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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商法」問題：試論十七世紀

中國的法律批判與法律推理 

邱澎生* 

要  目 

前言 

一、 法天之學：《讀律佩觿》中的法律批判 

1. 判別法律中的「公」與「私」 

2. 法律的「自然」律則 

3. 法律的歷史演化 

二、 天道恤商：訟師秘本與棉布訟案中的法律

推理 

1. 十五、十六世紀法律條文中的商人訴訟 

2. 《折獄明珠》商業訴訟範本的法律修辭  

3. 蘇州、松江地區棉布訟案的法律推理 

結 論 

 

摘 要 

從法律變遷的角度看，十七世紀中國是個多元而豐富的

時代。在清康熙十三年（1674）左右成書的《讀律佩觿》

中，王明德將刑法、曆算、音樂並列為「法天」之學，倡言

「律例一書，乃治世體要，非據理空談，古人謂之『法

                                                      

*  邱澎生，西元 1963 年生，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1995），現職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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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強調「禮、法殊分，實相長而並峙」，並宣稱「法

乃天下之公，即天子亦不容私所親」，在在顯示當時法學家

極力提昇法律地位的企圖心。而十七世紀後半蘇州、松江地

區地方官員在審判與裁決文書中，結合「恤商美政」與「有

益國課」的法律推理，以及十七世紀初年訟師秘本《折獄明

珠》「商賈類」收錄訟師協助商人訴訟文書範本運用「天道

之所不容」形容商人財貨不容侵犯的法律修辭，更是當時經

濟與法律互動的具體展現。這些法律批判與法律推理的發

展，正可反映十七世紀中國歷史變遷的一個重要側面。 

本文主張，當我們要檢視明清中國是否出現「保障私有

產權和債權的商法」這樣「看似簡單」的課題時，答案不該

只是停留在「有」或「沒有」的是非題，而需要更細緻地區

分此問題至少存在三個不同的討論層次：近代歐洲「私法」

（private law）與「商法」（law merchant, mercantile law）的

不同發展途徑、傳統中國法學家用以建構法律核心價值觀的

不同取徑，以及明清中國逐漸發展出來藉以保護商人財產的

不同「利益」訴求。整體而言，儘管當時中國並未出現近代

西方意義的「商法」，但十七世紀以降中國商業法律的一些

重要發展仍值得注意，當時中國「經濟、社會」與「政治、

法律」現象之間，確實仍存在足以相互補強的關係，這些史

實誠非沒有「商法」這樣一種簡單答案即能說明。 

 

關鍵字：法律批判、法律推理、商法、歷史變遷、明清中國 

 

前 言 

傳統中國的工商業不發逹，以及傳統社會不重視法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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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致使傳統中國的商業法律很不發達，從而也不可能出現近

代西方的「商法」，這是頗為流行的看法。本文將透過十七世

紀中國有關法律批判與法律推理的三類實例，檢討上述一般人

的刻板印象，看看我們能否換個不同角度重新考察傳統中國的

「商法」問題。 

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初年之間，中國的市場經濟有顯著

成長，這已是近年來愈來愈多學者的共同看法。十六世紀以後

國內長程貿易的發展，以及海外市場的逐漸擴展，使明清中國

的市場經濟有顯著成長，特別是江南地區的商業與手工業發

展，更為學界眾多具體研究所證明。明清經濟史大家吳承明先

生曾將十六世紀以後中國市場經濟的新發展，綜括為以下六大

分項：一，大商人資本的興起、包括散工制（ putting-out 

system）在內工場手工業的巨大發展；二，因一條鞭法普及，

而更加確立的財政貨幣化發展；三，押租制與永佃制普及，導

致經營權與土地所有權分離而形成的租佃制演變；四，由短工

與長工在法律上人身自由的進一步解放，所帶來的雇工制演

變；五，民間海外貿易帶來的大規模世界白銀內流中國。1 

吳承明先生特別指出：這六大分項內的變化基本上都

「屬於新的、不可逆的」經濟變遷。然而，在指出十六到十九

世紀前期中國這段「新的、不可逆的」經濟變遷大趨勢的同

時，吳先生卻也同時點出：因為未出現「保障私有產權和債權

的商法」，以及滿清入主中國「加強專制主義統治」，2從而

致使傳統中國無法在制度變遷上獲得更顯著的進展。 

整體看來，吳承明先生對明清中國經濟與法律關係的論

斷，似乎構成一種「雙元格局」論述。十六世紀以後的中國，

一方面在經濟與社會關係上出現「新的、不可逆的」大趨勢，

                                                      
1  吳承明，〈現代化與中國十六、十七世紀的現代化因素〉，《中國經濟史研

究》，1998,4(1998)：6-7。 

2  吳承明，同上文，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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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這些新發展卻又受到「專制主義」以及沒有「商

法」等現實的政治法律條件所限制；簡單地說，十六世紀以後

的中國歷史變遷，掉入一種似非而是的「雙元格局」悖論：經

濟社會上確實發生種種有意義的變遷，但在政治法律上則沒有

有效支撐與繼續發展的前景。 

這種「雙元格局」論述當然要比過去以為傳統中國缺乏

市場經濟的看法來得真確，然而，本文要繼續追問的是：在政

治、法律層面不出現立憲政體與「商法、民法」等體制變動的

前提下，難道經濟、社會層面的變化都不伴隨任何有意義的政

治、法律變動？本文將選取法律層面的個案來做微觀式的考

察。我選擇十七世紀中國有關法律變化方面的三類個案做考

察：一是 1670 年代王明德出版《讀律佩觿》時，他如何建構

一套「法天之學」的理論來批判當時司法審判的弊端，並進而

為法律知識的重要性提出比較體系性的觀點；二是十七世紀初

年編成訟師秘本《折獄明珠》中的「商賈類」訴訟文書範本，

我將分析當時訟師協助商人進行訴訟時如何揣摩法官判案所應

用的法律修詞；三是針對十七世紀後半松江、蘇州地區棉布商

業糾紛所引發的幾件司法訟案，我將分梳當時官員審斷商業案

件時所使用的法律推理。 

綜合這三類個案所呈現的法律批判與法律推理，我希望

能對前述經濟、社會有發展而政治、法律無突破的「雙元格

局」論述做些補充。本文分為三節，第一節討論王明德《讀律

佩觿》提出的法律批判觀點，第二節分析訟師秘本《折獄明

珠》商業訴訟文書範本以及蘇州、松江棉布業訟案中使用的法

律推理，第三節則綜論本文處理的法律批判與法律推理三類個

案，並簡略地引用十八世紀英國「商法」發展的例子做比較，

既指出那些認為傳統中國沒有「商法」的歷史認識過於簡略，

經常掉入一種不當的歷史迷思，也希望能對考察當時中國「經

濟、社會」與「政治、法律」如何相互銜結的問題，提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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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線索。 

一、法天之學：《讀律佩觿》中的法

律批判 

《讀律佩觿》為十七世紀後半出版的一部法學專書，出

版以來即深受清代法學家注意，3並屢被翻印，有時在翻印時

還在書前做了些增補，從而形成內容略有不同的版本。4王明

德在書前一篇題於清康熙十三年（1674）的〈本序〉上，詳細

的提出了他個人主張的一套法律實為「法天之學」的法律批判

理論，充份反映了王明德對法律知識的看重。而由《讀律佩

觿》卷首刊列的三十八位「參訂姓氏」看來，更可知道在王明

德周圍，還有一批共同愛好研讀法律的同志，可知看重法律知

識重要性的見解，並非只是他的個人看法，而王明德在《讀律

佩觿》中所欲表達的法律批判內容，也若干程度地反映當時一

群中國法學家的法律價值觀。 

王明德，字亮士，5江蘇高郵人，於康熙年間曾任職刑部

陝西司郎中。王明德為王永吉長子，而王永吉在當時也以嫺熟

                                                      
3  當代法制史家也很看重此書，如有學者即認為：清代諸多律學書籍中，王明德

《讀律佩觿》是承繼明律注釋學而又能「邁出創新步伐的代表作」（張晉藩，
〈清代律學及其轉型〉（上），《中國法學》，1995,3(1995)：86）；另有學者指
出：《讀律佩觿》是「明清律學著作中流傳最廣的一部，在大陸，各大圖書館幾
乎都有該書的藏本」，該書無論在結構與體系上，都「具有鮮明的創新特色」
（何勤華，《中國法學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第二卷，頁 236；281、
297）。 

4  本文主要採用清康熙 15 年(1676)王氏冷然閣重刻本的《讀律佩觿》（收入《四庫
全書存目叢書》，台北：莊嚴文化公司，1995，子部，第 37 冊）。有學者已注意
到此本與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圖書室藏本的不同，指出前者漏掉了詹惟聖、王豫
嘉、彭師度、嚴沆四篇序文（何勤華，《中國法學史》第二卷，頁281）。在新校
本《讀律佩觿》（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中，已補入書前四篇序文。 

5  清嘉慶年間增修的《高郵州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收有王明德簡傳：「王明德，字亮士，少保永吉長子」（頁 1313），但另
有史料稱王明德「字金樵」（《四庫全書總目》，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3，頁187）。 



74 《法制史研究》第八期 

PrintPsChiu 也是商法 2006.doc 

法律與司法審判而知名，6可知家學淵源或許也是形塑王明德

法學素養的重要背景。而除了法律「家學」的陶冶外，《讀律

佩觿》的主要內容，則出諸王明德任職刑部期間與朋友們共同

研讀法律條文的讀書筆記。7任職北京刑部期間，王明德也在

參與覆核全國各地送呈刑部審轉案件的過程中，8增加了對如

何援用法律判決司法案例的實務理解，他自己說及這段個人研

讀法律與參與判案的歷程：「數載勤劬，微通窺度。偶有疑

見，反覆推詳。筆而誌之，以俟就正」，9這也說明《讀律佩

觿》實為王明德長期接觸法律條文與司法實務後的心得與見

解。 

《讀律佩觿》雖是王明德「窺度」法條文義與「推詳」

案件法律適用疑義的筆記，但透過本書自序與書前收錄「讀律

八法」等文字，王明德不僅強烈批評當時的司法運作，還進一

步對法律知識的基本性質與歷史演變過程提出一整套理論。 

王明德將法律知識提昇為一種「法天」之學，強調「法

乃天下之公」，法律真義與司法個案既不容任何權勢人物的偏

袒與曲解，愛好與有志研讀法律的人，也不該被人們再用所謂

「蕭、曹刀筆吏」、「所學非同儒術」等不當字眼所貶抑。不

僅如此，王明德還以「法天之學」為標準，比較並批判中國歷

代法典的優劣得失。這些批評當時司法運作弊端並且提昇法律

知識重要性的言論，正是王明德建構這套「法律批判」理論的

                                                      
6  《讀律佩觿》卷首〈小序〉有云：「先文通公，起家縣令，歷任李官，繼領廷尉

之職。凡所論斷，一本律例為重輕，被者皆自訟為不寃」，「先文通公」即指當
時已過世的王永吉。王永吉，字修之，明天啟年間進士，官至薊遼總督，清順治
二年（1645）改任清廷入主北京後的大理寺卿（參見：《清史稿》，新校本，台
北版：鼎文書局，1981，卷238，頁9501）。 

7  王明德自謂：「隸職西曹，歷有年所。緬懷遺訓，夙夕不遑」（《讀律佩觿》，
頁771），「西曹」即指刑部。 

8 有關明清兩代審轉制度的運作，可見那思陸先生兩部專書的介紹：《明代中央司法
審判制度》，台北：正典出版公司，2002，頁 211-212；《清代中央司法審判制
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頁196-200。 

