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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通過對漢簡材料的分析，結合傳世文獻中的相關記載，認為漢簡中的“過所”一

語義為所經過的地方。同時，根據傳世文獻和秦簡的相關記載，對“過所”一語的來源及其

成詞、消亡過程作出描寫和分析。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漢代簡牘文書；過所；釋義；成詞；消亡 

 

出土漢代漢簡牘文書中，有一類文書多有“過所”一語。以往的研究，由於相關漢簡材

料殘缺不全，人們根據其中的隻言片語往往不能對簡文中“過所”一語作出準確釋義，以致

影響對這類文書的認定。陳直先生（1962）據漢簡中的“過所”一語認為這類有“過所”一

語的漢簡文書是用來通過關津的“過所”文書。程喜霖先生（1992）亦認爲漢簡中的“過所”

一語指過所文書，進而認爲這類漢簡文書是“傳”與“過所”合一的度關憑證。而李均民

（1983）、唐曉軍（1994）等學者則認爲漢簡中這類文書應是“傳”，即一種比“過所”文

書出現得更早的通關文書，簡文中的“過所”是經過的地方之義。正確理解漢簡中的“過

所”一語的含義，有助於判定這類漢簡文書的身份。本文擬在全面收集相關漢簡材料的基礎

上，結合傳世文獻中的相關記載，對“過所”一語的來源及其成詞過程作細緻的描寫和分

析，并從漢簡簡文本身入手，爲漢簡中的“過所”一語作出準確釋義。 

一、“過所”语義分析 

傳世文獻中“過所”一語，一般有兩個意思，一指經過的地方，二指過所文書。《後漢

書·光武帝紀下》：“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又《後

漢書·孝和帝紀》：“十五年春閏月乙未，詔流民欲還歸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之，疾病

加致醫藥。”以上引文的“過所”即經過的地方之義。關於“過所”文書，東漢末期的注疏

中已有記載。《周禮·地官·司徒》：“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鄭玄注曰：“商或

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爲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

書。”從鄭玄的注文可以看出，“過所”指一種與“傳”相似的通關文書。又如《魏書·神

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 今京師旱儉，欲聽饑貧之人出關逐食。如欲給過所，恐稽延時日，

不救災窘；若任其外出，複慮奸良難辨。”此處“過所”即爲“饑貧之人出關逐食”所需的

通關文書。唐代法律文獻中，關於“過所”文書的記載就很多了，語義所指也很明確。如《唐

律疏議·卷八》：“水陸等關，兩處各有門禁，行人來往皆有公文，謂驛使驗符券，傳送據

遞牒，軍防、丁夫有總曆，自餘各請過所而度。”又如《唐律疏議·卷五》：“私度者，謂

無過所，從關門私過。”以上唐律記載的“過所”就是用來過關的文書憑證。    

                                                        
①  李燁，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碩士研究生  重慶  400715。 



出土文獻中，“過所”一語多見於西北漢代簡牘文書之中，是一個有着固定格式的文書

用語。我們統計了六宗西北漢簡材料，“過所”

①

出現的頻次如下：肩水金關漢簡63見

②

，居

延漢簡22見，居延新簡3見

③

，懸泉漢簡12見

④

，敦煌漢簡1見，額濟納漢簡則未見。這些“過

所”多在“移+過所+地名”、“謁移+過所+地名”、“謂+過所+地名”等文書程式用語中出

現，如： 

（1）五鳳四年八月己亥朔己亥,守令史安世敢言之,遣行左尉事亭長安世逐命張掖、酒泉、

敦、武威、金城郡中，與從者陽里鄭常富俱乘占用馬軺車一乘，謁移過所縣、道，毋苛留，

敢言之。八月己亥居延令弘、丞江移過所縣、道，如律令/掾忠、守令史安世。（金關漢簡

73EJT9:104） 

（2）元延二年七月乙酉，居延令尚、丞忠移過所縣道河津關：遣亭長王豐以詔書買騎

馬酒泉、敦煌、張掖郡中，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守令史詡、佐褒。  七月丁亥出（居

