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二：唐、明兵制討論 (參照孫金銘：《中國兵制史》) 

 
唐代府兵制： 
高祖：太原起兵，有兵三萬，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為左領大都督，領左三軍，世

民為右領大都督，領右三軍，元吉領中軍。又編收起義與歸降者，得兵二

十萬。 

 

武德：618 年，始置軍府，以驃騎、車騎兩將軍統之。 
 分關中為十二道，曰萬年道、長安道、富平道、醴泉道、同州道、華州道、

寧州道、岐州道、幽州道、麟州道、涇州道、宣州道，皆置府。 
 三年，時天下未定，以十二道為十二軍，各有號： 
 萬年道→參旗軍、長安道→鼓旗軍、富平道→玄戈軍、醴泉道→井軍、

同州道→羽林軍、華州道→騎官軍、寧州道→折威軍、岐州道→平道軍、

幽州道→招搖軍、麟州道→游苑軍、涇州道→天紀軍、宣州道→天節軍 
 六年，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車騎曰別將。 

居歲餘，十二軍復，每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查戶口，

勸課農桑。 

 

太宗：貞觀十年(636)，更統軍曰折衝都尉，別將曰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

凡天下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北、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

嶺南)，置府六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六十有一，皆分隸於中

央之十六衛。 

 

十六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領軍衛、左右金吾衛、

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 

 左右衛皆領六十府，諸衛領五十至四十不等，其餘隸東宮六率(率府為東

宮之武官組織，置左右衛率、司禦率、清道率、監門率、內率等) 

 

徵兵：依資財之多寡，定天下戶為三等九級，在六戶中，資產在中等以上而家有

三丁者擇一人充之。揀擇之法，財均者取強，力均者取富，財力如均，先

取多丁，二十服役，六十而免。(先天二年，詔取年二十五以上者充，五

十而免，屢征鎮者，十年免之，雖有其言，而事不克行。) 

 

編制：府分三等，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為下。 
府置折衝都尉、左右果毅都尉、長史、別將各一人，校尉六至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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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以二百人為團，團有校尉，百人為旅，旅有旅帥，五十人為隊，隊有正，

十人為火，火有火長。 

 

配備：(1)府兵每人具弓一、矢三十、胡祿、橫刀、礪石、大鐫、氈帽、氈裝、

行滕各一，麥九斗，米二斗，皆自備。 
(2)番上宿衛者，僅給弓矢橫刀。 

 

校閱：府兵嘗皆習射，唱大角歌。 

「每歲冬季，折衝都尉，率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

步，每校為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矟幡，展刃旗，散立以俟，角手吹大角

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為隊；二通，偃旗矟解幡；三通，旗矟舉，左右校擊

鼓，二校之人，合譟而進。右校擊鉦，隊稍卻，左校進逐至右校立所。左

校擊鉦，隊稍卻，右校進逐至左校立所。右校復擊鉦，隊還。左校復薄戰，

皆擊鉦，隊各還。大角復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

旗矟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獵，獲各入其人。」 

(《新唐書．兵志》) 

 

調發：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遇國家有事征討，則臨時命將以出，事解輒

罷，兵散於府，將還歸朝。凡發符契，州刺史與折衝契勘乃發。若全府發，

則折衝都尉以下皆行，不盡發則果毅行，少發則將行。凡府兵征戍鎮防，

父子兄弟不並遣。祖父母，父母老疾家無兼丁者，免征行及番上。若征行

之鎮守者，免番而遣之。(《唐六典》卷 6) 

 

番上：京師宿衛之兵，由諸府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里為五番(即五人互

相輪番)，千里七番，一千五百里八番，二千里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以

月上，若簡留直衛者，五百里七番，千里八番，二千里十番，外為十二番，

亦月上。邊疆戍卒，亦由諸府派充，每三年一更代。(《新唐書．兵志》) 

 

