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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刑案匯覽》的知識史 

邱澎生（2004/6/17） 
 

一‧《刑案匯覽》的基本內容：1

《刑案滙覽》成書於道光十四年（1834），收錄乾隆元年至道光十四年

（1736-1834）九十九年間經中央司法機關處理之 5,640餘件刑案。本書署名祝慶
祺（原籍浙江會稽縣）「編次」、鮑書芸（原籍安徽歙縣）「參定」，兩人共同編輯、

討論與校正此書，但祝氏花費氣力最久最多，鮑氏稱其「殫精疲神者，閱十餘載」。

祝慶祺在道光初年任職刑部雲南清吏司時，開始編輯此書，後因轉任閩浙總督孫

爾準幕友而暫停編務；祝氏在道光十二年（1832）離職到了揚州，與同樣長期任

官刑部的鮑書芸聚會，共同完成本書的定稿與出版工作。2

《刑案匯覽》將所收 5,640餘件刑案，依照《大清律例》各編、各章、各門、

各條律文名稱，分別匯錄案件，這些案件被編者大體區分為以下四大類：說帖、

成案、通行、其他。「說帖」為刑部律例館官員針對「例無專條、情節疑似」案

件所做的討論與說明，收錄 2,800餘件（約占全書案例的 49.6 %），案件時間分
布於乾隆四十九年至道光十三年。「成案」專收「例無專條、援引比附、加減定

擬」案件，共錄 1,400餘件（約占全書 24.8 %）。「通行」係針對「例無專條」而

由刑部建請皇帝核准增入全國通行條例的案件，約錄 600餘件（約占全書 10.6 
%）。第四類為「其他」，共錄 840餘件，案件主要來自以下兩種不同來源：祝慶

祺任職刑部期間「遇案自行記存」者 500餘件（約占全書 8.8 %），以及祝氏分別
自「邸鈔」、坊本《所見集》、《平反節要》、《駁案彙鈔》等書選錄而來的「例無

專條」案件 340餘件（約占全書 6.0 %）。3整體看來，《刑案滙覽》主要收錄「情

節疑似」或是「例無專條」等兩類「疑、難」法律案件，本書可謂是中央司法官

員對全國難度較高司法案件的解釋匯編。4

                                                 
1 （清）祝慶祺編次、（清）鮑書芸參定，《刑案匯覽》（60 卷），此書一般常見影本，是將其與

《續增刑案匯覽》（16 卷）、《新增刑案匯覽》（16 卷）以及《刑案匯覽續編》合輯影印。目前
該書常見的不同版本主要有二：一是影印清光緒十二年（1886）刊本，台北：成文出版社，1968；
二是影印道光十四年至二十年棠樾慎思堂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867-871，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7。《刑案匯覽》版本問題，可見：中村茂夫，〈清代　刑案：《刑案匯覽》

　主　　　〉，收入滋賀秀三編，《中國法制史：基本資料　研究》，頁 715-737，特別見頁 723。
目前對《刑案匯覽》全書的專門分析，仍需參見：Der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 Law in Imperial 
China: 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中譯：朱勇譯，《中華帝國的法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 

2 祝氏與鮑氏生平簡介，可見：Der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 Law in Imperial China: 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 p.148；張偉仁，《中國法制史書目》，第一冊，頁 310。 

3 據《刑案匯覽》〈凡例〉（頁 8）統計，亦可見：中村茂夫，前引文，頁 721-722。 
4 以上對《刑案匯覽》內容的簡介，摘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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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 8月，頁 13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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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明清法律「知識史」發展看《刑案滙覽》的特殊性？ 

