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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4}  趙參 大辟開釋  （黃千蕙）     ﹝5a-6a﹞（161-163） 

【關鍵詞】復仇、末減、同姓鬥毆、收贖（倉）、改擬、瘐死（倉） 

 
【原文】 
    趙參一獄，本府燃犀之鑒燭照，已無遁情。兩縣研鞫之精，平反似無餘法，

覆盆既雪，天日為朗。今所致疑，惟是趙三元溺死，真偽尚不可知，不無遺憾耳。  
嘗相提論之，趙東國一死與趙尚武慘毒相當也。第尚武死於東國，而東國實

死于三元兄弟之手。死者法無可加，生者獨不能蔽罪乎？ 
趙明一死與趙三元曖昧亦復相當也。第明雖死有餘冤，然瘐死之狀，絕無可

疑。三元之溺，即云水濱難問，然衛河非溟渤也，能并肉軀而羽化耶？本縣訪究

有日，三元之逃而非死也，彰彰明甚。然三元之所以寧為亡命者，以為一出即麗

重法，偷生他境猶愈于廷尉望山頭耳。而不知三元即出，其罪故不至于死也。父

母為人所殺而子孫擅殺行兇之人，罪止一杖，蓋隱然即古者復仇之議也。況趙明

所告兩詞，皆以三旺為首犯，而三元次之。三元淹死衛河，證之者為三旺一人，

合無改擬三旺以擅殺行兇之律。而三元則懸此罪以俟之，不時捕獲，究擬如法，

即究竟轉徙溝壑，亦不為吞舟之漏耳。至若趙參既已為父報讎，量減刃傷之律。

則趙尚廉獨不當，諒其為兄佐鬥，並貰餘人之罪乎。 
總之此一獄也，天厭窮兇，殲之既不遺餘力，存此殘局，無可深求，輕一薄

繫，即剖一疑關耳。李長安之白頭公舉，趙吞子之黃口硬證，與夫趙東周匿端生

事，原擬杖懲，難從末減。 
【翻譯】 

趙參的訟案，經過本知府仔細詳查後，已經沒有隱情了。經過兩個知縣仔細

的審問後，似乎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翻案。既然冤屈已經洗清，天理也得到了伸

張。現在使人懷疑的只有趙三元溺死之事不知是真是假，令人感到遺憾。 
嘗試著同時比較兩個案件，趙東國之死與趙尚武慘遭毒手的事情，其犯人的

罪行是相當的。趙尚武是被趙東國殺害的，而趙東國則是被趙三元兄弟所殺害。

既死之人（趙東國）沒有法律可以加諸在他身上，而活著的人難道不能逃脫罪名

嗎？趙明的死亡，與趙三元的死亡也同樣是模糊不清的。不過趙明雖然死有冤

屈，但是他在監中得病而死這件事是不用懷疑的。而趙三元溺死的事件，雖然說

死於水邊的事情難以查清，但是衛河並非大海，怎麼他的屍體會完全消失不見？

本知縣訪問追究多日，認為趙三元是逃走而非溺死，這是相當明顯的。而趙三元

之所以寧願逃亡的原因，是因為他以為自己一旦出現就會落入法網，接受重刑，

因此逃往他鄉偷生苟活也不願意到庭應訊，趙三元不知道即使他出面，他的罪並

不致死。父母被他人所殺，而子孫擅自殺害兇手，所處的懲罰只有杖刑，這是因

為自古以來就有為父母報仇的說法。何況趙明提出的兩次詞狀皆以趙三旺為主

犯，三元為從犯。指證趙三元淹死衛河的人只有趙三旺一人。應該以擅殺行兇這

條律法，來改判趙三旺的罪罰。而趙三元的罪則留待他日抓到他的時候，再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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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判處刑罰。即使他最後死於路邊，也逃不過法律的制裁。 
至於趙參既然已經為父親報仇，酌量減輕他的罪罰，處以刃傷之律。而趙尚

