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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

清代乾隆年間的私錢流通

與官方因應政策之分析

一一

以私錢收買政策為中心

鄭 永 昌

﹉     一 、前 言

探索中國貨幣史之過程中 ,研究的課題除了官方錚錢制度的演愛 :各地火幣

流通狀況 ,以及貨幣流通對國家財政與物價的影響外 ,私錯與私錢的流通問題 ,

向來也是學者關注的焦點。但是直到目前為止 ,針對私銘與私錢的專論性研究尚

屬不多l。 ﹉本文分析的重點 ,即企圖以清代乾隆年間官方對私錢的收買政策為中

心 ,探究當時私錢流通的背景、流通的狀況 ,以及官方對私錢收買政策之轉愛 ,

並據此分析當時官員對比政策轉愛的看法 ,最後論述私錢流通對乾隆年間各省錢

價波動的關連性。

所謂 「私錢」,一般泛指民間非法錯造、進口、與使用的錢幣。阻著十八世

紀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 ,私錢的流通問題呈現更複雜的面貌。然而也必須指出 .

清代對 「私錢」的定義與取締 ,是因應著國家經濟發展中不同時期 ,而有互異的

解陣。換句話說 ,以前曾被准許流通的貨幣 ,隨著國家政策與社會經濟的愛化 ,

而將遭遇到禁止流通或視為非法的結果。閱說清代官方文書或大臣奏摺的內容 ,

他們所查禁的 「私錢」基本上可歸納為以下三種 :ω與官方具有的造幣權相牴觸

者 :°與法定重量或成色相牴觸者 :日與清代年號相牴觸者。

l 有兩中國私鈴F.n題 的

一

論研究,目 前為止所知有郡司勇夫著,良狗評,〈 中日私持錢”我

見〉 ,《 中國錢幣》 ,1994-3;甘 于黎 ,〈 試瀚唐前期的私鈴問題 ),《 中日牛帝》 ,

1987-l;以及王光越 ,〈 試析乾隆時期的私鎛 〉,《歷史枯求》 ,19BB-1.工 的研究付

本文思考乾隆年間私錢流通背子與收又政策方面啟發尤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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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種 「私錢」之中 ,當然以第一種的情況最為普遍 ,也是一般文獻中所謂

「盜鑄」或 「私鑄」。漢代以前 ,雖然有關造幣權誰屬的問題早已提出 ,但政府
仍然准許民間貨幣的自由鑄造2。

但自漢本帝元狩五年 (11s主 .C.)以後 :造幣權

逐漸掌握於政府手中 ,民間自由鐐錢的權利不佯被lHl銷 ,而且被視為非法 3。 然
而歷史證明 ,雖然取締私鑄的刑律

一

再加重 ,懲罰的嚴厲性幾及於 「大不敬」與

「謀叛」等罪的程度4,值私始之嵐仍然無≒歛戢。清代乾隆年間’私錢充斥 ,

被破偉的私鋕案件多達一百七十餘起 ,相較於往後的嘉、道年間而言是

一

個非常
嚴車的問題5;第二種情況以 「局私」為最重要。所謂

「
局私」

一

是指官方鑰錢
局中燼頭工匠偷漏銅料以私錚 ,暗中減低制錢

一

定重量或成色以自肥

一

並透過賄
賂的手段獲得錢局監督的包庇與縱容 °當然 ,人民私鑄銅錢當然也與法走重量不

符 ,因為減少銅料而撓和鈴砂才有利可固,但官方要查禁民間私錢 ,首要條件是
官鑄銅錢本身必須合乎法定標準才能取信於民 ,而民間私鑄也無機可乘古若官鑄
銅錢不能如式 ,其結果不僅無法取締私鏄 ,反而使私錢愈益泛濫。例如199U年

乾隆皇帝的一道上諭即指出 :「局錢稍不如式 ,則奸民即得以私鏄 ,小錢攙雜。
是欲使私鋪之淨絕 .全在官錯之整齊j‘

。「局私」的蕑題在乾隆年間 ,尤其在

2 陳田樣
-<適

守利有——守幣典信用)9收入劉石苦主持 ,《 中國文化新中 .經濟篇一
。 民生的開拓》 (士北市 :聯經,1982年 ),更 筘8-388。     ﹉
石毓待 ,《 中國守幣金磁史略》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年 ),頁 °.

值得注意的是 ,清代雍、乾年間封私好的刑件有所放兒.本例來說 ,以前有關私鈴刑什的
記我中 ,烏甘者 「新立法」 ,而雍、乾年間放究為 「折監候」 ,其後又進一步區分為 「不
可原諒」與 「可原諒」而處罰程度有輕重之分 ,最後又分為 「鈴及十千」與 「f÷不滿十
千」、﹏取首次犯求與累犯兩種。有用清代封弘鈴刑罰的演獎 ,尚待另文深入討論 。
摔據第一歷史楷索館出版的 《宮中硃批奏摺 :財政類—

—
守幣金融》、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出版 《明清檔發》、以及士北故宮博物院出版 ‵宮中播單隆朝奏摺》與該院所
戒 《史館檔 .余貨志》 ,「 錢法事fi」 等史料 ,統計出乾隆朝破獲私鎛索件約有

一
百七十

餘起 。假如與往後的嘉

一

道年間所靖獲甲十八起私鈴素相較 ,乾隆六十年商的私鈴是相當
承重的問題 。有關嘉道年間的私f÷索件崁據與研究 :詳見林滿紅 ,〈 嘉迪錢賤現象產生原
因 「錢多錢劣論 」之商格 —— 海上發展深入影午近代中國之一事例 〉 ,收︿ 《中國海洋
發展史論文年》 (士北南港 :中 央研究院中山︿︷牛會科學研究所 ,1999年 ),第 五
輯 ,面 3S7-3勉 .

6 第一歷史楷索館出版 .《 宮中硃批奏摺 .財政類一一 守幣金融》 (以 下簡稱 「財政類」 )
,士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戒徹捲 ,檔發偏號 l329-UlB,額勒春奏描 .

祩�祤

畤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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玠 代 乾隆早 周 的和 政沭遜 共 官 因此政 策之 分析

乾隆晚期造成私錢泛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 ;至於第三種 「私錢」,主要是指

清初以來流通的唐、宋、元、明 「舊錢」或 「古錢」、另外有吳三桂平西王時期

所鋪 ,以 「利用」、「昭武」、「洪化」等年號的銅錢、也有來自日本而流渾於

江浙

一

帶的 「寬永通寶」錢。這些銅錢皆與象徵清朝正統權威地位的年號錢相牴

觸 ,而在乾隆年間也先後被建議查禁或銷燬。

因應著上述三種 「私錢」的流通問題 ,乾隆皇帝及其以下的督撫臣僚 P經常

透過奏摺的往返討論 ,企圖尋找出一個可行的方案 ,諸如修改官吏取締私鈷勤情

的人事行政獎慾法 ,加強市肆錢行鋪戶的臨檢工作 ,以防範市易買賞扭用私錢 ,

又三令五申鋪局必須如式鋪錢 ,或加強對銅破的管理與銅觔運輸的監控 ,以防燼

頭工匠、砂丁船戶盜竊銅料以供私錨 :方式不勝枚舉 ,也可以看出乾隆帝整頓私

錢的毅力與決心。然而當我們深入閱謨相關的檔案時 ,發現其中採行的各種方

法 ,卻以私錢的收買政策被受相當重視。雖然私錢收買政策經常為歷代政府所採

用 ,但乾隆朝與以往不同的是 ,不僅收買政策持續而不斷地實施 ,推行的地區更

遍及各省府州縣。賓施的幅度與深度自非歷代所能及。目前出版的官方檔案如

《宮中硃批奏摺 .財政類》、《乾隆朝上諭檔》、《宮中檔乾隆朝奏摺》 ,以及

《明清檔案》等史料 ,留下當時皇帝臣僚之間對此一政策推行經過與成效的批示

與報告。細訊這些豈富的史料 ,不僅讓我們了解乾隆年間私錢流通的情況 ,同時

也可以讓我們注意到乾隆年間官方對私錢查禁政策的推演‵看法主張、以及私錢

流通對當時錢價波動的關係。

二 、乾隆年間私錢流通的背景與流通狀況

(一9私錢流通的背景

銅錢私館的普遍之所以成為中國貨幣史的一個特色 ,主要是白於銘錢技術的

原始與簡單。自漢至清 ,幾乎沒有多大的改進。由於錚錢技術的簡單 ,導致民間

私鑄的盛行7。 清代乾隆年間私錢的泛濫 ,即基於這種歷史的傳統而展開。但乾

7 林滿紅前引文 ,頁 3S8;彭信威 ,《 中國何幣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11月 初

版 ,19SS年 8月 三刷 ),頁 9-ll、 6伯巧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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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年間私錢充斥並不僅僅是由於鑄錢技術的簡單所能涵蓋。茲進一步分析其原委

I.社●經濟發展下的超出

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經濟的變遷 ;從來即受到普遍的關注。其表現在勞動生產
力的提升、農業經濟的發展 ,以及區間商業貿易的撐張 .進而帶動貨幣經濟的愈
益活躍。清代流通的貨幣主要以銀兩與銅錢為主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達 ,社會大
眾對貨幣的需求日益提升。白銀是憑成色流通的秤量貨幣 ,而銅錢則以個數的計

暈貨幣。由於白銀的使用受到面額與成色的限制 ,因此對民眾日常交易﹉荋言 .銅

錢的便捷又勝於銀兩。乾隆年間.由菸銅錢需求的擴張 ,形成當時鏑錢索縮的錢
荒現象8° 出生於浙江而曾經任職菸廣東等地的朵叔稑節指出當時的變蕸 : ﹉

﹉臣門歷﹉所至.凡從前用銀之地 ,皆 改而用錢矣。若臣未單之省 ;其從前用
﹉﹉ ﹉年而今,k﹉南:﹉錢者 ,又不和乃幾 ,用 錢之處白盅廣 ,而生齒回去 ;南 戚之人

﹉

﹉﹉亦日蓮眾.現在錢文不敷應用 .彰
〞明母 :一⋯令乃不在伸磁、JE旗而在

於用錢年人日多,用錢之處日廣 ,才
仁

一

錢冬不舉。︿之應︻﹉
’:﹉

隨著社會對銅錢需要的增加 ,但乾隆初年制錢供應卻本能因應﹉社會經濟的需要 :

以提供制錢為主的官方錢烏開鑉情況蒍例 .盞哇功年蒢i﹉音g帝菂費涼高菟香某高

憂擘≧箬≦瞀︴蓍房量Ξ帚當尸 ﹉﹉中哼 ╒

一

千中亨●中戶

—
—

中卑

-�

一

早光越 ,〈 乾隆初年錢研堵坪問趙初探),《歷史檔索》 ,1984眨 。
財政頞 ,12Sl-023,乾 隆共年二月十五日,朱叔權奏摺。
雲南安雲局始於雍正五年 、貴州密矜局、四川安川局先後在雍正八千 、十年間待 。詳參
《清朝文厭珥者》 ,卷十五 ,錢幣考三。

硒眹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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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代較陸軍周的私妓流通典 官方因魔政策之分析
.t9.

表一 乾隆年蕑各省錢局開鑄表

省  份 開鏞時間 備 註

甘

訥

宀

�絁

�

�笸

�

�

�

�祡

望

Ｆ

�紺

夬

宀

�

�

宀
︹東

�紻︹
︹
︹�紻

助
︹曲

吵

�紻

�紻

乾隆五年
乾隆五年

乾隆五年﹉

乾隆六年﹉

﹉乾隆七年﹉

乾隆八年
﹉乾隆︿年﹉
﹉乾隆九年﹉
乾隆九年﹉

乾隆十年﹉﹉
乾隆十年

乾隆甘四年
乾隆四十年

緣臺灣錢貴殊常

葉爾羌錢局
﹉伊犁錢局﹉

﹉  
﹉ 資料來源:《清朝*獄通早

﹉﹉﹉﹉﹉﹉﹉﹉﹉﹉
﹉﹉﹉﹉

﹉﹉雖結省鈺高占鞍產�

一

硾撩串蔚
各箵制錢的供應無不順暢●身處於市場守

錢貴之苦。紛紛起而私辯.即湖北巡姆司

﹉奪湖JL各處﹉

一

南錢文其暗

一

中;人半皆低薄拯小●絕少奇

一

千末年P中﹉

﹉來已久:⋯ ..:錢僚哦貴,因﹉而射利好民

一

彼用私﹉持挽和充斥,⋯⋯惟是沙﹉

板 :漏風‵鵝眼、榆來等鎛 ,所在多看:l:

類似的現象並不僅限於湖北 ,江西省的情況更為嚴重 :       ﹉

江省歷來民間行使 ,俱係相沿小錢 ,每千佳換紋銀五

一

六錢 ,亦並無私錢

撓雜古迨後行用日廣 ,錢文未伶 ,錢價漸昂 ,射利好鋪每將私球機搭 ,日

積月累,⋯⋯而且半係砂鉛、漏風、鵝眼←剪邊、捶扁 ,以及無字銅片等

ll財政類 ,跑31-U2U,乾隆五年十一月八日 ,張架奏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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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每百長不及三寸 ,每千重不過三斤 .低薄醜惡 ,其可言狀 挖
。

此外廣西的情況據戶部尚書訥親同樣指出 :「 粵西私錢甚多」
l3。

除內地省份

以外 ,東南沿海地區也因商業貿易的擴展導致私錢泛濫的F.S題 。如乾隆四年福建

布政使王士任奏稱 :

查士地向來所用錢文 ,非 係官板$l(錢 ,其駐質薄小 ,每文止重數分 ,且 多

撓鉛鐵鈴成 ,⋯⋯近年以來 ,往來商民見內地錢貴 ,多 有時地拙帶撓和使
用。又士地自准搬春之後 ,丁 口日增 ,用 錢倍多,錢價高昂 ,校漸使然也
14 .

私錢的流通不僅應用在日常交易 ,也成為商人投機謀利的一種手段。為﹉了遏止這

種投機現象 ,清政府不得不於次年在福建開局鑄錢b。 至於廣東的情況 ,據該
省布政使託庸所言 :

粵東遠隔京師 ,幾及萬里 ,京局制錢未得流通至粵 ,而各省所鈴錢文行使

到境者為數赤局無幾。民間多將前代黑小錢文問雜使用㏑
。

託庸提到的 「黑小錢文」,流通範圍幾及於廣東全省 ,包括廣州、學慶、惠州、
高州、雷州、以及廉州 ,遍及珠江流域與南海各府州縣地區。這些黑錢的來源 .

或來自私鍶 ,或唐宋以來的古錢、舊錢 1’

。一方面可能最舊有的使甪習慣 ,而

另方面確實由於制錢不足導致市場自我調適之現象。

此外 ,以 「上有天堂 ,下有蘇杭」聞名的江浙地區 ,由於高度的商業化使受
錢荒的衝準更大 ,因而私錢的問題也較他省嚴重。江蘇巡撫陳弘謀提到 :

蘇州商貢輻揍 ,使錢最廣 ,⋯ ..嘰
搭小錢漸次加多,不僅砂板、鋒扁 ,尚

有鉛錢 、鵝眼 ,最薄 、最小 、無字 、一種 ,每百文丙撓至一 、二十文不

等 ,⋯⋯市用之私錯小錢 ,不 盡出於本境 ,從各省販運而來者不少
1B。

12財政類 ,眨32-φ9,乾隆六手九月十二日,包括奏摺 。
13財政類 ,坨28-Ul7,乾隆三年九月十七日,訥親奏摺 。
14財政類 ,l?”-U25,乾隆四年八月十二白,工士任奏摺。
ls 《清朝文獻通者》 ,卷十六 ,錢幣考四 ,考 妙96。

16財政類 ,趁33-Ul4,乾隆八年五月初一日,託庸奏摺。
17財政類 ,1229-0U2,乾 隆三年十月十八日,許行義奏摺。
18財政類 ,也●U-029,乾 降二 千六年 甲 月二 十八 日 ,陳弘誌 奏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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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 代 乾隆早 周 的和 政流 通與 官方 因魔政 策之 分析
.9.

