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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制發展的特色—徵兵制與募兵制的取捨 
 

趙雨樂 
 

香港公開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 

大綱： 
 
(一) 徵兵制與募兵制的古今意義 
(二) 歷代徵兵制與募兵制的推行 
(三) 徵兵或募兵：全國性、中央性及地方性的軍事需要 
(四) 取代與互補：徵兵制與募兵制的優劣問題 
(五) 兵制與田戶制度的互動意義 
(六) 唐代府兵制與明代衛所制的內容 
(七) 府兵制的建立、崩壞及其他新兵種 
(八) 衛所制的建立、鬆馳及其他新兵種 
(九) 唐、明軍制與發兵、領兵的管轄方式 
(十) 唐、明帝國與邊事關係鳥瞰 
 

唐、明兩代徵兵制與國勢強弱的關係 

 
大綱： 
 
(一) 從動亂中統一：徵兵制的國家含義 
(二) 關中政治與唐代府兵制度原貌 
(三) 天子守邊與北面防衛的加強 
(四) 從府兵制到宦官北衙禁軍 
(五) 衛所制度與宦官的廠衛制度 
(六) 唐代的民族羈縻政策與邊疆衝突 
(七) 明代的民族羈縻政策與邊疆衝突 
(八) 唐代的黃巢、邊患與國力盛衰 
(九) 明代的遼東、後金與民亂 
(十) 唐、明徵兵制的異同總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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