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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折獄新語》是我國現存唯一的明代判詞專集，共收判詞二百一十篇。它是

明季李清在寧波府推官任內審理各類民刑案件的結案判詞，是這一階段的地方司

法實錄。這本專集內容豐富，析案分明，定性準確，斷語精辟，文辭優美，駢散

結合，是自成一家之作，是明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判詞專集。不僅提供了制作判詞

（今稱「判決書」）這一法律文書具體生動的借鑒材料，而且提供了研究我國古

代社會法制史料，特別關涉到明代律、例最有價值的佐證。 
 
由於康熙年間清廷徵召李清參與編修《明史》，李清不肯赴任，清廷認為他

抗節不仕，故將他的一切著作均列為禁書，不得流傳。因而，《折獄新語》在清

代遂被列為禁書，以致僅存崇禎刻版此一孤本（現存北京圖書館），1995 年上海

古籍出版社將此一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法家類》。刻本前有山陰王

思儉的序文，後有婁江朱明鎬題跋（這是點校本所沒有的）。 
 
而民國年間，中央書店曾有鉛印本發行；到了 1987 年，華東政法學院法律

古籍整理研究所的陳有珣、辛子牛、蘇經逸和孟國鈞等人則聯合標點校注有《折

獄新語注釋》，由吉林人民出版社印行（1989 年 12月第 1版第 1刷）。 
 
作者李清（1602～1683）字映碧，一字心水，南直隸州興化府（今江蘇興化

縣）人，明崇禎辛未年進士，授寧波府推官，考績最優，升刑科給事中轉吏、工

科給事中至大理寺丞，事崇禎、弘光兩朝。明亡後，隱居家鄉以著述自娛。遺著

有《南渡錄》、《南北史合注》、《澹寧齋史話》、《澹寧齋筆記》、《三垣筆記》及《折

獄新語》（詳參《明史．李春芳傳附見》、《清史稿．隱逸．李清傳》及其他方面

有關資料）。 
 
孤本首卷署有黃裳的弁題，黃裳先生是當代藏書家，他對《折獄新語》評贊

說：「老官案牘（意即老吏斷獄的文書）。」又：「其中有一代律法（指引斷的明

律、例），且富市井人情（指深切理解社會底層群眾的人情事理），非無用之書也。」

中央書店鉛印本的扉頁，亦題為「制斷謹嚴，不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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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獄新語》的內容共分為十類，每類一卷，共十卷：婚姻（26篇）、承襲
（16篇）、產業（24篇）、詐偽（57篇）、淫奸（33篇）、賊情（14篇）、錢糧（7
篇）、失誤（4篇）、重犯（10篇）、冤犯（19篇），合計 210篇；此外，另附有 
「疑獄審語」（23篇），總計 233篇。但標點校注的《折獄新語校釋》僅收附錄

一篇（出巡事），故只有 211篇。這是版本不同的差異，不可不慎！ 
 
  《折獄新語》可以被推許為我國古代社會判詞規範中典型著作，尤其難得的

是，這部案例齊全的巨著，竟出自一地、一人之手，真可謂「一幟獨樹，千古創

見」、「前無古人」了！並且自清禁以來，明代名判，無聞於世。《折獄新語》崇

禎板本的發現，填補了這個歷史階段判詞的一大空白，其歷史價值，彌足珍貴。 
 
  歷代論獄，有「天下案發於州縣」之說，是指一切民、刑訴訟案件，必先起

自州縣地方，因而及時掌握案件多發性在當地的原始材料，十分重要。這不但成

為州縣級辦案根據審結的正確與否，也成為州縣之上的府審級就近驗證擬斷，報

由道、司以上審級准、駁的關鍵所在。 
 
  明制，府的一級，設「理刑廳」以推官（多為獨任）行使審判，是高於縣級

的實際且專職的地方司法官吏，可謂「一肩重任」夠繁劇的了！因而推官一職，

非學識並優、才德兼備的人，確乎難勝其任。客觀的看，古來做到盡心決獄，為

民伸理有卓犖表現的推官並不多見。北宋有個歐陽觀折獄為人稱道，但可惜無名

判遺世；至明季才有李清及其《折獄新語》相得益彰。李清通情達理，守正持平，

案無留牘，剖決如流，在《折獄新語》中簡直可聞其聲，可見其人。的確，其心

「一清如水」（李清字心水），他是我國古代地方司法中最傑出的法官之一。 
 
  這部判詞，每篇以散文摻入駢句的筆法，自「審得」語領起，開門見山，點

明當事人、案由，承接夾敘夾議、層層推進，條分縷析、處處緊扣，前後呼應、

節節落實，最後束入斷語，戛然而止。通篇章法嚴整，語無留滯，字無虛用，真

所謂「一氣呵成，無懈可擊者」；而在散文當中摻入許多駢文筆法，詞藻紛披，

如量珠般傾注，更見李清的文學才情。至其按語，詳實而宏氣魄，簡要而多精彩。

除必不可少的公牘術語外，輒融入經史百家旁及雜記小說之言，印證生動，喻指

流暢；又隨就案情或某人、某地發揮推勘入實，切中法意，各如其分；有時涉筆

成趣，妙語雙關，風懷雋永，耐人深味。但旨在啟人警世，形似詼諧，實則嚴正。

因而，李清辦案的精明廉直、斷案思路，通過判詞的練達語言，警世深意，表現

得十分準確有力；並且正如黃裳所云，在很大的程度上反映了當時市井人情、社

會風貌的一個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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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婚姻 

一、逼嫁事 
    審得孔弘祖者，乃生員1袁尚鼎婿。而二女則尚鼎女，弘祖婦也。先

因鄞民何挺，曾求姻尚鼎，而此以紅帖往，2彼以紅帖答。夫以紅帖代紅

葉，3何必新詩之當媒，胡歷十餘年，不聞挺以聘禮往也？迨夭桃之佳期

已過，4摽梅之晚感漸生，5則二女已廿五歲矣。「有女懷春，吉士誘之」，
6雖貞姬亦鍾情良匹。7而顧以一紙空言，必欲責二女為罷舞之孤鸞也！8此

非近情論也。今弘祖聘娶後，忽來何挺告，云有金釵彩緞之聘，此其有與

無，俱不必辯。而所可一言折者，9則二女矢節於鎖窗，10灑涕於登輿，而

至今猶啼號弘祖之舍者是也。夫使他宅之雙飛無心，11則當尚鼎逼嫁時，

有割耳毀面，12誓死靡他耳。即或箝束繇人，13垂泣升車，則盛飾而往，

浴體而縊，古貞女不以尸還陰書乎！14何適弘祖後寂無一聞也？「狂風落

盡深紅色」，15已非昔日青青矣。16挺可覓雕梁於別處矣。17今乃以破甑之

                                                 
1生員：科舉時代，讀書人先應童子試及格後，分別入府、（州）縣的儒學習業為生員。俗稱秀才。 
2紅帖：舊時婚約中的一種形式。即交換訂婚人出生年、月、日、時寫在紅紙上的“庚帖＂。 
33紅葉：（宋）劉斧《青瑣高議．流紅記》載，唐僖宗宮人韓夫人在紅葉上題詩，從御溝流出宮

外，為士人于佑拾得，即在紅葉上題詩相和，又流入宮內，為韓所得，後韓被放出宮，二人竟巧

合成為夫婦。韓感而賦詩，有“今日丫成鸞鳳友，方知紅葉是良媒＂之句。後世稱介紹婚姻的媒

人為“紅葉＂本此。 
4夭桃：即桃夭，桃之夭夭。《詩經．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桃：桃樹。夭夭：

枝葉嫩綠茂盛。灼灼：花開鮮明。華：即“花＂字。詩意是借喻少女貌美，正當及時婚嫁。 
5摽梅：《詩經．周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實七兮。＂摽：落下。詩是說梅子落下來十分之

七，只剩十分之三了，比喻女子年已長大，青春快要過去。 
6“有女懷春”兩句：見《詩經．召南．野有死麕》。詩意指男女相愛為婚。懷指：少女發育成熟思

婚嫁。吉士：好的男子。誘：引誘。這裏是求婚的意思。 
7貞姬：春秋楚白公勝之妻。白公死，其妻紡績守節，吳王以重禮聘她為夫人，她辭而不嫁。事

見《列女傳．貞順》。這裏“貞姬＂即指寡婦不再嫁的封建觀點。鍾情：情愛專注。良匹：好配

偶。 
8罷舞之孤鸞：《白孔六帖》：“孤鸞見鏡，睹其影謂為雌，必怨鳴而舞。＂孤鸞：雄鸞無偶。這

裏是借意反用，指二女抱獨身不嫁。 
9折：折獄。即審理訟獄，判決案件。 
10鎖窗：亦作“瑣窗＂，雕鏤連瑣花紋的窗櫺；指閨房。 
11雙飛無心：化用《南史．列女傳．孝義》所載衛敬瑜妻節婦王氏《感燕》詩：“故人恩義重，

不忍復健飛。＂ 
12割耳：《列女後乓．曹文叔妻》載：曹文叔妻夏侯氏早寡無子，恐家人嫁己，乃斷髮截耳。其

父迎歸，又勸再嫁，她更引刀刲鼻。毀面：《前趙錄．節烈》載：有婦人年十九守寡，其家欲嫁

之，她就毀面誓不再嫁。這兩事是在封建禮教的思想支配下，寡婦不幸遭遇而自殘的典型。 
13箝束繇人：箝：箝制。束：束縛，謂被人所迫，不能自主。繇：同“由＂。按：本書中凡“由＂

皆用“繇＂字，是作者避當時崇禎皇帝朱由檢的名諱。 
14以尸還陰書：《後漢書．列女乓．陰瑜妻》載：“後漢陰瑜妻荀采。瑜卒，采父爽許歸郭奕，

既到郭氏，掩戶沐浴自縊，書扉：｀必以尸還陰氏＇。＂ 
15“狂風”句：出《唐闕史》載杜牧約娶一女過期，其女已嫁人有三子，牧因賦詩以自傷曰：“自

是尋春去較遲，不須惆悵怨芳時，狂風落盡深紅色，綠葉成蔭子滿枝。＂ 
16昔日青青：語出唐韓翃寄《妾柳氏詞》：“章台柳，章台柳，昔日青青今何在？縱使長條似舊

垂，亦應攀折他人手。＂（見許堯佐《柳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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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18謬希完璧之返者何也？19及召二女當堂面質，則愿作孔家婦者，有

同「喚江郎覺」矣。20夫二女既失身弘祖，豈復與挺為藕絲之聯21若騃豎

子哉！22傷心於奪婦之慘，而「一慟遽隕」，23想挺之真情不至是也。非垂

情彼婦，實垂涎家兄耳！24念思愚稚，姑免究擬。然則袁尚鼎獨無過乎？

紅帖之一答，亦禍胎也。25薄罰示懲。 
 
【事由】 
   何挺在十餘年前求聘於袁尚鼎之女（袁二女），袁尚鼎已經答應此一婚聘；

但何挺十餘年來從未向袁家表示要來迎娶。因此當袁二女已逾二十五歲時，袁

尚鼎又將其女許配予孔弘祖。故何挺投狀控告袁尚鼎許婚又悔婚，並且說袁二

女矢志嫁給自己。經當堂對質後，袁二女表示還是願意下嫁孔弘祖。最後李清

裁斷，何挺此番提出控訴，本意似在垂涎袁家資產，姑念其愚稚，不予深究；

袁二女仍許配予孔弘祖為妻；而袁尚鼎許婚又悔婚，特予薄懲。 
【分析】 
 1.本案所涉及的法律條款，應是《明律．戶律．婚姻門．男女婚姻》條規定：

「若許嫁女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謂先已知夫身疾、殘、老、幼、庶養之類，而輒悔者女