1 可與其他文本相比較的幾個判準： 
I. 收錄案件內容的「真實性」（authenticity）如何？ 

A. 宣稱是「法律案件」性質者：「實際」/「改編、傳聞」/「虛擬」
等的案例。 

B. 宣稱是「小說」性質者：公案小說的「案例」 
II. 收錄案件性質的「複雜程度」如何？ 

A. 平常案件：細事、罪証確鑿、皇帝欽定⋯ 
B. 疑案：案情焦著、情節疑似⋯⋯ 
C. 難案：例無專條⋯⋯ 

III. 收錄案件方式的「公開程度」（openness）如何？ 
A. 案件檔案的「可接近性」：胥吏壟斷；訟師傳貼巷里；5涉案民

眾或是會館公所成員將案件刊刻石碑豎立於各類「公共場所」

（廟宇、通衢、會館公所⋯）⋯⋯。 
B. 傳抄或出版物的「流通性」：吏學、幕學傳抄本；幕學、訟師

秘本的刊刻⋯⋯。 

2 幾部可資比較的「法律案件」文本： 

I. 清波逸叟編，《折獄明珠》（明萬曆 30 年，1602）：改編刑案‧6平常‧

出版 
II. 李春芳編次，《海剛峰居官公案》（明萬曆 34 年，1606）：公案小說‧疑

案‧出版 
III. 陳芳生輯，《疑獄箋》（清康熙 30 年，1691）：傳聞刑案‧疑案‧出版 
IV. 全士潮輯，《駁案新編》（清乾隆 47 年，1782）：實際刑案‧「平常」‧出

版 

                                                 
5 乾隆二十七年（1762）一位江西省級官員由江西九江府入境省會所在的南昌府城時，他在「沿

途所到之處，留心查看，見有各縣審斷事件所發讞語，俱刊刻，隨處刷貼；更有好事之徒，於

讞語之後，復自敍訟勝情節，任意誇張」（《西江政要》，「民間詞訟禁刊讞語」條）。有學者以

此史料為根據，強調當時訟師刊印判決書是希望用以招攬顧客，參見：夫馬進，〈明清時代　

訟師　訴訟制度〉，梅原郁編，《中國近世　法制　社會》，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93，頁 464。 
6 夫馬進認為：晚明以來「訟師秘本」實以《蕭曹遺筆》為最早的原型，影響所及，《折獄明珠》

也是基本承繼著《蕭曹遺筆》的體例，而這些書籍所收錄「訟案」的司法官員，其實經常是虛

構的人物，參見：夫馬進，〈訟師秘本《蕭曹遺筆》的出現〉，收入楊一凡總主編，寺田浩明主

編，《中國法制史考証》丙編第四卷，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鄭民欽譯，頁 460-490。
但我以為，人名可虛構，可敘說訟案故事的情節結構則不一定不反映當時實情，說是「改編刑

案」可能較為準確，配合前述《西江政要》記載的「好事之徒，於讞語之後，復自敍訟勝情節，

任意誇張」情景，更顯得訟師等人物改編實際案例而編入某些訟師秘本的可能性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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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宋謙重編，《說帖輯要》（有清嘉慶十六(1811)年陳廷桂序）：實際刑案‧

疑、難案‧未出版 
VI. 剛毅編，《審看擬式》（清光緒 13 年，1887）：實際刑案‧平常‧出版 

3. 《刑案匯覽》的主要「生產者」與「消費者」：中央與地方司法官員在十八
世紀「審轉」制度加密加嚴下的相互角力關係。 

說帖在當時居於全國法律知識體系的中心地位，這不僅有審轉制度上行政權

力運作的原因，也有相對而言較為純粹的說理論辨上的理由。陳廷桂在嘉慶十六

年（1812）描述刑部律例館官員如何撰成「說帖」的過程：「僕濫竽刑曹十年，

蓋灼然有以見夫用刑之難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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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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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繕具『說帖』，備陳是非之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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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明清刑部官員做為律例與《刑案匯覽》等法律書籍的重要「消費者」，他們