延漢簡170.3A） 

（3）甘露三年四月甲寅朔庚辰，金城太守賢、丞文，謂過所縣、道官，遣浩亹亭長桼

賀，以詔書送施刑伊循。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懸泉漢簡Ⅱ0114④：338） 

（4）甘露二年十二丙辰朔庚申，西鄉嗇夫安世敢言之，富里薛兵自言欲爲家私市張掖、

酒泉、武威、金城、三輔、大常郡中，謹案辟兵毋官獄徵事，當得以令取傳，謁移過所津、

關，毋苛留止，如律令，敢言之。十二月庚申，居延守令千人屬移過所，如律令/掾忠、佐

充國（金關漢簡73EJT10:313A） 

以往的研究對此類漢簡中“過所”一語的理解頗有分歧。李均明先生認爲:“漢簡所見,

‘傳’與‘過所’一語常常出現於一牘之中，其中‘過所’應當是所過之所的意思。”

[1]

唐曉軍先生亦認爲：“漢簡中各類關傳文書中常有習慣用語‘過所……’意爲‘ 所經過

的……’。”

[2]

而陳直（1962）、程喜霖（1992）先生卻認爲漢簡中的“過所”一語指過所

文書，進而認爲這類漢簡文書即是這種用來通過關津的“過所”文書，同時根據相關漢簡材

料的年代得出“過所”文書在西漢武帝時期

⑤

出現的結論。陳直、程喜霖兩位先生將此類漢

簡文書認定爲“過所”文書的一大根據就是此類文書中出現了“移過所”一語。其時，衹要

對這類漢簡文書的行文格式稍加分析，就可以知道在這類文書中“過所”與諸如“縣道”、

“津關”等語詞組成的其實是一個完整的語義結構。 

                                                        
①  包含簡文殘缺但仍可識者。 

②  此數據據《肩水金關漢簡（壹）》（中西書局，2011 年）一書所著錄的簡牘統計所得，因這批簡

牘暫未全部發表，此數據不代表金關漢簡的最終數據。 

③  此 3 例“過所”二字作爲題署寫在封檢之上，此李均民先生（1983）說。 

④  據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一書統計，因這批簡牘暫

未全部發表，此數據不代表懸泉漢簡的最終數據。 

⑤  陳直先生認爲“過所”文書出現在西漢武帝太始年間。程喜霖先生認爲在西漢武帝元鼎年間“過

所”稱謂出現，從關傳中演變出名爲過所的通行證。 



古代吏民出行，需持有官府頒發的通行證，以便在沿途關隘受盤查時能順利通過。上文

所引的這類漢簡文書即與此有關。簡文中“移”、“謁”、“謂”均爲動詞，“移”即移送

的意思，是平級機構往來文書用語；“謁”一般是下級對上級用語，意思相當於請求；“謂”

即通知的意思，爲上級對下級用語。此類文書中，一般在“移”、“謁”、“謂”等動詞後

寫有公文接收方名稱即當事人要經過的沿途關津，如： 

（5）永始五年閏月己巳朔丙子，北鄉嗇夫忠敢言之。義成里崔自當自言，爲家私市居

延。謹案：自當毋官獄徵事，當得取傳，謁移肩水金關、居延縣索關。敢言之。閏月丙子，

觻得丞彭移肩水金關、居延縣索關。書到，如律令。 掾晏、令史建。（居延漢簡15.19） 

例（5）簡文所述，當事人崔自當在經過鄉、縣兩級的審查後獲得了“當得取傳”的資

格，即可通過相應的關隘前往目的地。這份公文即崔自當所在的觻得縣發給其所要經過的關

隘肩水金關和居延縣索關的相關文書。但大部分簡文並不寫出具體的關津名稱，而是在

“移”、“謁”、“謂”等動詞後以類似例（1）中的“過所縣道”、例（2）中的“過所縣

道河津關”、例（4）中的“過所津關”等語詞代替。這和路途的遠近程度有關。日本學者

大庭脩先生指出：“這大概是因長距離旅行，所以不寫出途中的每個關津的名稱了。”

[3]

可知，簡文中的“過所縣道”、“過所津關”、“過所縣道河津關”等語詞衹是一種概括性

的稱法，代表沿途所經的各稽查單位。故“過所縣道”、“過所津關”、“過所縣道河津關”

