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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捐监的产生、发展及影响
王海妍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摘

要

）

明代捐监在明景泰初年济边饷而开。捐监意为捐出身，不同于政府直接卖官，但

也属于一种变相的卖官行为。捐监群体政治地位较低，多授低微的官职。捐监所得银两，能
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暂时解决军饷、赈济等问题；捐监的影响恶劣，是导致明代中后期选法
壅滞、学风日衰、社会腐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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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校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据重要
地位，而国子监在明代教育的地位尤其突出，国子
监生的选拔及入仕均有规定。但自明景泰年间，政
府因财政困难，接济边饷，开捐纳入国学之制，称
捐监，亦称纳监，或纳贡，即“晁错入粟补爵之
意”
。这种特殊形式的出现打破了国子监生入
仕之平衡。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一些
成果 ，本文拟重点探讨捐监的发展历程，透视捐
监对选官、学风等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不妥之处，
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捐监的产生与发展
明代捐监，自景泰初年产生至明末，绵延一百
多年。理清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勾划捐监在每个发
展阶段的基本情况，剖析对当时政治、经济所产生
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笔者依据捐监在明代不同
的发展特点，按三个阶段分述其后。
开创期：景泰四年（
）至天顺末。关于捐
监产生时间，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为景泰四年
说。郭培贵教授在其专着《明史选举志考论》中，
指出景泰四年四月，明廷为赈济山东等处饥荒，将
已实行的开捐例扩至捐监，允准临清县生员伍铭等
人“纳米八百石，乞入监读书”
。一为景泰元

年说。如成书于弘治八年的《双槐岁抄》曰：“景
泰改元，凡生员纳粟上马者，许入监，限千人止。
”
成书于嘉靖二十三年的《南雍志》曰：“景泰元年
夏六月丙午，生员纳粟纳马者许入监读书。
”上述
史料记载互异，“改元” 或“景泰元年夏六月丙
午”，“上马” 或“纳马”，且史源难以凭信，据
《明英宗实录》及当时人的奏疏详细考证，确证为
景泰四年
。笔者认为景泰四年说，从史源学
的角度讲，有大量的可靠而有价值的史料为证，因
而值得信赖。
明政府在开创期共开捐监四次，景泰四年四
月、五月，六年七月，天顺五年十月（
）。有
如下特点：其一，以廪膳生员为报捐对象。虽然史
料记载没有明确表明为廪膳生员，但是据后来临清
县儒学增广生员王铭等四人，各愿输米五百石，入
国子监读书，亦请援例入监可知，当时身份仅限于
廪膳生员
。其二，捐监物品主要是赈灾所
需粮食和战争所需马匹。景泰六年七月（
），
直隶无锡县学生张贤先以纳马赐冠带，“复纳麦八
百石，乞送监读书。
”
还有天顺五年的纳马例，
“生员七匹，即补国子监生，挨次出身。
”
其
三，边饷匮乏是开捐的主要原因。因受土木之役的
影响，明军队损失惨重，经济受到重挫；也先在北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王海妍（

－），女，河南沈丘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第

期

王海妍

明代捐监的产生、发展及影响

部蠢蠢欲动，频繁骚扰边界；明政府投入大量的兵

监，首先于延绥地区推行，“廪膳二百五十两，增

力和财力重建军队，巩固防御；而此时徐、淮、山
东、河南等地频繁爆发的自然灾害对明朝困顿的经

广三百两，附学三百三十两”
粟或银入监概始于成化元年正月（

济来说无疑雪上加霜。明政府虽于景泰元年已开军
民捐纳授冠带及散官例，但所得仍不能满足需求。
为扩大财源，开生员捐纳入监例。需要补充的是，

地区的“儒学考试不中生员廪膳纳米五十石，增广
纳米三十石免其充吏” ，此后便随前例常行之。
至嘉靖四年，青衣、社学皆得援例入监
。值

生员的淹滞也是捐监的原因之一。早在正统年间，
生员就已经出现淹滞现象。政府命令四十五岁生员

得注意是孔、颜、孟三氏生员孔弘礼亦要求“如天
下学校例得纳银入监”，明武宗允纳六名，
“以其入

或四十岁生员考选入监。此例虽偶行之，但在科举

学先后，分廪、增、附学各两名，以为纳银多寡之

的冲击下，生员人数日增，科举中式比例率渐低，
竞争日益激烈。

数”