廉幫助其兄（趙尚武）與人鬥毆，是他唯一不對的地方，但他是幫助兄弟而與人

鬥毆，因此赦免他的罪。總之這個訟案，上天厭惡凶惡的人，既然已經盡全力殲

滅他們，但仍然留下這個殘餘的局面，無法深入追究。輕微的處罰，便解決了原

本的難題。年長的李長安舉發他，姓趙的小孩的也一口咬定指證是他，趙東周隱

瞞生事的證據，原來判定的便是杖刑，難以得到減刑。 
【案情分析】 
1、東國與尚武鬥毆，尚廉（弟）佐鬥。 
2、趙東國殺死趙尚武（即趙三元兄弟之父）。 
3、趙三元兄弟（三元、三旺）為報殺父之仇而殺害趙東國。 
4、由於這件事，趙參、趙明兄弟（東國之子）與趙三元、趙三旺兄弟（尚武之

子）相互鬥毆。 
5、後趙明（趙東國之子）狀告趙三元兄弟倆，訟詞中以三旺為首犯，三元為從

犯。 
6、官府派人抓三旺，而三元逃跑了。而趙明、趙參兄弟也被拘押於倉中。 
7、根據趙三旺的供詞，趙三元溺死於衛河，下落不明。張肯堂則懷疑趙三元並

沒有死亡。而趙明亦死於監中。 
8、趙三旺改擬刃傷之律，判以擅殺行兇之罪。趙三元則留待日後捕獲後懲處。

趙三元若被捕捉後應與三旺的罪名相同。而趙尚廉則被釋放。趙東周因隱瞞

事實予以杖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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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趙參、李長安、趙吞子 

毆 〈父祖被毆〉 
所毆，子孫即時救護而還毆，非折傷，勿論；至折傷以上，

依常律。若祖父母、父母，為人所殺，而子孫擅殺行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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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杖六十。其即時殺死者，勿論。 
《大明律》刑律三  鬥毆 
凡鬥毆，⋯⋯，及刃傷人者，杖八十，徙兩年。⋯⋯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手下

傷重者為重罪，原謀減一等。若因鬥，互相毆傷者，各驗其傷之輕重定罪。後下

手理直者，減二等。至死即毆兄姪、伯叔者，不減。 
《大明律》名例律  老小廢疾收贖 
凡年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即廢疾，犯流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

疾，犯殺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盜及傷人者，亦收贖。餘皆勿論。九

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不加刑。其有人教令，坐其教令者。若有贓應償，

受贓者償之。 
《大明律》刑律九  不應為 
凡不應為而為之者，笞四十。事理重者，杖八十。 
 
【語句解釋】 
 獄：訟案。《易‧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燃犀：南朝宋劉敬叔《異苑》卷七：「晉溫蟜制牛渚磯，聞水底有音樂之聲，

水深不可測。傳言下多怪物。乃燃犀角而照之。須臾，水族覆火，奇形異狀。」

後以“燃犀＂為燭照水下鱗介之怪的典實。 
 燭照：亦作“燭炤＂。明察；洞悉。明胡應鱗《少室山房筆從‧丹鉛新彔四‧

銑鋧》：「必多讀史傳，則此等事自能燭照源流，洞見真妄。」 
 研鞫：勘問‧審訊。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彔四》：「夫疑獄虛心

研鞫，或可得真情，禱神祈夢之說，不過慴服愚民，詒之吐實耳。」 
 平反：把冤屈誤判的案件糾正過來。《漢書‧雋不疑傳》：「每行縣錄囚徒還

其母輒問不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不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 
 覆盆：晉葛洪《抱朴子‧辨問》：「是則三光不趙覆盆之內也。」謂陽光照不

到覆盆之下。後因以喻社會黑暗或無處申訴的沉冤。 
 天日：天空與太陽，有時偏指太陽。《三國志‧吳志‧胡綜傳》：「款心赤實，

天日是鑒。」亦以喻天理或光明。 
 慘毒：殘忍狠毒。《漢書‧陳湯傳》：「郅支單于慘毒行於民，大惡通于天。」 
 獨：豈；難道。《禮記‧樂記》：「且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 
 曖昧：含糊；模糊。漢蔡邕《釋海》：「若公子，所謂睹曖昧之利，而旺昭晢

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跎之敗者已。」 
 死有餘辜：為雖死不足抵其罪。形容罪大惡極。《漢書‧路溫舒傳》：「蓋奏

