘉祐

三年( 1058) 五月十三日，三司鹽鐵副使、右司員外郎郭申錫降知

滁州。敕榜朝堂曰: “申錫官職事守不爲輕矣，所宜慎其所舉以

道吾民者。屬與李參相視決河，論議之異，遂成私忿，章奏屢上，

辨訴紛然，敢爲詆欺，處之自若。以至興起大獄，置對逾旬，參驗

所陳，無一實者。士人之行乃至是乎! 使吾細民何所視效。”③政

和二年( 1112 ) 正月，以張商英罷相，敕榜曰: “商英昨以頗僻之

學，膚險之論，鼓惑衆聽，呼吸羣邪，天下之士汩於流俗者，咸仰

之爲宗。近來敕榜戒告，庶幾士知所嚮矣。”④戒諭士子勿傾揺國

是。
此外，敕榜有時還用於一些特殊情形下需要朝臣或百姓周知

的事情。崇寧元年( 1102) 正月，“詔三省籍記蘇轍而下五十有四

人，不得與在京差遣。仍敕榜朝堂，應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

除韓忠彦曾任宰臣，安燾依前任執政官，王覿、豐稷見在侍從外，蘇

轍、范純禮、劉奉世、劉安世等，令三省籍記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

遣。”⑤建炎三年( 1129) 二月十六日，户部尚書葉夢得言: “車駕駐

蹕杭州，所有鄰近州軍地理險阻控扼去處，備禦之策，合博采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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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宋史》卷三二《高宗紀九》，頁 603。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七五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87 年，頁 1268 上。下簡稱《會編》。
《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五之一七至一八，頁 4807 上。
徐自明撰，王瑞來《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一二政和元年“八月丁巳，張商英罷右僕

射”條，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761。
《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一一崇寧元年“正月庚申，韓忠彦罷左僕射”條，頁 691—
692。



并召募土豪，集召人兵。亦恐有情願效力之人，不能自達，望出敕

榜，應士庶限五日，有能通知道路、措置備禦等事，並令實封或彩畫

地圖，詣都省陳獻。”①從之。

綜上，這些不同時期的史籍記載所反映的史實，基本上代表了

北、南宋對於敕榜之運用情況( 南宋有特别之處，詳見下文) 。然

前引敕榜之定義表述中還提及“賜酺”。《宋史》云“賜酺”，“自秦

始，秦法，三人以上會飲則罰金，故因事賜酺，吏民會飲，過則禁之。

唐嘗一再舉行。太宗雍熙元年十二月，詔曰:‘王者賜酺推恩，與衆

共樂，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

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嚴禋始畢，慶澤均行。

宜令士庶之情，共慶休明之運。可賜酺三日。’”②可見“賜酺”應爲

古代帝王推恩於天下所允許的一種宴飲慶祝活動。宋代君主亦嘗

下詔賜“天下大酺”，則在活動舉行之前，或將皇帝旨意用敕榜明

諭士庶。不過，賜酺内容之敕榜篇章，今尚未見，無法坐實; 而且南

宋之後，敕榜似未再用於賜酺。

事實上，榜是宋代重要的官方資訊傳播媒介，於宋代運用廣

泛。所謂“榜”，是指公開張貼的手寫或雕印的文告，係傳播朝旨

的媒介，也是推行政令的工具，具有行政約束效力。③ 宋代帝王、

中央百司至地方官府，均可“揭榜”即發佈文告。宋代榜因發佈機

關、傳播對象的不同，榜所張挂的空間分佈及其傳播内容各有差

異。而敕榜則屬於必須張貼公示之君主詔令。它與宋代其他榜文

類型的區别在於，作爲“命令之體”之一，敕榜的發佈主體須是皇

帝，直接以皇帝的名義製作和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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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會要輯稿》兵二九之三一，頁 9252 上。
《宋史》卷一一三《禮志十六·賜酺》，頁 2699。
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625。



