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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的提出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陝西省馮氏之子媳袁氏平日孝順，從無違犯。⋯道光二十四年二月十

一日，馮氏取出棉花二兩另袁氏紡綫，袁氏因紡車線斷，覓取麻繩修整至

午尚未紡完，因恐馮氏肚餓，先至廚房烙饃。馮氏出見綫未紡完，即向嚷

罵。袁氏恐姑生氣，將饃貼放鍋上，仍至堂房紡綫，馮氏自至廚房取食，

不期饃未熟透，馮氏越加忿怒，拾取綫板欲毆，適族人席汝清走過向勸，

馮氏詈其多管，席汝清生氣即以「馮氏如此潑悍，不配有此媳婦」之言向

斥，詎馮氏氣忿莫釋，聲言「未將伊媳打成，反被外人奚落，不願為人」，

即奔赴外投池隕命。 

　 　  　 　 　　 ～節錄自《刑案匯覽續編》卷七〈道光二十四年說帖〉 

　 這樣的一件尋常的家庭紛爭、鄰里口角，刑部官員認為，雖然馮氏之死源自

於解勸之席汝清的斥詈激怒，與因違犯教令至自盡者不同，但終歸到底，馮氏投

池自盡是由於子媳袁氏「不能善承姑意」，況且「起釁倫常攸關」，故將袁氏依「子

孫違犯教令至父母抱忿輕生絞例」處斷，但考慮到袁氏平日孝順，且事發過程並

無觸忤干犯，「衡情論罪」之下，允以「量減擬流」。最終袁氏之案以「杖一百流

三千里」告終。 

　 就是這樣的案子，引發筆者莫大的興趣，在以收錄「例無專條、情節疑似」

等疑難案件之法律處理為務的《刑案匯覽》
1、《刑案匯覽續編》2中，「威逼人致

死」的部分充斥著案情奇詭的各種故事，這些真實發生的案件，在今日的眼光看

來，無論是法官對於因果關係的認定、法條的適用方式、審斷的論述方式、案件

的最終處置⋯等，都似乎有點不可思議、出人意料，更進一步來看，凡此種種，

都象徵著那個時代人民的法律生活，也顯示著那個時代認為的「正義」、認定的

處理方式。那麼多的案件，可以告訴我們的，或許比我們現在想像的，還要多出

許多⋯⋯ 

　　在清代，導致他人自盡的行為人一般都會受到刑事處罰。律文和條例中對這

類案件處理的規定相當豐富、細緻，有許多條款涉及這個問題；而在這些制定法

中，「威逼人致死」門的律文規定是最基本的依據，集中規定了罰則3。因此，筆

者以「威逼人致死」案件類型為主體，分別從兩方面切入：一、縱觀面，以律例

的發展為縱軸，除了釐清律文本意之外，還能進一步討論透過法律實踐而累積的

                                                 
1本文使用版本：（清）祝慶祺編次、（清）鮑書芸參定，出自《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7 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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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六百四十餘件刑案。 
2 本文使用版本：（清）薛允升鑒定，（清）吳潮、（清）何錫儼彙纂，《刑案匯覽續編》，文海出
版社，1970 年。 
3 參照王志強，〈清代刑部的法律推理〉《清代多元視角下的清代國家法》（北京：北京大學出版

社，2003），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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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條例，從時間的發展來看律例內容及適用上的變化；二、橫觀面，以「威逼

人致死」門中的實際疑難案例為主，從中去看清代審斷案件的地方官員、刑部官

員甚至皇帝的法律意見，並透過對於「難案」的反覆推敲、諸多條例的相互對照、

比附援引等法律論述中，找出主事者憑藉「法感」而做的「論情裁斷」。或許縱

觀面與橫觀面的交會，能幫助我們找到法律中某種「一貫」的特質，而這個特質

彰顯出來的，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原因。 
　 當然，本文主要運用的案例資料來自「刑案匯覽」與「刑案匯覽續編」，筆者

必須先交代自己運用案例的方法，由於這兩套書蒐羅的案例內容，主要收錄「例

無專條、情節疑似」的法律案件，可謂是中央司法官員對全國疑難司法案件的解

釋匯編4。所以這些案件具備的，並非一般性、而是特殊性。　 而利用充滿特殊

性的案子，是不是可以支撐本文的論述呢？事實上，《刑案匯覽》就是要透過處

理「例無專條」的疑難刑案，來尋求「法條文字」與「刑案事實」間的一致性與

通貫性5，正因為是疑難案件，所以在進行法律論述時，司法官員必須更清楚地

闡述自己的主張、交代自己的立場，在律例皆無明文的情況之下，何以援甲例不

援乙例？原情論罪，如何加減定擬？種種論證，其實是透過審斷案件的方式，明

白揭示那個時代司法者（尤其是刑部官員、甚至是皇帝）的「法感」，透露其法

律思維的特色，對於想像清代法律生活的我們而言，這正是最珍貴的訊息。 
　  

 