家主婚人，笞五十其女仍歸本夫。雖無許婚之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若更許

他人，未成婚者女家主婚人，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後定娶者男家知情主

婚人與女家同罪，財禮入官。不知者不坐，追還後定娶人財禮，女歸前夫。前夫

不願者，倍追財禮給還，其女仍從後夫。」 

 2.本案原告何挺於十餘年前求聘袁二女，卻又遲遲不履行婚約；等到袁二女已

許配予孔弘祖，又來提出告訴，故李清認為何挺「意在斂財」，不無道理。 

又，根據本案敘述，在何挺提親、袁尚鼎許婚的過程中，似乎只有「報婚書」，

並無「財禮」，故本案並不涉及追還財禮的問題。然而，在最後的裁斷過程

上，李清似乎只尊重了袁二女之意願，並未徵詢何挺的意願，即直接將袁二

女斷歸孔弘祖，因而也不好過問何挺企圖「斂財」之罪，所以只好說「姑免

究擬」了。 

                                                                                                                                            
17雕梁：寓有“梁燕雙棲＂的意義，比喻夫婦相處。這裏指何挺可另向別家梁上尋找“燕侶＂，

即另婚他姓女子作配偶。 
18破甑之顧：語出東漢孟敏“墮甑不顧＂故事。見《後漢書．郭泰傳》。破甑：破裂的瓦炊器。

借喻破殘物不足留戀。 
19完璧之返：指藺相如“完璧歸趙＂事。見《史記．廉頗藺相如列傳》。璧：美玉，此指“和氏

璧＂。後世借喻以原物還人曰“完璧歸趙＂。 
20喚江郎覺：叫江郎醒來。出《世說新語．假譎》載晉諸葛恢女嫁庾氏子為媳，夫亡新寡，恢把

她改嫁江彪，她哭叫拒不同床，江獨睡裝著夢囈不醒，她只得喚江郎醒來，江就乘機上床，和她

成了好合。這裏借指二女情愿嫁給弘祖，不同於假啼偽拒而“喚江郎覺＂的恢女。 
21藕絲之聯：喻彼此關係不斷。 
22騃豎子：即“傻小子＂的鄙稱。 
23一慟遽隕：《閩川名士傳》載：唐歐陽詹因所戀妓女死，遂一慟而卒。 
24家兄：指錢。語出成公綏《錢神論》。 
25禍胎：指種下禍根。 

 4



 3.袁二女在何挺的訴狀中，似乎深自悔艾嫁予孔弘祖一事，故有「矢節於鎖窗，

灑涕於登輿，而至今猶啼號弘祖之舍者」之語；等到當堂提問，卻又表示願

意嫁予孔弘祖為妻，何其出爾反爾如此之劇哉？最後，李清僅採信其呈堂證

供，仍裁示二女與孔弘祖結為夫妻。 
 4.袁尚鼎先將女兒許婚予何挺，嗣後見何挺遲遲不來娶妻，故又將女兒許配予

孔弘祖，是以觸犯了「許婚又悔婚」的法律規定。依前引明律，袁尚鼎應該

被科以「杖八十」之刑（可以贖銅四貫八百文）；惟判詞僅云：「薄罰示懲」，

故最後是否依律裁斷，不詳。綜結上述種種，鄙意對於本案的判決，不能同

意。 

 
 
 

卷二  承襲 

一、謀爵事 
審得王先通者，已故新建伯王承勛侄。26而承勛有子三人：長曰先進，

季曰先道，乃有中子先達，則均系伊妾沙氏所出，而今又獨指先達為乞養

者也。27夫呂妾變嬴，28黃姬亂羋，29昔曾有之。茲之交口而攻先達，30且

及其子業弘者，得無類是乎？然徒指其非嬴非羋，而不能指其為呂為黃之

為誰氏也？此所以有乞養根據，尚未了了之疑也。將以乞養為是，則先進

有子業昌矣，又有弟先道矣。彼沙氏何忽參一乞養者，為今之搶攘地？甫

慶螽斯而旋入螟蛉，31豈彭殤莫必之筭，32已預決於沙氏之胸中也？33則以

為非乞養者，業弘之辯似也；將以乞養為無，則先進隕矣，34先進子業昌

又殀矣。35顧何捨親支之業弘輩而繼遠派之業洵？己卵可棄，36而別巢是

                                                 
26新建伯：是明代著名理學家王守仁的生前封爵。按：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今尉浙江省）人。

明孝宗弘治進士，巡撫南嶺，官至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卒贈新建侯諡文成。曾講學陽明洞，學

者稱“陽明先生＂。見《明史》本傳。這裏新建伯王承勛是其襲爵的後代。 
27乞養：指乞養異姓人為子。按：明律對以異姓子為嗣者和以子為異姓嗣者，都有各處杖責六十

的規定。這是封建法律為著維護宗法制度，防止所謂“異姓亂宗＂的措施。這裏是指先達為乞養

子。 
28呂妾變嬴：出《史記．呂不韋列傳》載：呂不韋將已懷孕妾獻給秦子楚（又叫異人），即莊襄

王，生子政，即始皇。始皇實為不韋子，呂姓，改變了秦王的嬴姓。 
29黃姬亂羋：出《史記．春申君列傳》載：趙人李園進妹得幸於春申君黃歇。歇在她懷孕以後，

將李姬獻給楚考烈王，生男立為太子，乃黃歇子，從此混亂楚王的羋姓。上二則均指異姓亂宗。 
30交口而攻：眾人異口同聲地加以攻擊。 
31甫慶螽斯而旋入螟蛉：起初慶幸似“螽斯＂的多子，不久又收養別姓所生的“螟蛉＂子。甫：

初，開始。螽斯：蟲名，比喻多子，見《詩經．周南．螽斯》。旋：不久。螟蛉：喻養子。           
32彭殤：指彭祖壽長，殤子壽短。見《莊子．齊物》。筭：同“算＂字。 
33預決：料事先成決斷。指沙氏難道料知兒子王先進壽短，所以乞養他姓子的先達為嗣。 
34殞：同“隕＂，死亡。 
35殀：同“夭＂，夭折，謂年幼短命。 
36“己卵可棄”二句：把自己窠裏孵的小鳥丟下，去護養別窠鳥孵的小鳥。這是指先達要不是養子

而確屬親生子的話，為什麼要捨棄他的兒子業弘，而立旁支疏遠的業洵入繼先進為嗣？不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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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豈舐犢恩深之說，37獨未可律承勛一人也。則以為是乞養者，先通之

語又似也。至取憲台駁款，38細加辨詰，39則有謂「沙氏未生先道時，恐

金吾為旁支所有，40既生先道後，又恐金吾為非種所攘。41故始為乞養之

陰謀，42後為乞養之明供者」，43是閨窗而狡獪其腸者也；44則有謂「沙氏

雖有言，而先進尚未亡，承勛念世爵重典，非先達所可越冒，45故濡忍於

數年間者」，46是鬚眉而屈曲其衷也；47則有謂「宗圖實未奉旨，48而適值

五年造冊之期，49故改圖則於六月，而上疏則於十一月者」，50是出入皆自

為政也；則有謂「前疏已經剖明，無煩身後之贅旒者」，51是首尾可無相

應也；則有謂「散騎之請，52實系先達偽造，後因兵部輟不舉行，53故承

勛不復措辦者」，54是一紙之贋鼎可任其自為浮沉也。55噫！承勛於是乎失

斷矣！56今者，心心有主，57啄啄爭鳴，58終不敢謂鳴鼓業弘者，59果田莠

之鋤，60而左袒先通者盡狂泉之飲也。61乃最後先通自出一語曰：「當以留

                                                                                                                                            
是沙氏不愛自己所出，反愛別人所生而做出不近情理的事。 
37舐犢：老牛舔小牛的身體。喻父母愛子女。《後漢書．楊彪傳》：“猶懷老牛舐犢之愛。＂犢：

小牛。 
38憲台：府、州、縣官吏對上司“撫台＂、“臬台＂等尊稱為“上憲＂或“憲台＂。 
39辨詰：分析清楚，究問明白。 
40即執金吾，官名。始於漢武帝改中尉為執金吾。為督巡三輔治安的長官。明代於京城置“錦衣

衛＂，職權相似。封建官場中，習慣用古官名作今稱，因而本文金吾是稱明代“錦衣衛＂。這裏

是指新建伯的爵位外，還有加銜“散騎＂的官職，屬於該衛。 
41非種所攘：指異姓子假冒襲爵。攘：奪取。 
42陰謀：私自隱蔽，不使人知的計劃安排。 
43明供：如實講明，直供其事。 
44閨窗：婦女閨中。狡獪：狡猾多詐。《宋史．侯陟傳》：“陟有吏干，性疾獪⋯⋯＂。 
45勛爵重典二句：指世襲爵位，是朝庭重要的恩典，不能由外姓養子的先達來僭越假冒而取得承

襲。 
46濡忍：溫潤含忍。《史記．刺客列傳》司馬貞索隱：“濡：潤也。人性溫潤，則能含忍。＂ 
47鬚眉而屈曲其衷：鬚眉：男子的別稱。屈曲：委曲不伸。衷：心情。內衷不得伸展，這裏是指

承勛以黝子漢受制於沙氏。 
48宗圖實未奉旨：指王氏世宗派圖報上去以後，實際沒有奉到皇帝降旨答覆。 
49五年造冊之期：指兵部每五年辦理一次關於武職勛爵的花名簿冊。 
50疏：臣下上皇帝的文書，公事曰“奏＂，私事曰“疏＂。 
51贅旒：《公羊傳．襄公十六年》“君若贅旒然＂。贅：謂多餘無用之物，如“累贅＂。旒：旗

上飄帶，喻為下所執持，在上者無權。 
52散騎：明代散秩的勛階官。見上注“金吾＂。此指承勛除襲“伯爵＂以外，還按例得請授此“散

騎＂的勛階官位。 
53兵部輟不舉行：兵部：封建時代的中央六部之一，掌管軍令、軍政等事。輟：停止。此指兵部

對世爵請勛階的規定，因故停止舉辦。 
54措辦：置辦。 
55贋鼎：假物。《韓非子．說林下》：“齊伐魯，索讒鼎，魯以其贋往。＂後遂稱假造物為“贋鼎＂。

浮沉：起落上下。指事的迹象無定，任其自然。 
56失斷：喪失決斷力。即“優柔寡斷＂的意思。 
57心心有主：各人心裏，各有其主。                                   
58喙喙爭鳴：每一張嘴不停地爭辯，各說各的理。 
59鳴鼓：《論語．先進》：“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後以為公開聲罪致討的

用語。 
60田莠之鋤：將田裏亂苗的莠草鋤去。《孟子．盡心》：“惡莠恐其亂苗也。＂這裏比喻去掉異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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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疏為證。62果簡而無乎？63則愿讓爵業弘，而治己欺罔之罪；64果簡而

有乎？則應歸爵於己，而治業弘假冒之罪。」斯言也，其此案水落石出時

乎？65夫所謂乞養一疏，已經御覽矣。66且讀先通前疏曰：「邃密深嚴，一

字不漏，67按疏簡查，自然立見。」則必非付之灰燼泥沉，68而一簡不獲，

再簡終不獲者。以一疏有無，定兩家真贋，其出先通口入業弘耳者，有不

首肯心折哉！69夫王文成公事功理學，炳若日星。70乃昔所欲辨者，千聖

之統緒；而今所不能定者，一家之統緒。71則又先通、業弘兩人所當俟簡

疏後，徐聽裁奪。72而無使矯矯之王業洵有獨為君子之恥，73以玷先德可

也！74

【事由】 
      本案涉及新建伯襲爵一事。按王文成公的「新建伯」本為王承勛所襲，承
承勛卒後，又以遠支孫輩的王業洵襲爵，故王承勛的孫子王業弘及姪兒王先通

均提出襲爵的請求。本案所訴事實並不太清楚，主要是因為先通、業弘均有上

疏皇帝，但皇帝留中不發，故難以知其原委。李清最後裁斷，待檢閱「留中一

疏」後，再做定奪。 
【分析】 

1.本案所涉及的法律條款，應是《明律．戶律．戶役門．立嫡子違法》條：

「凡立嫡子以承奉宗廟、襲蔭官職而違法者，杖八十。其嫡妻年五十以上無

子者，得立庶長子，不立長子者，罪亦同俱改正。若養同宗之人為子，

                                                                                                                                            
子，以免亂宗。 
61左袒：《史記．呂太后本紀》載：大將周勃對軍中說：“歸呂氏者右袒，歸劉氏者左袒，軍中

皆左袒。＂狂泉：《宋書．袁粲傳》：“昔有一國，國中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不狂。＂後人

