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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清代州縣衙門審判程序，可以分為兩種類型，一類為戶婚田土錢債等無涉刑

名案件以及笞、杖以下之罪，對於此類案件，州縣有最後的定案權，稱為「自理

詞訟」，另外一類為徒罪以上案件，州縣只能定擬，然後向上級審轉，稱為「審

轉案件」或「必要覆審制」。1從比較的觀點來看，前一類案件近似於現代的民事

事件，而後一類案件則近似於刑事案件，因此也有學者從民、刑區分的角度，對

清代州縣衙門審判制度進行研究。2以州縣自理詞訟（或稱為「民事」）為對象而

進行研究，大約始於一九七零年代，3一九九零年代前期，黃宗智以巴縣、寶抵

與淡新檔案為主要材料，展開對清代的民法與社會之研究，不僅在美國帶動了一

波新的傳統中國法研究熱潮，並因為其對「民事調判」（黃宗智用語）模式的論

                                                 
* 未定稿，請勿引用。 
** 
台大法律研究所博士班生，E-Mail: d90a21004@ntu.edu.tw。

1 參見王泰升，《台灣法律史概論》，台北：元照，2001，頁 72-75。滋賀秀三，《清代中國の法と
裁判》，東京：創文社，1984，頁 263-265。寺田浩明著，王亞新譯，〈日本的清代司法制度研究
與對「法」的理解〉，收錄於滋賀秀三等著，王亞新、梁治平編，《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
約》，北京：法律出版社，1998，頁 115-116。 
2 例如參見那思陸，《清代州縣衙門審判制度》，台北：文史哲，1982。 
3 David Buxbaum在 1971 年以淡新檔案為主要素材，發表了Some Aspects of Civil Procedure and 
Practice at the Trial Level in Tanshui and Hsinchu from 1789 to 1895一文，其主要論點之一即州縣衙
門也處理了許多民事事件。而滋賀秀三對清代州縣衙門自理詞訟的著名研究〈判決の確定力觀念
の不存在----とくに民事裁判の實態〉則是在 1974年首先發表於《法學協會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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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與日本學界不同，而引起日美學術界對此議題的一連串討論。4