9  《讀律佩觿》，頁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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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以下我將分別做介紹。 

（一）判別法律中的「公」與「私」 

先談王明德對當時司法運作弊端的批評。王明德首先點

名批判的司法弊端，即是當時不少官員在審判過程中強調的

「仁慈」或「好生之德」等法律理念，他將這類司法流弊概括

為法官的私心自用，在王明德看來，這些「不問理之是非，惟

曰做好事」的法官，其實是受到佛教與「功過格」思想的不良

影響： 

迷惑于浮屠邪教，不問理之是非，惟曰做好事，活得一個

是一個，日為記功自負，意謂其後必昌者，是又我中寓

我、貪鄙迷謬之流。其所謂功德，是乃孽德，非功德也。

10 

文中的「浮屠邪教」反映著王明德對當時佛教的敵視，

而同被王明德批判的所謂法官「日為記功自負」現象，則主要

指的是當時人稱「當官功過格」或是「公門不費錢功德」的影

響。11以「當官功過格」內容在司法審判領域實踐「日為記功

自負」的現象，是晚明以來日漸普及的「功過格」思潮中的一

個支流。12王明德認為，當時不少官員因受佛教與功過格思想

                                                      
10  《讀律佩觿》，頁536。 

11 晚明以來「當官功過格、公門不費錢功德」的發展，以及功過格重要提倡者袁黃
任官時講究照顧監獄受刑人生活的分析，可見：邱澎生，〈有資用世或福祚子
孫：晚明有關法律知識的兩種價值觀〉，《清華學報》（台北），新 33,1
（2003）：22-29。 

12 明清「功過格」思潮對社會、經濟、政治乃至文化思想等不同層面的影響，可參
考：酒井忠夫，〈功過格の研究〉，收入氏著《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國書
刊行會，1960，頁 356-403；奧崎裕司，〈明末清初の利殖規範——功過格の一側
面——〉，收入《佐久間重男教授退休記念：中國史‧陶磁史論集》（東京：燎
原株式會社，1983），頁 231-261；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著，杜正貞、張
林譯，趙世瑜校，《功過格：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游子安，〈明末清初功過格的盛行及善書所反映的江南社會〉，《中國
史研究》，1997,4(1997)：12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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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而常做成偏袒甚或縱容犯罪者的判決結果，所謂「不問

理之是非，惟曰做好事，活得一個是一個」，在王明德看來，

這種假借司法「做好事」的行徑，根本是「我中寓我、貪鄙迷

謬之流」，不僅不能有「功德」，反而是造「孽德」。 

批評法官輕判人犯以追求「福報」的言論，已見於南宋

的朱熹（1130-1200）。朱熹曾說：「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

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

得倖免，是乃所以為惡爾！何福報之有！」13這與王明德批判

的「不問理之是非，惟曰做好事，活得一個是一個」，的確頗

為類似。同時，朱熹與王明德也都站在受害人立場，向「惑於

罪福報應」或是「日為記功自負」而輕判人犯的官員，提出抗

議：「是乃所以為惡爾！」「彼被其害者將如之何」！但總的

說來，王明德批評十七世紀法官藉輕判人犯而積累功德的現

象，則反映晚明「功過格」思潮對司法領域的進一步影響，這

種「日為記功自負」的「當官功過格」實踐，仍和朱子觀察的

「出人罪以求福報」現象不同，王明德批判的已是演變為一種

更加講究「計量化」的特殊司法審判行徑，14兩者仍有差異。

                                                      
13  《朱子語類》（收於《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110，頁

3553。此處朱子所論「為惡」之「惡」，似乎只是汎論，並不涉及他對人們既屬
「性善」但卻何以仍有「陷溺」等惡行的道德解釋。朱子討論人們何以行惡的道
德論述，可參見傅武光〈朱子對惡的來源的說明〉（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史論
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頁 155-195）；另有學者由「自然之惡、道德之
惡」的區分，論證朱子這方面論述實屬「重智論的倫理學」（intellectualistic 
ethics），參見：李明輝，〈朱子論惡之根源〉，收入鍾彩鈞主編《國際朱子學會
議論文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3，頁551-580）。 

14  以明代嘉靖年間成書《迪吉錄》所收《當官功過格》為例，該書開列 50 條「功
格」和 38 條「過格」，其中有一半內容涉及司法事務。「功格」如「凡聽訟，能
伸冤理枉，一事算一功；能誨誘頑民平其忿心，使息爭訟，算十功」、「詞狀稍
准，婦人非關緊要，即與抹去，算二功；人犯一到即審，不令守候，算一功」；
「過格」如「凡問罪成招，本有生路，不與開一線，只求上司不駁，算十過」、
人命案件「拖累多人，算十過；情罪未核，杖死一人，算百過」（顏茂猷編，
《迪吉錄》，影印明末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北：莊嚴文化公
司，1995，子部，冊 150，頁 496-499），可見「當官功過格」實踐於司法事務時
不僅有「功、過」區別的「質性」分類，更有以「一、二、十、百」不同數字計
算的「量性」區別，相關討論見：邱澎生，〈有資用世或福祚子孫：晚明有關法
律知識的兩種價值觀〉，前引文，頁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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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德強烈批評「日為記功自負」的司法官員：「慕慈仁之虛

譽，骫不易之大公，生者倖矣，彼被其害者將如之何」！15

「功德可自做乎？」，這是王明德對「功過格」思想提出的根

本質疑。 

王明德的批評其實有些偏頗，不能以「生者倖矣，彼被

其害者將如之何」此種負面結果，來全盤概括當時「當官功過

格」勸導官員重視審判工作的整體內容。16但值得注意的是，

王明德的法律批判不僅停留在對「我中寓我、貪鄙迷謬之流」

的負面批判，他進一步導出法之「私」與法之「公」的判準，

試圖建構一種理想的法律秩序： 

法乃天下之公，即天子亦不容私所親，夫貴為天子尚不敢

私其法，況其下焉者乎！17 

王明德宣稱法律應為「天下之公」，強調面對法律運作

及司法審判，即使貴為皇帝，都該「不容私所親」，那麼，其

他大小官員又怎能為了「日為記功自負、意謂其後必昌者」而

輕縱人犯罪刑！用王明德的話說便是：任何官員都不該「私其

法」！  

「法乃天下之公」，是王明德強調的法學核心價值，而

透過「公」與「私」這組二元對立觀念的操作，他將「法乃天

下之公」的價值觀，延伸到閱讀法律者所該具備的基本心態

上，他稱此種心態為「無我」。「無我」被列為《讀律佩觿》

書前揭櫫「讀律八法」中的一條，王明德勸人閱讀法律時，應

                                                      
15  《讀律佩觿》，頁536。 

16  如以「當官功過格」內容看，這類文本並非只鼓勵法官「輕判」人犯才能記
「功」，正好相反，能為受害人伸冤，也被列入重要的「功」範疇：如所謂「凡
聽訟，能伸冤理枉，一事算一功」；而若讓無辜民眾受苦，則更會被列入「過」
範疇：如「事不即決，淹禁停滯，使訟中生訟，破人身家，算十過；服毒、投
水、懸梁，圖賴人命，審無威逼，輒斷葬埋，以長輕生之習，一人算十過；不禁
溺女惡習，算百過」（顏茂猷編，《迪吉錄》，頁496-499）。 

17  《讀律佩觿》，頁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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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日為日功自負」的「私其法」心態，而要秉持「無我」

的態度研讀法律。何謂「無我」？王明德再由正、反兩面向做

了解釋： 

聖賢立教，惟有一中，中則洞洞空空、不偏不倚，何有于

功德！倘意見微有執著，雖公亦私，難免乎有我矣。18 

「中」是王明德詮釋「法乃天下之公」的另一個字眼，其實際

內容即是「洞洞空空、不偏不倚，何有于功德」。王明德以

「有我」與「無我」相對舉，前者是「私」，而後者是

「公」，他再次使用「公‧私」這組二元對立觀念來建構其法

律價值觀。 

研讀法律若不能做到「無我」，則會產生哪些不良影

響？王明德說：「有我之念，橫眩于胸，將未見刑書、即目為

俗吏之學、殘忍之習，未及展卷，先已枘鑿其不相入。一旦身

膺民寄、位列台輔，其何以定大獄而決大理、輔聖治而熙萬姓

哉！愚恐其寄權左右，授柄積胥，冤集禍叢，積久發暴，身且

為累，況望後嗣其昌乎！」「有我、日為記功自負」的私心作

祟，不只影響司法審判品質，還會形成一連串負面的連鎖反

應。這個連鎖反應的前提假設是：若讓「有我之念」起作用，

則人們於研讀法律之初，即可能在心中先將法律想像成只是處

罰人、傷害人、殺人的「殘忍之習」，或只是胥吏用來殘害百

姓的「俗吏之學」；而有了這些先入為主的想法，則法律知識

的價值便會被貶抑，進而產生兩層結果：一是淪為消極面的

「授柄積胥，冤集禍叢」乃至「身且為累」，二是在積極面上

不能以法律知識而獲取高官，由於平日貶抑法律知識價值，則

有朝一日皇帝命自己參與疑獄大案時，即不能大展長才，一旦

「身膺民寄、位列台輔」，則將「何以定大獄而決大理、輔聖

                                                      
18  《讀律佩觿》，頁53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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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而熙萬姓哉！」。 

「讀律八法」列於《讀律佩觿》卷首，是王明德用以勸

導讀者用心研讀法律知識的一整組原理、原則，而「無我」在

「讀律八法」中則有其獨特的重要性。所謂「讀律八法」，共

包括「扼要、提綱、尋源、互參、知別、衡心、集義、無我」

等八個綱目，19「無我」相當於八法中的壓軸。由「讀律八

法」各條綱目內容，不僅可看出王明德對法條解釋方法學上的

講究，也反映一位十七世紀法學家如何以「無我」、「天下之

公」等價值觀念建構其法律批判的內容。 

（二）法律的「自然」律則 

除了「讀律八法」外，《讀律佩觿》的長篇〈本序〉更

具體展現了王明德法律批判的精義。這篇自序長達十七頁，算

是罕見的法律專書序文。在〈本序〉裏，王明德將法律知識的

本質、起源與流變，界定為某種「法天之學」的存有、彰顯與

隱伏；同時，還將這種「法天之學」的存有、彰顯與隱伏，配

以「歷史」做佐證，王明德用不少篇幅綜述並評價了中國歷代

的法典特色與優劣。 

《讀律佩觿》〈本序〉寫於康熙十三年（1674），在我

看來，這篇序文基本上已是一篇由十七世紀中國法學家撰成的

「中國法制史」。以「法天之學」為基軸，王明德歷數了孔子

作《春秋》、子產鑄刑書、李悝作《法經》、商鞅訂秦法，乃

至漢律、曹魏律、六朝與隋唐律、宋律、金元律、明律以迄清

律的流變與演進，從而論證了一套以歷代法典演變為基礎的

「法律史觀」。 

《讀律佩觿》〈本序〉雖然也批評時人「掩目錮聰」的

                                                      
19  《讀律佩觿》，頁53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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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視法學行徑，20但更多篇幅仍在詮釋中國歷史上法律知識的

