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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論法？明代地方政府的司法審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巫仁恕 

一、明人文集中判牘史料的性質 

（一）晚明的新學風「經世之學」： 

◎徐光啟《四然齋藏稿》〈序〉：「夫國家之課士也有專業，而用士也無專職。

有專業故束以經生之言，而不獲脩于學；無專職故朝刑夕兵、旦禮暮樂，

而後乃始稱轉移之任。」  

◎王家禎《存笥小草》〈序〉：「公循吏名儒合為一轍，以文章煥經濟之色，

益濯製錦之光，以經濟徵文章之實，不同剪綵之華。」 
（二）官員的參考書： 

◎《白蓮沜集》〈讞疑十有四事〉： 
今世所傳許松谷讞疑若干事，余為執鞭，所欣慕焉，而《林居漫憶》

所讞疑，亦有若干事，質諸許先生，不讅（按：音審，同諗，熟悉）

可晞驥否？夫非自多其明也，將以告世之勤恤民隱者，而毋若古獄地

然，則先公訓可錫類云。(《白》6/10b) 

（三）明末「健訟」風氣的產物： 

甲、訟案大增 

◎《皇極篇》〈吾猶錄序〉：「得一百有三宗，屈指三十四日耳。……蓋昌

陽縣為海上巨邑，訟事以一當登州之七屬。予歲所決上大夫之詞，殆百條，

已稱繁甚，玆則不啻十倍。」 

◎《退思堂集》判牘卷前言：「末俗囂訛，投牒屆期，其言滿車，百十之中，

止錄一二。積久山橫，勾當難了。」 

乙、集中在萬曆、天啟、崇禎三朝，晚明出現許多與司法審判有關的出版品，如單

行版的判牘、TP

1
PT訟師秘本、TP

2
PT公案小說。 TP

3
PT 

                                                 
TP

1
PT 濱島敦俊，〈明代之判牘（節譯）〉，收入張中政主編，《明史論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
頁251-252。該文全文又刊於《中國史研究》，期1（1996），頁111-121。 

TP

2
PT 夫馬進，〈訟師秘本『蕭曹遺筆』　出現〉，《史林》，77卷2號(1994/3)，頁157-189；夫馬進，〈訟師
秘本　世界〉，《明末清初　社會　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頁189-238。 

TP

3
PT 黃岩柏，《中國公案小說史》（沈陽：遼宁人民出版社，1991）。公案小說的研究，可另見：徐忠明，

《包公故事》（2002）、《法學與文學之間》（2000），另外，王璦玲也有篇不錯論文〈探案與虛擬推

理引言〉，收入《讓証據說話：中國篇》（台北：麥田，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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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牘史料的種類與司法機關的層級 

（一）文集與判牘： 

甲、 明人文集收藏：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原北平圖書館寄藏之善本書）、漢

學研究中心、中研院史語所傅斯年圖書館等。叢書有《四庫全書》、《四庫全

書存目叢書》、《四庫禁毀叢刊》與《續修四庫全書》等。 

乙、 明人文集中的判牘史料多隱藏在一些特定的卷目中：「讞牘」、「讞語」、「讞

略」、「詳牘」、「讞恤」、「判語」、「招參」、「會審錄」等等。 

（二）判牘的種類 

甲、縣級的判牘： 
作者與書名 版本與資料來源 內容大要 

程德良《白蓮沜

集》 

明萬曆年刊本，據尊經

閣文庫影印，漢學研究

中心藏。            

記有 14 起案例，乃作者於萬曆年間任職陝西平

涼府崇信知縣的判牘，多為戶婚田土之民事案

件，也有書吏舞弊的案件，其中還有一起神判的

案件，乃官員招女巫降神附身判案。 

冒日乾《存笥小

草》 

清康熙六十年冒春溶

刻本影印，收在《四庫

禁燬書叢刊》。 

卷五、六有《鄖中讞語》上下集，共 301 件案例，

內容廣泛。為作者於崇禎年間任職湖北鄖陽府吉

陽縣知縣時所審之判牘。 

胡敬辰《檀雪齋

集》 

上海圖書館藏明刻

本，收入《四庫全書存

目叢書》。 

卷十五〈讞牘〉記有案例共 29 件，這些判牘應

是作者於天啟、崇禎年間，任職知縣時所審理的

一些重要的案件。 

李陳玉《退思堂

集》 

崇禎年間刊本，據日本

尊經閣文庫影印，漢學

研究中心藏。 

該書其中有《讞語摘略》共三卷，收入作者於崇

禎七年起任浙江嘉興府嘉善縣知縣時期所審理

的許多判牘，共有 380 餘件判牘。 

文翔鳳《皇極篇》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曆

刻本，收在《四庫禁燬

書叢刊》。 

該書中有《孔邇錄》卷四、五共 92 件案例，又

含有〈宣武衛審判語〉與〈鄢陵縣審判語〉，前

為少見的河南衛所判牘，後者為河南開封府鄢陵

縣的判牘。此外，尚有《吾猶錄》三卷共有 212

件案例，卷四〈天邑受牘判語〉又有 50 件案例，

內容多為河南開封府屬州縣之判語。內容廣泛，

包括生員貪污、窩訪害人、衙蠹欺民等案。 

 
乙、府級的判牘：                                                                         
汪康謠《菉漪園集》 明 崇禎七年序刊