天可汗與六都護府： 
唐初政治修明，民力富厚，馬匹繁殖，府兵益盛，先後破突厥、高昌、焉耆、龜

茲，其聲威遂踰葱嶺，遠及波斯。四夷居長，遂詣闕請太宗為天可汗。時蠻夷多

內屬，即以其部落為羈縻府州，多至八百五十有六。又於沿邊設六都護府分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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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北都護府(屬關內道)：治金山(阿爾泰山境，開元廿二年移中受降城)，領磧北

諸府州。 

 

單于都護府(屬關內道)：治雲中(今綏遠歸綏縣城南)，領磧南諸府州(陰山之陽黃

河之北)。 

 

安西都護府(屬隴右道)：治龜茲(今新疆庫車縣)，領西域諸府州(自天山南路至波

斯以東)。 

 

北庭都護府(屬隴右道)：治庭州(今新疆迪化縣)，領天山以北諸府州(金山以西)。 

 

安東都護府(屬河北道)：治平壤(朝鮮境)，領高麗諸府州。 

 

安南都護府(屬嶺南道)：治交州(安南境)，領交趾府州及海南島國。 

 

其他地區：於營州(契丹、奚、室韋等隸屬之)、松州(西羌別種黨項等隸之)、戎

州(南中諸蠻隸之)、黔州(西南諸蠻)者，設都督府統管之。 

 

府兵制之優點： 
在於建立相對公平合理之兵制：秦漢行義務兵制，人民無受田之權利，而有當兵

之義務。三國以降，盛行募兵，部曲兵。晉代占田者不必為兵，服兵役者不必有

田。南朝以召募、奴隸、罪徒為兵卒之來源，素質劣而社會地位低賤。北朝以部

族為軍隊主體，華人為兵者皆處於不重要地位。凡此未及府兵制寓兵於農，平日

顧及民生，農隙不忘武事訓練。遇有征伐臨時命將而出，事已即罷，兵還於府，

故唐開國百餘年，無擁兵自重之大，亦無激烈民怨，兵威得以遠及四夷。就其兵

府之分佈，中央分十六衛，不至專擅，合而言之，綱紀明晰。中央又居全國折衝

府幾半數，於內持重，是資控制周邊。 

 

自高宗武后以後，府兵逐漸廢馳，其原因如下： 
(1) 天下承平，久不用兵，府兵之基本要政，如戶口之清查，土地之授受，貧富

之升降等，皆廢而不舉，故府兵之法漸壞。 
(2) 府兵之番上京師者，多被衛官借與貴戚之家，執僮僕之役，失往日侍官之榮

銜，與魏末之「役同廝養」無異。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 
(3) 番上更代多不以時，上值者不願來，下值者不能去，士卒皆視番上為畏途。

河北軍人，逐漸散匿，逃死者不能補充，富厚者僱人代替，日久弊深，終不

能供應宿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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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東戍卒，多攜繒帛自用，邊將令其寄入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獄，利其

速死而吞沒其財，其殘虐如此。初府兵戍邊，三歲而代，其後則增至六年，

故天寶以後，戍卒還者無一二。 
(5) 府兵初制，定每週簡校一次。如有教習不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剌史，

故訓練甚為認真。至開元六年(718)，改六歲一簡，訓練疏懈，衛士遂告耗散。 

 

府兵廢弛而有彍騎： 
彍騎：玄宗從宰相張說之議，募士宿衛，開元十一年，取京兆、蒲、同、歧、華

諸州之府兵及未服役之白丁，加以潞州之長從兵(玄宗在中宗朝，任潞州

別駕時相隨之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每歲二番。 

十二年，更號彍騎，十三年，分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為六番，每衛萬人。 

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室疏遠之丁，品級職官之子，體格強壯，身長五尺

七寸以上者充之。不足，則益以戶八等五尺以上者，皆授田，免征鎮賦役。

為四籍，由兵部、州、縣、衛分掌之。(《新唐書．兵志》) 

 

