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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九世紀初年，諸如《說帖類編》、《說帖辨例新編》等專收

刑部「說帖」的法律專書相繼問世，連著名的《刑案匯覽》系列專

書也都標榜以刑部說帖為其最主要的輯錄內容。本文分析刑部律例

館在乾隆後期開始負責撰寫說帖的制度背景，並以若干案例考察刑

部官員藉以「比附重輕」的法律推理，進而重新檢視其與唐律「輕

重相舉」的異同處。十九世紀清朝說帖採用「比附重輕」的法律推

理，並不經常表現出論者所謂的皇帝經常任意干預司法，而實應更

大程度地被視為是清代司法體系不願或是不能「委任法官以量刑之

權」而不得不然的結果；整體而論，清代「比附重輕」對司法造成

的影響，恐怕不在於論者所謂的破壞了法律的安定性，而其實主要

反映刑部官員在當時條件下希望透過「比附重輕」來保障法律安定

性的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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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唐律有關「輕重相舉」的法律規定，與現代法律解釋學所定義的

「論理解釋、類推適用」之間，兩者到底有何異同？傳統中國司法制

度中的「比附」，究竟與當代「罪刑法定原則」（Le principe de la 

légalité des délits des peines）有何差別？學界都已累積不少討論。大

致而言，無論是「輕重相舉」或是「比附」，都可視為是傳統中國政

府面對全國層出不窮各種實際案件的一種司法處理模式，可謂是在既

有法律條文相對有限的條件限制下，司法官員用以定罪量刑的法律適

用方式，有人採用，有人反對，並留下許多相關辯論的司法案例與法

律文獻。降及明清兩代，在以「例」文不斷補充「律」文的修法措施

之外，如何規範「比附、比照」？也一直困擾著三法司等中央司法機

關。隨著十八世紀審轉覆核制度的日趨嚴格，清代刑部愈益取代明代

的大理寺，成為「准擬」抑或「照駁」全國送呈刑度較重案件的 高

機構；在此制度的持續運作下，諸如《成案質疑》、《駁案新編》等

專門收羅刑部「駁案」案件內容的書籍，也在書商與官廳支持出版之

下而廣為流通。 

十八世紀後半，刑部律例館更逐漸成為當時中國 權威的司法解

釋機關，專門針對全國送呈中央的「例無專條、情節疑似」疑難案件

撰寫「說帖」，以供刑部主管官員參考並做決斷。十九世紀初年，諸

如《說帖類編》、《說帖辨例新編》等專收刑部「說帖」的法律專書

相繼問世，連著名的《刑案匯覽》系列專書也都標榜是以刑部說帖為

其主要的輯錄內容。刑部官員如何寫作說帖？若借用陳桂生於道光十

七年（1837）《說帖辨例新編》序文的說法即是：「律有輕而難行，

例常從重。律有重而難行，例常從輕。若非詳審精密，比附重輕，鮮

有允當者」；可見刑部說帖做為一種新的法律文類，正反映司法官員

在既有「律、例」與「例無專條、情節疑似」案件之間，以「詳審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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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比附重輕」的方法，希望在援用法條定罪量刑之際，找到足使

「情、罪」相符的 佳法律推理。本文分析刑部說帖出現的制度背

景，並以若干案例考察刑部官員藉以「比附重輕」的法律推理，進而

重新思考其與唐律「輕重相舉」的異同處。 

本文主要分為四節，第一節選介有關「比附」與「輕重相舉」既

有研究當中的兩類看法；第二節介紹「說帖」這一名詞如何由官方與

民間的泛稱而到十九世紀初年逐漸演變為一種顯著的法律文類；第三

節介紹審轉制度做為法律說帖的重要背景，第四節則分梳刑部說帖如

何以「比附輕重」的方法，藉以調和既有法條與發生案件之間的種種

緊張關係。 後為結論。 

貳、探究由「輕重相舉」到「比附」
的內在邏輯 

明清刑律在〈名例〉編裏，都列有〈斷罪無正〉條，清律此條全

文如下：「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無正條者，（援）引（他）

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申該上司，）轉達刑部，議定奏

聞。若輒斷決，致罪有出入，以故失論」。1儘管此條法律重點主要

立意是要節制全國司法官員對既有法條的「比附」，但在後代大多數

法制史學者眼中，這條明文限定「比附」的法條則主要因為明顯有違

近代西方「罪刑法定原則」的法律思潮，故便對其做出極負面的評

價。相較而論，《唐律》〈斷罪無正〉條的正文：「諸斷罪而無正

                                               
1 （清）沈之奇，懷效鋒、李俊點校，《大清律輯註》（北京：法律出版社，2000），上

冊，頁116。後文也會再提醒留意的是：引文「（援）引（他）律比附」以及「應加應減，
定擬罪名，（申該上司，）轉達刑部，議定奏聞」，其中括號的「援、他」與「申該上
司」等字，都是所謂的「律內小字」，是晚明以至清代隨著律例註釋學發展而被律文「吸
收」的添加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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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2

便受到學者普遍的稱揚。 

這種稱揚唐律「輕重相舉」而貶抑明清律「比附」的論述，至少

可溯源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清末的薛允升與沈家本，至今仍為法制

史學者的主要共識。3沈家本對傳統中國有關〈斷罪無正〉法律思想

與立法條文的演變，探究甚為詳細，其對唐律與明清律〈斷罪無正〉

高下有別的評論，也影響後代法制史學者 深：「〈斷罪無正〉條用

比附加減之律，定於明，而創於隋；國朝律法，承用前明，二百數十

年來，此法遵行勿替。近來東西國刑法，皆不用此文。而中國沿習既

久，群以為便；一旦議欲廢之，難者鋒起。而未考古人之議此律者，

正非一人也」；沈家本接著集錄《尚書》〈呂刑〉、《漢書》〈刑法

志〉、《晉書》〈刑法志〉以降的相關文獻，並總結以清代乾隆以前

多次文字獄之深受「比附之害」。4沈家本考訂唐代以至明清〈斷罪

無正〉的法條內容演變，其中 值得注意的，大概是他提出的這項關

鍵線索：《唐律》〈斷罪無正〉條的規定是「皆於本門中舉之，而非

取他律以相比附；故或輕或重，仍不越乎本律之範圍」；但明清此條

法律則允許「（援）引（他）律比附」；沈家本對明清兩代〈斷罪無

正〉與唐律差別評價之重點即在於：「自律內增一他字，而其弊益不

可究詰矣」，他認為這正是唐與明清〈斷罪無正〉法條「宗旨逐不同

矣」的關鍵。5 

透過對雷夢麟《讀律瑣言》、王肯堂《律例箋釋》、姚範《援鶉

堂筆記》等史料的考訂，沈家本主張：明初立法原本只是「引律比

附」，不一定即與唐律「輕重相舉」之「皆於本門中舉之，而非取他

                                               
2 （唐）長孫無忌等撰，《唐律疏議》（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69），第6卷，冊2，頁

41。 

3 薛允升的批評，可見：（清）薛允升，懷效鋒、李鳴點校，《唐明律合編》（北京：法律
出版社，1999），頁97。沈家本的批評則見下文。 

4 （清）沈家本，《明律目箋》（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76），頁21-33。 

5 （清）沈家本，《明律目箋》，頁27下、2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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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以相比附」有太大差異；沈氏並引用王肯堂《律例箋釋》相關說明

為證：「觀於《箋釋》事同方許比附之語」，可知明代萬曆年間之前

的主流司法實務，仍是「大多於本門律內，上下比附；其引他律比附

者，並不多見」。然而，也正是在明代萬曆年間，約在大理寺左少卿

姚思仁著作《大明律附例註解》出版之後，此條律文正文乃被加入

「援」與「他」字等小註，此一律內加附小字的作法自此普遍流傳，

並為清順治三年（1646）頒印清律所繼承。沈家本認為：這一「自律

內增一他字」的作法，促使十七世紀以後明清法官在定罪量刑之際更

容易跳脫原本只能在犯罪行為相關本律之內「應加應減，定擬罪名」

的制約，經常引用「其事未必相通」的他律，造成「牽就依違，獄多

周內，重輕任意，冤濫難伸」之病，小註添入這一「他」字，「此一

字之誤，其流弊正有不可勝言者矣」。6質言之，唐律「輕重相舉」

只能於本律內加減罪刑，而十七世紀以後的明清「比附」則可於他律

尋找加減罪刑的依據，這正是〈斷罪無正〉法條內容在唐律值得稱揚

而在明清則必需貶抑的關鍵。 

後代學者不一定清楚沈家本對「自律內增一他字」的考訂過程，

但卻因為種種原因而頗能接受沈家本稱揚唐律「輕重相舉」而貶抑明

清律「比附」的結論，7不少法律學者基於自身對當代法律的更好素

養，針對「輕重相舉、比附」等傳統中國法律現象，而能進一步發揮

現代西方刑法理論「罪刑法定原則」及其對立面之「類推適用」，或

是英美法的「衡平原則」，對於「輕重相舉、比附」問題做了種種或

深或淺的比較。8在通讀沈家本前述考訂文章，以及吸收中外學者既

                                               
6 （清）沈家本，《明律目箋》，頁30。 

7 現存有關援引「輕重相舉」判案的實例，其實很有限；黃源盛曾自《唐律疏議》整理出八
個「虛擬問答或疏解」的有關案例，但這些都「並非實例」，似乎惟一傳世案件只有敦煌
所出《唐文明？年間判集》殘卷（藏法國巴黎國立圖書館，編號：P.3813），載錄一段寫
及「舉重明輕，昭然可悉」等八字的案件。見：黃源盛，〈唐律輕重相舉條的法理及其運
用〉，收入氏著，《漢唐法制與儒家傳統》（台北：黃源盛，2009），頁311-318；劉俊
文，《唐律疏議箋解》（北京：中華書局，1996），頁490-491。 