本，據內閣文庫影

有單獨標題為《閩讞漫述》之判牘，乃作者於天

啟年間任職福建漳州府知府與崇禎年間任福寧



 3

印，漢學研究中心

藏。 

分巡道時的判牘，共有 56 件詳細之案例。又云

該地有數千海商被誣指為海寇，顯見沿海地域社

會的特徵。 

支大綸《支華平先生

集》 

明萬曆四十年支氏

清旦閣刊本，史語所

傅圖藏微卷。 

卷十八〈公移〉有 8件詳細的判牘，可能是作者

於萬曆年間任職福建泉州府推官時之案件，特色

是多起涉及地方官貪污事件。 

潘滋《浮槎稿》 明嘉靖三十年黃縣

知縣黃廷言刊本，史

語所傅圖藏微卷。

卷十一〈公移〉有 10 件判牘，乃作者為徽州人

於嘉靖年間任職江西南安府推官，自云「曾與監

司（按察司）爭獄」。 

陳子龍《陳忠裕全

集》 

清嘉慶八年簳山草

堂刊本，史語所傅圖

藏。 

 

卷二十四〈判〉有 12 件案例，乃作者於崇禎年

間任浙江紹興府推官時的判牘，多為戶婚田土之

爭而釀之命案，又有主佃關係、主僕關係的案

件，還有一起乞丐殺人案件。 

范景文《文忠集》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 

 

其中卷四有〈讞牘〉之標題，附題為〈東昌存稿〉，

內有 9件案例，應是作者在萬曆年間任職於山東

東昌府推官時所審之案件。 

區慶雲《定香樓全

集》 

民國四年重刊本，原

藏香港大學圖書

館，由唐立宗先生提

供。 

卷四《滇中稿》有〈讞獄〉部份，共有 36 件案

件。內容廣泛，多為命盜重案。 

 

丙、省級的判牘：（巡按、按察司、分巡道） 
李蛟禎《增城集》 明崇禎刊本，據內閣

文庫影印，漢學研究

中心藏。 

卷二十一、二十二有兩卷名為《中都讞語》的判

牘，乃作者崇禎年間任職河南按察使的判牘，卷

上有 24 件，卷下有 30 件，共 54 件判牘。內多

為強盜人命案，且多是趁流寇亂際而起的盜賊。

黃體仁《四然齋藏

稿》 

明萬曆間原刊本，國

家圖書館藏。 

 

卷七有 4件詳細的案件，乃作者於萬曆年間任山

東按察副使所審之判牘。 

馬朴《四六雕蟲》 明萬曆三十六年原

刊本，國家圖書館

藏。 

卷三十一〈招參〉有 59 件案例，乃作者於萬曆

年間任職雲南按察副使時的判牘。內容多為絞

犯、死刑犯、盜犯等重大刑案；也有部份是涉及

一般的田土之爭、詐欺等案件。 

沈演《止止齋集》 崇禎年間刊本，據東

京尊經閣文庫影

印，漢學研究中心

卷二十七至二十九共三卷，標題為〈平讞〉，其

中二十七、二十八二卷收錄了共 68 件案件的案

例。這兩卷開頭都注有「江西」二字，應係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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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在萬曆後期任江西「分巡湖東道」，管轄撫州、