所衍“舉國若狂＂一語，本於此。 
62留中：皇帝把匠下奏疏留在宮中，不文辦，也不批答。《史記．三王世家》：“奏未史宮，留中

不下。＂這裏指留中的“乞養一疏＂。 
63簡：同“檢＂，查驗。按：崇禎名由檢，所以崇禎時代的人李清在《折獄新語》中，凡“由＂

字均作“繇＂字，“檢＂作“簡＂字以避諱。 
64欺罔：欺詐、哄騙的不實之詞。罔：欺矇。 
65水落石出：語出蘇軾《後赤壁賦》。渭水退見江底下的石頭顯露出來。比喻不明真象的事情，

得到完全大白。 
66御覽：皇帝觀看。 
67“邃密深嚴”二句：指原疏文章，內容精邃、周密、宏深、謹嚴，一字無遺，十分完善。 
68灰燼：物體燃燒後所剩下的灰。泥沉：沙泥沉在水裏被分化。以上比喻事物形迹消滅後無可尋

覓根究。 
69首肯心折：點頭答應，內心折服。 
70“王文成公”二句：他一生的事業功名和發明“格物殃知＂的理學成就，光輝照耀，如同日星。

炳：光明顯著。若：似；如同。 
71“乃昔所欲辨者”四句：那從前王文成公所想辨明的，是聖賢一脈相傳的道學統緒（即“陽明學

派＂），現在所不廳定案的是他後代一家的世傳統緒（指“新建伯＂襲爵）。 
72徐聽裁奪：指應等到檢出原疏後，從緩聽從皇帝的上裁決定。 
73矯矯：高出眾人的樣子。《漢書．敘傳》：“賈生矯矯，弱冠登朝。＂這裏借指承繼的業洵，反

而表現了不爭襲爵的突出品德，把業弘，先通兩人相爭作對比，可不要認業洵感到有獨做君子而

引為自愧了！ 
74玷先德：玷辱先祖的德澤。玷：玉中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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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養父母無子所生父母有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父母收管。若所

養父母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者，聽。其乞養異姓義子改從己姓

為嗣以亂宗族者，杖六十。若以子與異姓人為嗣者，罪同，其子歸宗⋯⋯

若立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罪亦如之。其子亦歸宗，改立應繼之

人。」 

      2.又，《大明令．戶令．無子立嗣》條曰：「凡無子者，許令同宗昭穆相當

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小功、緦麻。如俱無，方許擇立

遠房及同姓為嗣。若立嗣之後，卻生親子，其家產與原立子均分。并不

許乞養異姓為嗣，以亂宗族。立同姓者，亦不得尊卑失序，以亂昭穆。」 

   3.本案因涉及王文成公「新建伯」的襲爵問題，故引人注目。在本案中，

原襲爵的王承勛卒後，將爵位由疏族的孫輩中的王業洵來承襲，以致引

起王承勛親孫王業弘及承勛之姪王先通的不滿，雙雙上疏爭取襲爵的機

會；由於皇帝將這些奏疏留中不發，以致訴訟不得解決，故李清裁示，

俟檢閱這些奏疏後，再請皇帝定奪；故本案可說是一懸案。 

4.十分可惜的是，在李清的判詞中，有著嚴重的語焉不詳的缺失，以致於

王業洵到底是何許人？其身分是否合乎上述《大明令．戶令》的規定？

均不能詳。而王業弘、王先通所上奏疏的內容，更是不得而知，故本案

虛實，實在難以判定。 

 

 

 

卷三 產業 

一、抄滅事 
審得鍾繼曾、鍾繼孟，皆故民鍾大武子。而繼曾與弟繼有則嫡妻毛氏

出，繼孟與弟繼皋、繼皓、繼陶則妾朱氏出也。夫大武亡矣，而追度生前，

必授司晨於雌雞，75而唯唯如伏貓之鼠者也。76即如分產一事，何不從六

子起見、而嫡、庶鼎立者。77乃有兩股均分之亂命乎！78則皆毛氏不平也。

夫獅音一發，79彼賤列小星者，80安敢與於分荊之議？81然猶借“母愛子

                                                 
75授司晨於雌鷄：授：給與。司晨：指“牝鷄司晨。＂指母鷄代替雄鷄的天亮叫聲。牝鷄：母鷄。

晨：天明。 
76唯唯：即唯諾，應對順從之意。伏貓之鼠：伏著在貓前制服下。不敢動的老鼠。以上數句意：

想那鍾大武生前，由於在老婆面前，正象老鼠怕貓那樣服服貼貼，完全付給了她的主家權柄，而

自己束手一旁，只好唯命是聽。 
77鼎立：謂“鼎足三分＂。出《史記．淮陰侯傳》。按蒯通勸說齊王韓信背漢，與楚、漢“三分

鼎足＂。後以指魏、蜀、吳“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這裏指把家產分成三分。 
78亂命：指臨終的昏亂遺命。《左傳．宣公十五年》載：晉國魏顆父武子有愛妾，武子生前命顆

說：“我死必嫁之。＂後來武子病重快要死的時候又說：“必以為殉。＂武子死，顆將父妾嫁了，

並說：我是遵從父親在平時的正常命令行事的。後來顆出戰，見它人結草絆倒敵將杜回，因而被

顆擒住，夜夢老人告知是嫁妾的亡父報德。後以矢報德曰“結草＂本此。（故事出於傳說罷了） 
79獅音：代用“河東獅吼＂語。出自蘇軾戲陳慥詩：“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落手心茫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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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之情，為諸子一伸不平之鳴耳。不意朱氏先毛氏殞也。82噫！母在二

子肥，母亡四子瘦矣。兩股均分之說，正坐是病耳。83獨是兩人坐享膏腴；
84而為四子者，幾有糠糗不給之苦，85於繼曾等安乎？汝安，則為之矣。」 
86然則，反其道而行，將遂六子均分略無低昂歟？87是不然。夫毛氏所生

兩子耳，庶子且倍之。若不稍加區別，恐毛氏有如許豚犬之嘆！88而移左

就右，其鬩墻益無已也。89今特於大武遺產內，量拔田十四畝，為毛氏養

老之需，庶出者不得垂涎焉。其所餘產業，則以房之美惡，配田之肥瘠，
90剖六股以授六人。且細查構訟後，所源源賣者，91已及十畝矣。嗟乎！

與其推刃於同根之煎，92而盡化作他家之物；何如停戈於止水之平，93而

各守其先人之業也。倘有違心角口者乎？94則首事者之罪。95  
【事由】 
   鍾大武有子六人，原配毛氏生有二子，其妾朱氏生有四子，鍾大武死後，

嫡、庶兩支關於遺產如何分配，提起訴訟；並且在訴訟之後，已先將鍾大武產

業賣出了十畝。李清裁斷在鍾大武遺產中，先撥出十四畝土地予毛氏養老（朱

                                                                                                                                            
指毛氏若一聲怒吼，即使妾朱氏害怕。 
80小星：古喻稱國君的眾妾伴寢。《詩經：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注：“眾妾

進御於君，不敢當夕。見星而進，見星而還。＂後稱妾為“小星＂本此。 
81分荊：指分家產。《續齊諧記．田真》：京兆真和兩個弟弟分居，堂前有紫荊樹甚茂，共議破作

三分，荊比枯死。真向二弟說：“荊本同株，一經分析，即便憔悴，況人兄弟而可離，是人不如

木矣！＂兄分感而復相同居，荊亦復茂。自“即如分產＂至本句意：大武安生二子，妾生四子，

理應按六子作三股平分遺產才對，卻偏作妻、妾各半的兩股對分，難道他的臨終亂命？而都是出

於毛氏的自私不公了。對那大老婆的一聲怒喝，作為小老婆的朱氏在世之日，哪裏還敢出言參與

分家的議論呢？ 
82“然猶借”三句：然而朱氏本人，還可凭著“母愛其子＂的關係去“抱兒子告狀＂的親情，來替

自己四個兒子出口怨氣地叫冤罷！不料朱氏卻死在毛氏之先了。抱：指“抱告＂。按封建時代：

寡婦因子幼有冤抑的事，由母抱子，或家中人代抱，以及奴婢為幼主，均可抱向官府代為告狀。 
83“母在二子肥＂連下數句意：毛氏生的二個兒子，因為有母在作主，分得“一股為二＂多的收

入，便吃得肥胖了，朱氏的四個兒子，因為無母去爭，只得聽從毛氏分給“一股為四＂少的收入，

便吃不飽餓瘦了。“兩股對分＂的說法正是產生了這種弊病的。 
84膏腴：謂田土肥沃。 
85糠糗：糠粃的粗劣食物。 
86汝安則為之：見《論語．陽貨》。這是反問句：你既安心這樣做就做下去嘛！ 
87“將遂六子”句：準備就同樣對待六人作六股平分，一點也沒有高低嗎？這不是如此。 
88豚犬：《三國志．吳志．孫權傳》注引《吳歷》曰：“曹公（曹操）曰：｀生子當如孫仲謀，

劉景升（劉表）＇兒子若豚犬耳。＂豚犬：豬狗。乃輕賤之辭，後人自謙稱兒曰“豚兒、犬子＂

本此。句意：如果作六人均分，毛氏就要感到朱氏有這些豚犬子比自己多的嘆恨。 
89鬩墻：語出《詩經．小雅，常棣》：“兄弟鬩於墻。＂這裏指嫡、庶兩出的一家兄弟雙方為爭

產相鬥。益無已：越不能停止。 
90肥瘠：指肥沃和磽薄的土地。 
91源源：比喻事的接續不停。 
92推刃：指復仇。《公羊傳．定公四年》“推刃之道也＂。注：兄“一往一來曰推刃。＂同根之

煎：《世說新語．文學》載：魏文帝曹丕叫弟曹植走七步成詩，不成要行大法。植應聲七步詩成。

中有“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之句。以上均謂兄弟相殘。 
93止水：形容水面平靜，停止流動，借喻止爭息訟。 
94違心：指明知不對的事，卻違背本心地去做。 
95則首事者之罪：指以後誰首先尋事，就辦他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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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已卒），其餘產業由六子均分；爾後誰再提出訴訟者，就懲治他的罪。 
【分析】 
      1.依《大明令．戶令．子孫承繼》的規定：「凡嫡庶子男，除有官蔭襲，

先儘嫡長子孫；其分析家財田產，不問妻、妾、婢生，止依子數均分。

姦生之子，依子數量與半分。如別無子，立應繼之人為嗣，與姦生子均

分。無應繼之人，方許承紹全分。」 
   2.故在本案中，關於鍾大武遺產的分配，依明令的規定，本來就應該是依

子數均分，只是李清特別為了保障鍾大武原配毛氏的生活，先配予她十

四畝土地以頤養天年，想來其他諸子應該是沒有什麼話可說的；而且在

毛氏去世後，這十四畝土地仍應是諸子均分的。 
   3.只是在官司纏訟的過程中，鍾大武原有的土地，已被拍賣十畝，是何人 

做主賣出？是否涉及變賣祖產的問題？此人應否在均分田產時扣除這

十畝土地？均未見李清做更進一步的調查與裁示。故鄙意對於本案的判

決不太同意。 
 
 
 

卷四 詐偽 

一、滅門事 
審得山陰縣寄學生員李寧世，96與慈溪縣學生員王永鱗，皆同里人

也。先因兩生以翩翩年少，97同賃趙氏之宅以居，且筆石好友也。98朝雞

暮鐘，99咿唔聲接，100未知內子之效警雞鳴若何？101無幾，寧世負笈山東

矣。102數見不鮮，遂啟室人之詬詈，103固幾女子態乎？殷勤憑燕翼，
104
叨

叨者所寄何語？
105
不過舉閨房角口，巧行裝點耳！

106
何寧世奉細君一紙，

107

                                                 
96寄學生員：別縣秀才，轉到本縣學習讀書。 
97翩翩年少：形容少年的文采風度。魏文帝《與吳質書》：“元瑜書記翩翩，致足樂也。＂年少：

少年。 
98筆石好友：共筆、硯的同窗好友。石：指硯台。 
99朝鷄薯鐘：指李、王兩秀才從清早鷄聲到深夜鐘聲中勤學讀書。 
100咿唔：讀書聲。黃山谷《竹枝詞》“南窗讀書聲咿唔⋯⋯＂；聲接：指讀書聲“此卮彼落＂地