等語詞應爲一個完整的語義結構。 

有時“移+過所+地名”、“謂+過所+地名”等文書程式用語可以省略“縣道”、“津

關”之類的語詞，而簡化作“移+過所”、“謂+過所”等形式，如： 

（6）陽朔五年正月乙酉朔庚戌，犂陽丞臨移過所：遣廚佐閭昌爲郡送遣戍卒張掖、居

延，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金關漢簡73EJT6:23A） 

（7）甘露三年九月壬午朔甲辰，上郡太守信、丞欣謂過所：遣守屬趙稱逢迎吏騎士從

軍烏孫罷者敦煌郡，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十月，再食。（懸泉漢簡Ⅱ0115③：99） 

例（6）、例（7）中“過所”一語後省略了“縣道”、“縣道河津關”、“津關”、“縣

邑侯國”等這類語詞，但表達的意思與卻與例（1）中的“過所縣道”、例（2）中的“過所

縣道河津關”、例（4）中的“過所津關”等語詞相同，均是一種概括性的稱法，代稱沿途

的各稽查單位。也就是說，在表意上，“移+過所+地名”等同於“移+過所”，“謂+過所+

地名”等同於“謂+過所”，則“過所”在這類文書中就是一種概括性的稱法，指沿途的各

稽查單位。如此，就不能把漢簡簡文中的“過所“理解爲過所文書了。 

二、“過所”與“所過”的關係 

新公佈的漢簡材料，可爲上文對“過所”一語含義的推論提供證據。我們在《肩水金關



漢簡（壹）》中發現有“所過”一語，共出現 7 次，均出現在“移+所過+地名”的文書格式

中，如下： 

（8）言之，八月壬子，雒陽丞大移所過縣（金關漢簡 73EJT1:80A） 

（9）步當得傳，移所過縣邑，如律令 

□□茂陵令賢、丞可移所過/令史訢（金關漢簡 73EJT2:29A） 

（10）九月丙申，□陽丞利謹移所過縣邑，勿苛（金關漢簡 73EJT9:34B） 

（11）事，當爲傳，移所過縣邑，毋何留，敢言之。二月庚子（金關漢簡 73EJT10:212） 

（12）過所縣邑，毋何留，敢言之。三月庚寅壬子，雒陽守丞宗移所過縣邑，毋何留（金

關漢簡 73EJT10:205A） 

（13）佐漢移所過縣邑，毋苛留（金關漢簡 73EJT10:359） 

上引例（8）—（13）共6例簡文，雖然原簡殘缺，但依據殘存簡文仍可判定此6例簡文

與前文所引的7例簡文應爲同一類文書。比對這些簡文，例（8）—（13）中的“所過”與上

文所引簡文中的“過所”均處在同類文書的的相同格式中，且語法位置也相同，則可推知

“所過”與“過所”意義相同。“過所”是經過的地方之義，“所過”也即經過的地方之

義。“過所”若是一種文書名，我們就很難解釋爲何同一種文書在相同時期會有兩種名稱，

且在相關文獻中也沒有任何記載。但有一種情況需要說明，我們今天見到的漢簡文書，多爲

副本，而當時的人們在謄抄副本過程中常會有錯漏，上述文書中“所過”可能是“過所”的

誤抄。《肩水金關漢簡（壹）》中“所過”一語共出現7次，所在簡牘的編號分別爲73EJT1:80A、

73EJT2:29A、73EJT9:34B、73EJT10:205A、73EJT10:212、73EJT10:359。據簡號可知這些簡

牘分別發掘於1、2、9、10號四個探方之中，可以說這些簡牘的時代是不一樣的，那麼其抄

寫者也不會是同一人。則“移所過縣邑”之類的文書用語應是具有普遍性的，不可能是“移

過所縣邑”的誤抄。且傳世文獻中也有“所過”與“過所”同義的用例，此時二者皆指經過

的地方時，例如： 

（14）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書·西域列傳》） 

（15）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後漢書·光武帝

紀下》） 

（16）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齎糒幹肉，內者行張坐臥，所過毋

得有所給”。（《漢書·王莽列傳中》） 

（17）十五年春閏月乙未，詔流民欲還歸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之。（《後漢書·孝殤