建昌、廣信三府時所記載的判牘。大多是重大的

刑案，如命案與盜案等。又卷二十九為沈演任職

北刑部時之判牘摘要，非常簡略。 

王廷相《王廷相集》 北京：中華書局，

1989年。 

《浚川駁稿集》，亦名《祥刑稿》，凡兩卷，卷上

〈會審錄〉有 36 件會審重大案件之駁稿判牘，

卷下〈詳駁錄〉有 52 件普通案件之駁稿判牘。

是作者正德年間巡按陝西時所著之書。 

吳亮《止園集》 天啟元年序刊本，日

本東京內閣文庫影

印，漢學研究中心

藏。 

卷二十五、二十六之〈讞書〉，與卷二十七、二

十八之〈詳牘〉，都是司法案件的判牘。〈讞書〉

為重大之命盜案件之摘要，〈詳牘〉則是一般案

件的批示，所以關於案情內容較為簡略。這四卷

之前有一個「朔巡讞書」的標題，可見該書應是

作者任監察宣府、大同兩鎮的「宣大巡按」時所

蒐之判牘。 

吳玄《眾妙齋集》 明天啟間序刊本，據

內閣文庫影印，漢學

研究中心藏。 

內有《讞恤》專卷，分為〈朝審〉2件（此為中

央級刑部案件，其餘皆為省級案件），〈夏汕一案

審錄〉計 12 件，〈嚴衢兩案審錄〉計 4 件；《讞

駁》專卷，內有〈河南一案恤錄〉計 5 件，〈東

昌兩安審駁〉計 17 件，〈嚴衢兩案審駁〉計 12

件。作者於萬曆天啟年間歷任廣東按察司副使、

河南副使河北道、浙江按察司按察使等職，此書

應為其任職多處後所集之判牘。 

詹孝達《百拙日錄》 明萬曆年間刊本，據

日本尊經閣文庫影

印，漢學研究中心

藏。 

卷十一、十二〈公牘一、二〉有副標題為〈聽斷

略〉共 35 件案例，附錄卷還有〈公牘附〉副標

題為〈噬臘略〉，內有一起非常詳細有關生員田

產糾紛的案件記錄。序言云其「由皖城司農來貳

兩浙鹺政，風流之聲布滿人間。」故此書應為作

者於萬曆年間任兩浙巡鹽御使的判牘。 

海瑞《備忘集》 台北：學海出版社據

明萬曆三十年海邁

重刊本印行，民 59 

年。 

卷二〈招參〉計 8件案件，應為其任職應天巡撫

之判牘。今已收入在《海瑞集》中。 

錢春《湖湘五略》 遼寧圖書館藏明萬

曆四十二年[1614]

刻本，收入《四庫全

作者於萬曆四十年（1612）春以監察御史巡按湖

廣，至四十二年（1614）代還，輯其在官時所作

章疏文移彙為此編。其中《湖湘讞略》共有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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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存目叢書》 件案件判牘，多是涉及人命與盜匪之重大刑案。

 
丁、中央的判牘： 
石文器《翠筠亭集》 清乾隆二年刊本，史

語所傅圖藏線裝書。

 

卷四〈公移〉有副標題為〈極寺讞語〉乃作者於

崇禎年間任大理寺卿所審理之案件，共 13 件詳

細的案件。其中多為魏忠賢之逆璫輩，如某僕人

或隨從不滿主人遂通魏黨構陷之案，又有窩訪衙

蠹詐財之案以及下層巡檢犯案與侵吞糧餉案。

沈榷《南宮署牘》 明泰昌年刊本，據尊

經閣文庫影印，漢學

研究中心藏。 

卷次〈咨劄披詳類〉有 3件重要的案件，乃是作

者於萬曆年間任職南京禮部侍郎時會審天主教

案的判牘，內容詳述了天主教耶蘇會士從廣州到

南京的傳教經過，並且有信徒的口供。 

三、如何真相大白？ 

（一）證據： 

甲、人證： 

乙、物證： 
1. 鬥殺案件中的「凶器」TP

4

PT。 

◎《止園集》中有一起施尚位與趙文德相毆致死案件，當時二人俱已沉醉，且原

無深仇，而證人未得其確因，只云路旁各拾石塊，語多牽強。「至于手足青色，

天寒酒陰之說」，也可能是致命之因。作者巡按覆審時就批道：「施尚位之毆

趙文德，僅以許天良為證，而天良原未有確見何物毆打，該州審云想四野

無物，只有一塊石耳。夫石可想而入耶?蓋聞以石證傷者矣，未聞指傷以

就石者也。」(26/21a)（《園》26/21a） 

2. 盜案中的「贓物」。 

◎《湖湘讞略》：「各盜皆為稱冤固不足信，然未有無贓無證，遽可以論

為盜者，似應釋放以恤無辜。」（《湖》2/26b） 

◎正德七年（1512）西安府源縣劉江聚眾劫同奉福家財一案，巡按王廷相由贓物

中的疑點偵察出該案多有挾仇誣連無辜： 

據此，切詳捉獲強盜審問之時，必得追究贓仗盜出之際，何人原分何

物，行拘失主，當官對認的確，各犯輸服，方敢依律定議。今查招內，

                                                 
TP

4
PT〈萬曆新題例〉對「鬥毆及故殺人律」有新的註解：「毆有重傷而又持有兇器者，方以合例發遣。其但曾

與謀，而未造意，并有重傷而無兇器，有兇器而無重傷者，毋得概擬流戌。」參見黃彰健編，《明代律

例彙編》（台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79年），頁810。到了清代法律還區分兇器與一般器具，用前

者造成傷害，要比後者造成傷害的刑罰加重二等。詳見Derk Bodde and Clarence Morris, Law in Imperial 
China: Exemplified by 190 Ch'ing Dynasty Cases(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3), 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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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是均分各散，又無失主認領，亦無各分若干。及查失主同奉福，不