8 中外學者此類著作頗多，可大致參見下文的整理：黃源盛，〈唐律輕重相舉條的法理及其
運用〉，《漢唐法制與儒家傳統》，頁299-337；至於以「輕重相舉」同時比較「衡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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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的基礎之上，黃源盛對「輕重相舉」與「比附」做了仔細區分

與推論：唐律「輕重相舉」是「一種立法原則的通例，而非為比附加

減之用。甚至可以說，是為杜絕比附之弊」，它在「形式上透過嚴格

的適用條件的限制」，進而在「實質上」對法司可能之「類推擅斷」

提供了「一種限制，而不是縱容」，故能針對傳統中國之「絕對法定

刑」，發揮「柔性化」的作用，可謂是一種「早熟的立法技術」；

「若法吏的修養良好，善加運用，應可收到引斷允協、情罪平允的功

效」。黃氏的結論為：「輕重相舉」屬於當代法律解釋中的一種「論

理解釋」，其「目的在省約條文，並沒有破壞法律的安定性」；相對

而言，包含明清在內的「比附」，則係作為用以填補法律漏洞的「類

推適用」。但即使是唐律〈斷罪無正〉以「輕重相舉」用以限制「比

附」之具有「法理的優越性」，也「並不能隱瞞歷代以來君主或審判

官吏舞文弄法的事實」；而之所以有良法卻無能實施的症結，則即是

「專制皇朝法制下實然的一面」。9 

明清司法實務與法律思想中的「比附」，在「法理上」是否必然

比不上「輕重相舉」的優越性？在「實然面」上是否又都只有「專制

皇朝法制」以及「審判官吏舞文弄法」等史實可說？本文認為仍值得

再予深究。自沈家本以來的許多學者，常將明清「比附」定位為破壞

法律安定性或是「罪刑法定原則」的「類推適用」，這恐怕是將史實

過於簡單化了。 

陶安已同時指出沈家本的學術貢獻及其時代限制：做為「中國近

代法之父」與「中國法律史的奠基人」的沈家本，固然留有不少寶貴

                                               
則」的研究，則可見：王澤鑑，〈舉重明輕、衡平原則與類推適用〉，收入氏著，《民法
學說與判例研究》第八冊（台北：自印本，1996）頁1-98。另外，有關傳統中國有無「罪
刑法定原則」的爭議，黃源盛曾將學界眾多討論區分為四種不同見解：　有此趨向，但不
能認其確實存在；　間接承認其存在；　根本不存在；　古代曾有類似思想存在，但自漢
代「決事比」開始消失，以迄清朝皆無「罪刑法定主義」可言（黃源盛，〈傳統中國「罪
刑法定」的歷史發展〉，收入氏著，《中國傳統法制與思想》（台北：黃源盛，1998，頁
427），剖析精微，對理解此爭議的來龍去脈十分有用。 

9 黃源盛，〈唐律輕重相舉條的法理及其運用〉，收入氏著，《漢唐法制與儒家傳統》，頁
33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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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遺產，但學界利用其法律史研究成果的同時，也需更注意當時其

在「中國內憂外患」而被迫引入西方「近代化法典」以「建立獨立的

司法系統」的特殊時空背景；以「比附」議題為例，沈家本將「比

附」視為破壞「嚴格意義上的罪刑法定主義」，但這種看法其實也可

視為是清末「編纂近代刑法的副產品」，這種看法不僅忽略了西方

「罪刑法定原則」其實搭配著「委任法官以量刑之權」的重要差異背

景，也未充份考慮傳統中國「絕對定刑主義」下的「內在邏輯」，其

實正是要「全面排除法官的恣意處理」，而「比附」之作用正是「不

斷地創造新的罪名，賦予法律以一定的靈活性」，使「罪名形成了複

雜的多層結構」，從而「很合理地彌補了」中國式「絕對定刑主義」

之「過於僵硬的一面」。陶安的結論是：比附，「接近於西方法官用

法律解釋方法所進行的量刑，但卻又對其有所制約」，制約的主要辦

法即是以「上請」的程序，「來防止法官的擅斷」；然而，自沈家本

以降的許多法律史學者，則「繼承了近代法學的法律萬能主義，將法

治視為機械性的演繹推理」，從而嚴重忽略了傳統中國法的內在邏

輯，並導致對傳統中國法律內部各種制度之間的「有機連繫」缺乏深

入理解。10 

陶安提出了如下命題：人情萬變，要以有限條文概括無限現實，

恐怕便只有在以下兩類不同模式裏做選擇：一是「提高法律的抽象程

度」，並「將個別性的判斷委任於法官」，這是罪刑法定原則之所以

可能的重要基礎；二是「降低（法條）的抽象（程）度」而「不斷地

制定新的法律規範」，這正是傳統中國面對「罪名越具體，越容易產

生構成要件與犯罪行為」之間「某種細瑣情節的矛盾」之根源。11很

明顯地，傳統中國選擇了第二種法律體系；而自此種法律體系的內在

邏輯而論，「比附」其實是內生於中國司法制度的必然產物。衍生陶

                                               
10 陶安，〈「比附」與「類推」：超越沈家本的時代約束〉，發表於「沈家本與中國法律文

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頁1-2、8-9。 

11 陶安，〈「比附」與「類推」：超越沈家本的時代約束〉，發表於「沈家本與中國法律文
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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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命題，我們應可這麼說：無論是只在本律內加減罪刑的唐律「輕

重相舉」，還是可以在他律加減罪刑的明清律「比附」，以傳統中國

法律的內部邏輯而論，恐怕難有高下之分，都是傳統中國法律在採用

「降低法條的抽象程度」並且不願「將個別性的判斷委任於法官」的

既定框架之下，所必然出現的合理結果。 

沈家本與陶安對於明清「比附」的評價方式，何以看來差別如此

之大呢？這裏至少涉及兩方面問題：一是對西方「罪刑法定原則」實

際運作的分析是否周延，乃至於是否尊重中、西法律體系的不同內在

邏輯：西方近代刑法典以「高低刑度、科刑審酌」等制度設計，賦予

法官裁量刑度的較大合法空間，因而才能推行「罪刑法定原則」；但

傳統中國「絕對定刑主義」則幾乎是完全不承認法官在定罪量刑時的

法律解釋空間。很明顯地，沈家本身處清末當時特殊氛圍，雖然他肯

定熟悉傳統中國「絕對定刑主義」的內在邏輯，但在引入西方刑法典

的大目標下，他恐怕也很難從容地評價傳統中國法律內在邏輯的制度

背景或是可能長處。同時，我們甚至可推測：沈家本之所以不特別點

出西方「罪刑法定原則」背後需搭配「將個別性的判斷委任於法官」

之相應的制度設計，可能還因為這也正符合他內心提高中國司法官員

地位的願望。 

第二個問題則涉及評價「比附」實際作用時的不同預設對象：沈

家本強調比附造成「牽就依違，獄多周內，重輕任意，冤濫難伸」等

司法弊端，不僅主要針對的是全國法律素養良莠不齊的法官，並且也

特別舉例清初文字獄等政治性大案而言。陶安宣稱比附「很合理地彌

補了」中國式「絕對定刑主義」之「過於僵硬的一面」時，則大概更

多地是在考慮那些負責制定例文的中央司法官員，並且不是特別針對

文字獄等政治性大案。評價對象有別，也很難絕對肯定孰是孰非。但

值得注意的是：沈家本討論比附實際作用時所挑選的評價對象，似乎

反映了一個頗有意義的弔詭（或悖論）：沈氏長期任官刑部，刑部官

員在定罪量刑時也經常面對「比附」問題，難道沈氏在以「牽就依

違，獄多周內，重輕任意，冤濫難伸」批評「比附」弊端時，竟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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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他所熟知的刑部官員審核案件實況嗎？筆者推測，此答案應是否定

的；沈家本在此批評者，多半是針對全國各地存在的許多素質不良法

官，而並不包括刑部官員。只是，後代學者恐怕不易察覺沈氏評價比

附危害司法品質或破壞「罪刑法定原則」時所指涉對象的特殊性或針

對性，而很容易統括刑部官員在內，誤以為沈家本對明清比附的批評

真的概括到明清地方與中央各層級的全部司法人員。當然，以人數而

論，刑部官員只佔全國法官的少數；但就素質而論，則評價比附實際

作用之「牽就依違，獄多周內，重輕任意，冤濫難伸」時，則恐怕不

能只看素質不良法官，而將通常判案品質較高的刑部官員排除不論。 

特別是清代傳世這麼多的實際判案材料，我們真能以有限研究的

個案而預先宣布明清比附確實造成危害司法品質嗎？甚至是不管唐代

傳世多少實際案例而逕以「輕重相舉」肯定優於明清應用「比附」的

實際判案嗎？比附當然有其問題，但恐怕也並非全如沈家本批評清初

文字獄嚴重危害司法品質那樣地必然一無是處；有學者挑選《刑案彙

覽三編》的案例，探討清代的「法律方法論」，其結論是：「比附不

僅僅是一般的類推，它還是一種發現、論證罰則的手段」，它以「事

理相同」與「情罪一致」作為「相似性的基準」，「在傳統立法技術

無法取得突破的情況下，得以去發現、論證法條與罰則」。12清代案

例史料眾多，在研究有限的情況下，其實很難對於比附的實際作用這

麼大的問題做出足以論斷全局的實證性考察。本文以清代刑部「說

帖」為主要分析對象，在肯定無法完全避免自身成見的前提下，選取

幾件案例，看看這些法官在定罪量刑之際，究竟如何面對「比附」或

「比附重輕」的問題。 

                                               
12 陳新宇，〈清代的方法論──以《刑案彙覽三編》為中心的論證〉，《法制史研究》6（台

北：2004.12），頁9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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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由泛稱到專稱：說帖做為新出現
的法律文類 