接連不停。 
101效警鷄鳴：學“鷄鳴戒旦＂。《詩經．鄭風．女曰鷄鳴》：“女曰鷄鳴，士曰昧旦＂。這詩是在

說，妻子對丈夫說：「鷄叫了，快起床吧！」丈夫說：「天還是暗的，還沒有天亮呢？」昧：不明。

《詩經．齊風．鷄鳴》：“鷄既鳴矣，朝既盈矣。＂這詩是國君夫人在早晨勸君早起坐朝，會見

臣下。她說：「鷄已經啼了，上朝的臣下已經站滿了。」盈：滿。 
102負笈：背著書箱出外求學。《晉書．王裒傳》：“北海邴春，少立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 
103室人：妻子。古說“男有室＂，室即妻室，亦稱室人。詬詈：惡言罵人。指李、王妻子同宅爭

吵相罵。 
104燕翼：出《詩經．大雅．文王有聲》：“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毛傳：“燕，安；翼，敬也。＂

這裏借指寧世妻憑著丈夫的父親代寫信給他。 
105叨叨者：嘮叨不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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儼如奉將軍令，108而以滅門控。夫其所告者，真門內事，獨彼自護其室耳。
109胡云逼父殺弟？且雁帛遙傳，110尚未與妻孥相質，111而遽喋喋隔郡，112何

為乎？非曰舌長，113實云耳軟。114無幾，永鱗又以天救一控，作應兵矣。115

何為伊婦者，又不聞脫簪阻，116且砍傷毆血，語不擇音乃爾。117兩生對壘

而角者，118非夫人城，119亦娘子軍也。120今庭質之際，忽聽生員方可選、

阮恆亨之勸，各以和息請。吁！昔何以爭，今何以息？想兩生閨閫間，必

有如方如阮者，先為兩雌解圍，然後以和於室者和於庭耳。121不然，恐此

日之和議不成也。相應准息。122仍各罰穀，123以為婦言是聽之戒。昔兩女

子爭蠶境上，124而吳楚兩國各舉兵相伐，兩生紙上之戈，猶其小者，則一

罰足懲矣。 

【事由】 
   本案是說生員李寧世、王永鱗同賃一室而居，情誼甚篤。未幾，李寧世負

笈山東求學，而兩家妻子李氏、王氏卻發生了口角爭執。遠在山東的李寧世，

接到他妻子代父執筆的家書，並不查明真象，就在山東對王永鱗提出了「滅門」

的指控；而王永鱗不甘示弱，亦對李寧世提出控訴，也不見其妻的勸阻。事實

上，兩造雙方所控均非事實，純屬子虛烏有。在當堂對質的前夕，李、王兩生，

                                                                                                                                            
106巧行裝點：巧言作裝飾點綴。指言過其實，務求說得活像其事。 
107細君：引《漢書．東方朔傳》：“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後世以妻稱“細君＂本此。 
108將軍令：《史記．絳侯世家》：“漢文帝至周亞夫營勞軍，被阻不得馳入。＂甲士說：“軍中但

聞將軍令，不奉天子詔。＂這裏借指寧世接妻信，儼然當成軍令，不敢違背，就偏面地信以為真，

對王生提起“滅門＂的控告。 
109自護其室：自己袒護他自己的妻室。護：指護短。 
110雁帛：指鴻雁傳書。《漢書．蘇武傳》：“天子射上林得雁，足繫帛書。＂後以雁書、雁帛作書

信的代稱。帛：指用縑帛作書，直到漢和帝時，蔡倫才發明造紙，便利書寫。遙傳：遠地寄信。 
111妻孥：妻子。《國語．晉語》：“以其孥適西山。＂注：“孥，妻子也。＂相質：指當面問明。 
112喋喋：形容話多。《漢書．張釋之傳》：“豈效此嗇夫喋喋利口？＂；隔郡：指隔府告狀。 
113舌長：即“長舌＂。《詩經．大雅．瞻印》：“婦有長舌⋯⋯＂ 
114耳軟：指寧世偏聽妻言。 
115應兵：敵人來攻，出兵應戰。這裏借指王生以“天救＂控李生以應訴。 
116脫簪：《列女傳》：“周宣 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不才，致使君王失禮而

晏起，敢請罪。＇宣王遂勤政事。＂後因作婦女能規勸丈夫的美稱。 
117語不擇音：指說話不經考慮出口。擇：選擇。連上二句：王永麟的妻子，也不阻勸丈夫作應兵

回擊的“反訴＂，而且有被“砍傷嘔血＂的假話。 
118對壘：謂兩方築壘相敵，以喻李、王兩生各設詞互控，形成對立。壘：軍中壁壘。相角：相鬥。 
119夫人城：《晉書．朱序傳》：朱序鎮襄陽，苻丕攻城。序母韓氏率侍婢及城中女丁，築斜城在西

北角相拒，丕引退。襄陽人號此城為“夫人城＂。 
120娘子軍：指唐高祖女柴紹妻平陽公主助戰的事。《新唐書．諸公主傳》：“主（平陽公主）引精

兵萬人與秦王會渭北，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稱｀娘子軍＇。＂兩句意：兩方爭訟對敵，

不是出自母親所築的夫人城，卻也是出於兩人老婆作戰的娘子軍。 
121和於室者和於庭：這裏指對李、王妻室做好各自愿和息的工作，然後根據在法庭上達成協議和

解。 
122准息：准予撤回訴訟，和息了事。 
123罰穀：指案情輕微，不入刑事範圍，如近代的處以罰金。  
124“昔兩女子”二句：事見《史記．吳太伯世家》：“王壽僚八年⋯⋯初，楚邊邑卑梁氏之處女與

吳邊之女爭桑，二女家怒相滅，兩國邊邑長聞之，怒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怒，故遂伐楚，

取兩都而去。＂這裏借喻李、王兩生各因妻生事興訟。 

 11



接受了生員方可選、阮恆亨的調停，雙方都願意和解，並撤回控訴。但李清仍

處斷兩造雙方雖因案情輕微，不入刑事範圍，但仍予「罰穀」的處分（有如近

代的處以罰金），以示薄懲。 

【分析】 
    1.本案所涉及的法律規定，如以「滅門」血案來看，則《明律．刑律．人

命門．殺一家三人》曰：「凡諸殺一家非真犯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造意

者為首，凌遲處死，財產斷付死者之家。妻、子流二千里。為從者不問加

功不加功，斬。」 

   2.若以王永鱗妻子所說的「砍傷毆血」來看，《明律．刑律．鬥毆門．鬥毆》   

       條規定：「凡鬥毆相爭為鬥，相打為毆，與人相爭以手足毆人，不成傷者，笞二 

 十但毆即坐。成傷，及以他物毆人不成傷者，笞三十。他物傷人成傷者，笞 

     四十。所毆之處皮膚青赤而腫者為傷。非手足者，其餘所執皆為他物。即持 

       兵不用刃亦是。他物傷及拔人髮方寸以上，笞五十。若毆人血從耳目中出， 

 及內損其臟腑而吐血者，杖八十。以穢物污人頭面者，罪亦如之。折人一 

 齒，及手足一指，眇人一目眇，細也。或眇細人目，雖損其明，猶能小視，不至瞎者， 

 抉毀人耳鼻致令缺折者，若破人骨，及用湯火銅鐵汁傷人者，杖一百。以 

 穢物灌入人口鼻內者，罪亦如之。折二齒、二指以上，及盡髡去髮者，杖 

 六十，徒一年。折人肋，眇人兩目，墮人胎，及刃傷人者，杖八十，徒 

 二年。墮胎者，謂辜內子死，及胎九十日之內成形者，乃坐。其雖因毆，若辜外子死及九十 

  日之內未成形者，各從本毆傷法，不坐墮胎之罪。折跌人肢體，及瞎人一目者皆為廢 

疾，杖一百，徒三年。瞎人兩目，折人兩肢，損人二事以上，及因舊患 

       令至篤疾，若斷人舌，及毀敗人陰陽者，並杖一百，流三千里。仍將犯 

       人財產一半，斷付被傷篤疾之人養贍損二事以上，謂或毆人一目瞎，又折一肢之類 

及因舊患令至篤疾，如人舊瞎一目為殘疾，更瞎一目成篤疾；或先折一腳為廢疾，更折一腳成 

篤疾。斷人舌，謂將人口舌割斷，令人全不能說話。毀敗人陰陽，謂割去男子莖物，破損外腎 

者，並杖一百，流三千里。將犯人家產一半斷付被傷篤疾之人養贍，若將婦人陰門非理毀壞者， 

止科其罪，不在斷付財產一半之限。以上若係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傷重者為 

       重罪，元謀或不曾下手，或雖毆而傷輕減傷重者一等。若因鬥互相毆傷者，各驗 

 其傷之輕重定罪，後下手理直者，減本等罪二等。至死及毆兄姊伯者依本 

    律定擬，雖後下手理直，不減。」 

 3.本案亦涉及「誣告」罪的規定，見《明律．刑律．訴訟門．誣告》：「凡

誣告人笞罪者，加所誣罪二等。流徒杖罪不論已決配未決配，加所誣罪三等。

各罪止杖一百，流三千里。若所誣徒罪人已役，流罪人已配，雖經辦理

改正放回，驗其被逮發問之日，於犯人名下追徵用過路費，給還被誣之人。

若曾因被誣役配經典賣田宅作為路費者，著落犯人備價取贖。因被誣役配而致

死隨行有服親屬一人者，絞。仍于償費、贖產外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被誣

之人其被誣之人致死親屬一人者，犯人雖處絞，仍令備償路費、取贖田宅，仍將財產一半斷

付被誣之人養贍。至死罪，所誣之人已經處決者，後因辦理枉情得出，即反坐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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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以死其被誣之人已經處決者，犯人即坐死罪，亦令備償路費、取贖田宅，斷付財產一

半養贍其家。未決者，杖一百，流三千里，就于配所加徒役三年仍總徒不得過四

年⋯⋯」 

      4.由於本案所涉的控訴，都已涉及「刑事」範圍，因而在李、王兩生自願

和解並撤回控訴後，李清卻認為本案純屬意氣之爭的「誣告罪」，故僅

予兩家「罰穀」的薄懲，相較於明律的規範，可以說處分得太輕了。故

鄙意對於本案的判決不太同意。 

 

 

 

卷五 淫奸 

一、大亂事 

審得蔡威者，寧海縣民也。先因威與親兄蔡榮俱抱無兒之痛，而有蔡

繼宗朱良霸則隨母適榮，125遂以兒稱。時威有女行四，126故曰四女。而近

牽赤繩者，127即以佳兒為佳婿矣。未幾，良霸忽患瘋病，威始撫心自悔。

而威妻李氏，則素號雌光棍，以善相名。128適象山縣人謝德、周榮者，謬

挾相人之術，浪迹寧海街頭。豈其目挑心招者，129亦從相法中得來，而李

氏臥闥之側，忽爾有客宿宿乎？130時良霸方養痾伊弟良甫家。於是針連線

引，131因李氏染及四女，132奉化之同逃有以也。及捕獲後，四女已為歸巢

之燕。133而威與李氏，各從輕責治。今威「大亂」之告，胡為乎？及召四

女面質，則突出新題，忽認為良甫之妾，豈「新婦配參軍」，134不妨更降

一等，而四女亦欲為公庭謔語耶！135「必也正名乎」。一堂之紛孥安揣？136

而所可疑者，四女每出一語，必回眸睨其父母；137迨驅威及李氏於外，而

                                                 
125隨母適：指兒子隨母改嫁到後父家。 
126行四：兄弟姊妹的長幼次序中屬第四。 
127赤繩：李復言《續幽怪錄．定婚店》載：唐韋固夜遇主管天下婚姻神倚囊月下檢書，告知他：