( 二) 與詔書之關係

若從敕榜之“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功能來看，它與宋代之詔

書亦頗有重合之處。宋代所謂“詔書”( 簡稱“詔”) ，亦在“命令之

體”的表述之中，於敕榜之前，有云“曰詔書，賜待制、大卿監、中大

夫、觀察使以上，則用之”，①多半是皇帝對官員之賞賜、褒恤、戒

勵，如《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生日詔》; ②或是對官員致仕、

辭免官職等申請所下的答覆，如《賜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

歐陽修乞致仕不允詔》、③《三司使韓絳乞外郡不允詔》。④

然宋代詔書在很大程度上亦是“誡諭風俗或百官之類”所用

文書，⑤凡舉行朝廷内外大事，頒獎諭、誡諭、撫諭等，均可用詔。

如《戒中外臣僚各專職守詔》、《原貸盜賊許以自新各令復業詔》

等。⑥ 内容豐富，使用頻繁; 而且詔書所下亦不單是對一定級别的

官員個人，對中外文武臣僚、官僚機構以及普通民衆的告諭，同樣

適用。

因此，“戒勵百官、曉諭軍民”之敕榜，在某種程度上與“誡諭

風俗或百官之類”的詔書( 包括詔書最高等級之手詔) 功能是一致

的，文字方面亦有相似之處。二者最主要的區别，或在於敕榜在其

形成文字之後，必須以榜的形式張貼公示，張榜是其應有之義; 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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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史》卷一六一《職官志一·中書省》，頁 3783。
蘇頌《蘇魏公文集》卷二二《内制·詔書》，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294。
鄭獬《鄖溪集》卷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97 册，頁 183 下。
王珪《華陽集》卷一八，叢書集成本，1912 册，頁 200—201。
王應麟《玉海》卷二〇二《辭學指南》中云:“周官御史掌贊書注云若今尚書作詔文，

秦改令爲詔，漢下書有四，三曰詔書( 其文曰告某官) ，四曰誡敕( 其文曰有詔敕某

官) 。唐貞觀末，張昌齡召見，試息兵詔，此試詔之始也。其後學士試批答，皇朝西

掖初除試詔。紹聖試格止曰‘誡諭’，如近體誡諭風俗或百官之類。紹興改爲詔。”
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影印，1987 年，頁 3699 上。
見《玉海》卷二〇二，頁 3699 下—3700 上，3701 上。



書則視情況而定，非必須公示。

二者關係亦有例子可證。如《宋大詔令集》中所收《敕榜朝堂

詔》，明確爲“詔”，但須張榜; 抑或一些詔書，如《誡士人恪守名節

詔》( 大觀三年五月二日) 結尾云“可敕榜朝堂，咸使知之”，①《曉

諭東京官吏將校僧道軍民詔》結尾云“今特命給事中呂祐之齎敕

榜撫諭，西京亦依此降下”，②《誡諭不更改政事手詔》( 政和六年七

月九日) 云“仍榜朝堂”，③等等。這些情況下的詔書大抵等同於敕

榜，但嚴格論之，其文書載體形式仍是詔書。

儘管有如此關係，若就同一事件而言，敕榜之影響力當在詔書

之上。史載，“樞密院奏事，曾布曰: ‘竊聞沈銖近以繳吴居厚詞得

罪。’上曰:‘止罰金。’布曰:‘又聞有敕榜。’上曰:‘止降詔。’”④言

下之意，降詔而不榜告，不及敕榜告諭上下來得嚴重。
( 三) 與“黄榜”之異同

值得注意的是，史籍中另有“黄榜”一詞，也常指用於招安變

亂軍士、民衆之詔令，尤其出現在南宋史事之記載中，似有以“黄

榜”代“敕榜”稱呼之意。對此，《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載建炎元年

( 1127) 八月:

庚辰，詔賜杭州黄榜，招諭作過軍民，若能率衆歸降，當赦

其罪，一切不問。仍審量事狀情理，命以官貲。若敢抗拒仍舊

爲惡，則掩殺正賊外，父母妻子並行處斬。如大兵會合，已到

城下，即令來改過出降，放罪推賞指揮更不施行。仍令監司召

募土豪，自率鄉兵，會合討蕩。亦許先次借補官職。建炎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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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大詔令集》，頁 723。
《宋大詔令集》，頁 685。
《宋大詔令集》卷一九七，頁 727。
《長編》卷四八八紹聖四年五月辛未，頁 11579。



黄榜招安叛兵自此始。①

所謂“建炎後以黄榜招安叛兵自此始”，就是説，南宋時期，專門以

“黄榜”( 突出用黄紙製作) 這一形制之文書行朝廷招安之令。② 在

這個意義上，“黄榜”即爲“敕榜”。而翻閲南宋時期史事記載，“黄

榜”一詞出現的頻率不低，遠高於“敕榜”。如:

( 紹興四年十一月) 癸亥，劉光世遣統制王德擊金人於滁州

之桑根，敗之。揭黄榜招諭湖賊。③

( 淳祐二年六月) 丁巳，詔以余玠爲四川宣諭使，事干機速，許同

制臣共議措置，先行後奏，仍給金字符、黄榜各十，以備招撫。④

( 張) 守與顯謨閣待制、新知廣州張致遠皆乞黄榜，以招安

南諸盜，許之。⑤

( 紹興元年十月) 二十二日乙亥，王德齎黄榜招降邵青，不

從。⑥

省吏劉應韶即以黄榜自窗楹中遞出張挂，慰諭一行將士，

謂罪止誅其首。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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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建炎元年八月庚辰，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頁