當之成，雖究繇聽之，由以為死有餘辜。」 
 瘐：舊謂囚犯得病而死。明馮夢龍《古今譚概‧口碑部‧落指君子》：「嘗枉

徵財課，百姓瘐獄中，斃杖下者，十而九矣。」 
 水濱：水邊。《左傳‧僖公四年》：「昭王之不復，君其問諸水濱。」 
 溟渤：溟海和渤海。多泛指大海。南朝宋鮑照《代君子有所思》詩：「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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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蓬壺，穿池類溟渤。」 
 麗：施；加。《禮儀‧士喪禮》：「設決，麗於掣。」鄭注：「麗，施也。」 
 山頭廷尉：東晉將軍蘇峻不聽朝廷征召，疑庾亮欲害己，勒兵自守。朝廷遣

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豈得活耶？我寧山頭望廷尉，不能廷尉

望山頭！」乃作亂。後以“山頭廷尉＂指不聽征召之人。 
 貰：赦免；寬縱。《國語‧吳語》：「吾先君闔廬，不貰不忍。被甲帶劍，挺

鈹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 
 窮兇：極端凶惡。《宋書‧文帝紀》：「惡稔身滅，戎魏常數；虐虜窮兇，著

於自昔。」 
 吞舟之漏：本謂大魚漏網，後常以喻罪大者逍遙法外。清王夫之《讀通鑒論‧

秦始皇》：「寬斯嚴，簡斯定，吞舟漏網而不敢在觸梁茍者何也？」 
 硬證：捏造證詞，一口咬定，誣陷別人。元李行道《灰闌記》第四折：「你

把這因姦要殺馬均卿，強奪孩兒，認賴家私，並買囑街坊老娘等，不合接受

買告財物，當廳硬證，各杖八十，流三百里。」亦指是提供偽證的人。 
【存疑】 
審判的程序有兩個可能性： 
1、濬縣→大名府→濬縣（其他縣）→大名府→濬縣     為第五次審判 
2、某縣→大名府→濬縣                             為第三次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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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傳 

 
關鍵詞：矜釋 死刑複審 重辟（大辟）城旦（流刑） 審錄 僧人  一命兩抵 
 
【文意句讀】 

殺人抵死，律所不原，而一命兩償，法亦太峻。況和峰姦人之妻，而殺其夫，

罪惡滔天，又非常人可例論乎。總之，和峰之食報應毒，則前案若可稍原。而法

興以首事受誅，則此禿例宜末減。出之重辟，而與之以城旦。欽恤之仁，可謂至

矣。 
附審錄要囚參語  法興 

    緇流黑業，至此案而備極矣。和峰糜體于蘭若；大光畢命于圜扉；法傳償孽

於城旦。總一摩登之崇，為之今明服其辜者，獨有法興一禿耳。驢胎馬腹，待之

久矣，尚容低眉乎哉？ 
 
【翻譯】 

殺人者被判處死刑，是法律所不寬恕的，然而一條人命要兩個人來抵償，

如此法律也太過嚴酷。況且和峰強姦他人的妻子，並殺了她丈夫，其罪行之重大，

又不能用一般人的例子來討論。總而言之，和峰已經受到了惡果，因此上一次審

理這件案子應該給予寬恕。所以法興因為是整件事情的主謀，因此被判死刑，而

法傳這個僧人依據舊規慣例應當得到減刑。從死刑中被提出，而後來改判流放。

對於所謂在理獄量刑要慎重不濫，心存矜恤這種仁慈上，在這件案子裡，可以說

是達到極點。 
 

審錄要囚參語  法興 
僧侶的惡業，在這件案子中都展現無遺了。和峰屍體腐爛的死在寺廟之中；

大光在監中死亡；法傳償還其罪孽於流放之時。總括而言其中一再推敲而被推舉

出來，到現在要一命抵一命的人，只有法興這個僧人罷了。這件案子的案情已經

釐清，而犯人在監中等待行刑也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各位大人還值得為此感到猶

豫嗎？ 
 
【案情整理】 
和峰、法興、法傳和大光四位僧侶，因姦人之妻而殺其夫下獄。和峰在被捕前身

亡，大光死於牢中，法興被斬首，而法傳在複審被判流刑。 
 
【適用法令】 
＜刑律二‧人命  謀殺人＞ 
凡謀殺人，造意者，斬。從而加功者絞。不加功者，杖一百，流三千里。殺訖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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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 
瑣言曰：「律稱謀者，兩人以上。其本註又云，謀狀顯著，雖一人同兩人之