“天下之婚牘耳。＂又指囊中說：“赤繩子以繫夫婦之足，雖仇敵之家，貴賤懸絕，天涯從宦，

吳楚異鄉，此繩一繫，終不可逭。＂後世把這一迷信傳說的故事，認作婚姻前定之說。 
128善相：很會看相。指觀察人的面貌、氣色等，來判斷吉凶。這是舊時迷信職業的騙錢術。 
129目挑心招：眼裏勾引相挑，心裏暗許相招。 
130有客宿宿：語出《詩經．周南．有客》，宿宿：指一再留客停宿。 
131針連線引：同“穿針引線＂喻以從中牽引連繫。 
132染：沾染。這裏指奸污。 
133歸巢之燕：指“堂前舊燕＂。這裏借喻四女背夫出逃，捕獲歸案後，仍斷回夫家。 
134新婦配參軍：指嫂配叔為妻。出《世說新語．排調》：“王渾與婦鍾氏共坐，見武子從庭過，

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 若使新婦得配參軍，生兒故可不啻如此＇。＂

參軍：指王渾弟王倫（武子）官大將軍參軍。 
135公庭謔語：當堂說戲謔皮的話。 
136紛拿（挐）：《漢書．霍去病傳》：“昏：漢、匈奴紛挐，殺傷大當。＂注：“紛挐：亂相持搏

也。＂；安揣：指說話真假，從何揣測？揣：估計；忖度。 
137回眸：轉眼回看。指四女轉望父母臉色欲言的神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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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涕沾襟者，始有「不敢說」之一語矣。總之，此一事也，有三奇焉：以

兄妹為比鴦之棲，138一奇也；以母女為同鶴之跨，139二奇也；叔嫂之分久

定，而忽化為小郎之小星，140又一奇也。謝德、周榮，徒。蔡威，杖，四

女仍聽朱良霸完聚。 
【事由】 
   本案是說蔡榮、蔡威均無後嗣，而有朱良霸者，因其母改嫁到蔡榮家中，

因而朱良霸遂為蔡榮之子，改名蔡繼宗；而蔡威則將自己的女兒蔡四女許配給

朱良霸，堂兄妹結為夫妻（並無血緣關係）。無幾，朱良霸忽患瘋病，於是蔡

威十分後悔此一婚事的約定；朱良霸此後即在親弟朱良甫家中養病。蔡威之妻

李氏，因與謝德、周榮私通，並藉機安排謝德、周榮玷污了蔡四女；事後，並

發生逃亡事件。本案前已裁斷，將蔡四女還配朱良霸。現在，蔡威又突然提出

「大亂」（應指「亂倫」）的控訴，蔡四女自稱是朱良甫的妾室（以嫂嫁叔）；

只是，蔡四女在當堂被詢時，常常回眸注視其父母的樣子，似有被迫做假證之

虞。故李清認為本案離奇之處有三：第一，以兄妹為夫妻（指蔡繼宗與蔡四女

結為夫妻），一奇也（實則並無血緣關係）；第二，蔡李氏與蔡四女同姘姦夫；

第三，蔡四女與朱良甫本是叔嫂關係，忽然又提出他們應是夫妻關係（以嫂配

叔）。最後，李清裁斷謝德、周榮各處徒刑（？年），蔡威處以杖刑（？），而

蔡四女仍然還配予朱良霸。 
【分析】 
     1.本案中的蔡四女，若果真先嫁予朱良霸，又嫁予朱良甫，顯然有「違律

為婚」之虞，依《明律．戶律．婚姻門．嫁娶違律主婚媒人罪》之規定：

「凡嫁娶違律，若由男女之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及外祖父

母主婚者，違律之罪獨坐主婚男女俱不坐。餘親主婚者餘親謂期親卑幼及大功以下

尊長卑幼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為首，男女為從得減一等；事由男女，男女

為首，主婚為從。至死者，除事由男女自當依律，其由主婚人並減一等。其男

女年雖長成被餘親主婚人威逼，事不由己；若男年二十歲以下，及在室之女

雖非威逼，亦獨坐主婚，男女俱不坐不得以首從科之⋯⋯」 

     2.其次，本案亦涉及「姦罪」的問題，依《明律．刑律．犯姦．犯姦》之

規定：「凡和姦無夫者，杖八十；有夫，杖九十。和而刁引在外行姦，杖一

百。以威力強姦者，絞。未成者，杖一百，流三千里⋯⋯」 

   3.在當堂提問的時候，蔡四女的供詞，似乎受到她父母的左右，故其父母 

實有教唆做假供詞的犯罪問題，依《明律．刑律．訴訟門．教唆詞訟》

的規定：「凡教唆他人興搆詞訟及為人代作詞狀，增減原告欲訴之情被告應得之 

罪，誣告人者，與犯人同罪⋯⋯」 

                                                 
138比鴦：比：相并。鴦：鴛鴦。喻夫妻。 
139同鶴之跨：借喻李氏及其女四女同姘奸夫。 
140小郎之小星：小郎：妻稱丈夫的弟弟。《晉書．列女傳》：“（謝）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

小郎解圍＇。＂道韞：王凝之妻。小郎：道韞稱凝之弟獻之。小星：即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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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最

                                                

後，李清僅針對謝德、周榮的「姦罪」做出徒刑的處分，卻未查明到

底是「和姦」還是「強姦」？蔡威被處收杖刑的原因何在？是因為「嫁

娶違律」還是「教唆詞訟」？蔡威的妻子完全沒罪嗎？蔡四女本身的「姦

罪」可以不予過問嗎？依本文所見，李清的裁斷，不明不白！故鄙意對

於本案的判決不能同意。 

 
 
 

卷六 賊情 

一、斬劫事 
復審得毛一之為賊，蓋三犯矣。痛定覺甘，141故疾復發，死而後已耳！

142該縣初以絞擬，未可曰罪浮於法也。143今取原招閱之，144則始於謝，繼

盜於鄔，案若列眉，145惟張姓耕牛一盜，猶未獲物，「捨之，吾不忍其觳

觫。」146恐穿窬者，147未必頓發慈腸也。年久花費一語，一已自供。雖肉

去骨存，想亦不肯自加標題，以作今日券案耳。148該縣初擬絞，繼擬配，
149非曰「牛何之」150？而姑為游移也。151查律有云：152「赦前一次153，赦

後二次，154俱要奏請定奪。」155一之初犯，曾以赦免，應在請列。若二而

一之，三而二之，姑置初赦於弗問。則從輕改徒，亦以再犯論耳。倘為一

者，果誓發斷指，而悔堅革心乎？156「君子不在梁上矣」157。 
【事由】 

 
141痛定覺甘：化用“痛定思痛＂。原義為在怨痛的心情平靜以後，仍應追思當時所受的痛苦，警

惕未來不使痛苦的意思。這裏反用其意。指三次累犯的竊賊毛一，雖然受了痛苦，但究成過去。

在悲痛的心情平靜以後，追思當昤不榮而獲的財物，供己享用，還覺得甜頭仍有可為的意思。 
142死而後已：直到死才罷休。諸葛亮《後出師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裏用其字面，

與原義無關。是借指“竊盜三犯＂處絞。 
143罪浮於法：謂判刑失入，定罪超過了法定刑罰。 
144原招：原縣“招冊＂；即上解案卷中初供筆錄。 
145列眉：《戰國策．燕策》：“吾必不聽眾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列眉也。＂注：“列眉，言無

可疑也。＂後以“列眉＂為見事清楚地了解。 
146觳觫：恐驚得發抖。 
147穿窬：指竊盜行為。《論語．陽貨》：“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注：“穿，穿壁。窬，

踰墻。＂ 
148券案：指罪犯有券可證的確定案件。 
149配：此指發配流刑，後來充軍亦稱“配軍＂。 
150牛何之：《孟子．梁惠王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牛何之＇⋯⋯將以釁鐘＂ 
151游移：動移不定。 
152律：此指當時的《大明律》。 
153赦前一次：在大赦前犯過竊盜一次。 
154赦後一次：在大赦後犯過竊盜二次。 
155奏請定奪：指案須報往刑部，特奏皇帝請旨決定。見《明律．名例律》。 
156革心：革除做壞事的思想，即“革面洗心＂的同義詞。這裏指革除盜賊思想。 
157君子不在梁上：指從此不做賊，改邪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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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罪犯毛一之，三犯竊盜罪，故地方初審先擬絞，繼擬配，李清認為並

不為過；只是毛一之的犯案中，有一件竊取張姓人家的耕牛案，一直並未能取

得贓物，不無可疑之處。李清進一步認為，毛一之三犯盜案，符合律文的規定：

「赦前一次，赦後二次，俱要奏請定奪」，故本案最後仍應奏請上裁。 
【分析】 
   1.本案毛一之所犯竊盜罪，依《明律．刑律．賊盜門．竊盜》條之規定：「凡

竊盜已行入于主家而為事主覺獲不得財，笞五十，免刺。但得財者，以一主為

重，併贓論罪造意者首論，為從者各減一等以一主為重，謂如盜得二家財物，從一家

贓多者科罪。併贓論，謂如十人共盜得一家財物，計贓四十貫，雖各分得四貫，通筭作一處，其

十人各得四十貫之罪。造意者為首，該杖一百，餘人為從，各減一等，止杖九十之類。餘條准此。

初犯首從並於右小臂膊上刺竊盜二字示警。再犯刺左小臂膊仍示警。三犯

者，絞如自首，或盜田野穀麥、親屬相盜之類，免刺者，不在數次之限。以曾經刺字為坐。

掏摸者罪同仍并入竊盜、搶奪、監守、常人盜數次通論，三犯絞。若軍人為盜或竊盜，

或掏摸，雖免刺字，若三犯文案明白，與民人一體處絞。」 

   2.在《明律．刑律．賊盜門．竊盜》條所附【條例】曰：「正統八年七月十

一節該欽奉 英宗皇帝聖旨：『今後竊盜初犯刺右臂的，日後再犯刺左臂。

若兩臂俱刺，赦後又犯的，准三犯論。還將所犯，赦前赦後明白開奏定奪。

欽此』。」 

 3.至於毛一之盜取張姓耕牛一案，依《明律．刑律．賊盜門．盜馬牛畜產》

條之規定：「凡盜民間馬、牛、驢、騾、豬、羊、雞、犬、鵝、鴨者，並計

所值之贓，以竊盜論。若盜官畜產者，以常人盜官物論。若盜官私馬牛而殺

者，杖一百，徒三年。驢、騾，杖七十，徒一年半。若計所值之贓重於徒三

年徒一年半之本罪者，各加盜罪一等並刺字。竊盜分首從，罪止于流二千里。常人盜官物，

不分首從，加至于雜犯絞罪。」 

   4.故李清裁定「擬配」，並奏請定奪，大體合乎律例規範，可以同意。 

 

 

 卷七 錢糧 

一、倉庫事 
審得庫吏全一章，158乃蠹類鉆穴，159而穢同入廁者也。當職署篆點庫

時，160其有冊無舍者，已及二千二百零，非飛同化蚨何之乎？161今每一詰

                                                 
158庫吏：保管庫藏的胥吏，如今之保管員。 
159蠹：即“蛀木蟲＂，食木的害蟲。 
160署篆：署：舊時督撫對地方官出缺，得派員試充或暫任曰署。也有先經代理，改為署理，都屬

督撫扎委，必須報由吏部銓選注授，才算是正式的實任官。篆：舊時官的印信都是篆書字體。故

以“篆＂作“印＂的代稱。 
161飛同化蚨：錢飛去如同化作青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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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則蠖屈鼠伏，162哀容動人。而試問當日之以公帑為私藏者，163何既為

