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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韋君靖刻石，一般稱為「韋君靖碑」或是「韋君靖建永昌寨記」，為現存於

重慶大足區北山石窟的石刻史料。韋君靖刻石刊刻的時間點為 895 年（唐昭宗乾

寧二年），起因為地方長官韋君靖在昌州大足縣建造一座軍事據點—永昌寨。永

昌寨完工以後，韋君靖命令底下軍事判官胡密撰寫一篇紀念的文章，記載了韋君

靖崛起的過程、永昌寨內部的防禦措施，以及韋君靖於寨內開鑿的佛像。另外，

韋君靖將參與建造永昌寨的人員之姓名和官職，與胡密的文章一同刻在石壁上，

兩者就構成韋君靖刻石全部的內容。 

    本篇論文的主旨，是要利用韋君靖刻石提供的資訊，針對唐代後期劍南地區

於政治和社會等層面的發展，進行兩個方向的討論。首先，為韋君靖當時擔任的

的「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也就是後來武信軍主要管轄的範圍。這個區

域被獨立出來的原因，包含了過去隋、唐政權於劍南地區行政規劃演變的脈絡。

接著，為韋君靖在大足當地的龍崗山上興建的永昌寨。從永昌寨展現的軍事、交

通（商業）、佛教機能，能夠窺探當時一個地方聚落應有的樣貌。並且，永昌寨

作為一個藩鎮在山地的據點，揭示唐朝於劍南地區支配型態的轉變。 

    依照上述的思考方向，本篇論文的架構分為緒論、第二章、第三章、結論四

個章節。在緒論的部分，以韋君靖刻石的研究為出發點，延伸到有關藩鎮的支配

體制、唐代後期地方勢力的發展基礎，以及劍南地區的地域條件，總共四個層面

的研究回顧。在第二章「隋唐時期劍南地區行政建置的演變」的部分，先是從地

形和交通的角度，瞭解劍南地區對於隋、唐政權的重要性。然後，開始討論隋朝

在控制劍南地區實施的各項行政措施。特別是隋朝如何處理當地土著人群的獠，

為其中相當重要的問題。唐朝在繼承隋朝於劍南地區的行政架構以後，也不斷進

行調整來符合統治的需求，並且在區域規劃的考量上有著一致的脈絡。 

    在第三章「鎮與地方聚落的形成」的部分，首先談到永昌寨具備的的軍事、

行政、交通、佛教的機能。在這些機能裡面，軍事、商業（交通）和佛教為影響

當時地域社會的重要力量，不僅以鎮、草市、寺院的形式出現，更是組成一個地

方聚落的共同要素。至於永昌寨建在山地的意義，反映藩鎮代替原有的州縣組織，

能夠深入控制劍南地區的山地，為唐朝的支配體制帶來重大的轉變。最後，希望

透過以上章節的討論，對於唐代後期劍南地區在政治和社會的變化，有著更為清

楚的理解。並且，進一步在韋君靖刻石的基礎之上，連結唐宋之際在政治、社會

等各個層面衍生的相關課題。 

 

關鍵字：韋君靖刻石、永昌寨、藩鎮、鎮、州縣組織、唐宋變革、劍南地區、大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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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scription of Wei Chun-Ching（韋君靖刻石）, also known as “the Stele of 

Wei Chun-Ching （韋君靖碑）” or “the Memorial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Eternally 

Flourishing Stronghold（韋君靖建永昌寨記）”, is now preserved in the Beishan 

Grottoes, Dazu District, Chongqing（重慶大足區北山石窟）. The inscription was 

completed in 895, because the prefect Wei Chun-Ching built a new stronghold named 

Eternally Flourishing Stronghold（永昌寨） in Dazu County, Changzhou（昌州大足

縣）. After the stronghold was completed, Wei ordered his military executive officer 

Hu Mi（軍事判官胡密） to write a commemorative article including the rise of Wei 

Chun-Ching, the defense of Eternally Flourishing Stronghold, and the Buddhist image 

sponsored by Wei. Simultaneously, the names and titles of Wei's followers were also 

inscribed with Hu's article on the same cliff. These two parts constituted the full 

content of the Inscription of Wei Chun-Ching. 

    This thesis is a discussio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of the 

Jiannan Area during the Late Tang peri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scription of 

Wei Chun-Ching. Firstly, the formation of the four prefectures of Changzhou 

Puzhou,Yuzhou, Hozhou（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 and its separation from Jiannan 

East Province（東川）in 897 AD is the result of a change of local administration in 

Jiannan Area from the Sui to Tang dynasty. Secondly,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ternally 

Flourishing Stronghold built on Longgangshan（龍崗山）in Dazu County which 

served military, administrative, commerce, and religious functions is discussed. 

Through those functions, we can explore a probable way of life in the villages of the 

Late Tang period. In addition, the stronghold served as a garrison（鎮） of provincial 

commands（藩鎮）which reveale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ang's domination in the 

Jiannan Area. 

    According to the two directions above, I composed four chapters for this thesis. 

In the introduction, I reviewed four types of studies based on the Inscription of Wei 

Chun-Ching. In Chapter 1, I analy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Jiannan Area for the Sui 

and Tang due to its topography and traffic. Following, I discussed the administrative 

policies in the Jiannan Area during the Sui's domination, especially how the Sui 

interacted with the native “Liao（獠）”. Inherited from the Sui's local administration, 

the Tang continued to adjust that to fulfill its demands to dominate the Jiannan area.  

    In Chapter 2, I focused on functions which the Eternally Flourishing Stronghold 

had at first. Military, commerce (traffic), and religion were influential powers in local 

society, not only appeared as garrisons, markets, and temples, but also became 

common elements of villages. Furthermore, the symbolic stronghold built on the hill 

represented the transition from a local government to a provincial government（州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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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to control the mountain region in the Jiannan Area, and brought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to the Tang's domination. In brief, I hope through these discussions 

about the Inscription of Wei Chun-Ching we can improve our comprehension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of the Jiannan Area in the Late Tang period, 

and use this inscription as a key point to expand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TangSong transformation（唐宋變革）. 

 

Key words: The Inscription of Wei Chun-Ching, Eternally Flourishing Stronghold, 

Provincial commands, garrisons, local government, TangSong transformation, Jiannan 

Area, Da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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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唐朝在 755—763 年（唐玄宗天寶十四年至唐代宗廣德元年）發生將近十年

的安史之亂。唐朝經歷相當大的動盪，在各個層面上開始出現明顯的轉變。其中

最為重要的一點，為後來所謂的藩鎮體制之建立。在安史之亂期間，唐朝為了遏

止安、史叛亂勢力的擴大，藉著授予不同性質的使職，讓節度使擁有軍事、財政、

監察方面的權力，應付戰爭產生的各種需求。安史之亂結束以後，節度使憑藉著

自身擁有的職權，逐漸形成與朝廷抗衡的力量。如何掌控這些日益壯大的藩鎮，

成為唐朝後來於政治上面對的課題。 

    藩鎮能夠發展為常設於地方的機構，甚至成長為割據一方的勢力，其中一個

原因在於藩鎮與地域社會建立起緊密的連結。一方面，安史之亂期間唐朝的局勢

陷入混亂，地方的人們自行組成團練、義軍等武裝集團，藉此保衛當地社會的安

全。藩鎮為了補充兵源、掌握地方等目的，將這些地方勢力吸收到自己的軍隊底

下，而後者也獲得與政權連結的管道。另一方面，藩鎮與在地勢力接觸的同時，

開始於地域社會中的要地，如行政與軍事樞紐、經濟中心、交通節點，設置有別

於州縣組織的鎮，用以維持當地的治安，鞏固藩鎮於地方的勢力範圍。另外，在

這些鎮建立的過程中，同樣看到與地方自衛武力結合的情況，為藩鎮與地域社會

接軌的產物之一。 

    在具備如此性質的情況下，藩鎮自然成為學者們關注的對象，影響對於唐代

後期於政治、社會等方面的理解，展開許多類型的研究。學者除了從整體藩鎮的

架構著手，也針對不同地區的節度使，或是底下設置的各類軍鎮進行討論。不僅

藉此瞭解地域之間的差異，以及藩鎮與地域社會的關連性。其中，學者注意到唐

末東川地區出現的韋君靖勢力，他的興起過程被看作唐代後期地方的自衛義軍，

與藩鎮結合的一個典型例子。有關韋君靖的資訊，都保存在現今重慶大足北山的

一處摩崖石刻上面，這份石刻史料或許可以稱為「韋君靖刻石」。1 

    韋君靖刻石完工的時間點為 895 年（唐昭宗乾寧二年），是當時身為地方軍

政長官的韋君靖主持刊刻。其起因是韋君靖在 892 年（唐昭宗景福元年）決定在

昌州大足縣的龍崗山，興建一座新的軍事據點永昌寨，滿足勢力成長而產生的需

求。在永昌寨於 895 年落成的時候，韋君靖命令帳下的軍事判官胡密，撰寫一篇

紀念性質的文章，記錄韋君靖勢力發展的歷程、永昌寨從選址到建築的概況，並

且提到韋君靖於寨內西側出資開鑿的佛像。2韋君靖刊刻胡密文章的同時，將參

                                                      
1 這份史料原本就沒有題名，首二句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都督昌州諸軍事、

守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韋君靖建」。一般學者引用的時候大多叫做「韋君靖碑」或「韋君靖建永昌寨記」。不過，

由於整份史料直接刻在石壁上，不符合所謂碑刻的形制，因此在本篇論文將之稱作「韋君靖刻石。」 
2 實際上，韋君靖刻石與這些造像位於相同的地點，即為永昌寨內西側的石壁上。而韋君靖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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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這次建寨工程的人員，他們的姓名與官職一併刻在石壁上，劃分出應管諸寨節

級、當州軍府官節級、軍曹孔目官、縣官四個類別。過去的學者透過韋君靖刻石

提供的各方面資訊，展開關於藩鎮與地方軍鎮的討論，特別是將重心放在軍鎮與

地方勢力結合的論點。 

    奠基於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本篇論文想要嘗試從兩個不同的角度，重新理

解整個韋君靖勢力出現的意義，瞭解其背後代表的唐代後期劍南地區於政治和社

會等層面的發展。其一，韋君靖當時擔任的官職為「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

等於將四州統合為單一的軍事單位，並且後來在 898 年（唐昭宗光化元年）正式

發展為武信軍。回顧武信軍所在東川地區的情況，發現從隋朝到唐朝在行政區劃

層面上有連貫的脈絡。這點延伸到隋、唐兩代政權於整個劍南地區採取過的行政

措施，以及影響朝廷做出決定的因素。其二，韋君靖建築的永昌寨，除了作為藩

鎮底下的軍事據點，也成為當地佛教造像的集中地，具備軍事和佛教方面的機能。

永昌寨擁有雙重性質的特點，提示了地方聚落形成的要素。同時，永昌寨選址在

龍崗山上，為一座建在山地的據點，則是潛藏唐朝在劍南地區支配型態的轉變。

透過以上兩個方面的討論，從政治、社會的方向來理解韋君靖的勢力，以及他建

立的軍事據點永昌寨，於唐末東川地區出現的脈絡，藉此能夠進一步了解當時地

域社會的發展。 

    因此，本篇論文的題目為「唐代後期劍南地區軍鎮之研究」，將會藉著韋君

靖刻石的內容，展開上述兩個方面的討論。在此之前，想要針對題目中的「唐代

後期」與「劍南地區」進行一些說明。有關前者的部分，以影響唐朝各方面發展

深遠的安史之亂為界，將唐代分為前、後兩個時期。至於後者的部分，以唐代貞

觀年間劃分的劍南道，也就是後來的東、西兩川的管轄區域，作為主要討論的範

圍。 

 

 

 

 

 

 

 

 

 

 

 

 

                                                                                                                                                        
的造像，被認為是整個北山石刻的開端，發展為後來大足佛教美術的重鎮之一。這點不僅能夠進

一步思考韋君靖刻石與造像之間的關連性，也將在論文第三章「鎮與地方聚落的形成」討論永昌

寨內部具有佛教石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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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文獻回顧 

 

    為了展開下一步的研究，不僅需要對韋君靖勢力的形成有更清楚的理解，也

觸及到唐代後期藩鎮與地域社會提供的基礎，以及劍南地區本身地域特徵帶來的

影響。因此，以下的文獻回顧將分為四個部分來進行：韋君靖刻石的研究、藩鎮

與唐朝支配體制、唐代後期新興勢力的發展基礎、唐代劍南地區的發展。希望通

過這些主題得到的資訊，增添對於韋君靖刻石諸多方面的瞭解，得以進行更深一

層的研究。 

 

一、韋君靖刻石的研究 

 

    過去對於韋君靖刻石展開系統性的研究，最早為日本學者栗原益男的〈唐末

の土豪的在地勢力について―四川の韋君靖の場合―〉，將韋君靖刻石放到唐末

黃巢之亂以後，藩鎮與土豪等地方勢力結合的脈絡，著重於韋君靖勢力內部的權

力結構。栗原氏對照韋君靖崛起的經歷，與當時劍南地區的政治局勢，考證韋君

靖和東川節度使的關連性。接著，他利用參與人員姓名、官職中的應管諸寨節級

、當州軍府官節級，指出韋君靖大多安排自己的親族，擔任底下重要軍事據點，

以及親衛軍的官職，藉此維繫自身勢力的穩定，然後強調依靠血緣或擬似血緣結

合在藩鎮內部的重要性。3 

    與栗原益男的研究幾乎同一時間，日野開三郎發表了一篇〈唐韋君靖碑の応

管諸寨節級についての一考察〉，重視韋君靖刻石中姓名、官職部分帶來的史料

價值。日野氏認為官職中出現相當多的義軍、義軍鎮，代表韋君靖集團的組成主

要為地方上的自衛武力，屬於當時藩鎮結合地方勢力，達到強化對地方控制的一

環。同時，日野開三郎點出一些軍鎮延續到宋代的跡象。至於姓名的部分，日野

氏同樣點出人數眾多的韋姓，不過也注意到其他軍將中的親屬關係，並且嘗試證

明這些姓氏為當地的著姓，一再強調韋君靖勢力與地方的連結。4 

    繼承栗原益男、日野開三郎的研究成果，佐竹靖彥於〈唐代四川地域社會の

變貌とその特質〉展開進一步的論述，將韋君靖納入唐宋變革論的脈絡，從地域

史的角度分析韋君靖勢力出現的意義。佐竹氏將韋君靖所在地域歸類為「四川內

陸型」，從武則天時期開始有大批的逃戶、流民聚集到這個地區。經歷唐代後期

的動亂，地方有力者就吸收這些人群，組織成地方的自衛義軍，也就是韋君靖勢

力發展的基礎。對於韋君靖所建的永昌寨，佐竹氏不但認為可能是作為新的昌州

州治而興建，選擇建在山間盆地、平原也是當地設置鎮的基本型態。接著，佐竹

氏談到韋君靖轄下的鎮，都散佈在各地的交通節點，或是適合農業的地點。而這

                                                      
3 栗原益男，〈唐末の土豪的在地勢力について―四川の韋君靖の場合―〉，《歷史學研究》243

號，（1960：東京），頁 1—14。 
4 日野開三郎，〈唐韋君靖碑の応管諸寨節級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收錄在和田博士古稀記念東洋

史論叢編篡委員会，《和田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講談社，1961），頁 769－780；後

來收錄在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支配體制》（東京：三一書房，1980），頁 51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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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鎮很有可能就發展為商業的聚落，能夠連結到宋代以後的鎮，凸顯出唐宋之際

地域社會轉變的性格。5 

    栗原益男、日野開三郎、佐竹靖彥透過韋君靖刻石的內容，特別是姓名、官

職的部分，然後對照傳世文獻的記載，討論韋君靖的發展背景、權力結構，以及

其背後反映的地域社會演變。相較於三位學者的研究，劉豫川的〈《韋君靖碑》

考辨〉同樣在考證韋君靖刻石中的史實，進一步利用到當地北山石窟提供的資訊

。劉氏藉著石窟中兩龕造像的題記，推論韋君靖後來於昌州活動的情況，補充過

去只能透過史書來推測的不足。6 

    有關北山石窟方面的研究，北進一在〈毘沙門天像の変遷〉一文裡面，從佛

教信仰的角度提供思考方向。北氏認為毘沙門天像建在北山石窟最前面的位置，

代表有著保衛整個石窟不受敵人入侵的軍神機能，並且對於韋君靖勢力來說，則

是具備境界守護神的意義。同時，北氏提到四川地區的其他石窟，也看到和北山

石窟相似的情況。7 

    而 Thomas Suchan 在他的博士論文《The Eternally Flourishing Stronghold : An 

Iconographic Study of the Buddhist Sculpture of the Fowan and Related Sites at Beishan, 

Dazu, Ca. 892—1155》闡述北山石窟發展的歷史背景，不僅指出過去研究沒有深

入討論韋君靖支持佛教的一面，同時也重視大足於唐代以後成為當地行政、社會

的中心，對於北山石窟發展的助力。Suchan 氏與北進一提出相似的觀點，指出四

川地區中開鑿有石窟的山丘，往往被地方居民當作天然軍事據點，加深石窟與地

域社會的關連性。8 

    透過對於韋君靖刻石研究的回顧，過去學者著重在談論韋君靖勢力形成的過

程，背後反映的唐代後期藩鎮、地域社會的課題。這點也代表想要理解韋君靖刻

石的內容，勢必要從藩鎮、地域社會兩個方向著手，為接下來的段落將會集中討

論的部分。至於北進一、Thomas Suchan 重視北山石窟與韋君靖勢力，以及當地

政治、社會發展的連結，則提示了未來研究韋君靖刻石的方向，需要更加注意韋

君靖和所在的永昌寨，與佛教之間的關係存在著什麼的意義？ 

 

二、藩鎮與唐朝支配體制 

 

    日野開三郎於 1940 年代以降發表的一系列論文，奠定目前有關藩鎮研究的

基礎，提出所謂「藩鎮支配體制」的架構。日野氏主要從軍事、行政、財政三個

                                                      
5 佐竹靖彥，〈唐代四川地域社會の變貌とその特質〉，《東洋史研究》44 卷 2 號，（1985：京都），

頁 203—241。後來收錄在氏著，《唐宋変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同朋舎，1990），頁 391—439。  
6 劉豫川，〈《韋君靖碑》考辨〉，《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 年 3 期，（1985：

重慶），頁 74－81。 
7 北進一，〈毘沙門天像の変遷〉，收錄在田辺勝美、前田耕作編《世界大美術全集東洋編 15》（東

京：小学館，1997），頁 316。 
8 Thomas Suchan, The Eternally Flourishing Stronghold : An Iconographic Study of the Buddhist Sculpture 
of the Fowan and Related Sites at Beishan, Dazu, Ca. 892—1155（Ohio,USA: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2003）,pp12、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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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分析藩鎮的權力來源，以及他們與唐朝之間政治角力的過程，說明藩鎮對唐

代後期政治局勢的影響。其中，日野氏特別關注藩鎮於地方上設置的鎮，認為這

些分佈在州縣治所、經濟要地、地勢險要之處的鎮，不只牽制了原本州縣組織的

力量，也鞏固藩鎮於地域社會中的勢力，為藩鎮能夠形成割據勢力的主因。9 

    日野開三郎的藩鎮支配體制，將藩鎮歸類為與唐朝對抗的地方勢力，至於朝

廷則是不斷在嘗試抑制藩鎮過大的權勢，呈現兩方對立的狀態。日野開三郎的看

法也影響了後來學界對藩鎮研究的展開。而大澤正昭於〈唐末の藩鎮と中央権力

―徳宗‧憲宗朝を中心として―〉，強調地域之間差異為藩鎮帶來的不同性格，

更複雜看待唐朝與藩鎮互動的過程。大澤氏針對唐德宗、唐憲宗兩朝的藩鎮，將

他們區分為分立志向型、權力志向型、統一權力志向型。其中，實際否定唐朝權

力的藩鎮，只有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為典型的權力志向型。根據三種藩鎮的類型，

唐朝方面也採取了因應的策略，在德宗、憲宗時期的朝廷都依循相同的準則來行

動。10 

    張國剛在《唐代藩鎮研究》一書裡面，考察了構成藩鎮體制的基礎，以及其

長期存續的原因，同樣認為藩鎮並非一成不變的整體，呈現相當多元的發展。張

氏按照藩鎮於唐朝內部的定位，劃分為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西北西南御邊

型、東南財源型。在張氏提出的四種藩鎮類型當中，河朔割據型明顯表現出反抗

唐朝的態度。大澤正昭將同一區域的藩鎮歸類為分立志向型，兩位學者的意見有

所不同。不過，張氏認為這些藩鎮沒有完全脫離唐朝的掌握。中央的政令依然推

行於這些地區，藩鎮也仰賴唐朝的權威來增強統治的力量。11 

    透過大澤正昭、張國剛的研究，他們都注重個別藩鎮展現出的區域差異，藉

此重新檢視唐朝和藩鎮之間的關係，並且肯定藩鎮對於增進唐朝內部穩定的貢獻。

延續這個脈絡，鄭炳俊的〈唐後半期の地方行政体系について―特に州の直達・

直下を中心として―〉從地方行政的角度著眼，討論藩鎮（觀察使）出現讓原本

州縣行政體系產生的變化。鄭氏談到最初觀察使的構想，符合當時唐朝於地方統

治的需求，不過確實也造成藩鎮權力過大的問題。經過唐憲宗期間抑制藩鎮的改

革，唐朝有意利用觀察使應有的機能，結合原有的地方行政體制，擴展為新的統

治型態。鄭氏分析唐代後期州縣與中央直達、直下的情況，認為於地方上似乎出

現兩套行政體系，呈現道－州－縣、中央－州－縣的型態。12 

                                                      
9 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跋扈と鎮将〉，《東洋学報》26 卷 4 号、27 卷 1、2、3 号，（1939－1940

：東京），頁 503－539、1－62、153－212、311－350；《支那中世の軍閥》（東京：三省堂，1942）

。後來與數篇文章一同收錄在氏著，《唐代藩鎮の支配體制》。 
10 大澤正昭，〈唐末の藩鎮と中央権力―徳宗‧憲宗朝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32 卷 2

号，（1973：京都），頁 141－162。 
11 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後來本書於 2009 年再版，增補與

藩鎮兵制有關的兩章，並且修訂一些排版的錯誤。參見氏著，《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12 鄭炳俊，〈唐後半期の地方行政体系について―特に州の直達・直下を中心として―〉 ，《東

洋史研究》51 卷，（1992：京都），頁 37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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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崎覚士於〈五代の道制―後唐朝を中心に―〉，抱持著與鄭炳俊相同的觀

點。山崎氏提到當時學界關於藩鎮研究的傾向，已經不認為藩鎮是一種否定中央

權力的存在，轉而積極看待藩鎮在唐朝地方支配體制中的定位。從地方行政架構

的角度來看，山崎氏談到於唐代後期發展至五代的道，已經成為介在中央與州縣

之間的中間機構。這個時期的道除了加強唐朝掌握地域社會的力量，同時影響後

來宋代路制的展開。13而夏炎的《唐代州級官府與地域社會》一書，討論到藩鎮

與州之間的關係，同樣將藩鎮當作中介角色為前提，闡述藩鎮與州縣在官員選任、

監察等方面的互動。14 

    從藩鎮的地域差異為出發點，學者們一方面反省過去有關藩鎮體制的論點，

給予藩鎮體制對於唐朝統治的正面評價。另一方面，則是針對個別的藩鎮展開深

入的研究，瞭解各自呈現出的地域特色。高瀨奈津子於〈第二世界大戦後の唐代

藩鎮研究〉談到，隨著墓誌銘等石刻材料的公布，學者開始進行更多細緻的實證

研究，有助於呈現藩鎮新的歷史樣貌。並且，高瀨氏認為在這些研究為基礎之上

，需要對整體藩鎮的理解有進一步的構想。15 

    松浦典弘在〈唐代河北地域の藩鎮と仏教—幽州（盧龍軍）節度使の事例か

ら—〉，利用法源寺所藏的〈憫忠寺重藏舍利記〉，以及房山石經為主要的依據。

透過這些材料，看到歷代幽州節度使都有資助當地佛教事業的跡象，並且藉此與

當地社會的人們產生連結。松浦氏認為藩鎮有意透過這樣的方式，強化地域社會

的穩定。這點也反映在朝廷力量薄弱的河北地區，藩鎮對於當地佛教的動向，擁

有相當大的影響力。16 

    至於新見まどか的〈唐代後半期における「華北東部藩鎮連合體」〉也提到

過去研究對藩鎮於唐朝支配體制，採取正面評價的轉向。不過，從藩鎮的立場為

出發點，理解藩鎮之間的關係，則是前人比較少觸及的課題。新見氏以華北地區

的藩鎮為例，認為當時成德、魏博、盧龍等六位節度使，藉由彼此相互聯姻的手

段，結合成「華北東部藩鎮連合體」，以求維持自身勢力的延續。其中，新見氏

也注意到成德節度使底下活躍的粟特人，和他們為節度使帶來的商業利益，結合

地域的特質來理解藩鎮實力的來源。17 

    新見まどか發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唐後半期における平盧節度使と海商・山

地狩猟民の活動〉將焦點放到平盧節度使身上，著重討論其具備的經濟、軍事基

礎，才能支撐當時頻繁的軍事行動。在經濟方面，為山東半島往新羅、渤海等地

方的海上貿易，並且結交在中間進行頻繁貿易的新羅商人；軍事方面，則是活動

                                                      
13 山崎覚士，〈五代の道制―後唐朝を中心に―〉，《東洋学報》85 卷 4 号，（2004：東京），頁 65

－98。 
14 夏炎，《唐代州級官府與地域社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15 高瀨奈津子，〈第二世界大戦後の唐代藩鎮研究〉，收錄在堀敏一，《唐末五代変革期の政

治と経済》（東京：汲古書院，2002），頁 225—253。 
16 松浦典弘，〈唐代河北地域の藩鎮と仏教—幽州(盧龍軍)節度使の事例から—〉，《大手前大学

論集》第 10 號，（2009：西宮），頁 57—76。 
17 新見まどか，〈唐代後半期における「華北東部藩鎮連合體」〉，《東方学》123 輯，（2012：東

京），頁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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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嵩山山區的山棚，曾經利用山棚來引發洛陽地區的動亂。而新見氏特別強調藩

鎮與新羅商人、山棚交流的據點，都是當地的佛教寺院。對於藩鎮而言，寺院不

只是提供信仰的對象，也擁有相當的現實利用價值。18 

    以日野開三郎提出的「藩鎮支配體制」為開端，學界陸續進行關於藩鎮各個

方面的研究。學者們藉著分析藩鎮的地域差異，肯定藩鎮對唐朝穩定地方的正面

作用，視為唐代後期支配體制的一部份。同時，學者也重視以藩鎮自身為切入點，

探討個別藩鎮受到不同地域的影響，表現出的特殊性。連結學界兩個方向的發展，

如何看待藩鎮作為唐朝支配體制，於不同地域呈現的樣貌，或許為接下來值得探

討的議題。至於藩鎮與地域社會結合的過程中，看到一群新興地方勢力的出現。

這些勢力賴以成長的基礎，為另外一個學界眾所矚目的焦點，也是接下來將要討

論的課題。 

 

三、唐代後期新興勢力的發展基礎 

 

    這些於唐代後期出現的新興地方勢力，透過他們依靠的勢力發展基礎，能夠

窺探影響當時社會運作的各種力量，因而成為學者們談論的主要議題之一。針對

這個方面研究的展開，以往受到日本學界相當大的影響。日本學者關注的動機，

是為了克服二次大戰以後產生的中國停滯論問題。他們需要重新思考中國史的基

本架構，於是展開「時代區分」的爭論。在中國的漢末到隋、唐這段時間，屬於

中國史的古代或中古史階段，引起許多學者的討論。一方面，以西嶋定生、宮崎

市定為代表的研究取徑，主要透過分析地域社會的支配階層，他們擁有的經濟基

礎、生產條件，作為判別中國史時代分期的依據。另一方面，谷川道雄、川勝義

雄引入共同體的概念，嘗試利用生產關係以外的角度，拓展研究新的可能性。19 

    相對於中國史在漢末到唐代呈現的樣貌，中國史經歷唐末、五代的發展，於

宋代也展現在政治、社會、文化等諸多層面的變化。因此，學者們將這段時期當

作判斷時代分期的基準點，然後提出「唐宋變革」的架構，投注大量心力來進行

豐富的研究。承繼當時研究的風氣，學者討論的重心依然從經濟的角度出發，集

中討論唐末五代的地方勢力，他們具備的土地所有、生產方式上面。20 

    佐竹靖彥於《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接續過去研究的脈絡，透過地域史的

角度重新理解唐宋變革的課題。佐竹氏認為整個地域社會為一個重層的構造。假

使其中一個地域出現生產結構的變化，將會連帶影響週遭的地域，逐漸擴散至整

體社會的規模。在這個過程中，自然凸顯出地域之間的差異，成為進行研究的切

                                                      
18 新見まどか，〈唐後半期における平盧節度使と海商・山地狩猟民の活動〉，《東洋学報》95 巻，

（2013：東京），頁 59－88。 
19 這場時代分期的爭論終究沒有達成共識，基於當時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因素，於 1980 年代以

後紛紛轉向細緻化的研究，藉此開發對於中國史的新觀點，或是重新檢討過去的議題。詳見，谷

川道雄主編，《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名古屋：河合文化敎育硏究所，1993），頁 9—26。 
20 大澤正昭，〈唐末・五代の在地有力者について〉，收錄在柳田節子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編集委

員会編，《中国の伝統社会と家族》（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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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點。佐竹氏認為串聯起不同地域社會的關鍵，在於唐末五代發展成形的流通經

濟體系。舉例來說，佐竹氏先前提及韋君靖勢力底下的鎮，就是流通經濟體系中

的節點，為韋君靖這類新興土豪勢力立足地方的基礎，也是理解唐宋變革期地域

社會「再生產」的關鍵。21換言之，佐竹氏認為在大土地所有以外，需要重視商

業流通經濟於地域社會發揮的作用。 

    大澤正昭於〈唐末・五代の在地有力者について〉，先是回顧過去對於唐末

五代新興勢力的研究，指出學者們都同意地方有力者兼具地主與商人的身分，但

是沒有進行深入的討論。大澤氏於是整理地方有力者的經濟活動，看到他們往往

採取農業、商業複合的經濟型態，甚至擔任國家認可的鹽商、茶商。結合佐竹靖

彥的構想，大澤氏認為地方有力者能夠勝任鹽、茶商人的角色，反映他們在流通

經濟體系中的地位。這些有力者促進流通貿易網絡活化的同時，也帶動地方上草

市、鎮的興起，影響當時地域社會許多層面的轉變。
22
 

    另外，大澤正昭在〈唐末・五代「土豪」論〉集中討論身為地方有力者一員

的土豪勢力。大澤氏強調土豪除了經濟方面的實力，還擁有相當的武裝力量。這

點表現在唐代後期朝廷、藩鎮力量衰弱，社會秩序出現危機的情況下，土豪就躍

升為保衛地域社會的力量。然後，大澤氏談到土豪如何藉著鄉土防衛者的身分，

與地域社會的人們建立支配關係。而支撐土豪行為背後的經濟力量，大澤氏點出

為往後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23 

    佐竹靖彥與大澤正昭的研究，都在唐末五代地方勢力生產關係的基礎上，強

調流通經濟，也就是商業的重要性。而大澤正昭更進一步關注土豪於地方擁有的

武裝力量。不過，穴沢彰子在〈唐宋変革期における社会的結合に関する一試論

－自衛と賑恤の「場」を手掛かりとして－〉，想要尋找經濟關系以外，於地域

社會新的結合原理。穴沢氏認為儘管大澤正昭注意到土豪的武力，以及鄉村防衛

者的角色，依然重視他們仰賴的經濟實力。因此，穴沢氏參考了谷川道雄和川勝

義雄提出的「鄉論重層結構」，以及森正夫的地域社會論，重新檢視唐末自衛義

軍這類武裝集團，然後提出「錢、人、物（カネ、ヒト、モノ）」三種結合的紐

帶。「錢」就是經濟關係；「人」為由父老、任俠秩序建構的理念；「物」為武器

於社會流通帶來的防衛手段。地方有力者利用以上三種結合的方式，達到對於地

域社會合理的支配。另外，除了地方有力者為首的團體，穴沢氏認為唐宋變革期

的地域社會當中，實際上呈現多元的共同體併存的情況。透過佛教信仰為中心結

成的「社」，就提供了另一種類型共同體的良好例子。24 

    穴沢彰子於〈唐・五代における地域秩序の認識―郷望的秩序から父老的秩

序への変化を中心として―〉，則是集中討論「人」的結合原理。穴沢氏認為從

                                                      
21 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同朋舎，1990）。 
22 大澤正昭，〈唐末・五代の在地有力者について〉，收錄在柳田節子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編集委

員会編，《中国の伝統社会と家族》（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 129－149。 
23 大澤正昭，〈唐末・五代「土豪」論〉，《上智史学》卷 37，（1992：東京），頁 139－161。 
24 穴沢彰子，〈唐宋変革期における社会的結合に関する一試論－自衛と賑恤の「場」を手掛か

りとして－〉，《中国—社会と文化》14 期，（1999：東京），頁 9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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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的鄉望發展到後期的父老秩序，呈現比階級關係更為圓滑的結合原理。