知何處人氏，既被盜劫家財數多，何又不行拘領？今招內一概混稱主

無見在，輒擬各犯重罪，情有可矜。（《浚》上/1196） 

（二）口供： 

甲、 盜案口供牽連無辜。 
◎《湖湘讞略》：「盜口固不足憑，然未有賊證不確，遽可以論盜者。」（《湖》

1/23a-b）湖廣有張騰宵與洪三兒為盜劫財一案，張氏罪證確鑿，又供出同盜者

洪三兒，然而洪三兒的口供則是「招分馬價褐襖等贓，竟未追出一物，似有

可疑。」（《湖》1/15） 

乙、 共同毆人致死案中的首犯。 
◎《眾妙齋集》：「大抵同謀共毆，最難定下手者。然其初詞、其兇器、

其真贓，皆可執券參訂之者，難盡以賄為諉，醉為解。」(《眾》6/1b) 

（三）驗屍： 

甲、 從「屍圖」看疑點。 

◎正德六年（1511）正月陝西發生一起雷昇踢死王能案，據犯人招稱原是施貴

令其所雇之傭工王能，到雷昇家借棹，而雷昇與之相戲，不意踢到王能腎囊左

子，王能昏倒在地，半日甦醒，施貴等抬送雷昇家睡臥，至三月後致命身死。

地方州縣官審理後擬因戲而殺傷人緣由判絞罪。但是當時巡按陝西王廷相則有

不同的看法： 
據此切詳，腎囊處所乃人之致命，尤為緊關，比與他處不同。既被雷

昇踢訖一腳，當時早不身死？何又延至限外四十二日，方纔身死？問

擬前罪，原情不通。況檢得本屍胸前，稱有新灸瘡疤四箇。若是無病，

豈得有此灸瘡？腎囊被傷，灸穴不應在此。（《浚》，頁1189） 

乙、自殺或意外身亡？ 

◎《止止齋集》中有一起王忠七打死人案，當時曾有爭議死者是自縊或遭毆死，

最後是由驗屍才確立的：「持尺痛毆，遍體重傷，頂破血流，即時死，豈縊

乎？王信四之繩痕相有驗無，蓋死而繫，故傷浮不及骨也，絞無疑。」（《齋》

28/22b） 
（四）情理： 

◎「原情不通」、「疑竇實多」或「揆情度理不合」等語。 TP

5

PT 

△ 「一起范聚登打死李州人命事絞罪  范聚登」 

前件會審得范聚登之毆死李州，據招詞描寫，跪央買首，種種逼真，

若謂此囚無生理矣。而其緊關節，又種種可疑，問官終拘成案，未嘗

                                                 
TP

5
PT滋賀秀三雖然曾談及清代民事訴訟中的「情理」意義，但是卻未提及刑事案件中情理所反映「經驗法則」

的意義。參見滋賀秀三，《清代中國　法　裁判》（東京：創文社，1984），頁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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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招一細玩而深究也。夫馬國固管窯把總也，去窯上不遠，聚登毆

打，口稱未見；而向所稱證見者溫學升、胡天福、武進真，今皆在逃，

可疑一也。出首者牛文反誣唆證，止稱許謝未獲真贓，可疑二也。李

登林尋問伊姪，未審死生，而遽毀王順德之磁缸，又毀李均之鐵鍋，

又毀溫學升之瓦盆，故先撒潑，尤見虛怯，可疑三也。至于血衣搜自

李登林之家，昭然在案。馮國親口執證甚確，而當時問官竟置之不理，

略不追究，今且曰李州之衣，則何不在州之身，而在登林之家耶？即

此一節，其為登林謀死伊姪，圖賴聚登，恐百口難自解矣。每見問官

但據三檢之傷，執為一命之抵，而初不審下手者為誰，只憑傭弁強摘

口詞，定為成案，即經屢駁，總是依樣葫蘆，則覆盆之宛何能見天日

乎?」(《止園集》25/23a)  

（五）神判： TP

6
PT 

甲、 鬼神力量：◎「錢神難敵鬼神天網」、「非幽有鬼神乎？」（《止》） 
 ◎《百拙日錄》有一起案件主角馮玉信已遭人毒死多日，但臨檢時仍可驗傷，

判官歎曰：「玉信既死非命，天憐其魄，故全存之，俾勉翻削之苦耶？抑

其冤魂不散，故皮肉堅燥，青黑顯露，令人一見目之，即知其被毒，如此

之慘。」(《百》11/19a) 