斗大之潑膽？164又為隳地之小腸也。165除已完銀兩外，目下未完者，惟二

百耳。「今茲未能，以待來年」166，是不可為一章寬也。合立限三月，盡

數完官，如遷延不納，惟有引例擬軍，167以為侵帑戒耳。一章如惕然於荷

戈，168而思為鬼薪之輕罪乎？169則當於三月內問之。 
     覆審得全一章之侵盜庫金也，原云三月不完，即從重擬戍。攫金之手，

變而荷戈，一章去此一間耳。170今未及三月，而鬻房賣妾，已及全數。噫！

故園之楊柳依然，171已他人入室。且苦莫苦於生別離，而閨中稚齒，忽作

辭巢之燕侶，172情景亦太慘淒矣。然則法之不可犯也！如是乎？而聞一章

事者，未有不嚙指縮舌，173相戒夫前車之宜鑒者也。合照前招擬徒，以正

厥辜。 
【事由】 

本案是庫吏全一章侵盜官庫財物，案發後已賠償大部份金額，只剩下二百

兩未償還。初審勒令全一章在三個月內繳清二百兩，可以僅處徒刑三年；否則，

即處以發配邊境充軍。現在不到三個月的時間，全一章鬻房賣妾後，已將二百

兩全數清償，故李清覆審即處以徒刑三年之罪。 
【分析】 

1.本案全一章所犯之罪，應屬「監守自盜」，依《明律．刑律．賊盜門．

監守自盜倉庫錢糧》條之規定：「凡監臨主守自盜倉庫錢糧等物，不分

首從無問所盜次數、人數，併贓論罪併贓謂如十人節次，共盜官錢四十貫，雖各分四貫

入己，通筭作一處，其十人各得四十貫罪，皆斬。若十人共盜五貫，皆杖一百之類。並於右

小臂膊上刺盜官錢糧物三字每字各方一寸五分，每畫各闊一分五釐，上不過肘，下不過

腕，餘條准此。一貫以下，杖八十。一貫之上至二貫五佰文，杖九十。五

貫，杖一百。七貫五佰文，杖六十，徒一年。一十貫，杖七十，徒一年

                                                 
162蠖屈：《易經．系辭》：“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163以公帑為私藏：把公家庫存的錢財，作為自己的私有收藏起來。 
164斗大之潑膽：化用“斗膽＂。潑：放肆。 
165隳地之小腸：《西山志．附錄》的神話說：晉代許真君在豫章西山得道，拔宅飛升，鶏犬貓鼠，

一同上天。半空中，老鼠忽聽貓叫，害怕得亂竄墮地，腸子掉出來，但已沾仙氣不死。後來西山

有每見“拖腸老鼠＂的迷信傳說。隳：坏。段玉裁謂“隳＂為“墮＂的俗字。 
166“今茲未能”二句：見《孟子．藤文公下》。這裏借指不許一章推遲繳還公款。 
167引例擬軍：指援用《明律．問刑條例》的規定，擬判，遣發邊遠地方充軍戍守。 
168惕然：心驚知懼的樣子。 
169鬼薪：秦漢時一種較輕的徒刑。《漢書．惠帝紀》：“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春者，皆耐為鬼薪、

白粲。＂注：“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這裏借指三

年滿徒。 
170去此一間：謂限期快滿，面臨充軍背著戈當戍卒的危險，只隔一點點距離就到了。 
171故園之楊柳依然：指原家園中的景物依舊，但已換了新主人。 
172燕侶：同“燕偶＂：梁蕭統《錦帶書．林鐘六月》：“九萬里之孤鵬，權潜燕侶＂燕侶即燕偶，

因燕喜雙棲，故多用以喻夫妻。 
173嚙指縮舌：指他人引為警惕自己有“咬斷指頭誓不犯法＂的決心，或者嚇得卷著舌頭，連話也

講不出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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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一十二貫五佰文，杖八十，徒二年。一十五貫，杖九十，徒二年半。

一十七貫五佰文，杖一百，徒三年。二十貫，杖一百，流二千里。二十

二貫五佰文，杖一百，流二千五百里。二十五貫，杖一百，流三千里。

四十貫，斬。」 

2.惟本案全一章究竟貪贓多少？不得而知。但初審之前，全一章已繳清大

部份所貪贓之官物，僅餘二百兩未繳清；故初審裁定，若全一章能於三

個月內繳清所有貪贓之物，可以僅處徒刑三年；否則，即處以發配邊境

充軍。現在不到三個月的時間，全一章鬻房賣妾後，已將二百兩全數清

償，故李清覆審即處以徒刑三年之罪。故李清覆審的判決，大體是依照

初審的裁判來做出處分的 
   3.可是我們仍然不是很清楚，全一章原來貪贓的數量是多少？是如何估贓

的？又是如何繳納的？徒只見李清文筆揮灑，遣詞亮麗，卻不得其詳。

鄙意對於本案的判決不太同意。 
 

卷八 失誤 

一、大夥事 
審得謂張之斗者，革職議罪之總兵也。174當昌石六月之敗，175損兵毀

筏，176遂罹褫革，177然論者猶為之斗惜。蓋因之斗抵任以來，汰冗役，178

卻常例，179其於“武臣不怕死＂180之義未知何居？181而以「文臣不愛錢」

律之，則反擅美於此節也。182今橫腰之黃金雖去，在握之尺劍猶存。183為

之斗者，獨不宜以垂翅為奮翼與？即不然，亦謹烽堠，184申約束，185期為

                                                 
174總兵：官名。明代初設總兵官，本為軍務上臨時遣將的名稱，無定員、品級。遇有戰事，時以

他官任總兵官佩將印出征，事畢繳印回原職。後來漸成常置正規的高級將領之一，與總督、巡撫、

提督同稱“方面大員＂。這裏張之斗，即為統兵海防大員的常駐總兵。 
175昌石六月之敗：明代倭寇經常在我國沿海出沒侵掠，尤以閩浙濱海地方為甚。因此，明政府在

這一帶屯兵防禦叫做“備倭＂。這裏是指當時浙江省海邊昌石地方被海賊倭寇入侵，駐軍主將總

兵張之斗指揮抗擊，在六月間吃了一次敗仗。 
176損兵毀筏：折兵燒毀戰船。筏：這裏是以竹木編的“簰＂，借指兵船，當時禦倭寇，多屬在海

上作戰的水軍，猶後來的海軍。 
177罹：遭受。褫革：指褫奪官階，革職留任。這是明代懲戒官員的失職處分。 
178汰冗役：淘汰冗雜閑散的多餘人役。 
179卻常側：除掉軍中侵公肥私，或借名斂財久成慣例的弊端。 
180武臣不怕死：《續資治通鑒》：“文官不愛錢，武臣不惜死，天下太平矣。＂這是岳飛說的名言。 
181未知何居：不曉得居於哪一方面？ 
182擅美：專美。自“當昌石＂至本句意：張之斗折敗仗被革職，一般輿論上還替他惋惜！這是因

為他在軍政上做了些有益的事情，如裁減雜役，取消很多斂財的積弊陋規。不過就“武官不怕死＂

的角度上說，不知他自處怎樣？但如果“文官不愛錢＂的範圍來看待他，反而有專美的這樣操守

了。 
183“今橫腰”二句：現在之斗被撤職。腰邊繫著的銅印，雖已收去，但手中的三尺寶劍還是存在的。

橫腰之黃金：用綬帶繫在腰間的銅印。 
184烽堠：古代邊防用烽燧報警的土堡哨所。 
185申約束：申明軍令、軍法、軍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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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之補牢已耳。奈何一經革任後，其氣愔愔，186如日將暮！而王應斗、

周乃武等，亦木偶視，此所以避者避，死者死，而線索不提於傀儡也。至

忿忿認賊作子乃武，而極口詬詈，187則斯言過。夫乃武輕躁取敗，雖不足

贖過，然捐“七尺＂於波浪，188而馬革雖存，189已有無屍可裹之痛矣。此

論者雖罪其輕，亦哀其死，而不能不為株守之之斗尤也。190所難制者，則

如狼如鷹，剛愎寡算之粗弁耳；191所難鼓者，則如鼠如駑，192嚄唶不前之

懦將耳；193且所難測者，則又如鬼如蜮，194出沒未定之游賊耳。夫之斗處

此，亦極難矣。官去而下玩，195數奇而寇至，數奇：196敗由人招，過自我

受，所當按律擬杖者也。 

覆審得張之斗削職後，奄奄蛟川，197幾作病婦弱息狀。不過謂官罷矣！

且作去國一身輕似葉耳。198夫古不有白衣從軍，199收功海外者乎！若如之

斗所為，是失之東隅者，無容收之桑榆，200而不列大樹將軍於雲臺也。201果

揮戈之雄心隳乎？抑叩囊之餘奇已竭乎？202「苟犯吾法，惟有劍耳」203。

抑解組者之掣足不行，204而縛翼難飛乎？況眾賊一至，將殞兵殘，合照例

擬軍，以正其罪。夫之斗雖非能將，實稱廉將。
205今者之擬，無乃法浮於

罪乎？206則亦懲一儆百之舉，而俾得當以報者，207人人自勵於殽封可也。208

                                                 
186愔愔：安和貌。這裏借以形容沉默無言，精神不振的樣子。 
187極口詬詈：破口大罵。 
188七尺：指人身的“七尺之驅＂。《荀子．勸學》“曷足以美七尺之驅哉。＂ 
189馬革：指戰死用馬皮裹屍。《後漢書．馬授傳》：“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

能臥床上在兒女子手中邪？＂後世以英勇作戰，死於戰場的人，稱之為馬革裹屍。 
190株守：“守株待兔＂的略詞。 
191剛愎：謂狠戾自用。 
192如鼠如弩：像膽小的老鼠、像鞭折不動的弩馬。 
193嚄唶：大笑，大呼。 
194如鬼如蜮：化用《詩經．小雅．何人斯》“如鬼如蜮＂句。蜮：短狐，又名射工，相傳它能含

沙射人的身影為災。這裏借喻小人伎倆。 
195官去而下玩：官職被革去，下屬對他輕視、玩忽。 
196數奇：單數曰奇，為偶數對。故運蹇不偶謂之“數奇＂。 
197奄奄：氣息微弱貌。蛟川：地名。疑為晉周處斬蛟得名。見陸機《孝侯周處碑》：“南瞻荊兵，

崇峻極之巍峨；北睇蛟川，浚清流之澄澈。＂ 
198去國一身輕：這裏是借指“無官一身輕＂的意思。去國：指離去朝庭。 
199白衣從軍：指明代抗倭名將俞大猷，以諸生從軍，在浙東一帶平倭寇有功，與戚繼光齊名。事

見《明史》本傳。白衣：指沒有功名官職的人。 
200“失之東隅”二句：東隅：東方日出處。桑榆：日將落時餘光在桑榆之間，指日落處。世以這兩

句話喻為做事先失敗，後來成功。 
201大樹將軍：《後漢書．馮異傳》：諸將爭功，馮異獨立大樹下，不和他們相爭，軍中因稱為“大

樹將軍＂。雲臺：漢明帝，追念前世功臣，乃圖畫鄧禹等二十八將像於雲臺，馮異在其中。 
202叩囊：折開袋裏的“錦囊妙計＂。 
203苟犯吾法惟有劍耳：《宋史．太祖紀》：“朕今撫養士卒，固不吝節賞，苟犯吾法者，朕惟有劍

已耳。＂ 
204解組：謂去官。組為印的綬帶，解組即不執其印，故云。 
205“雖非”二句：指張之斗雖然不是勇謀兼全的能幹主將，卻稱得上是不愛錢的廉潔統兵官。 
206法浮於罪：用法超出罪行應得的程度，即“失人＂。 
207得當以報：能得到適當的時機，來報效國家。語見李陵《答蘇武書》。 
208殽封：指春秋時秦繆公重用敗將孟明視雪殽戰敗績之恥，殽谷封尸故事（見《左傳．公文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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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本案是說張之斗本來是明廷率軍防備倭寇的總兵，只因六月在昌石一役中 

，打了一次敗仗，因而被革職留任；但輿論卻很為他惋惜，因為他可以被稱為

是一位廉將。但張之斗在被革職留任後，意氣怏怏，痿靡不振，以致再次被倭

寇打敗，並造成王應斗、周乃武的喪命。固然周乃武等人的死亡，可能與乃武

輕躁取敗有關；但張之斗的守株待兔，未能支援也難辭其咎。故李清裁斷張之

斗依律處杖。 

【分析】 
   1.由於李清判詞不詳，大體可以理解，張之斗在本案中，應有「貽誤軍機」

之嫌，以致周乃武、王應斗戰死。若果真如此，依《明律．兵律．軍政

門．失誤軍事》條之規定：「凡臨軍征討，有司應合供給軍器、行糧、草

料，若有徵解違期不完者，當該官吏，各杖一百，罪坐所由上司移交稽違，

罪坐上司。下司徵解不完，罪坐下司。若臨敵有司違期不至而缺乏，及領兵官已承上

司調遣而觀望逗留，不依期進兵策應，若軍中承差告報軍期會兵日期而違限，

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 
    2.雖然我們不是很清楚張之斗貽誤軍機的詳情，但從周乃武「輕躁取敗」 

