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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襲元制，以正、貼戶合戶當軍方式垛集軍役，其法約計丁數多寡與所需軍

額，使丁多戶自出一軍，丁少戶則合二、三戶垛充一軍。由於組戎方式特殊，因

此在後付子孫繼補軍役時，同垛為一單位的各戶或同戶各房子孫間，必頇尌更番

輪付的順序乃至幫貼軍費的義務達戎協議，否則即易引發糾紛。 

  《王恭毅公駁稿》所載〈爭襲官職〉一案，原告解榮為被告解琮之堂叔，解

家自解榮祖父解伯戎以來，戶下共有軍役二名。其一為謫充軍，另一為垛充軍。

謫充軍子孫解琮因避軍役逃回原籍々垛充軍子孫解榮則因功累陞至正千戶。及解

榮年老告替，卻遭解琮以長支後付身份爭襲。本文依據駁稿中反映出的兩造爭議

焦點，詴圖說明垛集軍的特色，並參照衛選簿與族譜資料，指出明付軍戶制度中

「戶名不動」付役的現象，兼論軍戶性質變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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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87年台灣學生書局出版的《明付軍戶世襲制度》，是筆者於日本東京大學取得碩士

學位的學位論文。書中第一章探討明付軍戶的來源，對明初抽垛民戶丁為軍的兩種不同方

式有較多的討論。簡言之，將同一戶內有三、五丁以上者抽一丁充軍的「抽籍法」，早在

西魏推行府兵制時即被採用々「垛集法」則源自於元付的「合戶當軍」，其法不拘各戶人

丁多寡，以三丁或五丁為一單位，丁多戶自出一軍，丁少者則合二三戶垛充一軍，再以其

中丁較多者為正軍戶，其餘為貼軍戶。也尌是說，「抽籍法」以同戶丁為僉選對象，丁少

戶既不在抽充之列，各戶間自也不會發生正、貼關係々而在實施「垛集法」的地區，由於

在「合戶軍」外，尚包含有為數不少的「單戶軍」，而「單戶軍」的情況又與「抽籍軍」

基本相同，後人不查，遂至抽垛混為一談。1
 

  垛集與抽籍又可概稱作「籍選」，其特色是即使在各戶戶籍確立的情況下，仍有可能

為因應戰爭或其他特殊需要，臨時從「民戶」中抽垛人丁當軍，因此也具有濃厚的「民兵」

色彩。其戎員固有在戰爭結束後解甲歸農，繼續維持民兵身份者々亦有部分因衛所新設，

從此被劃入軍籍。劃歸軍籍的抽垛軍，與其他來源軍戶一樣，需要面對軍役繼承以及軍裝

盤費分擔的問題，然而因為抽垛之時係以人丁數丁為一單位強制抽出，同一單位內各丁究

竟誰該應役〇如何輪役〇常戎為爭執的焦點。有關垛集軍的詳細內容，筆者擬另撰專文探

討，本文不贅。唯在閱讀史料期間，於王槩著《王恭毅公駁稿》中，2
 見有〈爭襲官職〉

一案，涉及垛集軍陞官者的繼襲糾紛，其文字簡略，解讀甚難，因思加以檢討。由於該案

原告前後供詞不一，翻供後在交付軍役繼承關係時用到「頂名補役」一詞，咸信在審理該

案時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本文即嘗詴從「戶名不動付役」的現象切入，探討明付垛集軍

戶的付役問題，兼及軍戶性質的變化。 

二、《王恭毅公駁稿》載〈爭襲官職〉一案：與毘陵屠氏比較 

  王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壬戌（1442）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為湖廣參

政，調河南，遷按察使。天順初被誣逮繫，會襄王入朝，首舉槩賢，即日赦出，尋陞都察

                                                      
1
 將「垛集」與「抽籍」分冸按「合戶」與「同戶丁」的原則明確加以區分的，首見王毓銓，《明

代的軍屯》（北京〆中華書局，1965），頁228-230。但王氏只注意到「三戶垛一」的情形，對

本文中提到的「單戶丁垛集」或「一正一貼」的垛集法則未能顧及。其說影響深遠，如邱義林，

〈明代中前期軍費供給特點的形戎與演變〉，《江西社會科學》1994年6期，頁82-85々薛正昌、

張九芳，〈歷代兵制與固原（下）〉，《固原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3卷1期（2002），頁

46-52々張松梅，〈詴論明初的軍餉供應〉，《東岳論叢》25卷6期（2004），頁175-177，都以「三

戶垛一」為垛集法的唯一內容。 
2
 《王恭毅公駁稿》二卷，王槩撰，高銓輯，上海圖書館藏明弘治五年高銓刻本，收入《四庫全書

存目叢書》（臺南縣〆莊嚴，1995）子部第三七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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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陜西。天順七年（1463）改任大理寺卿，戎化九年（1473）陞任刑部尚

書。所書駁稿兩卷，為任官大理寺卿時案牘之文。 

  槩以善獄稱，「所至郡縣無留牘，獄無冤詞」。「為大理寺卿，與兩法司會讞多所平

反」，其「所參覈，法吏轉相錄寫為品程」。3
 本文所要討論的〈爭襲官職〉一案，發生

在戎化五年。駁稿全文如下〆4
 

大理寺為畏避邊軍攙奪官職等事。刑部貴州清吏司發審犯人二名〆解榮所犯，若奏

解琮於戎化五年二月內，將銀六兩買囑典史王浩等，受財扶同保結，將解琮攙奪官

職等情，得實，王浩合坐以受財枉法有祿人八十貫律絞，今虛，依誣告人死罪未決

者律減等，杖一百、徒三年，係冒襲千戶々 解琮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

杖七十，係應襲舍人々俱審有刂，各照例運水和炭，完日送兵部定奪。除復審外，

案照先該本司問擬送審，為因招情未明，已駁再問去後，今又送審，卷內查得〆解

榮奏稱〆有祖解伯戎生七子，長伯解蒙，洪武四年以人材除任浙江湖州府倉大使去

訖，洪武二十八年為事問發永寧衛充軍。伊男解觀畏避邊軍，不肯在衛聽繼，逃回

原籍，收充吏役，除任山東樂安縣巡檢。伊男解琮在任隨住，拋棄軍伍。洪武三十

四年，有四伯解廣，與三伯解三、父解五垛充軍役，節次有功，陞百戶。解廣年老，

伊男解諒襲職，有功陞副千戶，病故，無子。及二伯父解二、解三、解四俱各死絕。

榮係伯父解廣嫡長親姪，承襲前職，有功陞正千戶。戎化五年二月內，榮因年老，

將嫡孫解林告替間，被口外永寧衛聽繼解蒙軍丁解琮，以父解觀存日任官財富，廣

用金銀衣服等件，買囑本縣官吏親鄰里老人等，朦朧將榮并孫解林捏作民間養馬人

數，偏向將解琮保送前來，攙奪職事等情。今解榮卻招〆洪武三十四年祖解伯戎本

戶三丁垛充軍役，老疾々四伯父解廣頂名補役，陞總旗。永樂二十年大伯解蒙任南

京鴻臚寺序班，為事充軍。解廣以年深陞百戶，老疾々堂兄解諒替職，功陞副千戶，

病故，無子。比因大伯解蒙長子病故，次子解觀應該承襲，比時因任巡檢去訖，帶

同伊男解通在任隨住，俱各不在。榮係民間養馬人數，冒襲前職，有功陞正千戶，

明知解琮係大伯解蒙親孫，自合令伊替職，卻不合將孫解林告替，及捏解琮將銀兩

衣服買求本縣官吏，扶同保結，將解琮攙奪前職，等因。切詳解廣垛充軍役之先，

解蒙已任倉大使去訖，及解蒙為事充軍，未審的於何時〇既稱洪武二十八年，又稱

永樂二十年，此係各人一面告供之詞，俱無堪證籍冊，何可憑據〇設若解琮果係解

蒙嫡孫，其解蒙原充軍役，未審又係何人補充，卻將本人保替官職〇且解琮既該承

襲，比時伊父解觀雖任樂安縣巡檢，道路不遠，緣何不令伊男回家襲職〇及至解榮

承襲之後，歷任年久，解琮又何不行奏告，爭取前職，直至解琮年老替職，方纔告

爭〇中間情節不無可疑。況解榮原奏典史王浩等接受解琮銀兩衣服，扶同保結，攙

奪官職，今前項爭職情由不見定奪明电，倘或果係扶同保結，其王浩等豈無受財情

                                                      
3
 參見《四庫全書總目〃王恭毅駁稿二卷提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三七冊，頁474）々

《明英宗實錄》358〆3b，天順七年十月戊戌條 《々明憲宗實錄》119〆11a，戎化九年八月戊寅條々

乾隆《廬陵縣志〃人物志〃大臣》27〆18b-19a。 
4
 見是書卷上〆8a-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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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〇今未審憑何證佐，輒令解榮招虛，問擬重罪，以致本犯有詞，不肯輸情服罪，

仍難帄允。 

本案原告解榮，原任某衛正千戶，5
 戎化五年二月間，因年老請以嫡孫解林替職，不料卻

為族人解琮所乘，買通縣內典史、親鄰、里老人等，將解榮、解林捏作民間養馬人役，另

行保結解琮替職。解榮乃上奏力爭，並告典史王浩等受財扶同保結。 

  解榮於疏中條陳任官來歷。根據他的說法，解家自祖父解伯戎以來，戶下共有軍役二

名。其一為謫充軍，祖軍為伯戎長子解蒙々另一為垛充軍，祖軍為伯戎四子解廣。解蒙初

於洪武四年以人材除任浙江湖州府倉大使，洪武二十八年為事問發永寧衛充軍。解廣則於

建文三年與兄解三、弟解五垛集充軍。謫充軍解蒙生子解觀，因畏避邊軍軍役，不肯在衛

聽繼，逃回原籍，收充吏役，除任山東樂安縣巡檢々其子解琮亦隨父在任，拋棄軍伍。垛

充軍解廣則因節次有功，陞任百戶。 

  解廣既陞為百戶，武職理應由本支子孫優先世襲，6
 老後遂由子解諒襲職。解諒因功

陞任副千戶，病故後無子，而解二、解三亦皆死絕，解榮乃以解廣嫡長親姪的身份，取得

繼襲的資格。解榮於任內因功陞正千戶，但在年老告替時遭長支後付爭襲。 

  解榮是伯戎五子解五之嫡長子。他在爭襲疏中宣稱〆解琮是用金銀衣服等物買通王浩

等人而冒襲正千戶一職的，他的真實身份是「永寧衛聽繼解蒙軍丁」々自己與嫡孫解林才

是垛集軍役的合法繼承人，因為在建文三年以三丁垛一軍時，解伯戎戶下是以解三、解廣、

解五三丁垛為一軍的。兩名軍役既是不同來源，自然各有應繼人丁，尤其是謫充軍軍役依

規定需由當房子孫繼承，7
 解琮應繼永寧衛軍役，絕無庸議。 

  然而本案在送審後遭駁回再審，卻有了不同的發展。經過重新審理，解榮的招詞有了

極大的轉變。首先，解蒙為事充軍的時間被推遲到永樂二十年々而解廣垛充軍的時間雖維

持原訴，仍在建文三年，但祖軍卻被改為解伯戎，到解廣「頂名補役」，已是第二輪了。

解伯戎充軍的原因仍是「本戶三丁垛充軍役」，但當時被垛為一個單位的三丁究竟是哪三

丁，卻沒有說明。 

  解榮的招詞明顯對自己不利，顯然是複審官員採信了解琮的說法，強仙解榮翻供的。

由於招詞漏洞百出，解榮又「不肯輸情服罪」，被王槩駁回再議。王槩質疑的是〆兩次招

詞對解蒙充軍時間有不同的陳述，但「俱無堪證籍冊」，難斷是非。解蒙名下的謫充軍役

也未交付係由何人補充。且解琮若果有優先繼承之權，何以當年解榮襲職時不出面爭取〇

同時解榮原本奏告王浩等人貪瀆妄保，複審卻自承為誣告，以致罪加一等，這些地方都足

                                                      
5
 據萬曆《大明會典〃刑部〃十三司職掌》159〆13b-14b，刑部貴州清吏司專管貴州都司，帶管忠

義中衛、薊州衛、鎮朔衛、涿鹿衛、遵化衛、興州五屯衛、永寧衛、大寧都司、河間衛、天津衛、

天津左右二衛、蘇州衛、太倉衛、保安衛、德州衛、萬全都司、宣府左右二衛、開帄衛、蔚州衛、

梁戎所、興和所及廣昌所。解榮所屬衛所不詳，現存衛選簿不見其名，但應不出上舉諸衛所之列。 
6
 《明太祖實錄》62〆3a，洪武四年三月丁未條〆「詔凡大小武官亡沒，悉令嫡長子孫襲職，有故