本質、起源與流變。何為法律知識的本質？王明德認為這個問

題最直截的答案，即是「法天之學」。但「法天之學」的實際

內容為何？以歷代政府法典名稱中所慣用的「律」字做引伸，

王明德指出：在中國的學問體系中，只有刑、曆、樂三者，才

在名稱上被人們賦予「律」的稱謂，從而出現「刑律」、「曆

律」與「樂律」這三類獨特的學問體系。王明德想論証的是：

「律」字之所以不見於刑、曆、樂三者之外的中國學問，並非

是純屬巧合，而是有其內在的道理。「刑律」、「曆律」與

「樂律」三類學問之所以能被長期賦以「律」的名稱和地位，

21不僅說明了這三種學問的地位與眾不同，更反映這三種知識

的本質：對「天、自然之氣」的倣效： 

明刑必本乎律天，天聽高而體圓，故郊見乎圜丘。圓數

六，奠極于五，故氣至六而極。律曆之數六，律樂之數

六，故律刑之數亦以六：六曹、六殺、六贓是也；証災祥

于五星，審治乎于五音，而祥五刑、明五聽、簡五辭、服

五罰、正五過，何一非極于五而正其失哉。然而，歲有僭

差，氣有盈縮；節奏有登降，風雅有正變；世有興替之遞

遷，道有污隆之異制，人有賦性剛柔強弱之不等，俗有淳

固浮澆之不一，習有溫良悍獷之異。齊，則不得不各致其

閏，以恰合天自然之氣。此刑所以一同夫曆與樂，而功用

                                                      
20  王明德說：「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鄭僑鑄刑書，孔子誦為惠

人。豈無說歟！惜乎世也鄙之為刀筆之傳，薄之為殘忍之習，抑之為俗吏之司，
泥之為拘牽之具，甚或身膺民牧、職隸司刑，終其職、終其身，終莫別其科條之
為魚魯亥豕者，是豈學富五車、識攻金石、反目迷乎此而不悟！良由薄之、鄙
之、群非而群厭之，堅中囿習，掩目錮聰」（《讀律佩觿》，頁520）。 

21  由「律曆、律樂、律法」三個傳統習用字詞為論據，強調以「律」為名只見於法
律、音樂、天文三種學問中，似是清初一些學者的共同看法，徐旭齡於康熙二十
年（1681）寫〈引用律例疏〉中也說：「古者樂律曰律，法律亦曰律，其義一
也。律差累黍，則聲音即變，故立法者取之，言一定而不可移易也」（收入
（清）賀長齡編，《清朝經世文編》，台北：世界書局，1964，卷 91，〈刑政〉
二，頁4上）。 



 也是「商法」問題：試論十七世紀中國的法律批判與法律推理  81 

PrintPsChiu 也是商法 2006.doc 

固亳髮其不爽者也。22 

這段文字想證明「刑、曆、樂」三種學問都具有同樣本質，都

是人們對「天」與「自然之氣」的體會與模倣。王明德不斷例

舉「五、六」等數字如何被同時運用在《尚書》、《禮記》等

儒家經典，以及「刑律、曆律、樂律」等各種專門術語中，藉

此論證這正是「天」與「自然之氣」盈縮消長於這些知識內容

的體現。不只用「五、六」等數字論證「自然之氣」的存在，

王明德還進一步論及法律與所謂「自然之數」之間的密切關

係：「深原夫刑之所自，寔本道德仁義以基生，初非全乎天地

自然之氣。雖然，謂非自然之數哉！」23單以法律一種知識而

論，對「天、自然之氣、自然之數」律則的倣效，不僅是這門

知識的本質，也是中國法律之學的起源。 

「自然之數」的提法，反映王明德對法律中的「數字」

有相當程度的著迷，在《讀律佩觿》本文中，作者在解釋清代

〈官司出入人罪〉律文時，即針對該條法律使用「原包杖、原

包折杖」等術語，直接援用當時的數學方法做佐證： 

增笞、杖，從徒，原包杖一百；增徒，從流，原包五徒折

杖二百；及以徒從徒、以流從流，不必包杖數語。命義深

微，似難通曉。因細為詳推，乃知：原包杖、原包折杖二

語，乃數學中還原之法，又即歸除所謂遇一無除、作九

一；而不必包折杖一語，即一歸不須歸之妙也。24 

這本是一條用來處罰司法人員審判時援用法條不慎而造

成當事人受刑過重或過輕的法條，但是，王明德卻直接援用數

學中「還原之法、歸除」等術語，解釋律文中的「原包杖、原

                                                      
22  《讀律佩觿》，頁518-519。 

23  《讀律佩觿》，頁514。 

24  《讀律佩觿》，頁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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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折杖」等字義。針對法律中的「數學」，王明德還做了如下

按語： 

此等算法，雖極顯明，然不先明減杖、加徒之源，則不能

分解此中折算精微之妙。25 

在王明德看來，利用數學不僅可有效解釋法律條文的「折算精

微之妙」，甚至於可以證明「前人立法」之精密：「乃知前人

立法，字字斟酌，字字周詳，一字不容輕忽如此，不可不細為

究心，以盡其妙耳」。26 

（三）法律的歷史演化 

法律條文呈現的有如數學般的「折算精微之妙」，以及

「前人立法」的「字字斟酌，字字周詳」，正是刑律與樂律、

曆律一樣同屬「法天之學」的體現。王明德更進一步將「前人

立法」與「法天之學」間的密切關係，連繫到孔子作《春秋》

與子產鑄刑書以來的一系列中國法律發展史上： 

嘗攷往古，統乎「律」為用，惟曆與樂，刑則未之前聞。

三代而上，勿論已，自周室東遷，五侯迭霸，功利競圖，

狡詐是崇，王綱紐解……督法任刑，痛酷慘烈，莫可抵

極。孔子幸生三代之末，去古未遠，然以世卿顓祿，崛起

無資，弗獲得位行其道，因作《春秋》，伸筆削以人心。

子產雖賢而在位，復以鄭風靡弱，局處一隅，終不得大行

其志于天下，懼乎刑失而求諸野，爰鑄刑書。27 

王明德將體現「法天之學」的中國法律起源問題，連繫到孔子

作《春秋》與子產鑄刑書的歷史事件，在王明德的觀念裏，孔

                                                      
25  《讀律佩觿》，頁601。 

26  《讀律佩觿》，頁603。 

27  《讀律佩觿》，頁51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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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與子產書寫的法律之學，不僅是「法律之學」的體現，也是

他所上追「前人立法」的典型。雖然，王明德也承認：「刑之

以律名，端自有漢始」，28但是，體現「自然之氣、自然之

數」的「前人立法」之心的法律之學，實則早見於孔子與子

產。 

自孔子與子產後，「法天之學」與「前人立法」的發展

則有起有伏，既有彰明較著之時，也有隱晦不顯之際。接著孔

子與子產，王明德又歷數了「簡約、和易」的李悝《法經》、

「約法恬民、務歸簡易」的漢代九章「律」、廢除「兩氏連坐

法」的曹魏律、乃至「變重為輕，削繁祛蠹」的唐代貞觀「律

令」、「因時參訂、節然可觀」的明律、「增損明律、歸宗有

漢」的清律，這一串法典製作的過程，在王明德看來，即是中

國法律之學「發達」的歷史。而與此相對照，無論是秦、晉、

南北朝、隋、五代乃至宋代的法律之學，都因為種種不同原因

而未能使「天地自然之氣」較完備地表現在當時的法律上，這

可謂是一串法律「不發逹」的歷史。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法律發達與不發達的歷史敘

事中，王明德論證了一種「隔代繼承」的法律演化系譜，並提

出一套與法律演化相關的解釋框架。如在提及西漢九章「律」

時，他寫道：「本悝之《法經》，益以擅興、廄、戶三篇，並

列為九，則刑之以律名，端自有漢始」。再如，簡介唐代貞觀

「更定律令」歷史時則說：「議定刑名二十等，減大辟九十

二，省流入徒七十一，加居作以寬絞刑五十餘，變重為輕，削

煩祛蠧，定枷、杻、鉗、鎖、笞、杖長短廣狹之制，斯一代之

律成。規其要，寔本漢始九章，為加詳」；而寫到明律則是：

「本唐律，因時參訂，後復世為修明，絲累條貫，節然可

觀」；最後，對清律的評論則是：「我清入定中原，首申律

                                                      
28  《讀律佩觿》，頁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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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一本明律，為增損。源而溯之，則寔歸宗乎有漢」。29 

質言之，王明德將清代法律視為由明律、唐律乃至漢律

的「隔代繼承」。而對這個「刑之以律名，端自有漢始」的法

律傳承過程，王明德做了總評： 

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雖百世可知

也」。禮、法殊分，寔相長而並峙，則律之為律，固百世

不刊之典、古聖王不易之匭度也。……子思子曰：「仲尼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則刑之以「律」

著也，其殆有取乎法天之意云耶！30 

對王明德而言，法律以「律」名雖始於漢代，但這一部由漢上

追李悝、子產、孔子，並由漢律下啟唐律、明律、清律的法律

發達史，隔代相承，不僅印證著「律之為律，固百世不刊之

典、古聖王不易之匭度」，更是孔子早已發現「上律天時」儒

家學術精義的「法天之意」的體現。從此角度看，「禮、法殊

分，寔相長而並峙」，法律之學與禮儀之學，根本相輔相成；

禮、法雖殊途，但卻同屬「法天之意」，也都是「天地自然之

氣」的體現。31 

王明德很看重「讀法者」的重要性，因而面對「蕭‧曹

刀筆吏、所學非同儒術、可盡薄而莫可宗」的批評，32其實無

                                                      
29  引文分見：《讀律佩觿》，頁515、516、517。 

30  《讀律佩觿》，頁517-518。 

31  漢、唐間的立法與司法政策主張中，即有言論反映「以自然為法、禮樂與政刑合
一、順天則時」等法律思想，從而構成傳統中國法律思想中的「自然觀」。可參
見：馬小紅，《禮與法：法的歷史連接——構建與解析中國傳統法》，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288-293。至於先秦法律思想中，荀子與墨子也都「肯定
實體法的制訂與執行必須遵從一更高的原則」，從而「都具有自然法的法理理
論」（引見：陳弱水，〈立法之道：荀、墨、韓三家法律思想要論〉，收入劉岱
總主編，黃俊傑分冊主編，《中國文化新論：思想篇》二，台北：聯經出版公
司，1982，頁 99）。我無意誇大王明德「法天之學、自然之氣」法律思想的重要
性，但至少以明清法律著作而論，王明德費心建構這套「法天之學」的法律批判
理論則仍有其特殊性，值得分梳。 

32  《讀律佩觿》，頁517-518。 



 也是「商法」問題：試論十七世紀中國的法律批判與法律推理  85 

PrintPsChiu 也是商法 2006.doc 

需理會，因為，研讀法律的人其實正是在學習承繼一套和儒家

經典有同等重要性的「法天之學」，「讀法者」該努力的，是

在研讀法律過程中體會「前人立法」之精義：「讀法者生乎千

百世而下，仰讀千百世以上之書，務當論其世、友其人，上下

乎千百世之義，以想見乎千百世以上之心，而後可服乎千百世

以下之人，而平其法」。33在王明德看來，只要細心體會表現

在歷史裏隔代相承的法律之學，「讀法者」完全可說是孔子之

學與「天地自然之氣」的繼承者與闡揚者，「讀法者」當然有

很重要的貢獻，法律知識的重要性也不言可喻。因而，王明德

在《讀律佩觿》〈凡例〉中，便直截了當地宣稱：「律例一

書，乃治世體要，非據理空談，古人謂之『法經』」。34以

「治世體要」形容「律例」重要性，並將法律知識的地位提昇

為「法經」的說辭，充份說明了王明德如何極力地強調法律知

識的重要性。 

總之，王明德建構的法律批判，不只是對「日為記功自

負」當時司法運作弊端的攻擊，也呈現於他有關法律實乃仿效

「天地自然之氣」的本質與起源式說明上。此外，他還將批判

對象帶到中國歷代法典的演進上，一方面批評那些有違「天地

自然之氣」的各朝代法律弊端，並論證那些足以充份展現「天

地自然之氣」的歷代法典究係如何「隔代繼承」；另一方面則

批判那些貶低「讀法者」為「蕭‧曹刀筆吏、所學非同儒術」

的誤解，並極力強調法律知識有如「法經」的重要地位。綜觀

王明德的種種主張，其實已是一套結合法律「本質、起源」與

歷史「演化」的法律批判理論。 

二、天道恤商：訟師秘本與棉布訟案

                                                      
33  《讀律佩觿》，頁517-518。 

34  《讀律佩觿》，頁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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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法律推理 