明清兩代政府都在中央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三法

司」，做為檢查全國地方政府送呈重大刑案的專責機關，程度不一地

不斷落實「審轉」制度；任職三法司的許多官員，經常都要面對檢覈

案件是否「情、罪允協」的挑戰。由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年之間，

刑部「說帖」成為一種當時人們矚目的法律文類，這種新法律文類的

誕生、編整與流傳，是本文用以檢視「比附」問題的主要材料。在討

論之前，應有必要稍稍分梳「說帖」字詞的源流與演變。 

「說帖」這個名詞至今仍使用於政府公文書與報刊雜誌，當代辭

書對此詞定義是：「條陳意見及辦法的書簡」。13由筆者現今檢索結

果看，此詞似乎主要出現於明清兩代；其運用範圍頗廣，政府與民間

的場合都有應用。檢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

獻」，《明實錄》太宗朝出現兩次，萬曆《大明會典》出現一次，

《禮部志稿》出現一次，王圻《續文獻通考》（卷168）錄入明嘉靖

年間劉玉〈論刑獄疏〉有云：「每月終，該部堂官仍將現在開除病故

囚數，開具說帖，御前宣奏，庶司刑乃有所避忌，而囹圄無冤獄

矣」。14《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出現此詞六次，晚清編成的

《清朝續文獻通考》則出現35次，《清實錄》則出現49次。進入清末

與民國年間，諸如《條陳藏事說帖》、《經營蒙古說帖》、《改革鹽

務說帖》，這些例子都顯示「說帖」一詞已經成為一種特定的官方文

                                               
13 此為中華民國教育部「網路版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對「說帖」的定義，此條並引《老殘

遊記》（第三回）文本為詞例：「至於其中曲折，亦非傾蓋之間所能盡的。容慢慢的做個
說帖呈覽，何如？」（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idx=dict.idx&cond= 
%BB%A1%A9%AB&pieceLen=50&fld=1&cat=&imgFont=1，上網日期：2010年12月10
日。） 

14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頁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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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主要指的即是「條陳意見及辦法的書簡」，和當今用法已經極為

類同了。 

上舉例證都是「說帖」應用於政府公文書的場合，但明清小說也

用此詞，不一定都指的是政府官員撰寫的公文書。如《金瓶梅》出現

「說帖」或「說帖兒」十次，其中如西門慶接受委託幫忙打點地方司

法衙門時，有謂：「你取張紙兒，寫了個說帖兒，我如今同你到大官

府裏對他說」（第34回）；在這裏，「說帖」指的是民間寫呈官府的

一種請求文書。另外，在晚明出版的《折獄奇編》、《法林燭照天》

等「訟師秘本」之中，15「說帖」則是訟師幫忙民眾撰寫詞狀的一種

名稱，與訴狀、訟狀的內容相距不大。 

不過，即使是在民間使用「說帖」的場合，也不一定都只用在與

官府打交道上，如《儒林外史》（第45回）有謂：「到了下晚時候，

大街上虞四公子寫個說帖來，寫道：『今晚薄治園蔬，請兩位表

兄…』」，這裏基本指的是一封邀約晚餐書簡。甚至有專門收錄這些

民間邀約書信的集子，如未附具體年代的清抄本《南堂說帖》與《竹

堂說帖》，即是作者蔡毓茂收錄其撰寫的各類書信，16由其內容看

來，也大都屬於邀約或問候友朋的書信，看不出應用於呈送官府的事

例。 

儘管有以上種種不同用法，大概自十九世紀初年開始，「說帖」

在經常接觸律例或其他法律文書的讀者群之間，開始頗顯著地成為一

種專門的法律文類。這個法律文類的形成，直接涉及明清審轉制度的

發展，可謂是一種制度性的產物。 

這種法律文類意義的「說帖」，正式出現於乾隆四十九年

（1784），主要是由當時任職刑部「律例館」的官員，「針對全國各

省送部覆核之重大刑案，根據招冊分析案情，再依律例與成案，草擬

                                               
15 《折獄奇編》與《法林燭照天》兩種訟師秘本的微卷，都藏於中研院史語所傅斯年圖書

館。 

16 清抄本《南堂說帖》與《竹堂說帖》都藏於傅斯年圖書館善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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讞語，以呈刑部堂官參考」；17之後，再由刑部主管官員（所謂「堂

官」）參考「說帖」內容，決定刑部對於該案所採取的主要法律見

解。因為種種制度性或偶發性原因，這些說帖愈來愈成為全國司法官

員審理案件時具有頗高權威性的法律文書；同時，至遲自嘉慶年間開

始，便有人想整理並編輯刑部律例館歷年積存的說帖，希望能將其出

版成書。 

附有清嘉慶十六年（1811）序文的《說帖輯要》，18是一部已整

理完畢但不知何故 終卻未見出版的書稿，這是筆者目前所見 早的

法律說帖專書。道光年間以後，則有多部說帖專書問世，如《刑部說

帖各省通行成案摘要抄存》（道光十一年（1831）序刊本）、《說帖

辨例新編》（有道光十一年錢塘汪進之自序）、《刑部說帖揭要》

（道光十三年校刊本）、《說帖類編》（道光十五年「律例館校鈔

本」）、《增訂刑部說帖》（光緒九年廣西臬署刊本）。19 

此外，儘管不以「說帖」做為書名，但素為清代法律史研究者所

熟知的重要文獻《刑案匯覽》，20此書出版於道光十四年（1834），

                                               
17 參見：張偉仁編，《中國法制史書目》（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76），冊

2，頁813。 

18 《說帖輯要》，傅斯年圖書館藏本，78冊本（傅斯年圖書館著錄為「說帖輯要，朱絲欄鈔
本」，檜木櫃27-4），匯輯乾隆四十九年至道光九年（1784-1829）的說帖，此稿書前，附
有陳廷桂做於嘉慶十六年（1811）的一篇序文，由序文可知此稿為宋謙編輯（此稿本簡
介，可參見：張偉仁編，《中國法制史書目》，冊2，頁813）。儘管未曾刊印，但這部由
宋謙編輯而陳廷桂作序的《說帖輯要》稿本，則仍以手抄本形式被多次重複製作並做流
通。如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也藏有一部《說帖輯要》稿本，北京的中國國家圖書館則
收藏一部著錄為「宋謙等輯」的《說帖》。但北京的版本著錄為87冊，可能比傅斯年圖書
館78冊本更接近完帙。有關傅斯年圖書館《說帖輯要》可能並非全帙。筆者曾受惠於黃琴
唐先生對此稿本篇目所做的比對工作，特此誌謝。 

19 日本可能是目前保留清代各種「說帖」匯編的已刊印本與未刊稿本最多的國家，檢索日本
的「全國漢籍資料庫」（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detail），則可查知其中歸類
為「說帖」者，大約有二十種。傅斯年圖書館收藏兩種未出版的「說帖」專書，除了註6已
提及的78冊本之外，還有另一種52冊本（傅斯年圖書館著錄為「刑部說帖，朱絲欄鈔
本」，檜木櫃28-2），匯輯嘉慶元年至道光五年（1796-1825）的說帖。 

20 對《刑案匯覽》全書所做的專門分析，參見：（美）Der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 Law in 
Imperial China: 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本書已有中譯：朱勇譯，《中華帝國的法律》（南京：江蘇人民出
版社，1993）；（日）中村茂夫，〈清代の刑案：《刑案匯覽》を主として〉，收入
（日）滋賀秀三編，《中國法制史：基本資料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3），頁71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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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主體其實即是說帖。《刑案匯覽》共錄刑案5,640餘件，案件分