206。下簡稱《要録》。
南宋行招安之令時亦常見“旗榜”，指標有名號的旗子和榜文，如史載“金統制王

鎮、統領崔慶……皆密受( 岳) 飛旗榜，自北方來降。”《宋史》卷三六五《岳飛傳》，頁

11390 等。然“旗榜”一則與“敕榜”“黄榜”形制不同。二則非皆爲南宋朝廷所頒，

如史載劉豫“遣沂州舉人劉偲持旗榜招 ( 趙) 立”，《要録》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乙

丑，頁 651; 又，“金立招降旗榜”，《要録》卷四三紹興元年三月丙午，頁 779 等。三

則其榜文亦非直接以皇帝名義所發，如“保和州陳康伯等依旨撰到招安旗榜”，《會

編》卷二四七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癸丑，頁 1776 上。
《宋史》卷二七《高宗紀四》，頁 513。
《宋史》卷四二《理宗紀二》，頁 823—824。
《要録》卷一二三紹興八年十一月戊申，頁 2000。
《會編》卷一四九紹興元年十月二十二日乙亥，頁 1082 上。
周密《癸辛雜識》前集《施行韓震》，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53。



諸如此類表述並非少數，表明南宋時確常行“黄榜”招安、招降，

“示以朝廷恩意”。① 不過，南宋之“黄榜”，不限於招安之令，詔諭

將士、百姓等亦用之。例如，紹興三十一年( 1161) : “三省、樞密院

上《將士戰死推恩格》，横行遙郡九資、横行遙刺八資、遙郡七資、

遙刺正使、横行副使皆六資，副使五資，大使臣三資，小使臣二資，

校副尉及兵級皆一資。詔以黄榜曉諭諸軍。”②又，“宋朝行都於

杭，若軍若民，生者死者，皆蒙雨露之恩，但霈澤常頒，難以枚舉，姑

述其一二焉。遇朝省祈晴、請雨、禱雪、求瑞，或降生及聖節、日食、

淫雨、雪寒，居民不易，或遇慶典大禮明堂，皆頒降黄榜，給賜軍民

各關會二十萬貫文。蓋杭郡乃駐蹕之所，故有此恩例耳。”③

有鑑於此，加之南宋時“敕榜”一稱確有減少之趨勢，“黄榜”

乃有替代北宋“敕榜”之意。不過，宋代“黄榜”有時還指發佈殿試

中式名單的公告，即俗稱“金榜題名”。如蘇軾《與潘彦明七首( 離

黄州) 》云“不見黄榜，未敢馳賀，想必高捷也”，④但爲數不多。簡

言之，宋代之敕榜，包括南宋時期大量出現的黄榜，均爲張貼發佈

的、用以“戒勵百官、曉諭軍民”之皇帝詔令文書，且較多地用於招

安變亂、撫慰災患等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敕榜”作爲一文書類型，在宋代史籍記載中

頻繁出現，宋之前後朝代的史事記載中，“敕榜”一稱出現次數則

極少。筆者所見，僅寥寥幾處，且須辨析。如《南史》載“元嘉四

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

閭，蠲其租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⑤然此處“敕”與“榜”似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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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要録》卷二三建炎三年五月己丑，頁 485。
《要録》卷一九四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庚辰，頁 3270。
吴自牧《夢粱録》卷一八《恩霈軍民》，叢書集成本，3221 册，頁 171。
《蘇軾文集》卷五三《與潘彦明十首》，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583。
《南史》卷七三《孝義傳上·郭世通》，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頁 1800。



宜斷開，爲“敕”而“榜表門閭”説。

又如明代徐師曾論“敕”時曰: “……宋亦有敕，或用之於獎

諭，豈敕之初意哉? 其詞有散文，有四六，故今分古、俗二體而列

之。宋制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别有敕榜，故以附焉。今制，諸臣差

遣，多予敕行事……”①按徐氏之意，宋“别有敕榜”而明代則無; 今

人研究亦無提及敕榜者。② 至於“黄榜”，在明、清時出現稍多，然

亦多指發佈殿試中式名單的公告。因此可以推見，“敕榜”作爲古

代一種詔令文書類型，於宋代被使用更多。

二 敕榜之相關制度

相對於其他“王言”文字如制、誥、詔等，明確以“敕榜”爲題的

文書篇章，幾乎不見存留於宋人文集中。目前所見，僅王安石《臨

川文集》中《敕榜交趾》( 又名《討交趾敕榜》) 一篇，而完整、明確的

敕榜文主要集中於《宋大詔令集》，但篇數亦不多，如《賜潭州造茶

人户敕榜》、《賜通州煎鹽亭户敕榜》、《誡飭在位敕榜》等十六篇。③

鑑於前述敕榜與詔書之關係，加上一些雖未以“敕榜”爲題，但文

末提到“可敕榜朝堂”“宜令出榜朝堂”“仍榜朝堂”的詔書等，則共

有三十篇。而且可以想見，仍有一定數量的詔書是須榜示朝堂的，

儘管詔文中並未直接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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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説·敕》，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頁 113。今天看來，