帝紀》） 



例（14）顏師古注曰：“所過，所經過之處。罷，讀曰疲”，此句中“罷耗所過”與例

（15）中的“疲費過所”同義無疑，皆爲使經過的地方疲勞耗費的意思。例（16）中的“所

過毋得有所給”即爲巡狩經過的地方不要提供吃住之義，例（17）中“過所實稟之”的意思

是流民歸鄉所經過的地方要負責發放糧食。從語義上看，上四例中“過所”與“所過”同

義，均指所經過的地方，這是容易理解的。從語法上看，“過所”和“所過”的語義中心都

是“所”，衹是語序結構有所不同罷了。“所過”是名詞“所”加動詞“過”構成的“所＋

動”

①

結構。方有國先生指出：“‘所＋動’結構是以‘所’爲中心語，以‘動’爲後置定

語的上古漢語特殊的“中＋定”語序結構。”

[4]

而“過所”則是動詞“過”加名詞“所”構

成的一個定中結構。可知，“過所”和“所過”的語義中心都是“所”，二者同義。 

三、“過所”一語的來源 

據目前公佈的漢簡材料看，漢簡文書中“過所”一語大约共出現 100 次，且集中出現在

同一種文書類型。而傳世文獻中“過所”一語用來指經過的地方的用例衹有三處，其中兩例

即前文所引《後漢書·光武帝紀》和《後漢書·孝和帝紀》中的例子，分別是東漢光武帝劉

秀、孝和帝劉肇下發的詔書中的語句。另外一例見於《漢書·匈奴傳下》，其文曰：“明年，

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

上。”顏師古注曰：“所過之郡，每爲發兵陳列於道，以爲寵衛也。”從語境看，此例文句

和詔書等公文或許有一定聯繫。以上三例中“過所”一語均是經過的地方之義，用法和和漢

簡文書一致。詔書屬於文書的範疇，則上三例中“過所”一語在文體上似乎也和漢簡文書有

一定關係。 

此外，另一類型的出土文獻中也有“過所”一語。甘肅武威磨嘴子 23 號漢墓曾出土一

蔴織的銘旌，其文曰：“平陵敬事里張伯昇之柩，過所毋哭。”

②

銘旌一般用紡織物製成，

有一定規制，上書死者姓名籍貫，喪禮中立於死者靈柩旁邊，下葬后覆於棺蓋之上。上述

23 號漢墓銘旌中“過所毋哭”一句，顯然是讓出殯時棺槨所經過之地的人不要哭泣之義。

這一銘旌中“過所”的意義為和用法與漢簡中的“過所”一致。《儀禮·士喪禮》：“為銘，

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 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

③

可知，銘旌一般只寫有死者姓名籍貫。但從出土實物來看，也偶有它語。如 15 號漢墓出土

的銘旌，其銘文為：“姑臧北乡西夜里女子□宁死下世当归冢次……水 毋□河留……年教

如律令”

④

。“如律令”一語為漢代公文習語，漢簡文書中多見，即依律令辦理之義，一般

用於文書末尾，有督導的意味。上例銘旌中出現“如律令”一語，表明銘旌的銘文和當時的

                                                        
①  關于“所+動”結構中“所”字的詞性問題，學界多有討論。但不管是“助詞說”、“代詞說”還

是本文所持的“名詞說”，“所+動”總是一個體詞性結構，本文所涉及的“所+動”結構在句中或作主語

或作賓語。 

②  《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發掘》），《考古》，1960 年第 9期， 頁 25。 

③   十三經注疏編委會《十三經注疏·儀禮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770。 

④  《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發掘》），《考古》，1960 年第 9 期， 頁 25。 



文書有一定的關係。銘旌為喪葬用品，莊嚴肅穆，同時又有一定的應用性，上述 23 號漢墓

銘旌中“過所毋哭”一句，顯然是有很強的目的性的，即勸慰前來弔喪之人節哀。15 號漢

墓出土的銘旌，其殘留銘文內容似乎是與祝佑亡靈安息有關。上述所分析的銘旌銘文的特性

和公牘文書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從這一層面看，銘旌銘文也應屬於一種應用性的文書類