如何將「法律、刑案」等法律知識關連到「醫學、兵學、曆、樂、數學」等

其他傳統中國「知識系統」？ 

明代刑部官員王樵（1526-1590）在強調法律案例的重要性時，即謂：「治獄

之難，在得情。嘗譬之醫，治律如按方，鞠事如診病。有人方書雖明，而不中病；

如人明法，而不能得情。則所謂明，竟亦何用？」8王樵以醫學與法學相互類比，

而到了他的兒子王肯堂（1549-1613），則更是同時兼擅律例註釋與各科醫學，著

作豐富，並且聞名明清兩代的法學界與醫學界。 

清光緒十一年（1885），彭祖賢在警告官員不可單讀法條而忽略「成案」時，

也做了以下比方：「居官者，固無弗讀律例矣，而歷年成案，或不暇一覽；此猶

醫家之僅熟《素問》、《靈樞》，兵家之僅熟《陰符》、《六韜》，當未知其果堪一試

否也？」他為《刑案匯覽續編》作序，勸官員熟讀這套刑案匯編，他的說詞是：

「有斷獄之責者，既熟讀律例後，更得是編覽之；亦猶各家醫案、歷代兵事，後

之人雖不必過泥其迹，而所以剖別是非、權衡輕重，大致固不越乎是矣！」9

王明德《讀律佩觿》附有長篇自序，他費了許多篇幅將法律知識描述為是對

天地「自然之氣」的倣效，在王氏看來，只有三種學問才能在名稱上被稱為「律」：

                                                 
7 陳廷桂，《說帖輯要》〈敘〉。 
8 （明）王樵《方麓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 1285），
卷 6，〈西曹記〉，頁 225。 

9 （清）彭祖賢，〈敘〉，收入薛允升鑑定、吳潮、何錫儼彙纂，《刑案匯覽續編》（影印清光緒二
十六年（1900）成都重刊本，台北：文海出版社，1970，冊 1），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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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律」、「曆律」與「樂律」，他要論証的是：法律知識、天文知識與音樂知識

這三種學問之所以被冠以「律」的名稱，其實正反映了三種知識的起源與本質，

正是在於對「自然」律則的倣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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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功用固亳髮其不爽者

也」。10

而王明德在閱讀法律條文時，還表現出對數字一定程度的著迷，他不僅在序

文中鋪陳「五、六」等對他而言具有象徵意義的數字，更在解釋〈官司出入人罪〉

律例釋義文字中所使用的「原包杖、原包折杖」等術語時，直接輔以「數學」做

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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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三‧《刑案匯覽》編輯風格上的幾個特色： 

1 不憚繁瑣的目錄：詳細到總計有 81 葉。 
2 每件案子摘錄重點在於：突顯中央司法官員的論據最後被接受或是不接受，

既不是要完整紀錄案件在各層審轉司法機關中的始末「原文」，也不是要由

中央片面下令宣達駁覆刑案的結果。論辯，是《刑案匯覽》的一個特殊性，

但此種論辯又和《折獄明珠》的方式有所差異。 
3 在每件案例起首上方處，綜述該案內容的提要。 
4 《刑案匯覽》編者在書末，除了編有〈刑部事宜〉一編外，特別列出「例無

專條之案，有情同議異、介在疑似者」的 29件案例，顔其名為《拾遺備考》。 
 

四‧《刑案匯覽》案例選讀： 

（以作者與編者如何展現「法律推理」為介紹的重點） 

鮑書芸是「參定」《刑案匯覽》的編輯，他描寫本書編輯在選錄眾多案例時

                                                 
10 《讀律佩觿》，影印清康熙十五年(1676)王氏冷然閣重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

北：莊嚴文化公司，1995，子部，冊 37，頁 518-519。 
11 《讀律佩觿》，頁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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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則，是要「於廣搜博採之中，寓共貫同條之義」12，而究竟要如何做到