徐氏對宋代“敕”之解説實更適用於“詔”。
如陳時龍《明代詔令的類型及舉例》，萬明《明代詔令文書研究———以洪武朝爲中

心的初步考察》，二者均載《明史研究論叢( 第八輯) ———明代詔令文書研究專輯》，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
《宋大詔令集》，頁 663，717。



作爲“命令之體”之一種，敕榜須以皇帝之口吻發文，“朕”乃

文中的第一人稱。從文獻中著録的敕榜文來看，其文辭一是以“敕

某某”開頭，表示告諭對象，如《宋大詔令集》所收《開封府管内許

人户從便輸納敕榜》稱“敕開封府管内鄉村人户等”，《招諭江州敕

榜》稱“敕江州管内縣鎮鄉村人户等”之類; ①文末以“故兹榜示，想

宜知悉”或“故兹榜示，各令知悉”等形式結束。此類敕榜多爲頒

下地方者。

出榜朝堂的敕榜則常直接以事開篇，如英宗《敕榜朝堂詔》開

篇云“朕近奉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 ②紹

聖元年( 1094) 七月戊午《敕榜朝堂詔》首云“送往事居，是必責全

於臣子; 藏怒宿怨，豈宜上及於君親”等。③ 此類敕榜結尾亦常重

申張榜之範圍及途徑，如“宜令中書門下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

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廷，進奏院遍榜”④之

類。

作爲公開的王命旨令，敕榜之行文用語，亦須準確、莊重，體現

王者意志。然考慮到閲讀敕榜的某些特殊對象，有時又不可過於

深奧、生僻。熙寧九年( 1076) 七月，皇帝詔郭逵等審議邕、欽二州

溪峒事宜，郭逵等言:“看詳朝廷前降敕榜，竊慮邊人不曉，文告之

辭須至畫一，直説事理，所貴人人易曉。”⑤紹興三年( 1133) 七月，

宰執進呈撫諭韓世忠軍士敕榜條目，高宗曰:“卿等更加改定，又不

可太文，使三軍通曉。春秋時，楚圍蕭，蕭潰，申公巫臣請楚莊王

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言之

·792·宋代敕榜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宋大詔令集》，頁 662，877。
《宋大詔令集》，頁 713。
《宋大詔令集》，頁 717。
《宋大詔令集》，頁 71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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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深也如是，今撫勉世忠軍士，宜仿此。”①所謂“雖武夫遠人曉

然知上意所在云”，②爾後能受其感化。

如上引高宗、郭逵等，宋朝君臣對於敕榜文字亦不時加以關注

審讀，指出不妥之處。如建炎初，敕榜東京，東京留守宗澤見詞，乃

具奏曰:“臣於二月十八日祗受降到黄榜詔敕，云‘遂假勤王之名，

公爲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③當然，一如制誥詔

令等，敕榜文字在遣詞造句、引經據典之間，仍一定程度地反映出

作者的文學造詣和詞章水準。王安石《討交趾敕榜》中有“天示助

順，已兆布新之祥”句，④言“彗星見而出師”，“《行年河洛記》王世

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羣水，天出長星，除舊之徵克著，

布新之祥允集’。荆公用舊意爲新語也。”⑤

前文述及敕榜定義時，曾引史籍中關於中書省、學士院職能及

所掌文辭之相關表述。事實上，儘管以皇帝的口吻發文，但宋朝之

敕榜文字應主要出自學士院、中書省文字官員之手，即由内、外制

之臣負責起草。如史載，熙寧十年( 1077) 七月，中書擬敕榜“廖恩

本南劍州大姓，昨因吴笋寇略，與族人承禹等同力討除，本路奏功

不實，以至恩賞不均。今乃嘯聚徒衆，敢行剽劫，屠害官兵，已令本

路進兵，及選差兵官前去翦除。況恩等本是平民，有勞未獎，陷於

大戮，宜開一面，使得自新”; ⑥又元豐四年( 1081) 八月一日，“詔學

士院降敕榜付林廣曉諭，許乞弟出降，當免罪。如乞弟迷執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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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三七八《綦崇禮傳》，頁 11683。
《要録》卷一四建炎二年三月丙戌，頁 296;《會編》卷一一五東京留守宗澤奏對論正

月丁未詔書乞車駕回京師，頁 843 下。
《宋大詔令集》，頁 932; 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250。
王銍《四六話》卷上，叢書集成本，2615 册，頁 7。
《長編》卷二八三熙寧十年七月壬子，頁 6931。