私錢的流通不僅是省內的日常通貨 ,更成為區間貿易的重要媒介 。至於浙江的情

況甚至透過與日本貿易把該國的銅錢帶入境內 。乾隆十四年浙江巡撫方觀承即上

奏建議及早查禁 :

今查漸省市女錢文內 ,另 有一種小錢 ,莊重八 、九分 ,背鈴菟永通安字

樣。民間罔辦由來 ,迷相挽和行使。臣隨訪知 ,係 東洋地方所銬 ,商船由

日本長崎帶回者 ,⋯⋯開於五、六年前即已有之 ,綠未查禁 ,是以近來洋

船描帶漸多。⋯⋯此項私錢 ,來 自遠洋 ,早烏查禁易於斷絕φ
F

方觀承認為日本錢文流入天朝之內 .不僅有損國體 ,而且使奸民射利 ,他
單議及

早查禁 ,然而並未被乾隆所接納∞
。不久方觀承被調離浙江 ,而寬永通寶流通

益廣。及至乾隆十七年 ,當問浙總督喀爾吉善再次上奏提到寬永錢文時 ,其流通

曲經已遍及淮南、江蘇一海、浙江寧波‵乍浦等地
m。

乾隆初年 ,由於官方制錢供應並未能因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導致錢荒的

現象。相對地 ,民間市場為

一

因應錢少而貴的座力 ,私鏄與私錢乘機而起 ,逐漸

演愛成私錢充斥的嚴重問題。當時如方觀承等大臣雖曾上奏建議查禁私錢 ,但乾

隆皇帝卻以制錢既已不定∵若驟禁私錢的流通將使人民生計更艱苦為由而加以否

決。雖然以民生日用為出發點可以了解 ,卻種下乾隆朝往後私錢泛濫而尾大不掉

的政重後果。   ﹉ ﹉  ﹉

么官錢減工的因素   ﹉

中國歷代政府之所以嚴禁私錯 ,一方面是為了保持國家錯幣權的地位 ,同時

也是防範私錢因減重與減低成色落致貨幣金融的紊亂與通貨膨漲的問題。然而 ,

「只許州官縱火 ,不許百姓點燈」,官方錢局所銘造的銅錢即不能維持法定的標

準。這種現象 ,在清代乾隆年間又可分為合法與非法兩方面。

清初對制錢重量的規定反有更改 ,至乾隆年間則維持在一錢二分重的標準

η
。由於當時私銷的猖獗 ,終於在乾隆五年改鑄 「青錢」,重量雖仍然維持原

財政頭 ,°●U-Ul2,乾隆十四年七月四日,方現承奏播 .

中國第一歷史檔索館鎬 ,《乾隆軻上論檔》 (北京 :檔 發出版社,!991年 ●月).第四

冊 ,乾隆十四年七月二十甲曰
°
﹉﹉ ﹉

《史料旬刊》 ,天五育零再
’〈耷禁t永錢文及私鈴素 )‘

楊瑞六 ,《清代竹幣金#史稿》 (北京 :三赫古店 ,1962年 ),頁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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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標準 ,但實際吋勺則有所┬喀 .康 、雍以來帝件呁精良為之一變竻°清道光
年間曾任職戶部⋯::的王慶雲波指出 :

乾隆五年以私燬者多,改錯青錢。⋯⋯漸j一 尚錢 ,試侺扁鋼 ,鈕攀即碎 ,

不能更造器具。廷議以可杜私銷 ,照式頒行。歷代黃錢之法 ,至是
「
愛。

雖暫免銷燬

一

然質雜而脆 ,其易於消磨則一也舛
。    ﹉    ﹉

自改錯青錢 ,漸至廞雜 ,惜工省骨 .日 就苟且竻 °      ﹉

乾隆初年中央明正言順的貶值行為;並不僅賱於改錦菁錢.各省替撫也以銅
料符措困難與民間私銷盛行等原因,上奏請求渾低銅錢中銅觔的比例或重量t如

通政使李世綽請將制錢減為一錢 ,湖北在乾隆十

一

年議請改八分而撐得奏准
%。

目前留下的檔案中,對乾隆十一年湖北奏請推行八分小錢的經過與彯響記載頗為
詳盡η

。茲以為例以了解官錢減重與私錢流通的關係 。乾隆十一年七月 ,據湖
廣總督鄂爾達與湖北巡撫開泰聲稱 :

辦存銅斤僅足供乾隆十一年七月內鼓鎛之用 ,七 月以後無從措辦。不便停

燼以待 ,奏請每錢一文改錯八分 ,則 銅鉛可減三分之一 ,盜銷之弊可除
28 

。

兩人的建議不久獲得奏准 ,並在八月開鉻 「八分小錢」。兩人在十一年底離任

後 ,新任總督塞楞額與巡撫陳弘謀立刻上奏請停錦八分小錢 。其原因據陳弘謀指

出 :

京外各省新錯大制錢 ,每 文重一錢二分 ,惟楚北新錯小錢止重八分 ,已

23彭信威 ,頁 胞l;謝抗生 ,〈 碼片我爭前銀錢比竹的波動及共原因〉,《 中國經濟史研
究》,1993-2,頁

一

I4-llS。

留 王慶雲 ,《石架餘記》 (北京古籍出版社 ,據光緒庚寅龍氏刊本重印 ,19Ss年 ),卷
五 ,〈 紀制錢品式),頁 2U● 。
同上 ,〈 鈴大錢說帖),頁 21U。

彭信威 ,頁 S21。

《宮中硃批奏摺 .財政類》中收錄此事分散於乾隆十一年至十四年間地方發撫的上奏報告
中 。見 財 政 類 ,跑 38-UU3;l238-UU7;趁 4U-UUl;也 的 -U1l;1241＿ 0U4.
財政類 ,挖3B-0U7,革隆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劉於我奏摺 。

眻畤

；

畤眹

眳畤眳畤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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玠代較 F±早 /.9的 私效泳迋其 官方因魔政策之分析

覺輕重不倫 ,有 關體制 。況楚北乃水陸道中之地 ,貿 易繁多 ,商 貢雲無 ,

向來所用錢文 ,已屬不堪 ,凡沙板 、鵝眼 、光板 、剪邊等錢 ,夾雜行使 ,

其價與大制錢不相上下 。今官局改銬八分重之小錢 ,又與大制錢同假 ,計

其工料 ,燬大制錢二千 ,即可錯小錢三千 ,公然行使 。其工更省 ,其利更

厚 。所以自改錯小錢以來 ,市上小錢日益充斥 ,奸民之燬大制錢以私持小

錢η 。

鋼源不繼 ,私銷盛行 ,對地方錢局而言確寅是莫大的難題 。因此鄂爾達等人的建

議無非是權宜性的辦法 。然而所鋪的八分小錢與原來大制錢間並未到定兌價而是

同價流通 。由於銅錢重量不同但官價卻相同 ,「 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 ,必然甘

致原有的大錢退藏 ,或奸民燬大錢改鑄小錢 。陳弘謀接著說 :

無如各省皆錯大錢 ,楚北獨鈴小錢 ,又大錢 、小錢同價 ,其為銷大錢以鈴

小錢不待言矣 。且官鈴制錢止於八分 ,原 太輕萍 ,奸民國有八分重之制

錢 ,而私鈴四 、五 、六 、七分之小錢 ,撓和行使 ,真偽雖辯 ,並獲厚利 。

不但銷燬日多 ,私鈴更日多 ,不但燬湖北之制錢 ,升將燬及各省之制錢 。

所關錢法良非細故
3U。

初以杜私銷結果使私銷更盛 ,不僅私銷盛 ,更造成私鑰的猖獗與私錢的泛濫 。最

後陳弘謀等人不得不立刻議停 ,而企圖挽救湖北將面臨的錢法危機 。

官方公然合法的減重導致私錢的充斥已如前述 。但至少經由各督撫的察見與

改善 ,尚能立即加以調整 。至於官局爐頭工匠的偷漏減重 ,假公濟私 ,非法私

錯 ,卻又非督撫所能察覺 ,而其貽害更大 。

事寅上 ,清朝除了對中央戶 、工兩部鑄局定有一套較完整的管理方法外 ,地

方鑄局的監督皆由督撫委派 ,結果流弊叢生 。如乾隆認為 :

試思戶 、工二局鼓錯錢文 ,例 有侍郎二人

一

行管理 ,文有該部各堂此時督

察 ,而錢局監督又係二年更換 ,所錯錢文尚不能無裡減分兩等情弊 ,況該

省止係督撫派員承辦 ,而所派之員又係常川管理 ,並不更換 ,或再有上 、

財政類 ,i23S-UU3,乾 隆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陳弘詠奏摺 。

同前註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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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分肥等事 ,又要能不叢生弊端31?

各省鑄局監督的委任 ,基本上因地而異 ,原意使地方方便管理 。從省級的布政

使 、按察使 ,到各府 、州 、縣的同知 、知縣 :都可以由督撫委派。但由於任期長

短並無明文規定 ,而監督又視管理錢局為肥缺 ,久而久之 ,形成盤踞的勢力而上

下通同舞弊。如乾隆所言 :

督撫等又以錢局烏英缺 ,往往將伊信用之人 ,派令管理 ,使之得有民餘 ,

以致輾轉效尤 ,竟成錮弊笓 °

即使主管官員並不同流合污 ,但其親友、器僚 、甚至隨從皆乘機勾結分肥。如乾

隆四十一年貴州巡撫裴宗錫曾提到雲南鋪局的問題 :    ﹉

(錢局)經理尤以得人為要 ,現在滇省各燼 ,除看局向係某司經管﹉外 ,餘

皆各府自行辦蛙 ,⋯⋯利之所在 ,眾趨如騖 ;係無官親‵求友串通虛役 ,

﹉  作為奸偽 ,飽朿分萉 33°        ﹉

又如湖北省的情況 :             ﹉
﹉﹉   ﹉﹉   ﹉

局貝多有將額持
=錢

私行改小 ,以為我餘 .特女祀未。而該管上南亦不免

從中分油 ,足以陳陳相因“
。

上述的情況並非完全想空猜測而無的放矢 ,乾隆三十二年即爆發直隸錢局姐頭勾

結監督隨從私鉗分肥的例子綁
。

然而 ,地方官對錢局的管理 ,女際上也有某困難。以貴州為例 ,由於該省鉗

局距省城四百多里 ,路程遙遠 ,向委地方知縣監管 ,但知縣公務繁雜 ,經常無法

赴局稽查3.。 類似的情形在其他箵份也有 ,管官最後轉派屬吏幕僚 ,舞弊遂因

而產生。即使某些監督不憚勞苦赴局稽查 ,但爐頭工匠也有因應對策。例如江

西 ,局錢有 「正額錢文」與 「工料錢文」之分 ,正額錢文除了供工項錢文的支
出,同時也是給監督檢查的樣錢。至於工料錢文 .專用於

一
般工食雜項支出P不

《乾隆印上#檔》 ,第 十

一

冊 ,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二 日 ,頁 站8.
同前#:第 十八〺 9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十六日 ,頁 132。   ﹉

財咚絮 ,η9B-眨8,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十六日 ,裝 宗錫奏摺 。

財政類 ,1326-UlS;乾 隆五十五年四月四日 ,浦霖奏摺 。

財政類 ,133?。 UU‘ ,率隆五十六年四月十四日 ,梁肯堂奏摺 。

材*類 ,趁SS-U38,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 ,用 人騏奏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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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代工t隆早用的和政流血共官方因

僅字跡模糊 ,斤兩參差 :加工也粗糙
3’

。不緊是江西 ,其他省份錢局如四川有

所謂 「補秤餘錢」,是指重量不足的制錢 ,專供錢局一切雜項支出之用 ,貴州 、

湖南等省皆有類似情況 3s。 如四川總督惠齡所說 :

外省習氣 ,每於新任.g＿撫查驗之時 ,無不將合式之錢呈驗 。烏日稍久 ,則

其弊新生 3’
。

當局鉻錢的偷漏﹉問題在乾隆後期悆益嚴重 ,並導致當時私錢的泛濫。至此 ,

乾隆及其督撫大吏 ,大概已經見察到事態的嚴重性。江西巡撫姚棻奏稱 :

官局燼匠因不查驗 ,省料減工 ,持不如式 ,行使在外 ,持疑官板制錢亦有

高低不等 9而私錢亦得藉此影射 ,於錢法大有開係
的 °

乾隆晚期的督撫遂漸了解到私錢充斥的根源所在 ,與姚棻的觀點相當類似 ,直隸

總督梁肯堂同樣也認為私錢之所以充斥 ,官錢要負大部份責任 :

民間私持得以撓雜流行者 ,皆 由局錢一律不能整厚 ,奸使得以來機影射 .

不得以小錢未能淨盡絕 ,悉諉之民間私鈴也 。⋯⋯局錢不致僚薄 ,則私錢

何由淆鹿 ?⋯⋯狡猾工匠藏身官局 ,竊取銅鉛渣未 ,暗 中鈴錢偷運中局 ,

最為錢法之示
姐 .

掠乾隆的了解也承認姚 、梁兩人所描述的情況 。他在五十九年的一道上諭中說 :

游手好開 、乏紫弅民 ,菸僻靜處所 ,設蛙鎔化 ,為數無幾 。其餘肩挑步

販 ,更屈有限 。何以小錢日校日多 ,⋯⋯不問官員 ,將官錢私行減少 ,頭

外多鈴小錢 ,希 固盈餘肥棄 。該管上司曾不顧問 ,或且從中分潤 ,⋯⋯以

致小錢日多 ,流及他省 ,是以小錢之弊 ,出 於民間私錯者 ,不過十之二 、

財政類 ,l326-U的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姚棻奏指 .江西巡撫她棻中指出 :「 江

西鈴局有正放錢文與工料錢文⋯⋯二料錢文給發收匠〦食及正π木炭器皿

一

穿錢純余 、批

運腳女各項之用 。⋯⋯驗符字i多 有模糊 ,鉰 女亦甚粗糙 ,並斤兩亦多參差不齊⋯⋯雖無

偷滅銅斤 ,但究係節省火工 ,磨洗車卒所致 。」

四川情形見財政類 ,挖Sl-U32,乾 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開 泰奏摺 ;女州情形見

1259-。 52,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 ,用 人騏奏摺 ;湖 南情形見 l326-U28,乾 隆五十

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浦 寐奏摺 。

財政類 ,l3的-U“ ,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千七日,忠坅奏摺 。

財政類 ,l326-U如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她棻奏摺 .

財政類 ,lS笓-U°6,乾隆五十六年四月十四日,梁肯堂奏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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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出 於錢局減小多鑄考 ,竟 有十之七‵八φ 。

乾隆對於這些不肖官員相當氣憤 .上諭中經常看烈乾降對大臣假公濟私 、因循茍

耳的行為加以申斥 。乾隆五十九﹉年底 ,●〡
!黔逢境的坰梓縣老鴉窩地區 ,破獲人數

草達二百多人的私鑄集團
伯

。當時負責處理坲次私鑄案件的雲貴總督福康安 ;

曾把奸民鑄出的私錢上呈乾隆帝閱覽 ,結果使乾隆大怒 ,並立刻發出一造上論 :

埁 閱私錢輪廓 :形 棋轉勝於外問行使之小錢 。可見⋯錢充斥 ;總由外省官

局 、球錯局 員等 ,將官錢私行減小 ,額 外多錯 ,希 固嬴餘分潤 。錢法 日
﹉  壞 ,分兩輕減 ,形 質脆簿

一

致使奸民特﹉將小鎛改錯如式之錢 ●乘機年利 。

今福康安所呈私錢之小錢 ,反藤各省官鑄之錢 ,即其明證也砢. ﹉ ﹉

這種私錢品質優於官.錢的現象 ;顯示出坏往研究只注意私錢因粗劣造成錢價卞跌
的解釋不僅有待商榷:,並且透露出官方壟斷貨幣權而又不能維持錢文法定形式的
情況下 ,民間將起而私錯如式鏑錢以為對策。呈現著傳統中國經濟發展的多元面
貌。乾隆帚相當感慨地說 :  .

局錯之錢 ,竟至不如奸民私錯 ‥
:.⋯若以此等私錢形制而論 ,局錢果能如

此鐫造 ,不 當予以獎賞耶的
!

但乾隆的感概隨之轉為憤怒 ,立刻命取戶 :工二局錢文送閱 ,結果因為 「輪廓字
畫模糊不真」 ,乾隆下令把十年內戶 、工二部管理錢法堂的侍郎與監督 ,俱按其
在任年月久暫 ,交部嚴加議處

伯
。乾隆晚期 ,私錢的充斥經常被認為是人民私

鑄猖獗所造成 ,固然類似川黔交界的私鑄集團可說冔史中少有 ,但官局的舞弊 、
偷漏營私 ,對私錢的泛濫影響更大。誠如直隸網督梁肯堂所說 :「 不得以小錢未
能淨盡絕 ,悉諉之民間私鑄也。」從乾隆年間私錢充斥原因的分析 ,「 局私」更
甚於 「民私」。

《乾隆朝上論檔》,第 十七〺,乾隆五十九年六月二千日,頁 996.