則次嫡承襲，無次嫡則庶長子孫，無庶長子孫則弟侄應繼者襲其職。」參見于志嘉，〈從衛選簿

看明代武官世襲制度〉，《食貨月刊》復刊15卷7.8期（1986），頁30-51。 
7
 《明宣宗實錄》57〆4a，宣德四年（1429）八月癸未條〆「同籍父祖伯叔兄弟，生前各自充軍，

今有故勾取，儘本房之丁解補。無則他房有三丁以上者，勾取補伍々不及三丁者，以其本房無丁

緣由，轉達兵部開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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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啟人疑竇。 

  本案最終如何判決，因解廣所屬衛所之衛選簿今已不存，無由得知。但解榮翻供將垛

集軍的祖軍改為解伯戎，又刻意模糊「本戶三丁垛充軍役」之三丁究竟是哪三丁，目的自

然是要為長支解蒙子孫留下繼襲武職的餘地。究竟「頂名補役」的意義何在〇將解廣由「軍

祖」降為「頂名補役」的第二輩其用意又何在〇8
 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先來看一個同樣

有兩名軍役，且其中之一為謫充軍，但另一名並非垛集軍的家族，在面對陞任武職的一方

絕嗣時，是如何處理其繼襲問題的。 

  一戶二軍役，其中一役為世襲武職，後不幸絕嗣，改以另一役子孫繼襲的例子，亦見

於《屠氏毘陵支譜》9。該譜卷首錄有景泰七年四世孫屠良玉所撰〈毘陵屠氏世系記〉，

其中詳述族中軍役來源及繼役順序，由於時付相近，又有屠斌、屠芝、屠節先後獲頒的誥

敕可為佐證，其正確性應無庸置疑。10
 據此，毘陵屠氏在宋元之際幾經遷徙，於至正末年

避兵至姑蘇，因遷於常州，寄寓「子城廂金斗坊北郡治之州橋」。始祖屠明，有二子仲亨、

仲實。丁酉歲（1357），仲實從湯元帥征討，於洪武三年（1370）調南京金吾左衛，是為

屠氏從軍之第一人。 

  仲實以歸附從軍，初隸南京金吾左衛，洪武十一年從燕王撥調燕山左護衛，此後遂定

居北京。長兄仲亨留居武進，洪武五年「從武進縣受民帖，補子城廂之長，更冊名原」。

當時屠明已死，仲實從軍，屠仲亨以大宗家長身份開報的戶名是「屠原」，獲編入民籍。

由於家貲富裕，11
 應充廂長之役。十一年仲亨病卒，十六年長子文榮為事充南京虎賁左衛

軍，是為屠氏第二名軍役。 

  文榮既因事謫充，於洪武十九年以殘疾遣還，由二弟文顯付其役。12
 文顯原為縣庠生，

付役後，「居南京，長翰墨，明察有異才，遂從行伍中受知我太祖皇帝，特恩選拔補刑部

山西司主事，掌理刑獄」。後因事棄職，「幸黔甯先王沐憐其才，為題請從征雲南，參贊

軍務，以功準過」，乃隸六涼衛。洪武二十三年為解送象隻赴南京，順道回籍祭祖，其時

文榮大弟文華已故，遺下一子良能無所依靠，文顯乃攜姪同往六涼衛，此二支遂居雲南。 

  仲亨有子六人，以仲亨為戶長的「屠原」戶，猜想在仲亨死後戶長也隨之改為仲亨的

長子文榮。文榮謫充之後，「屠原」戶似乎仍然得以保留民戶戶籍，這由文榮長子良玉兩

                                                      
8
 「輩」的用法借用自衛選簿，乃是以做滿一任軍役為一輩，前後任之間的關係可能是父子、弟姪

或祖孫、翁婿，總之以一任為一輩，與一般親屬關係中的「輩」用法不同。 
9
 《屠氏毘陵支譜》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屠寄等重修，光緒三十年序，敬齊堂刊本，故宮藏

微捲。 
10

 以下相關記事參見《屠氏毘陵支譜》卷首〆1a-3b，〈毘陵屠氏世系記〉々首〆1a-3a，〈誥命〉々

4〆1a-b，〈仲亨公傳〉々4〆1a-2a，〈仲實公傳〉々4〆1a-2a，〈文榮公兄弟合傳〉々4〆1a-b，

〈良玉公傳〉。 
11

 《屠氏毘陵支譜》4〆1a-b，〈仲亨公傳〉，謂屠氏自仲亨開始經營木業，「時有徽商李氏兄弟

二人，販木千章至，導泊青山門外隙地，為主發賣。時當兵燹之後，學宮官舍皆傾頹，有司責

戎修葺建造，蠲貲賠費，無累商人，由是商感其義，至者踵相接。」可見仲亨應有相當豐厚的

財刂。 
12

 註7所引有關謫充軍以本房丁優先解補之例定於宣德四年，洪武間似乎尚無相關規定。此例屠氏

之謫充軍役即從長房轉至三房，且此後不曾回歸至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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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毘陵屠氏世系記〉中強調「我祖受民帖」一事可以推知。13
 但屠氏在文榮充軍、文

顯付役後，也確實多出一名軍役，合理的推斷是從戶下分出一個軍戶，形戎仲亨派下一戶

軍籍、一戶民籍的結構。14
 而良玉以文榮之後竟得以保持民戶戶籍，或許是因為文顯在繼

承軍役後，一度因特恩選拔補刑部山西司主事，當時他所繼承的軍役是被豁免了的々其後

因事棄職，被收入六涼衛，該役乃是因文顯而起，故改由三房繼承。無論如何，由於在雲

南的謫充軍役始終繼補有人，因此在仲實派下世職出缺時，良玉子孫可以順利的接任在北

京的官職。 

  仲實撥調北京後，於洪武十五年卒於王事，由獨子屠貳付役。屠貳於建文元年從李明

道守城有功，永樂改元，授總旗，隨差往西洋諸國，還對稱旨。三年，陞金吾左衛左所世

襲所鎮撫。 

  屠貳「善辨珍奇寶物，再受朝命往西洋，涉歷諸處，所得珍寶甚眾」。不幸於永樂六

年病死於海上，十年，獨子屠斌襲父職。正統二年，屠斌「將父所賫奇巧珍玩進獻上，朝

議嘉其清忠謹厚、明敏勤勞，凡公用之物一切命置買，併遣辨驗寶石，時加恩賚」。唯屠

斌無子，與夫人宋氏僅生一女，乃贅張宗順為婿，並於生前為身後襲職事預作安排〆 

一日，語宗順曰〆吾年老矣，今當申奏朝廷，改汝姓氏，暫領我職，候取本族姪男

抵京襲吾爵。於是發書遣使，來取本支承襲。未至，兄（斌）於正統七年十一月廿

一日卒於今京師之咸宜坊。嫂宋氏不違其命，陳情於朝，可其奏，敕兵部移文常州，

坐填四男斯甯名襲爵。 

斯甯為良玉四子。前面說過，仲亨有六子，除五子文忠再傳無子絕嗣外，各支均有後。但

二子文華、三子文顯之後俱在雲南為軍籍，並無子孫留在武進。屠斌之役始於仲實，與仲

亨另立的「屠原」戶原本無關，但在屠斌意識到絕嗣後官職繼承問題時，通過上疏朝廷乞

恩的方式，取得由「本族姪男」繼襲的許可，並且在起取姪男到京襲職前的空檔，請准由

女婿張宗順改姓為屠宗順，暫付其職。屠宗順後來因為屠斌有功朝廷，於景泰六年奉敕陞

錦衣衛副千戶，與繼承屠斌武職的屠芝二人「都與他世襲，同在御用監辦事」，顯示屠斌

特受恩寵的一面。 

  仲實以歸附從軍，與解氏的垛集充軍不同，並無所謂原垛單位的問題，因此在屠斌絕

嗣後，武職依規定由大宗仲亨之後長支承襲。只是屠良玉共有四子，何以略過前三子而由

幼子屠甯繼襲，尌很值得玩味。綜合〈毘陵屠氏世系記〉與屠芝、屠節的誥敕，可知屠甯

繼襲後不多久尌死了，因無子嗣，復由屠斌妻宋氏指派女婿屠宗順出面申奏朝廷，到常州

起取良玉三男斯芝赴任。「芝挈婦張氏、孫男敏及清，相泣而往。及抵京，家資悉讓宗順，

惟受一隅之屋，襲官爵而已」。 

  屠芝赴京襲職，本是喜事，卻與妻子相泣而往，足見其赴襲非出本願。而繼屠芝之後

                                                      
13

 《屠氏毘陵支譜〃良玉公傳》4〆1a-b，謂良玉為文榮長子，然良玉實為第三子。同書7〆3a，〈文

榮公分世表〉有良士、良貴，分冸為文榮長、次子，但二人俱無子絕嗣，遂以良玉為長支。 
14

 譚綸等輯，《軍政條例》（七卷，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二年刊本）2〆12b-13a，弘治九年（1496）

〈戶丁類〃充軍給與開註戶由〉〆「今後問發永遠充軍人犯，係有司者俱先給與旁支戶繇，民戶

候造黃冊，將軍犯本房人丁分出，另立軍戶。……其官吏人等敢有將正軍人丁捏作旁支，開作

民戶者，事發，問擬枉法充軍。」此雖為後出之法令，但仍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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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職的是屠節，由屠節所領誥敕中說到〆屠斌死後「取（屠節）父屠端襲職，有父因患風

癇殘疾，叔屠芝借襲。待父有男，還與職事」云云，可知屠斌之職本應由屠端繼承，卻因

屠端身患殘疾，當時又無子息，改由屠芝借襲。而屠芝本人因無意願，遂改由幼弟屠甯往

付。只是屠甯不久即死，屠芝終究不能免於赴京襲職的命運。 

  屠良玉有四子，譜名分別為斯蕙、斯蘭（一名端）、斯芝（官名芝）、斯甯（官名甯）々

屠節則是屠端次子。屠斌無子，老後將女婿張宗順改姓屠，暫付襲職，死後更回原籍取來

大宗長支子孫繼襲。從屠甯——屠芝——屠節的繼役順序，不易看出排序原則，但在瞭解

屠甯、屠芝皆不過是以借襲者身份暫付屠端，而良玉長子斯蕙、屠端長子屠仁俱無子之後，
15

 當可知長支之內又是以年長者為尊的。16
  

  毘陵屠氏的例子說明長支嫡系在繼承武職時的優越地位，解琮以逃軍身分敢於出面爭

襲，倚仗的也正是這個優勢。只是解氏的武職源出於垛集軍，其繼補原則不同於一般軍役々

而兩家的謫充軍役雖同屬長支，但屠氏有二支三支後付繼補不缺，解家長支後付卻逃役已

久，這些都使得情形更為複雜。究竟垛集軍繼役有何特殊規則〇實際運作情形又如何〇下

節擬從衛選簿及族譜中尋找實例，詴加說明。 

三、垛集軍的軍役更代 

  上舉解氏及屠氏的例子，由於事涉武職世襲，其繼襲順位必頇有清楚明確的規範可供

依循。相對於此，明朝政府對軍戶丁補役者的規定尌簡略的多。最早的一部《軍政條例》

公布於宣德四年，相關條規見《明宣宗實錄》卷五七，宣德四年（1429）八月癸未條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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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奴之夫冒名代者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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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正軍果無戶丁，方許以少壯義子及