編制：以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首長，以材勇有為之，諸軍皆於營之左近，

設置靶場，謂之射堋，教習弩射頗為嚴格。 

(伏遠弩：自能張弛，縱矢二百步，四發而二中； 

擘弓弩：二百五十步，四發而二中； 

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 

單弓弩：百六十步，四發而二中) 

 

廢弛：「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至八載，折衝諸府無

兵可交，李林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吏，而戎器、馱馬、鍋

幕、糗糧並廢矣。」(《新唐書．兵志》) 

 

彍騎廢而有藩鎮： 
藩鎮：節度使之兵，原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戍邊之兵，大曰軍，小曰守捉，

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全國共分為十二道(范陽道、平盧道、河東

道、關內道、河西道、北庭道、安西道、隴右道、劍南道、嶺南道、江南

道、河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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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前：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為大總管，已而更曰大都督。

太宗時，行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 

 

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度使，然猶未以名官。睿宗景雲二年(711)，

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度使，是為正式置節度使之始。 

 

玄宗時：於四邊增置十節度經略使，共擁兵額 486,900 人。 
安西節度使：撫慰西域，統制龜茲焉耆于闐疏勒四鎭，兵 24,000。 
北庭節度使：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防制突騎施(西突厥別部)堅昆默輟，兵 20,000。 

河西節度使：隔斷羌胡之交通，兵 73,000。 
朔方節度使：捍禦北狄，兵 64,700。 
河東節度使：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北狄，兵 55,000。 
范陽節度使：臨制奚契丹，兵 91,400。 
平盧節度使：鎮撫室韋鞨韎，兵 37,500。 
隴右節度使：備禦吐蕃，兵 75,000。 
劍南節度使：西抗吐蕃，南撫蠻獠，兵 39,000。 
嶺南五府經略：綏靖夷獠，以鎮海南諸國，兵 15,400。 

(此外，又多兼按察、安撫、度支諸使，集土地人民甲兵財賦於一身。) 

 

安史之亂： 
玄宗相李林甫，嫌儒臣以戰功進，請顓用蕃將，於是諸道節度盡用胡人。 
安祿山本營州雜胡，開元二十九年(741)初為營州都督，繼於天寶年間，兼平盧、

范陽、河東節度使，河北道採訪處置使，今遼寧、熱河、河北、山西諸省，盡入

其掌握，擁兵達十八萬。其後祿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肅宗命李光弼等討

之，平難武夫皆除節度使，由是延續藩鎮權力，先後達一百五十餘年。 

 

唐初中央禁軍之強化： 

天子禁軍，本為南北衙兵，即南衙諸衛及北衙禁軍。史謂隨高祖起兵太原，有三

萬元從禁軍，老不任事者，以其子弟代，世宿渭北。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

人為二番，於北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獵。又置北衙七營，選材力驍壯，月以一

營番上。十二年，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領以諸衛將軍，號飛騎。 

 

十六衛衰廢，專委北衙六軍 

左右羽林軍：高宗龍翔二年(662)設，取自府兵之越騎及步射，初號飛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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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龍武軍：玄宗置，太宗置百騎，武后改千騎，睿宗改為萬騎平韋后，隸於此。 

左右神武軍：肅宗至德二年，擇便騎射者千人，名供奉射生官、殿前射生手。 

 

左右十軍之名目： 
德宗貞元二年(786)，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哥舒翰破吐蕃於臨洮西之磨環

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代宗時吐蕃兩次入寇，神策軍有功，勢漸盛，分為左右廂)，

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射生左右軍。三年，復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

威軍。自肅宗以後，北軍增置頗多，而廢置不一。惟羽林、龍武、神武、神策、

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 

 

禁軍與宦官： 
肅宗：上元中，以中使魚朝恩為神策軍觀軍容使，監其軍。 

 

代宗：廣德元年(785)，避吐蕃幸陝，及京師平，朝恩以迎扈有功，以軍歸禁中自

將之，乃授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十二年(796)，以知內

侍省事竇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霍仙鳴為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內待兼內

