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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楔子 

《禮記•大學》 云：「有德始有人，有人始有土，有土始有財，有財始有用。」  

2. 經書或儒家之屬的典籍(漢人視為先漢時代統治經驗)中有關「土

地」、如何利用土地以至國家田制的描述 

2.1 周代「封建」、爵制和中國版圖 

《孟子‧萬章下》 

●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

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

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

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

於諸侯，曰附庸。 

●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

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

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 

●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 

●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

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周禮‧大司徒》 

●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

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

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周禮‧職方氏》 

●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衞服，……

蠻服，……夷服，……鎮服，……番服。 

 

《尚書‧禹貢》 



●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要服，……荒服 

2.2 「井田制」：理想抑或現實的田制 

《孟子‧滕文公上》 

● 民事不可緩也。……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 

●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

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 夫滕，壤地褊小。……請野九一而且，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

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

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穀梁傳》卷十七 

●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

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

民。……古者公田為居，井灶葱韮盡取焉。 

 

何休《公羊解詁》卷七 

● 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

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

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冬前

相助犁），二曰無費一家（田器相通），三曰同風俗（同耕相習），四曰合

巧拙（共治耒耜），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 

● 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

畜五母鷄、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

死者得葬焉。 

● 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

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

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

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強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



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

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 

● 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

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

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

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

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 

 

《韓詩外傳》卷四 

●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

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

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

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

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

疆場有瓜。」 

 

《漢書‧晁錯傳》 

● 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

觀其魇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 

 

《漢書‧地理志》 

● 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陌。 

● 張晏注：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裂田地，開立阡陌，令民

各有常制。 

● 孟康注：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商秦，復立爰田。上田

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 

 

《漢書‧食貨志》 

● 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

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 

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

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

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

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



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

上孰其收自四（四倍平歲收入，六百石），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

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

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

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

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3. 兩漢儒臣土地論議及豪族的出現 

3.1 董仲舒、王莽對土地田制的批評或限制 

《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的言論 

●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無私租）；使民不過三日（軍賦不在其內），

其力（力役）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

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

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

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

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

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

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 

●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

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群，而乘牸牝者擯而不得聚會。

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於是）網疏而

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

夫以下，爭于奢侈，……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

本。 

● 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贍）不足，塞兼并之路。

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

可善治也。 

 

《漢書‧食貨志》載哀帝時儒臣師丹(?-3)的言論 

●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

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



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為

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 

● 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

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

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 

 

《漢書‧王莽傳》 

● 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

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

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

之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

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

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

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者如制度。 

● 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

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

追復千載絕跡，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

新附，誠未可施行。 

 

3.2 西漢的「鄉村社會」與豪族的出現 

3.3 東漢豪族土地兼併及季漢儒士井田、限田論議 

荀悅《申鑑‧時事》 

● 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專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

由己，是專地也。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

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 

 

《文獻通考‧田賦考》引荀悅 

● 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眾之時。田廣人寡，茍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

立之於眾，土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

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眾稀少，立之易矣！既未

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

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善乎！ 

 



《後漢書‧仲長統傳》載仲長統《昌言‧損益》 

●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

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

君，埶力侔於守令。……雖亦由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按：

分田謂墾地分田，並非授田）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

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 

● 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

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

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

必為姦也。 

 

3.4  土地分配失衡與「太平」、「均產」思想的出現 

4.曹魏的屯田 

5. 西晉的封建與占田制、戶調式的實施 

5.1.封建制度之再興 

 

司馬卬………司馬鈞    司馬量     司馬儁     司馬防     司馬朗 

                                                       司馬懿  

 

 

     司馬師 

     司馬昭    司馬炎 

 

《晉書‧地理志上》載 

 

 武帝泰始元年，封諸王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 

 千人；邑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 

 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為大國， 

 五千戶上為次國，不滿五千戶為小國。 

 

5.2 占田制和戶調式的實施 

  



附論：華北地區黃土土壤上的農業 

 