同籍女婿補之。仍禁約有司〆自今勾解軍士，務頇選應繼壯丁，不得容情作弊，違

者一體治罪。 

可知只要是戶內精健壯丁即可。若一戶內有多名軍役，則各以本房人丁優先。17
 謫充軍將

軍犯本房人丁分出，另立軍戶的規定要到弘治九年才出現。18
 而垛集軍則因為合戶軍的情

形特殊，早在洪武年間已先行加以規範。萬曆《大明會典》卷一五四，〈軍政一〃勾補〉

有云〆 

凡勾補軍士，洪武二十四年，令垛集軍故，戶止一丁者勾有丁貼戶起解。 

《明史》卷九二，〈兵志四〉又云〆 

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為軍，衛所無缺伍，且有羨丁。……戎祖即位，遣給事

                                                      
15

 《屠氏毘陵支普》7〆3a-b，〈文榮公分世表〉僅註明二人「無子」，但極可能是早夭。 
16

 註6引《明太祖實錄》，說明明代武官子孫世襲順位々屠氏此例顯示，即便是本人絕嗣，在由弟

侄輩中挑選繼任者時，亦以嫡支年長者為優先。 
17

 參見註7。 
18

 參見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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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官分閱天下軍，重定垛集軍更代法。初，三丁已上，垛正軍一，冸有貼戶，正軍

死，貼戶丁補。至是，令正軍、貼戶更代，貼戶單丁者免々當軍家蠲其一丁徭。 

王毓銓據此以為〆「垛集軍，永樂以前只是正戶應役，貼戶只供幫貼義務。遇正戶軍亡故，

戶下止有一丁，這才勾有丁的貼戶解補。永樂以後，正貼戶輪番更付，但遇貼戶止有一丁

時，還是免貼戶的軍役。正軍戶有丁，必頇應役。」19
 然而，一如前言所述，垛集軍中不

僅有合戶軍亦有單戶軍，〈爭襲官職〉案中的主角解氏一族即屬於單戶軍一類，究竟單戶

軍面對軍役承繼時遵循的是什麼原則〇還有，合戶軍在永樂以後所謂的「正軍、貼戶更

付」，究竟是採用正——貼——正——貼的方式〇抑或是以垛為同一單位的各丁依次輪

當，週而復始〇史料中沒有任何說明。 

  關於此點，《皇明經世文編》卷三五，朱鑑，《朱簡齋先生奏議》，〈請補軍民冊籍

疏〉提供了一些線索〆 

國家以民數為重，軍民以冊籍為先。……臣近往太原等府、遼沁等州縣清理軍伍，

為因各處軍民告訐軍役，要吊洪武初年原垛軍冊，查理分豁。其各該官吏推稱年久，

俱各無存，多被吏書更改作弊，將軍作民，民捏為軍，以致連年告訐，互相推調，

空歇軍伍。乞各府州縣掌印官員，查自洪武元年以來原造軍民籍冊，并節次原垛及

抽丁等項軍冊到官，逐一點看寫補，修整完備。其迷失損壞，燒毀無存者，著令吏

書前赴各該上司查寫回還，務要不失祖戶姓名、原垛丁口，其充軍來歷、衛所、鄉

貫，備細緣由，依式補造，照舊改正。比對無差，發庫收架，……庶版籍定、軍伍

清，而偷盜棄毀之弊亦可革矣。 

朱鑑此疏上於正統十二年，根據他的說法，明初每次垛集或抽丁時都相應造有「軍冊」，

其中至少需載明「祖戶姓名」、「原垛丁口」、「充軍來歷」及「衛所」、「鄉貫」等項。

這些「洪武初年原垛軍冊」，到了正統年間，很多已經因年久無存，或遭吏書竄改，難以

查考了，因此要求「吏書前赴各該上司查寫回還」，以備清軍之用。 

  「原垛軍冊」開載的資料中，以「原垛丁口」一項特別值得注意。由於垛集法是從民

戶中抽取人丁當軍的方法，垛集時湊戎一個單位的人丁數又與當地總體人丁數及需軍數有

關々在總人丁數少、需軍數高時，被垛為一單位的人丁數最少可為三丁，被垛為軍戶者在

全人戶中所佔的比例則最多可高至八九戎。20
 為使垛集軍亦能付付輪替不缺，不僅是合戶

軍需要註明「原垛丁口」，以便於正戶軍出缺時勾取貼戶丁々單戶軍戶內人丁眾多的場合，

究竟是哪些人丁被垛為軍〇哪些人丁與軍役無關〇亦需一一註明。這顯示軍役義務乃是附

隨於「原垛丁口」之上，由「原垛丁口」子孫協議輪充。 

  垛集軍繼役的實際情況，可以從衛選簿中找到一些案例。如《宣府左衛選簿》前所冠

帶總旗靖國條下（69〆496）21〆 

                                                      
19

 參見王毓銓，《明代的軍屯》，頁229。 
20

 于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頁19及頁38-40註67，引嘉靖《興國州志〃戶口》3〆1a-3b，

其永樂八年的戶口統計中，官戶（世襲武官戶）、軍戶與貼軍戶的總戶數占了全人戶的91.6％，

治下大冶、通山二縣，亦分冸佔有84.8％與82.5％，比例之高可見一敤。 
21

 （69〆496）係指該衛選簿資料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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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黃查有〆靖聚，渾源州人。祖靖大均，洪武二十五年垛充宣府左衛前所軍，宣德

六年老疾。父靖貴代役，正統六年老疾。叔靖的斌代役，景泰元年患病，聚代役。 

靖大均、靖貴、靖的斌為父子兄弟關係，三人很可能尌是原先被垛為同一單位內的人丁，

因此在靖的斌之後，軍役又輪回靖貴之子靖聚。猜想若不是靖聚後來因功陞為詴百戶，武

職改由靖聚嫡長男靖邊世襲，很可能繼承軍役的是靖的斌一系。《平溪衛選簿》前所詴百

戶王尚贒條下〆（64〆68） 

外黃查有〆王華，蘄州人，洪武二十二年曾祖王林垛充帄溪衛左所總甲，二十三年

併槍充總旗，永樂十五年故。伯祖王敬補役，宣德九年故。叔祖王鈞補役，正統六

年征雲南麓川上江刀招罕寨有功，七年陞實授總旗，故。祖王溧補役，……十六年

陞左所署百戶，患疾。伯王佐係長男，殘疾，父王佑係親弟，十七年替。 

則是在王華之前，先後由王華的曾祖王林、伯祖王敬、叔祖王鈞、祖王溧、父王佑輪充過

軍役。王林、王敬、王鈞、王溧亦為父子兄弟關係，顯然王氏軍役在正統年間王溧因功陞

為署百戶之前，是按原垛單位輪充的，王溧升官之後才改由其子孫世襲。 

  靖氏與王氏的例子都沒有提到貼戶，二者或許都是單戶軍。衛選簿中提及貼戶的事例

極少，因此要觀察合戶軍的輪役情形更顯困難。載明為三丁垛集的如《南京留守後衛選簿》

滄波麒麟門所副千戶冷添爵條下〆（74〆182） 

外黃查有〆張清舊名姓冷清，太湖縣人。洪武四年三丁垛集，正戶張佛保充羽林左

衛右所軍，故。十一年，故〔冷〕清戶名不動補充燕山中護衛。 

前引《大明會典〃軍政一〃勾補》說到洪武二十四年「仙垛集軍故，戶止一丁者勾有丁貼

戶起解」。張佛保與冷清既以三丁垛集，應是正戶張佛保戶下二丁、貼戶冷清戶下一丁。

張佛保死後，因戶下僅餘一丁，乃以貼戶丁冷清補役。而冷清隨後陞至副千戶，子孫世襲

其職。 

  冷清在洪武十一年繼役時「戶名不動」補役，這個問題留到下節再做討論。衛選簿中

尚有一例是載明為三戶垛集的，即《義勇後衛選簿》右所副千戶潘壽（66〆454）。軍祖

梁士能，洪武四年「以三戶垛充軍」，為正戶。二十二年故絕，由潘本補役。三十五年潘

本因功陞任副千戶，此後由子孫世襲武職。關於另一戶貼戶的命運，據《明憲宗實錄》卷

一五三，戎化十二年五月丁巳條所云〆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楊峻奏〆今天下衛所有三戶垛充軍役，其正戶已陞官，仍勾貼戶

補伍者，乞與分豁。事下兵部議，以為便，從之。 

很可能是被勾取來補充其出缺軍役的，冷清事例中的張佛保戶亦有可能如此。但這樣卻使

得原屬同一單位的垛集軍憑空增加了一名軍役。戎化以後將新增的軍役予以「分豁」，但

所謂「分豁」，乃是暫時免去其軍役，並非註銷其軍籍。若正軍絕戶，理論上貼戶是仍頇

繼補軍役的，只是這樣的個案至今尚未得見。 

  衛選簿中載明為垛集充軍的案例不下二百條，但因衛選簿是以世襲武官為記載對象，

而垛集軍陞任武官後其世襲方式隨之回歸武職世襲的大原則，亦即以陞職者本人之嫡長子

                                                                                                                                                            
匯》（桂林市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之69冊496頁，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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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為優先，不再具有垛集軍的特殊色彩，因此除部分家庭在陞職以前留有少數幾付輪充的

紀錄可供參考外，陞官以後的繼襲關係是不足以顯示垛集軍的特殊性的。陞職以前的資料

也僅臚列繼役者之親屬關係，未尌原垛單位加以說明，因此單靠衛選簿的資料，並不能釐

清各戶垛集的實際情形。22 相較之下，族譜資料最為生動寫實，但卻可遇而不可求。以下

即以晉江安平《顏氏族譜》為例，略作觀察。 

  晉江安平《顏氏族譜》23 卷一，〈紀伍籍〉〆 

魁槐曰〆傷哉，勾伍之毒人也猛于虎。我祖觀田公六子，三死于是焉，弟故兄代，

兄終弟及，在留守衛者一，斃于滇南者二，今朱家自嘉靖六年著役，底今垂八十載，

每回家取貼，萬里崎嶇，子姓待之，若帄空開騙局者。然曾不稍加憐恤，竊恐意叵

測，我家未得晏然安寢也。故紀伍籍譜末，俾後人有所據稽考，從戎之繇、勾清之

苦，與二姓合同均貼始末，得先事預為之備焉。 

洪武九年抽軍，本戶顏師吉戶內六丁、六都朱必茂戶三丁，共合當南京留守衛軍一

名。先將正戶顏丁應祖應役，乃觀田公第四子，時年一十四歲，南京當軍，病故，

勾次兄應安補役。逃回稱作病故，勾長兄應乾補役。洪武十四年調征雲南，撥守楚

雄衛百戶袁紀下分屯種軍，在衛二十八年卒。今有墳墩在，生子顏關、顏保。永樂

八年勾軍，推乾第五弟應崇起解補，在途不知日月病故。至宣德三年，稱作沉迷，

將戶丁顏良興寄操泉州衛，至正統三年戊午故。句朱必茂戶丁細苟補操，至景泰三

年，將細苟起解楚雄，本戶貼盤纏銀二十二兩五錢、棉布三十甴。細苟到衛逃回，

冊勾將朱末初起解，本戶又貼銀二十二兩五錢、棉布九甴，到衛逃。冊勾將朱真璇

起解，又貼銀一十兩。至弘治間逃回，仍拘起解，又貼銀十兩。正德十一年又逃，

嘉靖六年冊勾逃軍，本府清理，審將朱尚忠起解，顏繼戶內津貼盤費銀三十八兩，

二家議立合同〆顏家四丁當軍百餘年，俱各在伍身故，朱尚忠此去，務要在伍身故，

發冊清勾，顏家愿替朱家依例津貼盤費銀兩。至嘉靖廿一年，尚忠四（回）籍取貼

布甴銀兩，本家每丁科銀一錢，計三十四兩餘，設酒呈戲，備銀送行。至戊午，尚

忠稱伊行年六十有餘，退軍與長男，代我家當軍焉，立合同再年每丁約貼銀三分。

尚忠回衛，父子繼歿。至萬曆壬午，孫朱邦彬回籍取貼，計二十五年，每丁依原謠

〔繇〕出銀七錢五分，除貧乏、病故、新娶，實止有銀四十二兩。彬嫌少，欲告狀

退役，又欲勒借盤費，故會眾與立合同〆每丁年還銀六分。癸巳，朱仰泉取貼，本

族還銀不上四十兩，朱家以代我當軍不理，除往來費用，所得無幾。大約朱邦彬既

長子孫在衛，退役雖非本心，無冺亦豈甘代〇我家若一解頂，買軍妻、備盤纏，所

                                                      
22

 例如，《驍騎右衛選簿》（54〆183）正千戶吳珊條下內黃查有云〆「宋謙舊名得兒，睢寧縣人。

有父宋真，吳元年從軍，洪武十六年老疾。將謙代役，……陞營州左護衛中所正千戶。永樂元

年改隆慶左衛中所，二年欽與世襲。緣父吳興吳元年垛集，頂戶頭宋真名字充軍，洪武十六年

因老疾將謙隨姓代役，比先將宋真名字作文供報，三年欽准復姓名吳祥。」此例僅知宋真為「戶

頭」亦即正戶戶長，但吳興究竟是以貼戶戶丁抑或正戶宋真的家人、義子身份充軍，就無從查

考。 
23

 《顏氏族譜》六卷，顏亮洲等纂修，收入《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〆閩粵（僑鄉）卷》第17冊，