布時間為自乾隆元年至道光十四年（1736-1834）的九十九年間，所

錄案件區分為「說帖、成案、通行」三大類，其中的說帖類，即錄入

自乾隆四十九年至道光十三年的2,800餘件；兩數相權，則說帖數量實

已超過《刑案匯覽》全書收錄案件總數的一半。而自《刑案匯覽》刊

行後，又有祝慶祺續編的《續增刑案匯覽》（鮑書芸道光二十年序刊

本），潘文舫、徐課荃輯錄的《新增刑案匯覽》（光緒十四年上海圖

書集成書局刊本），以及吳潮、何錫儼編輯的《刑案匯覽續編》（有

同治十年吳潮序，光緒二十六年重刊本），構成這些書籍的主體內容

也都是刑部說帖。可以這麼說，至遲到了十九世紀初年，至少在中國

當時職司審判官員與襄輔審判的刑名幕友眼中，刑部「說帖」實已成

為極富權威性的一種法律文類。 

肆、清代審轉制度演變下的刑部說帖 

何以刑部「說帖」能成為代表十九世紀中國司法界的法律權威意

見？這背後主要涉及明清兩代審轉制度的發展。 

《欽定大清會典》有謂：「獄成，則解上司以審轉」；21簡單

說，審轉是中央政府針對全國各地重大刑案判決的內容與品質所進行

的一套審核制度，源流頗長，但清代制度則主要奠基於明代。明代與

清代審轉制度有很強的連繫，但兩者又出現某些重大變遷。變遷的具

體內容至少有二：一是明代審轉制度主要責成大理寺，清代則由刑部

主導。二是清代比明代更能落實此項制度。 

明代審轉制度是將全國刑案中刑度較重的案件文書紀錄，送交大

理寺官員審核，其審核結果有二：一是「比照律條，如罪名合律者，

准擬」，二是「如罪名不合律者，依律照駁」。第一種無需再做討

                                               
21 《欽定大清會典》（《續修四庫全書》本），卷55，頁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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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但第二種結果則將會在中央與地方司法官員之間發生有關法律與

案情見解的論辯，其具體程序如下：大理寺將案件「駁回原衙門再

擬」→再送大理寺審核→「如二次改擬不當，仍前駁回議擬」→三送

大理寺審核→「三次改擬不當，照例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22可

見三次論辯是審核過程的極限。 

清代主導審轉機關則逐漸由大理寺轉到刑部，並在十八世紀持續

運作下變得愈加完備與有效，其制如下：全國司法案件依罪名大小與

刑度輕重，分為「州縣自理細事、上司審轉重案」兩大類，前者主要

包括刑度在笞、杖以下的「細事」案件，後者包括徒刑及徒刑以上的

犯罪「重案」，重案由州縣、府道、省級，而 後進入中央司法機關

做審核；案件紀錄進入刑部後，則也區分「准擬、照駁」兩類審核結

果，「照駁」案件也以三駁後處罰地方原擬司法官員為終局，都是沿

續明代制度。 

送入審轉的「重案」，其標準也並非都是一成不變。因為全國司

法案件眾多，加上社會與經濟變遷，案情差異總會多少衝擊既有「細

事」與「重案」的界限，兩者不一定總能清楚區劃。但大致說來，所

謂「戶、婚、田土、錢債」等案件，通常被劃入刑度較低的「細

事」；至於人命、強盜、鬥毆、聚眾、「謀反」，以及當事人涉及尊

卑長幼「人倫」關係的人身傷害或言語辱罵案件，則一般屬於「重

案」。儘管清代法律體系並未使用類似現代意義「民法、刑法」法典

區分來嚴格界劃「細事」與「重案」，但兩類案件在當時司法體系的

處理流程則確有頗大差異。清代區分細事、重案的規定如下：細事可

由州縣官審結，只需每月造冊送上司備查，無需將案卷移送府級和府

級以上司法機構覆審，故細案也經常被稱為是「（州縣）自理案件、

自理詞訟」。23 

                                               
22 萬曆《大明會典》（《續修四庫全書》本），卷214，頁553。 

23 儘管州縣官可以審結這些「細事」案件無需上司覆，但爭訟兩造仍可以不服向府級或省級
官員再次申告，此稱「上控」。清代法律雖然禁止「越訴」（「凡軍民詞訟，皆須自下而
上陳告；若越本管官司，輒赴上司稱訴者，笞五十」、「詞訟未經該管衙門控告，輒赴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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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案」部份，州縣官做成判決後，要將相關案件卷宗與人

犯、證人、證物提交府、道、按察司（臬司），由這些地方上級司法

機構審核案情是否有疑、引用法條是否失當。其中徒罪以上等「命、

盜重案」及「謀反等十惡」罪案則再由省級 高長官總督或巡撫將相

關案卷送至刑部，再度審核案情與法條等是否可疑，此即清代審轉制

度大略。24 

在審轉制度運作下，中央與地方上級長官都對各級下屬地方官審

理案件造成莫大壓力。特別是〈斷罪引律令〉律條的規定，也在清代

審轉制度發展過程中得到更嚴格的落實。25儘管戶婚田土等「細事」

審判，官員在判決時較少直接引用律例條文；但是，地方官員對「重

案」的審理，則確實不斷在審轉過程中受到上級司法機構依照〈斷罪

                                               
院、司、道、府，如院、司、道、府濫行准理，照例議處」），但是，「其業經在該管衙
門控理，復行上控，先將原告窮詰，果情理近實，始行准理。如審理屬虛，除照〈誣告〉
加等律治罪外，先將該犯枷號一箇月示眾」（《大清律例》〈刑律〉編〈訴訟〉章〈越
訴〉條，見：（清）薛允升，黃靜嘉編校，《讀例存疑（重刊本）》（台北：成文出版
社，1970），冊4，卷39，頁977、982）。由清代地方審判實務看，「上控」確實也會影響
州縣「細事」的審判，清道光年間著名官員劉衡，即勸告州縣官遇到審判錯誤時，應該
「自行改正，以免上控」，即使是那些無需上級覆審的「自理案件」也該如此，否則，上
控紛陳，則將會「既累民，又自累也」（《庸吏庸言》，有清道光十年（1827）自序，影
印清同治七年（1868）楚北崇文書局刊本，收入《官箴書集成》，第六冊，上卷，〈理訟
十條〉，頁196）。 

24 清代審轉規定如下：「各省戶、婚、田土及笞、杖輕罪，由州縣完結，例稱自理詞訟；每
月設立循環簿，由送督、撫、司、道查考；巡道巡歷所至，提簿查核，如有未完，勒限催
審。徒以上解府、道、臬司審轉，徒罪由督撫彙案咨結。有關人命及流以上，專咨由部彙
題。死罪係謀反、大逆……罪干凌遲、斬、梟者，專摺具奏，交部速議。殺一家二命之
案，交部速題。其餘斬、絞，俱專本具題，分送揭帖於法司科道，內閣票擬，交三法司核
議。如情罪不符及引律錯誤者，或駁令覆審，或徑行改正，合則如擬核定。議上立決，命
下，釘封飛遞各州縣正印官或佐貳，會同武職行刑。監候則入秋審」（（清）趙爾巽等
撰，《清史稿》（台北：鼎文書局，1981），卷142，〈刑法志〉三，頁4206-4207）。對
此制度的詳細介紹，可見：那思陸，《清代中央司法審判制度》（台北：文史哲出版社，
1992），頁193-294，作者稱審轉制度為「案件覆核程序」。 

25 《大清律例》〈刑律〉編〈斷獄〉章〈斷罪引律令〉條：「凡官司斷罪，皆須具引律例。
違者，如不具引，笞三十；若律有數事共一條，官司止引所犯本罪者，聽。其特旨斷罪，
臨時處治，不為定律者，不得引比為律。若輒引比，致斷罪有出入者，以故失論。故行引
比者，以故出入人全罪，及所增減坐之。失于引比者，以失出入人罪，減等坐之」。乾隆
三年（1738）定例：「除正律、正例而外，凡屬成案未經通行著為定例，一概嚴禁，毋得
混行牽引，致罪有出入。如督撫辦理案件，果有與舊案相合可援為例者，許于本內聲明，
刑部詳加查核，附請著為定例」（（清）薛允升，黃靜嘉編校，《讀例存疑（重刊
本）》，冊5，卷49，頁1276-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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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律令〉規定而予以嚴格制約。26 

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強落實審轉制度與〈斷罪引律令〉律條的過

程中，刑部與地方大員之間其實存在某種緊張性，刑部負責審核案件

並撰寫「照駁」的十三司官員，其官階遠低於在地方送呈案件中署名

的督撫大員，但在制度上，地方大員卻是在三駁之後若仍堅異議即要

被撤銷判決內容並被懲處的結果，這裏做為主要憑藉的，不是官階，

而是法律見解。 

為了撰寫「准擬」以及特別是足以「照駁」地方大員的法律見

解，刑部任職十三司官員都需經常綜合案情分析以及律例規範，而寫

成一篇法律報告。另外，因為刑部十三司「核覆外省題奏咨文，並審

辦詞訟各案，逐一擬稿，呈堂閱畫」時，總有機會遇到「例無專條，

情節疑似」之案件，刑部主管官員乃約在乾隆 40年代（ 1775-

1784），開始將這類案件「批交律例館」官員「覆核」，27要求律例

館官員「於核定時，繕具說帖，呈堂酌奪」，然後再交付十三司「照

辦」。這些說帖愈積愈多，至道光十年（1830）前後，包含祝慶祺在

內的不少刑部官員，開始主動整理當時這些已然累積五十年之久的刑

部說帖，整理方式大致是：先「將說帖與現行條例，逐加詳核」，既

排除那些「初無定例，後有專條者」，也刪訂那些「有案情重疊」或

是「先後所論不同者」；然後，再予「按律牌次序，分門別類」，28

這是道光十四年刊行《刑案匯覽》的編者祝慶祺在該書〈凡例〉交待

其整理說帖的基本方法，也透露了律例館針對各省送交刑部十三司之

                                               
26 到了清代，處罰官員判案援引法條失當的相關法令十分繁細，由康熙以至咸豐年間的各項

罰則規定，可見：（清）崑岡等奉敕著，《清會典事例》，卷123，〈吏部：處份例：官員
斷獄不當〉，冊2，頁592-610。相關研究可參見：邱澎生，〈以法為名：明清訟師與幕友
對法律秩序的衝擊〉，《新史學》15：4（台北：2004.12），頁93-148。 