ㄎ里珵年生奪箬尹:輩辛人奔于罣畬笙
一
駻實章文落

‘
:U箐鑫奔尸肉。

同前註 。

同前註 ,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一

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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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周的私錢流通其官方困魔政琴冬分析

ω私錢省際流通的活絡
﹉           :

﹉
 乾隆初年 .為了因應錢貴的座力;各省紛紛提出限制官錢出境的禁令

一

傘圖﹉

維持當地制錢的流通數畢
47﹉ ‘這種政策在乾薩九年碩行

「
錢法八條」方案鋒逐

漸成為中央與地方

一

致採行﹉的方針f。 然而相對於官錢局限於省內流通 ,私錢

的省際流通卻是

一

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根據乾隆年間盤獲私錢越省私販的案例﹉

可以大體上勾描出乾降朝私鍏省際流渾申狀況﹉(參見表二 )。   ﹉ ﹉ ﹉

﹉﹉繭菸乾薩年間私錢流通的過程 :最初是各省城鋪戶與行商經由日常零星交易

荐積私錢 ;或往來城鄉之間的商販自村戶手中易換 ,再兌與城市鋪戶 ;甚或鄉村

小民夜間挑販至城內鋪戶積存

一

最後集中於各省商業發達、運輸便捷的通衢大邑

之中。因此 ,私錢流通中最車要的媒介實力地方上的行商鋪戶●如乾隆中葉江蘇

按察使朱奎揚提到 :

民間使用錢文 ;均 由錢鋪錢莊走販零售 .其撓和行使 ,實 由經紀鋪戶向私

鑄剪邊之人 ,賤價收買。更有奸民在於別省將私鑄剪邊 ,輾轉販運密售鋪

戶 ,是民間之行用私錢 ,賁 由鋪戶為之厲階φ。

即使官方嚴厲查禁收買 ,投機鋪戶多把私錢藏匿射利 ,等待官方取締的行動鬆懈

再行使用 ,或轉售外省客商販渾串境 ,企圖滅跡。朱奎揚接著說 :

惟是此縣一嚴 ,即 流竄別縣 ,此省
一
嚴 ,復流竄別省。偶一疏懈 ,即仍復

如劫平。﹉

從表二盤獲私販小錢人犯的供詞中得知 :乾隆l3年葉化霖等人的剪邊私錢是由

惠來縣長興街東昌號錢店換來 :乾隆33年米商吳廷元的私錢由海寧縣長安鎮胡

黑田明仲 ,〈 乾隆U錢子)一文中封有關當時錢女與制錢流通的問題有相對深入的分析。

文見 《東洋史研究》 ,● S卷 4期 ,1987年 ,頁 SS-89。 又見同氏另一大著 《中華帝國U

構造t世界經濟》 (名 古屋 :名 古屋出版社,1994年 ),頁 的-99。

《史館檔 .食貨志》 ,「 錢法事跤」,乾隆十年正月辛巳。關於乾隆九年京師與各省對

「錢法八條」的討論、發展與執行效果 ,見索武彥 ,〈 乾隆九年京師錢法八條U成立過程

站&↑〔U結未——乾隆初年仁拓(l各 政策決定過程°一側面
—— 〉一文之分析 ,《 九

州大學東洋史論年》 ,第 竻期 :1995年 ,頁 39-85.

<宮 中檔乾隆朝奏摺》
-第

二千五輯 ,單隆三十年六月六日,頁 ㏑3。

同前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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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咸行中賣米獲得 ;而乾隆鉼年陳茂榮則供稱與船戶魏端顯合伙 ,以廣東查禁

私錢遂販往浙江平湖縣乍浦以獲利 ,類似的案例也見諸乾隆”年張世揚私販案

中 ;至於商人余廣等人或棉商陳樹揚也分別供稱賣貨時積下私錢 ,若兌與官府恐

有虧商本 ,乃攜帶回鄉企圖攙和使用。此外上引朱奎揚的話中提到外省奸民私鑄

偷運入境密售鋪戶的情況 ,更可以乾隆”年桐梓縣老鴉窩一處為典型案例 。老

鴉窩距桐梓縣城四百餘里的偏僻山區 ,與四川省相隔一條松坎河 ,奸民即山私

錚 :錯出錢文分別由數人或十數人渡河販往四川綦江縣市肆鋪戶之中,再輾轉經
由重慶府流入外省 51。

然而奸民私鋪私販 、或行商鋪戶勾結偷運 ,總有蹤跡可尋 ,官員認真查緝即

不難盤獲 ,但一般小民零星描帶數串或數十串 ,官吏往往視錢數無多而通融放

行 ,而私錢流通各省遂無法肅清。江西巡撫姚棻即奏稱 :「本地民人又多在別省
手藝貿易 ,錢文各處流通 ,夾雜小錢 ,以致收買未能淨盡」,為什麼呢 ?姚棻接

著說 :「查拏奸商私收轉販之弊尚易 ,而稽查人民零星撓賣之弊稍難」兒
。一

般小民在他省謀生經營 ,輾轉夾帶 ,日 積月累 ,行蹤所至、數量所及 ,寅非行商
私販可比 。

最後 ,分析乾隆朝各省督撫奏摺有關私錢流通的情況 ,大體上可以整理出三

條主要路線如下 :

I.東南流通區

此路線包括廣東、江西、福建、浙江各省。主要經由東南水路網與海路為脈
絡。表二中廣東陳茂榮以海運方式把私錢偷運至浙江乍浦 ,而葉化霖私販案的路
線即經由惠來縣海運至澄海縣 ,入韓江上溯至福建長汀縣。至於廣東與江西、江
西與浙江或福建之間 ,亦經由貫穿各省之間的水路網絡使私錢流入各省沿河州縣
53 

。

財政類 ,134S-°°6,乾隆五十九年九月五日,福康安奏摺 。
財政類 ,1331-Ul4,乾 隆五十六年二月二十日,她棻奏摺 。
財政類 ,挖89-0U9,乾隆三十八年六月七日 ,竹江巡撫三安指出 :「 查浙江省係江海交錯
之區 ,南通閩年 、北接江球 ,為商π帆格 ,絡年通街 ,行人船戶描帶錢文 ,零星又物 ,勢
雜係其不無視雜小錢行使 。」

又財政類 ,13化-Ul5,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千日 ,福建巡撫浦霖奏稱 :「 惟延平 、汀
州 、建平等處 ,與浙江 、江西接壞 ,商販往來 ,雜係無小錢流入 。」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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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代乾隆早周的私鼓泳遜共 官方因免政策之分析

表二 乾隆年間盤獲越省私販小錢案件表

〔〕表示私錢欲販往的目的地面在中濰被弊獲 。

資料來源 :☉ 《宮中休批奏摺 .財政類┬┬ 貨幣半融》 。

U《乾隆朝上諭檔》,第十八冊 ,頁 芻7。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七十四輯 ,頁 “4。

時 間 人   犯 職業 流 通 省 份 數 量

☉乾隆13年 葉化霖
黃忠顯 (監生 )

夾
�秺

�
夾 廣東惠來縣→福建長汀縣

�

�

眳眵硒紬

☉乾隆14年 不 詳 廣東佛山鎮→福建

廣東東莞縣→江西

☉乾隆22年 鄭 得 吹手 琉球→福建 145串
(寬永錢 )

㊣乾隆23年 胡懷藻 商人 湖北荊州→江西

U乾隆33年 吳廷元 、孫如安 米商 浙江海寧縣→江蘇蘇州

☉乾隆銋年 陳茂榮 商人 廣東潮陽縣→浙江平湖縣 283串餘

U乾隆珀年 黃  甲 絲商 湖北

一

江蘇

U乾隆”年 張世揚
陳宇恒

布商
舟合戶

湖北漢口→江蘇長州縣
→ 〔浙江烏程縣〕

27U串

☉乾隆%年 屈楚興 鋪戶 湖北漢口→江蘇

@乾隆”年 王和茂 、王泳茂 不詳 廣西→湖廣地區

U乾隆”年 劉榮厚
曾石保

錢 匠 貴州桐梓縣→四川絭江縣

一

四川重慶府

☉乾隆∞年 余 廣
張毓秀

商人
商人

湖南巴陵縣→湖北

湖南光化縣→湖北→ 〔浙

江餘姚縣〕

36U串

“串餘

☉乾隆UU年 王良穆 商人 湖北漢口

一

江西鄱陽縣

◎乾隆∞年 陳樹揚 棉商 四川雲陽縣→湖北宜昌 213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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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京杭人運河流通區

此路線的私錢流通方向主要由杭州至京洋地區。如表二中吳廷元、張毓秀與
張世揚的私錢即以此為路線 ,走販浙江海寧縣、餘姚縣、鳥裡縣與江蘇長洲縣之
間。往北由江蘇入山東 :輾轉流入直隸地區。雖然目前史料未見後兩省有盤獲私
錢私販的記錄 ,但據長蔖鹽政徵瑞、山東巡撫單羅長麟和直隸總督梁肯堂普分別﹉

提到該地區的私錢由水路流通的情況駟°

3.長江水域流通區                ﹉

此一路線以雲南 、貴州 、四川為起點 ,經湖單 、江西、至安徽 、江蘇與浙江
等地 ,可說是私錢流通最活絡的地區。再經由長江菜流的漢水流域進入陝西南部
與河南南部。乾隆晚期 ,西南地區成為私鑄的淵藪 ,奸徒沿江販往下游。如表二

中江蘇彈獲黃甲私販小錢之中 ;錢背多鑄有寶雲、寶黔字樣 ,據實為雲南、賣.9.1.l

等地奸民私鑄錢文 ,流入湖廣 ,輾轉販渾
,以至江蘇等地平 °乾隆上諭清楚i旨

出 :

湖廣小錢非本省私錯 ,即係四川 、雲貴各省私販順流而下 ,必非下游江

西 、江南等處商賈摘帶到彼 。近開楚省下游各處 ,皆 因湖廣小錢不淨 ,致

有擋帶到彼 ,攙雜行用 ,⋯⋯ 。是湖廣為私販小錢總匯%.。

綜合上述路線可知 ,乾隆朝的私錢流通多以水路為主 ,當然一般陸路也有私錢的
販運 ,但肩挑步販 ,實屬有限 ,更不能遠販以至虧損 ,總不如水路之便利。如表
二中江蘇盤獲張世揚私販小錢案後乾隆即指出 :「 奸徒販賣 ,盈千累萬 ,捆載遠
行 ,必不肯由陸路販運擋帶 ,致有虧折 b總由水路行走 ,使菸裝載 。」’此一

財政森 ,13伯η21,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欲瑞奏摺 ;1328-Ul4:乾隆五十五
年七月二千八 日 ,jL羅長牌奏摺 ;1329-UU9,韓 隆五十五年五月二千四日 ,染肯堂奏
摺 。

財政類 ,l331-U17,乾 隆五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雲 南巡撫許尚忠調查奏稱 :「 江緣訪
獲收熬小錢黃甲 ,小錢從湖北得來 ,..:...背 面所鎛密聆 、安雲字樣 ,自 係雲貴二省私鎛 ,

由湖廣流行到蘇 ,該 兩省向有私鈴小錢之弊 。」
《乾隆朝上論檔》 ,第 十七冊 ,乾隆五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頁 3S2。
同前註 ,第 十八冊 ,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頁 卸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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渰 代 乾隆早 周 的私 錢流通其 官方 因魔政 策之 分析

現象似與 williamSkinner認 為中國各地除非有河流相聯 ,否則只有些微的相通

58。 確實 ,考慮到銅錢流通本身即受到運輸成本的制約 ,水路網的角色仍舊相

當重要。至於銅錢以外其他商品流通與區間經濟聯繫的情況 ,是否仍如 skimer

所言 ,則本文尚未敢加以論斷。此外 ,日 本學者黑田明伸的研究指出 ,傳統中國

貨幣流通主要分為兩種類型 ,制錢擔當省內流通手段的角色 ,而白銀則成為各省

之間經濟流通的重要媒介
j’

。然而在制錢與白銀之外 ,私錢跨省性的流通則呈

顯傳統中國貨幣流通的另一面貌。從清代乾隆年間私錢流通的狀況適反映出 :相

對官錢局限於省內流通 ,私錢跨省性的運輸更為活絡 ,顯示出 「私」的經濟相對

於 「公」的經濟對穿越政治疆界的活力。

三 、乾隆年間私錢收買政策的轉變

私錢的流通對塑斷鑄幣權的清朝政府而言是
一

種挑戰 。面對這種難題 ,清朝

政府可以藉由 《大清律例》中 「攙和私錢」或 「攙和廢錢」等規定 ,嚴加取締與

禁止人民或市場上流通的私錢 。然而 ,閱讀當時乾隆君臣間對私錢問題的討論

時 ,可知當時對私錢的政策與態度卻非墨守成規 ,而是因應著民間社會的經濟需

要而作出適當的調整方針 。乾隆初期 ,由於制錢供應不足導致錢荒的座力下 ,政

府對私錢流通採取的基本方針是一種放任或弛禁的態度 。至乾隆中葉以後 ,當制

錢的供應逐漸穩定 ,各省呈報市場錢價日益平減的時候 ,處理私錢的政策才正式

展開 。採用的方式是多面性 ,但其中與歷代政府的 「嚴刑峻法」政策迥然不同之

處 ,是採用一種較溫和的收買政策 。雖然此種政策在雍正年間也曾採行 ,但相較

之下 ,乾隆朝的私錢採買政策卻能獲致較大的成效 。以下茲分為乾隆初期 、中期

與晚期三個階段 ,以了解乾隆朝對私錢政策的推行情形與政策轉變的大概 。

見林滿紅 ●〈鋃與鴉片的流通及銀貴錢賤現象的區域分佈 (1SU8-18“)—

—

世界經濟封近

代中國空間方面之一影響〉,《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牛刊》 ,第 η期 ,上冊 ,1993

年 ,頁 132-135。

黑田明仲 ,《 中華帝國°構造t世界經濟》 ,頁 9-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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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乾隆前期對私錢流通的態度

乾隆初年由於政府制錢供應的緊縮 ,導致錢荒的經濟危機。從表三中有關乾

隆年間 (1936-1995)各省銀錢比價的變動情況可知 ,直到乾隆三十年(1%5)以

前 ,每白銀一兩只能換制錢八百餘文 ,有時更低至七百餘文。在這個銅錢日益昂

貴的時代中,市場流通的私錢逐漸擴張 ,以紓緩官錢不足的座力。因此 ,在乾隆
三十年以前 ,甚至若干中央大員與地方督撫皆建議暫弛私錢流通之禁。相反 ,提

出收買或禁私錢的奏摺 ,都被中央或乾隆所否決或駁斥。

表三∼ 1 清代乾隆年間銀錢比伊表 (17筘 -1999

乾隆元年17跖

1737

1738

1739

乾 隆 5年17如

1741

1742

1943

1744

乾隆1U年 17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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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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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祤

835

8UU

825

83°

83。自竹
835

☉ 8°U餘

㊣ 83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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絇畤

�祪

絇畤

�祤硒

硒畤硈
祤｛

�祪

�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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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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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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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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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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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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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 周 的私 技球遜 其 官方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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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

乾隆乃年19UU

1961

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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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3U年17“

1766

1767

1768

1769

乾 隆 ∞ 年 179U

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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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乾 隆 的 年 19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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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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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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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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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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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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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 清代乾隆年間銀錢比價表 (i936-1995)

單位 :文 /兩

《) l;。°°

乾隆元年1936

1937

1738

1739

乾 隆 5年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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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代 乾 F工卒 用 的私 技琉避共 官方 因魔政 策之 分析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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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甘 府 四 川 安 做 湖 南 陝 西 度 西 雲  南 女 州

乾隆元年19北
1937

1738
1739

乾隆 5年 19的

1941

1942
1943
1944

乾隆 1。年17的
1746
1947

1948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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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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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代乾隆年間銀錢比價表 (19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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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代乾隆早 F.9的 私鼓沭遵其 官方因 政 策之 分析

資料來源 :☉ 《明清檔案》。

@《宮中硃批奏摺 .財政類一一貨幣金融》。

◎彭信威 ,《 中國貨幣史》 ,頁 釳,。

☉ 「上諭條例」,轉引自陳昭南 ,《雍正乾隆年間的銀錢比價變動 ,

1923-95》  , 了訂15 。

◎山西 :《清高宗實錄》 ,卷 Ⅱ3,乾隆六年五月辛丑。

湖南 :《清高宗寅錄》 ,卷 195,乾隆八年六月庚尿。

四川 :《清高宗寅錄》 ,卷 巧8,乾隆十┬年二月丁未。

四川 :《清高宗實錄》 ,卷 “9,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己未。

山東 :《清高宗寅錄》 ,卷 笓3,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

山東 :《清高宗安錄》 ,卷 917,乾隆三十七年九月辛酉。

福建 :《清高宗實錄》 ,卷 393,乾隆十六年六月甲子。

Θ 《皇朝經世文編》 ,卷 “ ,<戶政>,「錢幣下」P頁 1U● ?