同時，穴沢氏再度強調佛教勢力於地域社會發揮的影響，不但從德政碑看到僧侶

扮演政府與社會的中介角色，也有寺院與地方有力者一同資助社會的公共事業。

寺院等於成為組織當地人力、物力的媒介。穴沢氏認為寺院與地方的官吏、耆老

同為主導唐代後期地域社會的力量。25 

    相對於穴沢彰子嘗試提出地域社會新的結合方式，山根直生於〈唐末五代の

徽州における地域發達と政治的再編〉，同樣談到人、物、錢（ヒト、モノ、カ

ネ）的概念，但是更重視推動這些要素於地方流通的條件，延續了佐竹靖彥與大

澤正昭的脈絡。山根氏以唐代歙州地區為例，指出當地建立起跨越山地的交通、

商業網絡，明確推動地域社會各種的變化。唐末歙州婺源縣的汪武集團，憑藉掌

握縣內的交通節點，與茶葉流通貿易，從自衛集團晉升為統合一縣的地方勢力。 

即使為勢力更大的楊行密集團，同樣奠基於廣域交通網絡和地方秩序的整合。
26
 

    山崎覚士的〈唐末杭州における都市勢力の形成と地域編成〉，也討論到支

持地方武裝集團的社會經濟基礎，並且進一步深入區域內部經濟型態的差異。位

於長江南部低地三角洲的浙西地區，當地的武裝集團借重大運河與錢塘江的交通

便利性，結合鹽業帶來龐大的利益。至於錢塘江南方山地的浙東地區，於山間建

寨的自衛集團，則是反映當地居民躲避戰亂，以及進行山地地區開發的結果。此

外，山崎氏分析杭州各個勢力結合的型態，回應穴沢彰子武器流通網絡的觀點。

山崎氏指出杭州方面的勢力主要採取相互聯姻的手段，為研究提供更多不同的開

展方向。27 

    後來，大澤正昭於〈唐末から宋初の基層社会と在地有力者：郷土防衛・復

興とその後〉再度從鄉土防衛和復興的層面，分析唐末五代出現的地方有力者。

大澤氏指出地域社會陷入危機，地方有力者組織的防衛活動裡面，確實潛藏形成

共同體的可能性。不過，在共同體成形以前，地方有力者就藉著本身的經濟基礎

，持續進行土地佔有或商業貿易，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簡言之，大澤氏認為對

於地方新興勢力的研究，他們依靠的經濟根基仍然為不可忽視的重點。28 

    針對唐代後期地方新興勢力，學者們最初透過經濟關係的角度，探討地方勢

力得以成長的基礎，並且從土地所有轉向看重商業流通的重要性。與此同時，也

有學者另闢蹊徑，提出經濟關係以外的結合原理，想要找尋地方勢力的共同體性

質。其中，也注意到佛教於地域社會發揮的作用。如同後來大澤正昭的研究，應

該如何看待地方勢力擁有的不同特質，以及這些特質彼此之間的互動，為往後的

研究有待進一步探討的課題。在這個過程中，有必要將不同地域的特徵，甚至是

                                                      
25 穴沢彰子，〈唐・五代における地域秩序の認識―郷望的秩序から父老的秩序への変化を中心

として―〉，《唐代史研究》5 卷，（2002：東京），頁 46－71。 
26 山根直生，〈唐末五代の徽州における地域發達と政治的再編〉，《東方学》103 輯，（2002：東

京），頁 80－97。 
27 山崎覚士，〈唐末杭州における都市勢力の形成と地域編成〉，《都市文化研究》7 卷，（2006：

大阪），頁 20－33。 
28 大澤正昭，〈唐末から宋初の基層社会と在地有力者：郷土防衛・復興とその後〉，《上智史学》

58 卷，（2013：東京），頁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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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內部的差異，帶入整個研究的視角當中。 

 

四、唐代劍南地區的發展 

 

    最後一個部分的回顧，將回到韋君靖勢力所在的劍南地區，集中討論唐代劍

南地區在政治、社會、經濟，與部分佛教方面的發展。日本學者松井秀一率先對

於唐代劍南地區進行綜觀性的研究。松井氏透過兩篇文章的篇幅，主要以安史之

亂作為前後分期，討論劍南地區出現的變化。首先，松井秀一於〈唐代前半期の

四川―律令制支配と豪族層と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て〉，認為前期的關鍵為唐朝於

劍南地區建立的律令體制，與其崩壞的過程。唐朝的支配體制造成劍南地區出現

大量的逃戶、流民，間接增強地方豪族的力量。唐朝為了重新強化在劍南地區的

控制，也曾經對當地的獠展開戰爭，藉此獲得失去的勞動人口。儘管如此，唐朝

的力量仍然於武曌時期走向衰弱，原有的支配體制經歷安史之亂就快速崩解。於

劍南地區的發展也進入後期階段。
29 

    松井秀一於〈唐代後半期の四川―官僚支配と土豪層の出現を中心として〉

，接著討論唐代後期劍南地區的轉變。松井氏認為藩鎮體制主導了這個時期劍南

地區的局勢。西川和東川節度使與地方豪族結合，來達到於劍南地區的有力支配

。而南詔在唐憲宗在位年間取代吐蕃，成為劍南地區主要的外部壓力，促成地域

社會中地方武裝集團的興起，同樣為影響劍南地區改變的因素之一。後來，劍南

地區在唐末從阡能之亂開始，發生一連串的動亂事件，進一步造就地方土豪等自

衛集團的崛起。這些自衛集團不但成為五代王建集團積極掌握的對象，也影響往

後宋代的轉變。30 

    松井秀一關注的重點為唐朝支配體制與地域社會之間的互動，如何影響劍南

地區的局勢。相較於此，馬劍〈唐宋時期四川地區州縣置廢的考察〉，則是利用

州縣行政設置的更動，討論劍南地區在政治、社會、經濟等層面出現的改變。舉

例來說，唐初設置的州縣大部分是為了掌握地方的豪族，或是鹽、銅一類的自然

資源。隨著時間的推移，也看到劍南地區的人口增長和唐朝對獠戰爭的跡象。至

於安史之亂過後設置的州縣，則是反映當時唐朝面臨的逃戶、流民的問題。從劍

南地區的州縣建置與廢棄情況，確實能夠瞭解這個地區不同時期的特徵。31 

    馬劍除了討論劍南地區州縣層級的變動，在〈唐代劍南道之分合〉將視野提

高到更上一層的道，嘗試分析劍南道演變為東、西兩川體制的原因。其中主導唐

朝抉擇的要因，不只包含當時朝廷的政治鬥爭，也帶有劍南地區本身外患的威脅

。最後，唐朝為了安撫西山兵馬使崔旰（寧）的叛亂，正式確定了西川、東川節

                                                      
29 松井秀一，〈唐代前半期の四川―律令制支配と豪族層と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て〉，《史学雑誌》

71 卷 9 号，（1962：東京），頁 1—37。 
30 松井秀一，〈唐代後半期の四川―官僚支配と土豪層の出現を中心として〉，《史学雑誌》73 卷

10 号，（1964：東京），頁 46—88。 
31 馬劍，〈唐宋時期四川地區州縣置廢的考察〉，《歷史地理》24 輯，（2010：上海），頁 5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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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使的架構。32經歷整個劍南道至兩川體制的過程，提示了需要藉由多重的角度

，分析影響唐朝進行決策的因素。 

    另外，在唐代劍南地區政治發展中屢次出現的獠，自從南北朝以來一直是影

響劍南地區重要的土著人群，因此已經有許多學者進行豐富的研究。33日本學者

川本芳昭發表過一系列的文章，談論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時期劍南地區土著人群

的活動。34其中，川本芳昭在〈民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みた北朝後期段階におけ

る四川地域の状況について〉，引用松井秀一的研究成果為切入點，指出獠繼承

南北朝時期發展的基礎，於唐代依舊擁有相當的勢力。而唐朝於劍南地區設置州

縣的時候，不斷進行與獠之間的互動。在這個過程裡面，朝廷就逐漸強化對獠的

控制，並且深入屬於獠勢力範圍的山地地區。35 

    至於劍南地區的經濟層面，除了基本的自然資源，或是農業、手工業等經濟

活動，另外一個重點為當地的商業貿易與支撐其發展的交通網絡。黃敏枝於〈唐

代成都的經濟概況〉，討論到劍南地區農業、手工業、商業的情況。黃氏提到劍

南地區與其他區域的商業貿易，如劍南地區以蜀錦聞名的紡織業，就輸出到關中

地區和長江中下游，以及域外的吐魯番、南詔地區。隨著劍南地區經濟的發展，

地方上出現固定的市集，和蠶市、藥市這類特定商品的集市。36 

    嚴耕望於《唐代交通圖考‧山劍滇黔區》考證唐代西南地區的交通網絡，說

明劍南地區連結關中地區、長江中下游的路線，還有通往西域、吐蕃、南詔地區

的交通管道。37嚴氏進一步在〈唐五代時期之成都〉，認為左右成都商業貿易的關

鍵，在於本身具備的經濟基礎以外，就是劍南地區這些溝通中國境內和域外交通

網絡的幫助。38另外，盧華語的《唐代西南經濟研究》也討論到西南地區（劍南

道、山南道、黔中道）的經濟發展。其中，盧氏分析當地商品市集的分佈位置，

看到有很多聚落集中在長江流域的沿岸上，凸顯出劍南地區交通網絡的重要性。
39 

                                                      
32 馬劍，〈唐代劍南道之分合〉，《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 29 卷 4 輯，（2014：西安），頁 41－46。 
33 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獠的研究成果，可以參考呂春盛，〈魏晉南北朝時代的「獠族」與西南土

著社會的變遷〉，《成大歷史學報》第 35 號，（2008：台南），頁 51—80。 
34 川本芳昭一共發表了三篇文章，分別為〈民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見た魏晋段階における四川

地域の状況について〉，收錄在唐代史研究会，《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東京：刀水

書房，1999），頁 257—277；〈民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みた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期段階における四川

地域の状況について〉，《史淵》136 輯，（1999：福岡），頁 1—25；民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みた

北朝後期段階における四川地域の状況につい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27 号，（1999：東京），

頁 1—25。這些文章後來收錄在氏著，《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東京：汲古書院，

2015）。 
35 川本芳昭，〈民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みた北朝後期段階における四川地域の状況について〉，

頁 1—25。 
36 黃敏枝，〈唐代成都的經濟概況〉，《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9 期，（1987：台北），頁 55－109。 
37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

1986）。 
38 嚴耕望，〈唐五代時期之成都），收錄在氏著，《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台北：聯經出版社，

1991），頁 239—245。 
39 盧華語，《唐代西南經濟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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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有關劍南地區佛教方面的回顧，將重心放在佛教與當地社會結合的情

況。肥田路美於〈四川盆地西端州地区の摩崖造像〉，整理了唐代邛州地區摩崖

造像的地理位置。位於邛州南方的造像呈現帶狀分佈，和當地鹽井遺址的所在地

重疊，肥田氏推測造像與運鹽路線上形成的聚落有關。而邛州其他地區的造像，

同樣看得到與交通路線，或水利設施有所關連的跡象。對於這些造像分佈反映的

現象，肥田氏認為當時人們要在丘陵、山地地區建造佛像，自然擁有相應的動機

和經濟實力，其中一個特徵就是摩崖造像和交通節點的結合。這些地方不僅是人

口集中、流動頻繁的地點，在戰爭期間也成為軍隊進出的場所，因而增加祈求旅

途平安、當地社會安全的宗教需求。在這一層的意義上，邛州作為劍南地區土著

人群活躍的範圍，或許也提供了當地造像相當大的誘因。40 

    大島幸代在〈成都宝暦寺の創建と発展〉，談到唐代後期於成都建立的寶曆

寺，與寺內供奉的毘沙門天像和當地社會的關係。大島氏指出寶曆寺最初創立的

時候，韋皋連帶將寶曆寺周遭地區開發為適合的居住環境，並且迅速發展為一處

蓬勃的市集。而安置於寶曆寺內的毘沙門天像，則發揮出毘沙門天信仰中的軍神

形象，具備保衛劍南地區，以及整個唐帝國的意涵。基於毘沙門天信仰這層原因，

寶曆寺獲得了歷任節度使的支持。41大島氏所分析於寶曆寺和毘沙門天像代表的

狀況，都與肥田路美對於邛州摩崖造像的研究，有著相當類似的結論。 

    另外，丸山宏在〈仏教受容に関する接触論的の考察―六朝隋唐の四川をテ

ーマとして〉，提示了劍南地區佛教於其他方面的可能性。丸山氏關注佛教進入

劍南地區以後，與當地社會接觸產生的地域特色。擔任傳播角色的佛教僧人，他

們一方面要面對原本盛行於蜀地的道教；另一方面則是遇到地方土著人群的蠻、

獠。佛教如何處理劍南地區的道教與土著人群，丸山氏就是未來理解劍南地區佛

教轉變的重要課題。42 

 

 

 

 

 

 

 

 
                                                      
40 肥田路美，〈四川盆地西端州地区の摩崖造像〉，收錄在奈良美術研究所編，《仏教美術からみ

た四川地域》（東京：雄山閣，2007），頁 173—218。 
41 大島幸代，〈成都宝暦寺の創建と発展〉，收錄在奈良美術研究所，《仏教美術からみた四川地

域》（東京：雄山閣，2007），頁 246－268。 
42 丸山宏，〈仏教受容に関する接触論的の考察――六朝隋唐の四川をテーマとして〉，收錄在

野口鐵郎編，《中国史における乱の構図》（東京：雄山閣，1986），頁 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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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論旨與章節安排 

 

    本篇論文的主旨，是要透過韋君靖刻石提供的線索，討論唐代後期劍南地區

在政治、社會方面出現的轉變。一方面，韋君靖的官職「昌、普、渝、合四州都

指揮」，不僅代表韋君靖能夠控制的勢力範圍，也包含了隋、唐政權於劍南地區

行政規劃演變的脈絡。另一方面，韋君靖於龍崗山上興築的「永昌寨」，除了提

供當時一個地方聚落可能的樣貌，也包含了唐朝在劍南地區支配型態的轉變。結

合兩個方面的討論，能夠理解韋君靖勢力形成的背後，唐代後期劍南地區賦予的

諸多條件。在這個基礎之上，進一步將韋君靖刻石視為一個中間點，得以連結唐

宋之際於劍南地區，甚至是整體中國史的改變，然後發展出更多豐富的研究。 

    在章節安排的部分，將會以韋君靖刻石為出發點，展開兩個方面的討論。首

先，第二章為「隋唐時期劍南地區行政建置的演變」，重心為韋君靖統轄的昌、

普、渝、合四州，也就是後來武信軍的管轄範圍。這個區域於隋到唐代在行政區

劃上調整的脈絡，並且嘗試找出這段期間發揮影響的主要因素。第一節為「劍南

地區的兩面性」，利用劍南地區本身的地理環境與交通條件，凸顯這個區域擁有

的特殊性，瞭解隋、唐政權的重視程度。第二節為「隋朝於劍南地區的統治」，

從隋朝接管劍南地區開始，依據各種不同情況的發生來採取相應措施，達到對於

地方有效的統治。第三節為「唐朝對劍南地區的調整與定型」，看到唐朝在前代

行政架構的基礎上，繼續進行調整來符合自身政權的需求，最後演變為唐末武信

軍的發展歷程。 

    第三章為「鎮與地方聚落的形成」，將目光從昌、普、渝、合四州的規模，

轉而聚焦在韋君靖所建的永昌寨，討論其作為一新興地方聚落的可能性。除了透

露出當時於地域社會中運作的力量，永昌寨也反映藩鎮體制為劍南地區帶來的轉

變。第一節為「永昌寨的特質」，藉著韋君靖刻石對於永昌寨的形容，理解永昌

寨本身於軍事、行政、佛教各方面的性質。第二節「聚落形成的要素：軍事、商

業、佛教」，接續永昌寨中展現的軍事、商業、佛教要素，不僅試著瞭解三項要

素於地域社會相互結合的情況，也能夠窺探地方聚落可能具備的樣貌。第三節「劍

南地區的支配型態」，則是回歸永昌寨作為藩鎮底下鎮的一面，討論這些逐漸於

劍南地區擴散的鎮，為後來唐朝支配體制造成的影響，並且連結到五代前蜀政權

的發展。 

    透過上述兩個章節的內容，希望得以對於整個韋君靖勢力出現的背景，有著

更深一層的理解，並且回應唐代後期於劍南地區政治、社會諸多方面的轉變。最

後一章「結論」，除了總結前面兩章的內容以外，想要更進一步追問韋君靖刻石

看到的現象，與後來唐末五代至宋代的發展之間，究竟包含如何的轉變與抉擇。

希望藉由這些提問，得以為未來研究的展開提供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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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隋唐時期劍南地區行政建置的演變 

 

    本章的出發點為韋君靖領有的「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也就是後來

武信軍的管轄範圍。這個區域形成一個獨立行政單位的原因，不只包含唐末劍南

地區政治局勢的影響，也能夠往前追溯隋、唐兩代於地方行政規劃的發展。這點

就成為接下來想要討論的方向，將會著重在隋、唐政權對於劍南地區行政建置的

調整，藉此觀察兩個政權遭遇到的問題，以及對應的解決方法。希望透過這樣的

方式，找出於劍南地區影響隋朝、唐朝的共同因素，深入理解唐末韋君靖勢力形

成背後的脈絡之一。 

 

第一節、劍南地區的兩面性 

 

    所謂「劍南地區」指涉的區域，為唐朝貞觀年間確立的劍南道，後來於唐代

宗時期劃分為西川、東川兩道，也是當時人們認識的「蜀地」之範圍。1劍南地

區過去在戰國時期被秦國納入統治範圍，成為支援秦國勢力擴張的後勤基地。其

後的劉邦政權也仰賴蕭何鎮守於劍南地區，持續提供前線部隊的補給，為西漢政

權建立的基礎。在兩漢交替之間，有公孫述於劍南地區成立短暫的獨立政權；漢

末則出現劉焉的勢力，以及取而代之的蜀漢政權。後者於劍南地區形成割據一方

的力量，與曹魏、孫吳政權相互競爭。而在司馬氏政權招降蜀漢以後，就在劍南

地區建造船艦，利用長江流域的優勢來攻打下遊的吳國。 

    西晉統一中國以後，劍南地區直到東晉末年才出現新的地方勢力，為李特建

立的成漢政權。成漢統治劍南地區帶來最大的影響，在於將南方䍧柯地區的獠引

入劍南地區。在此之後，獠逐漸於劍南地區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轉變為往後政

權都不能忽視的土著人群。而成漢政權維持不滿五十年的時間，就被桓溫率領的

軍隊擊敗，不過東晉政權很快也從內部瓦解，進入了南北朝的時代。 

    到了南北朝的階段，劍南地區成為南北方政權彼此角力的地帶。北魏曾經派

遣刑鑾攻下劍南地區的北部，不過南梁也在經歷數場戰事以後，奪回北魏佔領的

地區。隨後，擔任南梁益州刺史的武陵王蕭紀，趁著當時梁朝中央情勢不穩，決

定在劍南地區自行稱帝，打算取代位於建康的朝廷。在蕭紀的目的達成之前，西

魏的宇文泰任命尉遲迥向益州展開攻擊，不久之後就攻陷成都。自此到隋朝消滅

陳朝為止，劍南地區一直處在北方政權的統治底下。 

    在周隋之際，地方上數名總管由於不滿楊堅把持朝政，於各自管轄的地區起

兵反抗，益州總管王謙也在劍南地區舉起反旗。隋朝在解決王謙引發的動亂以後，

正式展開對劍南地區的統治。隋朝也仿效先前的政權利用劍南地區的地理優勢，

                                                      
1 張偉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區域及地理意象〉，收錄在李孝聰編《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上

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頁 353。 



	 	

doi:10.6342/NTU201602126

16 
 

展開針對陳朝的攻勢。後來在隋末大亂的時候，劍南地區沒有受到太大的波及，

唐朝也迅速招撫當地的豪族、土著人群，將之收歸於自己的統治範圍。 

    對於唐朝來說，劍南地區一直為相當重要的區域，不論是唐太宗時期的貞觀

十道，或是唐玄宗的開元十五道，都包含劍南道在內，並且在唐代後期將劍南道

劃分為西川、東川來管理。此外，身在長安的皇帝遇到緊急危難的時刻，也選擇

劍南地區作為避難的地點。例如安史之亂和黃巢之亂，唐玄宗與唐僖宗都曾經移

駕成都，藉此躲避當時叛軍的攻擊。 

    透過上述從戰國時期到唐代的發展過程，劍南地區長久以來為相對獨立的地

域社會，並且為歷代政權仰賴的後勤基地，甚至為割據勢力提供良好的基礎。劍

南地區能夠發揮如此的功能，有一部份歸因於本身地理環境的特殊性。這點也影

響到隋、唐兩代政權治理劍南地區，於調整地方行政規劃的考量。所以，接下來

會從劍南地區的地形和交通兩個方面，討論其呈現的封閉性、開放性，藉此瞭解

這個地區的地域特色。 

    從現代地理學的角度來看，劍南地區不但涵蓋了大半的四川盆地，還可以進

一步區分出兩個不同的地理區域。首先，為位在四川盆地西側，以成都為核心的

平原地帶，包含唐代的益州、彭州、蜀州、邛州、眉州、嘉州。接著，是遍布相

當大範圍的丘陵地帶，跨越了劍南、山南兩道的州縣。在劍南方面有劍、梓、棉、

簡、遂、合、渝、昌、陵、資、榮、戎、瀘等十三州；山南方面為利、閬、果、

巴、蓬、渠等六州。2 

    劍南地區的平原、丘陵地形分佈情況，大致等同唐代後期西川、東川節度使

掌握的區域。至於同樣處於丘陵的山南地區，則是與部分山南西道重疊。換言之，

四川盆地的平原、丘陵地區，實際上包括了西川、東川，與山南西道，也就是後

人並稱的「劍南三川」地區。3因此，地理形勢不僅影響唐朝地方行政的安排，

同時凸顯劍南、山南兩個地區的親近性。 

    除了內部地理環境帶來的差異，環繞四周的地形也改變劍南地區的發展。橫

亙於劍南地區北方的秦嶺、大巴山地，阻隔與關中地區的聯繫；以平原西側的邛

州為分界，朝向西方的地勢逐漸向上攀升，連結到吐蕃所在的青康藏高原；往平

原、丘陵地帶的南方前進，經過大渡河、岷江水系以後，通向南詔活動的雲貴高

原；至於東方就是綿延治山南地區的丘陵地帶。 

    在周遭被山地、丘陵環抱的形勢下，劍南地區自然成為一個封閉的區域。不

過，搭配內部自然環境的條件，這點就轉換為地域穩定發展的優勢，進而成為各

方勢力爭奪、佔據的要點。如前所述，南北朝時期的北方政權，數次利用劍南地

區為進攻南方的前線基地。隋末唐初之際，唐高祖迅速招撫山南、劍南地區的勢

力，使得兩地沒有受到戰爭太多的波及，才得以支撐唐政權初期的穩定。唐初中

央曾經讓人民「就食劍南」，解決當時困擾關中地區的缺糧問題。安史之亂、黃

                                                      
2 盧華語，《唐代西南經濟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頁 10。 
3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六〈唐紀五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56），頁 7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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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之亂爆發，唐玄宗、唐僖宗都選擇逃往西南方的成都避難，重視劍南地區擁有

的地域條件。4 

    劍南地區得以形成自立的地域社會，不只依靠周遭地勢的屏障，與豐富的自

然資源，本身具備連結唐朝域內、域外的交通網絡，也是相當關鍵的要素之一。

前者主要為通往關中地區、長江中下游，以及溝通三川地區的交通路線；後者則

是朝向西域、吐蕃、南詔三方勢力的連絡要道，以下將針對各條路線進行簡單的

介紹。 

    首先，為內部劍南與關中地區之間的連絡道路，以成都、漢中、長安為其中

三個重要的節點。從長安出發翻越秦嶺，抵達漢中的方式共有陳倉道、褒斜道、

讜駱（駱谷）道、子午道四條路線。5自漢中繼續往成都方向邁進，經過西南的

利州以後，也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是在利州益昌縣穿過劍閣道，進入劍南東

北方的劍州，然後往綿州、漢州的方向行走，最後到達成都。二是依循嘉陵江南

下到閬州，隨即轉往西南的梓州、漢州，同樣來到成都。
6 

    成都通往長江中下游的路途，則是採取水、陸路並用的方式。透過陸路南下

至眉州、嘉州，接著銜接上東西向的岷江水系。沿途路經東南的戎州、瀘州，來

到劍南、山南地區交會的渝州，直接進入長江流域。同時，渝州也是連結三川地

區的重要節點，在於當地為岷江、嘉陵江匯流之處，能夠藉著水系串連劍南、山

南地區的交通。7 

    另外，儘管東川、山南地區含有大範圍的丘陵地形，不過利用山區之間的谷

地，同樣建構起往來移動的通道。例如，遂州作為其中一個交通節點，除了縱貫

東川方面梓州到瀘州的路線，還可以連結到山南地區的果州，掌握了另一條東川

地區前往長安的道路。因此，透過劍南和山南地區在河川、山谷之間的通道，就

能建立連繫兩地的交通網絡。8 

    接著，為劍南地區向域外的交通網絡。從益州開始朝西北方向前進，通過隴

右地區、河西走廊，就會抵達西域，甚至是更遙遠的中亞地區。於南北朝時期，

北方政權佔領關隴地區的緣故，南朝一度另闢蹊徑，繞道吐谷渾北上敦煌，以此

溝通西域的勢力。9這條路線不只政權之間的交流，也是商業貿易的路線，於劍

南地區看到中亞粟特人過境的痕跡。10 

    在劍南地區西側的茂、雅、黎、巂州，則有數條路徑通往吐蕃所在的青康藏

高原。從位於最北方的茂州出發，一是往西北路經平戎城、蓬婆嶺；二是向西方

                                                      
4 藍勇，〈唐代長江上游地域空間的三大地位〉，收錄在李孝聰編，《唐代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

頁 142—143。 
5 李孝聰，《中國區域歷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95－97。 
6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5—1986），

頁 1166—1169。 
7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頁 1172—1178。 
8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頁 1172—1178。 
9 唐長儒，〈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道交通〉，收錄在氏著，《唐長儒文存》（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6），頁 486—511。 
10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東京：講談社，2007），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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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去維州，通過滴博嶺，就能夠抵達吐蕃境內。而茂州下方的雅州，需要穩定地

方的羌、蠻勢力，才能進入夏陽（靈關）道、和川（夔松）道、始陽道，抵達最

後的目的地。至於更南邊的黎州、巂州，前者從漢源縣向西渡過大渡河之後，不

久就是吐蕃的境內；後者以越巂縣為起點，向北行至臺登縣，分別有柳強鎮、曲

羅兩個入口，能夠直接前往吐蕃。11 

    最後，為唐代後期崛起的南詔，其位處的雲貴高原，也分成兩條主要的連絡

道路。其一，為清溪關道，基本上延續成都往吐蕃的路線，筆直穿越邛、雅、黎、

巂州以後，更南方的姚州就是與南詔之交界處。其二，為石門關道，藉由岷江的

便利性南下到嘉州、戎州。然後，沿著戎州開邊縣、石門鎮的方位前進，就抵達

西南的南詔。12此外，南詔也是通往東南亞、南亞地區的中繼站，為劍南地區提

供更多的交流空間。 

    透過對於地形、交通方面的理解，看到劍南地區本身擁有的兩面性。一方面

在地理形勢上幾乎被山地、丘陵包圍，呈現相對封閉的狀態。不過，配合內部的

自然資源、經濟發展，劍南地區形成一個獨立的區域。另一方面，劍南地區不僅

對內連結中國南、北兩個區域，對外溝通鄰近的域外政權，甚至遠到中亞、南亞、

東南亞等地區，成為西南交通網絡的核心。 

    這樣的情況下，劍南地區自然成為隋、唐兩代政權重視的對象，都在思考如

何有效控制這個區域，透過不斷調整地方行政規劃，來符合統治的合理性。在這

個過程中，不只劍南地區本身的地理形勢、交通條件發揮影響，同時看到地域內

部其他的誘因，為接下來討論隋、唐兩代政權於劍南地區的發展，將會集中探討

的核心課題。 

 

 

 

 

 

 

 

 

 

 

 

 

 

 

 

                                                      
11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頁 973－995、1258－1269。 
12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第四卷‧山劍滇黔區》，頁 1179—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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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唐代劍南道行政區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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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隋朝於劍南地區的統治 

     

    經歷南北朝長久以來的對抗，楊堅於 581 年（隋文帝開皇元年）建立隋朝，

然後在 589 年（隋文帝開皇九年）消滅南方的陳朝，將中國納入單一政權的統治

底下。為了維持新政權的穩定，隋朝開始整頓地方行政，藉此滿足治理的需求。

其中，隋朝也陸續調整劍南地區的配置，不但包含全國性政策的緣故，同時回應

劍南地區面臨的問題，特別是與當地土著人群，也就是獠之間的互動。所以，在

這一節的部分，著重隋朝於劍南方面的行政規劃，以及背後主導政權考量的因

素。 

     

一、隋朝統治的展開以及初期措施 

 

    在隋朝成立前夕，朝廷於治理劍南地區的第一個課題，為平定北周的益州總

管王謙，在 580 年（北周靜帝大象二年）於益州掀起的叛亂。當時事件的起因為

北周宣帝於正陽宮駕崩，遺詔任命楊堅為左大丞相，代替年僅八歲、即位才兩年

的靜帝掌管朝政。楊堅趁著這個機會，開始安插自己的政治勢力，其中之一就是

替換地方上握有軍權的各州總管。13 

    楊堅的行為就引起這些總管的反彈。同年六月，相州總管尉遲迥拒絕接受調

職的命令，決定起兵反抗楊堅集團。不久之後，青州總管尉遲勤、鄖州總管司馬

消難，以及益州總管王謙，各自在原本的轄地舉起反旗，形成龐大的勢力。14而

王謙方面影響的範圍有： 

時〔隋文帝秉政〕，（王）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勢。

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

邛、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

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多從之。15 

最初宣帝去逝、楊堅掌政的時候，王謙曾經派遣部下賀若昂，前往長安謁見新任

的皇帝，同時觀察朝廷的局勢。回到益州之後，賀若昂將情況據實以報。王謙基

於過去受到北周的恩惠，意圖解決楊堅把持政權的現狀。於是王謙動員益州總管

底下十八州的兵力，討伐人在中央的楊堅。除了王謙本身招集的軍隊，不在統轄

內的嘉、渝、渠、蓬、隆、通、興、武、庸州的人們，也紛紛加入王謙的陣營，

使得他的勢力範圍擴大到山南地區。16 

    面對地方發起的叛亂，楊堅方面指派韋孝寬、楊素、王誼等人，兵分多路來

                                                      
13 《周書》卷八〈靜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1），頁 131。 
14 《周書》卷八〈靜帝本紀〉，頁 131—133。 
15 《周書》卷二十一〈王謙傳〉，頁 353。 
16 嚴耕望考證北周益州總管的領州，除了王謙這裡管轄的十八州，過去也看到有二十四州、三

十一州的情形。在 559 年（北周明帝武成元年）齊王宇文憲接任益州總管，所管二十四州裡面包

含巴、隆二州。嚴耕望懷疑二十四州裡面也包含蓬州和渠州，反映益州總管轄區向東擴張的情況。

追隨王謙起事的十州，或許就展現益州總管這方面的傾向。詳見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

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1963），頁 467—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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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不同地區的勢力。17在得知王謙於益州反叛以後，楊堅就任命原先接任益州

總管的梁睿為行軍元帥，帶領于義、張威、達奚長儒等行軍總管，以及二十萬的

軍隊，前往討伐王謙： 

高祖總百揆，（梁睿）代王謙為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攻始州，

睿不得進。高祖命睿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

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謙將敬豪守劍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

來降。謙又令高阿那肱、達奚惎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惎分兵據開

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劍閣，大將軍宇文敻詣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
18 

在梁睿赴任劍南地區的途中，王謙已經出兵佔領始州，等於箝制長安通向益州的

道路。因此，楊堅方面旋即改任梁睿為行軍元帥，直接用武力朝成都方向推進，

也順利抵達劍南東北的劍閣，奪回掌握交通往來的要地。當時正在攻打利州的王

謙部將高阿那肱、達奚惎，分兵固守地方的險要，藉此拖延梁睿的攻勢。 

    作為反制的策略，梁睿同樣分散自己的軍隊，命令拓拔宗駐紮劍閣；宇文夐

前去巴西；趙達則是率領水軍佈防於嘉陵江上。如此一來，梁睿的軍隊封鎖了劍

南地區對外的數條交通路線，展開對王謙勢力的包圍網。儘管王謙嘗試阻擋梁睿

的進攻，仍然在該年十月以失敗收場。同一時間，楊堅也逐漸剷除其他地區的反

抗勢力，於是在 581 年（北周靜帝大定元年；隋文帝開皇元年）接受北周靜帝的

禪讓，正式代周為隋。19 

    隋文帝楊堅登基以後，隋朝首要的目標為確保政權內部的穩定。有鑑於北周

的教訓，朝廷決定分封皇子為王，派遣他們出鎮重點地區來鞏固權力。20或許是

擔心尉遲迥、王謙等人的殘存勢力，於 581 年指派晉王楊廣為并州總管，越王楊

秀為益州總管，後者同時改封為蜀王。21而這類穩定地方的措施，於 589 年隋朝

平定南方的陳朝，同樣設置荊州、揚州總管府，並且以皇室成員的楊素、楊廣擔

任總管。22 

    回到益州總管府的部分，在 582 年（開皇二年）改置為西南道行臺，隨即於

一年後（開皇三年）恢復為益州總管府。不過，總管府與行臺的長官皆為蜀王楊

秀，所以實質上沒有太大的改變。23至於建置益州總管的原因，不外乎受到先前

王謙叛亂的影響，隋朝相當重視劍南地區提供割據勢力形成的條件： 

                                                      
17 《周書》卷八〈靜帝本紀〉，頁 132－133。 
18 《隋書》卷三十七〈梁睿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 1125－112 
19 《周書》卷八〈靜帝本紀〉，頁 134、136。 
20 《隋書》卷六十二〈元巖傳〉，頁 1476：「時高祖初即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

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為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 
21 《隋書》卷一〈高祖本紀〉，頁 14—15。 
22 最初，隋朝任命秦王楊俊為揚州總管，不久之後改為晉王楊廣接任。詳細荊州、揚州總管府

設置的情形，散見於《隋書‧高祖本紀》、《隋書‧煬帝本紀》、《隋書‧秦王楊俊傳》、《隋書‧地

理志》。 
23 《隋書》卷一〈高祖本紀〉，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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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郡、臨卭、眉山、隆山、資陽、瀘川、巴東、遂寧、巴西、新城、金山、

普安、犍為、越巂、䍧柯、黔安，得蜀之舊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

陸所湊，貨殖所萃，蓋一都之會也。昔劉備資之，以成三分之業。自金行

喪亂，四海沸騰，李氏據之於前，譙氏依之於後。當梁氏將亡，武陵憑險

而取敗，後周之末，王謙負固而速禍。24 

在《隋書‧地理志》羅列了劍南、山南地區的十六郡，為所謂過去的「蜀地」範

圍。25這個區域的特質，在於四周環繞的天險、山地和河流提供的屏障；同時為

水、陸交通輻輳的地點，為商旅貿易的集散地。集合兩方面的條件，蜀地就成為

一重要的核心地區，為漢末以來的蜀漢、成漢、譙縱、武陵王蕭紀，還有王謙等

人能夠割據一方的要因。 

    隨著整個政權慢慢穩定下來，隋朝於 583 年派遣使者巡察天下的情勢，然後

開始整頓地方行政制度。隋朝決定廢除境內所有的郡，改成州來取代郡的位置。
26朝廷的目的是為了重新調整行政的編組，藉此提升整體的效率，以強化對於地

方的統治。27至於，在劍南地區進行廢郡置州的同時，隋朝連帶利用合併、新設、

廢置的方式，調整各州底下轄縣的數量，來符合統治上的合理性。28 

     

二、隋朝與當地土著人群的接觸 

 