法。故凡有讎怨而欲殺人者，或謀於心，或謀諸人，先定其計而殺之，皆

謂之謀殺。若出於一人之心，一人之事，則造意、加功皆自為之，徑引謀

殺人斬罪。若二人以上，則以造意者處斬；隨後而加殺人之功，則同惡相

濟之人，作以絞罪；隨從而不加功，猶有畏縮之意，杖一百，流三千里。

其人殺訖乃坐。」 
推定過程：初審時法傳及法興都被判死罪，而造成一命兩抵的情況，在人命案件

中，連從犯也要判死罪的是以謀殺最為可能。而張肯堂在複審時將法傳改判流

刑，也是依據謀殺罪中的「不加功者，杖一百，流三千里。」而給予法傳末減。

所以判定適用法令是＜刑律二‧人命  謀殺人＞。 
 

【名詞解釋】 
＊ 矜釋：憐憫開釋。《明史‧白瑜傳》：「今逐臣久錮，纍臣久羈，一蒙矜釋，

即可感格天心。」 
＊ 抵死：判處死刑。《新唐書‧斐耀卿傳》：「夷州刺史楊濬以贓抵死，有詔

杖六十，流古州。」 
＊ 峻：嚴酷；嚴厲。《史記‧淮南衡山列傳》：「政苛刑峻，天下熬然若焦。」 
＊ 報應：佛教語。原謂種善因得善果，種惡因得惡果，後專指種惡因得惡果。

晉袁宏《後漢紀‧明帝紀下》：「生時所行善惡皆有報應。」 
＊ 原：寬恕；原諒。《史記‧高組本紀》：「城降，令出罵者斬之，不罵者原

之。」 
＊ 首事：謂為首主持其事。《公羊傳‧莊公元年》：「正月以存君，念母以首

事。」 
＊ 禿：罵詞。指僧侶。唐寒山《詩》之二三二：「供僧讀文書，空是鬼神祿；

福田一個無，虛設一群禿。」 
＊ 末減：謂從輕論罪或減刑。《左傳‧昭公十四年》：「（叔向）三數叔魚之惡，

不為末減。」 
＊ 重辟：極刑；死罪。《陳書‧孔奐傳》：「沈炯為飛書所謗，將陷重辟，事

連臺閣，人懷憂懼。」 
＊ 城旦：古代刑罰名，一種築城四年的勞役。後以指流放或徒刑。清余懷《板

橋雜記‧葉衍蘭秦淮八艷圖詠》：「初阮大鋮以閹黨論城旦，屏居金陵。」 
＊ 欽恤：謂理獄量刑要慎重不濫，心存矜恤。語本《書‧堯典》：「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南朝宋劉彧《寬刑詔》：「朕務存欽恤，每有矜貸。」 
＊ 審錄：《明史‧成祖紀三》：「自今在外諸司死罪，咸送京師審錄，三複奏

然後行刑。」審錄之名於各種特別審判程序中均見使用，但以五年審錄更

為普通。大明會典、明史對五年審錄亦稱為大審。其制始於洪武二十四年

差派刑部官及監察御史分行天下清理刑獄時起，但至化成十七年命司禮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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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監一員會同三法司堂上官於大理寺審錄後，始正式成為慣例。請參照楊

雪峰《明代的審判制度》台北，黎明文化，1981 年三版。頁 297 至頁 302。 
＊ 要囚：審錄囚犯的供詞。《書‧康誥》：「要囚服念五六日，至于旬時，丕

蔽要囚。」孔傳：「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念五六

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念，重刑之至也。」 
＊ 參語：三人聚話。《漢書‧楊敞傳》：「延年從更衣還，敞、夫人與延年參