根據黃宗智的研究，清代民事紛爭的解決途徑有三，第一為非正式途徑，亦

即由民間調解的方式解決紛爭，例如分家過程就是一個明顯的例子。第二為正式

途徑，即由官府透過堂審根據律例判決當事人之勝負。此外在這兩者之間，還存

在一種「第三領域」的紛爭解決方式，亦即在官府受理呈狀後到正式堂訊之前的

階段。5在這三領域中，官方的審判制度與民間的調解制度相互作用，解決爭端。

為了支持「第三領域」的說法，黃宗智強調在正式的紛爭解決方式中，清代州縣

衙門是嚴格依法裁判的。其次，黃宗智將清代的州縣衙門審判分為最初階段、中

間階段與堂審階段，並強調在前兩階段作為處理民事紛爭的第三領域，與堂審階

段的差異。同時也由於清代民事紛爭的處理包含了調解、官方審判與第三領域的

處理方式，因此黃宗智將這些民事紛爭解決機制稱之為「民事調判」（civil 
justice）。6

與黃宗智的看法不同，日本學者滋賀秀三，以官府的「判語」為主要資料，

對於清代州縣衙門的裁判形式及審理程序進行了詳細的考察，其結論認為清代的

裁判並不存在具有能夠下確定判決的終審機關，因而不存在所謂「判決確定力」

或「形式確定力」的概念。換句話說，在傳統中國法中並不存在「司法制度」，

國家的司法事務，乃根據行政理念而運作，因此可稱為「具有行政性格的裁判」

或「作為行政一環的司法」。與否定清代裁判的「司法性格」同時，滋賀對於州

縣衙門自理詞訟的性質也提出積極的看法。滋賀從比較的觀點出發，將清代的州

縣衙門自理詞訟與日本警察對於民事紛爭的處理進行比較，認為清代州縣的「聽

訟」，不能類比於民事訴訟，而是更接近於「非訟」或「民事調停」程序。但是

清代的聽訟又與現代的民事調停不同，因此清代的聽訟制度不是裁判或調停二擇

一的問題。清代州縣衙門的「聽訟」，既不等於現代的民事裁判，也與民事調停

有所不同，因此滋賀乃借D. F. Anderson在處理日本江戶時期民事紛爭解決機制的

研究中所使用之術語，稱之為「教諭式調停」。7

在滋賀與黃宗智的辯論之後，寺田浩明曾經針對黃宗智與滋賀的論辯寫過文

章，除了介紹滋賀與黃宗智基本論點的差異外，並指明該爭論的意義以及未來的

學術課題。8寺田本人也是在兩人論辯的基礎之上，進一步針對清代的民事審判

與法秩序從事相關研究。9

                                                 
4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次討論，為一九九六年九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在鎌倉所舉行的一次題
為”Law, Society, and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American and Japanese 
scholars”的研討會。該研討會中所發表的論文，收錄於「後期帝政中国における法、社会、文化」
小特集，《中国－社会と文化》１３号，1998年 6 月。 
5 黃宗智在《清代的法律、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各以一章的篇幅介紹了這三種
紛爭解決方式及其特點。 
6 黃宗智，《清代的法律、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頁 10、77、108-122。 
7 滋賀秀三，《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頁 220、246、251-253。 
8 寺田浩明，王亞新譯，〈清代民事審判：性質與意義----日美兩國學者之間的爭論〉，收錄於《北
大法律評論》第 1卷，第 2輯，北京：法律出版社，1999，頁 603-617。 
9 參見寺田浩明著，王亞新譯，〈權利與冤抑----清代聽訟與民眾的民事法制序〉，收錄於滋賀秀
三等著，王亞新、梁治平編，《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北京：法律出版社，1998，頁
191-265。此外，寺田浩明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也曾以淡新檔案中的案件為例，說明清代民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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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透過對淡新檔案的仔細研讀，重新思考清代州縣衙門審判的意義。從

上述學術史脈絡來看，可以放在滋賀與黃宗智的論辯之後的位置上來看待。但不

同於寺田浩明的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重新思考清代州縣審判的性質，而不在

於民間法秩序的生成。雖然說是透過檔案，但考慮到淡新檔案的數量龐大，加上

量化研究已有黃宗智的先例存在（而其研究成果正是吾人所欲檢討者），因此本

文的作法是：只從檔案中選擇一個案件，進行較詳細的介紹，然後配合學界既有

的研究成果（包括滋賀與黃宗智的論辯），重新思考清代州縣衙門審判的意義。 
 

二、分家案件的審理—以淡新檔案 22615為例10

本文所選擇的案件是淡新檔案中的 22615案。這個案件的內容是關於分家爭
執的解決過程。選擇分家案件的理由，在於它本身及包含了「調處」的成分，因

此較有助於我們全面地認識清代州縣衙門在處理紛爭時的作法。以下我們將案件

進入官府後審理的經過，分成幾個階段來說明。又為了讓讀者較容易掌握時間的

因素，以下各件關於日期之標示，年份部分均改以西元標示。 
本案的事實關係大致如下：鄭如岡有五個兒子：維嶽、維岩、維葉、維嶼及

雲梯；其中維嶼出繼如岡長兄。1892 年 4月分家，本應按四房均分，但維嶽、
維葉歿而無子；本案之爭執即在於這長、三兩房的財產歸誰？根據後來成為本案

被告的鄭邦超之說法，分家時族議三房由其兼祧，長房部分則由雲梯長子邦塗出

繼；依此「所有祖遺產業，扣除輪公外，超與五嬸對半均分。」（22615.5）換句

話說，這次分家的結果，理論上雖屬四房均分，實際上只由二、五房對分。但是

根據原告方面的說法，雲梯次子邦試自幼亦過繼與二房為子，因此二房份額應由

邦超與邦試均分（22615.1）。1893 年 6月間，鄭邦試與鄭邦超間因為收租谷的問
題，導致鄭邦試之母鄭林氏向官府出控，終於使得本件家產紛爭進入官府程序。

以下我們根據檔案中的文件來觀察官府處理這個案件的經過。 

（一）、第一次審理 
從本案內容來看，可以分成兩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893 年 7月鄭林氏具呈