此點？鮑氏如此做了說明：「《易》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不留獄』。13至哉言！

不窮其理於律例之中，未足為明慎也；不通其意於律例之外，亦未足為明慎也。

天下刑名匯於刑部，凡直省題達各案，刑部詳加核議，苟有可疑，必援彼証此、

稱物而類比之，剖析亳釐。律、例之用，於是乎盡；情與法，皆兩得矣」。14這

段話可謂是鮑氏心目中理想的「法律推理」，這有兩個標準，一是要能「窮其理

於律例之中」，一是要能「通其意於律例之外」。 

 
（以下討論兩類案例，以略見當時官員法律推理之一斑） 

 
A. 第一類案件：「疑」案一件 

《刑案匯覽》收錄案件中，有些特別著墨在如何由送審司法文書的蛛絲馬跡

研判案情的「真相」。如清道光五年（1825），刑部直隸司針對一件據信是姦夫「調

姦」不成而殺死「姦婦」的審轉案件，提出了和承審直隸官員大不相同的案情「真

相」。刑部對本案提出的不同見解，並不直接表現在地方官所引用的〈鬥殺〉法

條是否錯誤，而是刑部官員依審判記錄，推斷該名被殺身亡婦人王何氏，其實應

非「姦婦」，而反而是被凶手強姦不成而慘遭殺害的受害人。刑部官員從兩點推

論案情的「真相」：第一，凶手王隨罄辯稱，他原是和王何氏約定到王何氏夫家

姦宿，但突被王何氏小叔王四書撞見，心慌逃走之際，忙亂中抽出隨身小刀扎傷

王四書，同時，更錯手殺死王何氏。但是，刑部官員認為，婦人屍體不僅「疊扎

多傷」，依凶手初次口供，「該犯目擊王何氏氣絕，始行走避」，刑部官員以此推

定：凶手不是錯手殺死王何氏，而其實是「顯有不死不休之勢，謂非有心欲殺，

殊難憑信」。若真約會通姦，是否會如此狠心下手殺人？此可疑者一。第二個可

疑點則是刑部官員認定送審文書中的証人供詞與地方官員訊詞相互矛盾（原文所

謂的「供、看尤屬支離」）：在王何氏公公王同芳的供詞中，提及他是約略同時聽

到小兒子王四書和王何氏大聲呼叫，才由睡夢中起身察看，而當他到達隔避房間

現場時，則已看到小兒子受傷倒地而媳婦王何氏則已受傷身死（供詞）。然而，

刑部官員在直隸官員問案的「看語」內卻讀到以下兩點矛盾：一是「王四書喊嚷，

在堵門捕捉之時；王何氏聲喊，在王四書受傷之後」；二是「王同芳聞喊往視，

該氏業經氣絕」，刑部官員不禁質疑道：「該氏被扎多傷，時非傾刻，何以王同芳

聞喊往視，該氏業經氣絕？」因此，刑部官員認為証人供詞與官員審問之間明顯

矛盾。 

由地方官的審判記錄中，刑部官員推論了一個新的案情「真相」，並對地方

                                                 
12 鮑書芸《刑案匯覽》〈序〉，頁 3。 
13 語出《易經》〈旅〉卦象辭：「象曰：山上有火，旅。君子以明慎用刑，而不留獄」。 
14 鮑書芸，《刑案匯覽》〈序〉，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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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審官員做成部駁：「案關姦匪逞凶，一死一傷。孰先孰後，最為緊要關鍵。承