    在這個過程中，隋朝接觸到劍南地區原有的地方勢力，為土著人群的獠。屬

於新置縣之一的威遠縣，在《隋書‧地理志》提到該縣建於開皇初年；29而《元

和郡縣圖志》記載：「隋開皇三年於此置威遠戍以招撫生獠，十一年改戍為縣。」

最初，威遠縣以軍事堡壘的戍，作為與當地生獠溝通的據點。有待隋朝的力量穩

固以後，才在 591 年（開皇十一年）正式升格為縣。30 

    如前所述，這些生獠為廣泛分佈在劍南地區的土著人群。南北朝以來各個政

權於治理劍南地區的時候，經常遭遇到這些活躍於當地的獠。歷代的政權利用羈

縻或武力征服的方式，嘗試取得對獠的有效控制。31不過，獠最初並非以劍南地

                                                      
24 《隋書》卷二十九〈地理上〉，頁 830。 
25 各郡於隋代的地理劃分參考《隋書．地理志》，其中位在山南地區的郡為巴東、巴西、䍧柯、

黔安郡。 
26 《隋書》卷一〈高祖本紀〉，頁 20。 
27 王德權談到過去學者討論隋文帝廢郡的用意，多半理解為隋文帝提升地方行政效率的政策，

而王德權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新的看法。對於這次隋文帝「罷天下諸郡」，王德權分析

北朝到隋、唐時期，在河北地區郡、州、縣設置的情況，認為隋朝是利用廢郡來破壞地方豪族的

勢力，達到中央集權的目的。換言之，王氏認為州、郡之間的消長反映中央與豪族的對抗。詳見

王德權，〈「廢郡存州」的再檢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 期，（2003：台北），頁 64、76—

82。 
28 目前所見，合併有益州成都縣（廢新繁縣入）、郫縣（省溫江縣入）、陵州隆山縣（併江陽縣

入）、新州通泉縣（併光漢縣入）、隆州奉國縣（廢義陽縣入）；新設有眉州夾江縣、資州威遠縣；

廢置有巂州可泉縣、綿州西昌縣。參考《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元和郡縣圖志》。 
29 《隋書》卷二十九〈地理上〉，頁 828。 
30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三〈劍南道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861。 
31 有關南北朝到隋唐時期，歷代政權與獠互動的情況，參考川本芳昭的兩篇文章。詳見氏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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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為主要的活動範圍。他們於東晉末年接受成漢政權的招募，才開始大量進入劍

南地區。至於成漢政權引入獠的原因，於李膺的《益州記》提供些許的資訊： 

（李）壽既篡位，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乃徙旁郡戶三丁以上，以實成

都。又從䍧柯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以北，盡為獠居。蜀本無獠，至是始出

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32 

割據劍南地區的成漢政權，在 338 年（東晉成帝咸康四年）發生李壽殺害君主李

期的奪權事件。33李壽篡位之後，基於成都附近耕地、人口不足的原因，遷徙周

圍郡縣的百姓，用來充實成都地區。接著，李壽從南方的牂柯地區引入獠的聚落，

成為後者進入劍南地區的契機。34 

    不久之後，獠就迅速擴展自己的勢力範圍，幾乎遍布整個劍南地區。他們主

要以山谷為活動區域，在當時已經聚集十多萬戶的獠。即便成漢政權瓦解，也沒

有影響到獠的擴張速度，到了北魏末年獠的人數成長到四十萬戶。
35
擁有龐大勢

力的獠，自然成為南北朝的政權治理劍南地區，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南朝的宋、齊兩代處理獠的方式並非直接設置郡縣，而是配置額外的歸化郡

負責招撫；或是建立獠郡，任命獠的領袖為夷長，達到間接統治的效果。36後來

的蕭梁政權開始積極對獠用兵、建立軍事據點，然後更進一步設立正式的州縣。

同一時間，北魏也將勢力伸入劍南北部。繼起的西魏趁著侯景之亂，掌握了整個

劍南地區。從北魏到北周統治的期間，他們都採取與梁朝類似的手段，持續加強

對於劍南地區的控制。37回到資州威遠縣的例子，隋朝明顯也延續梁朝以降統治

劍南地區的模式。 

    經歷 583 年大規模整頓地方行政，隋朝於劍南地區的動作趨於和緩，只有一

                                                                                                                                                        
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みた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期段階における四川地域の状況について〉，《史淵》

136 輯，（1999：福岡），頁 1—25；〈民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みた北朝後期段階における四川地域

の状況につい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27 号，（1999：東京），頁 1—25。 
32 《益州記》為南梁的李膺所著，現已亡佚。在《隋書‧經籍志》有李氏撰《益州記》三卷；《南

史》記載李膺於梁初曾經擔任益州主簿，後來為益州別駕，然後著有《益州記》三卷行於世。而

《梁書‧鄧元起傳》則記載齊梁之際，當時擔任涪令的李膺向鄧元起分析益州局勢，並且率領地

方的富民協助鄧氏解決軍糧不足的問題。由此可見，李膺在地方上擁有一定的勢力，或許就是當

地的豪族之一。這些都有助於理解《益州記》撰寫背景與內容的可信度。儘管目前《益州記》已

經散失，在宋人郭允蹈的《蜀鑑》與《太平寰宇記》都有徵引到部分的《益州記》。這裡所引用

的《益州記》，出自《蜀鑑》卷四〈李壽縱獠於蜀〉（北京：國家圖書館，2010），頁 113。 
33 《晉書》卷七〈成帝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81：「（咸康四年）夏四月，李壽弒

李期，僭即偽位，國號漢。」  
34 呂春盛考證獠進入劍南地區的時間，確實發生在成漢統治末年無誤，但是有李壽、李勢兩個

時期的說法。呂氏引用劉琳的〈僚人入蜀考〉來說明出現差異的原因，獠可能是在李壽統治期間

移入，而後李勢在位年間才開始對成漢政權造成威脅。詳見呂春盛，〈魏晉南北朝時代的「獠族」

與西南土著社會的變遷〉，《成大歷史學報》第 35 號，（2008：台南），頁 56—57。 
35 蒙文通遺稿，〈漢、唐間蜀境之民族移徙與戶口升降〉，收錄在四川大學博物館編，《南方民族

考古〈第三輯〉》（四川：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頁 169—171。 
36 川本芳昭，〈民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みた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期段階における四川地域の状況に

ついて〉，頁 8－12。 
37 在註 31 提到川本芳昭的兩篇文章裡面，都強調鎮、戍這類軍事據點，對於歷代政權在劍南地

區勢力擴張的過程中佔有的重要性。 



	 	

doi:10.6342/NTU201602126

24 
 

些零星設縣的記錄，到 590 年（開皇十年）以後才重新出現活躍的跡象38。發生

於這個時間點的原因，或許為隋朝去年消滅南方陳朝的緣故，讓朝廷有餘力將注

意力放回劍南地區。39隋朝依循先前的策略，建立軍事據點作為設縣的前置作業： 

新州飛鳥縣：開皇十年，於此置飛鳥鎮。十三年，改鎮為縣。 

資州大牢縣：開皇十年，於此置大牢鎮。十三年，改鎮為縣。 

陵州始建縣：開皇十年，於今縣立始建鎮。 

嘉州夾江縣：開皇十三年，割平羌、龍遊兩縣地，於夾江廢戍置夾江縣。

眉州洪雅縣：開皇十三年，改洪雅為丹稜縣，更於此置洪雅縣，兼帶洪雅

鎮。40 

包含威遠縣在內，這些縣的設立集中在 590 年與 593 年（開皇十三年），除了建

立新鎮再升格為縣，也有利用舊有鎮、戍為置縣基礎的情形。這段時間設置的新

縣當中，與獠有關的縣有威遠縣、洪雅縣、大牢縣。如前所述，威遠縣本來的目

的就是招撫當地的生獠；洪雅縣底下的洪雅鎮，為北周武帝在位年間（561—578

年）所建。北周為了將勢力拓展至此，修築洪雅鎮作為對抗獠的前線，反映當地

一直以來都是獠活動的範圍；41至於大牢縣則是在 601 年（隋文帝仁壽元年），受

到地方山獠的攻擊。這些獠只是當時劍南地區獠動亂事件的一部分，並且影響了

隋朝於仁壽年間在劍南地區策略的轉變。 

 

三、仁壽年間總管府的設立 

 

    伴隨隋朝再度展開對劍南地區的控制，開始出現當地土著人群的反抗事件，

如 596 年（開皇十六年）的西南夷和 600 年（開皇二十年）越巂蠻。42西南夷和

越巂蠻很有可能為獠來到劍南地區以前，更早生活在這個地方的人群。43不久之

後，劍南地區在 601－604 年（隋文帝仁壽年間）爆發由獠引發的一連串動亂，

其中就包含前述大牢縣所在的資州地區，在《隋書‧衛玄傳》： 

                                                      
38 目前僅見隋朝於 584 年（開皇四年）設嘉州平羌縣；586 年（開皇六年）設戎州開邊縣；588

年（開皇八年）設合州赤水縣。詳見《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一、三十三。 
39 《隋書》卷二〈高祖本紀〉，頁 32。 
40 這裡史料來自於《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三〈劍南道上、中、下〉的記載。其中，

關於始建縣、夾江縣的創建時間與《隋書‧地理志》有些出入。始建縣在《舊唐書‧地理志》、《元

和郡縣圖志》均為開皇十年設鎮，609 年（隋煬帝大業五年）改鎮為縣；《隋書‧地理志》則於

591 年（開皇十一年）置鎮。至於夾江縣方面，《元和郡縣圖志》設縣時間為開皇十三年；《隋書‧

地理志》為開皇三年。 
41 《元和郡線圖志》卷三十二〈劍南道中〉，頁 808：「自晉迄宋，夷獠有其地。周武帝攘卻夷獠，

立洪雅鎮。」 
42 有關西南夷的事件，見《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三，李百藥〈隋故益州總管府司馬裴君碑銘并

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1452-1：「開皇十六年。西南夷□□從搆亂。君總率士卒。應

機致討。」；越巂蠻則在《隋書．段文振傳》，頁 1459：「（開皇二十年）越巂蠻叛，文振擊平之，

賜奴婢二百口。」以及《隋書．蘇沙羅傳》，頁 1260：「會越巂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

討平之，賜奴婢百口。」 
43 川本芳昭，〈民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見た魏晋段階における四川地域の状況について〉，收錄

在唐代史研究会編，《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東京：刀水書房，1999），頁 25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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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

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

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

高祖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44 

這次資州山獠引起的叛亂，其確切的時間點為 601 年（隋文帝仁壽元年）。45當時

隋朝指派衛玄擔任資州刺史，前往當地處理獠的問題。當衛玄趕到資州的時候，

獠已經圍攻資州底下的大牢鎮。於是，衛玄立刻轉往大牢鎮，嘗試阻止山獠的軍

事行動。46衛玄對山獠表明自己的身分和來意，然後向他們曉以利害以後，成功

說服這群山獠的領袖退兵。 

    衛玄不但解除了這次資州的危機，也讓十多萬人的獠歸附於隋朝管轄之下。

從這點來看，儘管隋朝已經於 590 年設置大牢鎮、593 年增設為大牢縣，很有可

能只維持住縣城一類單獨的據點。於周遭地區仍然屬於隋朝管轄以外，主要為獠

的活動範圍。經過衛玄與山獠達成某種利益交換，成功收編到朝廷的掌握底下，

隋朝才開始有效控制這個地區，達到執行下一步行政措施的條件。 

    確認資州地區的穩定以後，隋朝決定增設遂州總管府，任命擁有經驗的衛玄

為遂州總管。遂州總管府管轄的範圍，目前只能參考唐初的遂州總管府，包含唐

代的梓、遂、普、資州，約略等於隋代仁壽年間的梓、遂、資州。47成立遂州總

管府的意義，一方面是強化對於地方的控制，或許還是專門負責獠事務的機構；

另外一方面，則是代表在梓、遂兩州可能也面臨相同的問題。 

    事實上，衛玄處理的資州山獠，只是當時眾多獠亂的一部分。同樣於仁壽初

年，劍南地區的西南夷獠接連發生反亂，隋朝方面由郭榮奉命討伐這些夷獠。在

《隋書‧郭榮傳》：「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

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48郭榮擔任的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

經過考證為遂州道行軍總管。雖然無法確認郭榮與衛玄任職時間的先後，但是可

能藉著郭榮的軍事手段穩定局勢，然後派遣衛玄建立固定的總管府。49 

    除了劍南地區東部的資州、遂州，同一時間在劍南地區南方的嘉州，也發生

相當大規模的夷獠叛亂。而隋朝分別派遣元褒和段文振，前往討伐這些反叛的夷

獠： 

仁壽初，嘉州夷獠為寇，褒率步騎二萬擊平之。50 

                                                      
44 《隋書》卷六十三〈衞玄傳〉，頁 1501。 
45 《資治通鑑》卷一百七十九〈隋紀三〉，頁 5589：「山獠作亂，以衞尉少卿洛陽衞文昇為資州

刺史鎮撫之。」 
46 有關大牢鎮與大牢縣的關係，或許正如同隋朝先前的策略，先建立鎮、戍等軍事設施，然後

再轉換為正式的縣。其後仍然保留鎮為控制地方的據點，甚至當作該縣治所來使用。 
47 嚴耕望，〈隋代總管府考〉，《中國學誌》6 本，（1972：東京），頁 23—54；後來收錄在氏著，《嚴

耕望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234。 
48 《隋書》卷五十〈郭榮傳〉，頁 1320。 
49 嚴耕望引用岑仲勉《隋書求是》的資料，考證郭榮擔任的行軍總管，即為遂州道行軍總管。

嚴氏認為隋朝透過行軍總管平定當地的獠亂以後，才設置遂州總管來招撫夷獠。詳見嚴耕望，〈隋

代總管府考〉，頁 234。 
50 《隋書》卷五十〈元褒傳〉，頁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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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壽初，嘉州獠作亂，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為賊所襲，前

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51 

朝廷派遣長年駐守於北方的元褒，與處理過越巂蠻問題的段文振，共同前往嘉州

討伐反抗的獠。儘管段文振擁有豐富的經驗，仍然一度受到地形因素的影響，被

當地的獠擊退。從元褒、段文振率領的軍隊規模和他們平定的過程，得以想像嘉

州獠於地方上擁有的勢力。 

   至此，隋朝看似解決仁壽年間劍南地區遇到的難題，並且藉著安置遂州總管

府來加強區域內部的穩定。可是一時之間也沒有達到良好的效果，很快又出現遂

州獠、巂州蠻引發的動亂，見《隋書‧周法尚傳》： 

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巂州烏蠻反，攻陷州城，詔令

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法

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千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婢百

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匹。
52 

由於遂州獠的反叛，朝廷指派周法尚為行軍總管，負責平定這次的亂事。周法尚

於隋初擔當巴州刺史期間，曾經處理過當地三鵶蠻的叛亂。此後，他陸續擔任衡

州、黃州總管，平陳以後轉任桂州總管，兼嶺南安撫大使。53由此可見，周法尚

不僅為隋朝開國重臣，而且長久以來任職於南方，擁有面對土著人群的經驗，因

此成為朝廷派遣他擔任這次平亂主帥的原因。 

    處理完遂州獠的事件，不久之後又有烏蠻於巂州掀起亂事，甚至攻陷巂州的

州城。而隋朝命令尚未返回的周法尚，直接改道巂州來迎擊烏蠻的部隊。隨著周

法尚的軍隊抵達巂州，烏蠻立刻拋棄州城，躲藏到山谷之間，使得周法尚的行動

暫時受到阻礙。最後，周法尚依然成功擊破烏蠻，而且擄獲渠帥數千人、男女數

萬口，間接證明烏蠻在巂州為相當龐大的勢力。 

    撲滅遂州獠、巂州蠻的反抗勢力，仁壽年間於劍南地區出現的亂事告一個段

落。隋朝利用於在劍南地區控制力增強的機會，繼續補強於當地的行政措施。首

先，隋朝於遂州總管府的南方增設瀘州總管府，可能藉此來分擔前者的壓力，並

且預防瀘州地區潛在的獠勢力。54至於劍南地區西部，維持過去一貫鎮、縣轉換

的模式： 

雅州盧山縣：隋仁壽元年於此置盧山鎮，三年於此置盧山縣。 

雅州漢源縣：隋仁壽二年平夷獠，於此置漢源鎮。……四年罷鎮立縣，屬

雅州。55 

                                                      
51 《隋書》卷六十〈段文振傳〉，頁 1459。 
52 《隋書》卷六十五〈周法尚傳〉，頁 1528。 
53 《隋書》卷六十五〈周法尚傳〉，頁 1527。 
54 《隋書》卷二十九〈地理上〉，頁 828：「梁置瀘州。仁壽中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而瀘州

於南北朝就屬於獠的活動範圍。梁朝先是在這個地區建立安樂戍，到了西魏時期則進一步設置瀘

州。至於更多詳細的發展過程，參考川本芳昭，〈民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みた五胡十六国南北朝

期段階における四川地域の状況について〉，頁 12—13。 
55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二〈劍南道中〉，頁 80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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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州盧山縣境內的盧山，位在該地區與夷獠勢力範圍之間的邊界。56隋朝在盧山

設鎮和置縣，等於控制了夷獠出入的交通管道。而漢源縣為 602 年隋朝安定夷獠

之後，興建一漢源鎮，於 604 年（仁壽四年）升等為縣。對照漢源縣建置的時間

點，很有可能為郭榮討伐西南夷獠的後續措施。 

 

四、隋朝統治的穩定 

 

    隋煬帝於 605 年（隋煬帝大業元年）即位，朝廷就下令廢除地方所有的總管

府。57然後，在 607 年（大業三年）以中央統轄的鷹揚府取代原本的總管府，藉

此將地方的軍權收歸於朝廷。58而劍南地區底下的益州、遂州、瀘州總管府都被

廢止，但是沒有出現任何叛亂的跡象。同時，隋朝也停止在劍南地區設置新的州

縣。這點代表經過隋文帝在位期間的調整，隋朝已經在劍南地區建立穩固的基礎，

確定了一個基本的地方行政框架。直到 615—618 年（大業十一年至隋恭帝義寧

二年），隋朝才在資州、嘉州兩個地區設置新縣，主要也是針對地方的獠而採取

的措施。59不過，當時長安朝廷的實權已經掌握在李唐政權的手中。所以，相較

於看作隋朝鞏固劍南地區控制力的措施，不如說是李唐集團擴展自身勢力的行動。
60 

 

 

 

 

 

 

 

 

 

 

 

 

 

 

                                                      
56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二〈劍南道中〉，頁 805：「盧山，在縣西北九里。其山西北連延入夷

獠界。」 
57 《隋書》卷三〈煬帝本紀〉，頁 62。 
58 菊池英夫，〈唐折衝府の分布問題に関する一解釈〉，《東洋史研究》卷 27，1968：東京，頁 148

—149。 
59 嘉州綏山縣：「隋大業十一年，招慰生獠，立以為縣」；資州龍水縣：「義寧二年招慰夷獠。於

此分置龍水縣。」詳見《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一〈劍南道上〉，頁 786、788。 
60 馬劍，〈唐宋時期四川地區州縣置廢的考察〉，《歷史地理》24 輯，（2010：上海），頁 55—57。 



	 	

doi:10.6342/NTU201602126

28 
 

表一、隋代劍南地區行政建置年表 

時間 年號 事件 

580 年 北周靜帝大象元年 益州總管王謙反叛，梁睿率軍平定。 

581 年 隋文帝開皇元年 隋朝成立。 

  任命蜀王楊秀為益州總管。 

582 年 開皇二年 益州總管府改置為西南道行臺。 

583 年 開皇三年 罷廢天下諸郡，改為置州。 

  恢復設置益州總管府。 

  於資州設置威遠戍。 

589 年 開皇九年 隋滅陳。 

590 年 開皇十年 新州設飛鳥鎮；資州設大牢鎮；陵州設始建鎮。 

593 年 開皇十三年 新州飛鳥鎮、資州威遠戍和大牢鎮、陵州始建

鎮升格為縣。 

  於嘉州夾江廢戍置夾江縣；眉州設置洪雅縣兼

帶洪雅鎮。 

596 年 開皇十六年 西南夷反叛。 

600 年 開皇二十年 越巂蠻反叛。 

601 隋文帝仁壽元年 資州山獠反亂，由資州刺史衛玄解決，前後歸

附者十餘萬口。 

  設置遂州總管府，任命衛玄為遂州總管。 

  於雅州設置盧山鎮。 

602 仁壽二年 於雅州平夷獠，設置漢源鎮。 

603 仁壽三年 於雅州盧山鎮設置盧山縣。 

604 仁壽四年 於雅州漢源鎮，罷鎮為縣。 

 仁壽初 西南夷獠多叛，郭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 

討之。 

  嘉州夷獠為寇，元褒率步騎二萬擊平之。 

   嘉州獠作亂，段文振為行軍總管討之。 

  益州九隴縣置濛州；陽安縣置簡州；玄武縣置

凱州。 

 仁壽中 遂州獠反，周法尚為行軍總管討平之。 

  巂州烏蠻反，周法尚便道擊之。 

  於遂州總管府南方增設瀘州總管府。 

605 隋煬帝大業元年 廢除天下總管府。 

615 大業十一年 於嘉州招撫生獠，設置綏山縣。 

 大業初 廢濛州、簡州、凱州。 

618 隋恭帝義寧二年 於資州招撫夷獠，分置龍水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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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唐朝對劍南地區統治的調整與定型 

 

    唐朝在 618 年（隋恭帝義寧二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取代隋朝以後，於劍南

地區的統治進入到下一個階段。隨著唐朝接管劍南地區，朝廷同樣面對如何於這

個地區建立有效統治的問題。唐朝選擇延續舊有隋代的行政架構，開始進行一連

串的調整。最後於 767 年（唐代宗大曆二年），唐朝將劍南道固定為西川、東川

兩道，似乎就此確立劍南地區的行政架構，直到唐末都沒有出現更大的變動。在

統治劍南地區的過程中，唐朝面對到來自各個層面的難題，以及其採取的解決措

施，就是這一節將會嘗試討論的核心議題。 

 

一、唐朝於劍南地區的初步規劃 

 

    李淵集團在 617 年（大業十三年，隋恭帝義寧元年）攻克長安以後，擁立代

王楊侑為隋恭帝，尊稱人在江都的隋煬帝為太上皇，成為長安朝廷實質上的掌權

者。61儘管如此，當時隋朝境內已經陷入各地起兵的狀態，李淵集團能夠控制的

區域有限。為此，與其他武裝集團對抗的同時，李淵的勢力嘗試將觸角伸入相較

平靜的劍南地區。 

    於同年十二月，李淵集團派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袞，前往招撫建南

和山南地區的地方豪強，順利擴張自身的勢力範圍。62如同在前一節談過的部分，

於 618 年隋朝在資州招安當地夷獠而分置的龍水縣，很有可能屬於詹俊、李仲袞

在劍南地區活動的成果，可以看作唐朝建立以前治理劍南地區的前置作業。 

    不久之後，李淵於 618 年五月接受隋恭帝的禪讓，唐朝正式成立。63在 618

－621 年（武德元年至四年）這段期間，唐朝繼續於劍南地區增設新的州縣，藉

此招募地方豪族、土著人群的勢力，同時確保劍南地區的自然資源。64然後，在

州縣的行政架構之上，唐朝恢復隋代設置過的益州總管府，統轄整個劍南地區的

事務。65至於，唐朝如何看待劍南地區的重要性，有賴於 620 年（武德三年）發

佈的一道〈遣使安撫益州詔〉： 

西蜀僻遠，控接巴夷。厥土沃饒，山川遐曠。往者隋末喪亂，盜寇交侵。

流寓之民，遂相雜撓。游手墮業，其類實繁。敓攘矯虔，因此而作。王業

伊始，務從草創。牧宰庶寮，隨事遷易。州縣分析，權宜廢置。66 

當時唐朝認為劍南地區尚未穩定，於是指派皇甫無逸為益州道安撫大使。同時，

                                                      
61 《隋書》卷五〈恭帝本紀〉，頁 99－100。 
62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四〈隋紀八〉，頁 5770：「李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袞徇巴、

蜀，下之。」 
63 《舊唐書》卷一〈高祖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5－6。 
64 馬劍，〈唐宋時期四川地區州縣置廢的考察〉，頁 55－58。 
65 《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四〉，頁 1663：「武德元年，改為益州，置總管府，管益、綿、陵、

遂、資、雅、嘉、瀘、戎、會、松、翼、巂、南寧、昆、恭十七州。」 
66 《冊府元龜》卷一百六十一〈帝王部命使一〉（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1946-2、1947-1。 



	 	

doi:10.6342/NTU201602126

30 
 

朝廷就頒布這道詔書，闡明派遣使者巡視劍南地區的用意。67從唐朝的角度來看，

劍南地區儘管地理位置偏遠，但是能夠監控鄰近山南地區的土著人群。唐朝會強

調這點的原因，在於 619 年（武德二年）山南地區曾經發生過集州獠的叛亂，在

《舊唐書‧龐玉傳》： 

以左武候大將軍龐玉為梁州總管。時集州獠反，玉討之，獠據險自守，軍

不得進，糧且盡。熟獠與反者皆鄰里親黨，爭言賊不可擊，請玉還。玉揚

言：「秋穀將熟，百姓毋得收刈，一切供軍，非平賊吾不返。」聞者大懼

曰：「大軍不去，吾曹皆將餒死。」其中壯士乃入賊營，與所親潛謀，斬

其渠帥而降，餘黨皆散，玉追討，悉平之。68 

由於集州隸屬於梁州總管府的管轄範圍，因此由當時的梁州總管龐玉負責討伐集

州獠。69最初，礙於反抗的集州獠聚集在易守難攻的地點，龐玉不能順利推動戰

事的進行，甚至面臨糧食不足的窘境。此外，與反叛勢力同為鄰里的熟獠，則是

積極勸說龐玉退兵。儘管如此，龐玉依然表現出強硬的態度，不但要求徵收即將

收成的農作物充作軍糧，並且揚言在平定叛亂以前不會退兵。熟獠得知消息以後，

擔心龐玉的行為會造成當地的飢荒，於是聯繫身在反叛一方的親屬，從內部瓦解

反抗的集州獠勢力。而龐玉看準機會收拾殘餘份子，成功解決這次集州獠的事件。

經過這次的事件，唐朝也意識到強化對在地勢力掌握的必要性。70 

    在龐玉和熟獠互動的過程中，看到反叛的集州獠其實與熟獠屬於同一個群體。

只是有一部分人或許不滿於唐朝的統治，因此選擇對唐朝舉起反旗。再者，從龐

玉對熟獠的威脅來看，這些熟獠主要賴以維生的生產活動為農業耕作。結合被稱

為「熟獠」的原因，他們很有可能已經成為唐朝底下的編戶之一，需要定期向朝

廷繳納賦稅。在 624 年（武德七年）唐朝制定租庸調相關條文的時候，規定夷獠

之戶只要負責一半的賦稅。71這點代表熟獠需要上繳與一般編戶相同的農作物，

因此採取農業生產的生活方式。72 

    回到唐朝頒布的詔書，劍南地區能夠控制周圍的土著人群以外，本身也擁有

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廣闊的土地。所以，在隋末混亂的時期，有相當多的百姓輾

轉逃亡至此。劍南地區的流民人數逐漸增加之後，固然造成地方治安不佳，增添

                                                      
67 《冊府元龜》卷一百六十一〈帝王部命使一〉，頁 1947-1。 
68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七〈唐紀三〉，頁 5867。 
69 梁州總管府的管轄範圍，見《舊唐書》卷三十九〈地理二〉，頁 1528：「武德元年，置梁州總

管府，管梁、洋、集、興四州。」 
70 川本芳昭認為龐玉討伐集州獠代表的意義，未嘗不是唐朝想要在力量穩固以前，從地方勢力

較弱的山南地區開始，展開對於整個西南地區的統治。詳見川本芳昭，〈民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

みた北朝後期段階における四川地域の状況について〉，頁 17。 
71 《舊唐書》卷四十八〈食貨上〉，頁 2088：「武德七年，始定律令……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 
72 實際上在南北朝時期，已經看到有獠向政權繳納賦稅，被納入邊戶的情形。《魏書》卷一百一

〈獠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2249：「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

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為編戶。」或許獠與這些政權

接觸的過程中，慢慢轉換自己的生活方式，最後呈現以農業為主的型態。在川本芳昭的研究裡面，

也提及獠與南齊政權之間收取賦稅的情形。詳見川本芳昭，〈民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みた五胡十

六国南北朝期段階における四川地域の状況について〉，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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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動亂的可能性。但反過來說，唐朝只要良好控制住劍南地區，就能夠獲得大

量的人力資源。 

    這點或許就反映在唐初劍南地區的戶口變化上面。比對 609 年（隋煬帝大業

五年）與 639 年（唐太宗貞觀十三年）的戶口統計資料。劍南地區為少數經歷隋

末的動亂，戶口數仍然有大幅成長的地區。73這點除了仰賴於隋末大量流民的移

入，唐朝也曾經安排長安的官員、百姓「就食劍南諸郡」，解決關中地區糧食不

足的難題。74 

    雖然唐朝意識到劍南地區的重要性，不過受限於當時朝廷的力量較弱，對於

劍南地區的州縣設置、官員任用，只能採取因事制宜的方針，容易造成統治上的

不便。為了改善這個局面，唐朝才會指派皇甫無逸為安撫大使，想要整頓劍南地

區的秩序。75幾乎同一個時間，唐朝開始調整劍南地區的行政規劃，著重在掌握

當地的土著人群，以及自然資源方面。 

    唐朝於 618－619 年（武德元年至二年）之間，分別從資州劃分出榮州、普

州；雅州分割出邛州、登州；嘉州獨立出眉州。76資、雅、嘉三州一直以來都是

獠主要活動的地區。唐朝析置的州縣也是其中的重點區域，用來分散治理這些地

方的壓力。舉例來說，組成榮州的大牢縣、威遠縣最初於隋朝創建的時候，就是

為了當時對獠的統治而設置，現在唐朝則是進一步獨立為一州來管理。 

    接著，同樣從資州分割出來的普州地區，過去成漢政權引獠入蜀以後，很長

一段時間為獠盤據的勢力範圍。等到梁朝順利招撫當地的獠，率先設置普慈郡之

後，重新將這個地區納入州縣的範圍。77另外，榮州、普州的共通點為獠活躍的

地方以外，同時為劍南地區主要的鹽產地，底下的轄縣幾乎都有鹽井存在。78最

後，邛州同樣為獠活動的區域。劉宋、蕭齊政權選擇與地方的豪族合作，利用間

接統治的方式來管理這個地區。梁朝的益州刺史蕭範則主動修築軍事據點，用來

防範此地出沒的生獠。79 

                                                      
73 翁俊雄依據貞觀十道來進行統計，其中戶口數增加的為劍南道、江南道，其餘皆出現大幅的

衰減。官方戶口統計資料自然不能反映地域社會實際的狀況，不過能夠窺探唐朝對各地的掌握程

度。詳見翁俊雄，《唐初政區與人口》（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0），頁 59。 
74 翁俊雄，《唐初政區與人口》，頁 63。不過，翁俊雄引用的〈定戶口令〉，除了下令讓部分官員、

百姓前往劍南地區，也提到「秋收豐實，更聽進止」，看似只是暫時性的措施。這些移往劍南地

區的人們是否定籍在當地，或是在糧食問題解決以後回到關中地區，還有待探討。完整的詔書內

容，見《冊府元龜》卷四百八十六〈邦計部遷徙〉，頁 5820-1。 
75 《舊唐書》卷六十二〈皇甫無逸傳〉，頁 2385：「時益部新開，刑政未洽，長吏橫恣，贓污狼

藉，令無逸持節巡撫之，承制除授。」 
76 於 618 年設置為邛、榮、登三州，619 年則是普、眉兩州。詳見《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四〉；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一至三十三〈劍南道上、中、下〉。 
77 《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四〉，頁 1675：「李雄亂後，為獠所據。梁招撫之，置普慈郡。」 
78 普州轄下六縣裡面，安岳縣有鹽井十一所、普康縣有鹽井三所、安居縣有鹽井四所、普慈縣

有鹽井十四所；榮州底下六縣，和義縣有鹽井五所、威遠縣有鹽井七所、公井縣有鹽井十所、應

靈縣有鹽井四所。其中，公井縣內有一鹽井為「大公井」，正是該縣命名的由來。詳見《元和郡

縣圖志》卷三十三〈劍南道下〉，頁 857—861。 
79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一〈劍南道上〉，頁 780：「宋及齊不置州郡，唯豪家能服獠者為保主，

總屬益州。梁益州刺史蕭範於蒲水口立柵為城以備生獠，名為蒲口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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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分割資州、雅州、嘉州地區，唐朝也在 619 年恢復了隋代設置過的遂州

總管府。80如果對照劍南地區其他的州縣配置，唐朝似乎有意繼承隋代仁壽年間

的行政架構。遂州總管府成立的隔年，唐朝決定縮減益州管理的範圍，分綿竹、

導江、九隴縣為濛州；陽安、金水、平泉縣為簡州；玄武縣則交給梓州管轄。81往

前追溯隋代的情況，在仁壽年間隋朝以九隴縣、陽安縣、玄武縣為中心，分別設

置了濛州、簡州、凱州。但是隋朝於大業初廢除三州，重新合併到益州（蜀郡）

裡面。82唐朝仿照前代行政規劃的情形，不只侷限於劍南地區。唐朝在河北地區

也繼承隋代的行政架構，藉此展開進一步的調整措施。83 

 

二、唐代劍南地區總管府的職責 

 

    唐朝想要繼承隋朝於劍南地區行政建置的目的，或許代表唐朝遇到與前代類

似的問題，所以試著利用相同的方法來達到統治的需要。其中，唐朝於 619 年重

新設置的遂州總管府，同樣負責當地對獠的事務（其管轄範圍參考圖一）。關於

這個方面，從 621 年（武德四年）開始擔任遂州總管的韋雲起，他任職的經歷當

中就看到一些端倪： 

（武德）四年，授西麟州刺史，司農卿如故。尋代趙郡王孝恭為夔州刺史

，轉遂州都督，懷柔夷獠，咸得眾心。遷益州行臺民部尚書，尋轉行臺兵

部尚書。行臺僕射竇軌多行殺戮，又妄奏獠反，冀得集兵，因此作威，肆

其凶暴，雲起多執不從。雲起又營私產，交通生獠，以規其利，軌亦對眾

言之，由是構隙，情相猜貳。84 

韋雲起原本駐防於北方的豳（邠）、寧地區，負責抵擋來自突厥的入侵。85然後， 

於621年被派遣到劍南地區西北方，擔任西麟州刺史。86不久之後，韋雲起接替趙

郡王李孝恭為山南地區的夔州刺史，然後又轉任為遂州總管。87韋雲起前後三任

官職的地點往返於劍南、山南地區，都位於唐朝與土著人群接壤或雜處的區域，

或許暗示韋雲起具備解決相關問題的長才。 

    韋雲起就任遂州總管之後，對當地的夷獠施行懷柔的策略，與他們建立了良

                                                      
80 《舊唐書》卷二十一〈地理四〉，頁 1674：「（武德）二年，置總管府，管遂、梓、資、普四州。」 
81 《舊唐書》卷二十一〈地理四〉，頁 1663：「（武德）三年，……仍分綿竹、導江、九隴三縣立