☉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

㊣ 《乾隆廷寄》 (台北 :廣文書局印行 ,1974年 ),第四冊 ,頁 巧。

◎ 「福建省例」,第十五冊 ,轉引自陳昭南文 ,頁 1S。

㊣ 《嘉慶松江府志稿》,轉引自陳昭南文 ,頁 ㏑ 。

㊣ 《清朝文獻通考》,卷 19,<錢幣五>,考 m也 下。

@汪輝祖 ,《病榻夢痕錄》 (台北 :商務引書館 ,19BU年 ),卷甘

下 ,頁 J9a;頁 ab。

㊣鄭光祖 ,《一斑錄》 ,<雜述六>,頁 芻a。

㊣ 《乾隆朝上諭檔》 ,第十七肝 ,乾隆五十九年六月十二 ,頁 %9。

㊣陳春群 ,《 市場機制與社會愛邏》 (廣東 :中 山大學出版社 ,

1992乍

一

) , 房訂171 。

㊣李文治 ,《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係的鬆解》 ,(北京 :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 ,19男 年 ),頁 笓8.

㊣劉序楓 ,《清日貿易史U研究 一長崎貿易時代 (1644-1B61)老 中心

t》 (九州大學東洋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19與 年 )。

雖然中央與各省積極#劃鼓鑄制錢的方案 ,但仍然緩不濟急 ,地方大吏對於

市場上流通的私錢 、劣錢也只好採取容忍的態度 。如湖北巡撫張渠即指出 :在這

樣一個錢荒而錢貴的時代中 ,若仍堅持禁遏私錢 ,實屬不智之舉 ,日 :

錢價既貴 ,因 而射利奸民 ,復用私鈴撓和 ,充 斥市座 ,9,..:.惟 是沙板 、漏

風 、鵝眼 、榆夾等錢 ,所在多有 ,堪驟行禁遏 ,不惟比戶行使勢將不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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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且沿師鬼大小歷文小無 第 25期

投 ,且民間除此小錢之外 ,幾於別無可用之錢
ω

。

建議弛私錢之禁的官員中 ,乾隆四年廣東道監察御史鍾衡在其上呈的奏摺中 ,雖

然提到江西 、廣東 、湖廣 、江蘇 、閩浙等地因制錢不足而私錢泛濫 ,但同樣也認

為官方若下令收繳私錢 ,將可能對人民造成困擾
.l。

兩廣總督鄂彌達的上奏 ,

也反對貿然採用禁遏小錢的手段 :

民間需用錢文難以數計 ,制錢甚少 ,而欲一旦放為之禁 ,強 令小民不用廢

錢 ,是必只許用銀而後可 ,其如小民之家
一
二文錢 ,買 女交通者甚多 ,若

俱令用銀則銀色高低 、我頭輕重難以計量 ,徒滋紛投 ,貽 累無窮 。⋯⋯今

若進行承禁 ,則從前小民貿易經巷 ,希聚些須之錢 ,原 特持琦生活 ,必至

廢棄勿用 ,而 閉問朱紫者更烏不少 ,是禁之本以便民 ,而適以累民矣
ω

。

當時的地方大吏多數認為 ,禁遏小錢流通申結果 ,不僅導致市場貨幣流通的紊

亂 ,更加深經濟危機而造成小民日常生活的失序 。最後如江西巡撫包括總結性的

指出 :

舊有小錢由來已久 ,若概行禁止 ,恐制錢不敷流通 ,持於民生無益 .應照

乾隆元年部議前撫臣俞兆岳條奏 ,哲停收賓 ,仍飛行用
.3。

上述的主張大多得到中央與乾隆皇帝的肯定 ,並且逐漸成為中央與地方督撫

對私錢流通的政策上 ,建立起一種容忍或弛禁的共識 。然而當時仍有若干官吏主

張應及早取締與收買私錢 ,以免貽害無窮 。如乾隆九年湖北巡撫晏斯盛目賭當地

私錢充斥的情況時指出 :

夫制錢行將十年 ,而千百中佳見一 、二 。雍正錢距今

一

十餘年 ,康熙大制

錢距未百年 ,而千百中存者亦佳一 、二 。共見存者 ,又 多剪去共避 ,鎚扁

其質 。別人情惟銅之為利 ,而銷燬之形亦大可見矣 。是何不禁之早哉 ?或

曰民間目前惟有此錢 ,禁之將盡困 ,而錢恐更致大貴 ,殊烏未便 ,非也 !

因循人之 ,日 鈴 日銷 ,何所底止 ,且禁之有漸 ,何至重困哉 ?詩先行出

財政類 ,

財政類 ,

財政額 ,

同注 ll。

φ31-φU:乾隆五年十

一

月八日,張架奏格 .

123U-UUl,乾 隆四年十月十六日,鐘衡奏描 .

趁?6-U“ :乾隆乃年三月

一

十八日

一

部田達奏招 .

�祪

畤紬畤眳畤眽

；

畤眵畤

；

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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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 代 乾隆卒 周 的私 放琉遇其 官方 因魔政 策之 分析
. 泛tt9 .

赤 .限三月內將沙板、剪邊、鎚扁、鉛錢、古錢 ,一切敬地方官歸局 ,仍

﹉ 給如使“ 。

乾隆皇帝說過晏斯盛所奏的內容後 ,隨即在摺後批下 :「 此事所關頗大 ,待朕熬

替之古」中並與大學#等臣僚商議 ,而後由鄂爾泰著手擬出回冱晏斯盛的奏摺

日 :

今值錢價昂貴之際 ,若勒定限 ,進行 Ht買 ,誠慈制錢一時不能充裕 ,錢任

愈加昂女 。於該省兵民持多未便 。所有該撫奏請收買沙板 、剪避 、鏈扁等

錢 .現在未便舉行
“

。

批兒鄂爾泰的回召後 ,乾隆皇帝在摺中寫下 「依議」的硃批 。

除了晏斯盛的建議被否決外 ,另外同樣建議禁私錢流通的浙江巡撫方觀承與

河南巡撫陳弘謀 ,也遭到被否決的命運 。而方 、陳兩人的奏摺中被乾隆皇帝以同

樣的諭批寫下 :「 知其一不知其二」而遭到中斥 。據乾隆十四年方觀承的奏摺中

指出 ,浙江一帶私錢充斥 ,其中流通的日本 「寬永通寶」錢更於國體有礙 ,故主

張 :「 此項私錢來自遠洋 ,早為查禁 ,易於斷絕」
.’

。但乾隆阜帝卻認為 :

此在內地鼓鈴充裕 ,市價平滅 ,自 應放行查禁以崇國敬 。現今錢任昂女 ,

姑地共撓和流通 ,則 錢文益多 ,於民用似烏使易。亦局權宜可行 .方托承

之奏 ,祈謂知其一不知其二 .B。

奪於陳弘謀在乾隆十七年初因河南省拏獲奸民私銷制錢以充私鐑案 ,乃上奏廠禁

私鑄 ,並建議對行使私錢者應一誼治罪
.’

。但乾隆卻諭斥 :

至因嚴私錯而升重行使私錢之罪 ,貝j因 愚恃不辦 ,而 罹咎者眾,既戾其滋

投 ,若 官烏收買 ,則 將鎔鉛田售 ,私錯者不更多乎。此奏知其一不知其

二 。不可見之施行著
’U。

財政類 ,l234-U2U,乾 隆九年五月九日 ,妥斯盛奏摺 .

財政類 ,也M-φ5,乾隆九年六月十一日 ,都 η泰奏摺 .

同前註 。

同註 18。

財政類 ,l241一∞° ,乾隆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方拉承奏摺 .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 ,第二輯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三日 ,頁 ●●4.

同前註 。

？

？

？

�粘

？

�紻

�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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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並進

一

步把諭批內容傳諭各省督撫 ,不久廣西巡撫定長隨即也上奏發表

其看法 :

伏查私錯固所當禁 ,而私銷尤所當展 。蓋私鈴錢文 ,雖形質大遜於制錢 ,

然民間尚可中和行使 ,制錢不因之η較少 ,錢何不因之而較音 ,尚非民間

日用之害
71。

由此可知 ,乾隆朝前期對私錢的政策基本上是盡量採取容忍的態度 。受到因

錢荒而錢貴的座力 ,乾隆前期採取因時制宜的措施 ,站在裕民用的斑場以待制錢

供應充足 ,對私錢才加以處置
’2。

然而 ,若謂乾隆初期對所有私錢的流通完全

放縱又未必是。仔細閱誼當時的檔案資料 ,卻發現此時期曾有二次查禁私錢的行

動 。第一次是在乾隆十七年 ,目的是查禁來自日本的 「寬永通女」錢 :另一次是
二十二年 ,主要以清初吳三桂平西王時期鋪造而仍然流通於兩廣地區的 「偽錢」

成為查禁對象 。不難看出 ,此兩次查禁私錢的動機 ,純粹是取締非清朝官方所

鈶 ,並且與象徵清朝統治正統地位相牴觸的銅錢為主。

此兩次查禁 「寬永通寶」錢與吳三桂的 「偽錢」,時間皆非常短暫 ,查禁地

區也只限於若干省份 。前者起自乾隆十七年 ,主要查禁地區在江蘇 、浙江與福建

三省 ,本來在一年內即已落幕 ,卻因二十二年拏獲閩人鄭得從琉球國販運 「寬永

通女」至福建 ,再掀起另一波查禁行動’3。
後者起至乾隆二十二年 ,次年結

束 ,查禁地區以兩廣地區為主。

上文曾經提到 ,方觀承在浙江巡撫任內 ,議禁 「寬永通女」而遭乾隆駁斥‘

何以三年後乾隆帝卻一反原來態度而文行查禁 ?目前手遊資料記載不詳 ,掠 《史

料旬刊》與 《宮中硃批奏摺》的記載中有乾隆如下的話 :

近 日浙省搜獲城犯海票一發 ,又有行使 先永錢之語 ,竟係 t永通 安字樣 。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 ,第 四輯 ,乾隆十七年十月三日,頁 61。

除文中引述陳弘站等人韜禁私錢迪受辮斥 ,至乾隆十九年江西巡撫范時綬也議禁私錢而再
度被乾隆駁斥曰 :「 范時綬奏請查禁撓用私錢一摺 ,可謂不冷共本而治共末,所見非是 ,⋯
⋯繐之 ,官錢充裕 ,民間自無需更用私錢 ,不然則私錢之禁愈系 ,錢仔之好必且 日甚 ,於
調劑本意未見共有當也 .」 見 《宮中機乾隆朝奏摺》 ,第 八輯 ,頁 21泡2;頁 妙3-494,
乾隆十九年間四月三日 .

財政頞 ,跑妙-U19,乾 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三日 ,宙 瑛奏摺 。

紬畤眳眹畤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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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周 的私 技竦通 共 官方 因艸

夫制錢國安 ,具錯紀元年號 ,即 或私鑄小錢 ,撓和行使 ,其罪止於私錯 ,

若別有寬永通賓錢來 ,則其由來不可不嚴烏查究
π

。

乾隆下令查禁寬永錢〩的原因 ,據文中所述 ,應與發生在浙江的海票案有關 ,但

文中對海票案的經緯語焉不詳 ,只知因案中牽涉有 「寬永通寶」字樣 ,乾隆乃認

為寬永錢文與清朝鑄錢年號牴觸 ,遂下令查禁。而當年又何以駁斥方觀承的建

議?文中也引述乾隆的話 :

乾隆十四年曾經方親承奏請查禁 ,朕以現在制錢昂貴 ,未令深究 ,且以為

不過如市井所稱剪避、沙板之類 ,仍局本朝年競耳乃°

事交上 ,只要閱說乾隆十四年方觀承原奏的內容 ,即可清楚了解到乾隆的話只是

為自色的失察找藉口。當年方觀承的奏摺中有關 「寬永通寶」的重量‵形制、款

式

一

來源、甚至在浙江兌換的市價 ,皆鉅細靡遺的報告’.。 總之 ,既然上諭查

禁●大茞亦只好秉承上言 ,照洋銅定價 ,每觔給銀一錢七分五效 :官為收買 ,禁

止民間流通。

查禁寬永錢的高峰本來在乾隆十七年底即已落幕 ,卻因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因

孥獲閩人鄭得走私紅銅與寬永錢 ,再度掀起東南地區查禁私錢的另一高潮
’’

。

雖然鄭得走私東在一個多月內即行判決 ,但此事的餘波似乎影響至!東南各省督撫

對私錢流通的開切 ,同年九月 ,署理兩廣總督李侍堯在調查廣東省流通的銅錢時

因而發現 :

94 《史料旬刊》 .天五百零五,<查 禁先永錢文承私f÷索〉;財政類.°侶-°η ,乾隆十

一

名年九月二 十日 .浙江巡撫兌羅雅η啥菩奏摺 。

同前註 。

據方觀承原奏曰 :「 查浙省市女錢文內 ,另 有一種小錢 ,在重八九分 ,背符先永通安字

樣 ,民 間罔辦由來 ,迷相撓和行使 .臣 睡訪知 ,係 東洋地方所鈴 ,商船由日本長崎帝回

者 ,彼處每千文值低銀七八錢 ,帶至內地 ,每千文可換制錢九百文 ,而錢鋪仍作千錢換

出 ,各有厚利 ,開於五六年前 ,即 已有之 ,緣未查禁 ,足以近來洋船描帶漸多。」見財

政類 ,趁4U-U12,乾隆十四年七月四日 ,方觀承奏摺 .

據郊得供稱 :「 係間縣人 ,充當吹手 ,跟睡冊封使前往琉球 ,因在洋達風 ,該 固女恤銀

一百兩 ,見彼處先永錢文便值平賤 ,用 銀八十七兩兌錢一百四十五

一

,又用銀十三兩及

紅銅二百觔 ,希 口帶回漁nlI。 」見財政類 ,坨49-U18,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四日 ,鐘音奏

摺 。

紻畤

；

硈畤硈

-261一



國立且瀯師範大小歷文學無 第 %期

廣東行使錢文制錢之內 ,有 小古錢攙和行使 ,每錢
一

千 ,制錢僅有十之三

四 ,古錢約有十之六七 ,所謂古錢 ,即唐宋乃明之廢錢也 。:.⋯ .今見廢錢

內有 「利用」、「昭武」、「洪竹」等錢 ,每千文內約有十分之一 。奴才

向開 「利用」、「昭武」、「洪化」係叛逆吳三桂與伊孫吳世璠之偽號 ,

所錯錢文 ,混雜廢錢之中 ,與我朝國賓並行 ,市塵甚烏駭異 ,理宜亟為查

禁
’B:

李侍堯乃建議通告地方 「偽錢」官為收換 ,每偽錢二〤換制錢一文
’’

。乾隆對

「偽錢」的流通華表關注 ,立刻諭令各省進行調查 。目前 《宮中硃批奏摺》檔案
中留下當時督撫調查後的結果 ,除兩廣地區及其鄰省江西外 ,大多省份皆上報

「現無偽號錢文」 ,「 寅所罕見」 、「向未聞見」‵或 「未見批和使用」 BU。

是次查禁與收買的行動在乾隆二十四年以後也逐漸落幕 。
上述兩次查禁與收買

「
寬永錢」與 「偽號錢」的行動 ,其結果由於史料的原

因未得其詳 ,僅有的史料中記載著廣西炵繳到偽錢 8併 串
s1 ,而

江西則收繳flj

4UU餘串
s2。

由此可知 ,從查禁時間與挫區有限 ,而收繳的數量也應局不多 ,對

整個社會經濟所造成的衝擊也算葚微。整體來看 ,乾隆前期對私錢的流通態度
上 ,除了取締與清朝年號相牴觸的私錢外,大致上對其他私錢仍然採菆弛禁的政
策與態度 ,而未加以破厲的干預‘總之,就比兩次取締寬氶錢與偽號錢的行動市
言,政治意味甚於經濟的意義古                i﹉    ﹉

°乾隆中期的私錢收買政策    
一
          .

進入乾隆三十年代以後 ,包括制錢在內申擊體貨幣供給率的增加 ,使錢便也
逐漸出現平減的現象 。從表三中可知 ,乾

降三十一年 (i市°)以前 ,白 錶一兩換

財政類 ,l25一 UUl,乾隆二十

一

年九月十三● ●李待堯奏摺 。
財政額 ,m51＿ UlB,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人 日 9鵝年奏摺 。
如山東省奏報 「現無偽號錢文」 ;河南 、山西即稱 「守所罕凡」 ;兩浙奏報 「向未田見」 ;

福建與陝甘地區報稱「未見行使j.參見財政類,檔案1251-也S3有 開查禁「偽錢」各省
好撫奏摺 。           ﹉

財政類 ;挖57-U1U.乾隆

一

十四年九月十日 ,部 安奏摺 .