即行誅殺”，①等等。

至於敕榜什麽情況由内制起草，何時爲外制掌詞，史書並未明

載該分工原則，然仍應以内制爲主。《宋會要輯稿》在言及“起居

注”時曾提到:“翰林麻制、德音、詔書、敕榜該沿革制置者，門下中

書省封册、誥命，進奏院四方官吏、風俗、善惡、祥瑞、孝子順孫、義
夫節婦殊異之事，禮賓院諸蕃職貢、宴勞、賜賚之事，並十日一

報……”②敕榜隸於翰林，或爲旁證。

亦有個别例外。史載熙寧八年 ( 1075 ) ，交趾入寇，“所破城

邑，即爲露布揭之衢路，言所部之民亡叛入中國者，官吏容受庇匿，

我遣使訴於桂管，不報，又遣使泛海訴於廣州，亦不報，故我帥兵追

捕亡叛者。又言桂管點閲峒丁，明言欲見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

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③ 宰相王安石“怒，自

草敕榜詆之”。④

因交趾文書中説及中原興青苗、助役法，使百姓窮困，有“新法

擾民”之意，宰執王安石親自捉刀，自草敕榜，對交趾加以申討。這

一事件，在《宋史》、《長編》、《涑水記聞》均有提及，但都没有正面

批評王安石越俎代庖。惟《黄氏日抄》言“公已不當内制之職矣，

敕榜乃其所自爲。蓋公侵官以行私”，⑤有侵越内制職分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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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會要輯稿》還提到大中祥符六年( 1013) 八月:

學士院諮報:“準詔，減定書詔用紙，今定文武官待制、大
卿監、觀察使以上用白詔紙，三司副使、閤門使、少卿監、刺史

以上用黄詔紙，自餘非巡幸、大禮敕書、敕榜外，並用黄表紙。”

從之。①

高承《事物紀原·黄敕》亦説:“唐高宗上元三年，以制敕施行既爲

永式，用白紙多爲蟲蛀，自今已後，尚書省頒下諸州、諸縣，並用黄

紙。敕用黄紙，自高宗始也。”②所謂黄紙，即經過染潢，能較好防

蛀的紙。宋制，“諸翻録赦書、德音，其紙用黄 ( 須無粉藥者) ”。③

敕榜可純用黄紙謄寫、張貼，所謂“以爲黄紙敕榜，尚書省之出

也”，④因之亦有“黄榜”之稱。至於敕榜所鈐璽印，應爲“書詔之

寶”。據《文獻通考》記載:

禁中所用，别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

流内銓歷任三代狀用之; 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

狀用之; 三曰書詔之印，翰林詔書、敕、别録、敕榜用之。皆鑄

以金，又以鍮石各鑄其一。雍熙三年並改爲寶，别鑄以金。舊

者六印皆毁之。⑤

北宋末，皇帝璽印大多淪没於金，南宋高宗時又重置御寶，其中有

“書詔之寶”，仍用於“印詔書”。按宋代制度，敕榜之上是鈐蓋“書

詔之寶”用作憑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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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敕榜就其公佈張示的範圍來説，大致有兩類: 一是在中

央朝廷公佈的榜諭，所謂“出榜朝堂”、“敕榜朝堂”、“榜示朝堂”，

故“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① 至於敕榜具體張挂於朝堂哪個位

置，史籍並未明確指出，然無疑應是百官出入必經之所，亦爲能停

留閲讀之位置。而這其中，常提及御史臺，有“令御史臺於朝堂出

榜曉示”、“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之語。② 可見，宋代

御史臺或負責將敕榜張貼、公示於朝堂之上，並定時收回。以御史

臺糾察百官、肅正朝紀之職，出榜之舉或增加榜文的震懾性。史籍

記載曾提及紹聖四年( 1097) “詔吏部侍郎安惇、刑部侍郎周之道，

同勘開封府見勘御史臺知班李奇擅收敕榜，及取合千官吏，具案以

聞”; ③同年，侍御史董敦逸“不覺臺吏擅收敕榜”，“降一官，知興國

軍”。④“李奇擅收敕榜”事，語焉不詳，而董敦逸之牽連被逐亦有

其特殊緣由。但不管怎樣，可見出榜和收榜均非隨意之舉，御史臺

尤其承擔着一定的干係。

另一是在地方州縣或特定區域公佈的榜諭，如有“凡軍政申明

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用敕榜揭於通衢”; ⑤“仍乞逐州縣明

挂敕榜，曉示諸色人户”; ⑥“降敕榜於夷人出入要路，及遣招安將

等深入夷界曉告之”，⑦等等。當然，在此之前，須通過進奏院“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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牒”相關層級、機構或個人照會。