狀開始，到同月 22日堂訊為止。第二個階段則從隔年（1894）2月鄭邦試呈狀

請求斷分家產開始，到同年 12月和息為止。以下先就第一階段為介紹 
 

                                                                                                                                            
件中「法」的形成過程。參見寺田浩明，〈中國清代民事訴訟と「法の構築」----「淡新檔案」の
一事例を素材にして〉，收錄於日本法學會編，《法社會學》第 58 號，2003，頁 56-78。除了寺田
浩明外，日本明清史研究的另一位著名學者岸本美緒，也可以放在這樣的脈絡下來看待。 
10 這個案件與寺田浩明在〈中國清代民事訴訟と「法の構築」----「淡新檔案」の一事例を素材
にして〉一文中所選用的檔案一樣。但正如本文稍前所述，本文的目的與寺田該文目的並不相同，
因此在具體的討論上有很大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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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呈准過程 

1、1893.07.04：具呈狀（鄭林氏） 
2、1893.07.04：驗傷名單（受傷鄭邦試） 
3、1893.07.04：供單（鄭邦試、鄭林氏） 
按家產紛爭乃屬於州縣自理詞訟的範圍，因此在向官府呈狀時會受到一些限

制。例如律例即規定州縣於每年四月一日至七月三十日的農忙時期，不得受理戶

婚、田土等細事。11不過這樣的設計是為了避免因為小事情妨礙農時，12因此對

於無妨農業之事，原則上照常辦理，不受影響。13本案雖屬分家糾紛，但鄭林氏

在一開始的呈狀中是以「恃強霸佔，較被毆傷」為由，懇請官府「提驗傷痕，拘

究斷分」（22615.1）。 
從鄭林氏的請求來看，本案涉及分家霸產的問題，加上涉及暴力毆傷，因此

官府在收到呈狀後，隨即當堂受理，提驗鄭邦試之傷痕並詢問口供（22615.2、3）。
仵作驗明鄭邦試傷痕後當堂喝報，正堂根據驗傷結果及所訊得之口供，對本案批

示「候即提質訊究斷。」 
 

2、傳集過程 

4、1893.07.08：票稿（正堂葉） 
5、1893.07.18：具呈狀（鄭邦超） 
6、1893.07.22：差稟（一皂頭役/皂總頭役洪泉、倪源） 
正堂受理案件後，根據「八房辦案章程」的規定，將案件經官府准理者，即

由正堂決定承行吏書，並將案卷交由經承書吏保管。14本案中由於涉及傷人情

節，必須當堂提驗傷痕，因此相關文書工作，即由值刑負責。換句話說，本案在

一開始的時候，是被官府列為「刑案」處理的，此由本案卷宗封面所標示的「刑

卷」可知。 
或許因為涉及刑名之故，官府在處理本案的態度上相當積極。除了在批語中

使用「即提質訊究斷」這樣強的語氣外，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張票從送稿到簽發只

花了兩天的時間（7月 8日-10日），而且在值刑胥吏為了提訊而擬的票稿上，正

堂還將主旨中的「為飭傳訊斷事」，更改為「為飭提訊究事」；以「提」代「傳」，

以「訊」代「斷」，15種種跡象均顯示，由於本案的刑事性格，而使官府在處理

                                                 
11 清律告狀不受理條附例 01（334-01），見薛允升，《讀例存疑》第四冊，頁 991。 
12 薛允升在告狀不受理條附例 01按語中稱：「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不急之事，以妨百姓，
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見薛允升，《讀例存疑》第四冊，頁 991。 
13 清律附例 334-07，見薛允升，《讀例存疑》第四冊，頁 993。 
14 關於「八房辦案章程」的內容，請見淡新檔案 11202。 
15 關於在票上使用這些文句所代表的意涵，可參見滋賀秀三著，姚榮濤譯，〈清代州縣衙門訴訟
的若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檔案為史料〉，收錄於劉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
第八卷：法律制度，北京：中華書局，1992，頁 528-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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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態度上顯得積極。16