，而張之斗有著「株守之尤」，可以推斷這應該在一場兩軍對壘的戰役

中，周乃武躁進，而張之斗卻未能給予他適當的支援，以致周乃武、王

應斗戰死沙場。如果本文的推斷不差，則張之斗所觸犯的法條，恐怕就

不是疏於後勤補給的問題（前引律文第一項），而應該是「不依期進兵

策應」（前引律文第二項），依律應「處斬」。如此說來，李清所謂的：「按

律擬杖」，未免強辭奪理，而有著為張之斗開脫之意了。雖然，李清的

用意在於鼓勵張之斗戴罪立功，但對於本案的判決，恐怕有失公允了。

故鄙意對於本案的判決不同意。 
 
 
 

卷九 重犯 

一、出巡事 

覆審得貝成璧之雕印騙銀也，209止以空頭白紙，210出自伊父，而欲假

死父以脫生子耳。善乎，陳知府之言曰：「空紙用印，必字在印上。」今

驗系墨上朱，211而成璧何以自解？善乎，黃推官之言曰：「昌國所印文，212

                                                                                                                                            
這裏借以激勵張之斗。 
209雕印：私自雕刻偽造的官署印信。 
210空頭白紙：指無印未寫字的空白公文紙。 
211墨上朱：指先蓋印的空白公文紙，然後填寫字，墨迹在印的朱紅顏色之上。按：公文須先寫字，

然後用印，便是朱在墨上。 
212昌國：即“昌國衛＂名。這裏指貝成璧偽造該衛所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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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曲而疏。」213既紋畫不符，其為黃蠟所刻明甚。而成璧又何以自解？以

數字之雕鏤，214而百二十金之攫，有同掃葉。其從空虛入者，幾欲盜空空

兒妙手而用之，215而一搏不中，216能為乘風之遠逝否也？今嚴鞫之餘，既

堅不肯刻，217而所云以筆描者，又將參錯其文，以為異日展轉地。夫刻以

決疑，不疑何刻？218此詰以府、廳兩招詞，219而其手則長，其舌則短者也。

按律擬斬，220何說之詞？嗚乎！手之作孳也，嫁禍於頸，221成璧其有悔心

乎？內手而如寒者，知不緣袖短矣！222

【事由】 
   本案是貝成璧用他亡父遺留下的空白公文紙，偽造官印以取利（獲利一百

二十金），事發後又企圖諉過推延，故李清最後的處斷是依《明律．偽造官印

罪》，處斬。 
【分析】 
   1.本案所涉及的法律規定，見《明律．刑律．詐偽門．偽造印信曆日等》

條：「凡偽造諸衙門印信，及大統曆日、起船簽驗、夜巡銅牌、茶鹽引者，

斬。」 
   2.本案嫌犯貝成璧所犯之罪，很顯然地即是「偽造官印」罪，依律應處斬；

此外一切推託之詞，不過貝成璧企圖誤導辦案方各或脫延時日而已。故

李清的判決，可以說是「依律處斷」，毋須贅言。 

 

 
 

卷十 冤犯 

一、辯冤事 
審得陸三五者，餘姚縣民也。先因旱魃為災，223與趙元互爭水利，224

                                                 
213斜曲而疏：指昌國印信字體斜出彎曲，筆法結構空疏。這裏是證實偽造的印文紋理筆畫與真印

不同。 
214“以數字之雕鏤”連下二句：只幾個字雕刻，一百廿兩銀子便攫取到手，輕快地象風卷落葉，一

掃無餘。 
215空空兒妙手：即“妙手空空兒＂。唐裴鉶《聶隱娘傳》：“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人名）繼至，

空空兒之神術，能從空虛而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這裏借喻成璧手能凭空造印。 
216“一搏不中”二句：指空空兒行刺不中逃走。搏：擊。 
217“既堅不肯刻”連下三句：既然成璧矢口否認自己所刻印，只說是用筆描畫的，這不過是企圖把

初供為父親遺下空頭白紙的話，故意復雜地翻弄新的花樣作文飾，為他日糾纏拖延案情好留餘地。 
218刻以決疑，不疑何刻：套用“卜以決疑，不疑何卜＂的句法。句意：刻的也罷！畫的也罷！都

構成偽造官印罪。只承認用筆畫，不承認用刀刻，有什麼兩樣？ 
219府、廳兩招詞：指經過寧波府陳知府及理刑廳前任黃推事先後訊明並取得該犯的原口供在卷。 
220按律擬斬：指依《明律》偽造官印罪，擬處斬刑。 
221“手之”二句：指由於手造成的假印罪過，行斬首的禍到頸脖子上。 
222“內手而如寒”二句，內：通“納＂，收。謂收手縮入袖內像旨冷似的，知道不由於手長不是袖

子管短的。這裏是說成璧臨死後悔，縮手知懼，也來不及了！ 
223旱魃：古代迷信傳說中能造成旱災的怪物。《詩經．大雅．雲漢》：“旱魃為虐，如惔如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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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傅翼之陸成龍等咸操戈互竟。225乃禾之死，水救之，人之死，誰救哉！

則元家孫五、余六已斃凶鋒矣。226夫成龍亦當時捉刀人也。227余六夜月之

啼，228其瞑目於成龍一死乎？獨孫五一命，坐之當場被執之陸三五云槍自

手執，又云當官自認耳。然細參當日掘阻情景，229則黨與之團擊成城，230

而器械之攢聚若林。231斯時也，兩家互相紛拿，安知鹿死誰手？232而謂孫

五之死，乃死於三五槍下乎？將謂執槍在手，是懵不畏法者耶？233剸刃既

為厲爪之豺，234而驚弓故作倦飛之禽，235三五即愚，恐不愚於此。將謂執

槍在手、是甘死如飴者耶？236殺人將作待烹之鳥，237而投身先蹈赴火之

蛾，238三五即豪，恐不豪於此。改擬城旦，239夫亦“罪疑惟輕＂之說乎？
240故敢附慈溪「六疑」之後，241而以開籠為三五請。242

  又審得陸三五一案，真則置之繯頸而非枉；疑則予之開籠而非縱。兩

言決耳！243今召趙元細詰，謂三五之死孫五，果鑿鑿有據乎？則被獲有

                                                                                                                                            
疏引《神異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行走如風，名曰｀魃＇。所見之

國大旱，赤地千里。一名｀旱母＇。＂ 
224互爭水利：雙方為天旱爭奪水利，灌溉自己的田畝。 
225傅翼：如“為虎傅翼＂。傅：附。《韓非子．勢難》：“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

擇人而食之。＂ 
226凶鋒：指雙方用器械相鬥的凶惡勢頭。 
227捉刀人：《世說新語．容止》：“魏武將見匈奴使，自以形陋，不足以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

自捉刀立床頭。既畢，令間諜問曰：｀魏王何如？＇使答曰：｀得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

此乃英雄也＇。＂俗稱代人為文曰捉刀本此。 
228夜月之啼：《唐書．樂志》曰：“鳥夜啼者。宋臨川王義慶所作也⋯⋯今所傳歌辭，似非義慶

本旨。＂按：梁簡文帝、北周庾信、唐李白、白居易等均有此擬作，但多把“鳥夜啼＂來形容相

思哀怨，和劉義慶將“鳥夜啼＂作報喜獲赦的原意不同。這裏是形容死者哀怨之語。 
229細參：仔細思索考究。掘、阻：指陸家開掘渠道缺口引水，趙家堅決阻止。 
230黨與之團擊成城：兩姓親黨彼此各支持一方，形成作團團包圍圈鬥打的人，多得像築一座城墻。

黨：親黨、族黨、鄉黨。與：人與人之間相與，相知情厚，或有利害關係的人。 
231器械之攢聚若林：各種武器和用具的鐵器都拿來械鬥，攢簇聚集之多，像樹木林立。 
232安知鹿死誰手：《晉書．石勒載記》：“（石勒說）脫遇光武（劉秀）當并驅於中原，未知鹿死

誰手？＂按：《史記．蒯徹傳》“秦失其鹿，天下共逐之，高才捷足者先得之。＂這裏是以鹿比

作獵取對象的政權。後以相爭天下曰“逐鹿＂及“未知鹿死誰手＂喻勝敗未定。 
233懵不畏法：懵懂無知，不旨國法。 
234剸刃：剸：截；割斷。刃：鋒刃；刀、矛等銛銳物。厲爪：磨爪。                     
235驚弓：“驚弓之鳥＂。義出《戰國策．楚策》：“雁從東方來，更羸以虛發而下之⋯⋯徐飛者，

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後以喻人曾遭禍害，心有餘悸。 
倦飛之禽：義出陶淵明《歸去來辭》“鳥倦飛而知還。＂鳥：泛指飛禽。 
236甘死如飴：把死當作吃甜糖。 
237待烹之鳥：等著下鍋就煮的鳥。這裏借喻人犯死罪即將處決。按：烹是古代用鼎鑊煮，殺罪人

的酷刑之一。《國策．齊策》：“益一言，臣請烹。＂即待煮的人。 
238赴火之蛾：《梁書．到溉傳》：“如飛蛾之赴火，豈焚身之可吝。＂後形成“飛蛾撲火，自焚其

身＂的諺語，借為“作孽自受＂的貶辭用。 
239城旦：秦漢時一種四年期刑罰，似後來封建法律的徒罪配役。這裏即徒刑的借稱。 
240罪疑惟輕：對犯罪有可疑，處罰從輕。出《書經．堯典》：“罪疑惟輕，與其殺不辜，寧失不

經。＂ 
241六疑：指慈溪縣發生六件可疑案件。 
242開籠：出重罪犯於囚籠。籠：一種對犯人禁身的木籠。請：指替三五請求上司貸其一命出死罪。 
243“真則”連下二句：謂如果陸三五殺人屬實，即將他抵命處絞，一點也不算冤枉，如果事屬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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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手未見。244恐終是移的就箭之過也。245遐想當日爭哄情景，246此列

鸛勢雄；247彼怒蛙氣奮，248叢毆亂擊之下，何遽歸罪三五？乃當日孫五之

死，有兩恨焉，故靳之甘霖，若胎之禍，249無情之利器，實加之殃。想死

者有知，亦不向三五作人立狀，250而況有成龍一命為抵乎？寬其九死之誅 
，251總為三五祈雪覆盆耳，252而非謂投湯者之姑與滅火也。253

【事由】 
   本案是說陸、趙兩家在乾旱之時，為了爭奪水源而互相鬥毆，以致孫五被

打死；由於陸三五當時執槍在手，因此被當做凶嫌逮捕，初審處以徒刑。李清

覆審後，認為所謂陸三五殺死孫五一案，不無可疑，故裁斷從輕發落？ 
【分析】 
   1.本案所涉及的法律規定，首先是《明律．刑律．人命門．謀殺人》：「凡

謀殺人，造意者，斬。隨從而加殺人之功者，絞。不加功者，杖一百，流

三千里。須殺訖乃坐。若傷而不死者，造意者，絞。從而加功者，杖一

百，流三千里。不加功者，杖一百，徒三年⋯⋯」 

   2.本案若屬「過失致人於死」，則依《明律．刑律．人命門．戲殺誤殺過

失殺傷人》之規定：「⋯⋯若過失殺傷人者，各准鬥殺傷罪傷者驗其輕重科

斷，至死者絞。各依律收贖，錢鈔給付其家⋯⋯」 

   3.本案嫌犯陸三五，因陸、趙兩家爭奪水源一事而發生鬥毆，陸三五既然

在被逮之時，手執槍械，似乎不能說不具備殺人之「故意」；因此鄙意

以為，陸三五之罪，應依前引《明律．刑律．人命門．謀殺人》第二項：

「若傷而不死者，造意者，絞。從而加功者，杖一百，流三千里」來處

斷。甚且，陸三五的此次衝突事件中，到底是「造意者」還是「隨從者」？

亦未見釐清。然李清竟然只擬判「徒刑」（見註文），似有「重罪輕判」

之虞。故鄙意對於本案的判決不能同意。 
 

                                                                                                                                            
就把他開出牢籠，不算是放縱。憑這兩句話，便可定案了。 
244“被獲有之”二句：他被當場捉住，是有此事，但下手殺死人，卻沒有看見。 
245行的就箭：把箭靶子行近箭頭子，一射就中。這是比喻遷就事情，指本案真凶難找，隨便以三