財政類 ,η“●11,乾隆二十四年主月

一

七日 ,阿思哈奏摺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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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乾隆早 用 的私 技球迋其 官方 因此政

錢八百餘文是常態 ,但三十
一
年以後錢價逐漸平減 ,銀一兩兌錢九百餘文 ,甚至

年代愈後錢價愈益下滑。時人亦指出隨著官方鑄錢皇逐年增加帶來錢價的平減現

象 :「邇年因各省銘錢日廣 .偏布流通 ,市價日賤」s3。 浙江長興縣的錢鋪也

指稱 :「 歷年以來 ,錢價隨時長落 ,原無定數。乾隆三十二年 ,時價悆卒」∥

。隨著錢價逐年平減的發展 ,清朝政府遂下令開始整頓私錢 ,隨之被破獲的私銘

案件也較以往增加 (見表四)。

早在乾隆二十六年四月 ,湖南按察使嚴有禧即已提出收買小錢的政策。他認

為 :

局錢已局充裕 ,若民間小錢仍北行使 ,玄於錢法有及 ,且恐奸徒特端私持

85 °

相較於乾隆九年晏斯盛奏議被否決的命運 ,嚴有禧的上奏卻獲得中央回應。戶部

冱議 :「 湖南按察使嚴有禧條奏禁用砂板、錘扁等錢。查明錢便平減‵按其輕

重 ,定限荍買 .妥議辦理」B.。 五月問嚴有禧離任後 ,湖南巡撫馮鈐依照部議

核定秦請 :

臣查砂板〔鈕扁等我 ,原 千例禁。主當此制錢日充之時 ,不應再官烏收

﹉   π,仍留═扯不新之根。臣愚仰辮皇上放下直省各廿撫 ,η後凡局民間前

項小錢 ,概行禁止 ,⋯ ...限一月務將從前所存砂板、鈕扁等錢盡行銷燬

87 .

馮鈐的上奏結果如何 ,以及後來推行的情況、中央與各省督撫有否依議i行 .由

於史缺有間 ,並不清楚。惟掠 《清朝文獄通考》所記 :

巡撫馮鈐奏請 ,湖 南自節次加拉放好以來 ,我假大平 ,小我 自忠禁羊 .戶

部議定 ,除古錢一項仍戈民便 ,康熙年間之小我亦照舊行使 ,其餘一概小

財政 類 .η67η19,乾 隆 三 十 一年 八 月=十
六 日 。

《明清描索》 ,第 2U8〺 ,Aη S-挖2,乾隆三十四年八月主十日 .

財政類 ,φ●U-0U3,乾 隆二十六年正月六日 ,展有格奏摺 。

財政類 ,126U-笓9,乾隆二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陳弘站奏摺中引到中央升及有格上奏的

回應 。 ﹉ ﹉

財政類 ,跑61-0°4,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二千九日,馮鈐奏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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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令地方官中禁 ,並照例收買ss。

據此只能知道戶部覆議小錢查禁 ,官為收買 ,其他如歷朝古錢、康熙年間小制錢

仍舊行使 。各省執行情況如何不得而知 ,官為收買 ,如何給價也不清楚 ,中央並

未定下一個執行準則 ,似乎透露出由各省自行斟酌辦理之意。若依馮鈐的建議 ,

大概可以預料並不可行 .第一 ,以湖南當地私錢流通情況而言,一個月的期限過

於倉促 ,根本無法達成 ,最終必形同具文 :私錢仍舊行使 ;其次 ,人民日常零星

交易所得不過數十百文 ,官方一聲令下毒數出繳私錢 .必使人民因虧損而卻步。

同年八月 ,四川總督開泰也奏請查禁沙板、錘扁等私錢 ,定每百觔給銀十兩 ,商

民不致虧損 ,結果共買到私錢九萬餘觔 ,較之湖南 ,民間尚且有所回應 。但因為

此次收買政策只是權宜性的措施 ,行之輒罷。據開泰稱 :

民間俱知沙板、錘扁等錢不堪行使⋯⋯客商已無所施其仗倆 。除飭司暫停

收買 ,倘嗣後復有踵循故轍 ,再行酌量辦理 $’
。

綜合乾隆主十六年中央與地方之間對私錢流通的態度 ,已經逐漸採取查禁收買的

政策。但由於中央並未定下收買準則 ,部份地方官則因循茍且 ,而安心任事的官

員所採行的政策也未必能順應民情 ,行之輒罷。直到乾隆三十四年後 ,官方對私

錢的查禁收買才予以重視 。乾隆三十四年(1%99江西巡撫吳紹詩檢討以往收買

私錢的缺失時i旨出 :

一由於錢行鋪戶介田微利 ,不肯將小錢盡行呈繳 ,若地方官格查技密 ,則

暫烏藏匿一時 ,稽查稍懈 ,則仍然行使’U。

至於兩江總督高晉更有以下一針見血的陳述 :

查民間撓用小錢 ,各省均所不免 ,⋯⋯歷任總撫諸臣均曾立法收買。綠所

定價值參差不一 ,鋪戶居民利析愁毫 ,計放官得價 ,不如自行撓用之為有

利。又地方官辦理不善 ,不 免假手史胥 ,留雖剋扣 ,雖有收買之名 ,仍無

淨盡之守。足以法禁稍展 ,則深藏固匿 ,一伺禁疏法懈 ,則仍行撓用。又

《清朝文厭通考》

財政類 ,η61.U31

財政類 ,跑71-U37

,卷十七 ,錢幣五 ,考 5UⅡ 。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九白 ,開 泰奏摺 。
,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吳紹詩奏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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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代乾隆卒 F.9的 私鼓流通與 官方因魔政策之分析
. Sl .

此縣查禁 ,則轉入他縣 ,此省查禁則流入他省’1。

乾隆三十四年初 ,浙江地區先後拏獲私銷案二起 ,私鑄案十三起 ,至五月

初 ,文在平湖縣乍浦地方查獲縣民吳七家中藏有私錢達二百八十餘串。據報自廣

東航海帶至 ,並查驗私錢係 「光逸大方眼 ,字跡模糊 ,與浙省破案私錢不同。且

廣東串繩係一律統麻所成 ,亦與浙省草索錢串各別。」查明確寅來自廣東潮陽縣

民陳茂榮等人結爐私鑄 ,企圖經由跨省問的貿易出售私錢
夗

。乾隆下令嚴查追

究 ,因而掀起乾隆三十四年以浙江為中心的查禁與收買私錢行動。

此次收買歷經五年 ,自乾隆三十四至三十八年間為高峰期 ,雖然往錄官方仍

持績查禁與收買 ,但是直至t乾隆五十五年以前 ,收繳至」的數量並未如此時期之多

(參見表四 )。

乾隆中期收買私錢的政策中,最值得注意是乾隆下令對古錢與舊錢的查禁。

當廣東在乾隆三十四年底收買私錢多達數十、百萬斤 ,開始引起乾隆的關切。李

侍堯任兩廣總督曾上奏聲稱 ,收買私錢應免禁古錢與舊錢 ,而仍讓其流通。奏中

指出 :

現在錢鋪易換錢文 ,每千文內有唐朱元明古錢一百餘文,行用已久 ,似應

免其查禁。俾錢價不至昂女
’3。

然而乾隆並未接受李侍堯的建議。乾隆認為 :

箭代錢文閱時既久 ,存者應已參麥。豈有唐朱元明錢文至今尚翠千累萬 ,

與現在制錢一健流行。此必私鏻奸徒 ,知偽造國安將干重罪 ,因 而巧烏愛

計 ,假托前代名目,肆行私錯 ,既顯售其撓和射利之奸 ,又得陰蓋其盜錡

制錢之跡 ,其烏害錢法尤甚。若以北民自便之故 ,不行查禁 ,留比罅咪 ,

致若單益得潛蹤滋弊 ,豈正本清源之道γ .

財政類 ,l271-U29,乾 隆三十四年七月十五日,高晉奏摺 。

財政類 ,m7i-0U6,乾 隆三十四年五月九日 ,党羅永德奏擂 ;又 也 91-U24,乾隆三十四

年六月二千九日 ,鐘音奏摺 .

財政類 ,挖72-魄5,乾隆

一

十四年九月二十八白,卒侍先奏摺 。

同前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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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乾隆中 、晚期各省收買私錢的上報數量

單位 :觔

省 份

問時繳收

備乾隆銋年∼3B年 乾隆3B∼邱年 乾隆”年∼.U年

�祡
〝

Ⅱ Ⅲ

安 徽

江 蘇

浙 江

江 西

廣 西

廣 東

河 南

山 西

直 隸

甘 肅

山 東

湖 北

雪 南

湖 南

陝 西

貴 州

四 ｝Ⅱ

.3B9,。58(竻文 )

3,391.936(竻文 )

73● .331(1°
。
文 )

1,l如 j4°°(l/1.2錢 )

951,92S(BB文 )

1.9兒 .217(BB文 )

3,°∞(l。°文 )

l;8°

。
(l°U文 )

198,691

15.3°°

123,°°°

3°U,U°U

27;2UU

1lU.5U3(6呅 )

l,°

。
4.S34(●Ui)

522.3U。 (l°°文 )

4° 9,4。°(5:1)

7●9,99U(銀衫》

1” ,83U(SU文 )

199,2。 Ul9°9t)

BU,1。U(”文 )

ω,”°(%文 )

12,1U4(BUk)

1ω ,如5(9U文 )

312,82● (6分′1°°文 )

l3,986,729(銀玢 )

4● ,%2(銀←5分 )

一

°1,3。°(6° -9Ui)

396,85U( ? )

11.°U° ,。°° ..( ? )

安徽工期觔數為

銋 .●E35.8年間

呈緻二 。

江蘇Ⅱ期為3B.8

至如 .5呈繳二 。

廣東為弘至如年

呈繳

一

.

河南 I期為∞年

內呈繳

一

。

甘肅Ⅲ期為”至

57.1°牲 組

湖北Ⅲ期為5j年

至兒年呈緻

一

。

雲南Ⅲ期為”年

至●U年呈繳

一

。

陝西Ⅱ期為弘年

軍”年呈繳

一

。

資料來源 :《宮中硃批奏摺 .財政類——貨幣金融項》 ,檔案號趁55至 l34° 。
十()括號為私錢每觔收買價。
.1 

甲●〡〡數據未見《宮中硃#奏摺:財政類》收籙 ,根據《乾隆朝

。諭檔》,第十八冊 ,貢 931增引.   ﹉     ﹉

江西 :與 年定收買「剪邊錢」每觔價銀a● 兩 :「砂板錢」每觔價
銀U.l兩 。後期定每五文私錢兌一文大制錢

-  
﹉

湖北 :定重六觔u上私錢易銀六分 ,六觔以下易錢lUU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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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代 乾隆卒 周 的私 技 球遇其 官方 因此政 策之 分社

為了貫徹私錢的查禁政策 ,遂下令兩廣地區收買流通古錢並加以銷燬改鑄。綜觀

此時期私錢的查禁與收買的推行 ,主要以長江下游及東南各省為對象。從諸省收

買的數量而言 ,江西 、江蘇與廣東三地的為最 ,固然由於這些地區乃商業貿易要

衝 ,外省私錢源源流入 ,亦可能與當地私錯有關 (參表五 )。 至於浙江的情況最

為特殊 .該省無論在商貿流通的程度與破獲私鑄案件次數 ,皆甚於前述各省 ,何

以收繳的數量反少 ?對此疑問目前手遼的資料尚難解決 ,仍有待往後的深入探

索。

表五 乾隆年間拏獲私鐑案件
�笴
�翋

�翍
�紨

芸
�絁

丟
望

宀
訥

東
�絁

�粣
�絁

�羜
售

�
宀

酊
曳

宀
�

東
�笸

�紻
�祡

�紿
Ν
⊿Ν

乾隆-8年 311411

乾隆l3年 4   多

起

4多
起

乾隆14-15年 3   9 l

乾隆18-19年 1 l    1 3

乾隆21-24年 4  1  1  l         l

乾隆 28年 9 9

乾隆3z-33年 1 9 41 7    1 59

乾隆銋-35年 26      13 39

乾隆 38年 1 1

乾隆 41年

乾隆 5° 年 1

乾隆肌-56年 6 3   8

乾隆58→

。

年 6

各 省 累 計 1l  :12  49  6   61   2  1   8   7   2    5   8  1 191以上

資料來源 :據 《宮中硃批奏摺 .財政類一一貨幣金融》 ;《 明清檔案》 ;《宮

中檔乾隆朝奏摺》 :《乾隆朝上論檔》統計整理。

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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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乾隆後期私錢的收買政策

乾隆五十五年以後 ,另一次大規模的收買私錢行動 ,再度隨著私鋪案多次破

獲而掀起。此時期私錢查禁與收買政策的特色在於 :推行地域遍及全國各省 ,而

且自乾隆五十五年至乾隆朝結束的數年之間 ,寅施政策經歷過反夜的修正與調

整 。

乾隆五十五年前後 ,四川省連續破獲多宗私鑄案件 ,當時四川總督孫士毅奏

議徹底查禁私錢 。乾隆皇帝鑑於湖廣與西南地區日漸成為小錢私鋪與私販的淵

藪 ,乃下令數省督撫徹查。至此 ,乾隆後期的私錢取締與收買 ,遂以湖廣、西南

為中心展開 ,並隨之擴大為全國性的查禁行動。乾隆並接納孫士毅的建議 ,私錢

破爛不堪則官買銷燬 ,至於一串有六觔以上者 ,仍暫准流通’s。
從五十五年至

五十六年初 ,各省先後把收買的私錢總數上報。面對收買數量日益增加 ,乾隆認

為其中原委 ,定是奸民把兌換而得的官錢暗中銷燬而再度私錚以固利。乾隆說 :

奸民私銬小錢 ,恃有官為收買之例 ,赴局易換大錢 ,即將所易之大錢 .私

行銷燬 ,復鈴小錢 ,輾特更換 ,希 日獲利。則官烏Ht買 ,不 啻中奸民以私

銷私錯之弊矣。且官局不肖書史 ,或好蚱買小錢復行持售 ,弊 中生弊 ,而

小錢終無收班淨盡之日%。

為防止奸民利用官方收買政策固利私鐺

一

並防範胥吏的舞弊。乾隆五十六年三月

遂下令 :

若不正本清源 ;即 定例恭嚴 ,赤復何益。嗣後著甘撫持飭地方官出示曉

論 ,再行的量勒限:令將民間所有小錢 ,就雖赴官呈故 ,免其治罪 ,不 必

給換 大錢
’’

。

然而政策的推行似乎並不理想 ,各地私錢呈繳數量銳減。以陝西省為例 ,乾隆五

十六年三月停止收買以前 ,尚可收繳到私錢二萬多斤 ,但停止給價以後 ,卻下跌

至六千餘斤”。對於這種情況 ,陝甘總督勒保認為 :

財政類 ,1326-Ul5

財政類 ,1332-U23

同前註 。

財政類 ,1332-U41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 ,孫士投奏摺 。
,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九日 ;穆和爾奏指引上帝 。

,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秦承思奏摺 。

痋痋！

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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玠 代 乾隆早 用 的私 鼓琉 遇與 官方 因魔政 策之 分析
. S5 .