乙、利用神判法來調查案件，如《白蓮沜集》有一起竊案： 
△清廳有昵（按：音逆，親匿）隸，觴三廳于書舍，各攜小吏以從。時

隸為司酒，而竊其花銀帶歸也。清廳重疑小吏，遂招女巫附神，神至

則獨指一吏云：「汝素竊父金為私交，茲其所竊乎?」吏囁嚅不敢辭，

而唯淚下不休，余心疑之，計此帶有花，必銷于爐，而後可用，亦必

爐工而後可銷，遂懸重賞，令九門爐工，無問何物，但來求銷者，則

以告，而次辰果執其一赴余，余以訊隸，堅不肯服，且清廳番與代辯

也。因思此堇其一耳，餘必存于其家，亟走人往蒐，而果得所餘于隸

婦身旁。夫天下唯走卒不可任，唯巫徒不可信，而唯口噤不能辯者，

亦不可遂謂其輸情，大都類此。（《白》6/12b-13a） 

四、如何定罪輕重？ 

（一）斷罪引律例： 

甲、 《明律》規定斷罪皆須具引律例。 
◎有焦思笙毆族叔一案，該犯雖與族叔的關係是在五服之外，照理應以凡人律論

斷其罪。該族叔遭其毆傷後不久便死亡，然而驗屍結果顯示傷勢不重，應不致死。

而該州縣官卻以鬥毆殺人律判絞罪。後經批示更審，仍然改以威逼期親尊長致死

                                                 
TP

6
PT 《明律》〈禮律．祭祀〉有「禁止師巫耶術」條，但很有彈性，其末尾云：「其民間春秋義社不在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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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例判絞罪。巡按見此之後嚴厲批示云： 

毆傷無服，以凡人論律也，非以意創致命傷，不論多寡，獨不論輕重

乎？便血非毆傷之症，駁審豈僥倖之門？楊通判之孟浪，固不足怪，

乃改引威逼之例，原無自盡實跡，況此以傷輕議減，而復引重傷之例，

是又自相左也，人命必合傷証，方確。（《園》26/47a-b） 

△一起為緝獲海洋強劫事依強盜已行得財律斬罪犯人 魏家五等蒙 

巡按福建監察御史羅 會審蒙行 

分巡福寧道汪 

該本道恭看得海洋之盜，只引已行得財律論斬，而竟不論其情之輕重

也。凡論海賊，必人徒眾多，刃人傷人，不則亦湏帶有刀鎗番衣牌銑

之類，方為殺人真海賊。自應論斬，不待言矣。若只以漁船于海洋中，

機承人寡而摽掠之，此與陸路之白晝搶奪何異？必一一論辟，則沿海

一帶生靈無噍（按：音「醮」，生存的人口）類矣。今魏家五一招正

類此也，據招魏家五與魏樂、魏邦二帶木杷兩把、木棍三條，于東壁

山下，將失主陳齊五魚衣盡行強劫，及至沙埕被千戶平萬年查驗，得

魚二十餘担、褐道袍一件、布衫一件、木杷兩把、木棍三條，並無凶

器、殺人傷人，亦無綁縛人之事，此與白晝搶奪何異？如必以「強盜

已行得財論斬」，不太苛乎？律文「強盜已行得財」六字，細玩律文

不重「已行得財」，單重「強盜」二字已情之強也。凡強盜如前所謂有

兇幫傷人是也，此獄尚有未協處，還湏再一確審報。（《菉》64a-65a）TP

7

PT 

乙、 《明律》規定斷罪必依新頒律。TP

8
PT 

△前件會審得郭世榮以庇親小忿，刺刃徐行即劉四之，傷手而行之不隕

命幾希矣。......律云：「謀殺人傷而不死造意者絞。」萬曆十六年

奏准新例云：「勘問謀殺犯，果有詭計陰謀者，方以造意論，毋得一

概擬死。」致傷多命條例云：「兇徒因事忿正執，持鎗刀傷人者，問

發邊衛充軍。」此足以蔽郭世榮之罪矣，該道另招詳報。批：郭世榮

既經覆審依擬僉妻解發義州衛充軍終身，招達部知收管繳。」（《園》

25/90a-b） 

（二）社會輿論與地方公議： 

甲、社會輿論的壓力： 
△林芳春之毆妻萬氏死也，中于疑而成于激⋯⋯而雲夢初檢時，有揭匿

名帖於衢者，TP

9

PT問官引嫌難從輕擬，迨批縣覆檢，而萬氏之女苦為籲控，

                                                 
TP

7
PT 《明律》〈刑律．賊盜〉之「強盜已行得財」條不論首從皆斬，而「白晝搶奪」則判杖一百，徒三年， 

TP

8
PT黃彰健編，《明代律例彙編》，頁375。 

TP

9
PT 晚明匿名揭帖頗為流行，成為表達社會輿論的重要管道。《明律》〈刑律．訴訟〉規定投匿名文書告人

罪者，將處重刑。但是晚明的這種匿名揭帖通常是帶有諷刺的意味，而不真的指名道姓稱某人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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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于提縈救父，情詞酸楚，其婿梅徵隆又率諸生跽泣于庭，而萬一