關於宋代地方官府公佈的榜諭，有學者已進行過較詳盡的考

察，並指出地方官府的榜諭一般先在衙署門前公佈，然後多選擇人

羣集中、流動的場所如通衢、津渡等處張貼傳佈。① 此研究雖未論

及中央朝廷的政令在地方之榜諭，然可以想見，包括敕榜在内的來

自中央之詔令榜諭，應不脱這些傳佈地點及場所。

因傳佈範圍、傳播對象之需要，敕榜亦有數量上之要求，如景

德四年( 1007) 八月，令曹利用追捕柳州叛賊時，“乃降敕榜四十付

利用等，遣齎示賊衆，及揭於要路，冀其歸順，免於屠戮”; ②元豐四

年( 1081) 九月，“降敕榜二十道付熙河都大經制司，令廣募閑人，

傳示賊界”。③ 諸如“四十”、“二十”道之類，均顯示朝廷希望敕榜

資訊傳佈之廣泛。

另外，敕榜下至地方，常需專人或專使齎送，尤其是詔諭於

作亂地區或爲亂分子之情形。如前引降敕榜四十道付曹利用

等，須“遣人齎示賊衆及揭於要路，冀其悛革歸順，免於屠戮”; ④

前引熙寧六年( 1073) ，“降敕榜付察訪熊本曉諭夷界”; ⑤又有“遣

内侍以敕榜招安貝賊”、“新知州事通直郎方承齎敕榜諭叛卒”之

載，⑥等等。專人齎送並宣諭敕榜，一則顯示中央王朝之權威，亦

使對方真正知曉敕榜的内容及朝廷之意旨，以便更好地發揮敕榜

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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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敕榜之影響及實際效能

宋代敕榜利用張榜的形式，公佈皇帝意旨，傳佈政令，與官員

士大夫及不同階層的民衆發生聯繫，具有一定意義。“揭於朝堂”

之敕榜自然毋庸多説，乃直接將聖意傳於百官，反映一時之政治風

向。

如治平四年( 1067) 初，作爲濮議之爭的餘波，御史中丞彭思

永、殿中侍御史蔣之奇“承流言劾奏”司馬光“私於子婦”，宋神宗

詔詰問彭思永、蔣之奇此事來龍去脈，彭、蔣二人理屈辭窮，無言以

對，故都被貶斥。與此同時，朝堂敕榜略曰: “偶因燕申之言，遂騰

空造之語，醜詆近列，中外駭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須閲實其事，有

一於此，朕亦不敢以法私人。及辨章之屢聞，皆懣讕而無考，反云

其事暗昧，不切審實。”又曰:“苟無根之毁是聽，則謾欺之路大開。

上自邇僚，下逮庶尹，閨門之内，咸不自安。”①用此敕榜宣上意，導

朝論。

一些散佈地方的撫慰、詔諭内容的敕榜，“明言出自聖意，令所

在雕印，散榜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②

起到感化、收拾人心之效果。

紹興七年( 1137) 正月，宰制李邴奏上時勢“措畫之方”，其五

曰“降敕榜”，③並言: “何謂降敕榜? 古語曰: ‘明其爲賊，敵乃可

服。’劉豫父子僭叛，理必滅亡，然猶外假兵威，倔彊歲月。昔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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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數項羽十罪，唐高祖亦暴王世充之惡，僞齊固不足比數，然兵家

有所謂伐謀伐交者，臣謂宜降敕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

民，使知天地之大，不容僭逆，與夷狄共事者必速滅亡。吾民曉然

知豫之不足恃也，則回心易慮者多矣。或恐敕榜太重，有傷國體，

則止命大將爲檄書，朝廷定本頒下而用之。”①李邴所論，敕榜對於

一些變亂地區百姓或邊疆不同族羣等，起了人心向背、綏化懷柔之

輿論導向作用，此亦不假。

前已述及，宋代敕榜多用於招安之舉。作爲宋廷招安政策的

主要文書載體，敕榜之先行發佈，無疑有助於朝廷實施招安手段，

在避免軍事衝突情況下，不使變亂往更大規模的方向演變，又使百

姓的生命得到保障，財産減少損失，從而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發

展。② 不惟招安，朝廷對地方基層的一些精神如輕徭薄賦等，也常

通過敕榜予以傳達及貫徹，從而起到減輕人民負擔，穩定地方社會

之作用。

當然，敕榜所述，主要宣示朝廷態度，有時内容較爲籠統，特别

是招安、招撫敕榜，大抵“先行告諭之文，俾識懷柔之意”，③爲了達

到平息叛亂、收復夷族的成效，還須其他規定、舉措配合施行。至

於一些減賦、免税之敕榜，則需要州縣長官結合地方實際，具體措

置。

例如，元豐三年( 1080) 六月，神宗批付韓存寶，指示在進討瀘

州夷族時，“凡敕榜招安村囤，並擇有功首領質其骨肉於瀘州。或

外寨仍量留守兵，然後責令點集族下勝兵丁壯爲大軍先驅。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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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若討賊斬首有功，依漢軍賞。如不用命，持意兩端，身并同屬