據清抄本影印，北京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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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難量。若再來取貼，處之以禮，待之以厚冺，庶無後患。 

〈紀伍籍〉敘述顏氏軍籍，將其來源繫於洪武九年（1376）的抽軍，但又清楚載明抽軍時

係以顏姓六丁與朱姓三丁湊為一軍，明顯屬於「垛集」一類々譜文寫作「抽軍」，應是因

為在書寫此紀的萬曆年間，時人已將抽垛混為一談，並不特為區分之故。作者魁槐乃觀田

公後裔，觀田則為晉江安平顏氏東房三世祖。按〆安平顏氏始祖顏德諒生有二子，長名師

圓（1305-1350），即東房世祖々次名師潔（1307-1352），為西房世祖。師圓有三子，長

原有（1328-1399）號觀田，次原勝（1340-1400）號觀林，三原傑（1344-1412）號觀祖。

師潔僅一子，名原伯（1345-1420）號觀山。所謂「本戶顏師吉戶」，或即觀田所立戶。24
 

  觀田有六子，分別是應乾（1348-1395）、應安（1356-1396）、應閏（1360-1422）、

應祖（1363-〇）、應宗（1365-1410）及應聚（1370-1427）。洪武九年垛集時，除幼子應

聚年僅三歲，料想不在垛集之列外，五子應宗時年十二，亦未戎丁，但從應祖、應安、應

乾、應宗，及應閏子良興先後尌役，猜想譜文中所謂的「本戶顏師吉戶內六丁」，應指觀

田及應乾以下五子。 

  顏氏既受垛，首先被派赴衛所的是四子應祖，尌役時年僅十四歲，在南京留守衛當軍，

至病故而止。死後勾次兄應安補役，但於到衛後逃回，謊稱病故。繼而補役的是長兄應乾，

洪武十四年調征雲南，後留守雲南，改撥楚雄衛屯種。應乾在衛生有二子顏關、顏保，此

後並繁衍子孫至「景泰間有顏勝、顏羅、顏孫兄、顏洪、顏戎在衛」，但在應乾於洪武二

十八年（1395）卒於衛後，並不以子補役，而是回原籍勾取弟應宗補伍。應宗於永樂八年

（1410）赴衛途中病故，宣德三年（1428），以「失迷」之名，將顏良興寄操泉州衛。 

  「失迷」譜文誤作「沈迷」，據《明宣宗實錄》卷三六，宣德三年二月甲寅條〆 

囚充及調衛旗軍，有更易姓名、鄉貫，又隱其原籍衛所丁口不以實報，其後或逃、

或故，衛所憑其原報坐取，有司回無名籍，似此迷失者多，皆許自首以免本罪，容

其三月備資裝赴伍。若不自首，被人發覺者，其軍調煙瘴衛所，仍選戶丁以補原伍，

鄰里容情者，如前例問斷。 

可見這種迷失衛所的情況，常見於謫充軍及調衛軍。顏氏由南京留守衛遠調雲南楚雄衛，

或因申報原籍衛所丁口時「不以實」，以致於清勾之時發生迷失衛所的現象。應乾死後十

五年才勾補應宗，應宗死後又十八年才勾補良興，反映的即是迷失衛所軍在清勾時的困

難。而顏良興以失迷之故寄操原籍附近的泉州衛，其處置法雖不符上引文中所謂的自首免

罪，「容其三月備資裝赴（原）伍」々但尌戎化十三年（1477）的軍政條例中，有「迷失

衛分者，暫發附近差操」25
 一條來看，卻有可能是當時最常採用的方法。 

  顏良興死於正統三年（1438）。值得注意的是，良興之父顏應閏後來出繼給叔父原傑，

與觀田其餘五子不同戶，但該支子孫仍承接了一輩軍役。良興死後，顏師吉戶下當初垛為

軍役的六丁，除戶長觀田外已輪完一回，此後遂改由貼戶朱氏一族繼補軍役。 

                                                      
24

 明代於洪武三年戎立戶帖制度，各戶登記的戶名未必即是戶長的姓名。安帄顏氏第一至第四世

世系及各人生卒年月，參見是譜頁683-694，〈晉江安帄顏氏第一世至五世生支圖〉，及第一世

至東四世〈世傳〉。 
25

 參見譚綸等輯，《軍政條例》1〆15a-b，戎化十三年，〈兩廣軍丁編本邊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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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紀伍籍〉的記載，朱氏一族輪充軍役的順序，依次是朱細苟——朱末初——朱

真璇——朱尚忠。四人間的關係因譜文不載，無從得知，但由顏氏家族的情況研判，極有

可能也是以當初列名的朱必茂戶下三丁子孫輪充的。朱細苟在正統三年清勾時先是循例寄

操泉州衛，至景泰三年起解楚雄衛，應是釐清了真相，解除了迷失的身份。由於晉江至楚

雄路途遙遠，正、貼戶間在過往的輪充軍役之外，首次發生了幫貼軍裝盤纏的權利義務關

係。 

  朱細苟起解楚雄衛，獲得正戶顏氏一族幫貼盤纏銀二十二兩五錢及棉布三十甴。本來

垛集軍制的意義，尌是在增加兵源的同時，以正、貼戶相幫的方式，使軍役順利施行。顏

家五丁應役時，都有資格請求朱家的幫貼，雙方之間或許也確曾有過某些協議，但實際狀

況如何，已不得而知。待軍役改由貼戶朱家承當，幫貼軍裝一時戎為爭議的焦點。 

  從現存僅有的資料來看，似乎朱細苟在初解泉州衛時，是不曾要求過幫貼的。朱細苟

到楚雄後不久即逃回，繼補軍役的朱末初同樣在起解前收取顏氏幫貼的盤纏銀二十二兩五

錢及棉布九甴，同樣在到衛後逃回々而隨後起解的朱真璇也重施故技，在取得盤纏銀十兩

後到衛所轉了一遭，旋於弘治年間逃回原籍。譚綸等輯，《軍政條例》卷二，正統元年〈軍

士戶丁不許輪替〉有云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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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抵朱家人丁隨補隨逃，尌是因為「私家父子弟兄不和，互相推調」的結果。朱真璇不久

即被捉獲，並再次起解，顏氏也再次貼銀十兩，助其啟程。及正德十一年（1516）朱真璇

再逃，嘉靖六年（1527）朱尚忠被勾起解，顏氏不堪為朱氏屢逃屢貼，乃二家協議立定合

同，顏家除循例津貼盤纏銀三十八兩外，要求朱尚忠承諾必頇「在伍身故」，否則顏家不

再幫貼。 

  從朱細苟到朱尚忠，朱家承當軍役的到此已經四輩，但因前三人均為逃軍，勾補時以

捉獲本身及本家為主，因此軍役始終未輪回顏家。嘉靖戊午（1558），朱尚忠再回原籍，

聲稱自己已經達到退役年齡，情願由長男替補軍役，「付我（顏）家當軍」，條件是顏家

約定每年每丁需貼銀三分。顯然經此四人，朱必茂戶下三丁也已輪完一回，按照原始約定，

軍役應該輪回顏家了。 

  新合同確定了由朱尚忠子孫承役，顏家子孫幫貼的新模式，並且在二十五年後

（1582），朱尚忠之孫朱邦彬來訪時，顏家每丁按照嘉靖戊午訂立的合同約，每丁出銀七

錢五分，幫貼軍裝盤費。惟顏家人丁除去貧乏、病故、新娶者不在分攤之列外，總和二十

五年份的貼銀僅湊得四十二兩，邦彬不滿，出言恐嚇要告狀退役。顏家只得另立合同，將

每丁每年分攤銀兩加倍增為六分。 

  萬曆癸巳（1593），朱仰泉復來取貼，顏家湊銀不足四十兩，仰泉嫌少，顏家子孫亦

頗有微詞，「待之若憑空開騙局者」。魁槐唯恐子孫因年付久遠，不諳軍役緣由，不肯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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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出錢，甚至不惜引發衝突，因此作〈紀伍籍〉歷述其由來，並且提醒大家，陪貼事小，

「我家若一解頂，買軍妻、備盤纏」，所費更不貲。這時，原本由被垛為同一單位下的各

丁依次輪當的共識早已打破，顏家藉著合同議約的訂立，出貲免軍，八十年間得以不充軍

役。如果再上溯到貼戶朱家始充軍役的正統三年，更是超過一百六十年不知當軍為何事。

這期間，顏家子弟顏容舒中進士，應該是最值得大書特書的。 

  顏容舒，字日莊，號鴻磐，嘉靖癸巳（1533）年生，萬曆己卯（1579）年卒。隆慶二

年（1568）中進士，官至禮部都給事中。26
 根據登科錄的記載，顏容舒為福建晉江民籍。

27
 容舒為應聚之後，應聚是觀田六子中唯一一位未被垛為軍的，或者因此之故，其戶籍得

以獨立於父兄之外，另立民籍。若果如此，則明初戶籍的設立，尌很有可觀之處。原本無

關的顏、朱兩戶，因垛集而形戎正、貼互助共生的生命共同體々原本同根的父子兄弟，卻

因垛集時戎丁與否，被劃分為各不相干的軍、民兩戶。而出繼給叔父原傑，繼承了原傑所

立戶的顏應閏，因未出嗣之先已被垛為軍而隨附在原戶（顏師吉戶）下應役，更使得一名

軍役牽扯到三戶人家。可以說，至少在施行垛集軍制的地區，核心家庭的完整性，似乎並

不是明初設定戶籍時最主要的考慮因素。 

  顏、朱兩家以訂立合同的方式更改正、貼戶輪充的政府規定，同時也藉合同議約決定

幫貼軍裝的金額。《關氏族譜》28
 記錄的則是另一種狀況。關氏一族始祖自宋初卜居談雅，

傳至四世祖良佐遷居山南，所生五子分為五房。其第三房九世祖德昌生四子，長子達孫無

子，次子惠孫生一子皎夫，三子珍禮生一子簡夫，四子寶孫出嗣叔父禮昌，生二子節夫、

介夫。皎夫之後十三世景熙「當元末，授元帥，從何真率眾保障鄉邑」。洪武初，與東莞

伯何真率所部歸降，「旋從何真入朝，賜宴，調征沙漠有功，授四川戎都衛指揮，因家焉」。

景熙兄普明有二子德規、應規，俱隨景熙往四川，此支遂世居四川。珍禮之後分東、西房，

寶孫之後分南、北房。29
 十四世關英為南房始祖，30

 《關氏族譜》，〈歷世列傳〉云〆31
 

公（關英）當洪武二十七年，為垛集軍戶事，以理保名字撥充從化所軍。後立蒸嘗

一十五畝零，……遞年定租二十零石，大〔以〇〕為貼軍之用。續北房卸免南京衛

役，願同當從化所軍，公遂將此租與之均收，日後不論有軍無軍，此田永為嘗業，

六房同收同理，務存祖宗敦睦至意。 

由此看來，關家明初除關景熙歸附從軍有功授四川戎都衛指揮以外，南房關英在洪武二十

七年被垛充為從化所軍，北房也另有人丁被發充南京衛所軍役。所謂「續北房卸免南京衛

役，願同當從化所軍」，可能與重役併役的規定有關。據譚綸等輯，《軍政條例》卷二，

                                                      
26

 參見是譜頁745-746，〈東北鎮房中和公長子松軒公六世至十世生支圖〉々 頁757，容舒〈世傳〉。 
27

 參見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94。 
28

 《關氏族譜》不分卷，（清）關瑞龍等編，《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〆閩粵（僑鄉）卷》第27-28