概言之，此阶段虽为初创，实行时间较短，捐
纳物资多为战争急需物。然此例一开，很快就成为
仕子迈向仕途的快捷方式。
）至嘉靖十年（
），
发展期：成化二年（
为明代捐监的发展时期。其间，捐监则例及政府出
台的有关捐监流程规定的产生，标志着管理制度日
益发展，不仅开捐次数增加，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
产生诸多变化，如捐纳物品中出现白银，报捐人身
份出现增广生员等。究其特点有四：
第一，捐纳物品出现白银，在受灾严重区仍以
急缺物资为主。如
—
年开捐监十二次，
以纳粮为主。河南出现大饥荒，准许生员纳米入
监。但由于各地粮价不一，报捐的谷数难以统一，
于是明政府规定捐纳白银，统一标准，使交易更为
方便、快捷，以求轻省之故。如荆、岳等府水灾严
重，实行纳银入监例，规定：“廪膳生员纳银二百
两，增广二百八十，附学三百四十，江西、浙江各
七十名，南直隶百名，准于湖广上纳。
”
。
年间，开捐十三次，均以白银为主。因
此从总体而言，纳银的程度越来越高。
第二，报捐人员身份的变化，包括廪膳、增广、
附学、考退生员、青衣、社学生。廪膳生，即地方
儒学生员的最高层次，享有日给廪膳的待遇，在学
校会馔，有固定号舍；增广生无固定廪膳和号舍，
多在家肄业；附学生为明政府于增广外，额外增取，
附于诸生之末；考退生员为不合格即充吏员者；青
衣，为明末诸生最末等；社学，弘治十七年（
），
各府州县建立社学，民间幼童十五以下送入读书。
成化二年闰三月（
），添加增广生员捐监例，限
定捐监人数通共
名，以后大致以此数为率，亦
或增
名。后附学生亦入其中，成化二十一年闰
四月（
）定附学生员也捐纳一定的费用亦可入

。考退生员纳
），规定两广

，圣贤之后裔亦有此请，可慨也！
第三，捐监原因扩展。原由军饷匮乏，赈济灾

害，增补了营建大工。正德年间，明武宗为营建大
工，费用不支，即推行捐监制度。如正德二年八月
，为修理南海子殿宇、桥梁制造、元宵灯火及
诸项工程，所费动以万计。自正月以来，已用银二
十余万两，不得已开捐纳入国学之制，这次卖官的
规模较大，
“前次纳粟输边之例，无此冗滥也”
。
此次开捐揭开了明代为营建事例开捐的序幕。正德
八年四月（
），因工部未征物料俱以兵荒奉诏
蠲免，导致工币告竭，为接济工程，工部尚书李鐩
奏请依照正德二年事例再次开捐
。可见，因
大工而开捐纳虽不能作为此时期的重要原因，但也
是其中较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此外仍有以军饷匮
乏，赈济灾害为由的开捐例。
第四，捐纳入监则例。成化初年，明政府短暂
开捐后，很快废止。且与成化三年出台政策，严令
奏请开捐。然捐监令虽止，但各地的捐纳活动依然
开展。且至成化二十年（
），在太子太傅吏部
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万安等以山西、陕西饥荒严
重，奏请开捐监例，作为救荒良策公开大规模推
行，各处生员纳粟与陕西缺粮处，入国子监读书。
制定报捐数额、人数和期限，“廪膳八十石，增广
一百石。大率以一千名为额，明年三月终。
”
出现正式的捐监员额及时间的规定，称为则例，虽
然为暂行则例，权宜之计，但此时的规定标志着捐
监的形成。
嘉靖初年，政府规定：“援例监生如遇事例到
部，本生具通状告纳援例。该司据本人所告，乡官
行勘明白，禀看堂稿，移咨户部，本生领咨亲赍例
银，赴户部交纳。
” 此规定是目前所见到有关捐
监流程的较早记载。在条例中，户部明确规定了报
捐的程序：先由报捐监生，凭借府州县的公文到
部。该处有司据其请求，由乡官调查并审核援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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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格，是否符合规定。审核完毕，由乡官将结