審各官並不詳悉根究，僅將王隨罄照〈鬥殺〉律問擬繯首，殊未平允」。在刑部

官員仔細推敲審判記錄文字後，事關「姦匪」而非「姦婦」，也算是要還王何氏

一個死後清白。然而，「真相」似乎仍然無法澄清，因為直隸官員接到部駁重審

再行題覆後，仍然強調：「遵駁覆審，並無別故，仍照原擬題結」。15王何氏是否

「清白」？看來若是夫家不再持續上告，大概也很難被「平反」吧？也許，刑部

官員以純粹案情「真相」進行部駁時，地方官「文過飾非」的可能性應是較高的。

刑部官員原則上只能進行「文書審查」，而無法調所有涉案人犯與証人赴京重訊，

這中間的困難，也許正是造成《刑案匯覽》收錄駁詰「供、看支離」重新推論案

情「真相」類型較少的主要原因，所錄部駁案件，通常多屬講究法條釋義以研定

案情罪責。不過，這份道光五年刑部直隸司官員所做的案情「真相」推論，仍令

後世讀者印象深刻。 

 
B. 第二類案件：「難案」三件 
1. 清乾隆五十六年（1791）說帖。江蘇巡撫在該年主動諮請刑部說明「祁二等

拐帶王朝銀兩潛逃擬流一案」的法條適用問題，刑部官員分析案情與法條

後，撰成「說帖」如下：「查，祁二販賣糧食為生，與王朝素識交好，時為

王朝寄帶銀信、件物，從無錯誤。王朝復將攬帶銀信一千五百餘兩，託伊轉

寄。該犯因見銀多，起意逃匿。是祁二代人寄送銀信、中途拐逃、贓至一千

餘兩，固不便僅以〈費用受寄財物〉律科斷，但究由王朝所託非人致，較之

店家、船戶為商民倚靠、乘間伺竊、為害商旅者，情罪為輕，似應照覆」。16

這份說帖同意江蘇巡撫審轉的判決，但在撰作說帖時，刑部官員則同時論証

了本案疑似涉及三條不同法條的法律罪刑及其間的區別標準： 

查律載，「費用受寄他人財物」者，坐贓論，減一等，罪止杖九十、徒二年

半。「誆騙拐帶人財物」者，計贓，准竊盜論，罪止杖一百、流三千里。至

實犯〈竊盜〉，贓至一百二十兩以上，罪即應擬絞候。推原律意，蓋以「竊

盜」乘間胠篋、為事主防範所不及，故贓數逾貫，即應繯首。至「費用受

寄財物」及「拐帶財物」，究由寄託者之昧於審擇、信任非人，以致該犯得

乘機所用，是以，不論贓數多寡，罪止徒、流，不與實犯〈竊盜〉一律問

擬也。17

                                                 
15 《刑案匯覽》，冊 8，卷 52，頁 3279-3281。 
16 《刑案匯覽》，冊 3，卷 19，頁 1357。 
17 《刑案匯覽》，冊 3，卷 19，頁 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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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涉及清律〈費用受寄財產〉本律、18〈詐欺官私取財〉律文第三款〈冒認及