貳、「威逼人致死」之規範發展 

　 「威逼人致死」用白話來講，就是為他人的自盡負責，換言之，死者死於自

盡，但自盡是因他人而起，這個「他人」必須為此死亡結果負責。因此，主觀上

並無殺意、客觀上亦無殺人動作，卻必須克以重罪。這個概念如何發展出來的？

實踐上有無限制？所謂「威逼人致死」的處罰範圍多寬？這個問題涉及到法律介

入的程度有多深遠。以下將由（一）時間面，來探究律文本身的規範意旨與範圍；

再由（二）條例的內容，來看實踐之後的適用範圍，據此來探究法網的邊界。 

 

一、從無到有 

　　 《大清律例‧卷十九‧人命—威逼人致死》 

凡因事戶婚、田土、錢債之類。威逼人致自盡死者， 審犯人必有可畏之威。杖一百。

若官吏公使人等，非因公務而威逼平民致死者，罪同。以上二項並追埋葬銀

一十兩。給付死者家。 

若卑幼威逼（乾隆三十七年，以「威逼」二字立言不順，因改為「因事逼

迫」）尊長致死者期親尊長致死者，絞監候。大功以下，遞減一等。 

                                                 
4邱澎生，〈真相大白？明清刑案中的法律推理〉。 
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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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因行姦、為盜而威逼人致死者，斬監候。姦不論已成未成、盜不論已得財與不得財。
6

　 〈威逼人致死〉條入律的時間並不長，薛允升在《讀例存疑》中表示「此為

明律」，而清律沿用之。 

　 從律文看來，威逼人致死條規定的態樣並不多，適用上應當也有相關的限制。

此律創於明朝，若要釐清其立法原意，當從明律開始理解。根據《大明律附例》
7〈威逼人致死〉律後註之記載： 

威逼是以勢以威逼使人畏之不得已而自盡者，逼之者原無殺之心也。又須

顯然可畏之威方坐。 

　 發展至清朝，本律文主體幾無變動，所差僅有律上小字。此外，清朝的律文

自雍正三年（1725）完成，五年頒行（1727）的《大清律集解》起，律本文被確

認為子孫世代遵守的成法，不再更動；其後歷經修正，均是增減修改律後所附條

例而已。同時，雍正朝頒訂的《大清律集解》版本，與乾隆時修訂頒佈的《大清

律例》相較，保存了附律後註，更能清楚顯示本律文之立法意旨，因此本文所引

之律，以雍正朝版本為準。而「威逼人致死」律文的律後註
8，對於本條之義，

有清楚的說明： 

　 此指逞威以致人自殺者言也。首節言凡人威逼人致死及官吏公使人等

非因公務而威逼人致死之罪；二節言卑幼因事威逼期親以下尊長致死之

罪，不言無服之親，當從凡論；三節言行姦為盜而威逼人致死之罪。　 

因事威逼，必有逼迫不堪之情，方坐此律。若愚民口語相爭，及公使人

等因公勾攝，初無威逼之狀，而其人輕生自盡，只當作不應為重律。 

至其人本不肯死，而逼勒自盡，則當坐故殺；若勒索財物，致人自盡，則

又當以恐嚇取財，計贓從重論。再律內不言逼死卑幼者，期親以下尊長，

名分相臨，不得以威逼論，止科不應重罪。至於家人威逼人致死，家長不

在旁，止坐家人，此律無主使之文也。 

而清朝註律的名家沈之奇，亦對於本律文多有見解： 

威逼致死，謂以威勢凌逼人，威之氣炎難當，逼之窘辱難受，既畏其威，

復遭其逼，懼怕而不敢較，忿恨而無所伸，因而自盡也。 

除了對於規範中的三種態樣多所述明之外，沈之奇更是清楚闡明本律的宗旨所

在： 

威逼之情，千態萬狀。必其人之威勢果可畏，逼迫果不堪，有難忍難受、

                                                 
6 引自沈之奇撰，《大清律輯註》，懷效峰、李俊點校，（北京：法律出版社，1998），頁 704。值
得注意的是，本書於康熙五十四年（1715）刊刻面世，而雍正三年（1725）、乾隆五年（1740）
各有一次修律。自乾隆之後，律文變動不大，逐次修訂主要是增減修改附律之條例。因此，「威