王明德在 1670 年代進行的法律批判，反映當時法學家對

法律知識何以有重要意義的一種理論建構。但在法學家之外，

包含商人在內的民眾，又是如何看待法律知識並與當時司法實

務做互動呢？這當然是龐雜的課題，需要更多實證研究做驗

證。本文只能挑選兩類文本做討論，一是十七世紀初年訟師秘

本《折獄明珠》有關訟師協助商人訴訟的文書範本，二是十七

世紀後半蘇州、松江地區發生幾件棉布業訟案所遺留下來的碑

刻司法文書記錄。針對這兩類文本，我將依序討論訟師代理商

人打官司時所運用的修辭策略，以及地方各級官員在棉布訟案

中用以審理裁決的法律推理（legal reasoning）。35 

（一）十五、十六世紀法律條文中的商人訴訟 

在討論訟師秘本與商業訟案相關法律推理前，必需先對

明清時代規範商人打官司的一些法條變動做些簡介。早在十六

世紀初修訂完成的《弘治問刑條例》單刻本中，即曾以專門法

條限制商人到京城打官司：「江西等處客人，在於各處買賣生

理，若有負欠錢債等項事情，止許於所在官司陳告，提問發

落。若有驀越赴京奏告者，問罪遞回。奏告情詞，不問虛實，

立案不行」。36這是明代正式公布施行全國的法律條文，而其

規範的重點，即是當時一群「江西等處」商人，因為經常赴北

京打官司，造成官員不勝其擾，中央政府認為商人此舉有違當

時禁止「越訴」的法律規定，因而特別制訂這條例文，明文禁

                                                      
35  所謂的「法律推理」，可有廣、狹兩層意含，廣義意含主要指的是「法官在面對

其所審理案件做成裁定之際，所經歷的種種心理過程」，狹義意含則主要指「法
官在提出其判決結果時（通常是書面判決），用以支持其判決的種種論證」（可
見：Martin P. Golding, Legal Reasoning, Broadview Press, 2001, p.1.）。由於歷史材
料的限制，分析法官判決心理過程層面的廣義法律推理，基本上極為困難，本文
所分析的法律推理，乃取其狹義者。 

36  黃彰健編，《明代律例彙編》，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79，頁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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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包含江西商人在內的商人越過該管衙門到北京打官司。 

在萬曆四十年（1612）出版的《律例箋釋》中，王肯堂

則考訂上開例文原出於明英宗天順年間（1457-1464）的「舊

例之文」，同時，他還建議修改這條例文的文字以使規範內容

更加精確：「賈客不止江西，江西亦非首省，似宜改此二

字」。37雖然直至清雍正三年（1725），本條例文才由刑部律

例館奏准將「江西等處客人」改為「直省客商」，38但由王肯

堂修訂例文的建議看來，當時商人打官司現象仍然引起了法學

家的注意。 

法律條文所載江西商人經常到北京打官司的情形，也有

其他史料可資佐證。十五世紀著名學者王士性（ 1436-

1494），即曾記錄了他當時遊歷所見徽州與江西等地商人集體

打官司的普遍風氣：「（休歙）商賈在外，遇鄉里之訟，不啻

身嘗之，醵金出死力，則又以眾幫眾，無非亦為己身地也。近

江右人出外，亦多效之」。39文中的「江右人」，指的即是江

西商人。可見被中央政府法律明文禁止越訴打官司的江西商

人，其實在好打官司方面，還是仿效當時徽州商人的「醵金出

死力、以眾幫眾」打官司風氣。十六世紀汪道昆（ 1525-

1593）在為眾多徽州商人作傳時，也記錄不少當時徽州商人外

地經商涉及訴訟的情形，如寫朱節（字介夫）這位經商杭州的

                                                      
37  萬曆四十年出版了題名王樵、王肯堂合著的《律例箋釋》，此書在清康熙三十年

（1691）由顧鼎重編再版，並改名為《王肯堂箋釋》（書中也另使用《王儀部先
生箋釋》，此書影印本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1 輯第 25 冊，北京：北京出版
社，1997）。王肯堂對江西商人條例文的考訂與批評，見：《王肯堂箋釋》，卷
22，〈刑律：訴訟：越訴〉條例文，頁 604。清代律學名家薛允昇也轉引王肯堂此
條修訂例文的意見（《讀例存疑（重刊本）》，黃靜嘉編校，台北：成文出版
社，1970，卷39，冊4，頁982）。 

38  （清）吳壇，《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原著於乾隆年間，本書現有新校本，見：
馬建石、楊育棠主編新校本，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此處所引史
料，見：新校本，頁871。 

39  （明）王士性，《廣志繹》，收入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新校
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2，「兩都」部，頁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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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寧屯溪商人生平事蹟時，汪道昆即寫道：「諸賈人苦二大

猾，數以告訐橫索錢，對簿窮，則援（朱）介夫為信，介夫伉

直自負，輒暴其罪狀讁之」，40這裏記錄的，正是一位勇於為

同鄉商人出頭抵抗地方豪強勒索，而出席作證對簿公堂的徽州

商人。41證諸王士性所謂的「遇鄉里之訟，不啻身嘗之，醵金

出死力」、「以眾幫眾」，朱節的行事，正與此兩相呼應。 

由十五到十六世紀，部份地域商人不怕或是習慣打官司

的風氣，已是時人親眼見及的史實。同時，部份商人好打官司

的風氣，甚至還直接影響到現行法律，連中央政府都被迫制定

專門法規限制商人越訴打官司。 

那些「江西等處商人」勞師動眾到北京打官司，究竟為

了何種訴訟案件？儘管目前案件檔案有闕，但由前述法條內容

看，應是以債務糾紛為主要訴訟內容，該條法律開頭即寫道：

「江西等處客人，在於各處買賣生理，若有負欠錢債等項事

情，止許於所在官司陳告，提問發落」，這明顯是規範商人債

務關係的法律條文。儘管沒有案例檢證這條法律保證商人財產

安全的實際效果，但以法律論述的大方向而論，政府立法之

際，並不抹殺商人提出要求保障債務安全，這卻是極明白的。

至於限制商人「越訴」，這也是當時適用全體民眾的司法訴訟

程序，並非單獨貶抑商人的訴訟地位。42 

                                                      
40  （明）汪道昆，《太函集》（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 19 年(1591)序刊本影印，

傅斯年圖書館影藏），卷28，〈朱介夫傳〉，頁15a~17b。 

41  徽商不畏訴訟，甚至主動透過訴訟爭取權益的習慣，由明至清依然，這方面情
形，可參見：卞利，〈論明清徽商的法制觀念〉，《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23,4(1999)：70-76。 

42  明代法律中特別標舉債務糾紛案件不得「越訴」的規定，仍有另外一條，規範對
象即是包括商人在內的全體民眾。這另外一條法律，是附屬於《明律》〈戶律〉
編〈錢債〉門〈違禁取利〉律的新增例文，該例規定：「凡負欠私債，兩京不赴
法司，而赴別衙門；在外不赴軍衛有司，而越赴巡撫、巡按、三司官處各告理，
及輒具本狀奏訴者，俱問罪，立案不行。若兩京別衙門聽從施行者，一體參究，
私債不追」。引見：（明）姚思仁，《大明律附例注釋》（影印明刊本），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卷9，頁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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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債務糾紛也展現在明代法律的修訂內容上。嘉靖七

年（1528）九月，一條由刑部奏准通過的〈費用受寄財產〉新

例，即針對一般民眾的債務糾紛做了新規範：「今後有犯該

〈費用受寄財物〉者，雖係親屬，與凡人一體坐贜論，減等科

罪，追物還主，不須以服遞減」，43這條例文等於補強了該例

所屬〈費用受寄財產〉的律文內容，將所有民眾不分有無親屬

關係，一律置於〈費用受寄財產〉所保障受寄人財物的法律規

範下。王肯堂不僅贊同此條例文，還對該例文的「立法主旨」

做出解釋：「寄託財畜，多係親屬，若以服制減罪，則負者眾

矣！故與凡人一體科之」。44王肯堂賛成此例文的主要理據，

其實內含著以下的因果推論：他認為，當時社會上欠錢或是欠

牲口財物不還的現象，多半發生於親屬之間，這是其推論的前

提；而在此前提下，王肯堂認為，如果法律還依親屬欠債不還

仍可按「服制減罪」的話，則結果便會是：「負者眾矣！」這

是王肯堂支持這條嘉靖七年新例費用受寄財產「與凡人一體坐

贜論」的主要論據，王肯堂的推論，其實已使用了某種類似於

我們今日所稱的「經濟」理由，為了減少債務糾紛避免出現

「負者眾矣」的現象，所以他支持「親屬費用受寄財物，並與

凡人一體科罪，追物還主，不須論服制遞減」的新立法。 

王肯堂以避免民間債務「負者眾矣」現象為理據，對這

條法律文字進行釋義。在明清法學家中，像王肯堂這樣使用擔

心「負者眾矣」這類「經濟」論證而考慮如何制定法條文字的

法學家人數，到底主流或非主流？這仍要再做探究。然而，當

徽州、江西等地商人「以眾幫眾」進行包含債務糾紛在內的種

                                                      
43  黃彰健編，《明代律例彙編》，卷 9，頁 575-576。明嘉靖 42 年（1563）重刊的

雷夢麟《讀律瑣言》，所記此條例文文字則已稍有出入：「親屬費用受寄財物，
並與凡人一體科罪，追物還主，不須論服制遞減」（卷 9，頁 198），行文更為簡
潔通暢，確是經過潤飾的例文，也可見到十六世紀間明代中央政府修訂法律的軌
跡。 

44  《王肯堂箋釋》，卷9，〈戶律：錢債：費用受寄財產〉條例文，頁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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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訴訟活動時，法學家如何解釋相關法律條文，相對而言，其

實仍是比較間接的因素，45真能立即而明顯地幫忙商人打官司

的，除了「以眾幫眾」的同鄉或好友之外，仍是當時人們習稱

「訟師」的人物。 

（二）《折獄明珠》商業訴訟範本的法律修辭 

晚明以降，江南即已是訟師最活躍與普遍存在的地區。46

十七世紀江南訟師介入地方司法程度頗深，不僅人數可觀，且

還出現外號「狀元」與「大麥」等高級訟師。47在明末以降的

江南地區，訟師確已成為當地頗受注目的新職業。48而隨訟師

人數的增多，人們對其評價也愈趨兩極化，正面評價訟師者，

以「狀元、會元」或「能品」等讚詞稱揚之；而負面評價訟師

者，則常以「訟棍」貶抑之，某些方志編者甚至視其為一種地

方禍源，如所謂：「吳中有三大蠹，一為訟師，民間凡有獄

訟，出為謀主」。49姑且不論稱揚或貶抑訟師的言論孰是孰

                                                      
45  或許我們也可套用「長期、短期」的時間分析：從短期看，法學家詮釋並支持有

利商人訴訟請求的法條，基本上是遠水難救近火；而從長期看，法學家影響修法
而重塑當時影響商人訴訟的法律架構，則依然是很重要的因素。 

46  明清訟師活躍情形以及時人對其社會地位的不同評價，可見：夫馬進，〈明清時
代的訟師與訴訟制度〉，王亞新譯，收入王亞新、梁治平編《明清時期的民事審
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頁389-430；Melissa Macauley, 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00-145. 