誆賺局騙拐帶人財物〉、19〈竊盜〉本律（或〈竊盜〉律附例「店家、船戶、腳夫、

車夫有行竊商民及糾合匪類竊贓朋分者」）20 等三條法律的文義解釋。這些法條

處罰不同犯罪行為，並以「六贓」中不同的「罪行輕重、刑度高低」規定，21分

別適用對於「費用受寄財產、冒認及誆賺局騙拐帶人財物、竊盜」三種犯罪行為

的處罰，第一種犯罪行為以「坐贓」論，第二種「計贓，准竊盜（贓）」論，第

三種「竊盜贓」；前二種「不論贓數多寡，罪止徒、流」，第三種刑度最嚴：「贓

至一百二十兩以上，罪即應擬絞候」。本案討論焦點，即在「祁二代人（王朝）

寄送銀信、中途拐逃、贓至一千餘兩」一案，究竟屬於上開三種罪行的哪一種？

江蘇官員擬處「流」刑，顯然是當作第二種（坐贓刑度最高至徒三年、杖一百，

竊盜贓以本案一千餘兩計算則可至斬刑）。刑部官員在對法律文義加以解釋後，

同意江蘇承審官員的原判。由本案運用法律文義解釋的方式看來，刑部官員是以

「為事主防範所不及」，做為界定「竊盜」犯行的關鍵判準；並以「究由寄託者

之昧於審擇、信任非人，以致該犯得乘機所用」，用來界定「費用受寄財物」或

是「拐帶財物」。這裏面存在一種透過法律文義解釋而重新確立犯罪行為界限的

法律推理。 
 
2. 清道光元年（1821），江蘇巡撫再以一件同類案件請求刑部解釋，刑部官員

撰寫說帖，以類似理由「照覆」同意了將犯罪人「依拐帶人財物律，計贓，

擬流，免刺」的原判。這件案子大略是「楊撝吉與王冠群合雇船隻」同行，

王氏因上岸追討欠債，託楊氏保管自己行李箱和開箱鎖匙，楊氏乘機開箱將

箱中部份白銀掉包成價值較少的銅錢。事發若干日後，王氏追獲並控告原已

潛逃他地的楊氏。江蘇地方官雖然是依〈拐帶人財物〉律判處楊氏流刑，但

可能還是覺得無法確定「拐帶」與「竊盜」的界限，所以仍請刑部解釋。刑

                                                 
18 《大清律例》〈戶律〉編〈錢債〉章〈費用受寄財產〉條（薛允升，《讀例存疑（重刊本）》，

冊 3，卷 16，頁 401）。 
19 《大清律例》〈刑律〉編〈賊盜〉章〈詐欺官私取財〉條（薛允升，《讀例存疑（重刊本）》，

冊 4，卷 30，頁 721）。本條律文的第三款，規定對「冒認及誆賺、局騙、拐帶人財物」行為

的處罰，許多清代法律書籍也將此款條文簡稱為「誆騙律」。 
20 《大清律例》〈刑律〉編〈賊盜〉章〈竊盜〉條（薛允升，《讀例存疑（重刊本）》，冊 3，卷

28，頁 649-650）；同條附例「店家、船戶、腳夫、車夫有行竊商民及糾合匪類竊贓朋分者」（乾

隆二年‧1737 例，嘉慶十三年‧1808改定。見：薛允升，《讀例存疑（重刊本）》，冊 3，卷 28，
頁 663）。 

21 明清「六贓」為監守盜贓、常人盜贓、枉法贓、竊盜贓、不枉法贓與坐贓，是對侵奪財物犯

罪行為的六種「罪行輕重」與「刑度高低」標準，刑度分四級，各級刑度又以受「贓」金額多

寡而再做細分。清代情形如下：「監守盜贓」最重，刑度可至斬刑；「常人盜贓」與「枉法贓」

刑度大體同級，可至絞刑；「竊盜贓」與「不枉法贓」刑度同級，最重至流三千里、杖一百；「坐

贓」最輕，刑度至於徒三年、杖一百。清代註律名家沈之奇對所謂的〈六贓圖〉有仔細說明，

見：沈之奇注，洪弘緒訂，《大清律集解附例》，影印清乾隆朝刊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北

京：中華書局，1997），冊 863，頁 254-256。何以要區分不同標準的「贓」罪？有清代法學家

提出理由：「所以明差等、便觀覽，兼以發人恥心之萌，而自動其羞惡之良也」（王明德，《讀

律佩觿》，頁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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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官員所撰說帖，以下敘兩個理由支持原判： 