謁者張尚進為右神威中護軍，焦希望為左神威中護軍。諸將請遙隸神策

軍，以贏廩賜，塞上往往稱神策行營。 

 

順宗：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以奪宦者權而不克，憲宗為宦官所弒。穆宗、

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八世，為宦者所立者七君，

敬宗為宦者所弒，昭宗為神策中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幽廢。及朱全

忠盡誅宦官，而唐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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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衛所制： 

 

太祖：洪武元年(1368)，用太史令劉基建議，立軍衛法，自京師以達於群縣，皆

立衛所，外統於郡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惟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不與焉。 

 

衛所與里甲組織： 
衛所編制以保甲法為基礎，明制保甲稱為里甲，每里十甲、每甲十戶，又甲首一

戶、每里共百十一戶，衛所之編制仿此： 
「天下既定，度要害地係一郡者設所，連郡者設衛。大率五千六百人為衛，千一

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聯比以成

軍。」 
兵團單位：指揮使，轄個五千戶所，共五千六百人，每千戶所轄十個百戶所，每

百戶所設總旗二，每總旗轄五十人，小旗轄十人。 

 

洪武：二十六年(1393)，定天下都司衛所，共計郡司十七(北平、陝西、山西、浙

江、江西、山東、四川、福建、湖廣、廣東、廣西、遼東、河南、貴州、

雲南、北平三護衛、山西三護衛)，行都司三(北平、江西、福建)，留守司

一(中都)，內外衛三百九十二、守衛千戶所六十五。 

 

成祖：多所增設，共計都司十六(浙江、遼軍、山東、陝西、四川、廣西、雲南、

貴州、河南、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大寧、萬全、山西)，行都司五(四

川行都司、陝西行都司、湖廣行都司、福建行都司、山西行都司)，留守

司二(中都、興都)，內外衛增至四百九十三、守禦屯田群牧千戶所三百五

十九。依其所處位置，分隸於五軍都督府。 

 

五軍都督府： 
即左、右、中、前、後五都督府，為最高統軍機關。設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

都督僉事。明太祖初下集慶，置行樞密院，自領之，又置諸翼統軍元帥府，尋罷

樞密院，改置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旋以權太重，

洪武十三年(1308)，在南京將大都督府，改為五軍都督府。成祖北遷，於永樂十

八年(1420)，又於北京立五軍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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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指揮：都指揮使司，為地方最高軍事機關，統轄省內各衛所，與管民事之布

政司，管刑事之按察司，並稱三司。設都指揮使一人，都指揮使同知

二人，都指揮僉事四人，隸於五軍都督府。 

 

兵部與五軍都督府： 
大抵五軍都督府總兵籍而不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不治兵；即兵部有發號施令之

權，而無統率之權，五軍都督府有統率之權，而無發號施令之權。 

 

衛所軍士之來源有四類： 

(一) 從征：太祖起兵時之基本部隊。 

(二) 歸附：明初削平群雄所得之部隊及元之降軍。 

(三) 謫發：因犯罪遷隸為軍者。 

(四) 垜集：按人口一家五丁或三丁抽一之原則所徵之兵 

 

以上四者，皆為世襲，子孫相承，其居住亦限於指定之衛所。直系壯士死亡或老

病，則由次丁或餘丁替補。如住在衛所之軍戶全家死亡，須勾取原籍族人補充。

軍人有特殊社會身份，其戶口稱為軍戶，屬於都督府，與民戶之屬於戶部者不同。 

 

衛所軍與屯田： 
明衛所之軍，一律屯田，所有糧餉，概由屯田收入支給，雖全國衛軍總數達二百

七十餘萬，國家財政仍能保持收支平衡。 
1358 年：太祖起兵時，立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俾農時則耕，閒則練習，有