47  見：（明）徐復祚，《花當閣叢談》（收入《叢書集成新編》，台北：新文豐出
版社，1985，冊 85，卷三，〈朱應舉〉條，頁 561）。而人口有限的嘉定縣外岡
鎮，在明末也出現人稱「狀元、會元」的大訟師，並還有被封為「能品」的許多
知名訟師：「沈天池、楊玉川，有狀元、會元之號。近金荊石、潘心逸、周道
卿、陳心卿，較之沈、楊雖不逮，然自是能品」，引見：（明）殷聘尹纂，《外
岡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鎮志專集》，上海：上海書店，1992，冊2），
頁893。 

48  明清訟師分布不限於江南，但其他地區訟師人數相對較少，且其影響司法的手段
也一般不若江南複雜。如清乾隆年間著名幕友萬維翰所指出：「北省民情樸實，
即有狡詐，亦易窺破；南省刁黠，最多無情之辭，每出意想之外」（（清）萬維
翰，《幕學舉要》，收入《官箴書集成》，第 4冊，頁732）。 

49  乾隆《元和縣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卷 10，頁 107。列名所謂「吳中三大蠹」的蘇州訟師，其活躍情形則可見：夫馬
進，〈明清時代的訟師與訴訟制度〉，前引文，頁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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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至少對十七世紀江南有意打官司的商人而言，當地訟師的

普遍存在，總是商人面臨「買賣生理」過程中「負欠錢債等項

事情」訴訟時，可用以維護自身權益的有用資源。 

訟師如何幫商人打官司？除了各種合法、半合法或非法

的手段之外，為商人代寫狀紙，是訟師所能提供的重要幫助。

十六、十七世紀間，儘管因政府禁止涉訟當事人雇請「官代

書」之外的代理人介入司法審判，訟師也在受禁止代理訴訟之

列。這種禁令雖然無法防止訟師私下收費代打官司的趨勢，但

畢竟妨礙了民間傳授訴訟技藝正式機構的建立與發展。不過，

十六世紀以後廣為流傳的各種「訟師秘本」，50卻為傳播訟師

技藝提供了方便之門。由訟師秘本內容，可對訟師如何協助商

人寫狀紙等問題做些論證。以《折獄明珠》為例，這部訟師秘

本即編列「商賈類」這門用以協助商人書寫訴狀的範本。針對

「告合夥追本、告經紀吞錢、告經紀吞貨、告光棍假銀坑騙、

告船戶盜貨」等五種個案，「商賈類」內容分為原告呈詞、被

告訴詞以及收集或是揣摩得來的官員判詞等三方面文字範本，

為有志訟師職業的讀者提供習作；此外，「商賈類」內容還為

販木商人提供要求官府儘速放行木材完稅通過稅關等兩種陳情

文書。51 

                                                      
50  訟師秘本主要收錄法條、案例、關鍵法律用語與各類案件訴訟文書範本。夫馬進

先生搜羅訟師秘本甚勤，並配合許多重要史料做論證，他根據所收三十七種訟師
秘本做過基本內容分析，可見：夫馬進著，鄭民欽譯，〈訟師秘本《蕭曹遺筆》
的出現〉，收入寺田浩明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四卷：《日本學者考證
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明清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460-490；夫馬進，〈訟師秘本の世界〉，收入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の社會と
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頁189-238。 

51  《折獄明珠》，卷 4，頁 6-11。我所閱讀的《折獄明珠》為傅斯年圖書館攝自日
本內閣文庫藏本的微捲，書前有明萬曆三十年（1602）年署名「清波逸叟」的自
序，而書末頁則刷印「辛丑仲秋刊行」。故其成書年代當為十七世紀初，但刷印
或重製的「辛丑年」，則目前已有兩種不同的推測：一是明萬曆二十九年
（1601）（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編，《仁井田文庫漢籍目錄》，東京：東京
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9，頁 34）；二是清康熙六十年（1721）（張偉仁，
《中國法制史書目》，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76，第一冊，頁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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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獄明珠》除傳授寫作各類訟詞範本外，也重視通論

性狀紙寫作的原理原則，52為了練成寫作「百戰百勝」狀詞的

技藝，〈十段錦〉將狀詞標準結構區分為「硃語、緣由、期

由、計由、成敗、得失、証由、截語、結尾、事釋」等十個段

落，依序教導各段訣竅。在諸種訣竅中，也強調要準確地引用

政府法律。53同時，部份訟師秘本的編者還將書寫狀紙比喻為

行軍打仗：「得其法，則如良將用兵，百戰百勝，無不快意。

不得其法，則有司不准，終致反坐」， 54這是將訴訟視為

「勝」與「敗」的對決，而「百戰百勝」則成為訟師的努力目

標。55而除了「百戰百勝」之外，所謂「妙手」的「妙」字，

也是訟師秘本作者教導寫作狀紙時頗為留意追求的一個境界。

56 

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總難免落差。儘管訟師秘本編者

將「百戰百勝」與「始稱妙手」列為努力目標，但真要博得當

地人稱「會元、狀元」的訟師名聲，卻也絕非單憑通讀訟師秘

本即能獲致。以下我以《折獄明珠》「商賈類」所收五椿商人

                                                      
52  《折獄明珠》分上、下兩層排版，上層收〈六律總括歌〉與田土、姦情、婚姻、

人命等案件可用的法律套語，下層內容包括兩部份，一是摘述政府法律要義與書
寫訟狀的原則；二是收錄狀詞、判語與執照範本。對《折獄明珠》編排方式與部
份案例的分析，可見：邱澎生，〈真相大白？明清刑案中的法律推理〉，
收入熊秉真編，《讓證據說話──中國篇》，台北：麥田出版公
司，2001，頁 135-198。  

53  「凡立此段，必要先將事情起止、前後精細，議論明白，按事而立。此硃語，或
依律，或借意，必要與第八段截語相應，始稱妙」（《折獄明珠》，卷 1，〈十段
錦〉）。 

54  《折獄明珠》，卷1，〈十段錦〉。 

55  部份訟師秘本傳遞的這種「百戰百勝」理念，也意圖之外地因為明清審轉制度的
加嚴加密而得到更好的制度性支撐，此間關連性，可見拙文的分析：邱澎生，
〈以法為名：訟師與幕友對明清法律秩序的衝擊〉，《新史學》，15,4(2004)：93-
148。 

56  如《法家須知》以小說筆法描寫明宣德年間訟師朱顯的事蹟時，即有如下形容：
「家甚貧，乃博古通經之士也。無可度日，專代人作詞狀，但人之求者，無有不
勝，中間曲折婉轉，妙不可言」（（明）野叟，《法家須知》，〈外附奇狀六
條：作狀被訪〉），正是兼用「無有不勝」與「妙不可言」兩詞句形容本領高強
的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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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案以及兩件木商陳情文書為例，分析《折獄明珠》收錄商業

訟案的司法文書範本究竟如何運用各種法律修辭。 

《折獄明珠》「商賈類」五椿商人訟案，分別是販魚商

人控告合夥同伴於販魚途中捲款潛逃、賣糖商人控告蘇州牙行

侵吞糖貨、賣鐵商人控告牙行盜賣貨物、賣布小商販控告顧客

使用「銀面包銅」的偽劣貨弊、布商控告船戶於委託運送途中

盜布潛逃。至於兩件陳情文書，則都是代替木商寫呈，主要都

是請求主管稅關官員親至現場核查以加速木料通關程序。 

由《折獄明珠》「商賈類」所收兩件陳情書看來，木商

藉以訴求的最關鍵文字，都與商人生計與政府稅課有關，其主

要文句分別是：「朝夕徬徨，□（按：原文缺一字）天矜恤，

曲賜轉移。俾得上完國課，下保殘貲，上告」，以及「身家切

係，國課攸關。是以望切雲霓，伏乞俯舒引領，軫念下情，即

賜親丈」。57商人保護自身財產的「身家切係」與「下保殘

貲」等訴求，被直接連繫到商人繳納賦稅對「國課」的貢獻，

這是訟師在兩份商人陳情書中建構的一種相同論證方式。 

而五椿商業訟案文書中所使用的關鍵文句，則因案件情

形不同而有較多差異，難能一概而論，但由所錄官員審判文字

而論，仍有一些判決時常用的法律修辭：如第一椿販魚商人吳

計控告合夥同伴陳清於販魚途中捲款潛逃案例，審案法官的判

決文字有謂：「同行同命，（陳）清則先回，而（吳）計獨留

後，又未能釋然于人心。合究前銀，以正律法」；第二椿案件

是賣糖商人耿文控告牙人朱秀，第三椿案件為賣鐵商人鄧鳯控

告牙人丁端，兩案都是客商與牙行之間的債務訟案，前案是糖

商告牙行賣糖不交貨帳：「議限十日帳完，延今半載無取，孤

客牢寵，號天追給，上告」，後案是鐵商告牙行賣鐵不交貨

款：「婉取則推張、推李，急取則加辱加刑，遭此冤坑，坐斃

                                                      
57  《折獄明珠》，卷4，頁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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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情苦徬徨，乞天剪究，上告」。兩案原告狀紙不約而同

都以「孤客牢寵，號天追給」、「情苦徬徨，乞天剪究」強調

了客商的無助，以此哀求官員協助追回財貨。而兩案官員的判

決文字，則分別是：「惡令無恥棍惡一概黥吞，而俾異鄉孤客

纍纍然如喪家狗耶！理合追還，疏通客路，朱秀量問〈不

應〉」；「客人有貨，主家須要擔當；鋪戶無錢，經紀豈應出

貨！某等之脫騙客貨，是丁端誤之也。理合賠還，無得異

說」。58分析兩案官員的法律推理，前案官員主要以「疏通客

路」為論據，而後案官員則強調牙行做為中介商人，有義務要

善盡第三人責任，若買賣對手「鋪戶無錢」，則經紀牙行「豈

應出貨！」大致界定牙行在客商與鋪戶交易過程中應負連帶的

保障交易安全責任。 

第四案的原告是一位鄉民帶著自家所織棉布進城做筆零

星小買賣，在市場裏碰到位使用假銀兩買東西的鄭姓人士，在

一時不察以棉布換回假銀後，鄉民「哀求更換」，但鄭某「執

布不還」，訟師代此鄉民做狀時宣稱：「荒年遭騙，一家絕

食，苦口含冤，上告」。被告鄭某也有狀紙，詞稱：「切思人

非異面，市屬通衢，法禁嚴明，誰敢行詐，乞剪刁風，不遭枉

騙，上訴」。官員的判決包括如下推理：在調查到鄭某素行不

良乃「市中翼虎」後，官員指責鄭某以前即有「假銀買布，剥

削害民」的惡行紀錄，而此案發生地點雖然是如被告所言「市

屬通衢」的公開場所，眾目睽睽，本應不易行詐，但是，「以

市棍而遇鄉民，或明欺故騙耳」，也就是說，官員推論鄉民質

樸因而不敵市棍的欺騙。59 

                                                      
58 《折獄明珠》，卷 4，頁 7、7-8。〈不應〉為律條名稱，指《明律》〈刑律〉編

〈雜犯〉門〈不應為〉律，律文為：「凡不應得為而為之者，笞四十（原註：謂
律令無條，理不可為者）；事理重者，杖八十」（見：《大明律》，懷效鋒點
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頁205）。 