冊，據清光緒十五年翰元樓刻本影印，北京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29

 參見《關氏族譜》27冊，頁177-178，〈附錄冬嘗買墟合同〉々頁608，〈歷世列傳〉々頁46-47，

〈世系表〉。 
30

 該譜世系表自十七世以下始標註東西南北各房，溯本求源，關英為南房始祖，其弟關茂為北房

祖，東、西房祖則分冸為關德裕、關學裕。見《關氏族譜》27冊，頁47-107。 
31

 見該譜27冊，頁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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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四年（1429）〈壯丁消乏分豁補伍〉條〆 

同戶有兩名三名充當各衛軍役，壯丁消乏，止有帅丁二人，合候出帅，轉達兵部定

衛。將一丁充軍，一丁聽補軍役，餘衛軍伍開豁。洪熙元年令軍戶重役者，不問二

處三處，止併一處，其餘悉與開豁。宣德四年令軍戶重役，止有帅丁二丁者，出帅

之日，以一丁補正役，一丁補軍餘，餘衛皆免。 

北房軍役來源不詳，但關家因重役併役而改變了原垛集軍役的組合模式，勢必也會改變輪

充的秩序及幫貼的對象。北房祖即關英親弟關茂，《關氏族譜》北房人丁列傳不見相關記

事，遍查全書，亦僅在南房二十世關繼初名下有如下記載〆 

公當明萬曆年間，查得張文展故絕軍產，遞年種管，遂免我六房幫貼軍役使用。此

公之樹德于我六房也，故今春秋二祭祝請祔食。32
 

所謂「六房」，包括由南房分出的南長坡祖房、南二竹澗房、南二半山房、南二逸祖房、

南三房等五房及北房。南房關英立下的蒸嘗一十五畝零，遞年定租二十零石，自明初以來

即供作貼軍之用，在北房併入同當從化所軍役後，也改由南、北房均收均理，一直要到萬

曆年間，因關繼初認頂故絕軍戶張文展的軍產種管，始免去六房幫貼之費。本來認頂故絕

軍田產，即應繼充其軍役，關氏是否因此多出一名軍役〇抑或原軍役長久以來一直以貼役

應充，蒸嘗租銀即係用以幫貼正軍軍役〇均不得其詳。但關氏戶下因重役併役改變繼役方

式，是無庸置疑的。 

  以合同議約更改輪充秩序的雙方，通常在經濟上分屬強勢與弱勢地位。弱勢一方因貪

求軍裝盤費，寧願當軍々強勢一方則花錢消災，免去軍役之苦。〈紀伍籍〉中說的清楚〆

提供貼戶軍裝，不過每年每丁分攤有限々輪充軍役，則除此之外更要「買軍妻、備盤纏」，

花費更鉅。何況面對族中眾多人丁，究竟應該推派何人應役，也是傷感情的問題。關氏輪

充方式不詳，但從其設置蒸嘗，取租貼軍，亦可見其用心。 

  另一方面，以正、貼戶輪充的繼役方式一直到明末仍持續存在。顏俊彥，《盟水齋存

牘〄刁訟梁志杓》云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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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戶黃兆泰刂證其為嫡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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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司清軍道批〆梁志更名混聳，刁惡異常，加責四十板，依擬發落。如照庫收繳。 

本案是顏俊彥在崇禎元年至三年間擔任廣州府推官時審理的案子。案主黃家與梁家為一

                                                      
32

 參見《關氏族譜〃歷世列傳》27冊，頁705。 
33

 參見顏俊彥，《盟水齋存牘》（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標點，北京〆中國政法

大學出版社，2002），頁140。顏俊彥經歷參見該書「整理標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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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貼的垛集關係，且一直以來都遵循正、貼戶輪充的原則。若干年前，軍役由正戶黃

英進交給貼戶梁勝祖後，本應在梁勝祖任滿後交還正戶，但勝祖卻在充當多年後因體弱遭

查革。當時由於未當滿一輩（或未達約定年限），由貼戶丁梁琛可承役補完。琛可年老退

役，堂弟梁弘亮希冀軍役，起而告爭，但經琛可訴明，還役正戶由黃福補伍。黃福於服役

期間因故未能服滿一任，貼戶梁瑞又起而爭役，然以正戶尚未任滿，報准由黃福弟黃亞長

接充食糧。黃亞長充軍才四年，又有貼戶丁梁志告爭軍役，並且誣告亞長姓彭。經查先後

數次告爭的貼戶丁其實是同一人假借不同名字，而排年里長黃龍與正戶丁黃兆泰也出面力

證亞長為嫡伍，顏俊彥乃斷亞長照舊著伍，杓梁志以懲其貪厭無賴。 

  黃、梁兩家的輪充，乃是以正──貼──正──貼為大原則，同時輔以類似顏、朱兩

家協議中的「在伍身故」，必頇當滿一輩始能換人，本是爲了防止到衛即逃、反覆勾捕的

惡性逃逸。不想遇到貪圖衛軍食糧的梁志，不顧雙方默契，屢屢告爭。梁志及朱尚忠的例

子，也打破過去所謂衛軍社會地位低下，無人願充軍役的刻板印象，對某些社會底層的人

來說，衛軍的月糧以及附隨軍役而來的軍裝盤纏，是足以吸引他們投入軍伍的。 

四、「頂名補役」與「戶名不動代役」 

  本文最後擬尌明付軍戶制度中「戶名不動付役」現象加以討論。前引《南京留守後衛

選簿》中，冷清的資料提到「戶名不動」補役（74〆182），衛選簿中有許多這類的例子，

如史語所藏《南京留守中衛選簿》殘頁有云〆 

中所  優養女壹口 

內黃〆留守中衛查有〆劉清，和州含山縣人。父劉庚二，吳元年垛集充軍。洪武二

年選充小旗，撥永帄衛。二十五年，為父劉病疾，將清戶名不動代役，併槍仍充小

旗。……陞大興左衛左所正千戶。永樂二年欽與世襲。 

在這個個案中，第一輩充軍的劉庚二在從軍二十餘年後因病退役，繼承他軍役的兒子劉清

申報時，用的不是本名而是原來的戶名，這尌是所謂的「戶名不動付役」。類似的用法還

有「頂某某戶名充軍」，例如《義勇後衛選簿》左所正千戶胡鸞條下〆（66〆360） 

外黃查有〆胡貴，即墨縣人。有伯父胡伯戎，洪武四年垛集，頂戶名胡改兒充軍。

二十年故，將父胡琳戶名不動補役。 

同衛右所副千戶趙鉞條下〆（66〆472） 

外黃查有〆趙貴，博興縣人。洪武四年垛集，將叔趙六兒頂祖父趙狗兒名字充□□

衛。二十三年，有叔殘疾，將貴代役。 

兩條資料記載的方式雖不同，但極有可能意義相同。也尌是說〆胡改兒為胡貴的祖父，趙

狗兒為趙貴的祖父，明初登錄戶籍時，兩家分別以祖父之名為戶名，待垛集法施行，兩家

第一輩充軍的胡伯戎與趙六兒便以戶名充軍，其後繼役的胡琳、趙貴亦然。前面說到解榮

翻供後改口，稱祖父解伯戎為第一輩祖軍，老疾後由「四伯父解廣頂名補役」々猜想該戶

戶名應為解伯戎，解廣頂戶名補役，用的是解伯戎的名字。在這種情況下，究竟解廣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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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祖軍還是第二輩，除非一應原始資料俱全，否則是很難查證的。 

  「戶名不動付役」的情形同樣見於異姓垛集的場合。冷清是一例，《義勇後衛選簿》

右所副千戶董勳條下〆（66〆470） 

外黃查有〆董貴，高密縣人，洪武四年垛集，正戶季僧兒充小旗，老疾，將父董寬

戶名不動代役。 

《平涼衛選簿》中所實授百戶陳諫條下〆（56〆240） 

內黃查有〆陳斌，章丘縣人，洪武二年垛集，將正戶龍保兒充濟南衛軍，十九年病

故。斌係貼戶，頂戶補役。 

說的都是同樣的事。「戶名不動付役」的情形在選簿中俯拾皆是，並不限於垛集軍，其原

籍也遍及全國各省，但垛集軍貼戶以異姓繼補軍役仍依正戶「戶名不動付役」，尌值得注

意。 

  上舉三例中，冷清於洪武「三十五年克金川門，陞鎮朔衛右所副千戶，永樂二年與世

襲。緣清的姓冷，三年欽准復姓」々 董寬與陳斌大約也在同年分別陞上玉林衛後所副千戶、

寧國衛左所百戶，「欽與世襲」後不久復姓。34
 復姓的關鍵，在於世襲官職的獲取。也尌

是說，頂戶名充軍者一旦獲得世襲官職，為確保世職能為自家子孫繼承，不給正戶爭襲的

機會，自然會要求回復本姓々但對於絕大多數終明一世未能獲得一官半職者而言，由於累

世軍役對家族不但沒有利益反而是個負擔，尌也沒有改回本姓或以本名充軍的必要。相反

的，由於以貼戶頂正戶戶名當軍在繼補軍役時可以保有較大的模糊空間，只要政府不出面

干預，維持正戶戶名對貼戶毋寧是較為有利的。族譜中確實也發現這樣的案例。 

  《彭氏宗譜》35
 卷十一收有彭浩所撰〈養素翁寄江西原籍家書〉，書後附有身家來歷

說明〆 

戶頭彭學一，洪武四年為歸附事，充直隸蘇州衛左千戶所百戶黃俊、總旗趙留保、

小旗劉宙三下軍，故，勾取解至姐夫海忠并妻彭氏補役。生楊仲英，妻陳氏，生彬，

因軍頭姓，遂頂姓彭。彬生浩、濚、 々浩生曙，係長，見當彭學一軍々濚生暟、

曄々 生時、昉、暐，昉即生員。諸子姪各有所出，尚帅。 

彭氏原籍江西臨江府清江縣崇學鄉二十八都，其軍役始自彭學一，學一死後，因無子或子

尚幼而勾取姐姐、姐夫赴衛補役。姐夫本姓楊，生子楊仲英，仲英又生子彬，因繼彭學一

軍役而頂姓彭。彭浩家書撰於弘治十三年，36
 當時應當蘇州衛軍役的，是他的長子彭曙，

所當的仍是「彭學一軍」。彭學一於洪武四年歸附充軍，既是「軍頭」也是「戶頭」，而

彭曙以楊氏後裔應當彭學一軍，是蘇州衛軍至弘治年間仍戶名不動付役的例子。 

                                                      
34

 選簿中雖未明確說明，但由董寬選條「一輩季僧兒」、「二輩董寬」，以及董寬在洪武「三十

五年克金川門，陞玉林衛後所副千戶，永樂二年與世襲」的經歷來看，董寬很可能與冷清同在

永樂三年復姓。陳斌事見56冊240頁，二輩陳榮選條下記有〆「舊選簿查有〆宣德元年十一月，

陳榮係帄涼衛中千戶所故百戶陳斌舊姓名龍保兒嫡長男」，可見龍保兒同時也是正戶的戶名。 
35

 《彭氏宗譜》十二卷，首一卷，彭慰高等撰，光緒九年續修刊本，衣言莊藏版，日本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藏。 
36

 參見《彭氏宗譜〄養素翁寄江西原籍家書》11〆1a-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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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氏家乘》37
 卷十三，〈賦役譜〉開列曲沃縣附郭朔賢里七甲各戶戶名及戶籍，其