在得知官府受理此案後，被告鄭邦超隨即在 7月 18日也遞上一狀控告對方

「聽唆價陷」，請求官府「飭提訊斷」（22615.6）。這使得雙方形成互控的局面。
不過正堂顯然並未即時處理被告的呈狀，因為在該狀紙上的批示為「已訊結完案

矣」，而堂訊時間乃在此一呈狀後四日。22日，差役回稟傳到票內所列三人。正

堂批示「即帶訊」，本案乃於同日進入堂訊階段。  

3、堂訊過程 

7、1893.07.22：提訊名單（鄭邦超、鄭林氏、鄭邦試）（訊有堂諭） 
8、1893.07.22：供單（鄭邦超、鄭林氏、鄭邦試） 
9、1893.07.22：粘單（鄭家族譜圖） 
10、1893.07.22：具遵依結狀（鄭林氏） 
11、1893.07.22：具遵依結狀（鄭邦超） 
12、1893.07.22：具遵依結狀（鄭邦試） 
正堂在訊問三人口供後，認定該案實系關於分家之爭執，因而斷令「各遵照

鬮約字各管各業，毋得另生枝節。」（22615.7）經各造填具遵依結狀後完案。本

來案件至此應已終了，但是因為鄭邦試不服，利用正堂更替後，重新翻控，終於

使得案件再度回到官府審理機制中。17

 

（二）、第二次審理（翻控） 
1894 年 2月，劉威接替葉意深成為新竹縣知縣。新官上任不久，鄭邦試隨

即向新任正堂提出呈狀，意圖翻案。 

1、呈准過程 

13、1894.02.28：具催呈狀（鄭邦試） 
14、1894.03.08：具呈狀（鄭邦試） 
15、1894.03.18：具呈狀（鄭邦試） 
由於係屬舊案，在鄭邦試的「催呈」中，已載有經承姓名。鄭邦試一開始的

呈狀內容，並無其他特別之處，新任正堂根據舊有卷宗得知本案業經前任正堂斷

結，因此不准（22615.13）。不久鄭邦試又呈一狀，這次因為呈狀中提到鄭邦超

將其父「瞻南墓碑神主盡行毀換」，由於正堂對於鄭邦試稱其為鄭瞻南之子一事，

                                                 
16 另外還有兩點可以說明官府受理本案的積極態度。首先是官府受理的速度，淡新檔案中，人
民的尋常爭訟，通常要二到三呈才會得到受理，但是本案中鄭林氏在第一呈即獲得官府受理。其
次，即使獲得官府受理，官府在隨後的處理方式上，也有幾種可能的選擇：「諭仰房親理處」、「飭
差協同理處」以及「票差傳集質訊」。這三種方式代表了官府公權力由淺到深的介入程度。在一
般分家糾紛中，官府通常在受理後會先採取「諭仰房親理處」的方式，但本案中，官府在受理後
隨即票差「飭提訊究」。 
17 這兩份案卷會被放在一起，是因為根據八房辦案章程，經過斷結之案件，如果之後再起爭執，
其文書工作還是會交由原來的經承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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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不解，因而在批示中要求鄭邦試「檢帶[繼書]來案，呈候查核。」（22615.14）
針對正堂的疑問，鄭邦試於十日後再呈一狀，表示「自幼皆係父親瞻南撫養，」

但即使立有繼書，也是雲梯出字與父收執，無從檢帶，並指控「超乃是父親螟來。」

（22615.15）對於鄭邦試的說法，正堂並不確定是否屬實，因此批示「覆呈是否

實在，候諭鄭姓族房明白查覆察核究斷。」（22615.16）由於諭仰房親查理仍須

由胥吏草擬票稿，經正堂判行發出。從動用到官府資源處理糾紛的意義來看，可

謂正堂已經受理此案。不過諭票還來不及發出，又遇到正堂更動。 
 

2、諭仰房親查理 

16、1894.04.？：諭稿（正堂范） 
17、1894.06.28：具呈狀（鄭邦超） 
18、1894.07.07：諭催稿（正堂范） 
19、1894.07.23：具呈狀（鄭邦試） 
20、1894.07.23：具稟狀（職員鄭如磻、鄭如蘭、鄭如漢） 
21、1894.08.04：諭稿（正堂范） 
22、1894.08.04：單稿（正堂范） 
23、1894.08.28：具呈狀（鄭林氏） 
24、1894.08.29：差稟（臺下皂/快總頭役倪源）（上有正堂批示） 
25、1894.09.07：具呈狀（鄭林氏） 
26、1894.09.13：諭稿（正堂范） 
27、1894.09.28：差稟（臺下皂/快總頭役倪源） 