濛州，陽安、金水、平泉三縣立簡州，割玄武屬梓州。」 
82 《隋書》卷二十九〈地理上〉，頁 826－827。 
83 王德權，〈從「漢縣」到「唐縣」—三至八世紀河北縣治體系變動的考察〉，《唐研究》5 卷，（1999：

北京），頁 177－180。 
84 《舊唐書》卷七十五〈韋雲起傳〉，頁 2633。 
85 《舊唐書》卷七十五〈韋雲起傳〉，頁 2633。 
86 根據《舊唐書》的記載，西麟州為隸屬於松州都督府下的羈縻州。不過，西麟州在 631 年（唐

太宗貞觀五年）安置歸附的生羌而設立，與韋雲起任職的時間有相當的落差，暫時無法得知確定

的原因。詳見《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四〉，頁 1707。 
87 究竟是遂州「總管」，還是遂州「都督」？按照《舊唐書》的資訊，遂州總管府於貞觀年間被

廢止，在 636 年（貞觀十年）復置遂州都督府，並且改為管理遂、普、果、合四州，最後於 643

年（貞觀十七年）二度遭受廢除。因此，韋雲起應該擔任「總管」而非「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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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關係，獲得地方的支持。憑藉如此的功績，韋雲起很快升任為益州（西南道

）行臺民部尚書，不久以後轉為行臺的兵部尚書。88但是，韋雲起卻在處理獠的

方針上，與行臺長官竇軌發生衝突。竇軌主張用軍事的手段，藉此控制劍南地區

的獠，多次發起對獠的戰爭。與之相反，韋雲起個人已經與獠產生穩定的聯繫，

並且從中獲得相當多的利益，自然反對竇軌的作法，造成兩人之間的嫌隙。 

    透過韋雲起擔任遂州總管、西南道行臺尚書的經歷，不論是遂州總管府，或

是西南道行臺主要處理的事務，依舊是面對這些廣泛分散於劍南地區的獠，為唐

代前期朝廷於劍南地區的重要課題。伴隨著竇軌展開對獠的征服，自623年（武

德六年）的邛州獠開始，陸續於劍南地區各地發生獠的叛亂： 

武德 6‧9、邛州獠反，遣沛公鄭元璹討之。 

     7‧2、始州（後來的劍州）獠反，遣行臺僕射竇軌討之。 

           洋、集二州獠反，陷隆州晉城。 

     7‧4、通事舍人李鳳起擊萬州反獠平之。 

     7‧5、竇軌破獠於方山（巴、隆，為後來的閬州），俘兩萬餘口。 

           8‧11、眉州山獠反。 

           9‧3、益州道行臺尚書郭行方擊眉州叛獠破之。 

                 郭行方擊叛獠於洪、雅二州大破之，俘男女五千口。 

           9‧12、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89 

到626年（武德九年）為止，除了由唐朝直接派遣官員討伐，西南道行臺與後繼

的益州都督府，負責大部分出現在劍南、山南地區的對獠戰爭。90這點代表唐朝

採納竇軌以武力征服的策略，而劍南地區的獠成為西南道行臺頻繁接觸的對象。

透過鎮壓這些叛亂的獠，唐朝也獲得大量的勞動人口，為當時劍南地區戶口數增

加的另一個原因。91 

    回顧當初韋雲起與竇軌對獠政策的歧異，明確看到竇軌的目的為對獠的人口

掠奪。過去於南北朝時期，不論是政權或地方豪族、商人都藉著進行獠的奴隸買

賣，獲得大量的利益。92隨著時間的推移，獠於唐代已經成為主要奴隸的供應來

源，在杜甫的文集裡面就出現過「獠奴」一詞。93此外，「獠」也不再專指活動於

                                                      
88 益州總管府在 620 年（武德三年）改置為西南道行臺，以唐初功臣竇軌為西南道行臺左僕射。

並且「許以便宜從事」，看似握有控制整個劍南地區的權力。而這裡提到的「益州行臺」應為西

南道行臺，以下均用「西南道行臺」來敘述。詳見《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四〉，頁 1663；卷

六十一〈竇軌傳〉，頁 2365—2366。 
89 這個列表取自松井秀一所整理，於 619—712 年（唐高祖武德二年至唐玄宗先天元年）劍南、

山南地區發生獠叛亂的記錄。這裡僅列出 623—626 年的部分，完整的內容詳見松井秀一，〈唐代

前半期の四川―律令制支配と豪族層と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て〉《史学雑誌》71 卷 9 号，（1962：

東京），頁 17－18。 
90 在 626 年唐高祖下令廢除西南道行臺，改為設置益州都督府。見《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

四〉，頁 1664。 
91 松井秀一，〈唐代前半期の四川―律令制支配と豪族層と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て〉，頁 19－20。 
92 川本芳昭，〈民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みた北朝後期段階における四川地域の状況について〉，

頁 1－2。 
93 松井秀一，〈唐代前半期の四川―律令制支配と豪族層と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て〉，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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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土著人群，逐漸衍伸為一種對於南方人群的鄙稱。94 

    經過武德年間於州縣與總管府的行政調整，唐朝在劍南地區的統治已經具備

基本的雛型，等到711年（唐睿宗景雲二年）才出現第二次大規模改制的構想。

在這段期間內，唐朝仍然持續對劍南地區進行細部的調整。首先，唐朝於626年

（武德九年）決定將西南道行臺改為益州都督府；遂州總管府在貞觀年間被廢止

以後，於636年（唐太宗貞觀十年）恢復為遂州都督府。95儘管唐朝改為設置益州

、遂州都督府，不過可能同樣負責劍南地區對獠的控制，並且具備更為濃厚的軍

事性格。96另外，唐朝於686年（武曌垂拱二年）為了緩解益州人口增長的壓力，

將益州轄下的雒、九隴、導江、青城等十三縣，獨立為彭、蜀、漢三州。97 

 

 
圖二、唐初遂州總管府、都督府示意圖98 

                                                      
94 芮逸夫，〈僚（獠）爲仡佬（犵狫）試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 本上冊，（1948：

臺北），頁 346。 
95 《舊唐書》卷二十一〈地理四〉，頁 1674。另外，從地理位置的角度，636 年復置的遂州都督

府統領遂、普、果、合四州，等於掌握劍南、山南地區交通往來的兩個節點（與遂州總管府之間

的變化參考圖一）。唐朝做出這個改變的目的，還有待未來的討論。 
96 目前對於唐初都督府的性質，分為兩方面的意見：一是認為都督府為軍事性質的機構，並非

州縣更上一級的地方行政組織；二是抱持相反的意見，支持都督府作為地方上層組織的論點。詳

細的論述，前者參考谷川道雄，《增補隋唐帝国形成史論》（東京：筑摩書房，1998）。桂齊遜，〈唐

代都督、都護及軍鎮制度與節度體制創建之關係〉，《大陸雜誌》89 卷 4 期，（1994：台北），頁

159－184；後者則見於艾沖，《唐代都督府研究》（西安：西安地圖，2005）。夏炎，《唐代州級官

府與地域社會》。 
97 馬劍，〈唐宋時期四川地區州縣置廢的考察〉，頁 59。相較於馬劍提出舒緩益州行政壓力的論

點，松井秀一認為當時唐朝對於劍南地區的控制力逐漸衰弱，只能強化重要的核心區域，因此才

會從益州切割出彭、蜀、漢三州。詳見松井秀一，〈唐代前半期の四川―律令制支配と豪族層と

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て〉，頁 19—21。 
98 本章的地圖都以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隋‧唐‧五代十國時期〉，其中的「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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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雲時期的都督府 

 

    在 705 年（武曌神龍元年）武曌駕崩以後，即位的皇帝為唐中宗，不過政權

依然把持在武氏勢力與韋后的手中。後來於 710 年（唐殤帝唐隆元年，唐睿宗景

雲元年）李隆基與太平公主發動政變，聯手擊敗掌權的韋后，擁戴當時的相王李

旦登基為唐睿宗。不久之後，在 711 年（景雲二年）唐朝著手進行地方行政體制

的變革，試圖強化整個唐帝國內部的穩定： 

時遣使按察十道，議者以山南所部闊遠，乃分為東西道；又分隴右為河西

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汴、齊、兗、魏、冀、并、蒲、鄜、涇、秦

、益、緜、遂、荊、岐、通、梁、襄、揚、安、閩、越、洪、潭二十四都

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及近畿州不隸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

景伯、舍人盧俌甫等上言：「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

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

置十道按察使而已。
99 

當時朝廷的計畫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派遣使者前往巡視天下十道，並且基於範

圍過大的理由，將山南道劃分為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從隴右道獨立出河西道。

透過使者探察各地的情況，唐朝提議於帝國境內設置二十四個都督府，專門監督

轄下各州刺史，只有長安、洛陽附近的州縣不在範圍內。 

    換言之，唐朝想要建立常態性的地方監察機構，藉此強化對地方的控制。不

過，受到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俌甫為首的大臣們反對。他們認為這樣會造

成都督的權力過大，如果不指派適當的人選擔任，容易導致更大的弊端。因此，

大臣們認為依靠原本的御史定期巡察，已經能夠達到足夠的效果。 

    另外，吏部員外郎崔涖舉出過去益州分離出彭、蜀、漢三州為例證。崔涖強

調當時的用意就是削減益州刺史的權力，防止其握有過大的力量，同樣站在反對

唐朝政策的一方。100遭受到眾多大臣的勸阻之下，唐朝最後放棄建置二十四都督

府，保留原先十道的按察使而已。 

    雖然景雲年間的都督府沒有被實際執行，不過當初規劃二十四都督府的轄區

，與後來唐朝在地方行政體制的變化有高度關連性。以河北的魏博地區政治局勢

而言，從貞觀時期的都督府、景雲時期的都督府，一直到安史之亂以後的節度使

，三者的管轄範圍於地理分佈上有相當的一致性。101 

    同樣的情況表現於劍南地區的行政規劃上面。景雲時期的都督府一共將劍南

地區切割出三個都督府，為益州都督府，管益、彭、蜀、漢、簡、眉、卭、嘉、

                                                                                                                                                        
東道、山南西道」與「劍南道北部」兩個部分為底圖來繪製。並且，這些地圖僅呈現唐代劍南地

區和部分山南地區，各州的相對位置和範圍的示意圖，不能反映當時實際各州劃分的情況。 
99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唐紀二十六〉，頁 6666。 
100 《唐會要》卷六十八〈都督府〉（北京：中華書局，1955），頁 1415：「則天分割雍州為四，益

州為三。所以減削其權，不使專統。葢以防微慮遠，杜邪塞姦之策也」。而崔涖的意見也反映了

唐朝確實藉此來強化對劍南地區的控制，呼應了註 97 內松井秀一的論點。 
101 毛漢光，〈魏博百年史論〉，收錄在氏著《中國中古政治史論》（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

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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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陵十州；綿州都督府，管綿、梓、隆（閬）102、始（劍）103、果、龍六州；

遂州都督府，管遂、資、榮、普、渝、合六州（圖二）。104對照767年（唐代宗大

曆二年）確立的西川、東川節度使區，益州都督府大致等於西川節度使的核心範

圍；而綿州、遂州都督府和東川節度使控制的地域幾乎一致（圖三）。105 

    如果追溯唐朝過去的行政配置，主要的變動都集中在劍南東部地區。從遂州

總管府、貞觀與景雲兩次都督府，到後來的東川節度使，都以梓、遂、普、資州

為核心區域。經過唐朝不斷的調整，這個區域除了逐漸往南北縱向延伸以外，也

開始擴張到山南地區，提示了劍南、山南地區的親近性。 

 

四、西川、東川節度使的確立 

 

    唐睿宗在朝不滿三年的時間，就傳位給繼任的唐玄宗，於劍南地區的發展也

邁入下一個階段。唐朝於開元初年在劍南地區設置劍南道支度營田使，以及劍南

道防禦使，而於 719 年（唐玄宗開元七年）改為劍南道節度使。接著在 734 年（唐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唐朝於天下增設十五道採訪使，負責監察各地的刺史，同

樣包含劍南道在內。106劍南道節度使甚至一度兼領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併稱為

「山劍西道」。107與此同時，原本的益州、遂州都督府也沒有被停罷，但是主要

的職能已經逐漸轉移到劍南節度使身上。108 

    等到 755 年（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於河北地區起兵反抗唐朝，開始向

中原地區進軍，掀起後世所謂的「安史之亂」。很快於 756 年（天寶十五年），安

史叛軍已經逼近長安，唐玄宗不得已只能捨棄京城，逃往成都避難。同年八月，

太子李亨於靈武自行宣告即位，為後來的唐肅宗，同時遙尊人在成都的唐玄宗為

太上皇。109唐肅宗在郭子儀、李光弼等人的協助之下，成功奪回被安祿山佔領的

長安，著手收復其他淪陷的地區。

                                                      
102 《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四〉，頁 1672：「閬州，武德元年，改為隆州。……先天元年，改

為閬州。」 
103 《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四〉，頁 1670：「武德元年，改為始州……先天二年，改始州為劍

州。」 
104 《唐會要》卷六十八〈都督府〉，頁 1193。 
105 有關西川、東川節度使的領州，根據《舊唐書‧地理志》，西川節度使領成都府（益州）、彭、

蜀、漢、眉、嘉、資、簡、雅、邛、巂、龍、黎、維、茂、松、扶、文、戎、翼等州（黎州以下

的州多半為羈縻州）；東川節度使領梓、綿、劍、普、榮、遂、合、渝、瀘等州。當然，隨著時

間的推移，兩川節度使各自的管轄範圍也有調整，大致的情況可以參考《新唐書‧方鎮表》。 
106 隔年（735 年，開元二十三年）增置黔中採訪使，所以最後一共為十六道採訪使。見嚴耕望，

〈景雲十三道與開元十六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1 本上，（1965：台北），頁

115－121；後收錄在氏著，《嚴耕望史學論文集》，頁 661—670。 
107 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955－959。 
108 夏炎指出節度使設置以後，都督府依然沒有被廢止，但是其職能逐漸為前者取代。夏炎，《唐

代州級官府與地域社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頁 238。另外在唐代宗大曆年間，仍

然看到有人帶有遂州都督的官職。見《全唐文》卷三百四十四〈京兆尹御史中丞梓遂杭三州刺史

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神道碑銘〉，頁 3489-2。 
109 《舊唐書》卷九〈玄宗本紀〉，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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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景雲時期的都督府於劍南地區的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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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景雲時期的都督府與西川、東川節度使的重疊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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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局勢慢慢穩定的同時，唐肅宗於 757 年（唐肅宗至德二年）將太上皇玄

宗迎回長安，並且在劍南地區實行新的措施。除了益州升格為成都府，更重要的

改變是將劍南道一分為二，分別以益州、梓州為治州，設置西川、東川節度使（圖

四）。110不過，彭州刺史高適立刻上奏朝廷，反對將劍南道分為兩個獨立的轄區，

認為造成當地百姓勞役負擔過重的問題。高適主要根據當時前往西山三城，修築

防禦據點的經驗，透過軍事財政負擔的角度，分析整件事情的利弊得失： 

劍南自玄宗還京後，於梓、益二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敝，（高）適因出

西山三城置戍，論之曰：「劍南雖名東西兩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

雅，界於南蠻也；茂州而西，經羌中至平戎數城，界於吐蕃也。臨邊小郡，

各舉軍戎，並取給於劍南。其運糧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猶不

舉。今梓、遂、果、閬等八州分為東川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可得而參

也。而嘉、陵比為夷獠所陷，今雖小定，瘡痍未平。又一年已來，耕織都

廢，而衣食之業，皆貿易於成都，則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稅賦者，

成都、彭、蜀、漢州。又以四州殘敝，當他十州之重役，其於終久，不亦

至艱？……臣愚望罷東川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則

事無窮頓，庶免倒懸。111 

彭州刺史高適會負責西山地區的防禦工事，在於彭州導江縣下的灌口鎮為控制西

山地區往來的交通咽喉，凡是軍隊進出、商業貿易都仰賴這條交通路線。112不久

之後，吐蕃與諸羌聯合進攻西山地區的柘、靜等州，劍南節度使嚴武指派崔旰（寧）

統領西山的軍隊，負責抵禦吐蕃的入侵。於765年（唐代宗永泰元年）明確看到

崔旰擔任了西山都知兵馬使。113隔年766年（唐代宗大曆元年）唐朝於茂州設置

劍南西山防禦使，但是很快就被廢止。114因此，在專門管理西山地區的機構成立

以前，唐朝或許就仰賴鄰近的彭州刺史來分擔相關事務。115 

    高適縱觀當時劍南地區的對外形勢，主要面對來自南詔、吐蕃的威脅。沿著

連結邛州、雅州、黎州一線的清溪關道，就能夠抵達南方的南詔境內；從茂州向

西前進，通過羌的勢力範圍以後，抵達平戎城等數座據點，就接近吐蕃的勢力範

圍。116唐朝為了防備南詔、吐蕃的侵擾，於是在靠近邊境的州縣駐紮軍隊。這些

軍隊的糧食補給，全部依靠劍南地區的運輸供給，甚至加上鄰近山南地區的支援

猶有不足。 

                                                      
110 西川、東川節度使各自領有的州數，詳見註 105。 
111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一〈高適傳〉，頁 3329。 
112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山劍滇黔區》，頁 939—943。 
113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七〈崔寧傳〉，頁 3398－3399：「久之，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柘、

靜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旰統兵西山，旰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永泰元年五月，嚴武卒……

旰時為西山都知兵馬使。」 
114 《新唐書》卷六十七〈方鎮表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1874。 
115 唐朝於 795 年（唐德宗貞元十一年）讓西川節度使加掛「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雲南安

撫等使」，等於將管理周遭地區土著人群的職務，全部交由西川節度使統一管理。詳見，《舊唐書》

卷十三〈德宗本紀〉，頁 382。 
116 詳細劍南地區通往南詔、吐蕃的路線，在本章第一節「劍南地區的兩面性」已經提及，在這

裡就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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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從劍南道獨立出梓、遂、閬、果等八州為東川節度使，導致西川節度使

不能干涉東川方面的財政稅收。117而且隸屬於西川的嘉、陵兩州，不久之前受到

當地夷獠的騷擾，仍然處於百廢待興的狀態，必須仰賴與成都交易來維持生活所

需。118因此，兩州的百姓自然沒有辦法負擔政府的賦稅。在這樣的狀況下，其餘

有能力繳納的州縣為益、彭、蜀、漢四州，需要分攤整個西川地區總共十州的賦

役稅額。即便這些州縣為劍南地區的平原精華地帶，依然不可能成為解決現狀的

長遠之計。 

    基於以上的理由，高適希望能夠廢除東川節度使，恢復為原本的劍南一道。

然後，高適認為要減少西山地區重要度較低的軍事據點，舒緩劍南地區沉重的財

政壓力，藉此從根本解決問題。儘管如此，朝廷仍然沒有採納高適的意見，代表

最初設置西川、東川節度使的時候，有其他方面更為重要的考量，其中一個可能

的因素為唐肅宗與太上皇唐玄宗之間的政治角力。 

    當時唐玄宗固然退居為太上皇，仍然保有相當的政治實力，尤其在先前移駕

的劍南地區。另外，先前唐玄宗逃難到成都的途中，除了任命太子李亨為天下兵

馬元帥，同時任命永王李璘兼任山南東道、黔中道、嶺南道、江南道等四道節度

使，掌握了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擁有與唐肅宗旗鼓相當的勢力。因此，掌權時

間尚短的唐肅宗決定於山南地區增設夔峽節度使，並且將劍南道分割為西川、東

川兩川，藉此削弱唐玄宗與永王李璘一側的力量，達到整體內部勢力的平衡。
119 

    事實上，唐肅宗在位期間（757－763年，至德二年到寶應二年）經歷過兩次

劍南道的分合，其原因都與唐朝中央的政治局勢有關。到了764年（唐代宗廣德

二年）唐朝受到吐蕃嚴重的威脅，於是再度將東川、西川合併為劍南道。不過，

於後繼劍南道節度使的人選問題上，引發西山都知兵馬使崔旰（寧）的不滿，於

劍南地區引發動亂。然而，唐朝始終不能順利壓制崔旰的叛亂，最後只好選擇招

撫的手段，於767年（唐代宗大曆二年）任命崔旰為西川節度使。120此後，唐朝

也將西川、東川節度使的體制固定下來，直到唐末為止都沒有太大的變動。 

 

 

 

 

                                                      
117 所謂「歲月之計」應指從百姓獲得的賦稅、徭役等財政收入。在《唐會要》卷八十五〈籍帳〉，

頁 1560：「（天寶）三年正月十六日勅：『天寶三年，改為載者，所論前後年號，一切為載。其後

造籍記歲月云若干載，自餘表狀文章並準此。』」由於唐玄宗於 744 年（唐玄宗天寶三年）下令

改年為載，地方編造的戶籍帳冊也比照辦理，往後登記年、月日期的時候一併改為載。因此，高

適或許就藉此用「歲月」來代稱戶籍帳冊。 
118 在高適上奏的兩年後，於 759 年（唐肅宗乾元二年）發生遍及邛、簡、嘉、眉、瀘、戎等州

的蠻反叛事件，或許就反映當時劍南地區局勢不穩的情況。詳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一〈唐

紀三十七〉，頁 7088。 
119 馬劍主要從朝廷內部政治鬥爭的角度，理解當時分割劍南道為東、西兩川的原因。其中唐肅

宗與太上皇唐玄宗之間的政治角力，為馬劍關注的重點之一。參見馬劍，〈唐代劍南道之分合〉，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 29 卷 4 輯，（2014：西安），頁 41－48。 
120 馬劍，〈唐代劍南道之分合〉，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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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西川和東川節度使的管轄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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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昌州建置和東川地區潛在的問題 

 

    在肅宗到代宗這段期間，唐朝面對內部的政治鬥爭，以及來自吐蕃、南詔的

威脅，將重心放在西川和東川節度使的建置上面。不過，於758年（唐肅宗乾元

元年）劍南道短暫合併期間，唐朝在先前景雲遂州都督府的範圍內，分割瀘、普、

渝、合、資、榮等六州的轄地來增設昌州： 

皇朝乾元元年，左拾遺李鼎祚奏以山川闊遠，請割瀘、普、渝、合、資、

榮等六州界，置昌州。尋為狂賊張朝等所焚，州遂罷廢。大曆十年，本道

使崔寧又奏復置，以鎮押夷獠。121 

左拾遺李鼎祚以這個區域佔地遼闊為由，建議於瀘、普、渝、合、資、榮六州的

中心設置昌州。李鼎祚或許想要填補地方行政架構的不足，同時也透露出唐朝已

經將勢力拓展到劍南的山地地區。
122
在 771 年（大曆六年）昌州遭到盜賊張朝的

破壞，只能放棄昌州的建置。123等到 775 年（大曆十年），唐朝接受西川節度使

崔寧的上奏，為了控制當地的夷獠而復置昌州。 

    影響昌州設置的盜賊、夷獠，實際上可能為遍及隔壁山南地區的問題。唐朝

於 772 年（大曆七年）的五月和十一月接連頒布了兩道詔書，就看到當時山南地

區面臨嚴重的水、旱災，以及過重的徭役問題： 

大曆七年五月制：「巴南諸州，仍歲水旱。迫於凍餒，或至流離。因有剽

竊，苟全性命。懼刑網之所及，姑嘯聚以相依。抑有繇焉，蓋非獲巳。永

言其弊，用軫於懷。如能相率來歸，各安生業。並無所問，咸許自新。宣

示中外。咸使知悉。」124 

（大曆七年）十一月庚辰，詔：「自頃蕃戎入寇，巴南屢多征役，其巴、

蓬、渠、集、壁、充、通、開等州，宜放二年租庸。」125 

在五月詔書的部分，唐朝提到山南地區經歷長期的水、旱災，當地的百姓迫於飢

荒問題，只能離開原本的居住地，或是組織為武裝集團，造成地方治安的不穩。

有鑑於百姓承受災荒、賦役雙重的負擔，唐朝決定招撫這些脫離州縣的人們，讓

他們回到原本的農業生產。 

    而十一月詔書則談到山南地區的百姓面對自然災害以外，還有對吐蕃戰爭而

加重的賦稅問題。即便到了 778 年（大曆十二年）唐朝仍然面對相同的問題，在 

在《冊府元龜》中的一道詔書裡面，就清楚指出當時山南地區需要負擔額外徵調

                                                      
121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三〈劍南道上〉，頁 867。 
122 川本芳昭，〈民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みた北朝後期段階における四川地域の状況について〉，

頁 17。 
123 在《新唐書》記載昌州先於 771 年廢止，與《元和郡縣圖志》相同於 775 年再度復置。儘管

《新唐書》沒有提及昌州廢置的原因，不能確認與盜賊張朝之間的關係。不過，由於下文推測張

朝與同一個時間山南地區嚴重的盜賊問題有關，因此判定張朝攻擊昌州的時間點同樣為 771 年。

見《新唐書》卷四十二〈地理六〉，頁 1091－1092：「大曆六年州、縣廢，其地各還故屬，十年復

置。」 
124 《冊府元龜》卷一百六十四〈招懷二〉，頁 1985-1。 
125 《舊唐書》卷十一〈代宗本紀〉，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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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已經出現許多流亡的百姓。如今山南地區又受到天災的影響，導致更

多人選擇躲藏到山林裡面，並且組成武裝集團來掠奪各地。126因此，唐朝除了先

前招撫的手段，同時減免巴、蓬、渠、集等州兩年的賦稅，希望能夠減輕百姓的

重擔。 

    唐朝下令減輕賦稅的州縣，其範圍幾乎包含整個山南西道，反映當時百姓離

散問題的嚴重性。這些騷擾地方的武裝集團，也看到以往活躍於劍南、山南地區

的獠參與其中。於 770－771 年間（大曆五年至六年），就有數千名夷獠集結在山

地、水澤裡面，朝向巴州地區進行掠奪：127 

（于邵）出為道州刺史，未就道，轉巴州。時歲儉，夷獠數千相聚山澤，

圍州掠眾，邵勵州兵以拒之。旬有二日，遣使說喻，盜邀邵面降，邵儒服

出城，盜羅拜而降，圍解。節度使李抱玉以聞，超遷梓州，以疾不至，遷

兵部郎中。西川節度使崔寧請留為支度副使。
128
 

于邵原本被任命為道州刺史，但是立刻又改為擔任巴州刺史。當時遇到山南地區

發生災荒，潛伏在山林沼澤的獠開始到處騷擾巴州地區。于邵指揮州兵抵擋夷獠

的侵擾之餘，嘗試派出使者來招撫他們。最後，在于邵親自與獠談判以後，成功

解決，成功解除這次的危機。 

    山南西道節度使李抱玉將于邵的事蹟上報朝廷。於是唐朝決定拔擢于邵為梓

州刺史，後來因為于邵個人的因素，改為擔任中央的兵部郎中。129然而，西川節

度使崔寧上書中央，希望能夠讓于邵留在劍南地區，擔任西川支度副使。但是，

崔寧的意見沒有被朝廷採納。至於崔寧的目的，可能想借重于邵處理巴州夷獠的

經驗，防範潛藏於劍南地區的獠，以免發生與山南地區相同的問題。儘管招攬于

邵的策略失敗，崔寧在 775 年提出復置昌州的建議，則是透過設置州縣的方式來

達成同樣的目的，似乎也成功抑制當地夷獠的勢力。130 

    此外，由於昌州橫跨景雲遂州都督府的轄區，不論是李鼎祚想要強化對地方

控制的理由，或是後來面對盜賊和夷獠的騷擾，或許都是唐朝自從景雲年間一直

留意的問題。雖然唐朝於景雲年間的都督府的嘗試失敗，不過藉著東川節度使和

昌州的建置，從不同的方式重新掌握東川地區的情況。換言之，唐朝設置昌州的

                                                      
126 《冊府元龜》卷四百九十〈邦計部蠲復二〉，頁 5867-2、5868-1：「如聞巴南諸州。自頃年以

來，西有蕃夷之寇，南有羌戎之聚。歲會戎事，城出革車。子弟困於征徭，父兄疲於餽餉。賦益

煩重，人轉流亡。荒田既多，頻歲仍儉。戶口凋耗，居民蕭然。去桑梓之重遷，保山林以自活。

念性命於俄頃。或逡巡於敓攘。」 
127 由於李抱玉只有短暫在 770－771 年間擔任山南西道節度使，隨後就轉任為鳳翔節度使，藉此

推算出于邵與巴州夷獠接觸的時間點。有關李抱玉擔任節度使的考證，參考吳廷燮，《唐方鎮年

表》，頁 4、652－653。 
128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于邵傳〉，頁 3765－3766。 
129 于邵「超遷梓州」的意義為何？就官品而言，《舊唐書》載巴州刺史為正四品上，而梓州刺史

為從三品；《新唐書》的巴州、梓州刺史均為正四品下。不過，梓州為東川節度使的治州，通常

由東川節度使兼任梓州刺史。因此，「超遷梓州」或許代表唐朝有意讓于紹接任東川節度使，但

是礙於某些因素沒有實際執行。 
130 馬劍指出唐玄宗到代宗在位期間，唐朝在劍南、山南地區交界逃戶集中的地帶，設置許多新

的州縣。這點輔助了唐朝設置昌州與當時山南地區的流民、夷獠之間可能的關連性。詳見馬劍，

〈唐宋時期四川地區州縣置廢的考察〉，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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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意可能延續過去景雲時期的都督府的脈絡，為長久以來唐朝控制劍南地區措施

的一部分。 

  

 六、唐末劍南地區行政建置的變化 

 

    唐朝在劃分西川、東川，與設置昌州以後，在劍南地區的行政架構沒有出現

太大的變動，一直要到唐末五代時期才有進一步的轉變。這點一方面代表當時劍

南地區的行政規劃已經符合唐朝的需求；另一方面，朝廷也面對了其他更為急迫

的問題。首先，劍南地區持續面臨來自吐蕃和南詔的威脅。特別是南詔於 829 年

（唐文宗太和三年）攻入西川地區，一路突破到成都城外。唐朝臨時任命東川節

度使郭釗兼領西川節度使，來應付當時緊急的狀況。儘管南詔與郭釗達成協議從

成都退兵，但是帶走成都大量的工匠、財貨，自此成為劍南地區最大的外患。
131

 

    再者，唐朝也承受內部的割據藩鎮帶來的壓力。為了避免劍南地區形成另一

股不受朝廷控制的勢力，唐朝盡可能保持兩川節度使之間的權力平衡。在 806 年

（唐憲宗元和元年）有西川節度使劉闢意圖掌握整個劍南地區，派兵攻擊作為東

川節度使治所的梓州。132得知消息的朝廷方面立刻向東川節度使李康、山南西道

嚴礪下達指示，配合中央神策軍來夾擊反叛的軍隊，最後成功鎮壓劉闢引發的亂

事。133藉著這次的契機，唐朝大幅提升朝廷的威勢，得以整頓其他割據的藩鎮勢

力 

    不過，唐憲宗以後的皇帝統治期間，並沒有延續先前朝廷的優勢，逐漸失去

對於底下藩鎮的控制力。134後來於 875 年（唐僖宗乾符二年）黃巢響應王仙芝的

動亂，黃巢在 880 年（唐僖宗廣明元年）攻陷長安，而唐僖宗則被迫逃往成都。
135此後，唐朝已經沒有能力管理各地的藩鎮，只能任由藩鎮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

而劍南地區方面也有相同的發展。 

    在黃巢勢力潰敗、唐僖宗回到長安以後，不久在 884 年（唐僖宗中和四年）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不滿宦官田令孜、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掌握大權，於是舉兵聲討

陳敬瑄。從此以後，劍南地區就陷入西川與東川節度使相互對抗的局面。在楊師

立以失敗收場之後，繼任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以及同盟的王建，同樣與西川節度

使陳敬瑄交惡，在 887 年（唐僖宗光啟三年）展開長達數年的戰爭。136 

                                                      
131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唐紀六十〉，頁 7867－7868。 
132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劉闢傳〉，頁 3826—3827。 
133 《舊唐書》卷十四〈憲宗本紀〉，頁 414－415：「（元和元年正月）戊子，制：『……宜令興元

嚴礪、東川李康掎角應接，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神策兵馬使李元奕率步騎之師，與東川、興

元之師類會進討。其糧料供餉，委度支使差官以聞。』甲午，高崇文之師由斜谷路，李元奕之師

由駱谷路，俱會于梓潼。」 
134 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支配體制》（東京：三一書房，1980），頁 99—106。 
135 黃巢起事的時間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二〈唐紀六十八〉，頁 8180；而後，黃巢勢力攻

入長安的時間見《舊唐書》卷十九〈僖宗本紀〉，頁 708－709。 
136 《舊唐書》卷十九〈僖宗本紀〉，頁 729；《資治通鑑》卷兩百五十七〈唐紀七十三〉頁 8367—

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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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於 891 年（唐昭宗大順二年）王建於成都擊敗陳敬瑄，自命為西川留

後，結束雙方的對抗。137不過，同年在東川節度使顧彥朗死後，他的弟弟顧彥暉

接任東川節度使，反而與王建的勢力決裂，導致劍南地區的局勢更加混亂。138王

建與顧彥暉的戰事一直持續到 897 年（唐昭宗乾寧四年）。最後，顧彥暉失敗自

殺，王建推舉自己的心腹王宗滌為東川留後。如此一來，王建等於掌握了西川、

東川節度使的權力，實質上讓分隔一百多年的劍南地區回到一人的控制底下。 

    在統一西川、東川以後，王建於劍南地區展開新的行政措施。首先，為了確

保沒有顧彥暉的殘存勢力，王建派遣部將王宗綰巡視東川地區的昌、普等數州。
139在 898 年（唐昭宗光化元年）王宗滌認為東川地區幅員遼闊，使得行政文書的

傳遞相當費時，於是建議王建於遂、合、瀘、渝、昌州建立一個新的軍鎮，補強

在東川方面的統治。140王建將王宗滌的意見上呈給中央，朝廷在 899 年（光化二

年）同意於該區域設置武信軍。
141

 