27 清代「律例館」原來是皇帝臨時「欽命二三大臣為總裁」用以「特開專館」按期纂修律例
的臨時機構，但在乾隆十一年（1746）之後，隨著內閣等衙門將律例由「三年修例一次」
而「議改五年一修」之後，修訂律例工作也開始專門委由刑部，「律例館」也乃附屬於刑
部，「與他部往往不相關會」，見：（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北京：中華書局，
1977），卷142，頁4186。 

28 （清）祝慶祺編，《刑案匯覽》（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凡例〉，頁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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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例無專條，情節疑似」案件，而特別撰寫「說帖」的制度背

景。 

《說帖辨例新編》編者汪進之在道光十一年撰寫此書〈自序〉時

寫道：「比部（即刑部）為天下刑名總匯，律例館又為各司（即刑部

十三司）之總匯。乃僚既經慎選掌故，無不兼收，凡情、罪介在疑

似，或外省引斷比擬未協之案，悉交律例館；旁參他條，詳比註例，

考鏡得失，必歸於至當而後已。宜其純粹以精，足為刑法楷模也」，29

這有如是在強調「說帖」在審轉制度中的權威性。曾在道光十二年

（1832）出任刑部尚書的戴敦元，在署名為道光十五年刊行《說帖類

編》作序時，則提及刑部「總辦秋審諸君子」編輯該書時之「刪繁舉

要，計年而類別之」，並強調此書實乃「匯刑部之全」，因而遠比

「外間幕府采而成，掛一漏百」的坊間既有專門法律與案件書籍，更

能為全國官員面對「律法所未備」之疑難案件時，提供真正可用之

「擬議」。30 

很明顯地，皇帝、刑部主管官員固然是十八、十九世紀清代審轉

制度的 上層案件審核者，但真正提供具體法律見解者，則是刑部十

三司官員，以及專門幫十三司官員處理其中「例無專條、情節疑似」

案件的刑部律例館官員。可以這麼說，當時針對連刑部十三司都無把

握處理的「疑難案件」（hard case），便交由刑部律例館官員研究，

從而撰寫「說帖」。 

刑部十三司覆審全國地方督撫大員領銜送交的徒流以上罪刑重

案，而律例館則在其間專門處理刑部主管與十三司認為「例無專條、

情節疑似」的疑難案件， 後寫成說帖。由諸種現存說帖選輯看來，

不少說帖內容都顯示律例館官員之「公事公辦」，並不太為十三司原

擬意見做維護或是「留面子」。如《說帖類編》收錄律例館道光八年

                                               
29 （清）汪進之，〈《說帖辨例新編》自序〉，收入《說帖辨例新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

研究所藏本，網路版，2010年12月下載）。 

30 （清）戴敦元，〈《說帖類編》序〉，收入《說帖類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
本，網路版，2011年元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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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一件由刑部江西司「審辦內務府咨送（旗人）住兒等隱食錢糧」

的案件，在檢查相關律例，並核對類似成案之後，此份說帖主張：

「該司將該犯等依〈詐欺取財〉律科斷，罪名雖無出入，引斷究未允

協」，並建議江西司改依道光四年一件「情事相同」的案件，「援照

定擬，以歸劃一」。雖然此份說帖也一樣是以向刑部主管官員做建議

的方式來做結論：「是否恭候鈞定後交司遵辦？」，31但整份文件的

主體內容則都是在討論相關律例、成案如何可以關連到本案，在在顯

示撰寫官員之態度嚴謹與法學素養。這應是當時審轉覆核制度運作頂

端的實況，在此情境下，刑部十三司與律例館官員的互動，也便頗為

耐人尋味。 

伍、「比附重輕」：成案與律例間的
緊張與調和 

刑部說帖的出現固然是以審轉制度為主要背景，但也相當程度反

映當時中國 高層級司法官員在法律推理或法律解釋方面的理念與技

術。刑部官員一方面要嚴守既有條文所能承載的「規範概念」，又要

因應全國各地不斷送呈覆審各種新出案件的「特定經驗」，兩者經常

發生種種緊張關係；對刑部官員而言，這既考驗其嚴守既有法律規範

的決心，也磨練其應用法律推理與法律解釋的技術，「比附重輕」正

是刑部官員經常用以調和法條「規範概念」與案件「特定經驗」的一

種經常性工作，既考驗官員的守法決心，也磨練官員的法律技術。正

如明代註律名家王肯堂註解明律〈斷罪無正〉的一段話：「法有限，

情無窮。罪無正條，上下比附，此以有限待無窮之道也」，32「比附

                                               
31 《說帖類編》，卷8，頁2-3。 

32 （明）王肯堂，《王儀部先生箋釋》（影印清康熙三十年（1691）顧鼎重輯序刊本），收
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1輯第25冊（北京：北京出版社，1997），頁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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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輕」正是清代刑部官員用以實踐「以有限待無窮」的一項工具。 

在討論說帖如何運用「比附重輕」的內容之前，不妨先檢視一下

沈家本批評明清律〈斷罪無正〉條允許「援引他律比附」而導致「自

律內增一他字，而其弊益不可究詰矣」的問題。清律此條律文其實在

雍正十一年（1733）添修過一條重要例文，其相關規定如下：「其律

例無可引用，援引別條比附者，刑部會同三法司公同議定罪名，於疏

內聲明律無正條、今比照某律某例科斷，或比照某律某例加一等、減

一等科斷斷，詳細奏明，恭候諭旨遵行」，此條例文甚至再次規定了

援引他律比附而致「情罪不符」的罰則：「將承審官員指名題參，書

吏嚴拏究審，各按本律治罪」。33由例文看，清代法律對「援引他律

比附」所需「申該上司，議定奏聞」的法定程序其實既具體又嚴格，

我們當然可懷疑此條例文受到認真執行的程度，但討論明清「比附」

不若唐律「輕重相舉」足以維持法律安定性這樣的命題時，卻不應置

之不理。沈家本是否認為此條例文只是具文？尚待考究，但至少由現

存說帖部分內容來看，刑部官員應是經常在執行此條例文所規定的內

容。 

檢視十八、十九世紀的刑部說帖，固然不能說完全都能反映律例

館官員堅守法律規範的較高決心，其解釋法律時也不一定都能展現較

好的技術；但說帖使用諸如「例內亦無加重治罪明文，尚可照覆」、

「殊屬錯誤，應即改正」，34或是「減等擬笞，應屬舛錯」、「殊屬

含混，應令另行詳訊，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35等等用語，其中

不少內容反映著刑部官員在覆核那些全國送交案件時，確實能對原審

官員以「比附」加減罪刑所擬訂之定罪量刑，採取頗為嚴謹的態度。 

刑部律例館官員如何面對來自全國不同地方疑難案件而撰寫說

帖？「比附重輕」在其間扮演何種角色？都需再做說明。陳廷桂在嘉

                                               
33 （清）薛允升，黃靜嘉編校，《讀例存疑（重刊本）》，卷5，冊2，頁138-139。 

34 《說帖類編》，卷8，頁1、2。 

35 《說帖辨例新編》，卷9，頁61；卷10，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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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十六年（1812）為《說帖輯要》這部已編完但卻未出版的書稿作序

時，曾如此描述律例館官員撰寫說帖的重要性： 

天下大矣，生民情偽日滋，作姦犯科，百出而不窮，苦于人不能

先知而偏防也。三尺法所不能盡，而窘於議擬者，往往而有……自雲

坡胡大司寇為少寇時，始以此等案交律例館查核，權衡至當，而後行

之，至於今不衰。36 

「雲坡胡大司寇為少寇時」，指的是胡季堂（1729-1800）在乾

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之間（1774-1779）擔任刑部左侍郎的期間。37

「天下大矣」，清代中國廣土眾民，當然造就各地許多不同的風俗習

慣，對既有法律條文的普遍適用會帶來一定挑戰。復以十八世紀不少

地區隨經濟開發、商貿繁榮而使人口快速增加，也對司法帶來衝擊：

「生民情偽日滋，作姦犯科，百出而不窮」。這裏固然反映作者較為

狹窄的法律觀，只以「情偽、犯科」來統括法律面對社會變動的挑

戰；但我們若從現代觀點看來，這其實也不妨視為是陳廷桂在清末尚

無引入現今「社會」（society）觀念之下，法律與社會互動關係所做

的一種描述。在十八世紀中國的社會變遷過程裏，加速出現了種種足

以挑戰既有法律規範的新出案件，讓官員判決不易找到合適法條足以

妥善地定罪量刑；所謂「窘於議擬，往往而有」，即反映了法條「規

範概念」與案件「特定經驗」的緊張關係。至於所謂的「權衡至當，

而後行之」，便是體現了刑部官員藉由包括「比附重輕」在內的法律

解釋或法律推理方式，而調和案件與法條間的緊張。 

陳廷桂以「窘於議擬」來形容的那些需要撰寫說帖的案件，在

《刑案匯覽》編者祝慶祺的筆下，則專門指那些「例無專條、情節疑

                                               
36 （清）陳廷桂，〈《說帖輯要》敘〉，《說帖輯要》（史語所藏本）。 

37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中華書局本），卷184，〈部院大臣年表〉，頁6646-
6654。乾隆四十四年（1779）四月戊寅，胡季堂陞任刑部尚書，此後一直擔任此職，到嘉
慶三年（1798）正月庚午，才由梁肯堂接任（參見：（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
〈部院大臣年表〉，頁6654-6726），歷時約20年；若是以其任職刑部左侍郎起算，則胡季
堂在刑部任職長達25年，甚可留意。道光十四年（1834）署名戴敦元為《說帖類編》寫序
時，則誤將「雲坡胡大司寇為少寇時」寫作「雲城彭大司寇為少寇時」（見《說帖類編》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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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新案件。38而有關律例館官員撰寫說帖的具體程序，陳廷桂則