劉威在三月中旬同意諭仰房親查理後，旋即調任，新任正堂范克承則於四月

初將諭稿判行發出。此後一直到六月底，仍未見鄭姓房族稟覆，而官府亦未有所

動作。從稍後鄭如蘭等人的稟覆內容（22615.20）來看，雙方在這兩個多月間可

能已經經過族親調處，以鄭邦試未婚，勸令鄭邦超將鬮分內撥出租谷五十石八斗

作為鄭邦試婚取日食之需。只是這樣的內容相較於之前的堂諭，顯然不利於鄭邦

超，因此鄭邦超方面可能還有意見，故未簽立字據。也正因為調處並未完全，到

了 6月份佃戶交納租谷時，乃因為鄭邦試方面阻撓佃戶交租給鄭邦超，而導致衝
突再起。 
根據 6月 28日鄭邦超的呈狀，鄭邦試聯合佃戶將該季應繳租谷三百石，只

繳交二十餘石，因而懇請官府「提集訊究」。由於之前官府諭仰房親處理的事情

遲遲未見稟覆，因此正堂對於鄭邦超的請求，只批示「候諭催該族長一併查明趕

緊稟覆核辦」。（22615.17）7月初，書吏草擬了一份諭稿，經正堂修改後判行發

出。（22615.18）經過這次諭催，鄭如蘭等房親終於在 7月下旬稟覆，而同日鄭
邦試亦呈一狀。鄭邦試的呈狀指控鄭邦超原同意於六月立約撥出租谷五十石，但

至六月鄭邦超仍不欲立約。鄭如蘭等則將調處過程及調處內容稟覆官府，其調處

內容即如鄭邦試所呈。正堂認為鄭如蘭等房親理處內容「妥恰之至」（226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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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 8月初諭仰房親依照該理處內容「迅令邦超立撥約租字付邦試收執」