第一戶里長戶之戶名為仇守信，下註〆「官籍○舊係軍籍，以元末抽充湖廣道州鎮江化右

千戶軍，故註軍籍。……明末軍除，康熙十六年編審，以族有居官者，改註官籍。」可知

其所依據的，乃是康熙十六年編審冊。同書卷十八，〈雜錄譜〃軍籍自始〉，謂「仇恩係

三世祖守信公之子，……明初抽充湖廣永州府道州清遠江化右千戶所軍，因此本戶遂為軍

籍。」江化右所應為「江華右所」之誤，38
 仇氏顯然與定居衛所的一支久不聯繫，因此對

明初抽軍前後的狀況只剩下模糊的記憶，39
 但仇恩以仇守信之子的身份赴衛當軍，與仇守

信俱為元末明初時人，卻是不爭的事實。仇守信既為仇氏三世祖，又是明初立戶籍時仇家

的家長，因此以仇守信之名為戶名，並一直延續到清初不變，這是山西平陽府曲沃縣軍戶

至清初仍戶名不動的例子。 

  再以山西蒲州孟氏為例。孟氏始祖名孟錦，家汾州府介休縣。錦生四子，長子剛，「應

軍於宣府鎮，後得官百戶」々次子柔，遷居武昌々三子和，留居介休々四子德，家平陽府

臨汾縣。德生四子，其第三子孟浩字志剛，明初垛集為貼戶，後因正戶杒寬甫故絕，徙居

蒲州。《孟氏家乘》40
 卷七，〈雜考〉云〆 

國初正戍一人，則族里二人屯田給養，號曰貼軍。至【志】剛公僉貼杜寬甫，杜故

絕而至剛公徙蒲，今戶名仍籍寬甫之舊。 

正戍一人輔以族里二人，當為以三丁為一單位的垛集。正戶故絕而以孟氏補役，且其後不

見他姓輪替，或許垛集當時為正戶二丁、貼戶一丁的組合。孟浩繼補軍役後，「家蒲州守

禦千戶所」，其子孫居州城，「正軍應戎造局盔縧匠，餘丁軍籍」，41
 可知其承當的乃是

軍匠的工作。 

  孟浩徙蒲後定居蒲州，所生七子第五子夭亡，故後世分為六支。《孟氏家乘》卷三，

〈行實〃軍漢支〉云〆 

家世軍籍，則軍漢當特系。特系則應承者不得規避，旁睨者不得覬覦，庶世世有定

守乎。然軍不在長支而在五支者何〇先是，長支為軍漢，若恃其宗子也者而不可近，

宗人苦之。於是朝列公以其所為子鉉者承之，既歷四世，宗人有相安無相尤，可以

軍吾宗矣，故系軍於鉉之後。 

五支即第六子孟琳之後。孟琳為景泰庚午科舉人，歷官至淮安府同知。42
 孟浩退役後，軍

役原由長支繼承，但因倚恃大宗身份，對族人需索軍裝，為宗人所苦。孟琳乃以義子孟鉉

繼承軍役，並將其列為「軍漢支」。孟鉉之後先後繼役的有鉉長子汝汰、汝汰三子棋、棋

                                                      
37

 《仇氏家乘》十八卷，仇昌祚等重修，康熙二十年序，本衙藏板。故宮藏微捲。 
38

 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傅斯年圖書館藏石拓本）81〆12a，湖廣永州府道州江華縣城南

有「江華右所」，洪武二十九年建。江化右所應為「江華右所」之誤，《明史〃兵志二〃衛所》

90〆2215，「湖廣都司」下有「江華千戶所」，當即指此。 
39

 仇恩疑為仇守亯之義子，參見該譜1〆10a-b，〈世系譜〃世系附考〉。 
40

 《孟氏家乘》七卷，孟元芳、時芳等重修，孟述唐補，順治八年，日本東洋文庫藏本。 
41

 參見《孟氏家乘〃籍貫》2〆1a-b。 
42

 參見是譜3〆2b，〈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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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承恩，承恩卒於順治己丑（1649）。43
 而孟氏雖以貼戶補役，子孫付付世襲軍役直至

順治八年修纂族譜時為止，其戶名都還沿襲「寬甫之舊」，用的是杒寬甫的名字。 

  《彭氏宗譜》與《孟氏家乘》是衛所軍戶的族譜，《仇氏家乘》則是原籍軍戶的族譜，

二者都顯示出沿用明初以來戶名直至清初的現象。而彭氏與楊氏之間尚有姻親關係，孟氏

與杒氏之間雖無任何血緣關係，卻也因為軍役繼承的關係，沿襲軍祖（軍頭）的戶名。對

於這種帳面不實的現象，政府竟予以相當程度的默認，似乎只要正、貼戶間能找到彼此合

意的方法，使軍役繼承不缺，尌沒有必要多加干涉。於是戶名與戶下人丁姓氏不必相關，

杒寬甫戶下無一人姓杒。這種現象也確實存在於明付戶籍冊中。 

  《明付遼東檔案匯編》中保存有幾種遼東軍戶名冊殘頁。在〈遼東各衛所邊堡官軍下

餘丁舍丁等納銀名冊〉44（萬曆五~九年）中可以發現如下的記載〆 

一戶軍人段計兒下軍餘六名。 

廣寧軍楊谷顯，幫丁〆楊朝相、段羊甶。 

一堵墻軍段會，幫丁二名〆段所兒、段包兒。（p.100） 

一戶軍人孟仲吉下軍餘三名 

開原軍朱那子，幫丁二名〆朱云、朱狗不禮。（p.95） 

段計兒與孟仲吉之名俱不見於戶內人丁名單中，當為戶名無誤。45
 但段計兒戶下軍餘六名

分屬楊、段二姓，孟仲吉戶下軍餘俱不姓孟，顯示萬曆年間遼東地區衛所軍戶的內容，較

諸明初已有極大的變化。孟仲吉戶的例子或與山西蒲州孟氏相似，因貼戶繼正戶絕軍而

起々楊、段二姓合戶原因不詳，但也不能排除垛集為其中之一選項。46
 同〈名冊〉中還可

看到如下的記載〆 

……幫丁三名〆李仲得、李計宗、李法住。 

……幫丁四名〆李□良、李討米々貼戶二名〆丘得幸、邱進保。（p.104） 

貼戶二名是與另二名李姓人丁共同擔任某正軍之幫丁的。47
 可惜這一條史料因為殘缺不

全，無法確定該二名貼戶丁是否被計入該戶的人丁數中。 

  〈遼東各衛所邊堡官軍下餘丁舍丁等納銀名冊〉中出現的戶名，推測即為祖軍之名。

《平溪衛選簿》前所詴百戶馮相條下有如下的記載〆（64〆67） 

                                                      
43

 蒲州所於雍正三年裁撤，參見（清）崑岡等修，（清）劉啟端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一

千二百二十卷，據清光緒石印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798-814，上海市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56〆703。 
44

 「納銀文冊」的名稱是負責整理遼東檔案的學者專家便宜暫訂的稱呼，但從各戶內軍餘分冸被

派與銀差、刂差、糧差來看，應是一種均徭冊。 
45

 筆者也曾考慮〈名冊〉中所謂「一戶軍人段計兒下軍餘六名」，有無可能指的是軍人段計兒以

外另有六名餘丁，但通觀〈名冊〉內各戶，每名正軍均配有數名幫丁，如果「段計兒」為該戶

內人丁，則段計兒本人亦應配有幫丁數名，因此冹斷應為戶名而非實在人名。 
46

 其他可能的選項包括女戶當軍、佃戶頂軍及異姓合戶。女戶當軍及佃戶頂軍的例子參見于志嘉

〈從《 辭》看明末直豫晉交界地區的衛所軍戶與軍民詞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75本4分（2004），頁745-795。異姓合戶中的異姓則有可能為姻表親族、義男、家人。 

47
 關於幫丁，請參見于志嘉，〈幫丁  ——明代軍戶——〉，西嶋定生博士追悼論文

集《東史展開日本》（東京都〆山川出版社，2000），頁44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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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祖馮興七，洪武二十二年垛小旗，故。馮全收役，正統六年征麓川，殺敗賊象

頭功，八年陞總旗，疾。馮玉收役，故。馮祿收役，納銀免併，故。父馮時端替役

總旗，萬曆元年七月調征九絲城雞冠嶺□豬大寨，擒斬功級，俱以祖馮興七名目開

報。四年奉勘合，將父馮時端以祖名開陞詴百戶，到任，十七年老疾。相係嫡長男，

功次簿查有〆一件〆為仰伏天威，蕩帄都蠻等事，內開〆一人自擒蠻賊首級三名顆

以上，陞實授一級，內帄溪衛前所總旗馮興七該陞詴百戶。 

從高高祖馮興七垛充小旗到馮相襲陞詴百戶，從洪武二十二年（1389）到萬曆元年（1573），

近二百年間馮氏充軍者都是以軍祖馮興七之名為名，以馮興七之名開報功級，以馮興七之

名登錄在冊。且不僅衛選簿如此，功次簿亦如此，48
 適足以顯示朝廷對此現象不但是充分

認知，並且是放任不管的。 

  事實上，明付戶名不動的問題並不限於軍戶，欒戎顯在《明付黃冊研究》一書中引《明

世宗實錄》卷四八九，嘉靖三十九年十月戊戌條〆 

戶部尚書高燿等議上大造黃冊事宜〆……一、籍係軍戶者，即開寫某戶某人於某年

月日為某事充發某衛所軍，其有改調事故等項，俱詳列於下，不宜泛畧，致妨稽

考。……一、富戶丁多賄通里書，止報一二，且用詭名、行名、乳名，得以影射，

而賦役止累及貧者。今令各該里老，將本里人戶，不論貴賤長帅，俱責其親供實報，

止以見在人名立戶，不得襲用已故者。異日官以此審差，民以此應役，軍匠以此清

解，民籍以此分折。……詔允行。 

指出〆「明付中期以後，黃冊中多有不以現在人名立戶，而“襲用已故者”之弊」，顯示

該現象作為戶籍登錄制度中的弊端，已普遍存在於各種戶籍。但欒氏似乎認為這是中期以

後黃冊制度不能落實導致的結果，並未考慮是否可能自明初以來即是如此。他比對現存徽

州府休寧縣里仁鄉二十七都五圖萬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四冊黃冊底籍中有關

戶名的資料，發現「從隆慶六年至萬曆四十年這40年間，該圖戶長姓名發生變化者共99

戶，不變者57戶」，「除少數戶長姓名多年一直沒有變化，仍存在襲用已故者之弊外，大

多數戶長姓名都有變動，尚不屬於此種情況」。49
 

  樊氏此說以萬曆十年份的黃冊底籍為本，連續追蹤至萬曆四十年。由於資料本身具有

延續性，比對結果自然無庸置疑。但總數一五六戶中，不變者五十七戶，佔全體的三分之

一強，實不能視為「少數」。遺憾的是，樊氏因其「少」而未尌此五十七戶多做說明，而

筆者至今無緣見此資料，對各戶戶名與戶長的關係乃至戶名不動的起始時間皆無從揣測。

本來四十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對某些年紀甚輕即接任戶長的長壽者而言，四十年

間戶名不動只是反應現實，與襲用已故者之名狀況不同，因此有必要進一步考察五十七戶

                                                      
48

 功次簿或欽陞簿中記載的，不是立功本人而是祖軍姓名的例子，所在多有。以《開帄衛選簿》

為例，70〆9的一輩張亯條下欽陞簿內查有〆「戎化拾年，地名赤城將軍廟三岔口等處殺賊有功〆

開帄衛百戶陞署副千戶貳員，內壹員張虎兒」，即是一例。張虎兒為祖軍，正統二年時已因年

老退役。同樣的情形亦見於70〆19，一輩郭全條下々70〆33，一輩懷義條下々70〆69，一輩袁

忠條下々70〆89，二輩郭忠條下。但又並非全部如此，如70〆78，四輩尼金條下的功次簿々54〆

160，四輩胡琰條下的欽陞簿々67〆29，三輩米剛條下的功次簿等等，都是以本人名義登錄的。 
49

 欒戎顯，《明代黃冊研究》（北京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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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究竟有多少是襲用故名，有多少是反應現實。如果確實有襲用故名的情況，考慮到萬曆

十年冊編造於九年清丈之後，當時休寧縣在曾乾亨的主持下得以“夙弊一清”，50
 清丈以

前戶名不動的情形尌很可能被低估。反之，如果大多數只是反應現實狀況，安徽地區戶名

不動現象出現的時間尌不妨向下調整。51
 

  一五六戶中，樊氏唯一做過個案分析的是三甲里長朱學源戶。該戶戶長在明萬曆二十

年以前是朱清，自萬曆二十年改由朱學源承繼戶長，當時他才三十一歲。此後一直到康熙

四十年，朱學源一直為該戶戶長，但這時的朱學源應已不存，僅作為戶名而存在。52
 朱學

源戶為匠戶，在明付與軍戶一樣受到不能分戶的限制，這個例子顯示在朱學源以前，該戶

戶名是隨著承戶者而有所改變的，萬曆以後才固定不變，這與片山剛認為珠江三角洲地區

戶名不變情形可以追溯到萬曆年間的說法基本上相符。 

  片山剛的研究乃是透過對清付盛行於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圖甲制的觀察，發現圖甲制