    武信軍的成立，不但代表王建將韋君靖等地方勢力收入旗下，也看到與過去

唐朝於劍南地區安排的行政規劃有著相似性。除了王建上奏設置武信軍，唐朝先

前在 892 年（唐昭宗景福元年）分割東川北方的龍、劍、利、閬四州，成立龍劍

節度使，似乎有意強化對於東川地區的控制（圖五）。142武信軍與龍劍節度使各

自統轄的範圍，掌握劍南地區通往長江中下游、關中地區的戰略位置，並且與景

雲年間的綿州、遂州都督府有相當的重疊性。從景雲時期的都督府到王建分割東

川地區的措施，其中影響這些政策的考量主要有兩點，為劍南地區本身的地理形

勢，與長久以來活躍於地方的獠。 

                                                      
137 王建於成都擊敗陳敬瑄時間有兩種說法，為《舊唐書》的 889 年（唐昭宗龍紀元年）與《資

治通鑑》的 891 年。由於以下章節引用到 889－891 年有關王建與陳敬瑄互動的內容，只記載於

《資治通鑑》，因此本篇論文將以《資治通鑑》為依據，將王建與陳敬瑄這場鬥爭的結束時間定

在 891 年。 
138 王建與顧彥暉的關係破裂，與當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想要將勢力擴張到東川地區的抗

爭有關。詳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八〈唐紀七十四〉，頁 8422。 
139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一〈唐紀七十七〉，頁 8509。 
140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一〈唐紀七十七〉，頁 8517：「以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踰

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州別為一鎮；建表言之。」 
141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一〈唐紀七十七〉，頁 8525：「（光化二年）五月，甲午，置武信軍

於遂州，以遂、合等五州隸之。」至於《新唐書‧方鎮表》裡面武信軍成立的時間為 897 年，與

《資治通鑑》的兩個時間有段差距，或許反映了武信軍實際設置與上報中央之間，訊息傳遞造成

的落差。 
142 何燦浩認為王建設置武信軍的目的，在於配合上先前的龍劍節度使，就能夠有效掌握東川方

面的力量。詳見何燦浩，《唐末政治變化研究》（北京：文聯出版社，2001），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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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唐末武信軍與龍劍節度使的管轄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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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唐代劍南地區行政建置年表 

617 隋恭帝義寧元年 李淵集團派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袞招

撫山南、劍南地區。 

618 唐高祖武德元年 唐朝成立。 

  雅州分割出邛州、登州；資州分割出榮州。 

619 武德二年 資州分割出普州；嘉州分割出眉州。 

  設置遂州總管府，管遂、梓、資、普四州。 

  山南地區集州獠叛亂，梁州總管龐玉平定。 

620 武德三年 指派皇甫無逸為益州道安撫大使，同時頒布〈遣

使安撫益州詔〉。 

  改益州總管府為西南道行臺 

  益州分綿竹、導江、九隴縣為濛州；陽安、金

水、平泉縣為簡州；玄武縣劃分給梓州。 

621 武德四年 韋雲起任遂州總管 

626 武德九年 罷西南道行臺，改置益州總管府。 

628 唐太宗貞觀二年 廢濛州，綿竹、導江、九隴縣復歸益州。 

636 貞觀十年 復置遂州都督府，管遂、普、果、合四州。 

643 貞觀十七年 廢除遂州都督府。 

 貞觀初 廢止遂州總管府。 

686 武曌垂拱二年 分益州十三縣為漢、彭、蜀州。漢州領雒、德

陽、什邡、綿竹、金堂五縣；彭州領九隴、唐

昌、濛陽、導江四縣；蜀州領晉原、青城、康

安、新津四縣。 

711 唐睿宗景雲二年 於天下分設二十四都督。其中，益州都督府管

益、彭、蜀、漢、簡、眉、卭、嘉、雅、陵十

州；綿州都督府管綿、梓、隆（閬）、始（劍）、

果、龍六州；遂州都督府管遂、資、榮、普、

渝、合五州。 

714 唐玄宗開元二年 設置劍南道支度營田使。 

719 開元七年 劍南道支度營田使升格為劍南道節度使。 

734 開元二十二年 於天下增設十五道採訪使。 

755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 安史之亂。 

757 唐肅宗至德二年 分劍南道節度使為西川、東川節度使。西川管

益、彭、蜀、漢、眉、嘉、資、簡、雅、邛、

巂、龍、黎、維、茂、松、扶、文、戎、翼等

州（黎州以下的州多為羈縻州）；東川節度使管

梓、綿、劍、普、榮、遂、合、渝、瀘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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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適上奏反對分割劍南道為東、西兩川。 

758 至德三年 合併東、西兩川為劍南道。 

  割瀘、普、渝、合、資、榮六州界，置昌州。 

759 唐肅宗乾元二年 邛、簡、嘉、眉、瀘、戎等州蠻反。 

761 唐肅宗上元元年 恢復設置東、西兩川。 

764 唐代宗廣德二年 遭受來自吐蕃的威脅，重新合併兩川為劍南道。 

766 唐代宗大曆元年 崔旰（寧）叛亂，再度區分為西川、東川節度

使。 

767 大曆二年 任命崔寧為西川節度使，正式確立東、西兩川

的體制。 

771 大曆六年 受到盜賊張潮破壞，廢置昌州。 

775 大曆十年 復置昌州。 

806 唐憲宗元和元年 西川節度使劉闢反亂事件。 

829 唐文宗太和三年 南詔入侵劍南地區，攻陷成都。 

852 唐宣宗大中六年 獠寇昌、資二州。 

875 唐僖宗乾符二年 黃巢響應王仙芝，於地方掀起動亂。 

880 唐僖宗廣明元年 長安為黃巢攻破，唐僖宗移駕成都。 

884 唐僖宗中和四年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反叛，兵敗。 

887 唐僖宗光啟三年 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與王建，與西川節度使陳敬

瑄發生戰爭。 

891 唐昭宗大順二年 王建擊敗陳敬瑄，進入成都，自命為西川兵馬

留後。 

  顧彥朗去世，其弟顧彥暉接任東川節度使，與

西川節度使王建發生衝突。 

  韋君靖擔任昌州刺史，昌、普、渝、合四州都

指揮，靜南軍使。 

892 唐昭宗景福元年 王建於龍、劍、利、閬四州設置龍劍節度使。 

  韋君靖決定興建永昌寨。 

895 唐昭宗乾寧二年 永昌寨完工，同時刻鑿韋君靖刻石。 

897 乾寧四年 顧彥暉失敗自殺，王建實質掌握西川、東川。 

  王建派遣王宗綰巡視東川地區的昌、普等州。 

898 唐昭宗光化元年 東川留後王宗滌建議在遂、合、瀘、渝、昌五

州的範圍新置一鎮。 

899 光化二年 朝廷同意王宗滌的提議，於遂、合、瀘、渝、

昌州設置武信軍。 

908 前蜀王建武成元年 王建稱帝，正式建立前蜀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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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小結 

 

    劍南地區從戰國時期被納入中國的範圍開始，一直都作為各個政權的後勤支

援，或是箝制長江下游政權的前線基地。當然，也有政權直接在劍南地區建立起

割據一方的勢力。劍南地區會有這樣的展開，源自於本身地域提供的基礎。首先，

劍南地區的周圍幾乎為丘陵、山地環繞，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配合內部擁

有的自然資源，有利於劍南地區發展出獨立的地域社會。接著，劍南地區依靠陸

路、水路的管道，構築往來域內與境外的交通網絡，進一步成為西南方重要的交

通中心。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之下，劍南地區自然為歷代政權重點管理的區域，而

隋、唐兩代政權也不例外。隋朝和唐朝都不斷嘗試各種行政規劃，達到對於劍南

地區有效的統治，並且看到兩者都依循著相似的脈絡在進行。 

    隋朝解決前代益州總管王謙的亂事以後，正式展開於劍南地區的統治。隋朝

先是任命蜀王楊秀為益州總管，藉此穩定當地的局勢，然後結合隋初廢郡置州的

政策來改善行政效率。等到隋朝消滅南方的陳朝，才開始積極擴展在劍南地區的

控制範圍。於設置新州縣的過程中，隋朝接觸到當地土著人群的獠，並且發生些

許的衝突。在隋文帝仁壽年間，劍南地區出現大規模的夷獠動亂，仰賴朝廷派遣

行軍總管來平定。解決夷獠的問題之後，隋朝決定增設遂州、瀘州總管府，強化

對於地方的掌握。而隋煬帝即位以後，朝廷雖然下令廢止全國的總管府，但是劍

南地區沒有再度發生動亂，凸顯先前的行政規劃確實達到預想的目的。 

    唐朝於隋末大亂期間，率先利用招撫的手段將劍南地區納入統治範圍。而後，

唐朝恢復了隋代仁壽年間的行政配置，作為基本框架來進行下一步的調整。其中，

復置的遂州總管府同樣負責對獠的事務，代表唐朝於劍南地區也遇到相同的問題。

到了唐睿宗景雲年間，朝廷提出在全國設置二十四都督府的構想，將劍南地區分

為益州、綿州、遂州都督府。儘管景雲時期的都督府沒有實際施行，但是其區域

的劃分為後來的東川、西川節度使繼承。唐朝確定東、西兩川的架構，為唐肅宗

到代宗期間經過一連串政治鬥爭的產物，其中曾經有彭州刺史高適上言反對。與

此同時，唐朝於劍南、山南地區的交界地帶分割出昌州，回應當時發生的盜賊和

夷獠問題。此後，直到唐末於劍南地區的行政架構才再度出現變化，於東川地區

新設了龍劍節度使與武信軍，後者即為韋君靖勢力所在的區域。 

    回顧劍南地區於隋、唐兩代的發展，朝廷面對各種的變化而採取相應的策略。

從隋代的遂州總管府、唐代武德時期的總管府、景雲時期的都督府、東西川節度

使，最後於唐末的武信軍與龍劍節度使。隋、唐政權相對頻繁地調整東川地區的

行政架構，並且於地理區域上有相當的重疊，或許就反映兩個政權面臨相同的考

量。至於影響他們決策的因素，除了東川地區本身的地理環境，另一個可能性是

身為劍南地區活躍土著人群的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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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鎮與地方聚落的形成 

 

    本章討論的出發點為韋君靖於892年（唐昭宗景福元年）開始建造的永昌寨。

從胡密對於永昌寨的描述來看，永昌寨除了為藩鎮底下的軍事據點，同時也擁有

行政、交通、佛教方面的機能。永昌寨具備多重機能的型態，提示了其作為一個

地方新興聚落的可能性。特別是其中的軍事、交通（商業）、佛教三個要素，為

影響當時地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藉著進一步探討這些要素相互結合的情況，

談論對於地方聚落發揮的作用。最後，永昌寨為一個藩鎮建在山地的鎮，則是展

現唐朝在劍南地區支配型態的改變，以及當地地域社會開發的結果。希望透過以

上的討論，能夠進一步瞭解唐代後期地方聚落呈現的樣貌，以及永昌寨所在的劍

南地區出現的轉變。 

 

第一節、永昌寨的特質 

     

    在 892 年（唐昭宗景福元年）由韋君靖主持興建的永昌寨，屬於唐代後期藩

鎮在地方上普遍設置的「鎮」，自然具備強烈的軍事性質。不過韋氏底下的軍事

判官胡密為其撰寫的紀念文章，看到永昌寨不只是單純的軍事要塞，可能也是地

方社會中重要的行政、交通、甚至是信仰的中心，可以看作是一個新興地方聚落

的出現。因此，這一節的重點將放在永昌寨本身的特質，從基本的大小規模和軍

事機能，擴展到在行政、交通、佛教方面的要素，藉此瞭解永昌寨作為地方聚落

的樣貌。 

    展開有關永昌寨各項機能的討論以前，首先要回顧韋君靖過去崛起的歷程，

來了解韋君靖於 892 年決定建造永昌寨的目的。最初，韋君靖建立起自身勢力的

契機，為 875 年（唐僖宗乾符二年）發生的黃巢之亂。當時，身為東川地區地方

官員的韋君靖，「覩茲遐僻，人不聊生。遂合集義軍，招安戶口」，於是組織起地

方的自衛武裝集團。1 

    在 882 年（唐僖宗中和二年）涪州刺史韓秀昇起兵反抗唐朝，並且騷擾鄰近

的巴州和渝州等地區。唐朝方面，由西川行軍司馬高仁厚負責討伐韓秀昇，於隔

年（中和三年）成功剷除韓秀昇的勢力。2在這個過程中，韋君靖也參加了高仁

                                                      
1 韋君靖刻石內容的考訂、標點，參考附錄的「韋君靖刻石釋文」；至於韋君靖當時的身分，後

來胡密對於韋君靖仕宦政績的描述，提到韋氏「政茂潁川，化光河內」，似乎曾經擔任許州、懷

州的地方官員。因此，韋君靖很有可能經歷轉遷以後，來到東川地區擔任地方的官職。另外，龍

騰則認為胡密是利用「潁川、河內」來對應東漢的寇恂，藉此形容韋君靖在戰爭、政事兩方面的

功績。詳見龍騰，〈大足北山石刻《韋君靖碑》「潁川」、「河內」辯〉，《四川文物》2000 年 5 期，

（2000：成都），頁 68。 
2 以下有關韓秀昇叛亂的經過，詳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五〈唐紀七十一〉（北京：中華書

局，1956），頁 8275、8289、8291－93；《新唐書》卷一百八十九〈高仁厚傳〉（北京：中華書局，

1975），頁 5471－5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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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進攻韓秀昇據點的行動，因此受到渝州刺史田公的推舉，晉升為普州刺史。3 

    不久之後，在 884 年（中和四年）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不滿西川節度使陳敬瑄

和宦官田令孜的勢力，決定起兵來征討陳敬瑄，但是同年六月就以兵敗收場。4而

韋君靖選擇配合唐朝討伐楊師立的行動，並且成功收復楊氏佔領的合州，轉任為

合州刺史。隨後，韋君靖加入新任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的集團，然後捲入涉及整個

劍南地區的政治鬥爭。 

    當時擔任合州刺史的韋君靖參與了 887—891 年（唐僖宗光啟三年至唐昭宗

大順二年）王建、顧彥朗與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的政治鬥爭。5891 年王建在成都擊

敗陳敬瑄，結束一連串的戰事之後，朝廷按照韋君靖在這段期間立下的功績，授

予他「特授檢校工部尚書，拜當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累

加刑部尚書、左僕射……。」除了由原本的合州刺史轉任昌州刺史以外，韋君靖

又獲得了統領昌、普、渝、合四州軍事力量的權力。 

    換言之，韋君靖從一個僅有一州範圍的地方軍事集團，躍升為管理數州、頗

具規模的勢力。為了因應如此的勢力增長，韋君靖就在隔年 892 年（唐昭宗景福

元年），決定在昌州的大足縣建立一個新的據點，即為永昌寨。同時，韋君靖指

派胡密撰文紀念永昌寨的落成，其內容敘述了韋君靖集團崛起的過程，以及整個

永昌寨的大小規模、周遭的地理環境。在 895 年（唐昭宗乾寧二年）永昌寨完工

以後，韋君靖就將這份文字刻鑿在當地的石壁上，也就是留存至今的韋君靖刻

石。 

    在整份刻石的內容中，胡密談到當時永昌寨的選址、大小規模，與寨內的軍

事防禦措施： 

乃於景福元年壬子歲春正月，卜築當鎮西北。維龍崗山，建永昌寨。茲山

也，上掩雲靄，下抗郊原。矗似長雲，崒如斷岸。崖巘重疊，蹬道崎嶇。

一夫荷戈，萬人莫上。……而又良工削墨，心匠設規。築城牆二千餘間，

建敵樓一百餘所。遐瞻天際，豈龜形之可輪；高倚雲間，豈蜃樓之能擬。

其上即飛泉進出，綠沼滂流；崢嶸一十二峰，周圍二十八里。蓋造化之凝

結，豈金湯之比倫。況乎糧貯十年，兵屯數萬。遐邇臻休，軍民胥慶。耕

織無妨，徭役不闕。可謂一勞永逸，有備無虞。 

胡密回顧於 892 年韋君靖依據占卜的結果，選擇在「當鎮」西北方的龍崗山，作

為興建永昌寨的基址。6龍崗山本身就是當地地形險要之處，具有良好的軍事守

備條件，正是挑選此處建寨的原因。在興建永昌寨的時候，韋君靖聘請工匠來修

築總共有兩千多間的城牆，並且在城牆上建有防禦性質的敵樓一百多所。結合龍

                                                      
3 韋君靖刻石提到的「渝牧田公」，在史書裡面並沒有相關的記載，於此直接以「田公」稱之。 
4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五〈唐紀七十一〉，頁 8301－8302、8310。 
5 有關王建與陳敬瑄這場鬥爭的結束時間，已經在第二章第三節「唐朝對劍南地區統治的調整與

定型」的註 137 說明，在此不多作贅述。 
6 這裡的「當鎮」究竟為何處？劉豫川認為所指為韋君靖官職中的靜南軍，也就是昌州轄縣之一

的靜南縣。不過，「當鎮」可能為舊有大足縣城，或是位在大足的昌州治所。關於這點，將在接

下來的篇幅會有進一步的論述。劉豫川，〈《韋君靖碑》考辨〉，《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5 年 3 期，（重慶：1985），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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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山的地勢、城牆和敵樓等防禦工事，以及利用附近水系的優勢之下，永昌寨成

為相當牢固的要塞，並且擁有維持當地社會穩定的功能。 

    由此可見，永昌寨為一座建在山丘上，四周有城牆環繞的「城」。至於永昌

寨的規模，胡密只有提到「城牆兩千餘間」，不清楚其明確的佔地範圍，或許可

以與同一時代增築的成都羅城進行比較。時值 875—877 年間（唐僖宗乾符二年

至四年）由於舊有的成都城空間不足，缺乏完善的防禦功能，因此西川節度使高

駢決定就現有成都城為基礎，重新修築新的羅城。7而完工後的成都羅城，其規

模、建置如下： 

南北東西凡二十五里，擁門卻敵之制復八里。其高下蓋二丈有六尺，其廣

又如是，其上袤丈焉陴四尺。斯所謂大為之防，俾人有泰山之安矣……其

上建樓櫓廊廡，凡五千六百八間。8 

羅城的周長為二十五里，加上環繞城門長達八里的甕城，全部的城牆共有三十三

里，也有一說為四十三里。
9而城牆的高度、寬度皆為二丈六尺，並且牆上有額

外的短牆四尺。不僅如此，羅城上面還有如樓、櫓、廊、廡等各種防禦設施，總

共佔據五千六百八間的範圍。雖然不確定是否完全涵蓋羅城，單從這些建築物與

永昌寨的城牆對比，後者約為前者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大小，為一座擁有相

當規模的城寨。 

    實際上，像永昌寨、成都羅城這類的築城活動不侷限於劍南地區，唐代後期

於中國的華中、華南地區也看到其他築城的案例。例如，位在杭州的東安鎮，在

891 年新築羅城，城周兩千五百步（共七里）的長度，足以匹敵中上層級的縣城

規模。同年在撫州南城縣，也增築了一座城周十三里的羅城，城牆上有露屋一千

一百三十七間，以及敵樓三十二所，以縣城來說已經是相當大的城。之所以會有

這些築城活動，反映了當時各個藩鎮勢力之間的角力。10同時，也凸顯地方軍事

化的傾向。 

    從上述這些例子看來，永昌寨擁有不亞於縣城大小的規模。更有甚者，後來

在 901 年（唐昭宗天復元年）擴張之周長二十六里的福州州城，同樣於城牆之上

建有廊一千八百一十間、敵樓二十三所，整體的配置近似於永昌寨的狀況。11以

城寨的大小為基準來判斷，永昌寨等於有著州治水平的城牆和防禦措施。從這點

                                                      
7 《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三〈創築羅城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8307-2：「先是蜀城，

既卑且隘。象龜行之屈縮；據武擔之形勝。里閈錯雜，邑屋闐委。慢藏誨盜，城而弗羅。」；另

外，對照高駢擔任西川節度使的時間點，推算興建羅城應在 875—877 這段期間，詳見吳廷燮，《唐

方鎮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985－986。 
8 《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三〈創築羅城記〉，頁 8309-1。 
9 在另一份收在《全唐文》有關成都羅城的史料〈獎高駢築成都羅城詔〉，其中記載羅城的大小

為「每日一十萬夫，分築四十三里」。嚴耕望考證兩份史料，認為〈創築羅城紀〉的內容有所訛

誤，城牆的長度應為三十五里，包含甕城正好為四十三里。詳細論述參見嚴耕望，〈唐五代時期

之成都〉，收錄在氏著，《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1），頁 212—213。 
10 愛宕元，〈唐末五代期における城郭の大規模化—華中‧華南の場合—〉收錄在氏著，《唐代

地域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7），頁 415—488。 
11 愛宕元，〈唐末五代期における城郭の大規模化—華中‧華南の場合—〉收錄在氏著，《唐代

地域社会史研究》，頁 436—437。 



	 	

doi:10.6342/NTU201602126

54 
 

進一步推論，是否代表永昌寨也具備行政方面的機能？     

    這點要對照昌州移治的時間點來理解。在《太平寰宇記》記載，昌州在 892

年從原本州城所在的昌元縣，搬遷到大足縣，正好與營造永昌寨的時間重合。12配

合上述永昌寨的規模，很有可能就是當作新的州城為前提來興建。13可是，《新唐

書．地理志》則記錄昌州在 885 年（唐僖宗光啟元年）已經將州治移往大足縣，

兩者之間有著七年的落差。14不過，並不阻礙於永昌寨作為昌州治所的可能性。

先前在胡密的敘述裡面，永昌寨選址的龍崗山位在「當鎮西北」，並且擁有足以

容納「兵屯數萬」的空間，成為韋君靖勢力最主要的根據地。這裡的「當鎮」可

能為舊有的州城，或者是大足縣城。由於韋君靖擔任昌州刺史之外，帶有統領昌、

普、渝、合州，四州範圍的藩鎮長官之身分。原本的州城、縣城不符合當時韋君

靖的需求，所以直接於附近挑選適當的場所來解決這個問題。15 

    永昌寨兼具軍事、行政機能的情況，同年於劍南地區北方的彭州出現的「招

安寨」，也利用寨作為安置縣級治所的地點。在 891 年王建結束與陳敬瑄的對抗，

自命為西川兵馬留後，掌握了節度使的權力。不過，趁著王建尚未在西川地區站

穩腳步，陳敬瑄的舊部楊晟聯合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於 892 年出兵攻打王建

轄下的漢州、梓州。16於是王建隨即對楊晟展開反擊，攻向後者的根據地彭州，

但是卻一直久攻不下，等到 894 年（唐昭宗乾寧元年）才殲滅楊晟的勢力。17 

    在這段期間內，彭州當地的居民受到戰爭波及，紛紛逃往山谷中避難。而王

建底下各寨的將士，則是到處掠奪人口，稱為「掏虜」，造成彭州的局勢益加混

亂。18於是，王建軍隊中的一名士兵王先成為了改善彭州的狀況，向其中一名將

領王宗侃提出七項建議，希望能藉此轉達給最上層的王建。其中，相當重要的意

見為招安寨的措施： 

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淘虜，

                                                      
12 《太平寰宇記》卷八十八〈劍南東道七〉（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746：「……舊理賴波

溪南，以昌元縣為依郭。景福元年，移就大足縣，即今理。」 
13 日野開三郎，《唐末五代初自衛義軍考》（福岡：日野開三郎，1984），頁 239；佐竹靖彥，《唐

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同朋舍，1990)，頁 423。 
14 《新唐書》卷四十二〈地理六〉，頁 1091－1092：「……大曆六年州、縣廢，其地各還故屬，

十年復置。光啟元年徙治大足。」 
15 至於原先州城、縣城的用途產生什麼變化？這邊提出另外一個看法，韋君靖興建的永昌寨，

可能只處理軍事、藩鎮方面的事務，原有的治所仍然保持其行政的機能。不過，為了不使得兩者

之間變得不便控制，才會選擇在州城附近築一新城。類似這種鎮與州治、縣治的關係，可以參考

日野開三郎的研究，詳見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支配體制》（東京：三一書房，1980），頁 367

－381。 
16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九〈唐紀七十五〉，頁 8425：「威戎節度使楊晟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

（景福元年）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蕘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

至於楊晟於 886 年（唐僖宗光啟二年）僖宗逃難到山南西道的時候，被任命為感義軍節度使，負

責阻擋後面鳳翔、邠寧的追兵，之後遭受到攻擊而敗走。在王建與陳敬瑄發生戰爭的期間，田令

孜找來自己的故將楊晟，為威戎軍節度使，專司鎮守彭州一地。詳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九，

頁 8330、8336、8382－8383。 
17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九〈唐紀七十五〉，頁 8455；《新唐書》卷十〈昭宗本紀〉，頁 290。 
18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九〈唐紀七十五〉，頁 8431：「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

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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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

人，以處所招百姓，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為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

執兵巡衞。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牓帖既下，諸寨必各遣軍士

入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貍，誰肯來者！欲招之必有其術，

願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

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牒具人數，部

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有自軍前先

寄歸者，量給資糧，悉部送歸招安寨。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

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設置曹局，撫安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

自入山招其親戚：彼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為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

歡呼踊躍，相帥下山，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

未入山時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漚麻鬻之，以為資糧，

必漸復業。19 

首要目標自然是讓躲藏到山中的居民回到政府的掌控中，同時為了阻止情況的惡

化，禁止將領、士兵再度出去掏虜。20接著，王先成提議設置招安寨，專門處理

招撫百姓的相關事務，並且統一由王宗侃負責指揮。這些招安寨的規模能夠容納

數千人，而各寨配有招安將一名，率領三十名士兵維護周圍的治安。除了仍然藏

匿於山中的人們，過去被掠奪的人口經過登記以後，一併送往招安寨安置。然後，

王先成希望於招安寨內設立一九隴行縣。如同一般的縣設置縣令、曹局等行政組

織，實際負責入山招安的各項事宜，之前集中在招安寨的百姓也交給九隴行縣管

理。21 

    收到王宗侃上呈的建議以後，王建立刻下令將之付諸實行，結果有著相當良

好的成效。收容的人數很快到達招安寨能容納的上限，逃散到各地的人們慢慢回

歸到原本的生活，因此招安寨過了不久就被廢止。22儘管招安寨是為了解決特定

狀況而出現的臨時措施，仍然為一個頗具規模的據點。屬於藩鎮管下軍事據點的

同時，也看到縣級行政組織重疊於此，這點加深了永昌寨兼具軍事、行政角色的

可能性。另外，在 882 年（唐僖宗中和二年）高仁厚奉命討伐在西川地區叛亂的

阡能勢力。每當攻下阡能佔據的縣、鎮，高仁厚就指派一名鎮遏使負責安撫、招

集離散的百姓。23這些鎮遏使的用意與招安寨類似，反映了藩鎮組織能夠因應臨

時目的而設置，具備相當程度的機動性。 

                                                      
19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九〈唐紀七十五〉，頁 8432—8433。 
20 王建招安的措施與底下部將的掏虜於本質上要獲得勞動人口，其中的差異在於王建是將這些

人口納入官方登記的帳冊來管理。 
21 九隴縣為彭州底下的轄縣之一，或許遭受到當時戰爭的破壞，原本的縣已經不能發揮應有的

功能，王先成才會提出這樣的意見。這點也再度反映王建、楊晟於彭州的戰爭所影響的程度。關

於九隴縣，見《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1666。 
22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九〈唐紀七十五〉，頁 8433：「建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明

日，牓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

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稍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23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五〈唐紀七十五〉，頁 8282：「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 



	 	

doi:10.6342/NTU201602126

56 
 

    此外，永昌寨與招安寨之間也有著其他相似的性質。如前所述，韋君靖最初

組織起地方武裝集團的時候，就曾經招安過當地的居民。而永昌寨完工以後，胡

密指出永昌寨帶來的影響，談到「遐邇臻休，軍民胥慶。耕織無妨，徭役不闕」。

換言之，永昌寨不僅穩定周遭地域社會的安全，更為重要是讓百姓恢復農業耕作

與紡織，才能向他們徵收唐朝需要的徭役等賦稅收入。而招安寨的目的，同樣也

讓脫離州縣控制的居民，重新回到原本的生活型態。從永昌寨和招安寨的例子，

可能代表唐朝發展出一種有別於原有州縣組織的新型態據點，來適應當時劍南地

區發生的轉變，其目的同樣在於掌握地方的戶口和賦稅。24而這些據點其中一項

不同之處，可能就如同永昌寨一般為擁有多種機能的複合聚落，更能夠吸引地方

的人群，納入其管轄範圍底下。 

    接著，將談及永昌寨在交通上的重要性。由於在韋君靖刻石的內容，胡密沒

有提到永昌寨於當地交通網絡中的地位，因此需要把視角擴大到昌州，甚至是韋

君靖管轄的昌、普、渝、合四州，在整個劍南地區交通網絡的地位。單就昌州而

言，最初在 758 年（唐肅宗乾元元年）左拾遺李鼎祚上奏提議增設昌州，就是以

「瀘、普、渝、合、資、榮等六州界，置昌州」，代表昌州就位在這六州範圍的

中心位置。25換言之，韋君靖選擇以昌州作為主要的根據地，自然看重在地理位

置上，有利於迅速掌握其他三州的局勢，也就是位於昌、普、渝、合州組成的交

通網絡之核心。 

    至於韋君靖管轄之昌、普、渝、合四州的區域，東川地區擁有的地位又是如

何？在第二章第一節「劍南地區的兩面性」已經介紹過，在東、西兩川和山南西

道組成的三川地區，其中兩條在交通方面發揮重要功能的岷江、嘉陵江水系，其

流域交會之處就在韋君靖轄下的渝州。也就是說，韋君靖的勢力不僅掌握劍南地

區往來長江中下游的交通管道，同時位在縱貫山南西道之路線的端點上，在整個

三川地區的交通網絡內部，扮演關鍵的交通節點之角色。從這點來推論，雖然不

能確認在當地交通的位置，但永昌寨作為昌州的中心，勢必具備相應的便利性，

才符合於整體交通網絡的重要地位。 

    結束有關永昌寨的軍事、行政、交通機能的討論，最後觸及的部分為永昌寨

與佛教之間的關連性。在永昌寨的建設完工以後，胡密特別提到韋君靖又在寨內

西側，出資開鑿佛像： 

公又於寨內西□□□□□□□□□翠壁鑿出。金仙現千手眼之威神，具八

十種之相。好施□□□□□舍回祿俸，以建浮圖。聆鐘磬於朝昏，喧贊唄

於遠近。所謂歸依妙門，志求覺道者焉。 

受到韋君靖刻石保存狀況的限制，沒有辦法得知這次造像的完整資訊。不過，從

現有的部分來看，韋君靖當時捐出自己的俸祿，在永昌寨西邊的石壁上刻鑿了一

尊千手千眼的觀音像。在胡密的敘述底下，由韋君靖出資營造的這尊造像，成為

了當地佛教信仰的場所，具備向周遭居民傳播佛法的功能。 

                                                      
24 相關唐朝支配體制轉變的討論，參見第三章第三節「劍南地區的支配型態」。 
25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三〈劍南道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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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君靖刻石所在的地點，現在重慶市大足區的北山，為著名大足佛教石刻重

要的遺址之一。北山石刻早期的造像，大多都集中於該地區南段的底端，時代跨

度從晚唐一直到五代。在韋君靖刻石所記載的這次造像，被認為是整個北山佛教

石刻的開端。並且，數個靠近韋君靖刻石的壁龕，可能就是由韋君靖本人，或是

他的追隨者出資建造。26 

    現存於北山的一龕觀世音菩薩、地藏菩薩造像，其題記中提到「……乾寧三

年九月廿三日設[齋]。表讚畢檢校司空[守]昌[州刺]史王宗靖造。」27據此，這

尊造像刻鑿的時間點在 896 年（乾寧三年），即為韋君靖刻石完工的隔年。從王

宗靖的官職「檢校司空、守昌州刺史」，以及韋君靖後來加入王建集團來判斷，

王宗靖就是韋君靖無誤。韋君靖可能是與王建結成假子關係的緣故而改名。28另

外，在北山一尊佛教造像的題名，則是看到韋君靖底下一名軍將趙師恪的名字。
29
搭配後來北山石刻的規模來推測，韋君靖與他的部將確實推動當地佛教事業的

展開，讓永昌寨成為地方佛教信仰的中心。 

    至於胡密形容這些造像為當地帶來的影響，是否只是在文學上的修辭，還是

發揮了實際的效果？對照同樣在劍南地區，位於邛州花置寺摩崖造像六號龕，在

798 年（唐德宗貞元十四年）留下的題記，談到造像完成以後，「釋侶瞻仰，州

人護持。天鼓[時]鳴，不憚怒雷之震。法雨常潤，無憂劫火之災。」僧人都會前

來供養這些造像，州人則是尋求庇佑，認為具備有保護雷擊、火災的神力。這些

造像很有可能就是當地人民祈願、祈福的場所。30因此，在永昌寨內的造像或許

如同花置寺的情況一般，正是人們訴諸信仰的所在，明確賦予永昌寨於佛教方面

的機能。 

 

 

 

 

 

 

 

                                                      
26 Thomas Suchan, The Eternally Flourishing Stronghold : An Iconographic Study of the Buddhist Sculpture 
of the Fowan and Related Sites at Beishan, Dazu, ca. 892—1155（Ohio,USA：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2003）,pp17—20。 
27 [ ]內的字現在已經無法辨識，為後人所增補，詳見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重慶市社會科

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編，《大足石刻銘文錄》（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頁 12。 
28 有關當時藩鎮的義兄弟、假子的結合關係，以及王建方面的改名慣例，詳見栗原益男，〈唐末

五代の假父子的結合における姓名と年齢〉，《東洋学報》38 卷 4 號，（1956，東京），頁 437；另

外，劉豫川在討論韋君靖活動時間的下限，一樣藉著王建穩固東川勢力的時間，與他建立假父子

的規則，證明韋君靖與王宗靖的關係。參考劉豫川，〈《韋君靖碑》考辨〉，頁 79－80。 
29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重慶市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編，《大足石刻銘文錄》，

頁 12。 
30 該篇題記的全文以及相關討論，詳見肥田路美，〈四川盆地西端州地区の摩崖造像〉，收錄在

奈良美術研究所編，《仏教美術からみた四川地域》（東京：雄山閣，2007），頁 19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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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聚落形成的要素：軍事、商業、佛教 

 

    在前一節的討論中，看到永昌寨為一處在唐末由藩鎮的力量主導，而形成的

新興聚落。除了作為藩鎮底下的鎮，其應然的軍事、防禦功能，也具備在行政和

佛教上的機能，以及潛藏在交通方面的可能性。同時，軍事、佛教、交通（商業）

三項要素為唐代後期活躍於地域社會的力量。它們主要以鎮、寺院、草市的形式，

分別在社會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如同永昌寨兼具軍事、佛教的性質，這些力量之

間相互結合、影響，甚至看到三者並存於同一個聚落的例子。而這點是否代表軍

事、商業、佛教的力量為地方聚落的共同要素，反映當時地域社會的轉變，為這

一節的核心問題。31 

 

一、軍事與佛教的結合 

 