（22615.21），並派遣差役前往「押令佃人林阿德、林阿鹿刻將本年應納鄭邦超

公租谷如數量交鄭邦超收領清楚」（22615.22）。 
正堂此一處置如果是在鄭邦試攔收租谷前，當然是不利於鄭邦超的，但是在

眼前的情勢下，則非如此。因為如此一來，已經攔收租谷的鄭邦試即必須將超過

的部分還給鄭邦超。鄭林氏於 8月底再度呈狀，歷數鄭邦超種種不是。（22615.23）
不過差役也在隔日具稟表示，當其前往押納時，因鄭林氏在佃戶家中阻擋，致使

佃戶不遵交納（22615.24）。兩相參照之下，正堂認為鄭林氏呈控只是為了阻止

差役押納租谷的手段，因此批示「茲據該差稟具稟，已批令押納，倘該氏再敢逞

刁混擋，定提邦試究辦」（22615.23）。 
針對正堂的質疑，鄭林氏於 9月 7日又呈一狀，就正堂的疑惑一一解明，其

中關於公親調處部分，特別表明十六、七兩年銀租被吞時，「曾投族長鄭如蘭等」，

（22615.25）正堂批示「既稱曾投族長鄭如蘭等理處，姑候諭飭查復察奪。」但

對於現在公租，仍不准其阻擋。9月 13日，正堂諭仰房長鄭如蘭等查明此事。9
月底，差役再次稟覆，鄭林氏及其子鄭邦試仍然強阻佃戶交租，稟請「嚴辦押追」。

（22615.27）正堂認為鄭林氏「輒又強阻，殊屬可惡，著將鄭邦試拘案押納。」

於是整個案件的處理方向再次轉彎，從處理鄭邦超與鄭邦試的爭財案，轉向鄭邦

試等阻攔押納租谷。 
 

3、票差傳集過程 

28、1894.10.03：具催呈狀（鄭邦超） 
29、1894.10.04：單稿（正堂范） 
30、1894.10.18：具呈狀（鄭林氏） 
31、1894.10.24：差稟（站堂役李能）（上有正堂批示） 
32、1894.11.？：差稟（站堂役李能） 
33、1894.11.08：具催呈狀（鄭邦超） 
34、1894.11.13：具催呈狀（鄭林氏） 
35、1894.11.18：具呈狀（鄭林氏） 
36、1894.11.19：單稿（正堂范） 
37、1894.12.12：具和息稟（職員鄭如磻、鄭如蘭、鄭如漢） 
38、1894.12.？：粘單（具甘結狀：鄭林氏） 
39、1894.12.？：粘單（具甘結狀：鄭邦試） 
40、1894.12.？：粘單（具甘結狀：鄭邦超） 
41、1894.12.？：粘單（同立永不翻異合約字：鄭邦超、鄭邦試） 
就在差役稟覆後不久，鄭邦超於 10月初也呈一狀，懇請官府簽差飭提佃戶

林阿德、林阿鹿等押追究辦。（22615.28）正堂隨即於隔日判行單稿，單仰原差

（22615.29）整個 10月間，鄭林氏與差役均為了傳押鄭邦試而先後呈狀、具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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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了 11月初，差役稟稱，「從前阻佃雖出自鄭邦試，而今抗納皆出於兩佃人，」

因此改請補傳押納兩佃人，並獲得正堂同意。（22615.32）鄭邦超也再呈一狀，

請求官府補傳林阿德、林阿鹿到案押追，正堂批示「已批飭補傳」（22615.33）。
面對不利局勢，鄭林氏似乎仍想挽回，因而呈遞一狀，指稱鄭邦超值公祭祀及祖

坆毀棄，但正堂認為該氏所控各節，均在押納租谷之後，「應俟租谷押納清楚，

再行查辦。」（22615.34）鄭林氏仍不死心，五日後再呈一狀，但仍得到類似的

回應（22615.35），正堂並於隔日再次單仰差役補傳佃人及鄭邦試到案
（22615.36）。至此，正堂的態度已經相當明確，即先處理鄭邦超呈控鄭邦試等

搶收租谷之事，再處理鄭林氏等所控之事。不過事情到了 12月突然又有了轉折。 
在正堂開始將處理方向轉向佃戶，而鄭林氏方面阻擋未果後，過了半個多

月，鄭如蘭等房親突然遞了一張和息稟（22615.37）。和息稟之內容雖然不太清

楚，但從後面所附的「具甘結狀」以及「同立永不翻異合約字」內容來看，可知

係針對前此雙方互控之事為調處，包括鄭邦試控分三房家業，以及鄭邦超控告鄭

林氏等阻擋佃戶交納租谷等事。鄭邦超同意與鄭邦試就撥出五十石租谷部分立

約，鄭邦試則同意將佃戶租谷還納鄭邦超，並附上各方的具甘結狀。鄭如蘭等的

和息稟經正堂批准後，整個案件也告結束。 
 
我們再重新回顧一下整個案件的經過。一開始鄭邦試控分家產，新竹縣正堂

堂訊後斷令雙方依照鬮約各管各業。但是在新的正堂上任後，鄭邦試翻控獲得准

理，新任正堂批示由房親理處，房親理處的條件要鄭邦超撥出部分租業（50石 8
斗）給鄭邦試，鄭邦超有無允諾並不清楚，但是鄭邦試聯合佃人抗納近 300石租
谷，經過鄭邦超控告後，官府優先處理抗納租谷案，但最後卻是在族親的調處下，