59  《折獄明珠》，卷4，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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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則是布商李雪控告船戶張風於承載布匹途中「沿

途盜賣」，李雪在船行間察覺而提質問，張風竟威脅李雪：

「身在伊船，財命任由佈置」。被告張風則以訴狀反控李雪圖

賴行船運費：「刁客僱船載貨，議至某處交缷，舡價十兩，付

三存七，餘約抵岸，方行湊足。豈意刁商中途架身盜貨。不思

貨有稅單可查，指盜何贓可據。叩天算追舡價，電誣超貧，上

告」。面對兩造所指控的不同內容，官員在開庭「研審」相關

證詞後，認定張風反控李雪「船價不償」為虛詞，「殊為可

恨」，最後判決結果為：張風「合以盜賣他人物業者，計贓擬

徒。其貨物，理合追還」。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官員寫判決文

字時，主動提及布商的處境：張風「半途貨魆賣，李雪幸覺，

此天道之所不容者也」。60前及幾案中的商人原告，常會在狀

紙中強調自己處境之可憐，但收於李雪告張風這椿訟案文書中

的〈劉公審語〉，卻主動以「天道之所不容」的強烈語詞來形

容商人在經商過程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對待。 

我們可以懷疑《折獄明珠》中的原、被告狀紙與官員判

決或許只是虛構，但是，除非訟師不想打贏官司，否則其收錄

文書範本中「虛構」的情節結構，一定不能不符合當時常見的

商業習慣以及法官常用的法律推理。訟師秘本中出現的官員名

字可能不一定實際存在，但其文書範本採用「天道之所不容」

等強烈詞句形容商人經商的辛酸委曲，卻仍很可能是當時常用

的法律修辭，值得注意。 

不僅如此，運用「天道之所不容」形容商人財貨受到不

法侵害的修辭，並非是只於訟師秘本中出現的特例，李樂在明

萬曆年間描述蘇州府左鄰湖州府屬烏鎮、青鎮的客商與牙行糾

紛時，即用類似語句形容客商遭受牙行侵欺的可憐情境：

「（牙）主人私收用度，如囊中己物，致（客）商累月經年坐

                                                      
60  《折獄明珠》，卷4，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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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這商貨中間，又有借本置來者，舉家懸望，如何負了

他？負了他，天不容，地不載，世間極惡大罪也。余目擊心

傷」，61這是十六世紀一位江南士人對當地客商的深切同情，

不約而同地，他也使用「天不容，地不載，世間極惡大罪」這

樣強烈字眼讉責牙行侵欠客商財貨，並建請地方官員要「出示

曉諭」保護客商，不可再對商人提出的債務訟案「漫不經心，

漫不加刑」。62 

不只訟師秘本與地方士人用「天道之所不容」或是「世

間極惡大罪」等強烈辭句強調商人財貨不可侵犯，十七、十八

世紀之交的福建巡撫張伯行也以「誰憐越陌度阡、目斷家園於

異國？遂使本虧貨折，淚灑憫救之無門，種種弊端，深可憐

惻」等文句，表逹他對商人處境的深切同情。63雖然我們很難

評估十七世紀官員重視商人財產安全的普遍性，但若將李樂、

張伯行等同情商人處境的言論與禁令，配合《折獄明珠》以

「天道之所不容」判決李雪勝訴等官員判詞一起做觀察，則我

們還是不該忽略當時強調商人經商與財產安全不容侵犯等社會

輿論與法律修辭流行於中國部份經濟發達地區的史實。 

《折獄明珠》「商賈類」範本固然只是訟師練習訴訟文

字攻防的教材，其中相關的人名、地名可能是「虛構」的文

字，但是，這些教材記載諸如「客人有貨，主家須要擔當；鋪

戶無錢，經紀豈應出貨」這類有關商業風險如何劃分「過失、

責任」的問題，卻極可能反映當時法官確實承認民間通行的商

業習慣，這種商業與法律的「情節」，應該不屬於訟師秘本編

                                                      
61  （明）李樂，《續見聞雜記》（影印萬曆年間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卷11，頁30。 
62 （明）李樂，《續見聞雜記》，卷11，頁30。 

63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褔建巡撫張伯行就任之初即「開期放告」，在「披閱所屬
呈詞，所控負欠客債者甚多」之後，即頒布〈嚴禁牙棍扛吞示〉，除明令保障商
人財貨安全，也指出商人經營的辛苦：「為商賈者，出其汗，積微資，越境貿
易」（（清）張伯行，《正誼堂集》，影印清光緒五年(1879)刊本，收入（清）吳
元炳編，《三賢政書》，台北：學生書局，1976，卷5，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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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虛構」的範圍，其真實性應可肯認。此外，訟師秘本訴訟

範本所使用的「上完國課，下保殘貲」與「身家切係，國課攸

關」等陳情訴求，以及用「天道之所不容」強調商人經商財貨

不該受船戶侵犯，拿這些語句去印證前述江南士人李樂或福建

巡撫張伯行用以表達同情商人處境的言論與禁令，更可證明訟

師秘本所運用的這些法律修辭，其實都足以反映十七世紀中國

用來處理商業訟案時常見的一種法律推理。 

（三）蘇州、松江地區棉布訟案的法律推理 

比訟師秘本記錄審判案件更「真實」的，是當時以碑刻

形式留下的審判記錄摘要，以下，我要將法律推理問題帶到對

十七世紀蘇州、松江地區官員有關棉布訟案司法文書的分析

上。清順治十六年（1659）四月，蘇州、松江地區三十七家布

商字號，聯名將官府頒發的〈蘇松兩府遵奉撫院憲禁明文〉刊

刻碑石，這份碑文轉載了蘇松地區各級官員為棉布訟案做成的

幾件判決書摘要，該件訟案起因於「奸牙沈青臣假冒三陽號

記，私刊刷（布）」，做為仿冒商標受害者的眾多棉布字號商

人，到兩個不同衙門對沈青臣提出告訴。一是松江府的「金三

陽」字號商人到「奉欽差巡撫江寧等處都御史」衙門控告沈青

臣仿冒棉布商標，欽差大人隨即發文蘇州知府：「仰蘇州府立

提，限三日連人解報」；二是由蘇、松兩府布商朱嘉義、朱金

蘭、查弘義等人聯名到江蘇巡撫衙門以「虎牙恣偽亂真事」控

告沈青臣，江蘇巡撫下令蘇州知府「仰府嚴究，速解報」。蘇

州知府很快傳齊被告、原告與相關人證，調查清楚後，蘇州府

將調查與審理結果一併送呈江蘇巡撫，江蘇巡撫做成最後判

決：「據詳，『金三陽』字號歷年已久，乃沈青臣勾同別商，

射利假冒，奸徒技倆，真難方物矣。念經悔過，處明歸還，姑

不深究外，該（蘇州）府仍行嚴飭永禁，不許再行混冒，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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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商衅端」。64 

在江蘇巡撫做成上述裁決後，松江地區布商又請求將這

份發給蘇州府的公文同時移文到松江府，以便一體執行此裁

決。這份陳詞說明了當時棉布字號商人的生產銷售方式：

「（金三）陽等，布店在松（江府城），發賣在蘇（州府

城），且牙行亦多居松」。65布商之所以要說明他們在松江府

生產棉布、收集棉布而到蘇州府開店販賣棉布的產銷組織，主

要是為強調自己在蘇州府取得勝訴後何以仍有需要移文松江府

的合理性。 

江蘇巡撫同意布商請求，下令蘇州府將裁決結果移文松

江府。松江府接到移文後，也為金三陽等棉布商人頒發一道可

供「勒石示禁」的公文：「為照：商賈貿易布匹，惟憑字號識

認，以昭信義，是處皆然，毋容混冒」，「為此，仰府屬布牙

知悉，自禁之後，各照本記字號印刷貿易，不許仍前構通混

冒，致起衅端，取究未便！」這等於承認棉布市場上以布料所

縫「字號」區別品牌的商業習慣，具有不容冒用的法律保障效

果。這次訟案與相關禁令固然未列為全國通行的法律，但至少

在十七世紀中葉的松江、蘇州地區，這已成為一個將「自生自

發」商業習慣連結到地方政府公告法律規範的典型案例。 

蘇州府為本案所做判決文，被部份地保存在這份順治十

六年四月的〈蘇松兩府遵奉撫院憲禁明文〉碑石上，其中有

云： 

為照，眾商各立號記，上供朝廷之取辦，下便關津之稽

查，取信遠商，歷年已久，向有定例，不容混冒。何物奸

牙沈清臣，敢於壟斷居奇，私翻摹刻，以偽亂真，丑布射

利，以致同商駢控。今三陽之字號，原歸金姓，竊號之青

                                                      
64  上海博物館編，《上海碑刻資料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84。 

65  《上海碑刻資料選集》，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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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業經創懲。但邇來奸徒險猾效尤者，藏奸叵測，為

此，奉憲給帖眾商，永為遵守，勒石通衢，志為定例。今

後商、牙，各守各業。如有奸牙地棍，覬覦字號，串同客

賈，復行假冒，起衅生端，上誤國課，下病商民，許即指

名報府，以憑立拿究撫院，正法施行，決不輕貸！66 

「上誤國課，下病商民」，成為這位蘇州知府禁止冒用棉布字

號的重要論據，而由這份判決文書末尾思欲防阻「奸牙地棍，

覬覦字號，串同客賈，復行假冒」看來，不同棉布商人間的商

業競爭真是十分競烈，這其實反映了十七世紀松江、蘇州棉布

市場的基本格局：牙行、客商、字號商人三者間，彼此既常合

作，而又時相競爭。 

當時棉布業商人有以地域區分不同商幫的現象，牙行人

數以本地人居多，客商則以徽州、山陝、洞庭、福建商人為大

宗；至於字號商人，在清初原以徽州商人和洞庭商人各擅勝

場，但至康熙年間，則徽州商人已更居領導地位。67只是，在

競爭激烈的棉布市場上，商幫團體並無能力限制市場競爭，客

商攜鉅款至松江、蘇州買布，進而行銷全國。字號商人則憑優

良棉布品牌，以搶接客商訂單；但是，有企圖心的牙行，仍可

設法吸引客商搶奪字號商人生意。更何況，字號商人彼此間競

爭客商訂單，也總屬勢所難免。激烈競爭中，品牌乃日益成為

影響棉布市場中買方訂單數量與賣方出貨占有率的關鍵。理解

這個商業背景，也就能更清楚順治十六年〈蘇松兩府遵奉撫院

憲禁明文〉記載商業訟案中的「金三陽」品牌為何可成為原告

                                                      
66  《上海碑刻資料選集》，頁85。 

67  范金民，〈清代江南棉布字號探析〉，《歷史研究》，2002,1（2002）：91。據估
計，清初松江棉布字號約有三、四十家，明末亦不會多於此數。而至康熙年間，
蘇州則取代松江，成為字號最密集地方。由康熙中後期到雍正年間，包含蘇州在
內的江南棉布字號，進入最興盛時期，其數目則大約是不超過一百家（范金民，
上引文，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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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爭執焦點；而沈青臣之串聯部份客商「壟斷居奇，私翻摹