寫載：「其查核也，旁參他條，詳檢成案，剖別疑似，辨析微茫，折

衷而歸于是」，39看來撰寫說帖至少包含先後次序有別的三項工作流

程：第一項是在檢查送交案件引用法條時，還要再「旁參他條」，比

對《大清律例》其他的既有法條，看看地方官員援用法條是否正確，

否則，便要繼續找尋其他更適用的法條。二是「詳檢成案」，透過送

交案件與同類或類似既有成案的相互比較，並再加上之前檢索所有相

關法條的適用程度，然後再往「剖別疑似，辨析微茫」的目標做努

力，仔細區辨這椿新案到底有何異同。三是在「繕具說帖，備陳是非

之旨」，將之前「旁參他條，詳檢成案」以及「剖別疑似，辨析微

茫」的前置作業，綜合寫成一份說帖。可以這麼說：「旁參他條」的

全面檢索法律條文，以及「詳檢成案」的查對類似的既有案件，都是

撰寫說帖前的基本準備工作；而「剖別疑似，辨析微茫，折衷而歸于

是」則是撰成說帖的必經過程，這個流程應可視為是當時刑部官員所

進行的一種法律推理。40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包含陳廷桂在內，不少為刑部說帖專書作序

者，都將撰寫說帖的工作比喻為類似漢代以下之「經義折獄」：「蓋

近於古之參經義以斷獄者。自茲以往，其可以通律法所未備，而無畸

輕畸重之患矣」，41可見說帖作者也被這些官員視為是漢代以來從事

經義折獄的一批官員兼學者，而其功效則是補充既有法條而「通律法

所未備」，讓新案件的定罪量刑可以達成輕重均衡的結果。 

將法律解釋與法律推理類比於「參經義以折獄」，而且特別是類

比於經義中的《春秋》，是不少明清法學專家常用的說法，如王明德

在清初即謂：「《春秋》者，無象之刑書也；律也者，威用之麟經

                                               
38 （清）祝慶祺編，《刑案匯覽》（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凡例〉，頁599。 

39 （清）陳廷桂，〈《說帖輯要》敘〉，《說帖輯要》，卷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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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清）陳廷桂，〈《說帖輯要》敘〉，《說帖輯要》，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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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故其命義同也」。42有學者曾分析董仲舒特別偏好以《公羊春

秋》經義折獄的種種可能原因，其中至少包括「在群經之中，只有

《春秋》 方便增飾新義」以及《春秋》以諸多歷史事件而寓含著

「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的某種「天道觀念下的經權理

論」。43由此而論，則清代法官是否以及如何將其所認識的《春秋》

經、權理論具體用到審判時的法律解釋？這確實是值得追索的有趣課

題。 

筆者暫無能力深論《春秋》經權理論之於刑部說帖的落實方式，

但陳廷桂所謂的「通律法所未備，而無畸輕畸重之患矣」，撰寫說帖

的刑部官員究係如何進行此工作？其執行此工作的實踐方式又與「比

附」如何相互關連？除了前述「其查核也，旁參他條，詳檢成案，剖

別疑似，辨析微茫，折衷而歸于是」的描述之外，這裏面還具體涉及

清代法官使用「比照法」的一套類似標準作業流程的「用法位階」理

論。 

完成於著名政書《福惠全書》之前的《未信編》，編者潘杓燦對

此問題即有很好的綜理：「擬罪全憑律、例。律乃一代之典章，例為

因時之斷制。故有例，須照例行；無例，方照律行。例律俱無，則用

比照法。凡有比照，須活擬上請，不得徑情斷決」，44這段話的主旨

是說：官員判案需援引法條，而援引法條的三項具體辦法則有基本的

優先次序：有例用「例」，無例用「律」；律、例皆無，則用「比照

法」，而且還需要「活擬上請」，由上級法官與皇帝做裁斷，「不得

徑情決斷」。刑部官員在審轉覆核制度中所做的基本工作，即是針對

全國法官送呈案件的書面資料，是否確實按照這套「例潜律潜比照／

活擬上請」的用法位階與用法流程，而做成准許通過之「准擬、照

                                               
42 （清）王明德，張伯元等點校，《讀律佩觿》（北京：法律出版社，2001），頁3。 

43 黃源盛，〈春秋折獄的方法論與法理觀〉，收入氏著，《漢唐法制與儒家傳統》，頁101-
104；有關《春秋》論及「經」與「權」關係的一小段引文，則典出：（漢）董仲舒，《春
秋繁露》，〈玉英〉。 

44 （清）潘杓燦，《未信編》，收入《官箴書集成》（合肥：黃山書社，1997），冊3，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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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抑或是建議退回重擬之「照駁」。刑部十三司官員執行這套用

法位階與用法流程的審核工作，但碰到其中「例無專條、情節疑似」

的更為疑難的案件，便交由刑部律例館官員撰寫說帖。 

清代法官對「比照法」也有不少較細部的討論。如曾在乾隆五十

至五十二年間（1785-1787）任職刑部右侍郎的阮葵生，在為《駁案

新編》作序時（乾隆四十六年，1781），即如此描述：「律一成而不

易，例因時以制宜；讞獄之道，盡於斯二者而已。至情偽百變，非三

尺所能該，則上比、下比，以協於中；此歷年舊案，亦用刑之圭臬

也。顧援引成案，例禁綦嚴者，誠恐移情附案，矜深覈以為聰明，務

姑息以惠奸慝，致有覆盆、漏網，開奇請、他比之端，故大為之坊

耳」。45何謂「上比、下比」？大概是指在沒有具體律、例條文可用

的情形下，即開始檢視比較接近這項新出「個案經驗」的既有法律條

文，若援用「類推」於刑度較輕的法條，則為「下比」；若援用「類

推」於刑度較重的法條，則為「上比」；至於不合理的比照，則是

「他比」。 

阮葵生對「比照法」的描述至少反映兩項基本事實：一，清代法

律允許司法官員在無律、例可援引的情形下使用「比照法」，而「成

案」正是當時官員尋求比照靈感思考，或是可用法律推理的重要資

源。二、比照成案並不容易，「上比、下比」固然可經常得到上司許

可，但若用「他比」則恐怕將被禁止。何以「他比」被稱為「奇請」

而被禁止？因為「誠恐移情附案」，而造成「矜深覈以為聰明，務姑

息以惠奸慝」的兩種不法結果：一是「覆盆」之冤枉，二是「漏網」

之僥倖。以明清律例規定來定義這兩種不法結果，則前者為「失

入」，入人於罪；而後者為「失出」，為人脫罪。這兩種不法結果都

將造成「情、法」失衡。而這種情、法失衡，則正是援引成案之大

忌。 

                                               
45 （清）阮葵生，〈駁案新編序〉，收入（清）全士潮輯，《駁案新編》（影印清乾隆46年

刻本，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冊361，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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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麼說：援引成案是柄雙刃劍，「上比、下比」可補充律、