事則戰。 
1363 年：申明屯田之令，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復租

賦。 
1388 年：洪武二十一年，天下衛所屯田，歲得糧五百餘萬石，官俸兵糧，皆於

是出----「吾養兵百萬，要不費百姓一粒米」 

1392 年：二十五年，規是內地屯軍，二分防守，八分耕種；邊境屯軍，三分守

城，七分墾殖。 

1404 年：永樂二年，更天下衛所，屯田守城軍士，視其地之險夷要僻，以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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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守之多寡。臨邊而險要者，則守多於屯；在內而夷僻者，則屯多於

守；地雖險要而運輸難至者，亦屯多於守。 

 

明代邊境軍事： 

明代國防，自始即著重北方邊陲，一面與韃靼通好，一面嚴飾邊備，於沿邊要地

屯兵駐守。洪武年間之國防線，東起鴨綠江、西至嘉峪關，綿延萬里，在此線上，

設置遼東(今遼陽縣)、薊州(今薊縣)、宣府(今宣化縣)、大同、太原(在偏關)、榆

林(延綏)、寧夏、固原、甘肅九重鎮，合稱「九邊」。此外，在此國防線以北，

設大寧衛(今熱河凌源縣境)、開平衛(今察哈爾多倫縣)、東勝衛，作為外圍軍事

據點，拒守於國境之外。在防守中，寓有積極之意義。 

 

 

京軍：明初京軍總數在八十萬以上，永樂時征安南，用兵至八十萬，正統中征麓

川，用兵亦十五萬。永樂宣德間，六次對蒙古用兵，皆以京軍為主力。 

五軍營：太祖在京城內外，置大小二場，分教四十八衛卒，洪武四年(1371)，士

卒之數二十萬七千八百有奇。成祖北遷後，增為七十二衛。永樂八年(1410)

親征本雅失里，分步騎軍為中軍、左右腋、左右哨，稱為五軍。除在京

衛所外，每年又分調中都、山東、河南、大寧都司兵十六萬人，輪番至

京師操練，稱為班軍。 

三千營：以邊外降丁三千人組成。 

神機營：以永樂時征交趾，得火器法、神機槍砲法，立營肆習。又得都督譚廣進

馬五千，遂置營名為「五千」，掌操演火器。 

 

(三大營在平時，五軍營習營陣，三千營習巡哨，神機營習火器；皇帝親征，則

大營居中，五軍分駐，步內騎外，騎外為神機，神機外為長圍，周二十里，樵採

其中。此外，皇帝侍衛親軍，有錦衣衛與十二衛親軍，御馬監有武驤、騰驤、左、

右衛，稱四衛軍。) 

 

于謙兵改：英宗正統十四年(1449)土木之變，京軍幾全軍覆沒，當時于謙任兵部

尚書，鑒於三大營各自獨立之缺點，奏請在諸營中，選出精銳十萬，

分作十營，蒞以總兵，統以總督，集中團練，名為團營。其餘軍歸本

營，稱為「老家」，京軍之制為之一變。 

 

憲宗：成化三年(1467)，又遠出十四萬軍，分十二營團練，稱為「選鋒」。其各

營統領，擇都督或都指揮充之，以總督統轄之，餘軍仍稱老家，專任各勞

役，團營之法又稍變。 

 

武宗：正德六年(1511)，以流寇竄擾，乃調宣大遼東等邊軍，入援討賊，遂留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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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以為長策。八年，設西官廳操練之，另設總兵參將統領。正德元年所操

練之新選官軍，則在東官廳。自是兩官廳軍為選鋒，而十二團營遂為老家。 

 

世宗：嘉靖二十九年(1505)，俺答入寇，兵部尚書丁汝夔竅京營兵，不及五六萬

人，遂議悉罷團營、兩官廳，恢復三大營舊制，更三千營曰神機營。 

 

成化至明末：漸趨崩潰 
吏部待郎王邦瑞攝兵部時疏言：「國初京營勁旅，不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