遇亦再具攔詞願息，于是縣為猶豫，候復審。（《存》5/3b-4a） 

△「田實審單」： 

審得田實之父亦泉中富民也，存目為實求昏（按：同婚字）蔡中書次

女，財幣甚厚，又自念年老子幼，乃以重貲盡付蔡收藏，其所為聯固

姻義甚篤。後父母相繼病故，田實年才十五耳。內帑既入蔡氏，而田

宅空囊竟以戶役蕩盡。蔡氏度其幼弱可欺，遂將女改嫁鄉紳江同知子

生員某。一富一貴，聲勢相倚，田實之鏡破矣，而猶望復合，時時向

本婦私通殷勤，且年貌兩小相若也，以故不量其力。瑣屑有詞，江蔡

合謀，買三犯竊盜王義，攀供同盜分履鞋一雙，蓋以婚姻律有奸盜之

條也。TP

10

PT今田實在獄日久，與王義面對無據，而王義亦以謝禮不酬，具

首本情在卷，則田實之於蔡氏，原無離異之條。即以斷歸前夫完聚，

皆律明載者，但念江某縉紳之子，既已成昏，似難斷離合，依律倍追

財禮給還田實收領令娶，蔡某仍問罪。本日接得本院紙牌訪拏元惡田

實，本職遍訪該縣，竝無惡戶田實，止有與江生告婚者，即本院所批

問也。坐以富豪則家無立錐，坐以積年則年才十八，坐以教唆則目不

識字，本院何自而訪拿之耶！數日來，頗聞外議籍籍，謂本院為江某

日後計，故欲殺田實以滅口也。此固理之所必不然，而人言則大可畏

矣。固敢具揭上稟。（《支》18/8a-9b） 

乙、 地方公議： 
◎《定香樓全集》〈滇中稿〉卷 4〈讞獄〉有一起生員為盜，「然街坊數十人

合詞群攻」(《定》4/66a)。 

△「熊十二斷詞」 

看得堯鳳原案。萬曆四年打劫胡鑾一家。殺死廖用賢、明開熊十二同

行，比因熊十二、廖勝堂未獲，以致分贓數目，未經開列，⋯⋯及本

犯就擒，迄今數月，方四十里，無夜吠之警。本縣延見故老，語及本

犯盜情，但云：擬坐重辟，則合口懽呼；諭以坐徒，則攢眉不應。則

本犯之怙終稔惡，毒害地方尤可見矣。（《支》18/15a-16a） 

（三）「情」的考量： 

甲、情寔可矜： 
1.州縣官： 

笞、杖刑以上，徒、流、死刑等較重大的「命盜重案」，在州縣官時也多有輕判

的例子。◎楓涇鎮販私鹽一案，秤手顧時抬私鹽二包，為鹽捕巡見攔阻，遂喚黨

將之奪去。知縣判定：「按律私鹽拒捕者斬，若使依法以問，諸兇此老頭顱，

                                                 
TP

10
PT 《明律》〈戶律．婚姻〉「男女婚姻」條內有悔婚處罰的規定，但是「其未成婚男女，有犯姦盜者，不

用此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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詎可保乎？姑以不行救護之條，杖以警其後。」（《退》讞 3/30b-31b） TP