皆斬。”①即所謂“且招且捕”、“恩威並濟”，以期平亂。

紹聖四年( 1097) ，西夏右廂一帶有依敕榜“願舉族歸漢”者，

朝廷一面差人“多方收接”出漢之人; 一面明確下詔“速相度合補

名目，書填空名宣劄，并合賜物當官給付。或合補大使臣已上，亦

仰具合補職名，奉降恩命。若帶到人户并地土歸降，即令依舊住

坐，仍留至親骨肉爲質，厚加存恤。如止是拔身投漢，或將帶到家

屬，合給與田土，即委官躬親標撥地土住坐，及常切安存，無令失

所，及不可遷延疑貳，阻其向化之意”，將敕榜“朝廷補官、賜予金

帛招撫之意”真正貫徹到實處。②

儘管如此，敕榜之實際作用多大，士庶、軍民對於敕榜的反應

如何，仍應該謹慎考察揭示。例如雖有敕榜招安，亦有叛降不定

者。紹興元年( 1131) 邵青反覆爲亂，先是同意王德乞敕榜招安; 後

“德遣使持榜示青，榜中有云:‘官軍晝夜攻打，青等城上乞降。’青

見之，大怒”，即不接受敕榜招安。後又因副統制單德忠之故，又

“受招安”。③

由於形勢變化，朝廷有時也會中途撤榜，停止政令之執行。元

豐四年( 1081) 九月，都大經制瀘州蠻賊林廣言乞弟送降狀，“前後

反覆，必無降意，但欲遷延月日，以款師期。令相度降去敕榜如未

可分付，更不須齎送，速進兵平蕩”。④

戒勵百官之敕榜，也會遭到抵制。景祐三年( 1036) 五月，范仲

淹因指責宰相呂夷簡把持朝政，遭呂夷簡反擊而被貶饒州。時“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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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朝堂，戒百官爲朋黨”。① 該敕榜全文今存，中云“范仲淹比緣獎

擢，驟委劇煩。罔畏官守之隳，專爲矯厲之趣。奏述狂肆，疑駭衆

多。既妄露於薦稱，仍密行於離間。本於躁率，但恣詆欺”; 誡百官

“勿捨己以營他，勿背公而稔釁。排根引重，奚習多岐。衒直姦私，

寧或取悔。勉思中正之言，靡蹈媮薄之尤。咸自敦修，以稱朕意”
等。②

范呂之爭，牽連頗廣。秘書丞余靖上書請求修改范仲淹詔命;

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訟和范仲淹是師友關係，願一起降官貶黜; 館

閣校勘歐陽修責備高若訥身爲諫官，對范仲淹被貶之事一言不發，

寫有著名的《與高司諫書》。高若訥卻堅持認爲，范仲淹被貶“與

敕榜中意頗同”。③ 這些行徑在一定程度上可視作以歐陽修爲代

表的、支持范氏的官員對於敕榜内容的不予認同、辯駁以至公開反

抗。儘管鬥爭非一紙敕榜所引發與涵容，但從文書的角度，亦可看

出宋代士大夫官僚與皇權、相權之間博弈之一斑。
除了敕榜對象之態度，敕榜之實際頒行過程有時亦存在問題，

影響敕榜的真實效用。首先，朝令夕改，敕榜“失信於民”。治平

元年( 1064) 十一月，知諫院司馬光曾上奏提及，朝廷“昔康定、慶

曆之間，籍陝西之民爲鄉弓手，始者明出敕榜云使之守護鄉里，必

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榜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

州屯戍”，以致民户紛紛逃避於外。如此，“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

多，雖州縣之吏遍至民家，面加曉諭，亦終不肯信”。④ 同月，朝廷

下詔招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駭擾亂，害怕重蹈覆轍; 司馬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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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慶曆年間鄉兵招成爲保捷軍之事，與韓琦辯論，指出朝廷曾經失

信於民，百姓不敢輕信，即使是他本人也不能不懷疑。後不到十

年，事情果如司馬光所料。①

其次，官員之執行與敕榜主旨違戾。慶曆四年( 1044) 八月，由

於時任定州路節度使、中山知府李昭亮管理不善，其下屬不法軍官

克扣糧餉、鞭撻士兵的惡行得不到懲處，而且愈演愈烈，最終導致

保州雲翼軍兵變。朝廷圍剿數日無果，遂采用歐陽修招安建議，然

敕榜所下，叛軍不予理睬，聲稱必須李昭亮親自招安纔開門納降。
後李昭亮前去招安，在其“爾輩第來降，我保其無虞也”的承諾

下，②叛軍投降。但李昭亮又違背承諾私開殺戒，下令坑殺部分降

卒，在歐陽修的救護下，餘下的降兵叛卒被遣送到河北的各州縣服

苦役。又如元豐年間，大將林廣“爲將持重，善馭衆，士卒樂爲之

用。然在瀘南，以敕榜招蠻出降而殺之，及卒，頸遂斷，人以爲殺降

之報云”。③ 李昭亮、林廣之行爲，顯然與敕榜招降之主旨有所背

離，給敕榜打上了“失信”烙印，影響了朝廷威信。
宋代士大夫亦不時對敕榜的實際效能及信用非議、譏彈。如

紹聖三年( 1096)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哲宗論敕榜當取信天下》
言:

《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

其已行而不可反也。況夫揭榜朝堂，遍牒中外，明示臣庶，俾

懷悛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幾，今乃録下( 汪) 浹等得罪之由又

如此。臣恐虧朝廷號令之信，有傷國體。伏望睿旨檢會前件

敕榜，宣示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庶使人無反側之心，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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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彰朝廷忠厚之德。①

鑑於“王言”之效應，身居要位的人們不可講浮言、空話。作

爲“王言”文書載體，敕榜亦不能仿若虚文。欽宗時，楊時“乞謹號

令”云:

《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

謹其始。始之不謹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比見敕

榜索金銀於士庶之家，不納者許人告訴，既而不行，未一二日

又復前詔。崇寧以來，令有朝下而夕改者，故寬恤之詔，季一

舉之，徒挂牆壁而已，而民不信。今陛下即位之初，一言而臣

下稟令，四海觀聽，尤不可不謹，不宜復蹈前轍也。②

諸如此類上言，儘管有具體背景緣由，但亦揭出敕榜存在“徒挂牆

壁”“殆成虚文”之現象，直接影響王威帝猷之效力。

不過，總的説來，敕榜所下，王令所出，衆目所瞻，仍是不容草

草者。對於敕榜之認真執行，確保了敕榜實際效能之發揮，從而有

助於王朝之管理。元符二年( 1099) 六月三日，鄜延路經略使呂惠

卿言:“詔降羌葉石悖七補東頭供奉官，仍賜銀絹緡錢各三百。檢

准敕榜，僞大使之類與崇班，仍賜銀絹各五百，葉石悖七係西界業

令吴箇官，與僞大使一般，本司已支銀絹緡錢各五百，仍給公據，許

奏補内殿崇班。若降等，慮無以取信。”“詔從之，今後有名目與敕

榜不同人，並奏聽朝旨，毋得一面支賜，先許官職。諸路準此。”③

針對具體情況而動，確保了招安後形勢之穩定發展，也使敕榜的影

響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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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 語

在某種程度上，本文研究仍從文書制度的解讀和討論開始，然

亦明白，必須在梳理典章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其動態的實施方式與

實際的功能效用，以對特定文書能有更全面之詮釋。

在宋代“命令之體”、“王言”文書中，敕榜乃戒勵百官、曉諭軍

民而榜示之皇帝詔令文書，主要用於招安變亂、安撫災患、引導朝

論等處，皆旨在宣示王朝權威，實施有效統治。宋代敕榜在功能方

面與詔書、黄榜等文書有一定關聯; 較之前後朝，宋代敕榜亦使用

最頻繁。在王朝政務處理和資訊網絡中，敕榜作爲“榜”之一種，

亦爲朝廷向官員、民衆傳達政令資訊之重要管道，爲維持内外秩序

發揮了一定作用。

文書研究歷來是宋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把握

宋代君主官僚政治的一個關鍵。在敕榜的實際頒行過程中，朝令

夕改、官員執行不濟等因素，時常對敕榜的真實效用産生影響。當

然，這亦非敕榜獨有之現象，其他政令文書之執行不力，對皇權的

公信力及政策的嚴肅性都是削弱。而士庶、軍民對於敕榜之態度

及應對，又體現着王朝統治在現實中所遭遇的互動與挑戰，體現着

皇帝、臣僚、民衆等力量在制度框架内的能力與博弈。

( 本文作者係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

孫中山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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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of the audience steward began to take effects instead of the
dual functions of the officials in the Academies and Institutes ( 館閣

官) ．

The Ｒesearch of the Chi－bang in Song Dynasty
Yang Qin ( p．285)

As one type of the writs ( 文書) in the name of the emperor，the
Chi-bang ( 敕 牓 ) posted in Song Dynasty was chiefly used to offer
amnesty and enlistment to rebels，to comfort the victims，or to guide
public opinion，by which the decree and information were conveyed to
the officials and people． In the sense，the Chi-bang had relevance with
the Zhao-shu ( 詔書) and the Huang-bang ( 黄榜) ． In Song dynasty
the Chi-bang was written and promulgat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In
fact，inconstant in policy or implement often had an affect on the real
utility of the Chi-bang． And the attitude and the reply of the officials or
the common people were the interaction and challenge to the
dynasticism in reality．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Qingli Confucianism Meaning
Ｒelating to the Ｒise and Fall of Ancient Prose

Zhang Xingwu ( p．311)

The Qingli ( 慶曆) period was the real transition point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whole connotation of the
Qingli Confucianism meaning，and making a comprehensive combing
on the complex tracking of its rheological，were the two important
topics in the stud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terature history of
thought． The Qingli scholars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giving up Zhuan ( 傳) and returning to Jing ( 經) ，critical reflection of
the ancestor legislation，and strengthening the practical spiri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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