小民趨利若騖 ,析及錙銖 ,一所有商民鋪戶剔存小錢 ,皆 由貿易所得 ,⋯⋯

若竟令呈繳入官 ,不 為稍給價值 ;或小民意存預惜 ,表足不前 ,縱使中明

例禁 ,嚴密稽查 ,城恐愚民重利之心 ,甚於畏法 ,仍 不免私相藏匿 ●以冀

日後撓用 ,根株終難淨絕
’’

。          ﹉        ﹉

廣西地區也有蘱似的情況 。當時廣西巡撫姚棻奏稱 : ﹉ :﹉

民夷大抵性多鄙告 ,零星積存小錢 ,不肯輕易故出●⋯⋯令其呈錶入官 ,

不稍佼以價值 ,慈 因此友展不前 lU°
。             ﹉

姚棻上報時指出 :給價時收買到十五萬餘斤 ,奉文停止給價後只收到一萬餘斤。

由於其他各省督撫也有類似的陳述 ,停止給價的政策只維持了數月。針對上述的

情況 ,乾隆主十六年六月乾隆皇帝不得已只好恢復收買給價的方案 ,諭日 :

著督撫搏飭地方官出示曉論 ,凡民蘭呈繳小錢 ,若正數百文、放千文 ,烏

數無多 ,不 必將大錢給換 ,其呈激至數百十串者 ,查明↑係零星存校 ,並

非私持 ,即按照數出小錢觔兩 ,量烏酌給大錢 ,小 民等不致賠累。⋯⋯但

須收買價值 ,確加核定 ,不可令其稍有盈餘 ,致奸民仍行持售私銷 ,弊 中

功目臼會科├iUl 。

新規定的私錢收買方案顯然與以往不同的是 ,對零星而且數量較少的私錢並不給

價 ,而呈繳的數量至百千串以上者 ,經官員驗明並非新鑄私錢才予以兌價 :但兌

價也較以前為低 ,目 的是為了防範前述可能發生的情況。例如廣東省原定每斤私

錢兌制錢Bs文 ;但新的兌價減為每斤m文 1魄 ;陝西省則由每斤兌價 1UU文減

為ω或9U文 ,視私錢銅質而定 1U3;而山東省原定私錢二文換制錢一文的佞厚

兗價 ,也改為論斤的方式以9U文兌換 lU4:廣西省的情形較特殊 ,原定每斤兌

價BB文 ,新價改以銀四分兌換 iU5,總之皆顯示出兌價已不如以往的僾厚。至於

99財政巔 ,l3巧 -°35,乾隆五十札年十月

一

十二日,勒係奏摺 。

lUU財政類 ,13巧-U14,乾 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她棻奏摺 。

lUl同註 9S,泰承恩奏摺引上愉 。

l砭 財政類 ,133S一 022,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十三日,郭世勳奏摺 。

lU3財政類 ,l335-Uη ,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七日,泰承恩奏擂 。

1U4財政類 ,l333-U15,乾 隆五十六年七月二千三日,惠齡奏摺 。

1U5財政類 ,l33● -U27,乾 隆五十七年七月十日,味用放奏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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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省兌價是否有所調整 ,以及調整前後有何差異 ,由於奏摺中只記錄著一個

收買價格 ,故難以進行比較 ,然而大體上應不會過高 。或許某些省份尚以九十至

一百文的價格兌換 ,但如果考慮到乾隆後期錢賤的因素時 ,可知乾隆五十六年後

新定的私錢收買兌價呈現往下修正應是全國的普遍趨勢 。

何以五十六年後私錢收買給價只針對大宗的呈繳 ?或許是因為當方考慮到一

般人民所持有的私錢數量著實有限 ,為了省卻零星兌換手續的麻煩 ,認為只要加

強取締私錢法令的宣導 ,便可使長法之民不敢使用而自動呈繳 ,所以給價的對象
主要針對鋪戶與商販 ,由於他們在日常大宗買賣吋匆忙容易 ,當中撓雜私錢實勢

所難免 ,日積月累 、積少成多的考量下 ,為了防即他們把清點後剔出的私錢再度

轉售行使 ,因此利用給價的獎勵方式 ,u作為商本虧損與呈繳腳價的彌補

一

如陝

甘總督勒保即提到上述新方案採行之目的 : ﹉

﹉  民間零星使用錢文 ,俱係商民從鄰省摘帶來廿 。而邊民鼠在質杖 ,見有姓﹉

質輕薄破爛小錢爽雜在內 ,即 自行挑剔 ,不肯Ht受 ,惟
足民間鋪戶剔存小

錢 ,不 令數銷 ,收戒在家 ,久必滋弊
1Uf.

山東巡撫惠齡也有相同的指陳 :           :
在商販買女剔下小錢 ,少則可以隨時皇繳 ,如 多至數十首串者 ,既禁於得

價 ,文幸於免罪 ,自 必盡崁破官

一

至小民材貯不多 ,亦復無可行使 ,自 不

致敢於藏匿 ,均可隨處全行收級淨盆
1U7。      ﹉

上述私錢的收繳方案推行時間 ,約 自五十六年中旬至五十九年底止 ;推行雖

有成效 ,但督撫有關該省私錢流通的奏報中 ,輝是提到 「無法根株」｛「恐未淨
盡」 -或

「仍有攙和行使」等情形 ,他
們一再請求把收繳的期限延長 。五十九年

底 ,貴州遵義府桐梓縣破獲人數竟薘二百餘人的弘鑄集團 ,而引起中央與各省大

員的關切 。部份官員認為這些愍不畏死之
年

,竟
然作官方三令五中查禁私錢的情

況 ,仍敢貪利玩法 ,私鑄私販 。為了加強官方執法的權威性 ,應該徹銷呈繳給價
的辦法 。然而有些官員則指出 ,升斗小民錙銖必幹 :日 用所需不過些須錢文 .若 ﹉

不給價則小民不免虧折 ,可能私相藏匿以致官方查禁弘錢終歸真文 ,無法淨盡 。

財政辣 ,1●37一U2‘ ,乾隆五十+千十月二十五 白 ,勒係奏摺 。
同註 lU4。

36 .

？
畤
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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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周的和政珠扭共官方因免政策有分析

結果 ,關於私錢收繳給價與否的問題 ,又苒度成為官員討論的重心。有關當時大

臣的論議與立場 ,容下文進一步分析。最後經過乾隆與督撫之間多次的往返討

論 ,終於在六十年初 ,乾隆頒下一道上諭而定議 ,諭日 :

各省收數小錢情形一摺 ,此事前據各省督撫奏到 ,辦理未熊ill一 。紫經戶

部核議具奏 ,將所定給價六十文 :通行京城及各省

一

飪達照叩8。

綜觀乾隆晚期私錢收買的特色 ,從查禁與收賣推行的地區而言,可算是遍及全

國 ,至於執行的政策上 ,既可說是舉棋不走 ,也可視之為因應現寅執行情況而反

夜調整與修正。從五

一

主年至五十六年三月隨各省自定政策收買 ,至五十六年三

月至六月文諭令停止給價 ,由於據繳成效並不理想 ;至數月後又訂出新的收買方

案 ,大宗呈繳則給價兌換 ,數目零畢者則不給 ,又於五十九年底在各省督撫有關

給價與否的紛紛論議下 ,最終議定每斤給價六十文。亦因而結束萍隆一朝對私錢

收買政策的餘波。

比較乾隆中後期兩次大規模私錢收買政策 ,可以初步掌握墘兩時期社會經濟

愛化的情形。就中期收買階段而言 ,整頓私錢的重心集中於長江下游及東南各

省。據表五可知 ,上述省份所破犛的私館案件也是佔當時全國中最多。這種情況

與前文提到自乾隆初年以來 .由於官方制錢供應不足 ,而引發社會經濟因潭貨不

足造成的壓力有密切關連。東南諸省商業化程度較其他內地省份為高 .因而貨幣

的需求也大 ,私錢與私鋪本互為表裡 ,從藷省私銘案件累累與私錢充斥 ,可以說

明民間市場對應制錢不足的結果。假如深入分析該地區私錯案件的經緯 ,可以發

現乾隆三十年代所破獲的私鋪 ,大多是私剪錢透或燬制錢以充私鐺 ,甚至有私錚

鉿錢的案例 ,而剪邊錢、劣錢、鉿錢流通以滿足市場交換的需要.至於乾降晚期

的私錢查禁與收繳政策 ,從表四可知擴及全國,但對照中期階段 ,東南各省除江

蘇以外 .私錢收買的數量已不是最多的省份 ,取而代之的地區以長江中、上游為

主 ,而尤以川 、滇兩省為最 ,無論在收買數量與破獲的私鐺案件
,貲較其他省份

突出 。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 ,兩次大規模妁私錢收買過程中,前期官方兌換貨幣 .除

lU8 《乾隆朝上論檔》 ,第 十八冊 ,乾隆六十年二月九日,頁 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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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江西一地外 ,其他諸省皆以制錢收買。但後期除了制錢外 ,白銀在若干省份中

也被充當兌換媒介 ,而採用白銀兌換的地區又是以湖廣與雲南地區為主 ,其主要

目的 ,主要是因應當地私錢充斥造成錢價嚴重下滑所作出的一種對策 ,官方利用

收買的手段減少流通中的私錢 ,另一方面以白銀為兌換媒介 ,透過釋出白銀的方

法以緩和銀貴錢賤的壓力。總之 ,乾隆晚期 ,查禁私鑄日嚴 ,私錢的收買政策一

再調整 ,亦可看出乾隆對私錢整頓的決心與毅力。

四 、乾隆時期私錢收買之論議

乾隆三十年以後至六十年初 ,雖然私錢收買方案持續推行 :但是關於私錢應

如何收買政策上 ,中央原未有劃一的執行方案。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各省督撫就

該地情形 ,俾能作出因地制宜的辦法。當時乾隆皇帝經常下諭各省督撫報告該地

私錢流通的情況 、以及採行何種收買方針 ,透過這些往返的討論 ,使我們得以瞭

解站在處理私錢問題上最前線的地方大員 ,他們彼此間的立場與態度。雖然一般

官員主張依法行事 ,但也有若干官員較強調順應民情。因而呈現出地方大吏對國

家與市場 、人情與法律間如何平衡的考量。本章即嘗諃以乾隆中期收買古錢、舊

錢 ,以及整個乾隆朝中、後期有關小錢給價政策作為論述的主軸 ,以瞭解當時當

方關於私錢的政策。

f-9古錢 、苗錢的查禁問題

所謂 「古錢」、「舊錢」,主要是指清代以前歷朝所鑄造的銅錢 ,概指流通

於清朝的漢唐至元明古錢或舊錢。明未天啟年間 ,下令搜括民間古錢充銅料以資

鼓鏄 ,明清之際大儒中對此銷燬古錢舉措最反感者莫如顧亭林 ,在其所撰寫的

《日知錄》中即相當肯定古錢 、舊錢的流通功能 ,他說 :「 錢者 ,歷代通行之

貨 ,雖易姓改命 ,而不得變古。」又說 :「 昔時錢法之弊 ,至於鵝眼 、綖環之
類 ,無代不有 ,然歷代之錢尚存 ,旬 日之間 ,便可澄汰。」1U°

顧氏相信古錢 、
舊錢對規範私錢流通的力量非制錢所能及 ,因而認為政府嚴禁古錢 ,只會造成市

lU9顧 炎武著 ,黃汝成無秤 ,《 日知錄無秤》 (北京 :花 山文無出版社 ,199I年 ),卷十
一 ,頁 51l,〈 錢法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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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 代 乾隆早 周 的私 錢琉迋率 官方 因魔政 策之 分析
. S9 .

場上銅錢流通的混亂 。康熙二十四年福建巡撫金鋐目睹州縣多行古錢 、舊錢 ,上

疏奏請應否禁遏
llU,戶部遂議應一概查禁 ,悉行銷燬 。但康熙對戶部奏議應否

實施深感懷疑 ,乃徵詢內閣諸臣的議見 ,深受舅父顧炎武影響的徐乾學即上奏指

出 :

自漢五銖以來 ,未嘗廢古而專用今 。⋯⋯且錢法敝 ,可資古錢以澄汰 ill。

又日 :

自古皆古今錢相兼行使 ,以從民便 。若設厲禁 ,恐滋煩投 。⋯⋯臣謂今之

太和 、與新錢五銖 、及諸古錢 ,方俗所使用者 ,雖有大小之異 ,並得通

行 。骨賤之差 ,自 依鄉價 ,庶環海內 ,公私無壅
l12。

當時康熙贊成徐的建議 ,並諭令解除舊錢之禁 ,民間古錢 、舊錢仍可通行 。對於

制錢中鑄下王朝年號的看法上 ,顯示康熙對以錢幣作為王權象徵有更寬大的態度

il3 
。

乾薩初年 ,由於錢荒的座力 ,官方對古錢 、舊錢仍舊採取讓其自由流通的政

策。然而中期以後 ,隨著東南各省查禁與收買私錢的行動展開以後 ,古錢、舊錢

亦被捲入查禁的浪潮之中。前文曾指出乾隆三十四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在收買而來

的私錢中檢出古錢與舊錢 ,原奏請免禁 ,卻被乾隆申斥而下令與私錢一併給價收

買 ,以防奸民藉古錢名色私鋪私販
l14。 奏摺中引述乾隆申斥的一番話 :「 李侍

堯向稱能事 ,近每覺姑息不認真,宜改之」。從乾隆的觀點來看 ,李侍堯的主張

是姑息或縱容 ,但從李氏本人的立場觀之 ;他所薆慮的是官方查禁古錢不僅擾

民 ,更可能嘻致市場錢價的波動 l1:。

古錢 、舊錢的查禁與收買行動最初似乎僅限於兩廣地區 ,但兩年後逐漸擴及

《清史稿》 (北京 :中 華苦局 ,1976年 ),卷一二四 9頁 筘43,〈 食竹志五〉,「 錢

法」 。

同前註 。

徐乾學 ,〈 用古錢議 〉 ,收入焚長齡輯 ,《皇朝經世文編》 ,卷五十三 ,戶 政二千八 9我

幣卡 。見沈雲龍編 ,《近代中國史料裝刊》 ,第 七十四輯 ,文海出版社 ,頁 1952。

同註 1lU。         ﹉

財政類 ,也砲-φ5,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李侍堯奏摺 .

同前註 。

l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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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省份 。乾隆三十六年底 ,湖南希政使吳虎炳提到奸民把兩廣地區查禁的古錢

捐入該省 ,奏請嚴加查緝收買 ,勒限三月 ,務期淨絕
l1‘

。吳虎炳提到兩廣地區
人民走私古錢至該省的現象 ,顯然原因是兩廣地區行使古錢則觸法 ,而湖南最初
並不查禁 ,描入該省既不觸法而獲利也較多 。可見人民對官方查禁古錢自有其因

應的對策 ,並非政府的法令所能完全規範與約束 。針對此一情況 ,乾隆論令各省

督撫照湖南省例查緝 ,並報告因應之對策。江西巡撫海明率先提出其看法 ,雖然
他主張應秉承上意 ,依法行事 ;但認為三月期限為時過於急迫 ,結果將可能會因
宣導不周而使人民誤盜法網 ,或茵畏罪而私相藏匿,更容易苳致胥役滋扱舞弊 ,

乃建議把期限延長為一年 ,限滿後仍撓和行使者才繩之以法。可見海明的觀念是
希望從民情與法律中找出兩者的平衡對策

11’

。

數月後 ,兩江總督高晉與江蘇巡撫薩載兩人合奏提出收買古錢的看法。樣薩
載調查江蘇地區所知 ,該省流通的古錢甚屬寥寥 ,千文中不過一 、二文 ,而高晉
適自北方南返 ,順道調查所得亦局有限 ,認為該省與湖南和兩廣地區不同 ,因此
他們的合奏中指出 :

查禁古錢 ,雖經出示曉愉 ,然鄉僻啟民 ,相安已久,新例未能通知 ,或玟
千文中夾雜一、二文 ,未成斤兩 ,不 即零星故換 ,而 胥役人等#得來機嚇
詐。⋯⋯如慮趙利之徒 ,假託前什名目,私鈴私販 ,以偽日兵。查前代古
錢 ,質地堅潔 ,字式清楚 ,若私時古錢則必莊質粗糙 ,字 i模糊 ,與流件
舊錢迥異 ,可以一望而知 ,新不致兵偽難分l18。       ﹉

高晉等人乃建議江蘇古錢毋庸查禁 ,仍聽其流通 ,既防胥役舞弊 .且古錢自有其
款式 ,非冒鋪之徒所能仿造 ,兩相對照 ,真偽立判 ,誠所謂 「真金不怕火煉」。
但兩人恐重蹈當年乾隆申斥李侍堯的石轍 ,於是在奏摺開頭巧妙地引述乾隆主+
二年的一道上諭 ,以塞乾隆可能的駁斥。摺中記述當年乾隆上諭 :

伏詩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內本上論 :前代廢錢流傳至今 ,已屈無幾 ,⋯⋯若

l16湖南布政使吳虎炳上奏時間應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 ,奏摺原件未見 ,茲捄各好捺奏摺中記
述內容符引 。見財政類檔索跑跑一跑84中有關各省查禁古錢奏摺 。
財政辣 ,坨82-UU5,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三日,海明奏摺 。
財政類 ,12B3-U29,乾 隆三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高晉、薩我合奏。

硈畤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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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代 乾隆 早 周 的和 政流通 典 官方 因魔政 策之 分析