年

入国子监肄业”

，打破了这一规定。万历四年

果，移咨文送到户部。最后，报捐本人携带捐纳银
两，送往户部交纳。

（
）重订“民间俊秀子弟，与两京见任官随任
子弟未入学者，一并纳银入监”
事例。然至

泛滥期：嘉靖十年至明末，约开四十次之多。

崇祯末年，至崇祯年间，工部颁布了“廪增附青衣

不仅出现民间俊秀子弟捐纳入监，捐监的限制日益
放宽，甚至还出现户、工二部互争捐监事例银两，

等生纳银入监并俊秀纳监儒例”，规定：
“廪膳生纳
银一百二十两，增广生纳银一百九十两，附学生纳

可谓泛滥至极！
嘉靖帝统治中后期以来，崇尚道教，奢侈腐

银二百六十两，青衣寄学及降青衣发社生纳银三百
两，廪膳降增生纳银一百八十两，廪膳停廪生纳银

化；大兴土木，斋醮、祭祀耗资巨大；沿海地区倭

一百六十两，廪增降附生纳银二百三十两，提学衙

寇频繁破坏，军费剧增，致使财政极度缺乏，出现
入不敷出的严重情况。至万历年间，“宁夏用兵，

门告准附学明色，及新经考黜生员不系行止有亏
者，纳银三百四十两。俊秀子弟纳银三百五十两。
”
详细规定了各种身份生员的捐监条款，明码标

费帑金二百余万。朝鲜用兵，费帑金七百余万。播
加之明神宗穷
州用兵，又费币金二三百万。
”
奢极欲，贪婪国财，致使国用大匮。及至明末，政
局失控，内乱与外患交织，搜括、加派只能加剧统
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明政府认为捐监只是集散社
会闲置资金，且所捐为监生的出身而已，对国家财
政有所襄助而不致带来上述弊端，故而大肆开行。
其特点择其大要有：
一是大肆营建，捐监频举。嘉靖至天启年间，
营建大工更加频繁，开捐例泛滥不可止。《明史》
云：“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
经费应六七百万。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岁
费二三百万，劳民伤财，视武宗过之。
”
从嘉
靖帝四年八月（
），为营建仁寿宫工部奏请开
纳事例，以佐其费。十年开始，又因仁寿宫及先蚕
等殿的营建，木料不足开纳事例补充运费等。万历
十二年（
），工部题因建慈宁宫、预建寿宫，
工部诸库空乏，请开纳事例。自万历十五年开始建
寿宫以来，营建事例频开，导致费用激增。天启元
年开始，明熹宗开始营建大工。事例不断，然而工
部节慎库却空虚无银，只好通过开纳事例及搜括来
补充经费。除了营建工程需要通过捐纳来解决外，
为满足军饷而大量开捐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
二是广开捐监事例，渐取消捐监的诸多限制。
如地点，原限定于在受灾地开捐，自嘉靖以来，开
行全国范围的捐监。又如人数，原来限定多
—
人，嘉靖十一年（
），尚书万镗认为捐
监“用以助边济急，而所开又止，事出权宜，数匪
浮滥，似亦无害”，故“不必拘以地方名数，但愿
纳者听。
”
这是捐监事例比较明显的变化。其
深刻的变化即捐纳者身份的泛滥。原限定生员有资
格捐监，然嘉靖十六年五月允许 “民间子弟纳银