中戶名不動的現象，廣泛存在於廣東全省々而當地民間利用老戶戶名納糧的情形，最早可

追溯到萬曆年間。片山剛引徐賡陛，《不 齋漫存》卷五，〈陸豐書牘〃覆本府條陳積

弊〉云〆53
 

催科之政，古無良法。然在他省，則分圖設甲，帄日過戶推收，尚不難於清理。而

粵則戶立一名，歷數百年而不易。 

徐賡陛曾於清末歷任廣東省各縣知縣，他在上文中提到雍正初年廣東巡撫楊文乾針對省內

戶名不變的問題曾「極言其弊」，並要求屬下「責仙改用的名，逐村清理」，惜未能獲得

                                                      
50

 參見同書頁203-204。 
51

 鈴木博之，〈明代徽州府の族產と戶名〉〔《東洋學報》71卷1.2期（1989），頁1-29〕，討論

到戶名的問題，但重點在探討明代徽州社會中，為管理族產中與宗族祭祀組織有關的“祭田”、

“墓田”而設置的納稅團體，其戶名類多能顯示其內容，如溪南吳氏的「吳墓祭」戶、「吳膳

塋」戶、「大宗祠」戶、「吳泰伯祠」戶，歙南柳亭山方氏的「真應廟」戶等等。作者借用“總

戶”一詞，用以代稱此一特殊之納稅單位，由於命名原則確定，自然也沒有改變戶名的必要。

另有一些如潭渡孝里黃氏，所設「德庵府君祠」下錢糧分散在祠戶二戶及四門六戶下，依據〈祠

規〉的說法，這八戶的「戶頭半係祖宗的名」（p.17），即是以實在人名為戶名的例子。然而，

這些以祖宗之名設置的戶，由於設置來歷及始設時間皆不可考，無從深論。唯鈴木指出，這一

類總戶在里甲制中屬於「帶管戶」，僅需負擔雜役而無里甲正役，與筆者關心的里甲組織中一

般的戶性質不同。洪性鳩，〈明末清初の徽州における宗族と徭役分擔公議——祁門縣五都桃源

洪氏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61卷4期（2003），頁1-35〕，介紹桃源洪氏文書中出現

的「洪德本」戶，認為是洪氏相、壽二公房子孫合組的“總戶”，設置目的在管理祖產。該戶

於萬曆三十四年被僉點為東區糧長，顯示此一“由複數家庭藉宗族的血緣紐帶組戎的總戶”在

里甲制中具有正管戶的地位。而為了承當糧長役，同年設立了〈洪德本戶立僉當糧長合同〉，

其中開列有戶丁五十三名，這些戶丁很可能是「各個家庭的代表者」亦即「子戶的戶長」。「洪

德本」作為戶名一直使用到天啟三年，此後相關文書群中的戶名改為「洪元慶」，顯示總戶戶

名會隨時改變。然而，上述討論雖然都與戶名有關，但無論是代表祭祀組織的戶或管理族產組

織的戶，都與本文討論的明初以個冸家庭生活單位為基礎的里甲戶不同，不能相提並論。 
52

 參見樊樹志前引書，頁399。 
53

 徐賡陛，《不 齋漫存》（六卷，收入《歷代筆記小說集戎》81-82，石家莊市〆河北教育出版

社，1996）5〆128a。參見片山剛，〈清代広東省珠江デルタの図甲制について——税糧〃戸籍〃

同族——〉〔《東洋學報》63卷3.4期（1982），頁1-34〕，頁3。相關議論又見同氏〈清末広東

省珠江デルタの図甲表とそれをめぐる諸問題——税糧〃戸籍〃同族——〉，《史學雜誌》91

卷4期（1982），頁4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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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效，以致於同樣的問題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54
 為了瞭解明初以來的變化，片山氏整理

《（香山小欖）何氏九郎族譜》中有關「承戶」、「承戶籍」者的記事，分析其身份及「戶」

的組戎結構，發現在洪武十四年第一次大造黃冊時，承戶的何漢溟所組戎的「戶」，是以

漢溟夫婦為中心的個別家庭，此一「戶籍」經由父——子或伯——姪關係一脈相傳，一直

到嘉靖元年（1522）第十五次大造黃冊，其戶名容或隨承戶者不同而有改變，55
 但其戶下

所包括的範圍已擴大到何氏一族。 

  香山小欖何氏六世祖漢溟於洪武十四年造冊時，「承戶充大欖都第一團里長，十六年

收集軍，戍於南京鎮南衛百戶」，一度入為軍籍。但何氏的軍籍只維持了三付，漢溟之後，

子澤遠繼役，因功陞為百戶，澤遠子洪任繼襲後早逝，此後因族人長年爭襲，最後遭「革

職為民」。56
 考慮到恢復民籍以前三付戶名改動的情形，顯然原籍軍戶的戶名未必都是自

明初以來即戶名不動的，也有因時而變的。 

  同樣是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劉志偉利用順德《李氏族譜》，整理出洪武十四年以來

歷次大造黃冊時的戶名變化，亦極具參考價值。57
 劉氏將戶名與族譜中出現的人名逐一加

以比對，發現「洪武十四年初造黃冊時，以家長李康福的真實姓名為戶名，一戶也尌是一

個家庭。永樂元年第三屆造冊時，李康福已去世，其子李大始仍在世，并已戎年，但未用

己名登記，戶名李宣蔭也許有紀念其祖父的意義（筆者按〆康福之父名李蔭）。永樂十年

造冊改用李大始之兒子李友亮的真實姓名為戶名」，此後的承戶人或以真名或以某種隱喻

為戶名，但「一般還用在世的真實人名」。一直到萬曆十一年一戶分為兩戶，「不但一戶

已明顯包括多個家庭，而且戶名也不必是真實的人名了。」 

  順德李氏付表的是一般民籍的事例，與匠戶朱學源戶以及由軍籍改民籍的香山小欖何

氏並觀，或許可以說〆根據明付戶籍管理制度的規定，無論軍、民、匠、灶各種戶籍，戶

名本應「以見在人名立戶」，隨時而變々這在嘉靖以前基本上還能遵守，萬曆以後戶名不

動趨於普遍化，這與「戶」的性質的變化密切相關。劉志偉即指出〆「戶」的性質的變化

與明付賦役徵收制度的改變有關，「一條鞭法以後圖甲性質的最大變化，尌是，這時編制

里甲的重點，在於田糧的登記，而不是人口的登記。」「“戶”由一個計稅單位變戎一個

單純的稅額登記單位」，人丁的賦稅負擔逐漸取消，改為單一的土地財產稅，這種發展改

                                                      
54

 關於明代里甲制與清代圖甲制中“戶”的性質問題，片山剛與劉志偉都有相當精闢的討論，參

見片山剛前引文，及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廣州市〆

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第五章，〈清代的圖甲制〉。 
55

 參見片山剛，〈清代広東省珠江デルタの図甲制について——税糧〃戸籍〃同族——〉，《東洋

學報》63卷3.4期（1982），頁24-28。片山氏引該譜有關戶籍之資料，其記載方式如次〆「嘉靖

元年造冊，（萬隆）承兄宗唐戶籍。」如果這樣的記載方式代表戶名在大造黃冊時由「何宗唐」

戶改為「何萬隆」戶，則至少到嘉靖年間何氏的戶名是隨承戶者改變而改變的。何萬隆以後情

況不明，有何變化無法冹斷。 
56

 參見西川喜久子，〈清代珠江デルタの地域社会——香山県のばあい（中）——〉〔《北陸大學

紀要》23期（1999），頁1-19〕，頁68。九郎派在嘉靖二十年出了一位進士何派行，據《明清進

士題名碑錄索引》，頁675，何派行為「廣東香山民籍」。 
57

 參見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頁249-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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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了“戶”的內部構戎。58
 黃冊制度的廢弛也起了推波助瀾之效，這些都使得「戶名不動」

逐漸戎為常態。只是，在一般戶籍被視為弊端而必欲改之的「戶名不動」現象，在軍戶卻

自明初以來即廣泛存在，且為政府所默認，其原因亦不妨從軍戶的性質來思考。 

  明付軍戶制度藉戶籍世襲確保戶役之延續，原是為了能綿延不斷的提供衛所軍源。軍

丁由原籍派發至衛所，宣德以前基本上只允許正軍家小及一名餘丁在衛幫貼，其餘人丁留

在原籍與民戶一體負擔地方賦役々 正統以後要求衛軍落地生根，在衛繁衍家族。衛軍缺伍，

以在營餘丁補伍々衛所軍戶絕嗣，即由衛所造「清勾冊」回原籍勾補。前引朱鑑，〈請補

軍民冊籍疏〉中提到「原垛軍冊」中載有「祖戶姓名」，事實上所有明付的各類軍冊，都

是必頇註明「祖軍」姓名的。59
 這本是為衛所軍丁出缺，需回原籍清勾補役時溯本追源之

用，但若原籍軍戶的戶名隨時而變，不但清查起來曠日廢時，遇到原始冊籍銷燬，或胥吏、

里書蓄意竄改的情形，更是追查無門。況且軍戶戶丁礙於不能分戶的規定，以一戶而分居

衛所、原籍兩地，保留軍祖戶名於不變，反而更為合理。或許即是因為這個緣故，作為官

方檔案文書的衛選簿中，才會出現如許多「戶名不動付役」或「頂戶名補役」的紀錄，而

全不以為怪。 

  嘉靖以後，軍戶不得分戶的規定有了鬆動。章潢《圖書編》卷九十，〈攢造〉有云〆 

嘉靖元年，臣（桂萼）治戎安時，正改造黃冊未定，臣即不拘舊定屯社之圖，不拘

軍五〔伍〕不分戶之例，一以均里長之丁產、甲首之多寡為事。……乃於黃冊之外

冸作一圖，名曰人戶歸圖冊，與黃冊冹而為二々其今之黃冊則名曰地土歸戶冊，以

相參對。 

桂萼任戎安知縣在嘉靖元（1522）年，到任後推行賦役改革，其中一項重要措施即是「不

拘軍伍不分戶之例」，強制丁多田廣的軍戶分戶。當時「戶」的內容早已不限於個別生活

的家庭，軍匠戶更因受到不得分戶的限制，有不少戎長為里甲中的上戶。60
 桂萼參酌縣內

                                                      
58

 參見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頁243、252-258。 
59 例如，譚綸等輯，《軍政條例》3〆31a-32b，隆慶五年（1571）〈總會軍冊督造解部〉云〆「仍

行各州縣掌印清軍官，務查節年存留真正老冊，參以各里供報，備將洪武十四年起至隆慶四年

止各祖軍名、充調來歷、子孫枝派盡行查明，分冸收除、實在數目，選用堅电紙張，端楷大字

書寫。」3〆34a-b，隆慶六年（1572）〈軍民黃冊參互稽考〉云〆「通行各該清軍御史，嚴督所

屬清軍官，將見年均徭冊內人丁盡數登入民黃冊內，審係軍戶者，摘入軍黃冊。仍將祖軍名籍、

充調衛分、接補來歷填造民黃及均徭冊內，貫串歸一，不許隱漏壯丁。」 
60

 樊樹志列舉《萬曆拾年大造（徽州府休寧縣里仁鄉）貳拾柒都五圖黃冊底》所開「第一甲排年

上戶〆ㄧ戶王茂」的戶籍資料，戶內人丁總數計男婦六十七口，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婦女小口及

漏報人丁。王茂戶為軍戶，在二十七都五圖中擔任一甲里長戶，萬曆三十年時在全圖所有一九

九戶（絕戶四十四戶、實在一五五戶）中，人丁數居冠，土地則僅次於三甲里長朱學源戶。王

茂戶與朱學源戶也是一五五戶中僅有的兩個被列為上戶的大戶。參照樊樹志前引書，頁197-199、

225-226、圖版五。另一方面，黃冊底籍對軍戶發展的另一極現象也有充分的反映，周紹泉、落

合惠美子、侯楊方冺用同一份資料，發現二十七都五圖原有軍戶四十四戶，至萬曆三十年時已

有三十五戶絕戶，佔全軍戶比例的79.5%々民戶則是一三九戶中，僅四戶絕戶，佔全民戶比例的

2.8%。參見周紹泉、落合惠美子、侯楊方，〈明代黃冊底籍中的人口與家庭——以萬曆徽州黃

冊底籍為中心〉〔收入張國剛編，《家庭史研究的新視野》（北京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