盡行查禁 ,轉使史役得以藉端滋擾 。⋯⋯至唐宋元明之舊錢 ,歷年久遠 ,

日漸消磨殆盡 ,與小錢之不行查等
,恐致充斥有礙錢法者 ,迥然不同

l1’
。

摺中並對乾隆上述的仁政歌功頌德一翻 :「 是以煌煌聖訓 ,分別宣示 ,實屬仁至

義盡 ,迄今十餘年來 ,商民感戴鴻慈 ,靡不稱便 。」巧妙的引述 ,以為自己文後

的主張預留地步。足見為官之道 ,首要熟謨公文 ,一弛一張。乾隆謨完高晉兩人

的奏摺後 ,果然未有駁斥 ,最後在聽從民便的前提下裁可。安徽省原定遵照上意

設價收買挖U,也因高晉的上奏 ,認為上下兩江本屬一體 ,故安徽省應援引江蘇

省例使舌錢仍舊流通 ,不予查禁
也l。

受到上、下兩江的影響 ,江西省立刻上奏請准弛古錢之禁。當乾隆三十七年

中旬江西巡撫海明調任後 ,代理巡撫職務的江西布政使李瀚指出:乾隆三十六底

原定限一年內收買古錢 ,但至今半年所獲有限 ,本以為地方官奉行不力 ,但確查

後江西古錢流通實屬無多。遂奏請亦照兩江成例 ,「 停買古錢 ,聽民行使」。摺

中先指出官員皆督責奉法 ,再述地方實際情況 ,一方面已有兩江案例 .二方面據

李瀚所報情況 ,乾隆亦難以駁斥 ,遂在李瀚的奏摺後批下 「如所議行」〞2。 至

此 ,江西省原定一年收買古錢的限期也告取消。而乾隆中期私錢收買的政策中 ,

雖掀起有關古錢收買與否的論議 ,但無論是主張依法行事的官員 ,抑或建議聽其

行使的大吏 ,皆以防範胥役舞弊 ,考慮民情的前提下才能推展。最後經過一番討

論 ,古錢收買政策僅在湖南 、兩廣等地推行 ,可見乾隆雖重視法律以規範人民 ,

但也非金然只罔顧 「法律」的權威 ,亦顧慮到因地制宜的 「情理」。史稱乾隆為

「純」皇帝 ,賓非過眷。

ω私錢收買給但的爭論

為了減少市場流通的私錢 ,歷代官方皆給予一定的兌價回收以充廢銅。但乾

隆朝與歷朝不同的是 ,不僅收買政策持績並且擴大推行 ,而且相對於其他查禁私

l19同 前註 。

也U財政類 ,坨83-U35,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七日 ,裝 宗錫奏摺 。

η1財政類 ,跑84-U33,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六日 ,高 晉奏摺 。「下江」是指江球省 ,「 上江」

指安餃省 ‘

也2財政類 ,也M-U38,乾 隆三十七年七月十五日 ,李瀚奏摺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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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的方法而言 ,私錢收買政策在推行的幅度與深度 ,也較歷代尤有過之。因此 ,

就目前留下乾隆一朝的奏摺檔案中 ,有關收買政策應如何推展、應如何給價的奏

摺也較多。但是 ,就乾隆前期對 「寬永錢」或 「偽錢」的給價收買、抑或中期對

東南各省推行的私錢收買政策來看 ,均未發生任何的爭論 。各省依當地實際的情

況 ,因應市場錢價的多寡 ,各自訂出一套收繳辦法 ,上報中央 ,經君主下戶部諸

大臣商議裁可 ,便能執行。至於引發對私錢收買給價的爭論 ,主要發生於乾隆後

期 ,尤其是乾隆五十九年底 ,由於破獲貴州遵義府桐梓縣老鴉窩的私鋪集團 ,遂

引發各省督撫對私錢應否依照往例給價的論議 。部份官員認為這些愍不畏死之

徒 ,竟然在官方三令五中查禁下 ,仍敢貪利玩法 ,私鏄私販。為了加強政府的權

威 ,應該徹銷呈繳給價以絕奸民射利的機會。然而有些官員則指出,升斗小民錙

銖必較 ,日 用所需不過些須錢文 ,若不給價則小民不免虧折 ,最後私相匿藏以致

私錢難以根株 。結果 ,關於私錢收繳給價與否的問題 ,又再度成為﹉官員討論的重

′亡公。

此次論議的展開 ,最先由湖南巡撫姜晟的一道上奏所引發 。乾隆五十九年八

月 ,當福康安審查老鴉窩私錯案時 ,據該犯供稱私鋪的銅鈴來源 ,係由各犯分別

赴偏僻鄉村 ,官方雖查禁小錢 ,但該地村民離城遙遠 ,視呈繳為長途 ,各犯遂向

村民手中零散購得以充私鋪 ,並把鋕私錢 ,或各犯朋分花用 ,或十數人把私錢運

往城中相熟鋪戶兌換
φ3。

據此 ,同年九月 ,湖南巡撫姜晟即上奏指出 ,官方為

顧慮人民不便 ,多次延長收繳小錢的期限 ,並三令五申鋪戶不得出和流通 ,如此

不法之徒 ,愍不畏死 ,故上奏指出 :「 查市肆錢鋪行戶 ,私用小錢 ,本應入官治

罪 ,即民間日用行使 ,地方官久應遵奉禁絕 ,盡數呈繳」 ,因此主張 :「 若復酌

議給價 ,轉無以使知儆長」 「並嚴行設法查緝私鑄私販 ,以冀肅清錢法」
l24。

類似姜晟的主張 ,山西巡撫蔣兆奎亦奏稱 :

窮鄉僻壞或有商民人等 ,零星存積 ,憚於呈繳 ,亦 未可料 。現本部各行

令 ,轉飭地方官通行曉論 ,統於一年限內 ,盡行繳出 ,免其治罪 ,等 因。

玄屑格外從寬 ,商 民人等如果有零星小錢積存 ,知其限內卒繳 ,並不治之

財政類 ,1344.U28,乾 隆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稻康安奏摺 。
財政類 ,1345-U29,乾 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妻 晟奏摺 。

眽畤眥眳畤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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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代乾隆早周的私技球逍共官方因魔政策之分析
. 4S .

以法 ,自 無不倍加踴躍呈繳爭先 ,斷無友足不前之理趁5。

因此蔣兆奎認為 ,官方已放寬期限 ,執法從寬 ,人民應感恩積極呈繳 ,故應 「毋

庸給價」。從上引兩道奏摺中可知 ,姜 、蔣兩人皆以國法為立論的根據 ,認
帚國

法的張弛 ,可左右人民的行為。如姜所言,繩之以法 ,則人民自知敬畏 ;如蔣所

言 ,執法從寬 ,則人民自踴躍呈繳。當時乾隆閱謨兩人的奏摺 ,大為稱讚 :

據蔣兆奎奏山西省小錢統限於一年內收繳淨盡 ,毋庸給價。與共我所見相

對。看來小錢一事 ,妾戚、蔣兆奎辦理尚局認真
1%。

乾隆馬上傳諭各省督撫酌商 ,針對收買小錢應否給價的問題 ,「 據寅覆奏」。各

省督撫乃斟酌實情 ,隨即紛紛上奏。整理各省上報的奏摺 ,類似姜、蔣兩人的主

張有湖北巡撫惠齡 、江西巡撫陳淮 、福建巡撫浦霖 、陝西巡撫秦承恩、以及山東

巡撫畢沅。他們上奏的內容幾乎如出一轍的認為 ,政府現已展限一年 ,盡數呈緻

即免治罪 ,更應感我國家法外施恩 ,踴躍交官。以江西巡撫陳淮上奏為例 ,他

說 :

查行鋪商受均有資本之人 ,伊等自顧身家 ;如有材存小錢 ,令其盡致敬

官 ,免治以罪 ,自 無虞其藏匿。而各處馬頭墟鎮 ,多 有擺設換錢攤桌之

人 ,年以欃和私錢 ,易換取利。此等有心達法之徒 ,准其自行外出 ,不 即

治罪 ,已局浮倖 ,更無須何以價值η7。

他們總以為國法之下 ,人民自會伏首聽從 ,且認為人民不敢觸犯法網 :自會把所

有經商貿易所獲的小錢 ,盡數繳官。他們似乎忽略人民趨利之心 ,更甚於畏法。

法律與人情相較之下 .這些官僚似乎過度強調法律的效能 。然而相對於這些大

臣 ,部份督撫卻提出不同意見而主張應給予價值。

當乾隆把姜、蔣兩人奏摺內容傳抄予各省督撫參考商議時 ,陝甘總督勒保即

指出甘肅的情況與湖南 、山西兩省皆有不同。據勒保奏稱 :

邊地商敗本少利微 ,民情見小。其剔出小錢 ,皆 由貿易所得 ,若 不量為給

價 ,恐小民意存顧惜 ,不肯踴躍呈繳 ,根株終難淨盡。⋯⋯甘省地瘠民

也5財政類 ,1345-U31

η6 《乾隆朝上論檔》

η7財政類 ,1345-U3●

,乾隆五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蔣兆奎奏摺 。

,第 十八冊 ,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十由日,頁 鉋4。

,乾隆五十九年十月二千四日 ,陳淮奏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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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 ,並無富商大貴 ,鋪戶俱係小本經營 ,鍋妹必較 .核與湖南 、山西情形

不同 ,即較附近之陝西亦異
趁8°

相較與前述官吏國法能左右人情 ,勒保卻認為 :

小民起利若騖,析及鍋銖 ,:.‘ .:.若 竟令呈繳今官;木烏稍絡價值 ,或小民
意存顧惜 ,衷足不前。縱使中明例禁:嚴密稽查:誠恐愚民重利之心;甚

於 畏法
12’

。

類似勒保看法的他省督撫包括直隸總替染肯堂﹉、雲貴總督福康安 ‵兩江總督蘇凌
阿、廣西巡撫姚棻

一
廣東巡撫朱珪 、江穌巡撫奇豐額

一

安薇巡撫陳用敷 、以及浙
江巡撫見羅吉慶等人。他們的立論皆以人情為出發點 ,認為小民惟利是固 ,呈繳
小錢若不給價 ,將裹足不前。而且給價亦使小本經營的商販得以彌補虧損。如兩
江總督蘇凌阿與江蘇巡撫奇豊額兩人分別上奏中 ,皆提出相同的看法 :

議概不給任 ,在貲本稍裕之家 ,尚 不敢藐法藏匿。而肩挑手藝之人 ,則 貲
本有虧 ,勢雞女其盡行繳出 P致無胎麥之常mU。

因此 ,即使加強刑罰的威嚇力量 ,並不見得無往不利°誠如安徽巡撫陳用敷所
言 :「 給價收買尚未能盡數繳官 ,若概不給價 ,更恐未能踴躍繳銷」l31。

民性
好利 ,以利誘尚且有時而窮 ,更何況單靠一道法令。

綜合上述有關私錢收繳給價的論議 ,主張不應給價的官員 ,大多強調法律的
權威性 ,經由刑罰的效果可以左右人民的行動 ,相對於此 ,主張給價的官員則認
為人性好利 ,因而趨利之心更甚於畏法 ,利誘且有時而窮 ,更何況單單一道法
令。至於深入分析這些官員的背景 ,是否因出身或職銜影響他們的看法?首先從
籍屬出身方面而言 ,據下表所示 ,兩大陣營中皆有漢官與旗人 ,並未呈現出種族
之間的差異立場 ,較值得注意是主張給價的蘇凌阿、吉慶、與奇豊額主人皆正白
旗出身 ,他們之間是否互相影響尚待深入追溯 ;至於出身地域背景方面 ,兩大陣

財政類 ,1●46-U32,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勒你奏摺 。
財政類 ,1●45-U35,乾隆五十先年十月十二日,勒係奏摺 。
財政類 ,1346-U1l,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十日,球凌阿奏摺 ;lβ46-°18,乾隆五十九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奇 宜額奏摺 。
財政類 ,1349-°U3,乾隆六十年正月九日 ,陳用放奏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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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析

營中同樣包括南方與北方出身的官員 ,出身地域差別亦不能解釋他們主張的不

向 ;至於任職地區是否有所關連 ?據表中顯示 ,主不給價陣營中湖廣地區呈現較

一致的主張 ,而另一陣營的兩廣地區也有一致性外 ,其它行政區域如陝甘兩省 、

直線與山東 、山西 、兩江與江西、福建與浙江 ,皆互有陣營 ,行政區域的分佈也

未呈現彼此互有關連 。因此 ,以目前的資料與分析所得 ,乾隆晚期的私錢收繳給

價與否的爭論 ,大致可視為官員本身個人的主張 ,或許在若干地方呈現較相似的

關連性 ,但仍不能具體證明出乾隆晚期私錢給價論爭中有兩者有何政治思想或種

族出身的壁壘。

主張私錢收繳不給價 主張私錢收繳給價

姓 名  籍 屬   職 銜 姓 名  籍 屬   職 銜

惠 齡 蒙古正白旗 湖北巡撫

姜 晟 江蘇元和  湖南巡撫

蔣兆奎 陝西渭南  山西巡撫

陳 淮 不  詳  江西巡撫

浦 橆 浙江嘉善  福建巡撫

秦承恩 江蘇江寧  陝西巡撫

畢 ﹉沅 江蘇鎮洋  山東巡撫

勒 保  滿洲鑲紅旗 陝甘總督

梁肯堂  浙江錢塘  直隸總督

福康安  滿洲鑲黃旗 雲貴總督

蘇凌阿  滿洲正白旗 兩江總督

見羅吉慶 滿洲正白旗 浙江巡撫

朱 珪  順天大興  、廣東巡撫

奇豐額  滿洲正白旗 江蘇巡撫

姚 棻  不  詳  廣西巡撫

陳用敷  不  詳  安徽巡撫

五 、私錢流通對乾隆晚期各省錢價波動的影響
一一文字資料的分析

學者研究認為乾隆晚期錢價下跌的原因之一 ,私鋪的猖獗與私錢充斥因素似

乎是不爭的事寅
132。

本節藉由當時各省督撫奏摺的分析 ,進一步了解私錢流通

l31財政類 ,l3η -UU3,乾隆六十年正月九日 ,陳用放奏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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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地區錢價波動的影響。深入分析奏摺內容的結果 ,大體上可把私錢流通對各

省錢價的影響程度分為下列三種情況 :l-l受私錢衝擊最直接的省份 ;°較輕微的

省份 ;日未受私錢通影響尚的省份。

r-)受私錢衝準較直接的省份

這些省份包括 :雲南 、貴州 、四川、湖廣地區與浙江地區。為了貫徹整頓私

錢的決心 ,乾隆皇帚把他最重視的福康安調往雲南、貴州地區擔任總督 。此兩省

尤為乾隆晚期私鑄的淵藪 ,令福康安實心整頓 ,嚴厲查禁私錢與私錯。當福康安

遠赴雲貴以後 ,隨即上奏報告當地錢法的流通情況 ,首先他指出貴州的情況 :

貴州地瘠民貧 ,除 日用買女之外 ,積貯本屬無多 ,臣 昨在畢節、威卒等處

察看 ,民 間零用錢文 ,大半俱係官局制錢 ,內 有私錢撓和 ,其形質皆局粗

糙脆薄。民間亦知此種小錢木堪行使 ,所以彼此貿易 ,竟有純用銀兩者
133 °

由於劣質私錢的挽和 ,加上官方的查禁 ,導致貴州人民寧用白銀的需要增加 ,結

果因銅錢需要減少而愈益充斥 ,錢價更賤 。至於雲南方面情況更為嚴重 ,據相康

安奏摺中報告 :

查滇省緊要事英如鋼政 、生政 。而目前所亟須調劑者 ,又當以錢法為首

務 。但錢法之球 ,雲 南較女州為尤甚 。⋯⋯各府展州縣所局行用錢文 ,每

多私錢撓雜 ,且有純用小錢地方 ,而 小錢之中又大小輕重不一
,伊值女賤

亦復不等
l34。

關於雲南情況的嚴重 ,不僅因私錢充斥與種類大小因地而異 ,受到乾隆晚期私錢
查禁的影響 ,出現與貴州類似的現象 。福康安隨後的上奏即道出當時情況 :

稍有貲本之家 ,每 因錢文大小夾雜 ,惟恐有干查禁 ,甚至大錢亦概不收

藏 ,往來貿易專用銀兩l35.