价，从廪膳生，乃至降附考退生均得援例入监，可
谓滥矣！
三是户、工部捐监事例之争。捐监事例，原为
户部济边而开，后工部因营建大工缺银准奏开行。
然工部开款项目多且捐纳银数少，收纳的银两“不
必足色，数不必满秤”，故趋之者甚多。户部开纳
款目简而银数多，趋之者少，致使收入锐减，“去
年可得三四十万，今则不满十万”。户部亦“减其
价以招徕之，如民生纳监，旧日四百两之上，今三
。户、工二部，为
百九十两，又有递减之数”
增加收入，展开激烈竞争，竞相减价以期招徕更多
的捐纳者。为缓和户、工部之间的矛盾，天启年
间，政府将事例银两归并一处，“户七工三分用，
不必再争”
，但亦因时而异，终未形成定制。
纵观明代捐监的发展历程可见，随着捐监者身
份、人数、物品、地域及开捐原因的变化，从最初
的“不美之政，廷臣屡经议革”，发展至“循习视
为当然，为常事，为不可已之规，不可无之举，不
再有訾议之士矣”
，逐渐成为明政府的一项不
可或缺的国家政策。对统治者来说，不用加派、搜
括等，即可得到相当可观的收入，暂时解决财政危
机；对报捐者而言，等于成功迈入仕途第一步；这
份双赢的买卖，双方都很乐意。然而明政府在收纳
钱粮的同时，却忽视了捐监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捐监的影响
《明史 选举志》云：“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
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
”
学校为入
仕一途，政府通过国子监培养官员。只要进入国子
监，就意味着取得了入官的资格，还可成为官绅地
主的一员。明代商品经济逐渐发展，教育制度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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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读书之人越来越多，有商人、富户子弟捐资

上林苑之属，其愿就远方者，则以云、贵、广西及

入监；此外科举屡试不第、长期淹滞的生员，希望
能够通过捐监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故此看来明代捐

各边省军卫有司首领及卫学王府教授之缺用。
”
多授低级官职，如县丞、主簿等，京职官也仅是光

监有广泛的需求。在其存在一百多年中，作为明代

禄寺和上林苑之属官，出于对异途出身者的限制。

捐纳的一种重要形式，对明代选举及社会风气，乃
至清代的捐监制度，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为能得到理想的前程，有钱者纳银改出身，万历年
间，
“援例输粟，明是听选监生，乃通状告纳数十金

从其积极意义角度来看，首先，捐监生中亦有
，从一定意义上讲，捐监为异途
“俊秀之人”

或百余金，而忽改准贡之名目，俱曰科举。
”
准贡即为正途出身，援例监生只需纳区区数十金或

选官之一途。如罗玘，博学好古，然七试不录，年

百余金，即可摇身一变由例监变为准贡，致使假

四十仍为诸生，后中进士，选庶吉士，显重于词林。
徽州人汪以时，年五十余，尚为生员，其亲友为之

人、假官泛滥成灾，为选举之诟病。
其二，学风空疏，社会贪污之风盛行。学风的

纳银，后中举。这些人科举屡试不第，然以捐纳入

好坏影响到官员的素质，而官员的素质关系到国家

监，通过顺天府乡试，累次殿试，进而中举。其次，
捐监的银两对支持军饷、赈济灾民等发挥积极作

统治的大局。谈及明代的学风，人们往往以“空疏
浮泛”蔽之，把其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王阳明所倡导

用。如“陕西开纳事例银三万两赈济延绥、榆林二
。至崇祯年间，捐纳事例银两成为一项重
镇”
要收入，规定“凡援纳监儒，并吏农承差等项事例
银两，按季解部，庶国课边需均有攸赖矣。
” 又正
），户部将生员捐纳银四万二千四百
德四年（
五十余两赈济灾民。万历年间，山东出现严重灾荒，
过庭训奉旨赴山东赈济，“准民间俊秀输粟入官借
学，援例不数月而累巨万，六郡孑遗全活。
”