6. 北魏漢化運動與均田制的頒行 

 

杜佑《通典》卷一〈食貨典〉 

  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傷太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

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傭於餘年。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

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

致理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人罔

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人，或

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

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淩，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

舊之驗。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

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

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

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無私之澤，乃播均於

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

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淩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

於此矣。 

  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

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

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

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沒則

還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

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榆、

棗。奴各依良。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桑榆地分雜蒔餘果及多種

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

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

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

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

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

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

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

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

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

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



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

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

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

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閒，亦借其

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

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 

《隋書》卷二十四《食貨志》 

● 至（北齊武成帝高湛）河清三年定令： 

乃命人居十家為比鄰，五十家為閭里，百家為族黨。 

男子十八以上（魏十五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

中。六十六以上為老（魏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為小（魏十歲以下）。 

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冊府元龜‧邦計部》作充力役），六

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 

● 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

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

以上，各有差。（按：虎賁避唐諱作武賁，北族武士較多） 

● 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

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

止一百人。七 品以上限止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

外不給田者皆不輸。 

● 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

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

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

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 

● 率人一床（夫婦二人），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

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

升。墾租送台（行台），義租納郡， 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

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

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 

● 租入台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

准上絹收錢。 

 

7. 隋唐帝國的均田制 



《隋書‧食貨志》 

● 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歲以下為小，十七以下為中，十八以上為丁。丁從

課役。六十為老，乃免。 

● 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

（《通典》作三十頃，是）。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

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床，

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以布絹。絁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

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

節婦，並免課役。 

● 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五品則為田三

頃，六品二頃五十畝。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

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公用。（《隋書》卷二《文帝紀》載開皇十四

年六月丁卯詔州縣給公廨田，足資參考） 

● 是時（開皇三年）山東尚承齊俗，機巧奸偽，避役惰遊者十六七。四方疲

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

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為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

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 

● 高熲又以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征納，除注恆多，長吏肆情，文帳出

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定樣，請遍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

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

是奸無所容矣。 

 

《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載唐高祖所頒「均田令」 

● 唐武德二年制，每丁租二石，絹二疋，綿三兩，自茲之外，不得橫有調斂。 

武德六年，令天下戶量其貲產，定為三等。至九年，詔天下戶三等未盡升

降，宜為九等。七年，始定均田賦稅。（《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作定

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 

● 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舊唐書‧食貨志》作丁男中男給一

頃）。（老男）篤疾廢疾給田十畝（老男據《唐六典》卷三加），寡妻妾三

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舊唐志：「十

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桑、棗及所宜之木。

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

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 



● 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並賣口分

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 

● 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

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比州。 

● 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絁各二丈，布加五

之一。綿二兩。（《新舊唐書》，《唐六典》均作三兩）輸布麻三布（《六典》

作二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

（布加五之一），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

通正役並過五十日 

● 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按：以戶計）

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

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

蟲蝗為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 

 

《唐會要》卷八十三《租稅》上 

● 每丁歲入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

絹絁者兼調綿三贡，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

每日三尺。 

 

《文獻通考》卷三《田賦考》三 

● 開元八年頒庸調法於天下。 

● 開元十六年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 

 

《通典》卷二《田制》下載開元二十五年令 

● 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

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

十畝。（《唐律》卷十二《戶婚律疏議》：廢疾雖免課役，若人篤疾即得侍

人）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

男子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

十畝。（按：前為不當戶，此為當戶，數字略同，而增加了永業田，可買

賣，可傳承）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新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

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注：寬鄉三易以上者，仍依鄉法易給。） 

● 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按：《通典》所錄永業田包括親貴及

職事官柱國護軍以下各武職，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若兼有官爵及



勳，俱應給者唯從多，不並給。若當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回

受，有賸追收，不足者更給。）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

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注：即

買蔭賜田充者，雖狹鄉亦聽。）其六品以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

願於寬鄉取者亦聽。 

8. 餘論 (田制與中算測量；日本古代寺院莊園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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