型。故同為應用性文體的銘旌銘文和漢簡文書，二者在用語方面相互交織也就可以得到解

釋。如上所述，甘肅武威磨嘴子 23 號漢墓所出土銘旌中的“過所”一語，其意義和用法與

漢簡中的“過所”一致，同為當時應用性文體中的習用語詞。 

综上，根據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中“過所”一語的使用情況來看，用來指經過的地方的

“過所”一語应是古代文書的一個專用語詞。 

我們統計了這類簡文中含有“過所”一語的漢簡中的紀年，從西漢的昭帝開始，歷經

宣、元、成、哀、平諸帝，一直到王莽時期，再到東漢初年的年號均有發現。由此至少可知，

這類漢簡文書在兩漢中後期至東漢初期是一直連續使用的。一種文書的出現、發展直到定

型，有其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上述漢簡文書在兩漢的使用如此成熟，應是經過了前代的發

展演變才有的結果。秦代簡牘中即已有與上述漢簡文書相類似的文書，如：    

（18）元年七月庚子朔丁未，倉守陽敢言之：獄佐辨、平、士吏賀具獄，縣官食盡甲寅，

謁告過所縣鄉以次續食。雨留不能投宿齎。來復傳。零陽田能自食。當騰期丗日。敢言之。

/七月戊申，零陽龏移過所縣鄉。/齮手。/七月庚子朔癸亥，遷陵守丞固告倉嗇夫：以律令

從事。嘉手。（里耶秦簡5-1） 

遷陵食辨、平盡己巳旦□□□□遷陵。 

七月癸亥旦，士五臂以來。/嘉發。（里耶秦簡5-1背） 

（19）丗五年二月庚申朔戊寅，倉□擇敢言之：隸□ 爲獄行辟書彭陽，食盡二月，謁

告過所縣鄉以次牘（續）食。節（即）不能投宿齎。遷陵田能自食。未入關鄉縣，當成齍，

以律令成齍。來復傳。敢言之。 （里耶秦簡8-169+8-233+8-407+8-416+8-1185） 

擇手。（里耶秦簡8-169背+8-233背+8-407背+8-416背+8-1185背） 

（20）丗五年三月庚寅朔辛亥，倉銜敢言之：疏書吏、徒上事尉府者牘北（背），食皆

盡三月，遷陵田能自食。謁告過所縣，以縣鄉次續食如律。雨留不能投宿齎。當騰騰。來復

傳。敢言之。（里耶秦簡8-1517） 

令佐溫。 

更戍士五城父陽翟執。 

更戍士五城父西中痤。 



手。（里耶秦簡8-1517背） 

此三例秦簡文書，主要內容均繫公務派出機關要求“過所縣鄉”爲公務執行人“以次續

食”，即公務執行人所經過的地區要提供飯食之意。簡文中“謁告過所縣鄉”、“謁告過所

縣”的格式爲“謁告+過所+地名”，這與上文漢簡中“移+過所+地名”、“謁移+過所+地

名”、“謂+過所+地名”等文書格式一致。以上三例秦簡文書從其體例和內容看，與前文所

引的漢簡文書極爲相似，可以看出，上文的漢代文書的體例、用語均繫承襲此類秦代文書而

來。以上可知，用來指經過的地方的“過所”一語，早在秦朝時期的文書中既已出現。當然，

“過所”一語極有可能在早於秦朝的歷史時期中既已產生，這有待越來越多的出土文獻來證

明。 

四、“過所”一語的成詞及其消亡 

傳世文獻中“過所”一語用來指經過的地方時，和秦簡、漢簡中的情況一樣，是一個由

動詞“過”加名詞“所”構成的定中結構短語。而“過所”指過所文書時，顯然是一詞。如

上文所述，用來指經過的地方的“過所”一語至少在秦朝已經出現。而關於“過所”文書的

記載，年代最早的是東漢末年人鄭玄和曹魏時人張晏的注文。《周禮·地官·司徒》：“凡所

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鄭玄注曰：“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爲之璽節

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爲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漢書·文帝紀》載：“三月除關無