語許諾，請奉大將軍教令，遂共廢昌邑王，立宣帝。」 
＊ 緇流：僧徒。僧尼多穿黑衣，故稱。北魏楊衒之《洛陽伽藍記‧城內胡統

寺》：「（諸尼）常入宮與太后說法，其資養緇流，從無比也。」 
＊ 黑業：佛教語。即惡業。《大智度論‧釋四諦品》：「黑業者，是不善業果

報地獄受苦惱處，是中眾生，以大苦惱悶極，故名為黑。」 
＊ 蘭若：指寺院。唐杜甫《謁真諦寺禪師》詩：「蘭若山高處，煙霞嶂幾重。」 
＊ 圜扉：獄門。亦借指為牢獄。唐駱賓王《獄中書情通簡知己》詩：「圜扉

長寂寂，疏網尚恢恢。」 
＊ 低眉：抑鬱不伸貌；愁苦貌。唐韓愈《送鄭員外》詩：「要路眼青知己在，

不應窮巷久低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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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14｝張應魁  大辟  矜釋 〈許秀華〉 ﹝15b-17b﹞ （235-238） 

 
【關鍵詞】 

矜釋  批導  討(抵命) 
 

【原文】 
    獄有屢經訊鞫，案比南山，而一為批導，生理躍然者，則張應魁一案是也。 

蓋和九常老而失志，神識舛謬，即其與婿秦文炳屢尋隟孽時，意中固已忽忽

無生趣矣。顖門何地?缸片何物?乃無端自加，血流殷地。曾未幾時，復蹈故轍乎！

傷居要害，且重受矣。即有和、扁，未易起也。文炳棍擊於先，應魁拳加于後，

皆適與禍會，實不足以死九常，即足以死九常，而九常之死，正不須兩人也。然

則傷痕之歸于秤錘也何居？曰此正應魁生死要鍵，而折獄者所當深求其故者也。 

蓋當和之玉致討應魁時，亦知父死于顖門之傷，而實言其故，事遂皭然，勢

必取其近似者托之，故借錘為名。而審之李子收，應魁實未操錘也。假令操錘，

必不一擊而止，擊亦必不復在顖門。即云事有巧值，誤中舊瘡，將必狼藉潰裂，

不可收拾，其傷寧僅寸許而已耶！故棍傷之為文炳，拳傷之為應魁，與顖門一傷，

為九常自作之孽，皆斷斷無疑者也。前縣初審，所謂以俟未定之天者，殆至今日

而始定與。 

 
【翻譯】 
    一般的案件有經過好幾次審問，就像南山鐵案一樣不會改變，然而經由上級

批回，重新審理，罪人便有生存希望，就是張應魁一案啊。 
    和九常年紀老，而且心神恍惚，心志錯亂，就在他屢次對女婿秦文炳製造事

端時，意識就已經恍惚，沒有生存的趣味了。腦門是什麼地方，缸片是什麼東西，

竟然沒來由的加在自己身上，使血流滿地。沒多久，又做同樣的事！傷在要害之

上，而且又是重撃（打到第二次）。即使是秦和、扁鵲，也無法輕易救治。先是

文炳用棍子打（和九常），應魁再用拳頭打（和九常），都是剛好跟這個災難一起

發生，實在不足以造成九常的死亡，即使足以造成九常的死亡，但九常的死，也

不需要這兩個人啊。然而在審錄中的記載，認為傷痕是秤錘造成的，這要如何處

理呢？這正是應魁是生是死的關鍵，而且是審判案件的人，所應該深入追求的原

因。 
    當和之玉控告應魁要他抵命時，也知道父親是死於腦門的傷害，但把實際的

原因說出來，事情就很明白了，控訴就無法成立，造成他一定要找類似的東西來

假託，所以假借秤錘。但審問李子收，應魁其實並沒有拿秤錘。假使他（應魁）

有拿秤錘，必定不會只打一下就停止，就算打了也一定不會又打在頭頂前面。就

算是事有湊巧，不小心打中舊傷，（傷口）也一定會裂開，無法收拾，不過這個

傷口只有一寸大小而已啊！所以用棍子打傷（和九常）的是文炳，用拳頭打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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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常）的是應魁，而腦門的傷害，是九常自己所做的惡孽，這都是絕對沒有疑問