刻」金三陽的品牌棉布，也顯得更加勢使之然。 

上引蘇州知府的判決書中，很可能採納了摘自「金三

陽」等原告棉布商人狀紙中的詞句，從而把棉布字號商人「號

記」扮演的角色，提到頗重要的地位：「眾商各立號記，上供

朝廷之取辦，下便關津之稽查，取信遠商，歷年已久，向有定

例」。無論是否是官員心中真意，至少，蘇州知府使用這段結

合「朝廷取辦、關津稽查」與「取信遠商」的判決文字，這等

於是呼應了前述「上誤國課，下病商民」的論據，而國家賦稅

收入與商人營業安全之間的關係，也再次被直接連繫起來，成

為十七世紀官方判決商業訟案中所使用的一種法律推理。 

康熙三年（1644），一些松江府屬棉布牙行，聯名控告

少數假借官府名義強編牙行承值供布的自稱「小甲、月首」的

特權牙人，得到當時江蘇巡撫的支持，從而禁革日後再有自稱

小甲、月首人等非法擾害棉布牙人與客商。康熙九年

（1670），「批發布牙」劉純如、張斌候、姚辛等人呈請地方

長官重申康熙三年官方禁革小甲、月首的法令，並准其刻石立

碑。在陳情書書中，這些松江布牙商人又搬出了類似訴求：

「松屬海隅，惟賴民間布匹，標商貿易，上□（按：原文缺一

字）國課，下濟民生」；68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正式刻

立了〈奉憲勒石禁革索貼擾害碑記〉，文中記錄了松江府屬各

級長官保障這些批發布牙權益的文字，諸如華亭縣知縣所頒公

文有如下內容：「松（江府）屬所產惟布，其所以上完國賦，

下資民生，賴此商賈貿易」；婁縣知縣的公文很獨特，上面竟

有對話體：「傳集原呈張斌候、姚達等到縣訊問：『你們到大

衙門具這呈紙，想是還有不遵依的麼？』張斌候、姚達齊供：

『沒有』。問：『你們但要勒石，還有甚麼別說？』又供：

                                                      
68  《上海碑刻資料選集》，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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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別說，只恐日久弊生，又復照舊，所以小的□（按：原

文缺一字）求勒石杜患』」，這位婁縣知縣在由對話體轉回書

寫體裁後，做成如下結論：「事關恤商美政，相應允其所請，

聽從勒石通衢者也，等因」。松江知府也在上海知縣、青浦知

縣分別表達同意呈詞意見後，接著做了裁定：「恤商既屬美

政，去害務絕根株」，從而批准了這群「批發布牙」的陳詞。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順治十六年的棉布字號仿冒

牌記訟案，或是康熙初年棉布牙行呈請禁革強編「小甲」，這

些司法行政事務都係屬於當時分類為「錢債、市廛」的「州縣

自理」商業訟案，原本只要州縣官處理即可，但卻同時由巡撫

等省級長官下令交辦，要求所屬知府與數個縣份的知縣分級審

理或是表示意見。由蘇、松地區各級官員處理棉布商人經商請

求的兩椿實例看來，其涉及官員層級之高，實在很難說該時該

地的地方官員忽略商業訟案。而地方官員對棉布商標牌記商業

習慣的充份承認，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由兩椿棉布訟案文書或是示禁文書內容看來，文書中訴

求的重點，由避免「上誤國課，下病商民」，到「恤商既屬美

政，去害務絕根株」，這中間的遣詞用字實在具有很高的共通

性，這清楚反映十七世紀中晚期松江、蘇州官員審理棉布訟案

與處理商人陳情時，其所應用的關鍵法律推理，已出現將商人

對財政貢獻連繫到保護商人經商權益的某種基本論證格局。若

再配合前述十七世紀初年成書《折獄明珠》「商賈類」訟案與

呈詞文字中的「身家切係，國課攸關」等訴求綜合做考察，則

這些證據都表明十七世紀江南地區在商業訴訟與商業行政中，

已在有益國家賦稅與保障商人財產的訴求之間，發展出相互加

強的正面連繫關係，這不僅於判決中用以強化商人勝訴的正當

性，更清楚成為當時司法文書慣用的一種法律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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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本文討論王明德在清康熙十三年（ 1674）左右成書的

《讀律佩觿》，分梳他如何以「法乃天下之公」概念為主軸，

既批判當時司法界「日為記功自負」的現象，又藉以呈顯法律

乃是仿效「自然之氣、自然之數」的「法天之學」，從而強調

法律在知識來源上的神聖性。同時，王明德還以「法天之學」

的法律神聖性，批判中國歷代法典的優劣得失，從而提出一種

中國法典「隔代繼承」的法律演化觀。法律知識的神聖性以及

法律知識的演化觀，構成了王明德「法天之學」這套法律批判

觀點的基本內含。 

至於明萬曆三十年（1602）前後成書的《折獄明珠》，

以及清順治十六年（1659）、康熙十一年（1672）間蘇州、松

江地區的幾份碑刻史料，我也對其中的法律文書與行政告示進

行分析，由這些廣義的司法文書看來，無論其內容究竟是由職

司審判工作的官員發布，或是由訟師秘本作者所擬作改寫，這

些司法文書都在處理商業訟案或商業糾紛中，有意識地建構一

種強調「恤商」可以有益「國課」的因果關連性，這可謂是當

時頗為明確的一種法律推理。 

從法律變遷的角度看，十七世紀中國其實是個多元而豐

富的時代。王明德將刑、曆、樂並列為「法天」之學，直指

「律例一書，乃治世體要，非據理空談，古人謂之『法

經』」，強調「禮、法殊分，實相長而並峙」，並宣稱「法乃

天下之公，即天子亦不容私所親」，在在顯示當時法學家極力

提高法律地位的企圖心。而十七世紀後半蘇州、松江地區地方

官員在審判與裁決文書中，結合「恤商美政」與「有益國課」

的法律推理，更是當時經濟與法律互動的具體展現。這些法律

批判與法律推理的出現，其實也可反映十七世紀後半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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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的一個重要側面。 

十七世紀初年成書的《折獄明珠》「商賈類」商業訟案

文書範本，出現了以「天道之所不容」強調商人財貨不容侵犯

的法律訴求；十七世紀後半，清初蘇、松地區棉布訟案文書則

正式使用了「恤商」有益「國課」的法律推理。而在此同一世

紀中，則有十七世紀七十年代王明德以「法乃天下之公、法天

之學」建構的法律批判。然而，回到本文開始時引用吳承明先

生對十六至十九世紀之間中國社會、經濟有發展而政治、法律

無變遷的提問，面對這個我簡稱之為「雙元格局」的提問，透

過本文對十七世紀法律批判與法律推理的一些個案，我將續對

當時中國未能出現「保障私有產權和債權的商法」課題做些申

論。 

有關十六至十九世紀之間中國沒能出現「商法」的問

題，對一般人而言，至少含有以下兩個相互關連的假想或推

論。一是當時中國因為不重視法律知識或是經濟不夠發達而未

能出現商法，二是歐洲因為重視法律知識或經濟發達而能出現

「商法」。第二個問題涉及近代歐洲「私法」（private law）

與「商法」（law merchant或 mercantile law）69的不同發展途

徑，儘管我對此所知有限，但也要指出：如果真要將「商法」

理解為足以「保障私有產權和債權」的一套法律體系，則其在

歐洲真正開始出現的時間，也大約是自十八世紀後半葉之後；

而且，英國情形主要透過 Lord Mansfield 在其大法官任期內

（1757-1788）以商人出任陪審團成員等系列司法改革所建立

的商業判例而啟動，70而歐陸則基本上依循濫觴於十八、十九

                                                      
69 Law merchant為拉丁原文 lex mercatoria的英譯，也可泛稱為mercantile law，這三

個外語名詞都可以譯為中文的「商法」。但中文意義的「商法」，還有英文的
commercial law或business law兩個名詞可做對譯，只是，無論是 law merchant或
mercantile law，都要比後面兩個英文名詞更「古老」，更有歷史發展的意味。
見：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詞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頁909。 

70  David Lieberman, The Province of Legislation Determined: Legal Theory in Eightee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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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頒布各種民法典的立法原則，從而制訂各種商業法

律。71這是兩種不同的法律演化路徑，不宜一概而論。 

以本文討論時間而論，拿十八世紀後半歐洲才逐步發生

的「商法」現象來探究何以十七世紀中國未出現「保障私有產

權和債權」的商法，有些不切實際。因此，我這裏要討論的是

第一個假設或推論：因為不重視法律知識或是經濟不夠發達，

所以中國未能出現商法。而有關明清中國經濟是否不夠「發

達」？近年來已有幾部專書做了更講究比較方法的分析，其結

論大體認為：直至進入十九世紀初期以前，明清江南的經濟發

展並不遜於同時期的西歐國家。72因而，是否是經濟不夠發達

而導致「商法」未能出現於明清中國？這個問題的前提假設，

本身即有不小問題。 

至於有關明清中國是否因為「不重視法律知識」而未能

於十八世末葉出現「商法」？這問題倒是值得多做分辨，本文

提供十七世紀中國法律批判與法律推理的三類個案，應可對此

問題做較直接的回應。 

                                                      
century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88-121.只是，與司法
改革同時併存的，則是十七、十八世紀倫敦城市地區法官收錢受賄影響判決之普
遍，這現象引發當時民眾的極度憤慨，論者有謂：「十八世紀倫敦城市法官，已
是貪污腐敗的代名詞（a byword for corruption）」（引見：Norma Landau, “The 
Trading Justice’s Trade,” in Norma Landau ed. Law, Crime and English Society, 1660-
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6.） 

71 維亞克爾（Franz Wieacker）著，陳愛娥、黃建輝譯，《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
發展為觀察重點》，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4，頁309-329。 

72  經濟夠不夠「發達」？其實是個比較的問題，既涉及不同地區在同一時間內的比
較，也涉及相同地區在不同時間的比較，不該泛泛而論，特別是不宜再將十九世
紀以降中國經濟的「落後」上推到十八世紀以前歐洲經濟的「進步」。這般不問
比較對象在時間、空間上的差異，而只簡單以成敗論英雄的舊見成說，近年來受
到不少明清經濟史家的強烈批判，如王國斌的《轉變中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
洲經驗的局限》（上海：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業
化(1550-18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台北：巨流出版
公司，2004），都為其中代表作。相關簡介，也可見：李伯重，〈「相看兩不
厭」——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及歐洲經驗的局限》評介〉，《史學理
論研究》，2000,2：148-158；吳承明，〈西方史學界關于中西比較研究的新思
維〉，《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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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紀中國，對法律知識漠不關心或是評價不高的

言論與心態固然很多，但強調法律知識重要性的言論亦復不

少，其內容反映當時人們高度評價法律重要性的事例，令人印

象深刻。王明德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雖然他宣稱「法乃天下

之公，即天子亦不容私所親」其實有些空想，在當時君主權力

在現實上幾乎不面臨任何有力挑戰的制度條件下，這種言論顯

得頗為迂腐，但由王明德擬定的「讀律八法」，以及他在《讀

律佩觿》〈本序〉中並列「刑、曆、樂」為「法天」之學、將

法律起源拉到孔子作《春秋》與子產鑄刑書、由歷代法典發展

建構一套法律內容體現「自然之氣、自然之氣」的「隔代繼

承」法律史觀、強調「禮、法殊分，實相長而並峙，則律之為

律，固百世不刊之典、古聖王不易之軌度」等有關法律批判的

內容看來，仍然具體呈顯當時中國法學家如何大力提昇法律知

識的重要性。 

王明德絕非特例，另外有位徐文青，他也極愛好閱讀法

律：「自為諸生時，即嗜讀律。瀾翻背誦，雖專門名家不逮。

既舉孝廉，官中翰，所至，必以律自隨」，不僅如此，徐文青

任官刑部後，更經常與朋友討論法律精義：「據律斷事，益伸

其志。其同修律例也，每樹一議、設一難，或援彼以喻此，或

沿流以討源，無不疏通證明，折衷至當」。73同時期的刑部官

員徐宏先也有類似態度：「自入律館，追陪修律之列，夙夜冰

兢，夙夜惶恐，寢食於律例之中」。而何以徐宏先如此認真研

讀法律？他自己即有答案：「修律，則事關千秋，日日遵行，

開一條，即活千萬人；刻一條，即殺千萬人。修之當，其功甚

大；修之不當，其罪不小。鳴呼！可不懼哉！」74這裏已是一

                                                      
73  （清）張玉書，〈《刑書纂要》序〉，收入《清朝經世文編》，卷 90，〈刑政〉

一，頁2下。 

74  （清）徐宏先，〈修律自愧文〉，收入《清朝經世文編》，卷 91，〈刑政〉二，
頁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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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親身參與修法與立法活動者對法律知識重要性所展現的強烈