用傳”，顏師古引張晏注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鄭玄和張晏注文中的“今”字顯

然代表的是他們各自所屬的年代。根據這些文獻記載可知，“過所”一語大體在東漢末年被

用來指稱一種文書憑證，而作爲專名被固定下來後“過所”自然成爲一個詞了，“過所”一

語的成詞即發生在這段時期。 

傳世文獻中關於“過所”文書的記載，除鄭玄和張晏的注文之外，則多見於成書於魏晉

至北宋這一段時期的史書之中。據我們統計，《三國志》1 見，《魏書》3見，《唐律疏議》23

見、《唐會要》3 見，《舊唐書》3 見，《新唐書》6 見，《舊五代史》2 見，《新五代史》1 見。

其中，《三國志》成書於西晉，《魏書》成書於北齐，《唐律疏議》成書於唐，《舊唐書》成書

於五代後晉，其餘《唐會要》、《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均成書於北宋。成書

於北宋的《太平御覽》中列有“過所”詞目，其文曰：“《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

或曰傳，傳也，轉移所在識以爲信也’。”可知，北宋時的學者知道“過所”是一種通關文書

的名稱。但南宋時的人們已經不知道“過所”爲何物了。據南宋洪邁《容齋四筆·卷十》：

“然過所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公憑引據之類。”北宋以後“過所”文書的記載僅散

見於幾種筆記語錄之中，如《朱子語類·卷第六十四·中庸三》：“遠人來，至去時，有節

以授之，過所在爲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又如明代楊慎《丹鉛續

錄·雜識卷之六·過所》：“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可知，在兩宋之後，作爲文書名

的“過所”一詞已經成了歷史詞彙，衹有博學之人才能知曉了。 



作爲一種文書的專有名稱，導致“過所”一詞消失的直接原因無疑是其所依存的過所文

書和過所制度的廢止。關於“過所”文書及其行用制度的廢止年代，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根

據《冊府元龜》中的相關記載認爲：“至於過所行用終於何時，余意以爲當至五代梁時爲止。”

[5]

陳直先生對內藤先生的觀點表示贊同，他指出 ：“內藤又考過所之罷廢，約在五代梁時爲

止，引《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一，及洪邁《容齋四筆》卷十爲證，是可信的。”

[6]

除上述

兩位先生所說的例證外，以下同樣出自《冊府元龜》的記載對過所制度的廢止有着更爲明確

的闡述，如下： 

夏侯坦，清泰三年，爲司門郎中。上言：“去年六月，詔京百司，舉本司公事，當司官

屬、關令、丞及京城諸色人出入過所事，久不施行。其關牙官、守捉、權知者，伏以關防，

以備姦詐。令式素有規程，既奉綸言，合申職分。關防所過，請准令式。”初，莊宗定河南，

都雒陽，司門申舉自梁朝，元給過所公據。邇來本司官既非才，事或擁滯遂廢。今坦雖舉職，

竟不施行。（《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七·台省部·举职》） 

“清泰”爲五代時後唐末帝年號，“清泰三年”即公元 936 年。從引文中可以看出，在

後唐時“出入過所事，久不施行”,夏侯坦擔任司門郎中，雖想解決這一問題，但因爲“本

司官既非才，事或擁滯遂廢”等原因，最終也沒能繼續施行“過所”制度。可見，“過所”

制度在五代梁唐之際已經不復存在，“過所”文書自然也就逐漸消失了。“過所”一詞所依存

的制度和實物的廢止，是導致其成爲歷史詞彙的直接原因。 

五、小結 

綜上所述，漢簡文書中，“過所”一語是一種概括性的稱法，指沿途的各稽查單位，即

經過的地方之義。從出土秦代簡牘來看，漢簡文書中“過所”的這一用語是繼承了秦代文書

而來，其產生的時代甚至還可能早於秦代。大約在東漢末年，“過所”被來指稱一種通關文

書，“過所”一語的成詞即發生在這一時期。而大約在五代梁唐之際，用作文書名的“過所”

一詞所依存的過所制度和過所文書逐漸廢止，“過所”一詞也就逐漸成爲了歷史詞彙，兩宋

及其之後，衹有專門學者們才能知曉其真正含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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