雙方達成了和解，鄭邦超撥出部分租業交由鄭邦試管業，而鄭邦試亦不再聯合佃

戶抗納租谷，整個紛爭乃告落幕。 
 

三、州縣審理程序的一些思考 

（一）、本案所呈現的州縣衙門審理機制 
本文所介紹的這個案件，相當程度反映了州縣衙門對自理詞訟的態度。首

先，我們看到這個案件先後兩度進入官府的審理機制中，在第一個階段中，官府

透過堂訊的方式解決紛爭。而在第二個階段中，當官府準備傳集人證堂訊時，案

件因為族親的調處而以和息收尾。這種「一個紛爭，數次審理」的情況在淡新檔

案中絕非少見，之所以收錄在同一案卷中，可以從八房辦案章程中得到解答，亦

即案卷乃由經承保管，而同一案件如果嗣後再告，會交由原經承負責。 
其次、官府處理的態度，牽涉到對於案件內容的認定，如果官府眼中案情較

為重大，其處理態度會較積極（如第一階段），如果所涉及的紛爭屬於自理詞訟

範圍，官府的態度基本上是被動消極的（如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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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紛爭的最終解決，取決於人民的態度。即使官府可能對案件作成堂

諭。但是只要人民不服，還是可能繼續翻控，翻控成功的可能性雖然不高，但是

在官府審理機制中，並沒有完全斷絕這樣的管道。由此，官方解決機制並不具最

終解決 
綜合以上各點，筆者認為關於淡新檔案的討論，必須分清楚從「人民」的視

點或者從「官府」的角度。如果是人民的視點，則每一案卻屬同一件紛爭。但如

果從官府的角度，便不能忽略掉一個案件可能經過數次官府審理的事實。而對於

每一次官府的審理，我們都可以分成幾個階段來分析：一、案件受理階段。二、

查理傳集階段。三、堂訊階段。而除了堂訊之外，其基本模式均為「呈狀/批示」。
其中第一個階段是原告說服正堂受理案件的過程。根據八房章程規定，一開始未

被准理的案件，其案卷會先保存在承發房，如果後來案件被受理，則一併交與經

承書吏保管。淡新檔案中現存的案卷都是官府處理過的案件，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當事人從初呈開始到案件被受理的過程。第二個階段是官府受理後，開始透過公

權力介入紛爭的解決。一開始官府會有幾種選擇方式：諭仰房親、票差查處、票

差傳集。前面兩種方式是較消極的處理方式，第三種則是為了堂訊而作的準備。

一般而言，如果官府認為案情較重大時，會傾向於直接傳集人證準備堂訊，否則

就會先採取較消極的處理方式。不過官府在開始處理後，會因為種種因素而影響

後續的發展。例如票差後差役可能不回稟，而當事人也可能在外經調處和息而由

房親呈遞和息稟請求銷案。前一種情況，除非當事人呈催，官府通常不會主動票

催差役（例外：新官上任或新年開篆）。如果在這個階段紛爭一直沒有解決，當

事人便會不斷向官府呈遞催呈，而官府在收到呈狀後，則轉而催促差役，最後差

役會將人證傳集到衙門，而進入第三個階段，即由正堂親自堂訊。第三個階段則

是人證傳集後，正堂透過當堂訊問的方式處理紛爭。如果進入堂訊，正堂會根據

當堂問得的口供，以及當事人過去的呈狀為基礎，作成堂諭，如果是針對紛爭的

解決，還會要求當事人具遵依結狀。 
案件在進入官府程序後，除未獲准理者外，可能在第二階段即無下文，也可

能進入第三階段由官府透過堂諭遵依結案。但是，這並不表示此一紛爭即獲得最

終的解決。因為如本案所顯示，當事人仍可能繼續翻控，而使得紛爭再度回到官

府機制中。換句話說，如果當事人真的心有未甘，即使業經官府堂諭，仍有可能

繼續纏訟，一直到雙方達成一個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為止。 

（二）、對學界既有看法之檢討 
根據上述對淡新檔案的理解，我們可以再回過頭來檢討黃宗智與滋賀秀三對

於清代州縣衙門紛爭解決方式的看法。黃宗智的研究，將紛爭解決模式分成調

解、審判以及第三領域。黃宗智從檔案出發，清楚地點出了人民在遇到紛爭時，

可能尋求的解決方式，即經由地方調處，或者向官府呈控；而且通常是在調處不

成後才會告官處理。我們可以看到，黃宗智將民事調判分成「調解/第三領域/堂
審」三種解決模式，這種模式，一方面反應檔案中的時間性，另一方面則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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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依律審判」而定。但是黃宗智忽略了調處與告官並不是二擇一的情況，如果