11

PT 

2.省府官： 

◎有萬美五殺死徐林四一案，據云徐林四乃「淫惡稔矣」，其為姦作惡已久，

萬美五遂謀殺之。事發，判官卻頗表同情地說：「美五不一奮，亦終飽毒手，

獨惜不于姦所耳，然斃此奸豪，非潛謀安得濟，律則故殺，情寔可矜。」

（《齋》28/4b） 

乙、共通性： 
1.對於保親而過失殺人的同情 

◎《退思堂集》有一起張其施人命案，張其施為偷盜不良，逃逸多年復歸家，即

將其母胡氏財物竊去，其母責之，其施便持磚毆母；後其弟張七向前扭住張其施，

胡氏從後以大杖打之致死。知縣判決云：「今按張其施罪狀種種，不得沿故

殺子孫之律，且其母之於子，莫解天性，自非窮兇極惡焉，忍割斷亦焉！」

後來仍判其母胡氏無罪。（《退》讞 1/66b-67a） 

△ 「夏津一案審錄 一矜絞犯左通 夏津縣」  

左通毆伯牙落坐以絞辟，三尺凜然，可無置喙，但較論之，侄固以

伯為尊，子尤以母為重，今左計志秦越胞弟，不顧生瘢，必欲抱樹，

且倚兄統侄，登門逼毆，蔑倫絕義甚矣。左計政特為應兵，其時強

弱大較，亦可概見。既而左貴、左同不念服嬸，鐵尺木棍亂下，致

賈氏腦破骨碎仆地不起，父母之仇，不共戴天。左通方痛母之將斃，

寧聽伯之胥戕，奮擊援救亦至情耳。初招如律，作左貴、左同殺叔

母，皆斬。擬左通毆伯，刃傷坐絞絞，尚足相當禁意見別，而議論

紛謂：一命難容二抵，只以左貴一人償賈氏一命，是等叔母於路人

矣。左同既不坐以殺嬸正律，左通何獨坐以傷伯之條乎？以碎首斃

命之賈氏，比之傷唇落牙之計志，輕重何啻星淵？乃斬貴以償死者，

絞通以謝生者，斬絞雖殊同歸一死。況計志全軀居然無恙，左貴斃

獄未正典刑，果若所擬是，左計政以一妻一子兩命，愽一便死之左

貴矣。一母而殉一子，徒為九原之恨，況釋一同而絞，一通難稱三

尺之平也。情實可矜，當從末減。（《眾》28/4b） 

2. 正義與法律之間的調和 

◎有一起戚武繩為首同戚武城、吳四與陸念萱等，執盜張某而擅殺案，知縣判云：

「據律已就被拘執應死而擅殺者，杖一百、流三千里。武繩擬流誠為無詞，

然地方多故，寧許人殺賊，而不為賊立幟。」最後是斷戚武城、吳四出銀四

兩給張氏奔喪之費，又武城、吳四、陸念萱等各杖懲，而並未處流刑。（《退》

讞 1/102a-103b） 

                                                 
TP

11
PT 《明律》〈戶律．課程〉「鹽法」條載私鹽拒補者斬，比起一般〈刑律．捕亡〉中規定罪人據捕判罪「止

杖一百、流三千里」的刑罰要重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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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人命事絞（柳朝）」 

前件會審得柳朝肩挑糊口，細民微利，而張奉倚官白奪，若固有之，

真禦人，國門之大盜也。逞忿一擊，殲此貪夫，豈非人心一大快哉！

據律擬抵無辭，原情緩決為是，顧安得勇士如朝，寧喪其元而盡擊此

輩也。(《園》25/42a) 

五、結論 

（一）判牘史料的利用與局限 

從文集中的判牘數量，可以發現到省級的判牘所佔比重最大；又細觀內容則反映了

明中葉以後司法制度方面的變化，如巡按的地位與權力日隆，以及分巡道的角色漸行重

要的趨勢。 

同時，從這些文集判牘中反映了司法制度的實際執行面，如州縣官的判牘中大多是

處理民間的各類民事糾紛，所以刑事案件數量相對較少；而地方上省府級司法衙門處理

的則多是覆審地方的命盜重案。又因為後者的數量較多，所以會給人一種印象以為中國

歷史上的民事案件所遺留的資料很少。而不同層級的官員在斷案時，所採取的原則與態

度上也有相異之處。如州縣官的角色主要是協調民事案的兩造，而上司衙門則是非常謹

慎地覆審命盜重案。 

最後，仍然要注意的是這些判牘有許多局限性。因為這些判牘的案件並不是實際發

生案件的全部，而是有選擇性的記載。所以不但記載不夠詳細，而且還有許多作者的主

觀意見。但是文集的判牘也並全然就是一種特殊的「文本」，因為畢竟不全是虛構的案

件。所以在使用時研究者仍需配合其它的史料一併參考。 

（二）意識型態、法律實踐與社會習俗 

從明人的判牘中我們有許多新的發現是過去學者較少注意到的。無疑地中國傳統法

文化中，從意識型態來說是以儒家的理想為前提，國家政權的統治手斷是仁政，地方官

員是儒家的仁者君子，他們以身作則，感化子民使無爭訟。明代士大夫所以將這些判牘

收在他們的文集之中，部份原因就是這樣的理想。明中葉以後士大夫大量出版判牘，目

的之一就是為了矯正當時社會瀰漫的「健訟」風氣。而明中葉以後興起的經世學風，將

刑名列為重要的學問，也助長這種風氣。 

在實踐面是遵循法律的原則，重視證據、口供、驗屍，又必需嚴格地引律例斷案，

尤其是命盜等重大的刑案，而且官僚機構層層覆審，反覆駁正，不只是為了防弊，而且

還是為了防止冤獄的形成。文集中的判牘正是提供官員在面臨實際審案時的知識，教導

官員審案時如何使真相大白。 

第三方面，我們又看到地方官在實踐過程中的另一面，他們也得參酌社會實際，如

地方公眾的意見，考慮「情」的問題；甚至將一些社會習俗納入審判的技術之中，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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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信仰的「神判」就是最好的例子。如是意識型態的理想、實踐的過程和社會的實際

三者之間，交錯融合，或許這也算是傳統中國法文化的重要特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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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一矜絞犯鄒程妹（樂平縣）」 