《集解》云：携帶人財物、乘便取去，曰拐帶，等語。是拐帶與竊盜，迹

相類而實不同，罪名亦有生死之別。誠以拐帶財物雖亦係取非其有，惟究

由事主所託非人所致，不得與實犯竊盜同科，故贓數逾貫，擬罪止於滿流。

22

該犯本係商販生理，並非積慣掉匪，且與王冠群素識相好，其乘便竊取王

冠群箱貯銀兩，究由王冠群信任不當、妄託照管、並將鎖匙交付收執所致，

與實犯偷竊者有間。23

這和前引清乾隆五十六年說帖的意見基本一致，都強調區分「事主防範所不及」

和「事主信任不當」是判斷「竊盜」犯罪行為的重要標準。不過，這份說帖直接

徵引了書市販賣流傳的《大清律集解》，引用該書對「拐帶」法律名詞的定義，

可以看到民間法律註釋書籍對政府實際審案的影響。24這都反映《刑案匯覽》透

過法律文義解釋所進行的法律推理。 

綜合上引兩份說帖，可看到《刑案匯覽》中的刑部官員，在解釋「竊盜」行

為成立與否時，不僅考慮犯罪人的身份職業（「係商販生理，並非積慣掉匪」），

也考慮被害人是否也該負起一定「責任」（「究由寄託者之昧於審擇、信任非人；

信任不當、妄託照管、並將鎖匙交付收執」）。被害人當然不可能因為這種類似「道

義責任」的「責任」而受罰，但是，加害人卻可能因為這種「道義責任」有無而

直接面臨或生或死的刑度（所謂「拐帶與竊盜，迹相類而實不同，罪名亦有生死

之別」）。25表面上看，因為清律對「竊盜」罪行的處罰刑度上限太重，一般偷竊

得財等罪，只要滿一百二十兩，即處以「絞監候」死刑。這麼重的刑度，可能會

使承審官員用來定罪量刑時較易心生猶豫，不願輕易使用，只好透過法律「文義

解釋」來重新界定「竊盜」的構成要件。但深一層看，其實這未嘗不是反映既有

〈竊盜〉法律條文，已無法使審案官員「心安理得」地運用在許多「形似而實不

同」的罪行上。因此，官員在審案過程中，嚴格限制「竊盜」罪的適用範圍，甚

至一併考量財物受侵害人的「道義責任」，這可能也是官員有意限制〈竊盜〉重

刑法律條文適用範圍的結果。 

                                                 
22 《刑案匯覽》，冊 3，卷 19，頁 1356。 
23 《刑案匯覽》，冊 3，卷 19，頁 1357。 
24 討論法律註釋書籍對《刑案匯覽》法律解釋的影響，亦可參見：何敏，〈從清代私家注律看傳

統注釋律學的實用價值〉，收入梁治平編《法律解釋問題》，頁 345-350。 
25 即使現今刑法規定法官可將「犯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列為酌科加減刑度的「情狀」（參見：

現行《中華民國刑法》第 57 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一切情狀，尤應注意左例事項，為科刑

輕重之標準」，所列十件事項第八項即為「犯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但兩者仍有很大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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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刑部官員試圖縮減「竊盜」罪適用範圍所做的法律文義解釋，從中

可以看出各級承審法官希望減輕一般人侵犯財物罪刑時的基本態度。但在某些侵

犯財物罪的案例中，刑部官員卻以法律推理加重對侵犯商人財物的定罪與量刑。 

 
3. 清乾隆五十六年（1791）的另一份說帖，刑部官員除重申「竊盜」與「誆騙、

局騙、拐帶、費用受寄財物」四種犯罪行為的文義區別外，26更針對商人財

物受到運輸與旅店業者的不法侵害，做成比一般民眾財物受侵犯更嚴厲的判

決，並建議根據本案判決結果修改原有的法律條文： 

客商投行雇夫，所有貲物，悉交運送，即與店家、船戶為客途所依賴者，

情事無異。一被拐逃，則血本罄盡，進退無門，其情節較之尋常鼠竊為可

惡，是以各省有因為害商旅即照實犯〈竊盜〉律定擬者。通查彙核，詳加

參酌，似應以腳夫挑負運送客民行李財物中途潛逃、贓至逾貫、實係為害

商旅者，俱照〈竊盜〉治罪。若非行路客商，止係託帶銀信、寄送貨物、

致被拐逃者，悉照〈拐逃〉律科斷。謹具說帖，候示。27

這其實是以被害人職業是否屬於為標準，區分出「竊盜」重罪或是「拐逃」等其

他較輕罪行的法律適用範圍，加強對於侵犯「行路客商」財物者的刑罰。這份說

帖除了強調「為害商旅」其實是「情節較之尋常鼠竊為可惡」的罪行之外，更運

用了一種「類推適用」的法律推理：「客商投行雇夫」所發生的商人財物損失嚴

重程度，也可類推為「店家、船戶為客途所依賴者」，兩者「情事無異」，因此，

都可依〈竊盜〉律例治罪。這可謂是一種「類推適用」的法律推理方式。28

由這份加強保護商人經商財物安全案例而撰寫的說帖看來，很可以表現出明

清中國商人經商與市場發展現象對既有法律體系的具體影響。一般研究中國法制

史學者對明清中國的經濟發展比較陌生，常輕易將明清中國簡單地歸類為「農業

社會」而忽略了市場經濟在當時的種種重要新發展，29從而理所當然地認定與商

                                                 
26 「私取人財為竊盜⋯⋯若巧言哄誘他人因取其財而不還曰誆騙；裝成圈套，使人入其中而不

得不與之財曰局騙；遇有人口財物，隨便攜帶，曰拐帶；受人寄物不還，詐言死失，為費用受

寄財物。四者雖皆取非其有，而失主亦有被誘慢藏、誤寄、偏信之咎，究與實犯竊盜有間」（《刑

案匯覽》，冊 3，卷 17，頁。）。 
27 《刑案匯覽》，冊 3，卷 17，頁 1213-1214。 
28 類推適用做為法律推理的特色，在於「相類似者，應為相同之處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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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它是以「類似性」（likeness）做為法律推理時藉以比附援引的基礎，是一種「由特殊到