    如同永昌寨這類軍事、佛教（特別是佛教石刻）結合的情況，唐末至宋代這

段期間東川的昌州大足、普州安岳地區，也看到類似的例子。在當地一些鑿有佛

教石窟的山丘，經常被當作天然的防衛據點。而該地居民就在山丘上，建立了軍

事、武裝化的聚落。
32他們之所以選擇山丘為居住地點，自然包含山丘本身的地

理條件，可能還與石窟內部刻鑿的佛像，其背後代表的佛教信仰有關。這點涉及

到唐代後期盛行於中國的毘沙門天信仰。33 

    毘沙門天信仰發源於印度，最初的原型來自當地原有的俱毗羅神。後來，演

變為佛教四天王之一，負責守護北方的多聞天。然後，進一步單獨發展成毘沙門

天信仰。利用現存造像傳達的資訊，整個信仰成形的犍陀羅時期，毘沙門天同時

具備兩種形象。其中一個是專司財寶、幸運、吉祥、豐穰的福神；另一個則是持

有武器、穿著甲冑，有著武人樣貌的護法神。毘沙門天信仰從犍陀羅經過于闐，

傳播到中國的過程中，其軍神和護法神的一面逐漸掩蓋福神的地位，成為毘沙門

天主要的形象。34 

    在《宋高僧傳》裡面，就記載了一則以毘沙門天為主角的退敵故事。當時為

742 年（唐玄宗天寶元年），唐朝在西域的安西城被大食、康居的軍隊包圍。唐

玄宗傳喚人在長安的不空，希望藉由佛法的力量來解決這次的事件。不空在玄宗

                                                      
31 穴沢彰子檢討過去唐宋變革論中，關於地域社會結合的原理，認為「錢、人、物」三者為其

中關鍵的要素。「錢」就是經濟力，為以往重視的土地所有制方面之研究。「人」代表維持社會秩

序、得以凝聚人群的正當性，表現在社會救濟、守衛鄉里等行為。「物」則是從武力的角度切入，

著重在地方自衛團體的出現，如唐代後期的自衛義軍，其中特別強調「武器」的重要性。穴沢氏

提出的三點，實際上與這裡談到的軍事、商業、佛教有些相似之處，十分值得參考。詳見穴沢彰

子，〈唐宋変革期における社会的結合に関する一試論－自衛と賑恤の「場」を手掛かりとして

－〉，《中国—社会と文化》14 期，（1999：東京），頁 98—120。 
32 Thomas Suchan, The Eternally Flourishing Stronghold : An Iconographic Study of the Buddhist Sculpture 
of the Fowan and Related Sites at Beishan, Dazu, ca. 892—1155, pp.11－12。 
33 有關毘沙門天信仰於唐代的傳入與發展，參考大島幸代，〈唐代中期的毗沙門天信仰與造像活

動―以長安的事例為中心〉，《藝術史研究》第九輯，（2007：廣州），頁 277—290。 
34 田辺勝美，《毘沙門天の起源》（東京：山喜房佛書林，2006），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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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請願之下念誦《仁王經》，於是有神兵五百名出現於宮殿內。數日後，毘沙門

天就顯現於安西城北門樓，率領神兵逼退來犯的敵軍。35透過這則退敵的故事，

看到毘沙門天信仰傳入中國以後，升格為鎮護國家之軍神的角色。36 

    基於毘沙門天擁有如此鎮護、守護的能力，於劍南地區的砦和關卡，以及邊

境蠻夷夾雜之處的石窟，通常都有營造毘沙門天的造像。實際上，永昌寨所在的

北山石窟，其內部第 5 號龕的造像，即為毘沙門天像。由於該龕位在整個北山石

窟最開端的位置，因此被認為有著守護整個石窟，並且庇佑韋君靖勢力發展的意

義存在。另外，嘉州的夾江千佛崖也鑿有毘沙門天像，該地的位置就在劍南地區

的盆地與山地之交界，一處設在青衣江沿岸的關卡附近，同樣被歸類在這種守護

邊界、境界的脈絡底下。37 

    除了在劍南地區這類結合毘沙門天信仰，以求護佑地方的軍事據點、聚落，

在北方定州的狼（郎）山，則有孫方簡依靠佛教作為凝聚地方武力的基礎。時值

五代末的 944－947 年（後晉出帝開運年間），在後晉政權管內的定州，過去的居

民為了躲避來自契丹的騷擾，於定州城西北方兩百里的狼山，興築防禦性的堡壘。

在堡壘內築有一間佛舍，有一名比丘尼孫深意居住其中： 

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 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

深意居之，以妖術惑眾，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

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

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煩重，

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為寨以自保。

契丹入寇，方簡帥眾邀擊，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

益眾。久之，至千餘家，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

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38 

這位比丘尼孫深意擁有某種神異的法術，使得附近的居民頗為相信她的言行。因

而有中山人孫方簡、孫行友自稱為孫深意的親戚，同樣遵守佛教的戒律，隨侍在

孫深意的左右。而孫深意死後，孫方簡繼續利用她的名號，並且效法神異的法術，

吸納更多信奉的群眾，擴大自己的勢力。 

    當時正逢後晉政權與契丹的關係交惡，開始加重徵收地方的賦稅，導致發生

嚴重的盜賊問題。而孫方簡、孫行友率領在地的豪強，以這座狼山的寺院為基地，

興築更為穩固的城寨，組織成地方的自衛武力。其後，孫方簡陸續戰勝來犯的契

丹軍隊、獲得軍裝、牛馬等物資，吸引越多人投靠到他的旗下，變成擁有上千戶

的地方勢力。39 

                                                      
35 《宋高僧傳》卷一〈唐京兆大興善寺不空傳〉，收錄在大藏經刊行委員會編，《大正新脩大藏

經》第五十冊（台北：新文豐書局，1983），頁 714-1。 
36 北進一，〈毘沙門天像の変遷〉，收錄在田辺勝美、前田耕作編《世界大美術全集東洋編 15》

（東京：小学館，1997），頁 316。 
37 北進一，〈毘沙門天像の変遷〉，頁 316—317。 
38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後晉紀六〉，頁 9303－9304。 
39 新見まどか認為奠定孫方簡勢力基礎的關鍵，在於透過戰爭從契丹方面收奪的重武器，建立

起在地社會的支配。詳見穴沢彰子，〈唐宋変革期における社会的結合に関する一試論－自衛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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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避免被政府視為盜賊而討伐，反之後晉政權也需要對抗契丹的武力，孫

方簡接受中央給予的官職，擔任東北招收指揮使。接著，在 945 年（開運二年）

孫方簡上奏朝廷，希望能夠給予狼山寺院一個官方認可的敕額： 

定州奏據郎山招收指揮使孫方簡狀：「當山有僧院，地居山谷，道扼鄉閭。

自蕃戎騷動已來，邊界驚移之後，多聚強壯，自辦戈矛。每遇賊軍，皆獲

勝捷。其郎山為易州之中路，滿縣之隣封。通此往來，最為要害。乞賜院

額者，勑以勝福之院為名。」40 

孫方簡談到寺院在當地社會中的地理位置，建在狼山的一處谷地上，掌握往來各

地村落的道路。另外，狼山本身也是易州交通網絡中的節點，所以在契丹持續侵

擾的情況下，孫方簡等人決定選擇這所狼山寺院為據點，形成佔據一方的勢力。
41因此，在孫方簡成為朝廷承認的地方武力以後，想要以「勝福院」為名來替寺

院取得正式資格。 

    由於寺院本身為兼具宗教、社會性質的場所，能夠聚集大量的人力、物力，

與社會有緊密的連結。於中國中古史這段期間，看到有寺院因應戰亂的發生，自

主組織起僧團的武力，保衛當地社會的安全，藉此維持他們與地方之間的聯繫。

這類的情況，特別容易發生在各方勢力交會，或是地理形勢險峻的地點，為促成

僧團武力成形的關鍵因素。42儘管孫方簡勢力形成，與寺院武力出現的情況有所

差異，不過同樣都利用寺院凝聚人群的性質，迅速組成龐大的武裝集團。 

    不論是劍南地區的石窟，或是狼山勝福院的例子，透過相異的形式與佛教力

量結合的同時，他們另外一個共通點是都位於地方的交通節點、關卡，和擁有良

好地理形勢的地點。這點也是在地方聚落裡面，軍事、佛教兩相結合的其中一個

重要因素，即為寺院的位置提供的地理條件。在唐末 890 年（唐昭宗大順元年）

江淮地區的孫儒、楊行密兩股勢力對抗的過程，潤洲的甘露寺成為他們爭奪的戰

略據點： 

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為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甘露鎮……。 

其夾註： 

潤州城東角土山上有甘露寺，前對北固山，後枕大江。寶曆中，李德裕建

寺，適有甘露降，因以名之。孫儒蓋因此寺而置甘露鎮也。43 

                                                                                                                                                        
賑恤の「場」を手掛かりとして－〉，頁 108。 
40 《冊府元龜》卷五十二〈崇釋氏二〉（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583-2。 
41 關於狼山的位置，《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針對狼山的夾註為「狼山寨東北至易州八十里。」

而在《太平寰宇記》卷六十七，則將狼（郎）山劃分在易州，位在易縣西南四十里。據此，狼山

地處定、易兩州的交界地帶。所以孫方簡才會說狼山為「易州之中路」。 
42 林韻柔，〈時危聊作將－中古佛教僧團武力的形成與功能〉，《成大歷史學報》43 號，（2012：

台南），頁 127－176。 
43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九〈唐紀七十五〉，頁 8426。另外，《資治通鑑》的這條史料放在 892

年（唐昭宗景福二年）二月，並且記載孫儒於同年六月為楊行密擊敗。不過，在《舊唐書》、《舊

五代史》則記載楊行密於前一年的 891 年（唐昭宗大順二年），業已消滅孫儒的勢力。雖然沒有

影響到下面對於甘露寺的討論，在此做出一些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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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儒與楊行密產生衝突的開端，為 887 年（唐僖宗光啟三年）原先隸屬於秦宗權

的孫儒，南下與楊行密爭奪揚州。不久之後，於 889 年（唐昭宗龍紀元年）孫儒

成功攻陷揚州，自命為淮南節度使。隨後，孫儒繼續展開對楊行密的攻勢，開始

包圍楊行密所在的宣州。44在孫儒圍攻宣州的同時，分兵攻打楊行密勢力底下的

其他州縣。隔年 890 年，孫儒很快將軍隊推進到長江南岸的潤州、常州兩州。45在

進攻潤州、常州這段期間，負責常州方面的劉建鋒，也前來協助攻略在潤州的甘

露鎮。 

    甘露鎮的所在位置，就在潤州城東方的角土山上，其南方連結到至另一座北

固山，北方則是緊鄰著長江沿岸。在甘露鎮設置之前，原本於角土山上只有一所

甘露寺，為 825－827 年（唐敬宗寶曆年間）由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出資興建。在

寺院建成之際，適逢當時天降甘露，李德裕就命名為甘露寺。後來，李德裕對甘

露寺的發展也有所支持。
46
到了唐末，孫儒憑藉甘露寺的位置，直接於該地設立

甘露鎮。不過，目前甘露鎮是由楊行密的勢力所控制，孫儒轉換成進攻甘露鎮的

一方。 

    如前所述，孫儒選擇在甘露寺建立軍鎮的原因，首要的考量為其地理位置，

以及角土山的地形條件。有關角土山的地勢，唐代文人張祜曾經到過甘露寺，留

有詩作〈潤州甘露寺〉一首，就有描述到甘露寺的地理環境：「千重構橫險，高

步出塵埃。日月光先到，江山勢盡來。」47除去文學描述的部分，角土山於當地

確實為一處地勢較高的山地，能夠俯瞰周遭的河川、山地情勢，增添在軍事、防

禦層面的益處。48 

    此外，甘露鎮鄰近的潤州城本身為連絡長江南北岸的重要地點，過去在 887

年鎮海軍節度使周寶，就有增築過潤州的羅城，是江淮地區各個勢力之間角力的

重要據點。49連結潤州城與其東方的甘露鎮，兩地的位置呈現犄角之勢，增加整

體軍事防禦的強度。 

    除了孫儒選擇在甘露寺建立新的軍鎮，楊行密也利用寺院當作駐軍的場所。
50887 年高霸、丁從實等人前來投靠楊行密，楊氏將他們率領的部將、士兵，安

置揚州附近的法雲寺。不久之後，楊行密考量到高霸、丁從實叛變的可能性，於

                                                      
44 《舊唐書》卷二十〈昭宗本紀〉，頁 736：「（龍紀元年四月）壬午，蔡賊孫儒陷揚州，楊行密

潰圍而出，據宣州。孫儒自稱淮南節度，仍率其眾攻宣州。」 
45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八〈唐紀七十四〉，頁 8402、8405。 
46 在 829 年（唐文宗太和三年）於潤州上元縣的禪眾寺舊塔下發現一舍利石函，李德裕提議將

舍利石函移至甘露寺東塔下安置，並且捐贈安放舍利需要的「金棺一、銀椁一、錦襆九重。」李

德裕自己則撰寫了一篇〈重瘞禪眾寺舍利題記〉，記錄了整起事情的經過。見傅璇琮等編，《李德

裕文集校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頁 737－738。 
47 《文苑英華》卷二百三十八〈寺塔六〉（北京：中華書局，1966），頁 1201-1。 
48 日野開三郎整理唐代後期藩鎮底下的鎮之分布情況，將甘露鎮歸類在地處交通要衝、地勢險

要的部分。詳見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支配體制》，頁 390。 
49 愛宕元，〈唐末五代期における城郭の大規模化—華中‧華南の場合—〉收錄在氏著，《唐代

地域社会史研究》，頁 420－421。 
50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楊行密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1779－1780：「行密攻

廣陵，營於大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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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接受部下袁襲的建議，坑殺高、丁兩氏駐紮在法雲寺的數千名士兵。51這點就

反映寺院遼闊的佔地範圍，足以容納相當數量的人數，正是軍隊屯駐的良好地點

之一。52 

 

二、另一個案例：唐末彭州的建德草市 

 

    接著，有關「軍事、商業」以及「商業、佛教」兩個部分，將以 869 年（唐

懿宗咸通十年），彭州刺史吳行魯於彭州唐昌縣，新設的建德草市為出發點，分

別展開兩個方面的論述。在此之前，首先要介紹建德草市設立的過程，及其基本

的樣貌。這方面的內容詳細記載於當時一名文人陳谿，他所撰寫的〈彭州新置唐

昌縣建德草市歇馬亭鎮并天王院等記〉。53 

    建德草市的位置，在唐昌縣連接彭州導江縣、益州郫縣這條交通路線的中間

地帶。由於距離縣城相對偏遠，使得州縣的力量不容易達到此地，自然衍伸出交

通不便、盜賊頻出等問題。因此，新任的彭州刺史吳行魯，於 869 年（唐懿宗咸

通十年）決定在這裡建立一所新的草市，然後依據附近為建德鄉，就取名作建德

草市。 

    在建德草市內部，除了一般商品的交易市集，還有固定於春天舉行的蠶市，

也備有提供商人、旅人休憩的館舍。同時，吳行魯在建德草市配置一軍鎮，有固

定的人員負責巡邏戒備，維持當地的治安。另外，其實在這個地方，過去曾有數

所寺院，只是在會昌毀佛期間（843—845 年，唐武宗會昌三年至五年），受到唐

朝的禁令影響而遭受破壞。吳行魯趁著這次復興當地的機會，出資重建一所靈巖

報恩院，並且剃度新的僧人來掌管寺院事務。 

    如果分析建德草市的性質，為一個以草市的成立為主體，結合鎮與寺院的地

方聚落，等於聚集了先前舉出的軍事、商業、佛教三項要素。54在陳谿的筆下，

他也認為吳行魯最大的貢獻，就是帶來草市、軍鎮、寺院、館舍四項措施，徹底

改善了地域社會的面貌，可以理解當時人們一樣重視這些要素的影響力。55 

                                                      
51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七〈唐紀七十三〉，頁 8366、8370：「（十一月）戊戌，（高）霸與弟

暀、部將余繞山、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暀約為兄弟，置其將卒於法

雲寺。……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

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 
52 自南北朝時期就有軍隊駐紮於寺院的記錄，詳見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下）》（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 1015、1016。 
53 陳谿，〈彭州新置唐昌縣建德草市歇馬亭鎮并天王院等記〉，分別收錄在《全唐文》卷八百四、

《文苑英華》卷八百八，除了少部分的文字有所出入，兩者之間沒有太大的差異，本篇文章的引

用將以《文苑英華》的版本為主。 
54 傅宗文認為建德草市中軍鎮變成草市附庸的狀況，代表鎮的經濟性質越來越顯著，提示了唐

末五代向宋代鎮的轉換。不過，傅氏對於同時間建立的靈巖報恩院，就沒有進行太多的著墨。至

於牟發松分析唐代草市發展出的各類機能，其中之一就提到草市興起之後，建有寺院的狀況。詳

見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頁 20－21；牟發松，〈唐代草市

略論―以長江中游地區為重點〉，《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 年 4 期，（1989：北京），頁 46。 
55 以上陳谿對於建德草市的描述，詳見《文苑英華》卷八百八，陳谿〈彭州新置唐昌縣建德草

市歇馬亭鎮并天王院等記〉，頁 4270-1—4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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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事與商業的關係 

 

    由於建德草市的地點，介在溝通導江縣、唐昌縣、郫縣的交通要道附近，其

實過去州縣方面就在此處設置郵亭一類派出機關，用以維持當地的治安，也是往

來的旅人、商人停留的場所。只是受到戰爭、盜賊等因素影響，唐朝無法繼續維

持郵亭的運作，最後只能將其廢棄。為了避免盜賊問題再度發生，吳行魯才會於

建德草市成立之後，重新在這裡安置一軍鎮： 

人既繁會，俗已豐饒。又置一鎮，抽武士三十人而禦之。亦立廨署，早暮

巡警。盜將竄跡，人遂高眠。不感晨雞，無聞夜犬。皆云康泰，不可比儔。
56 

於建德草市的鎮，平時固定有三十名士兵駐守，主要的職責為警備當地的治安，

防範來自盜賊的襲擊，並且備有處理相關事務的辦公機構。從陳谿的描述來看，

這個鎮發揮相當良好的效果，成功解決地方的盜賊問題，甚至超越州縣時期所設

郵亭的成效。 

    不過，對照同樣在唐代後期縣級的軍鎮，或是地方自行組織的團練、義軍，

建德草市的鎮只有三十人的規模，屬於相當小型的鎮。依照目前留下來的資料，

前者的軍隊規模，以數百人到數千人的人數為主，少數出現上萬人的情況，與建

德草市有很大的落差。57不過，892 年王建在彭州設立的招安寨，一樣派遣招安

將率領三十名士兵，擔任巡邏招安寨四周，確保其安全的職務。 

    這類少數人組成的鎮，很有可能與其他數百人以上的鎮，於藩鎮體制底下專

司的角色有所不同。那些規模較大的鎮，通常配置於藩鎮轄下重要的據點，如州

縣的治所，或是交通要衝的地點，藉此鞏固藩鎮於地方上的勢力。58至於距離藩

鎮核心範圍較遠的地區，就交給這些小規模的鎮來負責。它們的角色偏向專門維

繫地方治安的巡邏部隊，讓藩鎮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得以有效掌握地域社會。
59從這些鎮的性質能進一步推測，它們可能近似於藩鎮底下的巡檢組織。 

     唐代巡檢組織運作的情況，大部分都記錄在 838—845 年（唐文宗開成三年

至唐武宗會昌五年）於唐朝遊歷的日本僧人圓仁，所撰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根據《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內容，從圓仁抵達中國開始，他不斷遇到巡檢組織

派駐到地方上的押衙、都遊弈使等官員。60這些巡檢官員除了處理到軍事、治安

方面的事務，也觸及到行政的部份，因此被認為接近「具備現代憲兵性格的警察

組織。」61 

    圓仁遇到的巡檢組織當中，看到有「當村押官」一職。按照《通典》、《舊唐

                                                      
56 《文苑英華》卷八百八，陳谿〈彭州新置唐昌縣建德草市歇馬亭鎮并天王院等記〉，頁 4271-1。 
57 張國剛，〈唐代藩鎮的軍事體制〉，收錄在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頁 203－204；日野

開三郎，《唐末五代初自衛義軍考》，頁 183－206。 
58 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支配體制》，頁 367—415。 
59 日野開三郎，《唐代続邸店研究》（東京：三一書局，1992），頁 348－349。 
60 相關的研究，可以參考黃清連，〈圓仁與唐代巡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 本

4 分，（1997：台北），頁 899－942。 
61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京都：法蔵館，1989），頁 49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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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記載，押官為唐朝軍隊、軍鎮編制中的分隊長。所以，「當村押官」可能

就繼承了這個特質，為軍鎮配置於各地村落的常駐人員。62而藩鎮透過這些廣泛

設在地方上的軍鎮、巡檢組織，採取有別於州縣行政組織的方式，掌握整個基層

社會的狀況。63 

    不僅藩鎮自身經由鎮、巡檢組織，強化他們對於地方的控制，唐朝中央同樣

主張利用這些藩鎮的組織，解決各方發生的治安問題。在 842 年（唐武宗會昌二

年），唐武宗接受群臣奉上尊號，同時朝廷頒布的一道〈加尊號赦文〉詔書裡面，

提及當時中央面臨的困境： 

商通百貸，士奉公程。俾無行旅之虞，在去萑蒲之聚。應州郡連帶江湖， 

常多寇盜。結搆群黨，潛蓄弓劍。殘害平人，剽劫財物。道途商賈，常患

不安。方今海內無虞，所宜普湊。委諸道節度防禦使，如界內帶江山淮海

處，切加警備，仍差巡檢。更於要害處，加置軍鎮捉搦。擇有機略軍將， 

鎮守遊奕，明立賞罰。
64 

於社會上移動往來的人主要有兩類，一是進行貿易的商人；二是赴任轉遷的官員。

他們共同面對的困擾，為旅行途中遭遇到盜賊的襲擊。尤其是在一些含有江、湖

等地理環境的州縣，盜賊往往藏匿於其中，然後四處掠奪百姓、商人。因此，出

於保護往來的商人、官員不被盜賊威脅的目的，唐朝想要委任各道節度使，針對

管轄範圍內易於聚集造賊的地方加強戒備，派遣人員巡邏檢查。在交通要衝、位

處險要的地點，則是直接設鎮來進行管理。然後，挑選素質良好的軍將，著重強

化當地巡邏的密度，制定與盜賊作戰的獎勵、罰則。 

    唐武宗這道詔書，特別強調在江、湖地帶的盜賊，正是呼應當時於江淮地區

實際發生的情形。不久之後，池州刺史杜牧在 845 年（唐武宗會昌五年），上呈

一封〈上李太尉論江賊書〉給宰相李德裕，議論到處掠奪草市的「江賊」。這批

江賊憑藉水路交通的優勢，迅速往來於各地的草市。65不只地方的鎮、戍無法遏

止，也造成州縣追捕的困難。66而李德裕因應杜牧談到的問題，也向朝廷上奏一

篇〈請淮南等五道置遊奕船狀〉，希望淮南、浙西、宣歙、江西、鄂岳等五道節

度使能夠分派兵力，組織於江上巡邏的船隊，攔截那些用水路移動的江賊。67但

是，最終李德裕的建言仍然沒有受到朝廷的採納。68 

                                                      
62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記の研究》，頁 121、123。 
63 林楓玨，〈論圓仁筆下的中唐基層行政組織〉，《早期中國史研究》3 卷 1 期，（2011：台北），

頁 131—132。 
64 《文苑英華》卷四百二十三，翰林制詔〈赦書四〉，頁 2143-1。 
65 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收在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頁 168－169：「夫劫賊徒，上至三船兩船百人五十人，下不減三二十人，始肯行劫。劫殺商旅，

嬰孩不留。……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陸劫。白晝入市。殺人取財。多亦縱火。唱棹徐去……。」 
66 杜牧談到的這群江賊，不但反映當時盜賊叢生的問題，也看到他們販賣私茶、私鹽的狀況。

而他們搶奪草市的行為，被認為是促成地方自衛義軍興起的關鍵因素。詳見陳登武，《從人間世

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台北：五南書局，2006），頁 198－200；日野開三郎，《唐

末五代初自衛義軍考》，頁 48－50。 
67 李德裕，〈請淮南等五道置遊奕船狀〉，收在傅璇琮等編，《李德裕文集校箋》，頁 220。 
68 以上對於杜牧上書給李德裕、李德裕轉呈至朝廷的時間，以及相關史料的引用，均參考陳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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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建德草市的鎮到唐武宗的詔書，不論是藩鎮和中央都想利用鎮與巡檢組織，

保持對於地域社會的控制。而且這些組織至少在維持治安方面，有取代原有州縣

行政組織的傾向，或是更靈活補強原先州縣不易控制的地區。如同建德草市看到

的情況，代表州縣組織的郵亭遭到廢置以後，藩鎮底下的鎮就取而代之，成為地

方上新的治安機構，展現了州縣、藩鎮兩者之間力量消長的縮影。 

 

四、商業與佛教的連結 

 

    完成草市、鎮的建設以後，吳行魯將目光放在經歷會昌毀佛，被朝廷廢止的

寺院上面。由於唐武宗在位期間，唐朝規定各州只能留下數所寺院，導致當地社

會缺乏尋求信仰的場所，因此吳行魯決定就地重置一所靈巖報恩院： 

復置靈巖報恩院，修北方天王及侍從。奇工妙飾，相好無雙。高墉環舍，

門廡揭立。又度僧主持，行道無有虛日。斯人也，非只豐足，而永逃夭枉

之患。
69 

設置靈巖報恩院的同時，吳行魯修築一尊北方天王，即為毘沙門天與其侍從的塑

像。另外，吳行魯招來僧人執掌寺院的事務，向當地的人們傳播佛法，填補先前

失去的宗教生活，與草市一起滿足物質、精神兩方面的需求。而吳行魯復置靈巖

報恩院的背後，實際上包含了 847 年（唐宣宗大中元年）朝廷放寬對佛教限制、

吳行魯個人的佛教信仰，以及佛教與商業結合三個層面的脈絡。 

    首先，過去在會昌毀佛的時候，唐朝規定定額的寺院之外，其餘的寺院全部

毀棄，總共拆除寺院四千六百多所，蘭若、招提四萬餘所。70不過，唐宣宗繼位

以後，唐朝隨即於 847 年宣佈停止前代唐武宗朝頒布的禁令，恢復會昌年間被毀

壞的寺院，要求相關單位不得制止。71正是因為唐朝沒有制定嚴格的規範，到了

852 年（唐宣宗大中六年）很快又出現度僧浮濫、寺院過多的問題，使得中書門

下上奏希望確定一致的標準，控制僧尼、寺院的數量： 

自後應諸州准元勅置寺外，如有勝地名山、靈蹤古跡，實可留情。為衆所

知者，即任量事修建，卻仍舊名。其諸縣有戶口繁盛、商旅輻輳，願依香

火，以濟津梁。亦任量事，各置院一所，於州下抽三五人住持。其有山谷

險難，道途危苦，羸車重負，須暫憩留。亦任因依舊基，卻置蘭若。72 

有關寺院方面的規定，除了各州應有的敕額寺院，著名的佛教聖地也允許保留、

修築寺院。假使地方各縣有戶口眾多，或是商旅頻繁往來的地點，允許設置院一

所，不過由州方面指派僧人來管理這些寺院。另外，在各地的山谷險峻、交通不

                                                                                                                                                        
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頁 198—200。 
69 《文苑英華》卷八百八，陳谿〈彭州新置唐昌縣建德草市歇馬亭鎮并天王院等記〉，頁 4271-1。 
70 《舊唐書》卷十八〈武宗本紀〉，頁 604—606。 
71 《舊唐書》卷十八〈宣宗本紀〉，頁 617：「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

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

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72 《唐會要》卷四十八〈議釋教下〉（北京：中華書局，1955），頁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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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的場所，准許建立更低一層級的蘭若，作為提供旅人休息的中繼站。 

    中書門下提出的這項政策，不僅達到限制寺院數量的目的，同時利用寺院、

蘭若遍布各地的特點，補強當時地方交通網路的不足。73或許，唐朝試著將這些

寺院轉化成另外一種安定地方社會的節點。吳行魯於建德草市興建的靈巖報恩院，

符合唐宣宗年間中書門下規定的條件，因此很有可能就是這個脈絡下的產物。 

    至於同樣在西川地區的邛州，當地人們出資開鑿摩崖造像的地點，也看到與

交通網絡之間的關連性。其中，位在邛州東南方的造像位置呈現帶狀分佈，與該

地發掘的鹽井遺址重疊，推測這些造像處於當地運鹽的交通路線上。邛州其他造

像的位置較為分散，不過同樣出現與交通要道、水利設施有關的情形。74這點綜

合上述唐宣宗時期的政策，展現從交通網絡和地理位置的角度，理解商業、佛教

彼此結合的因素之一。 

    接著，針對吳行魯個人信仰的部分，焦點將放在他與毘沙門天信仰之間的關

係。除了靈巖報恩院的毘沙門天像，吳行魯於 870－873 年（唐懿宗咸通十年至

唐僖宗乾符二年）擔任西川節度使期間，也在成都興建一所天王院。75杜光庭編

撰的《道教靈驗記》裡面，就有吳行魯拆毀成都龍興觀的鐘樓，單獨將其門樓重

新安置在天王寺（院）內的事情。76不僅如此，吳行魯也出現在《宋高僧傳》中

一則與毘沙門天有關的神異故事： 

智廣，姓崔氏……乾寧初王氏始定成都。雅郡守羅（亡名）罷任，携廣來

謁蜀主。王氏素知奇術，唯呼為聖師焉。先是咸通中南蠻王及坦綽來圍成

都府，幾陷。時天王現沙門形，高五丈許。眼射流光，蠻兵即退。故蜀人

於城北寶曆寺，立五丈僧相。後為牛尚書預毀，次兵火相仍，唯懼毘沙門

之頹圯耳。王氏乃語廣曰：「郎之異術道德動人，乘此可料理天王否？往

吳尚書行魯曾夢令修吾像……。」77 

王建進駐成都的時間點應為 891 年，當時他於成都擊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然後

自命為西川留後。78而正逢雅州刺史羅氏卸任，他帶著雅州開元寺的僧人智廣前

                                                      
73 劉淑芬，〈唐、宋時期的功德寺―以懺悔儀式為中心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82 本 2 分，（2011：臺北），頁 301；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下）》，頁 1025－1026。 
74 另外，肥田路美在該篇論文的結語強調，在這種丘陵、多山的地區實現宗教活動，勢必要有

得以支撐的動機、經濟力，其中她再次重申了交通的重要性。詳見肥田路美，〈四川盆地西端州

地区の摩崖造像〉，收錄在奈良美術研究所編，《仏教美術からみた四川地域》，頁 173—218。 
75 吳行魯任職的時間，參考吳廷燮，《唐方鎮年表》，頁 984－985。而吳行魯於成都所建天王院，

見《益州名畫錄》卷中〈趙忠義傳〉（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42：「今衙北門大安樓下天王

院，自濮陽吳公行曾（即為吳行魯）鎮蜀之日創興。」 
76 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一〈王峯吳行魯毀掘成都龍興觀驗〉，收錄在張君房編，《雲笈七籤》

（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2581：「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其觀內有鍾樓，曰靈

響臺。有門樓宏壯，制度精巧。節度使吳行魯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拆其鍾樓。遺蹤勝賞，併為毀

蕩矣。」 
77 《宋高僧傳》卷二十七〈唐雅州開元寺智廣傳〉，收錄在大藏經刊行委員會編，《大正新脩大

藏經》第五十冊，頁 882-1、882-2。 
78 關於王建「始定成都」指涉的時間。其一，為他擊敗陳敬瑄，自命為西川留後的時間，即為

《資治通鑑》記載的 891 年（唐昭宗大順二年）。其二，為王建討平彭州的陳敬瑄舊部楊晟，徹

底控制西川地區的時間，《資治通鑑》的記錄為 894 年（唐昭宗乾寧元年）。如果為後者，就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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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拜謁王建。王建知道智廣擁有神妙的法術，於是向他述說自己近來的困擾。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 869 年南詔攻入西川地區，包圍成都的事件。唐朝方

面戰況危急的時候，忽然有毘沙門天顯現出五丈高的身形，逼退來犯的南詔軍隊。
79為了紀念毘沙門天展現神力的事蹟，人們就於成都的寶曆寺建立一尊五丈高的

毘沙門天像。但是，這尊佛像卻在 873－874 年（唐懿宗咸通十四年至唐僖宗乾

符元年）被西川節度使牛叢搗毀。80從此以後，劍南地區的戰事不斷，眾人都畏

懼是毘沙門天像遭受破壞的緣故。更有甚者，王建提到已故的吳行魯曾經託夢給

他，要求修復寶曆寺的毘沙門天像，因此希望智廣的到來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雖然在《宋高僧傳》的故事中，吳行魯作為夢中的角色登場，不過會選擇他

擔任勸告王建的角色，自然重視吳行魯與毘沙門天信仰的關係。從建德草市、成

都天王院，一直到《宋高僧傳》的內容，都佐證吳行魯對於毘沙門天信仰的熱衷，

以至於他的形象與毘沙門天連結在一起。 

    至於建有毘沙門天像的成都寶曆寺，其最初發展的過程與靈巖報恩院相同，

看到與當地的草市有緊密的連結。寶曆寺為 804 年（唐德宗貞元二十年）由西川

節度使韋皋主持興建。81寺院修築完畢以後，韋皋自己撰寫一篇〈寶歷（曆）寺

記〉，詳細說明建寺的前因後果，以及寺院所在的情形： 

寶歷寺者，劍南西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中書令、南康王臣臯

之所創也。臣臯以守司西蜀，向二十載。奉若睿旨，緝寧遐夷。兵休邊陲，

人獲富庶。天寶為德，顧何力焉。而位日加崇，祿日加厚。思宏聖教，以

荅昌運。遂以俸錢於府之東南，擇勝地，建仁祠，號曰寶歷。章表上聞，

帝俞，錫以銀牓。82 

韋皋談到自己創建寶曆寺的動機，在於他過去擔任西川節度使，與吐蕃、南詔這

些外敵抗衡二十年。如今戰爭告一段落，社會漸漸恢復安定，而自己的官位、俸

祿也日益增加，所以決定弘揚佛法來回應如此的盛世。於是，韋皋挑選成都東南

方的一處寶地，捐出自己的俸祿來建立一所寺院，也就是寶曆寺。而後，韋皋特

地上奏給朝廷，為寶曆寺取得官方承認的敕額。 

    寶曆寺所在的位置，為成都南方萬里橋附近的新南市。83當初萬里橋與新南

市的形成，韋皋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助力。在〈寶曆寺記〉的後半部，韋皋繼續談

到他如何促進新南市的興起： 

                                                                                                                                                        
《宋高僧傳》中所謂「乾寧初」的時間點。 
79 大島幸代認為這則毘沙門天的靈驗故事，實際上以 742 年（唐玄宗天寶元年）不空修法求助

毘沙門天，祂率領神兵嚇退大食、康居軍隊之故事為藍本，重新以成都為舞台書寫。另外，於現

在四川資中縣留有一尊完工於 929 年（後唐明宗天成四年）的毘沙門天造像，其底下的題記中也

記載這次毘沙門天逼退南詔的經過。詳見大島幸代，〈成都宝暦寺の創建と発展〉，收錄在奈良美

術研究所，《仏教美術からみた四川地域》（東京：雄山閣，2007），頁 253－257。 
80 牛叢任職西川節度使的時間，參考吳廷燮，《唐方鎮年表》，頁 985。 
81 大島幸代，〈成都宝暦寺の創建と発展〉，頁 248。 
82 《全唐文》卷四百五十三，韋臯〈寶歷寺記〉，頁 4629-2、4630-1。 
83 大島幸代，〈成都宝暦寺の創建と発展〉，頁 249—250。另外，先前的《宋高僧傳》記載寶曆