自覺。 

然則，問題應該不在於十七世紀中國是否也重視法律知

識，而是人們所以重視法律知識的價值觀，究竟能否順利地連

繫到有利於在中國出現「保障私有產權和債權」的「商法」？ 

王明德出版《讀律佩觿》後，隨即有盛魯得撰《讀律辯

訛》做辯駁。趙俞在〈《讀律辯訛》序〉上，透露了十七世紀

一批同樣重視法律知識的人們究竟與王明德有何種不同的法律

價值觀。在稱讚《讀律佩觿》有益解讀法條難懂文義後，盛魯

得批評王明德的「法乃天下之公」論述：「夫刑者，聖人仁天

下之大法；而律也者，則義理之權衡也」，「天下固有持廉秉

公，而不得其平者矣！無他，好作聰明而恣行妄臆，權衡一

爽，大法倒置。每以生人之意，出為殺人之具，其初不過逞一

時之見、伸一己之說，而不知其貽禍烈也。夫用刑之失，其所

失猶止在一事耳；況乎講讀律令，筆之于書，傳之于世，其流

弊又何所底耶！」盛氏的主張是，當司法官員只強調「公平」

而忽略「生人之意」時，則法律即可能淪為「殺人之具」。針

對盛魯得的「生人之意」與王明德的「天下之公」不同法律主

張，趙愈則試做調和：「《辯訛》之作，其王氏之諍友，而律

家之功臣也歟！」75意思是兩種主張各有其道理。 

王明德強調的法律核心價值，偏重在「公平」；而盛魯

得則偏重於研讀法律者要更加具備「仁慈」之心。簡言之，盛

魯得強調的是「仁慈」在法律知識體系中的優先性。而趙愈之

所以認為王明德與盛魯得的著作其實同是「律家之功臣」，其

實即是同時強調「公平」與「仁慈」在法律知識上的重要性，

這正反映當時法律知識體系內部的兩種核心價值，對趙愈而

                                                      
75  （清）趙俞，〈《讀律辯訛》序〉，收入《清朝經世文編》，卷 91，〈刑政〉

二，頁2下-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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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兩者同樣重要，但至於孰先孰後，恐怕即是閱讀、解釋與

執行法律者的臨事權衡問題。 

由現有資料看來，「仁慈」派可能是當時的法學主流。

有關「仁慈」做為法律的核心價值，徐宏先有極具體的鋪陳：

「律文至細，律義至深，有一句一意者，有一句數意者；有一

字一意者，有一字數意者，總是一片哀矜惻怛之心，不欲輕致

民於死之意也」。76徐宏先所提「總是一片哀矜惻怛之心，不

欲輕致民於死之意」，正是以「仁慈」做為法律的核心價值，

在當時強調法律知識重要性的人們中，這種看法應該仍是主

流。至於王明德強調「聖賢立教，惟有一中，中則洞洞空空、

不偏不倚，何有于功德」，甚至宣稱「法乃天下之公，即天子

亦不容私所親」，這種強調「公平」優先性的主張，可能仍是

人數較少的非主流。但無論「仁慈」與「公平」在法學價值中

孰佔優先地位，這才是主宰當時中國法學家的關鍵課題。 

若拿十七至十八世紀間英國法庭逐漸承認並匯整商業習

慣或既有「商法」（law merchant）的發展歷程做比較，更可

看出十七世紀中國法學家們論辨「仁慈」與「公平」孰先孰後

問題的特殊性。 

在 Lord Mansfield擔任英國國王法庭（the Court of King’s 

bench）法官的三十年間（1757-1788）以前，英國的商業訴訟

其實也常被時人批評為不能得到法官的合理判決。而

Mansfield 大法官的貢獻，則是他經常徵詢倫敦商人對司法個

案所涉及商業經營的專業意見，並將這些徵詢結果結合到他自

己對有關著作權（copyright）、匯票（bill of exchange）、本

票（promissory note）、保險等商業行為運作的整體性看法

中，從而透過各種具體判決，有意識地去發展一套有關「商人

之法」（ law-merchant）的法律體系，他企圖建立的是一套

                                                      
76  （清）徐宏先，〈修律自愧文〉，頁2下。 



108 《法制史研究》第八期 

PrintPsChiu 也是商法 2006.doc 

「能為人易學易記」（easily learned and easily retained）的商

業法律原理（rules）。有意識地追求所謂「清晰明確的通則

（general principles）」，正是 Mansfield所以能開創十八世紀

後半英國商法典實質進展的原動力。77由此實例做比較，則無

論是王明德法律批判重視的「法乃天下之公」，或是十七世紀

其他中國法學家更強調的「一片哀矜惻怛之心」，這類「仁

慈、公平」孰先孰後的辯論，與十八世紀後半英國法官試圖建

立「清晰明確的通則」的努力方向，兩者頗不相同。 

英國 Mansfield 法官所關心的以「清晰明確的通則」來建

立一套「能為人易學易記」的商業法律原理，正與十七世紀中

國法學家有關「仁慈、公平」孰先孰後的關懷構成有意義的對

比。王明德、徐文青、盛魯得、徐宏先等人，雖然也重視法律

知識，但建立一套「能為人易學易記」的商業法律原理，卻不

是當時「公平、仁慈」爭議所欲包含的法律議題，即便是王明

德提倡的「法天之學」與「自然之數」，也不一定能轉化成對

商業法律建立「清晰明確通則」的努力，這是不同地區、不同

時代法學家以不同模式展現法律知識重要性的方向問題，而不

是誰比誰更重視法律知識的問題。 

大體上看，儘管十七世紀以後中國江南等地區有更多法

官與訟師介入數量眾多的商業訟案，但上述存於不同地區、不

同時代法學家內部如何關懷法律知識重要性的方向差異，確實

會影響商業法律的發展模式。若說十七世紀中國較難出現英國

十八世紀後半的「商法」發展模式，這是合理的推論，但要說

當時中國並不出現「保障私有產權和債權」的商業法律，則此

語便有些含混，較難反映當時江南地區官員處理商業訟案的實

際情形。 

                                                      
77  David Lieberman, The Province of Legislation Determined: Legal The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p.95, 10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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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十七世紀訟師秘本與蘇、松地區棉布訟案中的法律推

理看，當時法律知識與司法體系在面對商人產權與債權保障問

題時，在某些商業發達的城鎮裏，仍是曾經做出有意義的回

應。《折獄明珠》商人訴訟範本出現「上完國課，下保殘貲」

與「身家切係，國課攸關」等商人陳情訴求，以及「天道之所

不容」等強調商人財貨不容侵犯的判案文字，不一定只是訟師

秘本為寫作商人訴訟狀紙而提供的範本文字，若將這些強調商

人經營辛苦與財產安全不容侵犯的語句，結合到晚明以來日益

普遍的「厚商以利農」種種士大夫建言與政策主張，78則訟師

秘本所用的「上完國課，下保殘貲」等法律修辭，便絕非孤立

的現象，而是反映訟師對當時保護商人財產與商業「利益」種

種流行術語與觀念的借用或「挪用」。至於十七世紀後半蘇、

松地區棉布訟案與官府示禁文書中使用的「恤商既屬美政，去

害務絕根株」等文字，則更是訟師、司法官員以共通術語保護

商人財貨與商業利益的具體展現。 

總而言之，本文以為：當我們檢視明清中國是否出現

「保障私有產權和債權的商法」這樣「看似簡單」的課題時，

答案不該是黑白立判的是非題，而需要更細緻地區分至少三個

不同層次：第一，要更嚴肅地理解近代歐洲「私法」（private 

law）與「商法」（law merchant）的不同發展途徑，以深入理

解我們究竟是在討論何種產生途徑與歷史意義的中國「商法」

問題。 

第二，若姑且以近代西方籠統意義的「商法」發展為標

準，則也不宜以明清中國商業不發達而使法學家不看重法律知

識做說明，在商業發達、重視法律知識以及「商法」發展三者

之間，不一定只有一種連結方式。明清中國的商業也發達，法

                                                      
78  林麗月，〈試論明清之際商業思想的幾個問題〉，收入《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

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71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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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也重視法律知識，但仍不必然出現近代西方意義的「商

法」。在這個是否出現近代西方「商法」的複雜歷史問題中，

明清中國法學家對法律知識重要性的不同核心價值觀，可能也

扮演關鍵角色，這中間的關連性，絕非一句極度簡化甚或是扭

曲誤解的「不重視法律知識」所能有效解釋。由王明德建構法

律批判的內容，以及《讀律佩觿》、《讀律辯訛》反映當時中

國法學家有關「公平、仁慈」法律核心價值觀爭辯，應有助於

我們理解其間可能的關連性，從而超越。 

第三，就算沒有出現近代西方意義下的「商法」，那也

並不足以論證明清中國某些地區不曾出現「保障私有產權和債

權」的商業法律發展。由十七世紀訟師秘本商業訴訟範本中的

法律修辭以及蘇、松棉布訟案判決援用的法律推理看來，當時

商人在商業訴訟中所運用的主要訴求，其實正與晚明以來「厚

商以利農」的思潮若合符節，這裏涉及當時中國如何在商業相

關事務上重新形塑「利益」觀念的歷史發展。而在兩椿當時棉

布訟案與禁令實例中，介入保護商人財產與商業利益的蘇、松

地方官員，其層級則上自巡撫而下至數縣知縣，地方官員在判

詞中為涉訟商人提供法律援助，這絕非是輕忽商業訴訟的表

現。 

最後，我想再次強調，儘管明清司法官員並不透過訟案

判決建立商業法律「通則」，而直至清末以前傳統中國法律也

始終未曾建立「總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與公司、票

據、保險、海商等民、商法體系，然而，就算沒有這些近代西

方意義的「商法」，這也並不表示當時中國商業法律不曾出現

重要的變化。十七世紀蘇州、松江官員在司法判決中充份承認

棉布商人在商標、牌記等方面的商業習慣，進而成為影響日後

地方上類似商業訟案的商業判例，這確是清楚可見的發展。因

而，本文結論是：就算沒出現近代西方意義下的「商法」，我

們也不能不正視十七世紀以降中國在商業法律發展上的一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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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反映當時中國「經濟、社會」與「政

治、法律」現象間相互補強關係的實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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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ting “Mercantile Law” in Chinese 

Context：On the Issues about Legal 

Critique and Legal Reason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engsheng Chiu,  

Abstract 

Analyzing three kinds of legal texts, I delve in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law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Against kinds of cliché about how “mercantile law” could 

not and will not emerge in traditional China, I argue that we 

should put the issue of “mercantile law” into Chinese context. By 

means of scrutinizing the legal critique and legal reasoning 

existing in the texts from those of a legal treatise, a handbook of 

litigation master and extant records about cotton industry lawsuits, 

this article shed light on the reciprocity between economic-cum-

social and political-cum-legal arena which concurre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Keywords: legal critique, legal reasoning, mercantile law, 

historical change, Late Imperi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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