我們比較仔細地閱讀檔案，會發現許多糾紛在告官處理的同時，民間的調處還是

持續地在進行。除此之外，黃宗智所採取的計量統計方法，完全忽略了一個案件

可能經過數次官府程序的事實。以淡新檔案為例，黃宗智據以統計的案件結果，

有許多案件其實是最後一次官府程序的結果而已，對於之前的案件審理結果，我

們應該如何定性其屬於第三領域或官府審判？最後，在忽略前述問題的情況下，

黃宗智過度強調了官府機制的紛爭解決功能。從上述對州縣衙門審理過程的說

明，我們可以看出人民與官府在此一過程中的互動關係，基本上人民是處於主動

地位的，而官府則是處於被動位置。換句話說，官府的紛爭解決機制，並沒有一

旦進入，就必須跑完所有程序的要求，究竟要進行到什麼程度，完全取決於人民

的決定。換言之，只要人民認為紛爭得到解決，即可停止利用官府機制。在這樣

的認知下，不管是進行到什麼階段，人民均有可能因為在外經過調處而結束紛

爭，從而不再有利用官府的必要。這也是為什麼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在堂訊後人民

還透過調處解決紛爭的情況。 
回到檔案本身來觀察，對於自理詞訟，只要能夠解決紛爭，官府並不必然需

要進行堂訊。而官府所以能夠採取消極態度的原因之一，即在於人民並不會將官

府視為唯一解決紛爭的場域。因此可以看到官府對於自理詞訟，基本上是逐步介

入的方式，但是並沒有絕對非採取堂訊不可的情況，而且即使作成堂諭，也不一

定就非得依照堂諭內容處理不可。這樣一種官府的紛爭解決機制，如果依照黃宗

智的看法，應該全部屬於第三領域的範疇，而不存在所謂嚴格依律審判的部分（依

律審判，同時意味著審判結果具有確定力與執行力，否則即無意義）。 
與黃宗智的看法相比，滋賀秀三正確地指出了傳統中國的審判並不具有「形

式確定力」。滋賀秀三主要資料來自判語或公牘，從檔案來看，這樣的情況會更

明顯。因為判語或公牘資料基本上來自於同一名官員，但是檔案中的紛爭卻可能

經歷數任正堂之手，因此可以更完整地看到人民如何利用官府做為解決其紛爭的

手段之一。而這也正是滋賀研究的侷限所在。由於滋賀的目的在解明傳統中國審

判的性質，因此其觀察重點不可避免地擺在「官府審理程序」上，因而對於人民

在審理程序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官府審理程序外的其他機制之運用，著墨較少。

如此雖然做出了一些出色的貢獻，但是仍不足以對淡新檔案中的紛爭解決圖像提

出整體的看法。 
綜上所述，在呈現清代州縣衙門的紛爭解決機制圖像上，黃宗智與滋賀的見

解某程度言並非互斥的，黃宗智關於州縣衙門審判的看法固然有問題，但是他提

供了一個較寬闊的視野供我們思考，滋賀的研究有許多精妙之處，但是其主要資

料來自判語、公牘，在呈現州縣審判實態上，較受侷限。因此如能結合兩者的優

點，應有助於我們較正確地描繪出清代州縣衙門關於自理詞訟的紛爭解決圖像。

例如，一個可能的思考起點是：當從人民遇到紛爭時，會尋找哪些解決機制處理？

由此我們可以拉出「民間調處」與「官府審判」兩條線，接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便在於，當人民將紛爭帶入官府程序後，「民間調處」與「官府審判」兩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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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如何？此時就會牽涉到官府程序如何進行的問題。官府程序的運作，當然

不是透過單純的計量統計可以解釋，因此必須更仔細解讀原始檔案的內容，同時

應該避免先受到現代司法制度概念的干擾。如此，我們當能得到一個更貼近現實

的清代州縣衙門如何解決紛爭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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