寺位於成都城北方，嚴耕望經過考證指出《宋高僧傳》的說法有誤，寶曆寺確實在成都城南郊無

誤。詳見嚴耕望，〈唐五代時期之成都〉，收錄在氏著，《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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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歲以軍府多暇，遵奉朝典。行春布命，涉江而南。相彼原阜，磅礴鬱起，

勢雄坤維。阻濬流而人民不居；眄近郊而黍稷斯茂。惟蜀之土薄水淺，居

常墊隘。將利其俗，爰圖爾居。乃架雙橋，通習險、規地勢、分直繩。人

遷如歸，一日成市。豈不樂我皇道，豐其有家。崇崇寶剎，雄居厥右，啟

奇致也。84 

韋皋趁著戰事歇息的時間，度過成都南方的錦江，準備巡視益州境內。途中發現

一處地勢較高，適合農業耕作的原野。但是受到河流阻隔的緣故，尚未有人居住

於此。於是韋皋下令架設往來的橋梁，並且規劃適當的居住環境，立即吸引大批

的人群移居，不久就形成一處新的市集。類似於韋皋建造橋樑而促進當地的市集

和聚落成形，在 785－787 年（唐德宗貞元元年至三年）荊南節度使李皋，於江

陵一處荒廢的沙洲建造房屋，同樣架設連結兩岸的橋樑，招來兩千多戶的流人定

居該地。
85
由此可見，韋皋建築雙橋而形成的新南市，可能也具備不小的規模。 

    或許因為新南市聚集相當多的人潮，韋皋認為安排寶曆寺建築於此地，能夠

達到非常好的效果。關於這點，不外乎寶曆寺可以成為當地的宗教場所，反之新

南市的人們提供維持寺院運作的基礎。而 869 年於寶曆寺新建的毘沙門天像，則

有另外一個理解的方向，與吳行魯在靈巖報恩院設置的毘沙門天像，擁有相同的

可能性。 

    如前所述，寶曆寺的毘沙門天像為毘沙門天逼退南詔的軍隊，由當地的人們

共同出資建造，擁有保衛成都、甚至整個劍南地區的意義存在。86這點符合當時

毘沙門天信仰傳入中國，主要展現出的鎮護國家之軍神形象。不過，值得注意的

是寶曆寺、靈巖報恩院的毘沙門天像，可能保有最初另一面福神、財神的形象。 

    在唐初僧人玄奘遊歷諸國的《大唐西域記》中，記錄了他在中亞縛喝國聽聞

一則有關毘沙門天保護寺院財寶的故事。過去有肆葉護可汗覬覦寺院的財富，帶

領軍隊前來此地，打算掠奪這所寺院。就在衝突發生的前一刻，毘沙門天發揮其

神力，在夢中嚇退來犯的肆葉護可汗，解決寺院面臨的危機。87這則故事裡面，

毘沙門天扮演的角色，為守護寺院珍寶的神祇，凸顯出作為財神一面的力量。88另

外，在吐蕃地區的毘沙門天信仰，同樣以財神為主要信仰的形象。89 

    因此，於寶曆寺所在的新南市，或是建德草市的靈巖報恩院，都有毘沙門天

像的原因，可能就是借重毘沙門天財神的面向，祈求能夠為草市的人們帶來財富。

                                                      
84 《全唐文》卷四百五十三，韋臯〈寶歷寺記〉頁 4629-2、4630-1。 
85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一〈李臯傳〉，頁 3640：「貞元初，拜江陵尹、荊南節度等使……規江

南廢洲為廬舍，架江為二橋，流人自占二千餘戶。」 
86 大島幸代，〈成都宝暦寺の創建と発展〉，頁 263－264。 
87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卷一〈縛喝國〉（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17：

「近突厥葉護可汗子肆葉護可汗傾其部落，率其戎旅，奄襲伽藍，欲圖珍寶。去此不遠，屯軍野

次。其夜夢見毘沙門天曰：『汝有何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戟貫徹胸背。可汗驚悟，便苦心痛。

遂告群屬所夢咎徵，馳請眾僧，方申懺謝。未及返命，已從殞歿。」 
88 北進一，〈毘沙門天像の変遷〉，頁 312。 
89 鄭阿財，〈論敦煌寫本《龍興寺毗沙門天王靈驗記》與唐五代的毗沙門信仰〉，收錄在國立政

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編，《第三屆中國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大，1997），頁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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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毘沙門天也能夠保衛整個草市周遭的安全，依然包含軍神、境界守護神的

意涵。透過毘沙門天信仰的角度，可以推測草市與寺院結合的另外一個因素。 

    在中央的政策、各地交通網絡，與佛教信仰的要素以外，草市、寺院本身容

易聚集大量人群的特質，也是一個商業和佛教連結的誘因。相較於靈巖報恩院與

寶曆寺為地方長官主導建立的寺院，於 859 年（唐宣宗大中十三年）蘇州華亭縣

興建的法雲寺，則是附近市集內的信徒，於地方豪強的領導之下，共同出資的事

業： 

院在市西北隅，其地阜，勢極秀。有二大長者，朝議郎前試左金吾衛長史

上柱國吾仁約，及兄瑛、弟緒、并諸子姪；處士楊仲欽及男敬琮、仁敬、

敬璿，發心相謂曰：「此市信人極眾，僧徒頗多，可以買此地為瞻禮之所。」

尋請堅修、上士二僧，詣於京洛請其院名。不旬月而返，果遂其志。廣慕

信心，便築基址。貿他山之棟材，召彼郡之良工。不逾二載，大中十三年

春建，至十四年冬成。……工費之間不足者。悉二家之自備。豈止於一二。

乃各數百緡焉。非我二家之志虔。造次而不可及也。續奉祠部牒。改院名

為寺訖。奉命紀其年月。以俟未來。90 

法雲寺的基址，位在該市西北方一處形勢良好的高地上。最初為吾仁約、楊仲欽

兩位地方豪強，提議在這裡興建一所寺院，其原因為市內的佛教信徒和僧人的人

數眾多。他們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需要一個能夠滿足眾人宗教生活的場所。吾、

楊兩氏拜託堅修、上士兩名僧人，到長安向朝廷申請建立寺院的核可。獲得朝廷

的敕額之後，他們開始招募當地的信徒，一同支持法雲寺的各項工程，最後於隔

年 860 年（大中十四年）完工，而且從原本的院升格到寺的層級。 

    藉此，可以看到法雲寺建立的基礎，為當地市集聚集的大批信徒。特別是為

首的吾、楊兩姓的地方豪強，他們不但將這些信徒、僧人組織起來、安排各方面

的事務，並且貢獻建設法雲寺所需的大量資金。簡言之，以地方豪強為主導的力

量，結合市、寺院兩方面的力量，共同完成這次建造寺院的工程。 

    另外，於唐末五代期間也看到地方上的父老、檀越與寺院合作，一同資助造

橋這類的公共事務。於〈五大夫市新橋記〉裡面提到，當地新建的一座石橋就位

在草市旁邊，為商業貿易重要的節點。而贊助建設石橋的大雲寺，也在附近擁有

莊園，看到石橋與寺院之間密切的連繫。因此，這座石橋的興建能夠為地域社會

的經濟、信仰的發展，帶來相當大的影響。同時，寺院於當地社會的公共事務中，

作為主要參與者登場的情況，則是反映了寺院與地域社會結合方式的轉變。91 

 

 

 

 

                                                      
90 《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二，沈瑊〈大唐蘇州華亭縣顧亭林市新刱法雲禪寺記〉，頁 8306-2、8307-1。 
91 穴沢彰子，〈唐・五代における地域秩序の認識―郷望的秩序から父老的秩序への変化を中心

として〉，《唐代史研究》5 号，（2002：東京），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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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劍南地區的支配型態 

 

    透過前面兩節的討論，瞭解永昌寨作為一個地方聚落，在軍事、行政、佛教，

以及交通方面展現出的機能。並且，在永昌寨當中的軍事、交通（商業）、佛教

要素，也是當時活躍於地域社會的力量，看到它們相互結合而成為地方聚落具備

的共同要素。接下來，繼續探討的課題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像永昌寨這類藩鎮的

鎮，於唐代後期設置在劍南的山地地區，其代表的意義；二是如同永昌寨兼具軍

事、佛教等性質的聚落，同樣考量出現在這個地區包含的可能性。 

    永昌寨本身為一座建在山地的城寨，是韋君靖考量到軍事、防衛的需求，挑

選龍崗山來設置整個勢力的新根據地，屬於當時藩鎮普遍配置在地方的鎮。同時，

韋君靖也將昌州的治所，遷往永昌寨所在的大足縣，永昌寨等於兼具州縣與藩鎮

兩個層面的角色。所以，進入永昌寨於藩鎮體系底下的定位之前，首先要討論永

昌寨的例子於州縣組織中代表的狀況。 

    類似永昌寨設在山地的州城或縣城，在劍南地區的其他州縣尚未看到類似的

例子。不過，鄰近東川地區的山南西道，同樣位在劍南地區東部的丘陵地帶，看

到數個州縣有著相同的情況。例如，巴州的恩陽縣，縣城就設在當地的義陽山，

其地理位置「四面懸絕」92；蓬州的儀隴縣，其縣城也建在山上，強調所在地勢

的險峻。93另外，洋州的興道縣則兩度搬遷治所到當地的山地： 

本漢城固縣地。後魏宣武帝正始中，分城固縣地，于今理西北二十里興勢

山置興勢縣，兼立儻城郡，因山為名。按《地記》云：「……隋開皇三年

罷郡。大業二年縣自山上移居廢郡廨理。唐貞觀二十三年改為興道縣。先

是移郡就西鄉縣，此為屬邑。後以險固，貞元初又移郡於此。」94 

最初興道縣的設置，是在 504—508 年（北魏宣武帝正始年間）北魏分割城固縣

的領地，以興勢山為據點建立興勢縣，同時在該地附近增設儻城郡。95到了 583

年（開皇三年），儻城縣受到隋初廢郡置州的影響而廢止。後來在 606 年（隋煬

帝大業二年），隋朝將興勢縣從興勢山，移到先前廢棄的儻城郡治所。進入唐朝

                                                      
92 《輿地紀勝》引《元和郡縣圖志》的記載：「本漢閬中縣地。梁普通六年，分閬中置義陽郡及

義陽縣，屬巴州。縣城置在義陽山上，四面懸絕。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恩陽縣。」詳見《輿地紀

勝》卷一百八十七〈利東路〉（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4817。 
93 《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州郡五〉（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4588：「漢閬中縣地。梁置。

今縣城在崇城山上，馮嶮為理，即梁崇城郡城也。」；《舊唐書》卷三十九〈地理二〉，頁 1537：

「梁置。武德二年，屬萬州。州廢，還蓬州。舊領金城山，開元二十三年，移治平溪。」在《太

平寰宇記》卷一百三十九〈山南西道七〉，頁 2711：「縣城元在金城山頂，四望懸絕，石壁高八

十丈，周迴五里，惟西南稍通人馬。開元二十年移于山下平溪，即今理也。」儀隴縣城的位置分

別有崇城山、金城山下的平溪兩種說法。由於《通典》的編撰時間約為 764－794 年（唐代宗廣

德二年至唐德宗貞元十年）之間，晚於《舊唐書》記載儀隴縣移治平溪的 732 年（唐玄宗開元二

十年），不能確定崇城山和金城山為同一地點。儘管如此，可以確認為儀隴縣城在相當長的時間

內，其縣城都位在山上，重視山地賦予的防禦條件。 
94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三十八〈山南西道六〉，頁 2689。 
95 據魯西奇的考證，儻城郡的治所與興勢縣治設在不同的位置，前者應該在《水經注》中儻（灙）

城所在的地方。詳見魯西奇，《城牆內外：古代漢水流域城市的形態與空間結構》（北京：中華書

局，2011），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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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興勢縣除了在 649 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改名為興道縣，沒有出現太

大的改變，一直為洋州底下的轄縣。 

    而在 785—805 年（唐德宗貞元年間），唐朝考量到地理形勢的優劣，決定將

洋州州城移到興道縣安置。有關興道縣的所在位置，也就是過去儻城郡的地點，

於《通典》裡面有所描述：「今縣城即後魏儻城郡。因自然隴勢，形似盆，緣外

險，內有大谷，為盤道，上數里及門。」96當地為自然隆起的高地，在四周環繞

險峻地勢的中心，為相當寬敞的谷地。而興道縣城、洋州城似乎就建在谷地內部，

需要跋涉數里的路程才能抵達目的地。 

    從這些縣城、州城的例子而言，唐朝，或是先前的北魏、隋朝政權都挑選山

地和高地作為設置治所的據點，並且強調這些地方在形勢上險要，重視在防禦和

守備方面的機能。對於政權來說，州治或縣治都是用來掌握地域社會的重要節點，

勢必確保這些據點的安全和便利性。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利用自然地理的優勢，

選擇靠近河流與山地的地點，或是直接依據這些地形為基礎，修築額外的防禦工

事，如同這些位在山地的州、縣城。
97 

    不僅中央的州縣挑選山地作為支配的據點，實際上地域社會的人們一樣將山

地納入活動的範圍，尤其是社會發生動亂的時候，往往藏匿到山裡以避免受到亂

事的波及。在《元和郡縣圖志》的蜀州新津縣條記載：「天社山，在縣南三里，

在成都南百里。北枕大江，南接連嶺，每益土有難，人多依焉。」98在成都南方

百里的蜀州新津縣內，於縣城南方三里有一座天社山。每當劍南地區陷入動盪，

當地的居民大多前去天社山避難。而天社山作為人們逃避戰亂的選擇，除了具備

適合的居住條件，其地理位置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天社山北方倚靠著一條河川，南方則是綿延山地的開端。流經天社山北方的

河流，在當地交通網絡有相當的地位，連帶影響天社山的重要性。在《華陽國志》

的記載裡面，就有地方官員為了改善地方的交通，針對該條河川與天社山進行相

關的工程： 

（李）冰又通笮道文井江，徑臨邛。與蒙溪分水、白木江會，至武陽天社

山下，合江。99 

犍為郡……郡去成都百五十里，渡大江。昔人作大橋，曰漢安橋。廣一里

半。每秋夏水盛，斷絕。歲歲脩理，百姓苦之。建安二十一年，太守南陽

李嚴，乃鑿天社山，尋江通車道，省橋梁，渡三津，吏民悅之。100 

在戰國時代的蜀郡太守李冰，處理完都江堰的工程之後，繼續疏通周遭的河川和

支流，削減岷江水系帶來的水患威脅。岷江其中一條支流的文井江，經過臨邛一

帶與蒙溪分水、白木江匯流，然後由西向東橫亙天社山，再度與岷江水系匯流。

                                                      
96 《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五〈洋州〉，頁 4578。 
97 魯西奇的研究補充說明，以洋州興道縣城為例，受到山川地形的影響，這些縣城可能也不會

具備太大的規模。詳見，魯西奇，《城牆內外：古代漢水流域城市的形態與空間結構》，頁 166。 
98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一〈劍南道上〉，頁 776。 
99 《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三〈蜀志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136。 
100 《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三〈蜀志十五〉，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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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為了跨越這條文井江，當地人們曾經在江上修築一座寬達 1.5 里的漢安橋。

但是，到了夏、秋兩季河水時常暴漲的季節，容易造成橋樑的毀損，成為困擾當

地社會的問題。於是在漢末三國時代，213 年（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劉備進入成

都取代劉璋政權。新任的犍為郡太守李嚴在 216 年（建安二十一年），決定沿著

天社山開闢一條新的道路，其整備程度足以提供車輛通行。102李嚴的措施成功改

善先前的橋樑問題，並且縮短往來三個渡口的路程，因而受到地方官吏、百姓的

讚揚。103 

    從天社山的情形進一步推測，不論是州、縣治所的選址，或是人們逃難躲藏

的選擇。他們考量的共同因素除了基本的地理形勢，另外一點可能就是交通的便

利性，才能應付各種突發的狀況。在山南西道的蓬州伏虞縣，於縣城東南方六十

五里的伏虞山，也出現與天社山相似的狀況。這次逃到山中躲避的人們並非一般

的百姓，而是一群被政權討伐的夷獠。
104他們遭遇生命威脅的時候，一樣採取躲

藏到山地的策略。 

    透過以上的例子，中央政權或地方的人們為了滿足軍事的需求，或是避免受

到戰亂的波及，在丘陵、山地建立各自的據點和活動空間。相較於政權的州、縣

城偏向單一據點的規模，地域社會的勢力則將觸角深入劍南的山地地區。在 698

年（武曌聖曆元年），陳子昂針對劍南地區的弊病，上呈一篇〈上蜀川安危事〉

給朝廷，指出三個急需解決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散布於劍南、山南兩道交界的

逃戶： 

今諸州逃走戶有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屬州縣。

土豪大族，阿隱相容。徵歛驅役，皆（不）入國用。105其中遊手墮業、亡

命之徒，結為光火大賊，依憑林險，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則鳥獸山

谷；如州縣怠慢，則劫殺公行。比來訪問，有人說逃在其中者，攻城劫縣，

徒眾日多。誠可特降嚴加敕，令州縣長官與使人設法大招此戶。則劫賊徒

黨，自然除殄。其三萬戶租賦，即可富國。若縱而不括，以養賊徒。蜀川

大弊，必是未息。天恩允此請，乞作條例括法。106 

                                                      
101 胡川安，〈由成都平原看中國古代從多元走向一統的過程―一個社會史的分析〉（臺北：台灣

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6），頁 202。 
102 《三國志》卷四十〈蜀書‧李嚴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998：「建安十八年，署嚴

為護軍，拒先主於緜竹。嚴率眾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 
103 由於岷江水系流經這個地區，使得水路交通為當地重要的移動手段。新津縣最初就設在渡口

發展形成的新津市附近。因此，李嚴開拓天社山的道路能夠連結沿岸三個渡口，對於交通網路確

實有很大的助益。有關新津縣的創置，見於《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一〈劍南道上〉，頁 776：「本

漢犍為郡武陽縣地，故城東七里。又東有新津渡，謂之新津市，周閔帝元年於此立新津縣，垂拱

二年割入蜀州。」 
104 《輿地紀勝》引《元和郡縣圖志》：「伏虞山，在縣東南六十五里。甚險，夷獠被征討，即入

此山中也。」詳見《輿地紀勝》卷一百八十八〈利州路〉，頁 4860。 
105 唐長儒認為此處該補一「不」字，或「皆」為「不」訛誤，才符合文意。見唐長儒，〈唐代的

客戶〉，收錄在氏著，《唐長儒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552。 
106 陳子昂，《陳子昂集》卷八〈上蜀川安危事〉（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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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昂認為造成逃戶出現的主因，為劍南地區嚴重的吏治敗壞問題。由於無法負

擔官吏過度的徵收，部分的百姓決定脫離州縣的控制而成為逃戶，甚至形成盤據

州縣的武裝勢力。107如今各州的逃戶合計有三萬多戶，他們大多分布在劍南、山

南地區邊界的蓬、渠、果、合、遂等州，躲藏在當地的山地、森林裡面。 

    這些逃戶進入山地、森林地帶以後，有兩種主要的生活方式。一是投靠早已

在這些地方進行開發的地方豪族。逃戶用自身的勞動力換取豪族的保護，以及生

活所需的物資，使得唐朝流失大量的賦役人口。108二是憑藉地理環境的優勢，逃

戶直接在山地、森林中建立據點，組織成武裝集團。他們假使受到官方的追捕，

就逃往山林深處，反之則向外四處掠奪州縣。另外，似乎有其他勢力支持這些武

裝集團，並且說服他們主動攻擊縣城，讓整個勢力益發壯盛。 

    陳子昂建議劍南地區各州的州縣長官，積極招撫這群人數眾多的逃戶。如此

一來，不僅能夠重新獲得三萬餘戶的人口，同時削弱困擾州縣的武裝集團。因此，

陳子昂希望規劃一套完整的括戶辦法，藉此根絕劍南地區的逃戶問題。不過，朝

廷接受陳子昂的建言之後，似乎也沒有進行後續的措施。 

    從陳子昂談到的情況，即使唐朝控制劍南地區將近百年的時間，仍然不能有

效控制當地的山地地區，反映對於劍南、山南兩道控制力的不足與侷限性。
109唐

朝面對藏匿在山地的逃戶、盜賊，只能採取被動、消極的手段，沒有辦法將力量

拓展到山區。至於實際掌握、活動於這些地區的勢力，可能為很早就進入山地開

發的豪族，還有歷代政權都有所接觸的土著人群，也就是獠的勢力。 

    到了安史之亂以後，杜甫的〈東西兩川說〉再次議論劍南地區面臨的問題。

與陳子昂分析的重點相同，杜甫也注意到來自吐蕃的威脅、與邊境諸州守備的議

題，還有持續存在的流民、逃戶，和衍生出豪族兼併的情況。而導致後者形成的

因素，除了豪強、官吏勾結引起的徵稅不公，杜甫提出的另一項誘因，為當時地

方頻傳的獠賊： 

獠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昨聞受鐵

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為之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

又起。緣邊耕種。即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

但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而還賃其地。豪族兼有其地而

轉富……。110 

                                                      
107 陳子昂，《陳子昂集》卷八〈上蜀川安危事〉，頁 174－175：「蜀中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實

緣官人貪暴。不奉國法。典吏遊容。因此侵漁。剝奪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業。因即逃亡。凶

險之徒。聚為劫賊。」 
108 唐長儒，〈唐代的客戶〉，收錄在氏著，《唐長儒文存》，頁 552—553。 
109 松井秀一則認為陳子昂的上書，代表唐朝於劍南地區建立的律令支配體制，在武曌時期已經

開始瓦解。詳見松井秀一，〈唐代前半期の四川―律令制支配と豪族層と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て〉，

《史学雑誌》71 卷 9 号，（1962：東京），頁 9—10。 
110 杜甫著，蕭滌非等編，《杜甫全集校注》卷二十二〈東西兩川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4），頁 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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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談到這群所謂的獠賊，其實為原本歸附唐朝底下的獠。儘管他們早已接受唐

朝的統治，依然不時出現反叛的情形，就算誘之以利也沒有太大的成效。111先前

在 619 年（唐高祖武德二年）梁州總管龐玉平定山南地區集州獠的過程，就有當

地順服唐朝的熟獠，前來勸阻龐玉立刻退兵，其原因為反抗的獠都是他們的「鄰

里親黨」。不過，龐玉反而利用這些熟知地方情勢的獠，藉此順利瓦解抵抗的勢

力。112從唐初龐玉平定集州療事件，正好反映過去獠與政權之間合作、反抗的兩

面性。 

    雖然獠有著叛服不定的性格，杜甫認為唐朝軍隊能夠輕易擊退獠賊，但是深

怕他們轉向躲藏於山谷、森林之中，軍隊沒有辦法迅速剷除其勢力。為了維持軍

隊的運作，朝廷需要向百姓徵收更多的物資，也不免發生軍隊直接搶奪平民的情

況，妨礙到社會上的農業耕作。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百姓只能出售自己的田地，

換取生活所需，於是產生了嚴重的豪族兼併問題。 

    從陳子昂到杜甫的討論，唐朝依然不能在劍南地區的山地，建立起穩定的控

制。面對與逃戶一樣潛藏於山中的獠，朝廷似乎也缺乏有效的處理方法，只能盡

可能施行安撫的策略，降低這些獠騷擾州縣的機會。至於在山地進行開發的豪族，

他們自從南北朝以降，持續和獠之間進行接觸、貿易，甚至是人口買賣。
113南朝

政權有時候也借助豪族的力量，任命他們為負責溝通獠的保主，間接達到對地方

的控制。114在《隋書》也記載蜀地豪強佔據山地的利益，利用錢財來使役山裡的

夷獠，藉此鞏固他們在州縣的勢力。115 

    雖然不見得是針對山地地區的特定措施，唐朝除了選擇招撫的方式，來處理 

不受到控制的逃戶和獠，另外一種方法是在這些地區設置新的州縣，將逃戶、獠

重新納入朝廷的掌握底下。有關獠的部分，唐朝接管劍南地區以後，獠經常影響

朝廷設置與調整劍南地區行政架構的方針。116在逃戶的部分，於 704 年（武曌長

安四年）合州銅梁縣就是合州刺史陳靖意，基於當地大足川的僑戶過多，就增設

一縣來管理。117至於位在劍南、山南兩道交界的渝州壁山縣，由於該處地理環境

良好，742—756 年（唐玄宗天寶年間），從各州聚集大量的百姓到此定居，開發

                                                      
111 如同在第二章第三節「唐朝對劍南地區統治的調整與定型」提到，在 624 年（唐高祖武德七

年）制定租庸調相關規定的時候，列出一些繳納賦稅的例外狀況。其中，對於被納入編戶的「夷

獠之戶」，只需要繳納一半的賦稅。雖然不能確定夷獠指涉的地域範圍，至少在唐初獠就已經被

納入唐朝的管轄。 
112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七〈唐紀三〉，頁 5867。 
113 參考川本芳昭，〈民族問題を中心としてみた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期段階における四川地域の状

況について〉，《史淵》136 輯，（1999：福岡），頁 1—25。 
114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一〈劍南道上〉，頁 780：「宋及齊不置州郡，唯豪家能服獠者為保

主，總屬益州。」 
115 《隋書》卷二十九〈地理上〉（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 830：「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

以財物雄役夷、獠 ，故輕為姦藏，權傾州縣。此亦其舊俗乎？」；川本芳昭，〈民族問題を中心

としてみた北朝後期段階における四川地域の状況につい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27 号，

（1999：東京），頁 8。 
116 參考本篇論文第二章第三節「唐朝對劍南地區統治的調整與定型」。 
117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三〈劍南道下〉，頁 856：「銅梁縣，長安四年，刺史陳靖意以大足

川僑戶輻輳，置縣取小銅梁山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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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開墾的土地。也許這些逃戶形成一股無法忽視的勢力，唐朝於 757 年（唐肅

宗至德二年）分割渝州的江津、萬壽、巴三縣的領地，在這個地方新設壁山縣。
118 

    透過前面的內容，不論是逃戶、豪族、獠的勢力，都反映人們慢慢向劍南地

區的山地開發，擴展地域社會的活動空間。對於中央政權來說，這點無疑是代表

越來越多人口脫離州縣的控制範圍，就將這些人視為逃戶，甚至是盜賊。受到州

縣本身的侷限性，唐朝唯有透過設立新的州縣，逐步將這些新開發的區域，再次

納入政權的掌握。在唐代前期，就看到唐朝不斷為了這個目的，陸續調整劍南地

區的州縣，以符合適當的統治型態。 

    不過，在發生安史之亂以後，唐朝逐漸減少對於劍南地區州縣的更動。從

808 年（唐憲宗元和三年）一直到唐末，於劍南地區只有出現一些零星的例子。
119
會有如此的轉變，一方面當時唐朝面對外部的吐蕃、南詔等威脅，以及內部藩

鎮體制的形成，已經無暇管理劍南地區的州縣。唐朝只能將注意力放在其他面臨

更多危機的地區；120另一方面，藩鎮體制可能替唐朝帶來一套新的支配方法，得

以補強現有州縣系統的不足。不但展現在當時東、西兩川節度使的架構上，也與

藩鎮普遍設在地方的鎮有些關聯性。 

    關於藩鎮配置在社會上的鎮，於前一節討論「軍事、商業」部分的時候，已

經觸及到些許的情況。唐代後期藩鎮體制形成的過程，開始在各地設置不同類型

的軍鎮，負責穩固藩鎮於地域社會的力量。不僅如此，唐朝也藉著這些軍鎮，來

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解決當時頻繁出現的盜賊等問題。至於在劍南地區，同樣

看到軍鎮廣泛設置的情況。 

    除了先前於建德草市所設的鎮，後來於 882 年（唐僖宗中和二年）於邛州發

生的阡能叛亂也提供了一些線索。阡能的出身為邛州地方的豪族，可能還具備獠

的身分。121而這次叛亂的導火線，實際上為一起發生在資州地區的補盜案件： 

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

時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明旦，

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

以求功。122 

                                                      
118 《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三〈劍南道下〉，頁 855：「壁山縣。本江津、萬壽、巴三縣地，四

面高山，中央平田，周迴約二百里。天寶中，諸州逃戶，多投此營種。川中有一孤山，西北二面

險峻，東南面稍平，土人號為重壁山，至德二年置縣，因山為名。」 
119 翁俊雄，《唐後期政區與人口》（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頁 30－35、301。 
120 中砂明徳指出傳世文獻中於唐代前期幾乎沒有對於江淮地區的記錄。從政治史的角度而言，

代表唐朝相對於河北地區，並不重視於江淮地區發生的事件。而玄宗朝以後，史書裡面有關江淮

地區發生災害的敘述增加，反映這樣的情況已經出現了轉變。詳見中砂明徳，〈後期唐朝の江淮

支配〉，《東洋史研究》47 巻 2 号，（1988：京都），頁 46。 
121 松井秀一，〈唐代後半期の四川―官僚支配と土豪層の出現を中心として〉，《史学雑誌》73

卷 10 号，（1964：東京），頁 75。 
122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四〈唐紀七十〉，頁 8263—8264。 



	 	

doi:10.6342/NTU201602126

76 
 

當時的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派遣一批「尋事人」巡查各地的縣、鎮，但是對於當

地的長官往往需索無度。其中，兩位尋事人經過資州的資陽鎮，卻沒有對鎮將謝

弘讓提出任何要求。這樣的行為造成謝弘讓誤認自己有罪，於是決定逃亡成為盜

賊。事後證明謝弘讓確實沒有犯罪，但是有一名捕盜使楊遷誘使謝弘讓出面自首，

謊稱自己成功討伐之，想要藉此獲得功勳。後來，擔任邛州牙官的阡能執行公務

逾期，為了躲避官方的處罰，也選擇加入盜賊的行列。而楊遷想要仿照前例故技

重施，不過被阡能識破其計謀，並且於邛州聚集反叛的勢力，不久就擴散成困擾

邛、雅等數州的問題。123 

    隨著羅渾擎、羅夫子、句胡僧各自率領數千人加入阡能的勢力，負責討伐的

牙將楊行遷無法壓制其攻勢，阡能一路進攻到蜀州地區。同年十一月，陳敬瑄改

為任命高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接手對於阡能的戰事。高仁厚到任以後，迅速擊

破阡能於各地建立的寨，不久就逼近阡能所在的據點。最後阡能的部下反叛而投

降於高仁厚，結束了不到一年的叛亂。
124 

    最初，陳敬瑄指派尋事人往來各地的時候，就將縣與鎮並列在相同的範疇內。

而資陽縣為資州轄下一縣，鎮將謝弘讓任職的資陽鎮，很有可能為縣內較大的軍

鎮，所以能夠勝任縣的層級，有分擔或取代州縣事務的可能性。125後來，高仁厚

進攻阡能佔據的地區，「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126每當收復各

地的縣、鎮，高仁厚就重新安排一鎮遏使，專司招撫當地離散的百姓。藉此，確

實看到於劍南地區呈現鎮廣泛設在地方的狀況，並且具備一定程度的機動性，彌

補州縣行政處理的不足。 

    另外，阡能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於各地廣泛設寨作為軍事防衛的據點。127

這些寨可能與上述的鎮具備相同的性質，同樣為藩鎮體制控制地方的據點。到了

890 年（唐昭宗大順元年）陳敬瑄為了防備當時敵對的王建勢力，分散兵力於益

州犀浦、郫縣，與彭州導江縣設置城寨。128在 902 年〈唐昭宗天復二年〉，統一

東、西兩川的王建開始向山南西道拓展勢力，其部下王宗播也以山寨為據點，攻

破位於興元府（梁州）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129 

                                                      
123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四〈唐紀七十〉，頁 8264：「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

亡命為盜，楊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冤，大罵楊遷，發憤為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

殺之，踰月，眾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

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州縣不能制。」 
124 有關阡能勢力的成長，以及高仁厚平定阡能亂事的始末，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五〈唐

紀七十一〉，頁 8272－8273、8278－8283。 
125 有關資州領有的各縣，見《舊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四〉，頁 1677。 
126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五〈唐紀七十一〉，頁 8282。 
127 《資治通鑑》於夾註裡面引用張 的《耆舊傳》：「（中和二年）二年，六月……千能亦散於諸

處下寨，官軍頻不利。」詳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五〈唐紀七十一〉，頁 8272。 
128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八〈唐紀七十四〉，頁 8393：「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

縣。」 
129 《資治通鑑》卷二百六十三〈唐紀七十九〉，頁 8580：「西川兵請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

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宗播令其眾

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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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些寨主要目的是因應戰爭的需求，在地方上興築的軍事據點。從阡

能所建大批的寨來看，具備構造簡單、容易建築的特點，也經常利用自然地勢強

化防禦的機能。130不過，如同永昌寨的情形一樣，也看到其他以寨為基礎建立鎮

的例子。於《北夢瑣言》：「唐柳玭大夫之任瀘州，泝舟經馬驍鎮。土豪趙師儒率

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專，本道署以軍職。」131在 893 年（景

福二年），柳玭從渝州轉任為瀘州刺史，於是利用長江水系溯流而上，前往西南

方的瀘州赴任。132途中經過渝州境內的馬饒鎮，為豪強趙師儒聚集數千名的鄉兵，

挑選制高點所建的寨。趙師儒成為盤踞當地的勢力以後，東川節度使授予他藩鎮

的官職，吸收到自己的陣營裡面。而這類地方豪族組織的自衛義軍、團練，為唐

代後期藩鎮與地域社會結合的媒介，活躍於唐朝內部各個地域。133 

    回到劍南地區，王建在 888 年（唐僖宗文德元年）與陳敬瑄交戰期間，曾經

招募漢州綿竹地方的土豪何義陽、費師懃等人，利用他們組建的自衛武力，來補

充軍隊的消耗。134而後，897 年（乾寧四年）王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交戰期間，