鄒程妹論絞置之，死無可惜，求其生而情與法有可原者，程妹賈壯而

使酒之人爭席罵座，非有深怒積怨於六祖之父也；其子趨而往視，挾

匕首焉何為者？彼且動殺機矣豈宿孽耶？究釁始於尊俎，或卒于干戈

矛？然而戈提直前，胡乃倒戈受攻也？兵慘為志，胡更反兵回向也？

所不解也，若一彎之曲，匪要害之區，一剚（按：音「自」，用尖物

刺入。）所傷，豈難療之？ [] 舐（按：音氏，用舌掠取）愛者辜無

詞，明知其無死法也。鵲傳者醫有藥，深信其有生色也。宜程妹嘵嘵

（按：音銷，不服氣而爭辯）于牛毒耳。昔有虺（按：音毀，一種毒

蛇）螫手者斷臂以得生，刀之傷不勝其毒之傷也。牛非虺比，背不猶

是臂，刀不猶是刀乎！且瘡痍未平，即腥羶屬饜，保辜者寧保其被創

後，弗懷安于痛毒也。豈傷于腕者十之三，而傷于口腹者十之七耶。

既之生矣，其成也十之九，而復之死焉，其虧也十之一耶。敢謂半臂

寸腕，遂至六尺以殉，更延三旬有奇乎？縱律之限中，當仁於法外揆

情，尚須酌減。（《眾妙齋集》6/8b-9a） 

 

△「一起人命不明事絞罪  王應秋」： 
前件會審得王應秋。因郭良甫與兄取米互嚷，逞兇棍擊耳根，腳踢左

肋，當時氣絕。招稱良甫妻宋氏所親見者。告既踰月，而又云：「人

命不明」，何哉？及駁勘檢審，止有白骨而無青紅之傷，骨既無傷，

不重可知，何至速斃？縣審有剝驢傷手，遂得風症之說，又謂食少體

瘦，奄奄待斃之人，則其死未必盡由于毆也。若云趙梅行詐不遂，延

至一月，應秋兄弟貧無兼衣之食，力不能償升米，趙梅豈不知之而猶

思行詐乎？及會審原証，吳良弼又云：但聞爭毆而未親見也，死于次

日而非當時也。良弼係耳聾之人，彼時問官質審，置對上下，俱不相

照應，而必指良弼為證，不亦冤乎？此獄終屬可矜，雖奉決單，該道

再審奏奪。 
○批： 
王應秋之抵所以可疑者，惟是「人命不明」一語耳。本院巡歷兩鎮，

以人命告者多，用此語相襲舊套，殊不足為據也。況剝驢傷手風疾經

年，腳踢棍毆致死于頃刻，豈其風疾適與毆會乎。先稱當時，今稱改

次日；先已輸服，今復嘵嘵，多因屍親物故生辯，竇而諉罪于耳聾之

吳良弼，亦未為確也。失入失出，所係匪輕。雖欲為生者求路。獨不

念死者含冤乎？但稱檢骨白色，竟無青紅之傷，又有不可解者。豈年

久遂泯乎？抑初檢之未的也，該道再委廉明正官詳檢，細審報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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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王應秋稍有可疑，履經檢審。至于青紅之骨可白，而雌黃之口難憑甚矣。

懷仁之檢已確，絞抵無辭，仍照原擬固監候決收管繳。（《止園集》

6/27a-28b） 
 
△ 一起陳情乞恩，辯明冤枉人命事。 
會審得，犯人景珊執稱，因夜酒醉，前去白素家內尋吏薛廷智，要伊

頂頭錢，薛廷智藏躲白廷瑞房內，珊跟尋問，不料幼女白存兒在地熟

睡，因無燈亮，失腳躡踏等情，再四稱冤不服。據此，切詳景珊既夜

酒醉，與人討要財物，不料躡死幼女，則是初無害人之意，情似過失。

今問誤殺傍人絞罪，事有可疑，駁回，仰府連人卷解送河西分巡官，

從公推情問明，另招呈來施行。（《浚川駁稿集》卷3/1185） 

 
△申嚴報盜判語  直隸徽州府人周洪之告 
看得陳邦紀等共謀盜劫，分別斬配，既無枉縱矣。但律有強盜已行，

但得財者不分首縱皆斬之條，陳邦紀、張希孟以有兇器坐強，而任士

義等四人獨非共劫乎？二盜雖仗兇器，未敢居然拒捕傷主也，而任士

義等既以空拳助槍，輒難坐強，陳邦紀、張希孟詎不可引搶奪之乎？

一事二律，允非確案，但兇器在手，蜂擁而劫，情似近強，初案未可

以輒翻也，合照原擬，或仍行初問覆勘為便。十一月招詳河南府。（《皇

極篇》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