的“心学”。其实，造成这种空疏学风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而捐监之风的盛行，乃其原因之一。
捐监生员多不愿皓首穷经，挤科举考试的独木
桥，通过捐监这条便宜之途，可免除十年寒窗读书
之苦。有钱者入赀国学，谋求出身，无钱者变卖家
产，如诸生陆璨，食廪不得举，于是“尽斥卖其
产，入赀游成均” 。更甚者借赀入学，入粟之后，
仅挂名其间，至死未授一官，仅图太学虚名，问之
则曰太学生也。
《警世通言》中载：
“监生官，使用
多时，就有个好地方，多趁得些银子，在肯营干
时，还有一两任官做，一年两载，就升你做王官，
监生的本钱还弄不出来哩。
”
此番话反映了
明代后期丑陋的社会现状。即便在监，也无心读
书，希图通过捐纳挖选早日出仕。总之捐监的盛行
使学风空疏，积分之法遂废。部分士子“视经书如
土苴，而苞苴是求，弃仁义如敝屣，而货财是殖，
士心一蠹。
”
丧失气节，士风颓丧，不思进取，
弃仁义而追求利欲，学风日衰。针对空疏而渐颓的
学风，吏部尚书王直、礼部郎中章纶、礼部尚书姚
夔、国子监祭酒姜宝等均从其对国学教育及学风所
造成的危害建议禁止捐监例。虽禁令频颁，然一遇
到兵荒，府藏空虚，未免又要奏开，终明未能完全
禁止。
捐监的推行造成社会贪污之风盛行，最典型的
就是明代有名的贪官严嵩，在位期间，依仗嘉靖帝
的恩宠，操纵吏、工二部的铨选，控制官员的升
任，其家产超过皇室珍藏，大部分靠收贿而得。而
卖官鬻爵是其主要的贪污手段，“官无大小，皆有
定份” 。更严重的是负债累累之官初任之时，债

可见，捐监确曾起过暂时缓和社会矛盾、解决经济
危机的作用，但无法根本解决明王朝日益暴露的种
种问题。
然而，捐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其一，
造成选法壅滞。明制，学校为选官一途，国子监乃
聚天下英才之地，在明代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不
仅可直接向吏部输送官源，而且为国家选拔官员的
重要来源。自实行捐监以来，报捐监生的人数从几
百人，发展至上万人，不胜其滥，致使太学之中，
“举贡十一，弟子员十二，而此辈十之七”
，
捐监生所占比例从嘉靖二十二年的
，剧增到
万历九年的
，此后一直在
左右
。大
量的捐监生入监两个月后，即依亲在家；真正在国
子监中读书者少，弘治八年（
），南监“实在监
生二千六十八名，坐班者不过四百九十六名”
，
而“注选铨部者，至数万人。
”
一个官位往往
十几个人候选，然官缺有限，造成选法壅滞，至嘉
靖十年（
），未选纳粟监生尚有七千余名，实
乃“人才之病，国家之累也”
。
明制，明确规定捐监生的出路：
“援例监生仅得
选州、县佐贰及府首领官，其授京职者，乃光禄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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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相逼，自身又无力偿还债务，只有借贪污财物来
还债。试问这样的官员如何做到清正廉洁呢？降及
明代末，随着明代危机的加深，学风日益败坏，贪
污腐败之风则愈演愈烈。
综上，明代捐监可谓“国家所得不多，而于人
。且时行时废，至明后期成
才政事所损不小”
为国家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政治制度。捐监的推行缓
解了部分生员的科举压力，但更重要的是造成选法
壅滞，学风败坏，是明中后期政治腐败、冗官迭出
的重要原因。

印本
郭培贵 明史选举志考论
明武宗实录
明宪宗实录

许大龄《清代捐纳研究》首次分析讨论清代捐纳制度言格、
组织、影响等，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据《明英宗实录》
及当时人的奏疏详细考证，确证为景泰四年。伍跃先生的《明
代的捐纳制度》一文从对整体上考察明代捐纳制度的形成和
确立及捐监的危害。詹家豪《明代太学中的援例监生》着重
考察了监生的来源及对教育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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