例規定之不足，但「他比」則扭曲了律、例規定許可之範圍。在明清

法律體系裏，成案可說是令法官既愛且憂的事物，這也再次反映成案

與律、例間的緊張關係。刑部說帖也經常引用成案，但基本上都是在

援引各種相關法條之後。 

此下略舉說帖為例證。《說帖辨例新編》輯錄乾隆五十四年

（1789，剛好約是法國大革命同年）審核福建省林則定販賣私鹽遭巡

鹽私丁陳尾尾以「鐵銃」傷斃一案，46福建巡撫原審判決是「將陳尾

尾於〈擅殺罪人〉絞罪上，量擬減流」，律例館官員接受福建司轉來

此案，乃開始查核相關例文、律文，發現可能合適本案案情之法條，

主要是〈罪人拒捕〉律的第二款與第三款，兩款律文的刑度差別：前

款是「罪人持仗拒捕，其捕者格殺之」的情事，定刑為以「勿論」開

釋；後款則是死者生前「已就拘執、不拒捕」或是死者「已犯應死之

罪」而「擅殺者」，其刑度輕則「杖一百」（死者犯應死之罪），而

重則「絞監候」（就拘執、並不拒捕）。47要之，若適用前條則不判

刑，而若適用後條則至少要杖一百甚至是絞監候。本案死者林則定只

是「販賣私鹽」，罪不致死，但竟然被陳尾尾擊斃。林則定曾「用拳

拒毆陳尾尾成傷倒地」，拒捕原是事實；陳尾尾因擔心林則定逃走，

才在受傷倒地之際「施放鐵銃嚇阻」，因而傷斃林則定。然而，林則

                                               
46 《說帖辨例新編》，卷11，頁11-12。 

47 清律〈罪人拒捕〉律第二款文字為：「若罪人持仗拒捕，其捕者格殺之，及（在禁或押解
已問解結之）囚逃走，捕者逐而殺之，若囚（因追逐）窘迫而自殺者，（不分囚罪應死、
不應死），皆勿論」，同律第三款則為：「若（囚雖逃走，）已就拘執；及（罪人雖逃
走，）不拒捕，而（追捕之人，惡其逃走，擅）殺之，或折傷者；（此皆囚之不應死
者。）各以　殺傷論。（若）罪人本犯應死（之罪），而擅殺者，杖一百。（以捕亡一時
忿激言，若有私謀，另議）」，引見：（清）薛允升，黃靜嘉編校，《讀例存疑（重刊
本）》，卷45，冊5，頁1124。此律第三款提到之「　殺傷」，按黃靜嘉點校《讀例存疑》
之看法，可以同時指稱兩條清律，分別是〈　毆及故殺人〉律的第一款，以及〈　毆〉律
的七款全文；前律定刑「不問手足、他物、金刃，並絞（監候）」，後律則依受害者是否
成傷以及傷折部位之差異而分別處以笞二十、笞三十…杖一百‧徒三年…乃至杖一百‧流
三千里等刑度，見：（清）薛允升，黃靜嘉編校，《讀例存疑（重刊本）》，冊4，卷33，
頁830；卷35，頁889-890。但〈　毆〉律七款全指受害人是否遭到傷害，並不嚴重致死，
而本案受害人已然傷斃，故本案所可能適用的「各以　殺傷論」，只能是〈　毆及故殺
人〉律的第一款，其刑度乃「絞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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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實早已被拏獲，陳尾尾是擔心林則定即將由拘執處脫逃，故才施

放鐵銃。 

此份說帖將本案爭點概括為以下兩層：一，「鐵銃係屬火器，固

未便因曾經拒捕，照律予以勿論」；二，「既經拒捕，亦不得以未持

杖，即略其拒捕之情」。大概說來，律例館官員應是認為本案同時涉

及兩條律文規範，但其細節卻又不能完全符合這兩條法律的全部規

範。何以故？一是林則定誠屬「拒捕」屬實，但陳尾尾是用「火器」

誤殺了林則定，若按〈罪人拒捕〉律第二款判決無罪「勿論」，顯得

情重、刑輕。二是林則定雖然是在被拏獲拘執之後才想要逃跑，而且

他是「用拳拒毆」陳尾尾，並非「持仗拒捕」，但陳尾尾畢竟是擔心

犯人逃跑，若按〈罪人拒捕〉律第三款責其「擅殺」而處以「絞監

候」，則又太重。 

律例館官員也承認此案無法完全適用前述律文的任何一款，而

且，不僅尋找不到其他任法條：「詳查例內既無作何治罪明文」；同

時，翻檢刑部檔案找尋可用成案，也一樣碰壁：「各司又無辦過成

案」。該如何判決陳尾尾誤殺林則定致死一案呢？〈罪人拒捕〉律第

二款太輕，而〈罪人拒捕〉律第三款又太重，律例館官員考慮再三，

後同意了福建巡撫的原來判決：「將陳尾尾於〈擅殺罪人〉絞罪

上，量擬減流」，並結論道：原判決「係屬酌情辦理。詳加參核，似

可照覆」。48 

這份乾隆五十四年說帖，至少反映兩方面史實：一，福建巡撫將

「比照」送交刑部「活擬上請」的流程，由刑部十三司以至律例館，

層層「參核」， 後才「照覆」了此案運用加減定刑「比附」之判

決。二，律例館官員的「參核」過程，既體現潘杓燦所概括的「例潜

律潜比照／活擬上請」的用法位階與用法流程，也呈顯陳廷桂所描寫

的「其查核也，旁參他條，詳檢成案，剖別疑似，辨析微茫，折衷而

歸于是」。至於實際比對〈罪人拒捕〉律第二款太輕而〈罪人拒捕〉

                                               
48 《說帖辨例新編》，卷11，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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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第三款又太重的推理過程，則也印證了阮葵生描述的「上比、下

比」之法。 

我們可以再追問：十八、十九世紀之間，在審轉覆核制度中不斷

實踐的「例潜律潜比照／活擬上請」的用法位階以及「上比、下比」

的「比照法」，在背後支持刑部十三司與律例館進行「准擬、照駁」

的法律權威，當然主要來自皇帝。但是，這項來自皇帝在背後背書的

權力，其性質是否也有若干程度的變化呢？ 

要討論此點，或許應該先由當時政府與書商出版的「成案」專書

說起。我們可以推想得知，訴諸皇帝的核可，肯定是當時出版權威性

「成案」的 簡捷方法，《駁案新編》即是很好的例證。 

《駁案新編》收錄的案子，通常都於文末附上何年何月何日「奉

旨、欽此」字眼，並常於文中敘明地方送來案件判決之情節內容程度

與適用法條規定之間「殊有未協」。49阮葵生在《駁案新編》的

〈序〉上，即曾藉此書出版的機會，大力稱讚乾隆皇帝之精於審案：

「予逐隊西曹…仰見我皇上如天好生，化成久道，部省大小庶獄……

一經指示，洞燭精微」。50此段話其實並不純然只是奉承，以目前史

料看來，乾隆皇帝對司法與立法確實展現頗高興趣，《清史稿》〈刑

法志〉謂其「以萬變不齊之情，欲御以萬變不齊之例」，具體這位皇

帝旨在似乎真的很想追求「情、罪曲當」一套更客觀的定罪量刑標

準。51乾隆制定新法的偏好，恐怕不一定都肇因於他愛好任意裁判案

件。故此，阮氏所說「一經指示，洞燭精微」，也不一定純然是拍馬

屁、灌迷湯。但無論如何，以《駁案新編》錄入案件的絕大數內容而

論，其實都還是來自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三法司官員的法律見

                                               
49 《駁案新編》，冊361，頁101。 

50 （清）阮葵生〈駁案新編序〉，收入《駁案新編》，冊361，頁2。 

51 清史稿》〈刑法志〉對乾隆皇帝在司法與立法方面的興趣有極傳神的描寫：「高宗（乾隆
皇）臨御六十年，性矜明察，每閱讞牘，必求其情、罪曲當，以萬變不齊之情，欲御以萬
變不齊之例。故乾隆一朝纂修八九次，刪原例、增例諸名目，而改變舊例及因案增設者為
獨多」，參見（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142，〈刑法志〉，頁4186-4187。事實
上，追求「情、罪曲當」的一套更好的定罪量刑標準，是乾隆皇帝與當時中國不少司法官
員的共同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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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而不是出自皇帝的指示而已；因此，所謂「奉旨、欽此」等字

眼，其實經常不過是在為三法司官員的法律見解背書。 

《駁案新編》出版時，採用了訴諸皇帝權威的「奉旨、欽此」做

結尾。出版「說帖」時又如何呢？這裏也有些變化可談。 

「說帖」原來只是供刑部長官參考的法律意見書，並非撰寫說帖

官員可以自行決斷司法裁判。刑部律例館官員撰寫說帖，原是針對十

三司轉來各省督撫領銜送交的「例無專條、情節疑似」案件，當刑部

需要向皇帝提請「准擬」抑或「照駁」某件審轉案件時，刑部主管長

官（堂官）必需先有個基本看法，而當刑部十三司官員不一定能提供

充份意見時，律例館官員乃接手，撰寫法律參考意見，以供刑部堂官

決斷， 後再呈上皇帝裁定。 

由未出版的《刑部說帖》，可以清楚看到說帖的主要讀者其實正

是刑部堂官。《刑部說帖》〈贖刑〉門內一件嘉慶七年（1802）由刑

部湖廣司轉送案件的說帖，律例館官員在檢查法條、分析案情以及比

附成案之後，便在結尾寫道：「職等核其原犯，並非貪贓，與准贖例

案尚屬相符，應否准其納贖？恭候鈞定，謹稟」；再如同書〈匿稅〉

門一件嘉慶十二年（1807）由刑部安徽司送交案件的說帖，律例館官

員也在末尾寫道：「此時毋庸會議。是否有當？恭候鈞定後，交司遵

辦」。52 

後舉這件嘉慶十二年說帖，正好同時收錄於《說帖辨例新編》與

《刑案匯覽》；但頗為有趣的是：《刑案匯覽》收錄這份說帖原文

時，只斷限在「此時毋庸會議」，至於「是否有當？恭候鈞定後，交

司遵辦」等字則都未錄入。《說帖辨例新編》更是完全不寫及這整段

話。這並非特例，也應該不是因為《說帖辨例新編》與《刑案匯覽》

要略去篇幅以節省出版成本，而很可能是有意刪掉「恭候鈞定」等文

字。其原因何在？筆者推測這很可能是編者與出版者所設定的「讀

                                               
52 《刑部說帖》，傅斯年圖書館藏52冊本：冊2，〈贖刑：湖廣司：楊文燦〉，頁1；冊10，

〈匿稅：安徽司：黃恒聚〉，頁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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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已由刑部堂官轉換為全國法官、幕友等更廣大的讀者群。為了