五抵命。的：箭“的＂；射箭的靶子。 
246遐想當日情景：遠遠想到當日相爭械鬥場合中的情形景況。 
247列鸛勢雄：排列許多伸直長嘴啄食的鸛鶴，氣勢是雄糾糾的。鸛：大型涉禽，似鶴亦似鷺，嘴

長直，常在水邊食魚、蛙、蛇及甲殼類動物。 
248怒蛙：《韓非子．內儲說》：“越王勾踐見怒蛙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蛙有氣

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蛙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 
249若胎之禍：像種下禍根。 
250人立：見《左傳．莊公八年》、《漢書．五行志》乃古史寓“化厲報怨＂，作“明冤懲惡＂的用

意。 
251九死：即“九死一生＂。屈原《離騷》：“亦余心化所生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注：“雖九

死一生，未足悔恨。＂後以“九死一生＂借指歷盡艱險，死裏逃生的說法。 
252覆盆：《抱朴子．辨問》：“日月有所不照，聖人有所不知。豈可以責聖人所不為，遂謂天下無

仙，是責三光不照覆盆之類也。＂後以借喻人的被誣含屈，稱“覆盆之冤＂。 
253“而非謂”句：這不是說對犯法應死的人還姑息地給他滅火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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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疑獄審語 

一、出巡事 
   審得樊春之坐辟系獄，254原云「陳四即樊春耳」！今四自四，春自春，

255是亡猿延林說也。256夫以四之身為窩藪，257而春且戀戀不去，有同飛鳥

之依，則為傭工而罹禍，不可盡曰無望之禍也。258然以依草附木之蚩蚩，
259而遽使入籠之鷹犬，且為脫柙之虎兕受禍，260春有抵死不服耳。今陳四

膽落驚弓，則矯翮青云者，恐未肯垂翼淺草，而為春了此不結之帳也。261

欲出之乎？既慮雞連；欲入之乎？又慮魚殃。262則問官以何著手？噫！

“天網恢恢，疏而不漏＂263，陳四安得以春為李，而俾代僵者無已時？264

則此囚亦翹足以待可耳。265倘高飛者，未為南枝之繫思；266而囚首者，終
267為北獄之未了，將以春坐以待斃乎？所當列之矜疑，仍嚴緝陳四，以結

不斷之藤者也。268

    覆審得樊春之即為陳四也，此陳案也；269而陳四之非即樊春也，此新

題也。270夫忽合體，忽分身，春豈鵝籠之書生與？何足羈犴穴而善變乃爾？
271茲提質之際，惟以「四自四，春自春」一語：嗚嗚泣訴。今四安在乎？

夫飛鳥翔於青雲，而使為春者能發神弓而下之與？272則繫籠之羽，可奮翮

                                                 
254坐辟繫獄：指被判定死刑，囚禁待處決的罪犯。 
255四自四，春自春：指陳四是陳四，樊春是樊春，確為兩個人，樊春非強盜陳四。 
256亡猿延林：語本東魏杜弼《檄梁文》：“但恐楚國亡猿，禍延林木⋯⋯＂亡猿：語出《淮南子．

本經》：“楚王亡其猿於林，木為之殘。＂ 
257窩藪：盜賊藏身聚集的地方。 
258無望之禍：無望：不望而自至的意思。禍：災害。《史記．春申君列傳》：“世有無望之福，又

有無望之禍。＂“無望＂亦作“無妄＂。《易經．無妄》：“無妄之災＂。 
259依草附木：喻依附權勢。 
260脫柙之虎兕：柙：關猛獸的木籠。《論語．季氏》：“虎兕出於柙。＂也指用囚籠、囚車。 
261“矯翮＂三句：這裏是指陳四其人，已知飛鳥高舉翼翮，直上青空雲層，無從捕獲，只怕它不

肯下垂翅膀，藏身於淺草容易被發覺的地方落網，使樊春得到了結懸案受累的一筆欠賬。 
262“欲出”之四句：想替他出於罪呢，既考慮到他和強盜相連，想將他入於罪呢，又考慮到他是平

白遭殃 
263“天網恢恢”二句：語出《老子》：謂天道寬闊的網，雖然疏而不密，卻不會有遺漏。這是天施

報應的唯心觀。 
264代僵：指“李代桃僵＂，喻代人受過。僵：仆倒；死。 
265翹足：舉足。 
266南枝之繫思：化用“南冠客思＂語。見駱賓王《在獄咏蟬》詩：“西陸蟬聲唱，南冠客思深。＂

南冠：《左傳．成公九年》：“晉侯觀於軍府，見鐘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

｀鄭人所獻楚囚也。＇＂後因以喻拘囚者曰“南冠＂或“楚囚＂。 
267北獄：指晉國囚鐘儀於軍府的地方。晉在北，故曰“北獄＂。 
268不斷之藤：比喻事的牽纏難解。這裏借指不易解決結案的問題。 
269陳案：舊案；積欠的未決案件。 
270新題：新發生的問題。 
271“夫忽”四句：是說舊案中說樊春即陳四，兩個姓名各異，只是一個人，現在新的問題，是說陳

四並非樊春，而為兩個人了。一下子兩個姓名合成一個人，一下子兩個姓名又分作兩個人，樊春

難道是“鵝籠書生＂？是還繫在牢裏，卻善於變化多端如此。 
272發神弓而下之：參看卷十《辨冤事》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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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273不然，孳由已作，空污良善。彼為四者，或惻惻於代僵非辜，274而

忽慨焉為避湯入火之人乎？則春再生之幸也！然未可必也。275囁嚅於數

年，而翻弄於一朝，276憲台一駁，動若朗鏡，277則春亦安坐而聽子夜之啼

可矣。278

     覆審得樊春一案，已經職兩審矣。職曰：「無失入」。前道台曰：「無

失出」。蓋因成案久定，279而翩其反而者，280不容遽換於一紙之狡口耳。

今據周成、孫龍口供，皆云四自四，春自春。而試問當年捉獲時，何略不

辯白也？時懷疑不決，特請原卷查閱。謂使樊春屢呈內，曾先伏此一語，
281猶辯竇耳。282今遍查不得者，何緘口於十七年前，283而張喙於十七年後

也。284況招內有云「拿獲陳四即樊春，並省發兄陳三即樊三」。若四自四

而春自春也，亦將陳三自陳三，而樊三自樊三乎？恐分身愈多而現影日幻

矣。285樊春合照原擬，以聽憲裁。若云「失出小過，好生大德」，286則姑

置矜疑，以聽明眼者之徐豁可也。287

【事由】 
   本案是說「樊春」原係囚禁待決的死刑犯「陳四」，現在樊春卻翻供，說 
他並不是強盜陳四，「陳四即陳四，樊春即樊春」，兩不相干。但本案前後纏訟 
十七年，也由刑部駁回重審。李清質疑的是何以當年被捕時，「樊春」並未明 
言他不是「陳四」？為何要到後來才翻案？因而李清堅持原判（處死），但仍 
將本案列入可矜疑獄，以俟後考。 
【分析】 

1.本案十分離奇，若嫌犯「樊春」果真即是強盜「陳四」，則所犯強盜罪，

依《明律．刑律．賊盜門．強盜》之規定：「凡強盜已行，或為事主、捕役

所逐、所獲而不得財者，上盜之人皆杖一百，流三千里。但得主家財物者，同

行人不問分贓與不分贓不分首從，皆斬⋯⋯」 

                                                 
273繫籠之羽，可奮翮矣：繫著關在籠中的鳥，可以鼓翼翮飛出去。 
274惻惻：悲傷貌。非辜：指無罪的人。 
275“而忽慨焉”三句：謂陳四或許感到樊春為己受罪於心不忍，便忽然慷慨地出面，不惜身赴湯火

受死，來開脫他人的死罪，樊春才能獲得再生的幸運！但這種事卻是未必能實現的。 
276翻弄：翻口弄舌，指不承認原供，用花言巧語翻弄。 
277朗鏡：即“明鑒＂，明朗照人如鏡子。 
278子夜之啼：子夜：即半夜子時。啼：指“鳥夜啼＂曲。 
279成案久定：裁判確定已久的覆查案件。 
280翩其反而：見《論語．子罕》：“唐棣之華，偏其反而。＂翩：同偏；意為翩然在搖動。 
281“曾先伏此一語”二句：曾經早先埋伏了這一句“四自四，春自春＂的話，留作辨解鉆空子的疑

竇。竇：疑點。 
282辨竇：辨解的疑點。 
283緘口：封著口不講話。 
284張喙：張開嘴巴說話。喙：口。 
285“分身愈多”二句：恐怕分身法越來越多，現形就天天變化了。 
286“失出小過＂二句：謂對犯人所處的罪刑從寬，超出律例量刑的規定限度。 
287“以聽明眼＂句：謂暫且將樊春列在矜疑的案件中憑明察善斷的人，使真情逐漸明朗起來後，

就可以解決問題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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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若「樊春」並不是「陳四」，卻冒名頂替，冒充陳四，則樊春所犯之罪，

應是《明律．刑律．捕亡門．知情藏匿罪人》條的規定：「凡知他人犯

罪事發，官司差人追喚，而將犯罪之人藏匿在家，不行捕告，及指引所逃

道路、資給所乏衣糧、送令隱避他所者，各減罪人所犯罪一等。其已逃他所，

有展轉相送而隱藏罪人，知情展送隱藏者皆坐減罪人一等，不知者勿論⋯⋯」 

   3.關於「冒名頂替」的懲處，或者亦可適用《明律．刑律．雜犯門．不應

為》之規定：「凡事理有不應得為而妄為之者，笞四十謂律、令無條，理不可為

者。事理重者，杖八十。」 

   4.在本案的審斷過程中，前任道臺強調「無失出」（不可錯放之意），李清 
強調「無失入」（不可冤濫之意），據《明律．刑律．斷獄門．官司出入

人罪》規定：「凡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論。若增輕作

重，減重作輕，以所增減論。至死者，坐以死罪。若斷罪失於入者，各

減三等。失於出者，各減五等。並以吏典為首，首領官減吏典一等，佐

貳官減首領官一等，長官減佐貳官一等科罪。若囚未決放，及放而還獲，

若囚自死者，各聽減一等。」 

      5.本案嫌犯樊春繫獄在剛剛被捕時，不明言自己不是「陳四」，讓朝廷誤

以為他就是陳四；脫延十七年後，始言自己並非陳四，一來頗有避重就

輕，為自己活命做打算；二來也不無保護陳四見逃之嫌，實在罪無可逭。 
    故李清仍堅持原判決（處死），並列入「可矜」之列，以待日後能夠更

進一步地釐清，可以說十分妥適。 
 

結 語 

   
李清的《折獄新語》，向來即被給予極高的評價；然一究其實，吾人發現本

書所敘述的案由，實有著嚴重不足（或不詳）之失。因而，我們可以斷定這絕不

是明代判案的正式判詞（判決書）。此外，我們若想透過這本《折獄新語》，來徹

底瞭解李清所裁斷之各個法律案件之來籠去脈，也幾乎是一樁「不可能的任務」。 
  其次，經由《折獄新語》的鱗言片爪或蛛絲馬跡，我們來檢視李清的判決，

鄙意完全能夠贊同的，只不過三案（卷六、九及附錄），不太同意的有四案（卷

二、三、四、七），不同意的有四案（卷一、五、八、十）。雖然本文解讀的篇數，

不到本書的二十分之一，實在不好「以偏概全」；惟大體上來說，本人仍然認為

本書只能當做文人雅士的文札看待，若是意圖從本書中，去更進一步地瞭解明代

司法判案的詳盡情狀，可以說是「難窺其堂奧」矣。 
  當然，本書文筆之佳，用典之多，仍值得推崇；但這似乎與「審判文化」相

去甚遠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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