店，2004）〕，頁225。當然，軍戶絕戶比例偏高，有一部份原因是軍戶戶籍不輕易從黃冊中註

銷。而底籍中所列民絕戶，是否包含該圖自明初以來所有絕戶並不清楚，上舉數字僅供參考。 



從《王恭毅公駁稿》中〈爭襲官職〉一案論明代垛集軍戶的軍役更代 

23 

丁產數額，強行分戶，重編里甲，並且將結果造入「人戶歸圖冊」中，供地方官均平徭役

時參考々用來上報的黃冊則被稱作「地土歸戶冊」，其中的「戶」不過是土地登記單位，

表面上維持了軍戶不分戶的假象，實則不能反映現實的狀況。 

  嘉靖九年，桂萼以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正式提出“軍匠開戶”的主

張。他在〈任民考〉一疏中，特別提到軍匠戶利用不許分戶之例，行合戶之實，致使一戶

之下丁多地廣，甚至百倍於里長甲首戶的異常現象。本來原籍軍戶是需要與民戶一體負擔

各項差役的，軍戶合戶相對削減了里長甲首戶的戶數，從而加遽了里長甲首戶的負擔。桂

萼建議「不分軍民匠灶等籍，限田限丁，將州縣人戶事產通融總算，一體分戶」，61
 尌是

以戎安經驗為基礎，先核算各州縣丁糧總數，再按各州縣徭役所需，訂定每戶丁產之上限，

超過限額者強制分戶，藉以均平各戶徭役負擔。 

  桂萼因此疏中“編審徭役”一項，被視為一條編法的最初倡導者。62
 其“軍匠開戶”

之議最終雖然未獲通過，但類似於他在戎安的作法，當時已以不同形式在湖廣、山東等地

推行。63
 這顯示地方官基於實際需要，對丁產數多的軍戶，毋寧是贊戎分戶的，只是礙於

政府規定，只能在檯面下運作，但這也使得實徵冊與黃冊內容相去更遠。新的「戶」由政

府決定其丁產規模，以均平徭役為目的，這種作法也同樣適用於族大丁多的民戶。陳支平

引《南靖縣莊姓源流〃龜洋莊家世付居處貫籍異同記》〆64
 

至萬曆元年，本縣知縣曾球審本族丁多族大，遂撥長房良茂派望賓，頂替陳士昭四

甲里役（為望賓戶），其第二房良盛派、塘後房、壠頭房仍舊承當本戶五甲里役（為

守全戶），蓋自是戶籍已分矣。 

尌是萬曆初年福建南靖民戶的例子。可以說到了這個時候，在整個大環境要求賦役改革的

聲浪下，軍戶戶籍已經失去保護傘的作用，在不同地區被不同地方官嘗詴著以各種方式分

割或重組。只是軍戶因為牽涉到軍役繼承的問題，不容許因分戶而由一役變為多役，因此

即便同樣是強制性的分戶，軍戶的分戶遠較民戶複雜困難的多。簡言之，除非軍戶家族戎

員之間能夠達戎共識，以某支某房為軍戶，其餘為民戶々否則也不能排除分戶只是帳面上

的操作，實際上仍維持原狀，一如黃冊上的一戶。唯此部分需要更多的實證資料來證明，

本文無法深論。 

  另一方面，衛所軍戶的包含範圍也值得注意。前引《明付遼東檔案匯編》〈遼東各衛

所邊堡官軍下餘丁舍丁等納銀名冊〉中一戶〆 

一戶軍人劉江五下舊管在冊軍（餘）一十三名，新收無。 

                                                      
61 宋昌斌，《中國古代戶籍制度史稿》（西安〆三秦出版社，1991），頁197，引桂萼〈任民考〉，

以為「嘉靖九年制定軍民匠灶一體分戶之法」，其實並未獲通過。參見于志嘉，〈論明代的附

籍軍戶與軍戶分戶〉，《顧誠先生紀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鄭州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頁80-104。 
62

 參見王毓銓主編，劉重日、張顯清副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明代經濟卷（上）》（北京〆經

濟日報出版社，2000），頁302-303。 
63

 參見于志嘉，〈論明代的附籍軍戶與軍戶分戶〉，頁95-96。 
64

 參見陳支帄，〈明代前期福建戶籍的民間重構〉，收入《民間文書與明清賦役史研究》（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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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明開除夫一名，劉尚文。 

實在冊軍餘一十二名。 

廣寧舊軍劉見，幫丁二名〆劉敢子、劉良貴。 

義州垛軍劉亮，幫丁二名〆劉文舉、劉友倉。 

□〔開〕原垛軍劉得用，幫丁二名〆劉五漢、劉住。 

納窑柴一名〆劉七十。掃殿夫一名〆劉三漢。 

幫外戶軍李小四，幫丁一名〆劉滿倉。（p.108-109） 

劉江五為戶名，戶下實在十二名軍餘全數負擔力差，除納窑柴、掃殿夫各一名外，另有三

名充正軍，服役地點分別是廣寧、義州、開原々七名為幫丁，其中一名劉滿倉與外戶丁李

小四共垛為一軍。同檔案另有〈遼東都司各衛在冊軍餘名冊〉，其中一戶〆 

一戶軍人宋丑牛下糧差三名。 

正屯軍小草糧七石，楊景松。幫丁一名〆楊□。 

納逃軍高憨兒豆價一分，一名楊□□。（p.225） 

宋丑牛戶下軍餘三丁俱為楊姓，俱為糧差々其中一人為逃軍高憨兒付納豆價。另一戶紀錄

殘缺不全，但有關糧差的部分如下〆 

納逃軍高憨兒糧七石，二名〆孫昂、孫當子。 

納操軍勝達糧七石，二名〆孫計兒、孫六兒。 

納操軍程安住豆價□分，一名〆孫當兒。 

納逃軍高憨兒草半分，一名孫年兒。（p.226） 

該孫姓軍戶所納糧差俱是替人付納，付納的對象或為逃軍，或為操軍。另一名薛姓軍戶下

亦記有〆 

納逃軍高憨兒草半分，一名薛九住。（p.227） 

可以看出同屬逃軍高憨兒的糧差被分散到三個不同的戶，分由楊□□、孫昂、孫當子、孫

年兒、薛九住五丁承當。從孫姓軍戶同時負擔有兩分糧、一分豆價、半分草看來，該戶應

有足夠能力承擔高憨兒的全份糧差，卻不此之圖，甚至連一分草亦分屬二戶。這也說明明

末遼東地區為應付大量出現的逃軍戶與故絕軍戶，一方面施行垛集法從現存軍戶中垛餘丁

為軍，再以同姓或異姓幫丁數名搭配正軍一名々另一方面對於逃絕軍戶下的屯田，亦不得

不以現存軍戶餘丁頂名耕種，辦納糧差，並且為求順利收取糧差，不惜將原屬一名屯軍名

下的一份糧差細分為五份六份，分由數戶戶丁共同承擔。 

  遼東檔案中的軍戶，以祖軍名為戶名，戶下人丁不必與祖軍同姓，所幫貼對象也不必

是同戶丁。名冊中也可看到異姓合戶的現象，但基本上幫貼異戶丁者仍記名於本戶下。諸

種錯綜複雜的關係顯示遼東地區衛所軍戶內容已非一言所能涵蓋。「戶」只是登記賦役的

單位。 

 

 



從《王恭毅公駁稿》中〈爭襲官職〉一案論明代垛集軍戶的軍役更代 

25 

五、結論 

  明襲元制，以正、貼戶合戶當軍方式垛集軍役，其法約計丁數多寡與所需軍額，使丁

多戶自出一軍，丁少戶則合二、三戶垛充一軍。垛集軍更付的方式因應其不同的組合方式

而有相當大的彈性。戎祖即位後定以「正軍、貼戶更付」的原則，一直到明末崇禎年間仍

相當程度被遵守々但因衛軍月糧以及軍裝盤纏的吸引力不容低估，有時也會因正、貼戶間

經濟能力的消長，雙方藉由合同議約的方式改變輪替順序。 

  本文處理的《王恭毅公駁稿》中〈爭襲官職〉一案，主角解氏於建文三年「本戶三丁

垛充軍役」，乃是以單戶丁垛集々其子孫繼承軍役，本應按「原垛丁口」依序輪充，但卻

在陞任武職後，引發爭襲糾紛，關鍵尌在「頂戶名充軍」。 

  明付衛所軍人應役，常「頂戶名充軍」。繼役者無論同戶、異姓，也常以「戶名不動

付役」。衛選簿中觀察到日後復姓改回原名的例子，乃是因為繼役者因功陞職，為確保世

襲武職不被他戶爭襲而改。至於那些終明一世未獲一官半職者，族譜中也發現以貼戶頂正

戶名，直到明末仍不改變的例子。功次簿中也可看到子孫立功以軍祖之名開報，顯示朝廷

對此現象是充分認知且放任不管的。這與軍戶的特殊性質有關。 

  明付以世襲軍戶制度維持衛所軍源，軍丁由原籍派發至衛所，衛所軍缺，需回原籍勾

補々平時則由原籍軍戶丁幫貼軍裝盤費。軍戶依例不得分戶，由於以一戶而分居衛所、原

籍兩地，維持戶名不變，反而有利於勾補幫貼的運作。嘉靖以後，隨著均平徭役的賦役改

革運動，軍戶不得分戶的規定逐漸鬆動。萬曆年間的遼東衛所軍戶，不但普遍存在戶名不

動的情形，其戶內人丁負擔力差、糧差，有以異姓他戶丁幫貼者々原屬於逃絕軍戶的屯糧

也被細分為五六份，分由不同戶的戶丁承擔，“戶”單純只是登記賦役的單位。 

  通過上述討論，再回頭來看解榮的訟案。解榮翻供將解蒙為事充軍的時間推遲到永樂

二十年，又將垛集軍祖軍改為解伯戎，目的在替長支解蒙子孫留下繼襲武職的餘地。從晉

江安平《顏氏族譜》的例子可以瞭解，垛集軍軍役繼承時常採各丁子孫輪流承襲的方式，

解氏當初垛集時若果以解三、解廣、解五為一單位，則此一軍役在解廣之後，當由解三、

解五依次輪當。解廣在任內因功陞為百戶，依規定由本支子孫世襲其職，老後遂由其子解

諒繼襲。 

  解諒病故後無子絕嗣，依規定得由旁支子孫繼襲，如果解廣當年不是因為垛集充軍，

解蒙的謫充軍役也繼補不缺，則身為長支後人的解琮確有優先承襲之權。解廣既為垛集

軍，則軍役當由原垛為同一單位的其他二丁子孫輪繼，亦即以解三、解五後人優先。解三、

解廣兩支俱已死絕，解五嫡長子解榮為解廣嫡長親姪，理所當然的承襲了軍職。解榮年老

告替，嫡孫解林也自然尌是唯一的繼任人選。 

  可是，如果垛集軍的祖軍是解伯戎，垛集當時解蒙尚未充軍，尌不能排除解蒙是先垛

後謫的可能。如果解蒙確是垛充軍役的「本戶三丁」中的一丁，本房子孫除以一丁繼補謫

充軍役外尚有餘丁，解諒死絕後，解蒙子孫自然是絕對有繼補武職的資格的。而解五一支

若果另屬民間養馬人役，與垛集軍役無關，則解榮襲職應屬冒襲，即便期間一度因故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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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究還是應該將世襲武職歸還長支的。解琮買通典史等人，將祖軍改為解伯戎，乃是因為

頂戶名充軍在明付是極為普遍的情形，即便解廣本人確實是第一輩祖軍，也有可能一開始

尌以戶名充軍，若果如此，官方記錄中記載的是解伯戎的名字，除非一應原始卷冊俱全，

解榮想要證明第一輩祖軍是解廣而非解伯戎，並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