不乏人」；「今武備積馳，見籍只十四萬餘，而操練者不過五六萬。支糧則有，調

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俱稱無軍。即現在軍者，率多老弱疲憊市井販賣之徒，

衣甲器械，臨時取給。」(《續文獻通考．兵考三》) 

 

崇禎十七年(1644)，王章巡視京營，「按籍額軍十一萬有奇。喜曰：『兵至十萬，

猶可為也。』及閱視，半死者，餘冒伍，憊甚。矢折刀缺，聞砲聲掩耳，馬未馳

輒墜。而司農缺餉，半歲不發。」(《明史》卷 266，王章傳) 

 

民壯制： 

明初七十年間行衛所制，兵政修明，其後廢弛，五軍都督府與都督司衛所，漸失

效用，銜所軍丁，只存故籍，禦寇之方，百無一恃，民壯乃應運而生。此後軍政

軍令，乃一統於兵部，兵部之權，因而特重。 

 

民壯為民兵之一種，與其他弓、捕不同之處，一為民壯出於人民自願投效；二為

民壯為有給制，得領受口糧；三為國家有事，得調遣從征或入衛，事平復就原業；

四為民壯擇民兵精壯者為之，並受嚴格之訓練。 

 

「太祖初定江東，循元制，立管理民兵萬戶府，後從山西行都司言，聽邊民自備

軍械，團結邊防。閩浙苦倭，指揮方謙，請籍民丁多者為軍，時已用民兵，然非

召募也。」 

 

宏治二年(1489)，「州縣選取年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里以上，

里僉五人，五百里人，三百里三，百里以上二，有司訓練，遇警調發，給以行糧，

而禁役占買放之弊。富民不願，則上直於官，官自為募。」 

(《明史》卷 91，兵志) 

 

募兵與民壯、衛所之軍分別： 

募兵與民壯在性質上不同，民壯由地方按里僉派，平時定期訓練，餘時歸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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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則官給行糧，調發則官給行糧，事定回家，仍復為民。募兵則由中央召募，入

伍以後，按月發餉，東西征戍，一惟政府之命是從。無論平時戰時，除退役外，

不能離開部伍。 

 

募兵與衛所之軍，在性質上亦相異。軍為世襲，一經僉為軍，即須世代相傳，居

住於被指定之衛所，直系壯丁死亡或老病，須由次丁或餘丁替補。如住在衛所者

全家死亡，須勾取原籍族人補充。募兵只由本人自願充當，與家族及子孫無關，

無固定之駐所，入伍退伍，亦無法律之強制。軍為國家經制永久之組織，兵乃臨

時召募，無一定之額數，亦無永遠駐屯同一地區。 

 

《明史》卷 212〈戚繼光傳〉：「繼光至浙，見衛所兵不習戰，而金華義烏，俗稱

慓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刺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戚家軍名

聞天下。」 

 

明衛所兵與唐府兵 

論兵制者，嘗言明之衛所制，深得唐府兵制之遺意。其實二者之間，固有相同之

點，亦有顯著不同之處： 

 

相似之處： 
(1) 唐於諸道分設折衝府，而內統於諸衛；明於各地分設都司衛所，而統於五軍

都督府，此相同之點也。 
(2) 府兵皆受世業田，衛軍皆給田屯種，此相同之點二也。 
(3) 唐兵籍分掌於左右衛，而文符調發，則廳之兵部。有事則命將率諸府之兵以

出，事平則將上所佩印於朝，兵還於府；明五軍都督府掌兵籍，而不與調發，

兵部得調發而不統兵，有事則命將充總兵官以出，事已則將還於朝，兵歸衛

所，此相同之點三也。 
 
不同之處： 
(1) 然府兵規定選民為兵，深得古代寓兵於農之意；衛所世襲，當軍者稱為「軍

戶」，兵民因以劃分，此不同之點一。 
(2) 府兵二十而役，六十而免，故兵皆精壯；衛軍自幼至老，終身服役，故兵多

贏弱，此不同之點二。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