也聽從蜀州刺史周德權的意見，說服當時佔據州縣的「東川群盜」。135這群盜賊

其實為隸屬於顧彥暉的地方勢力，韋君靖也很有可能為其中的一員，趁著這次的

機會投靠王建的陣營。136 

    永昌寨所在的大足縣，位於當地較為平緩的山地地區。137加上昌州最初在 758、

775 年兩次設置的原因，就是為了解決當地「山川闊遠」，和防備夷獠的問題，

也一度受到盜賊破壞而放棄建置州縣。這些都反映昌州為後來人們新開發的地域，

能夠連結到先前於山地進行開發的豪族、獠的情況。138至於透過直接和地域社會

的豪強結合，藩鎮將他們轉換為自身勢力底下的鎮和鎮將，等於重新掌握州縣控

                                                      
130 日野開三郎，《唐代藩鎮の支配體制》，頁 439。 
131 宋光憲，《北夢瑣言》卷四〈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9。 
132 《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九〈唐紀七十五〉，頁 8441。 
133 在第一章「緒論」對於韋君靖刻石的研究回顧，已經觸及到部分的內容，於這裡就不在多作

說明。 
134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唐紀七十三〉，頁 8380：「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

安仁、費師懃等所在擁兵自保，眾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皆帥眾附於建。給其資

糧，建軍復振。」 
135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一〈唐紀七十九〉，頁 8507—8508：「（乾寧四年）九月，癸酉朔，

圍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困於輸輓。東

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為偷安之計，皆啗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

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之所恃，反為我用矣。』建從之，彥暉

勢益孤。」 
136 松井秀一，〈唐代後半期の四川―官僚支配と土豪層の出現を中心として〉，頁 77。 
137 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頁 427。 
138 山崎覺士研究唐末浙東地域的地方勢力。這些武裝集團並非集中在縣城或鎮這類地點，而是

躲藏到山地之間，以寨為活動據點。不論是這些武裝集團，或是浙東居民逃難至山地的行為，都

代表浙東地區對未開拓地的開發，並且能夠連結到宋代以後的區域發展。另外，五代十國的吳越

建立以後，開始於浙東山地設置縣城。為吳越政權對當地治安的維持，以及擴張支配領域的措施。

詳見山崎覚士，〈唐末杭州における都市勢力の形成と地域編成〉，《都市文化研究》7 号，（2006：

大阪），頁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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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足的地區。藩鎮也藉此與當時社會的發展接軌，進而能夠深入到新開發的山

地裡面。139 

    到了五代時期，劍南地區建立的鎮似乎成為平行於州縣的行政組織。在 908

年（前蜀王建武成元年）握有東、西兩川實權的王建正式稱帝，成立前蜀政權。 

與王建登基同時頒布的〈郊天改元赦文〉中，決定將一些法律案件共同交給州縣、

鎮來處理： 

兼有軍人百姓，先因公事關連，逃避諸州縣鎮，不敢放歸還者，亦任卻歸

本貫，所在不得勘問擾攪。……今年正月九日已前，應在府及州縣鎮軍人

百姓，先因侵欠官中錢物，或保累填賠，官中收沒屋舍莊田。除已有指揮，

及有人經管收買外，餘無人射買者，有本主及妻兒見在，無處營生者，並

宜給還。140 

其一，如果有軍人、百姓觸犯法律而脫離戶籍地，以逃避州縣、鎮追捕，現在允

許他們回到原居地，命令在地的官員不能盤查追捕。其二，在成都府以及其他州

縣、鎮的區域，如果有軍人和百姓侵占、竊據官方財物，或是積欠攤派的稅務，

導致官方沒收其擁有的房屋和田地。除非是已經有所指示，和轉讓買賣完成的情

況，只要當事人與其妻子、子嗣尚存，而且欠缺謀生能力的話，就歸還之前沒收

的財產。 

    從這道詔書提供的資訊，看到鎮與州縣相同，不僅擁有追捕犯人的權力，也

有軍人、百姓隸屬於鎮的管轄範圍，超過原本負責軍事、治安的職務。後來在北

宋初針對蜀地的數條詔令，則是明令禁止鎮干涉鄉村的巡查、補盜，以及訴訟相

關事務，得以佐證經歷前、後蜀政權的轉變，鎮已經發展出與州縣並行的職能。
141 

 

 

 

 

 

 

 

 

 

 

 

                                                      
139 佐竹靖彥認為韋君靖勢力底下軍鎮的分佈情況，反映當時不存在實際控制地方的州、縣城，

而是透過這些位在交通節點、農業要地的鎮，建構起整個韋君靖勢力，甚至是唐朝地方行政的基

礎。詳見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頁 427—428。 
140 《全唐文》卷一百二十九，前蜀主王建〈郊天改元赦文〉，頁 1289-1。 
141 日野開三郎，《唐末五代初自衛義軍考》，頁 41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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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小結 

 

    韋君靖於 892 年為了配合自身勢力的成長，決定在昌州大足縣的龍崗山上興

建新的軍事據點，也就是永昌寨。透過韋君靖底下軍事判官胡密的敘述，永昌寨

有著相當規模的城牆與防禦設施。對照於唐末增築的成都羅城，與華中、華南地

區築城的例子，永昌寨看似擁有州城等級的大小。如果配合昌州移治大足縣的時

間點，永昌寨很有可能是作為新的州城來使用，因而擁有行政方面的機能。再者，

永昌寨所在的昌州不但位於韋君靖勢力的中心，而韋君靖掌握的區域也控制了東

川地區的交通要道，間接證明永昌寨於當地交通網絡的地位。最後，胡密特別談

到韋君靖於寨內西側出資開鑿的佛像。這些造像被視為後來北山佛教石窟的開端，

代表永昌寨成為當地佛教信仰的中心。由此可見，永昌寨不但具備基本的軍事防

衛功能，也看到行政、交通、佛教方面的機能，展現一個新興地方聚落可能的樣

貌。 

    在永昌寨擁有的各種機能當中，軍事、商業（交通）、佛教同時也是影響當

時地域社會的重要力量，以鎮、草市、寺院的型態活躍於各地。如同於永昌寨看

到的情況，軍事、商業、佛教的力量在地方上彼此之間相互結合，甚至三者共存

於同一個聚落。在軍事和佛教方面，於劍南地區其他建在山丘的軍事據點，也出

現築有佛教石窟的例子，其中由毘沙門天信仰提供兩者結合的紐帶。唐末五代在

其他地區則有軍事據點選擇設在寺院，藉此獲得寺院的地理環境優勢，並且有武

裝集團利用佛教的力量擴大自己的勢力。 

    至於同樣在劍南地區的建德草市，是以草市為發展基礎，結合鎮與寺院的地

方聚落。繼續從建德草市為出發點，回到軍事與商業方面。不論是像建德草市一

類巡守性質的鎮，或是更大規模的外鎮，朝廷和藩鎮都想利用鎮來管理地方上的

商業、交通節點，達到對於地域社會的控制。然後，於建德草市設置的靈巖報恩

院，除了包含唐宣宗時期的佛教復興政策，院內的毘沙門天像提供了商業與佛教

建立關係的思考方向。結合有著相似狀況的成都寶曆寺，毘沙門天信仰不只保衛

地方的安全，也替當地的人們帶來財富，成為吸引草市與寺院結合的誘因。另外，

草市與寺院都具有聚集人群的特質，也是促成商業和佛教結合的關鍵之一。 

    結束對於永昌寨基本機能的討論，以及延伸到永昌寨展現地方聚落可能樣貌

的部分，重點將回到永昌寨於唐代後期劍南地區出現的意義。類似永昌寨這類設

在山地上的州城和縣城，儘管於鄰近山南地區看到些許例子，仍然屬於少數的情

形。相較於此，地方豪族與土著人群為實際控制劍南地區山地的勢力，而唐朝傾

向利用招撫或設置新縣的方式，盡可能擴大自身的掌握範圍。在唐代後期藩鎮體

制進入劍南地區以後，為唐朝的支配體制帶來不同的轉變。藩鎮透過設在地方的

鎮掌握了地域社會，並且深入唐朝較難觸及的山地地區。在這個過程中，這些鎮

似乎發展為並行於州縣的行政組織，填補州縣不能掌握的區域，甚至分擔部分的

行政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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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結論 

 

    本篇論文的主旨，就是利用韋君靖刻石提供的資訊，結合過去諸多學者的研

究成果，針對唐代後期在劍南地區政治與社會的演變，展開兩個方向的討論。首

先，為韋君靖當時擔任的官職「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為後來 897 年（唐

昭宗乾寧四年）成立的武信軍之核心範圍。這個範圍成為一個獨立區域的原因，

不只包含唐末劍南地區政治局勢的影響，也潛藏了隋、唐兩個政權統治劍南地區

在行政規劃上的脈絡，為論文第二章「隋唐時期劍南地區行政建置的演變」部分

集中討論的課題。再者，是韋君靖在 892 年（唐昭宗景福元年）下令修築，於

895 年（唐昭宗乾寧二年）完工的永昌寨。永昌寨本身兼具軍事、行政、交通、

佛教等機能的情形，提示了當時一個地方聚落的可能性。此外，永昌寨作為一個

藩鎮建在山地的據點，則是展現唐朝於劍南地區支配型態的轉變。永昌寨提供的

兩個層面，就是論文第三章「鎮與地方聚落的形成」部分強調的重點。 

    在第二章的第一節「劍南地區的兩面性」，主要從地形、交通的層面，呈現

劍南地區的封閉性和開放性。在地形的部分，劍南地區除了核心的成都平原，其

餘區域主要為丘陵和山地地形，構成環繞四周的天然屏障，也提供地域發展的良

好條件。在交通的部分，劍南地區也建立了連絡帝國境內與域外的交通路線。前

者利用岷江、嘉陵江水系與山間谷地，構築通往關中地區、長江中下游，以及往

來劍南與山南地區的交通網絡；後者則是面向唐代的西域、吐蕃、南詔所在的地

域，以及其背後廣大的中亞、南亞、東南亞地區。劍南地區藉著地形、交通的優

勢，形成自成一格的地域社會，成為歷代政權重視的地區，也包含隋、唐兩個政

權。因此，隋朝和唐朝不斷調整劍南地區的行政規劃，來達到穩定控制當地的需

求。 

    第二章的第二節「隋朝於劍南地區的統治」，展開對於隋朝在劍南地區各項

行政措施的討論。經歷北周到隋政權轉換發生的動亂，隋朝在 583 年（隋文帝開

皇三年）開始整頓地方行政體系，於全國執行廢郡置周的政策。這個政策推行於

劍南地區的時候，隋朝同時調整當地州縣的數量，以符合統治範圍的合理性。在

這個過程中，隋朝於劍南地區接觸到當地土著人群的獠，成為治理劍南地區重要

的課題，而隋朝的措施也引起這些獠的反抗行動。經歷 601—604 年（隋文帝仁

壽年間）一連串獠叛亂的事件，隋朝在劍南地區的東部增設遂州和瀘州總管府，

分攤統治當地的壓力。同時，隋朝繼續在劍南地區其他地方設置新縣，藉此補強

地方行政規劃的不足。儘管隋煬帝即位以後，隋朝廢除全國的總管府，但是在劍

南地區沒有出現太大的動盪，反映隋文帝時期在劍南地區的政策發揮良好的效

果。 

    第二章第三節「唐朝對劍南地區統治的調整與定型」，著重在唐朝繼承隋朝

的行政架構以後，持續調整劍南地區的行政規劃，來滿足自身政權的需求。在

618－621 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四年）唐朝整頓劍南地區州縣的期間，就恢復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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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遂州總管府，並且增設州縣來強化隋朝原本的行政架構。而唐朝同樣遭遇到

與隋朝相同的難題，為當地活躍的土著人群的獠，其後設置的益州（西南道）行

臺主要就負責獠的相關事務。等到 711 年（唐睿宗景雲二年）唐朝意圖劃分天下

為二十四都督府，建立常態的地方監察機構。其中，劍南地區被分為益州、綿州、

遂州三個都督府。儘管二十四都督府的構想為大臣反對而廢止，但是劍南地區的

都督府在區域劃分上，與後來的西川、東川節度使的管轄範圍有相當的重疊，為

往後劍南地區行政規劃發展的雛型。 

    而後，唐朝經歷肅宗、代宗年間的政治鬥爭和外患的威脅，正式將劍南道一

分為二，確立西川、東川的體制。與此同時，唐朝也在過去景雲時期的遂州都督

府，其管轄範圍內增設昌州，再度強化唐朝在東川地區的統治。唐朝固定的西川、

東川體制，直到唐末才出現新的變動。當時的西川節度使王建分別在 892 年（唐

昭宗景福元年）、897 年（唐昭宗乾寧四年）從東川地區分割出龍劍節度使和武

信軍。龍劍節度使與武信軍的管轄範圍，與景雲時期的棉州、遂州總管府有相當

的一致性，同樣看到唐朝於劍南地區行政規劃方面連貫的脈絡。 

    結束有關第二章的討論以後，接著為第三章的第一節「永昌寨的特質」，焦

點轉移到韋君靖興築的永昌寨，集中在其擁有軍事、行政、交通、佛教的機能。

根據胡密提供的資訊，永昌寨估計具備州城規模的防禦措施。搭配上昌州移治大

足縣的時間點，永昌寨很有可能當作新的州城來使用，因此有著行政方面的功能。

此外，昌州位在整個韋君靖勢力的中間位置，並且掌控劍南和山南地區之間往來

的管道。永昌寨作為勢力的核心據點，勢必擁有相應的交通機能，才能滿足各方

面的需要。而韋君靖於寨內西側刻鑿的佛像，為大足當地佛教造像事業的開端，

成為地方佛教信仰的中心。 

    第三章的第二節「聚落形成的要素：軍事、商業、宗教」，在永昌寨的例子

中出現的軍事、交通、佛教機能，實際上也是影響地域社會的重要力量。軍事、

商業（交通）、佛教的力量不僅以鎮、草市、寺院的型態活躍於地方，三者彼此

之間相互結合，甚至並存於同一處聚落，展現當時地方聚落可能的樣貌。在軍事

與佛教結合的部分，在劍南地區也出現其他鑿有佛教石窟的山丘，成為當地的軍

事聚落。除了地形上的防禦考量，石窟中的毘沙門天像則是從信仰的方面，提供

兩者結合的紐帶。另外，五代末年在北方的定州也有人利用寺院設置軍事據點，

並且藉著佛教的力量來擴張自己的勢力。在這些兼具軍事和佛教的聚落當中，其

本身具備的地勢環境條件，或許也是另一個兩者結合的重要誘因。 

    至於軍事和商業、商業與佛教兩個部分，有 869 年（唐懿宗咸通十年）於彭

州唐昌縣新建的建德草市，看到草市、鎮、寺院同時設置的情況，提供一個深入

討論的例子。設置在建德草市的鎮，為當時藩鎮為了控制地域社會，普遍配置在

地方的鎮。而唐朝也嘗試透過這些鎮，加強對於地域社會的掌握度，甚至有代替

原有州縣組織的傾向。而建德草市中的靈巖報恩院，不但包含唐宣宗時期放寬佛

教限制的政策，也與吳行魯本人的佛教信仰關。其中最為重要的部分，是在靈巖

報恩院中供奉的毘沙門天像。結合同樣兼具寺院和草市的環境，並且也有毘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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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像的成都寶曆寺的例子，毘沙門天擁有鎮護國家的軍神，以及帶來財富的財神

的雙重形象，為寺院與草市結合的關鍵。至於，草市與寺院都具備吸引人群聚集

的性質，則是另一條思考商業、佛教之間連結的線索。 

    第三章的第三節「劍南地區的支配型態」，則探討永昌寨於唐代後期在劍南

地區出現的意義。如同永昌寨一般建在山地的州城或縣城，目前僅在鄰近的山南

地區看到相似的例子。相較於唐朝只能利用單一據點的方式，來控制劍南地區的

山地，實際活躍於當地的人群為地方的土豪、土著人群的獠，以及散布各地的流

民，同時反映地域社會對山地開發的情況。而唐朝方面，主要採取設置新縣和招

撫的手段，重新將這些人群和範圍納入政權的掌握。安史之亂以後，藩鎮體制進

入劍南地區為唐朝帶來一套新的支配型態。藩鎮透過在劍南地區設置大量的鎮，

與地域社會的豪族勢力結合，能夠深入過去唐朝無法有效控制的山地地區，彌補

原有州縣組織的不足。此外，這些鎮發展到前蜀時期，似乎已經成為平行於州縣

的行政組織，並且分擔部分的相關事務，展現唐代後期於劍南地區支配型態轉變

的結果。 

    經過以上兩章的討論，能夠對於唐代後期地區的軍鎮，以及其背後的政治和

社會的脈絡，有著更為清楚的理解。在韋君靖掌握的昌、普、渝、合四州的範圍，

也就是後來的武信軍，包含了隋朝、唐朝兩個政權於控制劍南地區的發展脈絡，

在行政規劃上有著一致的考量。隋、唐政權不僅重視劍南地區本身的地理環境，

也面對到當地活躍的土著人群的獠，為影響兩者統治劍南地區行政規劃的重要因

素。至於韋君靖主持興建的永昌寨，同時具備軍事、行政、交通、佛教機能的情

況，引導出影響當時地域社會的重要力量－軍事、商業、佛教。這些力量則是組

成一個地方聚落的共同要素，進而展現了當時地方聚落可能的樣貌。而永昌寨建

在山地的意義，代表了藩鎮採取有別於州縣組織的方式，有效掌握劍南地區的山

地，為唐朝的支配體制帶來相當大的轉變，並且影響了後來前蜀政權地方行政的

發展。 

    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未來能夠繼續對於唐宋之際劍南地區在政治和

社會等層面的研究，有著進一步發展的空間。首先，在劍南地區行政規劃方面，

於唐代後期確立的西川、東川的兩川體制，在當時也與山南西道合稱為「劍南三

川」。經歷唐末到宋初諸多變動以後，劍南地區於宋代發展為西川路、梓州路；

山南西道分割為利州路、夔州路，共同被稱為「川峽四路」。從唐代兩川和三川，

一直到宋代四川的演變過程中，是否受到共通的因素影響，或是潛藏不同時代各

自的脈絡，為值得關注的課題。接著，藩鎮於劍南地區普遍設置的鎮，於五代似

乎成長為與州縣平行的行政組織。不過，宋朝消滅後蜀政權、掌握整個劍南地區

之後，下令廢除這些鎮的權力，恢復為單一的州縣行政體系。宋朝執行這項政策

的意圖，涉及到當時面對劍南地區，甚至是整個中國局勢的問題。最後，永昌寨

具備軍事、商業、佛教等多項機能的情形，除了展現當時一個地方聚落應有的樣

貌，可能也提示了唐朝在劍南地區發展出一種新型態的據點。這些擁有複合機能

的據點，有別於過去州縣組織傾向行政或軍事單一機能的據點，能夠更為有效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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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地域社會的勢力範圍。這種類型的據點不但提供唐朝穩定統治劍南地區的基

礎，或許也繼續影響到後來五代十國，甚至宋代劍南地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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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韋君靖刻石釋文 

第一節、韋君靖刻石簡介 

 

    韋君靖刻石現存於四川省重慶市大足區，被歸類為當地大足北山石刻的一部

分。根據《大足石刻銘文錄》考察的資訊，韋君靖刻石的形制為長方形，高 260

公分、寬 310 公分，字徑 3.5 公分。韋君靖刻石的內容分為兩個部分：一是韋君

靖委託底下軍事判官胡密，所撰寫的紀念文章。這個部分共計 53 行，除了首句

刊刻 35 字，其餘滿行皆 30 字，共 1440 字。現存（含依稀可辨認字）1132 字，

漶滅 308 字。《大足石刻銘文錄》依據文獻校對的結果，目前可知 1406 字，仍缺

34 字；二是參與韋君靖這次建造永昌寨的人員姓名、官職。這個部分則有 101

行，共 2886 字，字徑 2 公分。現存 1882 字，漶滅 984 字。同樣依據《大足石刻

銘文錄》的校對結果，現在可知 2766 字，仍缺 100 字。1 

    現有關於韋君靖刻石的重要著錄如下：韋君靖刻石的拓片收錄於《北京圖書

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與《大足石刻銘文錄》，不過都只有收錄紀念文章

的部分；2韋君靖的釋文有清人陸耀遹《金石續編》、劉喜海《金石苑》、董誥《全

唐文》。3還有高文、高成剛編《四川歷代碑刻》與《大足石刻銘文錄》。4其中，

劉喜海的釋文，是以描摹的方式記錄韋君靖刻石的內容，可能提供了拓片以外最

接近刻石原貌的資訊。 

    對於韋君靖刻石的釋文，主要將以《大足石刻銘文錄》的文字為底本，參考

《金石苑》、《金石續編》等傳世文獻，與現有拓片可辨識部分，進行校對和標點

的工作，其中無法確認的字用「□」為標記。以下的部分同樣分為紀念文章與參

與人員姓名、官職兩個部分，然後按照韋君靖刻石原本各行的情況來排列。 

 

 

 

 

 

 

                                                      
1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重慶市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編，《大足石刻銘文錄》（重

慶：重慶出版社，1999），頁 37—43。 
2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三十四冊（鄭州：中州古籍

出版社，1989），頁 37；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重慶市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編，

《大足石刻銘文錄》，頁 40。 
3 補充說明，《全唐文》僅有胡密撰寫的部分，並沒有記載參與人員的姓名官職。陸耀遹，《金石

續編》卷十二，頁 7－19。收錄在嚴耕望編，《石刻史料叢書》卷二十八（臺北：藝文印書館，

1966）；劉喜海，《金石苑》，收錄在《西南考古文獻》卷二（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頁

429－440；董誥，《全唐文》卷三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10753-1－10754-2。 
4 高文、高成剛編《四川歷代碑刻》（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頁 127—132；重慶大足石

刻藝術博物館、重慶市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編，《大足石刻銘文錄》，頁 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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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釋文內容 

 

一、紀念文章 

1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都督昌州諸軍事、守昌州刺史、充昌普渝

合四州都指揮 

2 靜南軍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韋君靖建 

3 軍事判官、將仕郎、前守靜南縣令胡密撰 

4 □□象緯降靈，河嶽孕粹。必能挺生人傑，卓立功名。為當世之元勛，作 

5 □□之巨屏。苟非鑒識洞達，機變玄微，孰能創製奇功，抑揚大節。不有記述 

6 □□□來。我太守司空京兆公，陶唐氏之遠裔，漢丞相之後昆。簪組相 

7 繼，□□□別。國史詳備，家譜俱存。布在簡書，略不覶縷。公少蘊大志，長

負 

8 □□。□刻鶴之工微，恥雕蟲之伎薄。相時而動，臨事不疑。懷 

9 貫日之精誠，蔚凌雲之氣宇。語仁智，即樗里罷說；較威猛，則烏獲休扛。嚮 

10 □□心，若子牟之戀主；從軍立績，同馬援之征蠻。減灶得孫臏之謀，投筋

秘 

11 □留侯之策。揮劍即蛟螭潛伏，彎弓而猿㹨啼號。加以月角衝衡，犀文貫頂。

視 

12 質氣，堂堂罕疋；睹神采，赳赳無雙。實命世之宏材，為一時之英俊者也。 

13 頃以乾符之際，天下騷然。蝗旱相仍，兵戈四起。公覩茲遐僻，人不聊生。

遂合 

14 集義軍，招安戶口。抑強撫弱，務織勸農。足食足兵，以煞去煞。洎黃巢侵

陷京闕， 

15 鑾駕出幸成都。四海波騰，三川鼎沸。韓秀昇勃乱黔峽，侵軼巴渝。公乃統 

16 率義軍，討除逆黨。值秀昇盡拋舟楫，圍逼郡城。公乃詳度機宜，上下攔截。

依 

17 山排陣，背水布兵。兩面夾攻，齊心剪撲。賊勢大敗，我武益揚。渝牧田公，

備錄奏 

18 聞，乃進忠節檢校御史大夫，除拜普州刺史。適值川帥效逆，將臣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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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乃收復合州，絕其枝蔓。恩旨加右散騎常侍，除拜合州刺史。洎鄭君 

20 雄僕射失律廣漢，山行章尚書攻圍當川。故府主太尉丞相顧公，累降命 

21 旨，頻招起應。公統領精銳二萬餘人，虔告耆龜，申令士卒。併破二十七寨，

煞 

22 戮五萬餘人，大振威聲。上聞 

23 特授檢校工部尚書，拜當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靜南軍使、累加

刑 

24 部尚書、左僕射。公以臨郡歲久，迺思退居。上表陳情， 

25 宸衷未允。詔旨褒獎，特許量留，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扶風縣開

國 

26 男、食邑三百戶。公累銜 

27 鳳詔，裒剖魚符。政茂潁川，化光河內。邑有倉箱之詠，俗多襦袴之謠。求

瘼之 

28 念彌堅，除害之心尤切。其於駕馭英傑，取捨權豪。重人義於丘山，輕金帛

如泥。 

29 沙。憐孤恤老，濟弱扶危。逆旅如歸，遠湊鄭莊之驛。遊人若市，悉登漢相

之門。其 

30 拯緩四方，乃如此也；每遇良辰美景，月夕花朝。張絃管以追歡，啟盤筵而

招侶。 

31 周旋有禮，揖讓無嘩。樽酒不空，座客常滿。王衍之冰壺轉瑩，嵇康之玉岫

寧頺。 

32 其禮讓謙恭，又如此也；至若立功立事，為國為家。或坐運玄符，或親提黑

槊。 

33 身先士卒，首掃凶徒。謀必十全，舉無疑策。其剛毅果敢又如此也；當其賞

功罰 

34 過，激濁揚清。甄獎公勤，黜棄私黨。三軍感德，萬眾歸心。其恩威刑賞又

如 

35 此也。公睹以海濤未息，雲陣猶橫。常厚驅脅左綿，戴實奔衝遂府。使牒呼 

36 逼，邊檄征行。然則士馬雖精，其如城柵未固。思大易習坎之義，征王公設

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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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文。乃於景福元年壬子歲春正月，卜築當鎮西北。維龍崗山，建永昌寨。茲

山也， 

38 上掩雲靄，下抗郊原。矗似長雲，崒如斷岸。崖巘重疊，蹬道崎嶇。一夫荷

戈，萬人 

39 莫上。由是芟薙草木，相度地形。人力子來，畚鍤雲至。連甍比屋，萬戶千

門。高 

40 亢浚流，深□溝洫。煙籠粉堞，霞捧朱樓。龍吟笳角之聲，雷動鼓鼙之響。

而又良 

41 工削墨，心匠設規。築城牆二千餘間，建敵樓一百餘所。遐瞻天際，豈龜形

之 

42 可輪；高倚雲間，豈蜃樓之能擬。其上即飛泉進出，綠沼滂流。崢嶸一十二

峰，周 

43 圍二十八里。蓋造化之凝結，豈金湯之比倫。況乎糧貯十年，兵屯數萬。遐

邇臻 

44 休，軍民胥慶。耕織無妨，徭役不闕。可謂一勞永逸，有備無虞。公又於寨

內西 

45 □□□□□□□□□翠壁鑿出。金仙現千手眼之威神，具八十種之相。好施 

46 □□□□□舍回祿俸，以建浮圖。聆鐘磬於朝昏，喧贊唄於遠近。所謂歸依

妙 

47 門，志求覺道者焉。其軍中節級將校等，深達機略，博識古今。皆是公同志

弟 

48 兄，異姓骨肉。一心報國，戮力從軍。咸奉渥恩，皆霑爵賞。或官崇題劍； 

49 或位列專城；或榮授金貂；或職兼霜憲。雅符際會，允屬休明。請列署名銜，

庶 

50 不墜勛業。密叨依門館，累戴恩光。學淺文荒，紀 

51 □□其未盡。神愚智拙，錄美事而猶踈。輒將鄙俚之辭，聊述 

52 □□之績。將欲焕乎不朽，傳之無窮。遂藏斯文，乃鎸貞石。大唐乾寧二年

歲次 

53 乙卯十二月癸未朔十九日辛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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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人員姓名、官職 

1 節度十將、充千□□□義軍將盧井勝 

2 節度衙前虞侯、充□□□義軍將李思儒 

3 節度衙前總管、充□□□義軍將杜元備 

4 節度十將、充龍□□□□將唐叔儀 

5 節度十將、充小井義軍將楊行全 

6 節度十將、充□□□鎮遏將、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羅行舒 

7 節度衙前總管、充□□灘鎮將梁德昌 

8 節度先鋒將、充□□義軍將袁南浣 

9 軍事押衙、充□□義軍鎮遏將趙沛 

10 節度十將、充□□義軍鎮遏將趙公武 

11 節度十將、充□□義軍鎮遏將、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上柱國袁義遵 

12 節度十將、充安溪義軍將、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上柱國袁公會 

13 節度衙前虞侯、充賴甘斜岩義軍將廖居瑤 

14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甘泉義軍將、檢校國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國杜元立 

15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來鳳義軍鎮遏使、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

韋君芝 

16 節度押衙、充□□義軍鎮遏使、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何榮、

王彥昌 

17 節度討擊使、充歷山義軍鎮遏將、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上柱國楊思及 

18 節度總管、□□谷義軍鎮遏將、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韋君球 

19 節度散□□使、充龍歸義軍將、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何  

20 節度副兵馬使、充防城將、兼來蘇鎮將、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

國高孟球 

21 節度副兵馬使、充安溪鎮副將、檢校國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國王公進 

22 節度副兵馬使、充進雲寨義軍都虞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侍

御史、上柱國羅從順、韋義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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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節度副兵馬使、充進雲鎮判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

上柱國母從政、趙乾涗 

24 節度先鋒、充進雲鎮副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監門衛將軍、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韋君意 

25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昌元縣界遊弈義軍使、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羅元直 

26 節度押衙、充靜南軍先鋒都知兵馬使、兼三州捕盜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韋君政 

27 節度押衙、充葛仙寨義軍使、前陵榮州捕盜感化軍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守

左驍衛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李行瑄 

28 節度押衙、充龍水義軍鎮遏使、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羅宗權 

29 節度押衙、充柳溪義軍鎮遏使、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梁公瑗 

30 節度押衙、充南峰義軍鎮遏使、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王元照 

31 節度押衙、充東流義軍鎮遏使、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龍著 

32 節度押衙、充董市義軍鎮遏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伏芝

進 

33 節度押衙、充永川界義軍鎮遏使、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梁文

備 

34 節度押衙、攝永川縣令、充義軍使、檢校國子祭酒、監御史大夫、上柱國杜

元立 

35 節度押衙、充凌雲寨義軍鎮遏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牟

省立 

36 節度押衙、充雲門義軍鎮遏使、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張雅 

37 節度押衙、充四州指揮都虞侯、進雲寨都團練義軍鎮遏使、檢校左散騎常侍、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韋君遷 

38 節度左押衙、充四州都指揮副兵馬使、安溪鎮遏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賈文潔 

39 應管諸鎮寨節級 

40 當州軍府官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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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節度左押衙、充四州軍副押、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馮義簡 

42 節度押衙、充軍府都勾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王□□ 

43 節度押衙、充左廂衙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梁貴儼 

44 節度押衙、充右廂衙隊斬斫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武衛將軍、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李□志 

45 節度押衙、充左後院隨身衙隊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韋和銖 

46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軍州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韋□壽 

47 節度押衙、攝昌元縣令、充牢城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韋□寶 

48 節度押衙、充左廂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士章、□□本 

49 節度押衙、充右廂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德 

50 節度押衙、充左親近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

□□□ 

51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右親近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

□□□韋君幸 

52 節度押衙、充宴設將、兼主兵十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

大夫韋伯鋒 

53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後曹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

上柱國韋□銖 

54 節度先鋒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伯

銖 

55 節度押衙、充左元隨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上柱國韋益銖 

56 節度押衙、充右元隨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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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柱國趙師恪 

57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義軍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

上柱國何璠 

58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龍水鎮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

上柱王伯章 

59 節度先鋒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王伯

楷 

60 節度先鋒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潘延

矩 

61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左元隨副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

丞、上柱國韋寶銖 

62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右後院隨身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

中丞、上柱國謝公彥 

63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左內院隨身副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侍

御史、上柱國韋公銖 

64 節度押衙、充義軍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韋君□、王彥芝 

65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右後院副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

丞、上柱國韋宗銖 

66 韋迪銖、韋彥銖、韋君貞、何彥魯、韋建銖、王伯球、譙珙、楊魯章 

67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修造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上

柱國王文□ 

68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知客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

上柱國韋彥昌、王彥文 

69 節度押衙、充主賓十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任□逵 

70 節度押衙、充主賓十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趙文□、何□□、△趙元進 

71 節度先鋒將、充主賓十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

上柱國□伯仙、梁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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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節度散兵馬使、充橫衝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上柱

國何□德、韋君要 

73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左廂兵馬虞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

侍御史、上柱國呂演 

74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右廂兵馬虞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

侍御史、上柱國杜文選 

75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牢城都虞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吳士倫 

76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壕寨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上

柱國任公約 

77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知市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上

柱國石公展、秦自操 

78 節度先鋒兵馬使、州補軍事押衙、充通判官楊益貞、崔孟余 

79 節度十將、充擁陣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上柱國何

敬仙 

80 節度先鋒將、充義勇軍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上柱

國馬公連、鄧公立 

81 李文禮、楊南照、王才順、韋□、鮮道仙、韋太仙、羅公舉、□□□、劉□

□、王文□ 

82 節度十將、充都城局、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侍御史、上柱國張

□□、牟□□ 

83 同節度副使、兼軍事押衙、充左右兩廂都虞侯、牢城判官、蘇家□、李卓、

李德周 

84 節度衙前虞侯、充兩廂都押官、杜審言、欽文勝 

85 節度散兵馬使、充右廂衙隊副將、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國李

公展、蘇□□ 

86 節度散兵馬使、充左廂衙隊副將、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楊思

慶、董元倩 

87 節度散兵馬使、充右親近副將、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國韋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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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節度散兵馬使、充左親近副將、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國韋公

□、胡全父 

89 四廂散副將虞侯、陳忠武、陳敬釗、趙鑒、王文縱、羅才雅、羅公□ 

90 羅貴方、李琮、趙全、曾居芝 

91 軍曹孔目院 

92 節度散兵馬使、充廳頭開拆書狀、孔目官豐琯 

93 節度散兵馬使、充書狀、孔目官李延祚、趙冏休 

94 節度散兵馬使、充廳頭開拆、孔目官潘延嗣 

95 節度散兵馬使、兼軍事押衙、專知回易務郭宗 

96 節度衙前總管、充驅使官閻行溢、劉珪、文獻直、賈甄 

97 縣官 

98 軍事判官、將仕郎、前守靜南縣令胡密 

99 軍事判官、攝錄事參軍、儒林郎、前守錄事參軍裴鎮 

100 軍事衙推、文林郎、試太常寺協律郎、前攝錄事參軍文廓 

101 軍事衙推、文林郎、試左武衛曹參軍趙處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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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大足石刻銘文錄》所藏韋君靖刻石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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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所藏韋君靖刻石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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