私錢的充斥不僅導致錢價的下跌 ,而官鑄制錢又非精良 ,加上政府的查禁 ,人民

財政類 ,13巧 -UU● ,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八日,福康安奏摺 。
同前註 。

財政類 ,13巧-U22,乾 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福康安奏摺 。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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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周的私技琉迋典官方因魔政策在分析

根本無法分辨何為私錢 ,何為官錢 ,干脆一概不用而用銀兩 。受到劣錢泛濫的衝

擊 ,錢價因而大跌 。誠如福康安在奏摺中指出 :「 每銀一兩 ,換錢至二千五百餘

文 ,其價實見太賤 。」
l3‘

雲貴以外 ,四川的情況也受私錢衝擊最大 。無論民私與局私 ,皆粗糙不堪 。

隨著乾隆晚期政府的查禁與收買 ,查禁則人民無法分辨孰為官錢 ,孰為私錢 ,害

怕誤蹈法網 ,收買則官價過賤 ,人民虧損 ,因而川民對銅錢皆敬而遠之 。福康安

有如下深入的觀察 :

川省小錢充斥之時 ,其勢不能不出示收繳 ,及至呈敬之後 ,於小民成本未

免稍虧 。居民鋪戶 ,惟恐仍如從前存積錢文 ,其 中或有私鈴夾雜 ,復干查

禁 ,是以發女貨物 ,易 糶糧食之後 ,皆 以錢易銀 ,烏收藏地步 ‘是錢文悉

行於市座之地 ,並無存磺之家 ,⋯⋯初每銀一兩原不過易錢千文 ,道後日

漸加增 ,以致每銀一兩 ,易 錢至一千五 、六百文不等 ,此錢假日賤之所由

月紅用﹂
13’  古

雖然四川錢賤的情況並不如雲南嚴重 ,但受到人民對貨幣價值未來將朽損的預期

心理下 ,只要有錢在手即趕緊兌換 ,結果使銅錢在市場流通數量壅塞 ,相對地白

銀因回積需求而造成銀貴錢賤的現象 。

乾隆晚期 ,湖廣地區雖非私鋪的根源地 ,但卻是 「私販小錢的總匯」
l38。

私錢流通種類繁雜 ,如湖廣總督畢沅所言 :「 市用錢文種類不一」。陣著官方收

買與查禁 ,市肆民間亦逐漸能自行挑剔 ,因此 :「 其錢色較高者 ,價值稍貴 ,錢

色較低者價值稍賤 ⋯總視錢文之高下 ,以定錢價之等差 。」
β’

作為滇 、黔兩省

門戶的湖南 ,情況也因私錢繁雜使錢價波動 。如湖南巡撫姜晟所言 :

當滇 、黔 、川 、粵下游 ,商販雲集 ,需錢孔多 ,行用迷致夾雜 。市價因之

日賤
ⅡU。

136 同註 133。

137財政類 ,l3稱-0U3,乾 隆五十九年七月十日 ,福康安奏摺 。

l38 《乾隆朝上論機》 ,第 十七冊 ,乾隆五十八年主月二日,頁 銘2。

l39財政類 ,13的-Ul1,乾隆五十人年七月二千日,畢沅奏摺 .

1●U財政類 ,l3“-Ul5,乾 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千四日,姜 晟奏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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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情況可以說是長江下游各省中受私錢衝擊最嚴重的省份。究其原委 ,

一方面由於多年來私錢收買的成效不彰 ,另方面也因為當地私鑄之風未能根絕。
從表四可知 ,乾隆晚期以每斤一百文來收買弘錢的省份 ,除了湖北 ,只有浙江 ,

如此高的兌價似乎是地方官希望能以獎勵的方式以鼓勵人民呈繳私錢 ,但結果仍
屬寥寥 ,而私錚之風又未能根絕 ,致使市上私錢無法戢歛。浙江巡撫見羅吉慶上
奏指出 :

近年浙省錢價過賤 ,銀價較增 。現在市平紋鋃每兩換錢
一

千由百餘文 ,雖

本年鱉絲旺盛 ,客有帶銀來浙收買 ,銀研稍平 ,然亦未能大滅 。.。 ....各 省

﹉   錢局鼓錯錢文 ,近年存材已必稍多 ,而奸徒私鈴小錢 ,挽和使用 ,亦 甚充

斥 ,以致錢愈多而銀愈女 ,此錢賤銀貴之守在情形也Ⅱl。 ﹉

除了私鐑的問題外 ,吏治的不良 ,行政效率不彰使查禁小錢徒具空文 .見蘿吉慶
又指稱 :

浙省小錢歷年雖經達照部定價值 ,設局收買 ,面 呈者甚局麥麥 ,民間日用
仍有撓和行使 ,未能淨紀根株 ,推原其故 ,繐由地方官辦理不能認真 .⋯⋯

臣前於稽寮稅口之便
一
至鋪戶門前 ,令標貝進店檢搜 ,查獲撓和

一

、錢十八

千文 ,當將該鋪戶鎖李枷號 ,隨出示及禁 ,各小民皆知長怊。技白之內 ,

市問均已不敢行使小錢 ,而制錢研值即漸增長 ,⋯ ...比 銀子我賤 ,9因 小
錢充斥之明驗也Ⅱ2.                      

﹉

°受私錢流通行準較輕徹的省份

這些省份包括 :直隸 、安徽 、江西等地區。由於直隸鄰近京師 ,因而管理與
控制較完善 ,私錢較難跨越雷池。至於其它省份 ,或因商販稀少 ,雖然受到私錢
的影響 ,但非長江中、上游可比。如直隸總督梁肯堂言 :

直隸地方密邇京師 ,向無私錯 、私銷之弊。係定等局商民交易行使錢文 ,

悉用制錢 ,惟天津、通州等處 ,永陸交衝 ,商販絡繹 ,每 串千文不無問看

財政顤 ,1344一U“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党羅吉慶奏摺 。
財政類 ,1345-UU9.乾 隆五十九年九月初五日,兌羅吉凌奏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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攙雜小錢之事 ,⋯⋯較之楚 、蜀等省 ,私錢充斥 ,適有不同“3。

至於安徽地區 ,雖然流通中的私錢未能淨盡 ,但卻非當地錢賤的關鍵 。如安徽巡

撫周樽奏稱 :

近年市中行使錢文 ,多 係官板大錢 ,其 中商民貪固便宜 ,或所帶錢文 ,問

於每千文內夾入小錢數十文 ,每百文內夾入數文不等 ,民 間交易時因撓和

無幾 ,且 又多得其數 ,故 不剔出 ,是 以小錢未能淨絕 .臣 伏忍錢伊之母

賤 ,總視銀兩之多象 ,隨時增減 ,原 無
一

定成數 。安省瀕臨大江 ,通商大

貢稀少 :民 間多以錢文交易 ,今錢價有減無增 ,自 應設法調劑
Ⅱ4.

由於商販稀疏 ,外省白銀流入較少 ,即使私錢問題不嚴重 ,而錢價卻未能回升 。

類似的情況在江西也相同 :

江西省現在錢價 ,每銀一兩換錢一千數十文 ,至一千一百數十文 ,各局價

值長落不齊 。較之他省尚不為過賤 。而與從前每銀一兩換錢
「

千文 ,究局

錢賤於銀 。推原其故 ,既因銀兩短少 ,亦 由民間小錢未能收數盡甲
5。

日未受私錢影午的省份  :

這些省份包括陝甘地區 、山西 、廣西 、與福建 。這些地方或如陝甘 、地區查

禁私錢較能落實 ,或因山西 :廣西等地商販稀少 ,或因如福建日用錢文零星 ,私

錢無法撓雜 ,故在乾隆晚期未受私錢的影響 。如陝甘地區 :

奉旨查緝小錢後 ,民 間知干例禁 ,將來難於行使 ,自 行挑抹甚放 ,以故錢

價不致過賤
1伯

。

山西地區 :

﹉  晉省因銅鉛價值較之他省 ,本月昂貴 ,私鎛不能獲利 ,是 以向無私鈴之

素 。現在省城市價每庫平紋銀一兩易制錢一千文 ,外州縣問有一 、二處每

銀一兩易錢九百一千文 ,至一千一百八十文 ,其餘 自一千文至一千致十

Ⅱ3財政類 ,

∥4財政類 ,

145財政類 ,

l巧 財政類 ,

1344-° U2

i343-U34

1344-UU6

1344-Ul3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初八日●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初三日 ,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十三日 ,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千三日

梁肯堂奏摺 .

周搏奏摺 。

陳淮奏摺 。
,泰承恩奏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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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一千一百文不等 。察訪商民 ,因 晉省四面俱局陸路 ,不通舟楫 ,捆我

累重 ,外來錢文甚少 ,通盤計算 ,較之他省 ,價尚平等 ,商 民既無受累之

名︴ 14’
 
。

至於廣西地區錢價 ,雖 日漸平減 ,但卻非私錢充斥所致 。據陳用敷奏稱 :

臣查甹西錢價向來長落無定 ,近則日就平減 ,每銀一兩 ,易錢一千三 、四

百文不等 ,臣 恐有奸民私銬及官局作弊等事 ,每於錢局收卯之期 ,必親臨

查驗 ,守係如式鼓鈴 ,並無偷減情弊 。至墟市小錢 ,前奉論旨收買之後 ,

現在市易錢文 ,均係新舊官板 ,安無私錯小錢撓和使用 。而錢價繐未能增

長 ,推原其故 ,蓋緣粵西地處偏隅 。自乾隆八年設局鼓鈴 ,迄今五十餘

年 ,錢文積久增多 .外 來商又茵錢文累重 ,均係在粵易銀而歸 ,而卒西物

產可易外商之銀者甚少 ,且又並不產銀 ,足以市肆交易 ,銀則日見其少 ,

錢則日見其多 .以致錢賤鋃貴 ﹏
8。

由此可知 ,山西 、廣西等地錢賤現象並不能用私錢充斥的因素解釋 .就兩省情況

看來 ;銀少而貴的因素更為根本 ,錢價則相對銀貴而賤 .福建地區的情況由於用

錢少而銀多 ,但流通的銀卻又未能滿足社會的需要 ,也致累積當地的錢相對過剩

而價賤 。如該省巡撫浦霖所言 :

間省市肆及居民人等 ,向俱行用番﹉銀i∵
⋯∞錢文零星找補 ,行使無多 ,私

錢無從撓和 。又因本省不產銅鉛 ,向無私錯之弊 。⋯⋯ ,即局鈴錢文亦俱

依式成造 ,並無私行改小之事 ,⋯﹎.惟是錢材本無弊守 ,而錢價特有日賤

之勢 ,推原其故 ,綠閩省三面環山 ,道路時嶇 ,夫伍昂女 ,商人運貸來

問 ,售 得錢文 ,艱於擋帶 ,均須易換銀兩 .且閩省鼓鈴錢文 ,歲有定額 ,

又鮮運販出現 ,是以錢日多而銀日少 ,遜至伊值大有低昂
i.’

。

由此可知 ,乾隆晚年間省錢賤之由 ,幾與廣西的情況如出一轍 。乾隆末年當各省

被錢賤問題困援的同時 ,某些省份確實因私錢衝螲所致 ,部份則否 。
‘
總之 ,假如

私錢充斥是乾隆晚年錢賤的因素 ,也只能解釋長江中 、上游滇 、川 、黔 ,以及湖

財政類 ,1343-U3U,乾 隆五十九年七月初二日,蔣兆奎奏摺 。
財政類 ,1343-U35,乾 隆五十九年七月四日 ,陳用放奏摺 。
財政類 ,13“-U炮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浦 寐奏摺 。

硈畤硒畤眹眥畤眥畤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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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代乾隆軍用的私錢球通其 官方因此政策之分析
.〔91.

廣等地 ,其他地區仍需要似仍需作更寬闊的分析 。

、結 論

本文分析的重點 ,是以乾隆年間私錢流通狀況與官方對私錢所作出的因應對

策為線索 ,以探究乾隆朝社會經濟的面貌。首先討論乾隆年間私錢流通的背景 ,

一方面由於制錢供應不足之下市場經濟促使的結果 ,另一方是因為官錢減重所造

成。因而讓我們了解到私錢的問題並非僅限於乾隆晚期 ,即使在乾隆初年同樣但

非常嚴重。至乾隆晚期由於官方鈷造官錢品質日益低劣的結果 ,竟出現部份地區

人民起而私錯品質較佳的銅錢 ,此一現象適提示出傳統中國經濟多元發展的色

彩 。此外 ,文中並論述有關私錢流通的三個區域 ,主要指出私錢流通的媒介 ,除

了行商鋪戶以外 ,一般人民的夾帶更是私錢流通更重要的橋樑。由於考慮到私錢

運輸的成本 ,因此私錢流通的空間也以省際間的水路網為脈絡。最後並指出 ,相

對於官錢局限於省內流通 ,私錢流通領域跨省性的發展 ,同樣也呈現出十八世紀

中國區域經濟相互聯繫的另一面貌。

關於政府對私錢流通的政策方面 ,由於乾隆初年錢荒錢貴的座力,私錢的流

通不僅未對社會經濟帶來破壞 ,反而成為紓解錢荒的一種力量 ,因此官方對私錢

流通採取弛禁容忍的態度。雖然在乾隆初期曾對日本流入的寬永錢與吳三桂 「偽

錢」查止流通 .但因為數量有限 ,因此查禁的結果尚不致衝擊社會經濟的發展。

室乾隆中、後期 ,隨著制錢流通日益充裕 ,加上私鉻案件的接連破獲 ,因而自乾

隆主十年代中期開始 ,官方一改以往容忍的態度而展開查禁的行動。查禁的方法

與以往相較 ,收買政策是主要的一環。文中比較乾隆中、後期私錢收買政策推行

的特色 ,中期主要集中於長江下游以及東南各省 ,後期雖然擴大至全國 ,但整頓

重心則以西南地區為主。在中後期收買政策推行的過程 ,各省督撫經常上奏提出

查禁的議見 ,其中最值得注意之處 ,是乾隆中期督撫對查禁古錢與替錢的討論 ,

以兩江總督高晉為首的上奏之中 ,大多主張古錢仍舊使其流通而不應加以查禁 ,

顯示出官方對國法與民情兩者相權衡的看法。後期的收買政策主要集中於私錢收

繳應否給價的爭論當中 ,論爭的過程反映部份官員對國法左右人民行動的影醬

力 ,部份官員則認為即使給價收繳尚有人民觀望遲疑 ,法律的約束力更非無所不

�祩�祤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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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文中企圖從參與爭論的官員出身、種族、行政轄區的方向分析彼此主張的蘭

聯性 ,但結果並未具體呈示有何明顯政治或出身的對立色彩。但經由他們對政府

查禁私錢的主張之中 ,可見同樣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下的官員 ,在權衡政府與人

民、法律與人情之中 ,也呈現不致的看法。

乾隆晚期私錢的泛濫現象是以往研究乾隆朝輯貴錢賤的主要論據。本文並木
否定此一觀點 ,但仔細分析地方督撫對錢賤現象的報告時 ,顯然私錢的流通對各

省錢賤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西南地區以雲南、貴州、四川、經長江中游的湖廣地

區 ,以至下游浙江等地 ,受私錢的衝擊較為嚴車 ,而其他如直隸、江西‵安徽等
省份錢賤雖與私錢流渾有關●但尚屬輕微 ,至於山西、陝甘地區、廣西與福建各
省 ,當地督撫的報告並不認為私錢流通是錢賤的禍首 ,而銀流通的變化茵素巔然

較錢的因素為人 。因此 ,深入分析乾隆年間各省銀錢比價變動的原因 ,尚有待稿

後的努力 。        ﹉ ﹉ :

乾隆年間社會經濟問題需要研究的地方仍多 。就本文相關性的課題為例 ,乾

隆朝收買私錢的數量相當可觀 ●這些私錢以論斤的方式由官方收購

一

彌補
一
部份

省份銅料不足的困境 ,甚至出現如江蘇、江西等省份逐漸減少對滇銅倚賴的情
況 ,而這種對滇銅需要的變化 ,究竟對滇銅的生產與供應帶來何種程度的彯響 ,

同樣有待深入分析‘另
一
方面 ;乾隆晚年西南地區成為官方查禁私錢、私鐳的重

心 ,這種政策對西南地區的礦徒或流良究竟造成多大的衝擊?日本學者山本進的﹉

研究引起我們更深入探索的興趣﹉。研究手旨出,乾隆晚年以低價的方式收購私錢 ,

而對西南山區的私鐺嚴厲取締 P結果使無業遊民被官方逼迫遂鋌而走險 ,種下嘉
慶初年川 :楚 、陝動亂的因素小°

。茵此 ,在以往對白蓮教動亂人口座力說之﹉﹉

外 ,也提供一個新的視角°總之 ;在乾隆朝社會經濟研究上 ,有待開發之處尚
多,本文的撰寫只是

一

個起步階殷古﹉             ﹉

14● 財政類 ,13“-U13P乾 隆主 十札年 七 月

一

千三 日

一

泰承思奏摺 。        ﹉  ﹉

:U幸 :言音i驟〔i角全飪
￣
1蓄鬖¥片房憑鑫昇告澆

一

║盡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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