的。之前的縣官在初審時所說，事情尚未有定論，大概到了今日，就有定論了吧！ 
 
【案情分析】 
    這個案件並不是第一次審判，案件尚未到中央，再批回重審。和九常因年老

且心志錯亂，而常有傷害自己的舉動。一次在傷害自己後，秦文炳及張應魁也分

別用棍子跟拳頭打他，之後和九常死亡，和之玉便藉此控告張應魁用秤錘打死他

的父親。前次審理是採用和之玉的說法，判張應魁死刑；但是張肯堂以和九常的

心志問題、傷口以及張應魁沒有拿秤錘來判斷，認為和九常的死，是自己造成的，

而為張應魁翻案。 
 
【關係人】 
原告：和之玉 
被告：張應魁、秦文炳 
關係人：李子收 
 
【適用條例】 
第一次：前任縣官 

《明律例卷十九．刑律二．人命》鬥毆及故殺人 
凡鬥毆殺人者，不問手足他物金刃，並絞○故殺者，斬○若同謀共毆人，

因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為重，下手者，絞。元（會典作原）謀者，杖一

百，流三千里。餘人各杖一百。 
第二次：張肯堂 
 張應魁：《明律例卷二十．刑律三．鬥毆》鬥毆 
        凡鬥毆，相爭為鬥。相打為毆。以手足毆人，不成傷者，笞二十。成傷，

及以他物毆人，不成傷者，笞三十。成傷者，笞四十。青赤腫為傷。非

手足者，其餘皆為他物。 
 秦文炳：《明律例卷二十．刑律三．鬥毆》毆大功以下尊長 
        凡卑幼，毆本宗，及外姻緦麻兄姊，杖一百。尊長又各加一等尊屬，與

父母同輩者。如同堂伯叔父母姑，及母舅母姨之類。 

【詞句解釋】 
1. 獄：訴訟案件。如：「冤獄」。《左傳．莊公十年》：「小大之獄，雖不能察，必

以情。」 
2. 訊鞫：審問窮究。《史記．卷一二二．酷吏傳．張湯傳》：「劾鼠掠治，傳爰書，

訊鞫論報。」或作「訊究」、「訊鞠」。 
3. 南山鐵案：《新唐書．李元紘傳》：「元紘早修謹，任為雍正司戶參軍。時太平

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

警，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不可搖也。』」後以「南山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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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稱已判定、不可改變的案件。 
4. 批導：批砉導窾，猶言批郤導窾。清黃六鴻《福惠全書．刑名．詞訟》：「及

到覆審，止將所記緊要處研訓，再加兩證吐供，則批砉導窾，自然迎刃而解

矣。」 
5. 生理：生存的希望。《宋書．王敬弘傳》：「年向九十，生理殆盡，永絕天光，

淪沒丘壑。」 
6. 失志：昏昧、心神恍惚。《喻世明言．卷二十六．沈小官一鳥害七命》：「只因

這老狗失志，說了這幾句言語，況兼兩個兒子，又是愚蠢之人，不省法度的。」 
7. 舛謬：錯亂。唐吳兢《貞觀政要．論災祥》：「皇天降災，將由視聽弗明，刑

罰失度，遂使陰陽舛謬。」 
8. 忽忽：迷糊、恍惚。《文選．宋玉．高唐賦》：「悠悠忽忽，怊悵日失。」 
9. 和扁：古代良醫和跟扁鵲的合稱。《漢書．藝文志》：「太古有歧伯、前拊，中

世有扁鵲、秦和。」 
10. 無端：沒來由。唐．李商隱《為有詩》：「無端嫁得金龜婿，辜負香衾事早朝。」 
11. 何居：什麼道理、什麼原因。莊子《齊物論》：「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

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12. 折獄：斷獄，審判案件。《論語．顏淵》：「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13. 致：施加、施行。《易．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14. 皭然：潔白貌。《史記．屈原賈生列傳》：「濯淖汙泥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

游塵埃之外，不獲世之滋垢，皭然泥而不滓者也。」 
15. 未定之天：比喻事情尚未成定局。《語本．蘇軾．三槐堂銘敘》：「盜蹠之壽，

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 
 
【存疑】 
1. 秦文炳是和九常的女婿，張應魁跟他們的關係為何，為何要毆打和九常？ 
2. 和之玉應該是男人，若是女人，應該稱他為秦氏。 
3. 第一次審判層級到哪裡再批回，原文並未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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