加強說帖在法律見解上的權威性，故而將說帖原有「是否有當？恭候

鈞定後，交司遵辦」等字眼拿掉。 

總結來看，說帖是在審轉制度下做為調和律例與成案之間緊張關

係而逐漸形成與普及的一種法律文類，它正式誕生於十八世紀末，而

成書公開流通於十九世紀初。陳桂生於道光十七年（1837）為《說帖

辨例新編》作序，即以律、例以及比附案件間的緊張性做為開場白：

「律有輕而難行，例常從重。律有重而難行，例常從輕。若非詳審精

密，比附重輕，鮮有允當者」；陳桂生如此描寫刑部官員撰寫說帖的

歷程與貢獻：「案有疑似，各省定讞後，復經刑曹悉心研究，不憚口

講指畫，反復辨論，務使折衷至當而後已」。53而在刑部說帖成書販

售的出版過程裏，編輯者似乎也巧妙地透過刪除「是否有當？恭候鈞

定」等足以洩露這種僚屬建議口吻的原文語句，而試圖提昇這種新出

法律文類給更廣大讀者的一種權威感覺。 

陸、結語 

說帖做為十八、十九世紀中國一種新出的法律文類，兼具了審轉

制度的大背景，並反映當時藉以調和既有律例與新出案件之間緊張關

係的種種法律推理；由現存說帖內容看，不僅經常呈顯刑部官員嚴守

法律規範的決心，也展現當時嚴謹的法律解釋技術。如何更全面地分

析說帖內容？仍然需要更多的實證研究。 

總結來看，沈家本認為明清〈斷罪無正〉律文因為允許「援引他

律比附」，故而比不上唐律只能限於本門法條內進行比附的「輕重相

舉」，這個推論或許有其一定的可能性，但仍需要真正的實證研究；

單以清初文字獄為例證，是遠不足以概括清代傳世眾多實際案例當中

                                               
53 （清）陳桂生，〈《說帖辨例新編》序〉，收入《說帖辨例新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

究所藏本，網路版，2010年12月下載），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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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的法律解釋內容。「援引他律比附」在清代審轉覆核制度有效運

作的十八至十九世紀前期，絕非只是法官可以任意裁判的簡單藉口；

阮葵生描述的「上比、下比，以協於中」，並強調官員需認真防阻

「奇請、他比之端」，這種「比照法」的嚴謹程度，是否真的必然比

不上唐律之「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

重」？再看看清代刑部官員撰寫說帖時所展現的嚴謹態度：「其查核

也，旁參他條，詳檢成案，剖別疑似，辨析微茫」；這裏所謂的「旁

參他條」，絕不是胡亂「援引他律比附」，而是在各種可能定罪的刑

名當中，找尋 能「折衷而歸于是」的法定罪刑，這才是這些刑部官

員心目中的「比附重輕」。這種「比附重輕」的嚴謹態度怎能簡單等

同於沈家本批評的「援引他律比附」？而刑部官員展現的「上比、下

比，以協於中」與「剖別疑似，辨析微茫」，又怎能符合沈家本指責

的「自律內增一他字，而其弊益不可究詰矣」？ 

撰寫說帖的清代刑部，並非一座孤島；歷經明清五百多年發展，

刑部實已成為當時中國法學專家聚集的中心，許多任職刑部官員甚至

在此共同形塑了一種特別的法律空間，並向外放射其影響力與感染

力。筆者希望對此現象再做些補充。 

十六世紀以同時注釋《尚書》等儒家典籍與《大明律》而著稱的

王樵（1521-1599），在回憶他任職刑部時的讀書與工作情景時寫

道：「予在刑部，治律令，如士人治本經」，王樵任職刑部時經常研

讀法律書籍，其認真程度甚至有如是科舉考生鑽研自己 拿手選考科

目的「本經」。王樵同時指出：單單研讀法條是不夠的，還得配合成

案做考究，他對此做了有趣的比方：「治律如按方，鞫事如診病」，

研讀法條「治律」時，必需搭配審理案件或考察成案之「鞫事」；

「治律」有如醫生研讀醫學各種「方書」，只是在記誦病癥與藥名，

離真正成功為病人「診病」，還有一段距離，故而「治律」必需搭配

「鞫事」。有的醫生死記「方書」，不能以愛心與細心去體察患者的

病情，便無法真正治癒患者（「有人方書雖明，而不中病」），其在

法律上的表現便是：「如人明法而不能得情，則所謂明，竟亦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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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記誦法條而不體貼案件當事人各種情境，恐怕只是造就無血無

淚的法匠：「有人精於法，而易入於刻」。在王樵看來：「法非使人

刻也，倚法以削，則入於刻而不自知。故用心又以仁恕為本」。54要

想成為好的法官，既要熟悉法條，也得「以仁恕為本」，時刻體貼個

案中的不同情境。王樵不是特例，刑部培養了不少與他一樣兼習「治

律」與「鞫事」的法學專家。 

進入清代，刑部依然是聚集法學專家的重要場所。韓菼於康熙二

十四年（1685）曾經如此描寫他那位長期任職刑部等司法機構的「法

官」老師姚文然：「自入仕，任言責，後為上卿，所歷皆法官」，

「尤矜恤民命……在刑部，推廣上恩，所全活甚眾」，「屢上慎刑之

疏」，「不骳法，不市恩，一酌乎人心之安，而猶恐失之」；至於姚

文然的著作《白雲語錄》則更被韓菼稱讚為：「參酌諸例，鉅細畢

貫，法律家可長據而守也」，55這裏不僅見到姚文然這類刑部官員對

待法律的認真態度，且如所謂「法官、法律家」等名詞，也都是當時

中國官員與士人習慣使用的名詞，不必等到清末才由歐美或日本傳

入。藉由慎重司法而「矜恤民命」，並且「參酌諸例，鉅細畢貫」之

重視法學素養，都明顯構成當時「法官、法律家」所應具備之志向與

能力。 

明清中國固然仍有鄙視法律知識的士人與官員，但以此即忽略王

樵以至姚文然等「法官、法律家」的存在，也頗為偏頗。再舉清初徐

宏先的〈修律自愧文〉為證，修訂法律的立法工作何以讓刑部官員徐

宏先「自愧」？他寫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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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呼！古人何其詳而且慎也」、「若修

                                               
54 （明）王樵，《方麓集》（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83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1285，卷6，〈西曹記〉，頁225-229。相關分析，可參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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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33卷1期（新竹：2003.06，實際
出版日期為2004.04），頁1-43。 

55 （清）韓菼，〈序〉，收入姚文然，《姚端恪公文集》（影印康熙二十二年（1683）刻
本），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7輯，18冊，頁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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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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望讀律之君子，亦皆有如修律者之盡心，則民命庶有賴

乎！」56不必高舉司法獨立、反抗君權或是憲政法治的大旗，這位十

七世紀左右的刑部官員也在這裏分梳了法律知識何以重要，說明修法

與立法工作何以是「事關千秋」的大業。 

再回到刑部說帖。做為十八、十九世紀之間新出的一種法律文

類，說帖既是當時審轉制度下的產物，也反映當時中國司法官員用以

調和「成案」與「律、例」之間緊張關係而累積結晶而成的一套法律

知識，並且還是明清中國刑部做為法學專家聚集空間的又一明證。 

後，筆者要再做澄清：本文重點不是要頌揚清代法律解釋與法

律推理的水準，並非要將評價明清中國法律的翹翹板擺盪到另一個極

端；而是希望正視清代法律現象的複雜性，莫再不假區別地將職司審

轉覆核的刑部官員一概等同於全國眾多素質良莠不齊的法官，或是將

全國案件一律設想為類似文字獄那樣會隨時遭皇帝干預審判的政治性

案件。57清朝固然是所謂的「專制國家」，58但這種專制國家的權力

運作主要並不表現在皇帝經常任意干預司法，而更多地是這個國家的

司法體制不願意或是不能夠在法律制度上「委任法官以量刑之權」。

或可這麼說：問題不在刑部官員因為「比附重輕」而破壞法律的安定

性，而實在於刑部官員只能透過「比附重輕」來保障法律的安定性。 

                                               
56 （清）徐宏先，〈修律自愧文〉，收入魏源輯，《清朝經世文編》（台北：世界書局，

1964影印清刊本），卷91，〈刑政〉二，頁2下。 

57 學者研究「春秋折獄的歷史功過」時，也曾強調應該細分「政治性案件」與「非關政治確
信之尋常案件」，不宜混為一談（見：黃源盛，〈春秋折獄的方法論與法理觀〉，收入氏
著，《漢唐法制與儒家傳統》，頁100），此論用於評價明清比附，應也需要堅持「事理相
同」一體適用。 

58 有關傳統中國政體是否「專制」的問題，學界早已累積不少論辯，相關介紹可參見：甘懷
真，〈皇帝制度是否為專制？〉，收入氏著《皇權、禮儀與經典詮釋》（台灣大學出版
社，2004），頁539-552；閻鴻中，〈職分與制度──錢賓四與中國政治史研究〉，《台大
歷史學報》，38（2006）：105-158；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說的知識考古〉，《近代史
研究》，2008, 4（200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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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tng the Principle of “No Penalty without a 
Law”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Pengsheng Chiu 

 

Abstract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legal genre of shuotie, which were widely 

published in the Chinese commercial pres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genre of shuotei 

(persuasive statements), mainly made by ad hoc committees  of the Qing 

government’s Lüliguan (Office of Legislation) in the Board of Justice at 

least from the 1780s, I offer a revision of a view standard since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According to this view, legal reasoning through analogy 

seen in tthe Qing code was inferior to that of the Tang code of the eighth 

century. In fact, generally speaking, making analogies in shuotei actually 

reflected the practice of judges who thereby sought to protect the stability 

of a principle  similar to nulla poena sine lege (Latin: “no penalty 

without a law”)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Qing legal system. Contrary to 

the standard scholarly view, Qing analogical legal reasoning did not 

weaken the stability of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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