特殊、由個別到個別」的推理方式，既非「由一般到特殊」的演繹推理，也非「由特殊到一般」

的歸納推理（王文宇，〈論類推適用與法律解釋〉，氏著《民商法理論與經濟分析》，台北：元

照出版公司，2000，頁 280-281；吳家麟，《法律邏輯學》，台北：五南圖書公司，1993，頁 263-265）。 
29半世紀來，明清經濟史已對當時商人貿易與市場經濟的新發展現象，累積了豐富成果，此處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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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有關的法律一直沒有變化。30這種刻板印象嚴重阻礙對明清經濟與法律領

域間實際變化展開深入的理解。單由《刑案匯覽》案例中的法律推理看來，至遲

在十八世紀末，針對商人財物受損的「竊盜」罪，其實反而是被漸趨嚴格定罪的，

這和明清農業與工商業等整體經濟有種不容忽視的新發展，31以及政府逐漸加強

立法保護客商財貨受損的大趨勢，彼此間實有著密切的連繫。 

 

                                                                                                                                            
能簡略提供最基本的讀物：張海鵬、張海瀛編，《中國十大商幫》（合肥：黃山書社，1993），
該書介紹明清山西、陝西、寧波、山東、廣東、福建、洞庭、江右、龍游、徽州等地商幫的活

動概況。對十六至十九世紀明清市場經濟成長的數量估計，可見：吳承明，〈論明代國內市場

和商人資本〉、〈論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氏著《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北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 1985），頁 217-246；247-265；李伯重，〈中國全國市場的形成，1500-1840〉，《清
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4,4(1999)：48-54。 

30 早在晚清，強調中國為「農業社會」而不能發展歐美「工商之國」法律體系的論述，即已漸

露端倪。清宣統二年（1900），勞乃宣(1844-1927)即謂：「法律何自生乎？生於政體。政體何自

生乎？生於禮教。禮教何自生乎？生於風俗。風俗何自生乎？生於生計。宇內人民生計，其大

類有三：曰農桑，曰獵牧，曰工商」。在勞氏的「法律—生計」分類學中，中國屬於「農桑之

國」，因此，「其禮教、政體，皆自家法而生」，「一切法律，皆以維持家法為重」。歐美屬於「工

商之國」，因而，「其禮教、政體，皆自商法而生」，「一切法律，皆以商法相表裏」（《新刑律修

正案彙錄》〈序〉，收入氏著《桐鄉勞先生遺稿》，影印 1927 年桐鄉盧氏校刊本，台北：藝文印

書館，1964，頁 1-2）。勞氏立論，固然有其做為清末針對《大清新刑律》而來的「禮、法爭議」

為背景（可參考：黃源盛，〈大清新刑律的禮法爭議〉，氏著《中國傳統法制與思想》，台北：

自印本，1998，頁 335-367），具有濃厚的為「禮教派」尋求「理論基礎」的論述意含；然而，

勞氏論述也可謂是典型的法律變遷「經濟決定論」。 
31透過明清經濟的新發展，進而反省經濟史研究裏存在的「歐洲中心論」（一切以歐洲工業革命、

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馬首是瞻），目前也有不少重要成果，主要可見以下三書：王國斌，《轉變

的中國：歷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李伯重、連玲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李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海峽兩岸出版了兩個中譯本，大陸名《大分流》，史建雲譯，江蘇人民

出版社，2003；台灣名《大轉向》，張寧等譯，台北：巨流出版社，2004 即將出版）。當然，
仍然反對明清經濟有「本質性」變化的學者也大有其人，學者就此已展開針峰相對的論辯，雙

方最新的交鋒，可參見黃宗智與彭慕蘭的長篇辯論文章（二文分別刊於《歷史研究》2002,4、
2003,4）。然而，這樣論辯的存在，並不代表那些簡單地以為明清經濟沒有重要變化的人仍可

以繼續自以為在知識上站的住腳。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