逼人致死」律文，除本文所註明，於乾隆時期將卑幼「威逼」尊長，改為卑幼「因事逼迫」尊

長之外，並無變動。 
7 參閱《大明律附例》卷之十九‧刑律‧人命‧威逼人致死條（漢城：肅蘭大學校奎章閣，2001），
頁 256）。但本書並未清楚註明其點校使用的明律之版本。 
8 雍正律中，律文後標有大字總註，但乾隆修律時，以為「易生支蔓」，從而去除了律後總註。

參閱懷效峰主編，《大清律輯註》點校說明。（北京：法律出版社，1998），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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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奈何之情，因而自盡者，方何其律。蓋愚夫愚婦，每因小事，即致輕

生，非必果由威逼也。司刑者多因其法稍輕，容易加入，而不知非律意也。 

 

　綜以上所述可知，「威逼人致死」律的立法原意頗為清楚，是「為懲豪強兇暴

起見9」，所以雖死者為自盡，非挑起爭端的行為人親手所殺，但法律仍要求行為

人負起法律上責任。但相對說來，同樣因為是自盡案件，非被行為人所殺，但從

刑責來看，除凡人因私事造成的威逼致死處杖之外，其他犯罪樣態的刑責或絞或

斬，頗為苛重，因此，律後註以及律學家之註解，均反覆清楚說明所謂「威逼」

之狀，強調不應輕入人罪。 

　從律文的原始規定，以及各種相關註解中，可以嘗試探究原本立法者想像的「罪

有應得」犯罪種類，換句話說，人類社會中總有豪強囂張之人，可能仗勢欺人而

致人被逼辱難耐，絕望尋死，但因為威逼之人並無殺心，也未殺人，所以明朝之

前的歷代國法均未做規範，即所謂「唐律中無甲自盡而乙抵命之文，蓋非親手殺

人，難科以罪。」的概念。從現在的角度來看，明清律中「威逼人致死」律文的

設計，是針對自盡案件，將那些在道德上被認為較具有可非難性的，而且也致

人自盡身死的行為，納入國家法律的處罰範圍中，我們可以說，國家法律的介入

範圍（也就是法律的邊界）較前代更廣，但是律文中也做了相關解釋與規範，讓

處罰範圍有所限制。 

　 但隨著時代的推移、案例的累積，本罪名的出現，事實上開啟了之後「威逼

致死」態樣多變的嚴厲法網大門。 

 

二、從律到例 

　 所謂「律設大法、例順人情
10
」，在法律的實踐上，不只要釐清設律原意，同

時不可忽略因時制宜、隨時修纂的例，在律例的變遷與對照之間，其實值得認真

看待的是，「威逼人致死」規範透過實踐而展現出來的法律態度，究竟改變了多

少？而這樣的改變，代表的是什麼？更清楚地說，律例交相建構出來的法律「邊

界」，究竟劃在哪裡？ 

　 從「刑案匯覽」的相關案例中可以發現，原本律文規範頗為清楚的犯罪樣態，

在條例中、在實際案例中，都被明顯的逾越。承上所述，《大清律集解》的律後

註中清楚說明： 

 

因事威逼，必有逼迫不堪之情，方坐此律。若愚民口語相爭，及公使人等

因公勾攝，初無威逼之狀，而其人輕生自盡，只當作不應為重律。 

 

只是，律後所附條例，卻未必以律文之定義為範圍，而因時累積，不斷增修，略

                                                 
9 沈家本，〈論威逼人致死〉《寄簃文存》（台北：商務印書館，1976） 
10 參閱懷效峰主編，上揭書，點校說明，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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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數例如下： 

條例一一五二：凡子、孫不孝，致祖父母、父母自盡之案，如審有觸忤干

犯情勢節，以致忿激輕生，窘迫自盡者，即擬斬決。其本無觸忤情節，

但其行為違犯教令，以致抱忿輕生自盡者，擬以絞候。妻、妾於夫之祖

父母、父母有犯，罪同11。 

　 比照原律，「若卑幼威逼尊長致死者期親尊長致死者，絞監候。大功以下，遞

減一等。」但例文中直接將同樣的情狀定以「斬立決」，直接破律；另外，對於

違犯教令，但無「威逼」之情的行為，擬以絞候。一方面，「威逼人致死」律本

重「威逼」二字，原本要處罰的是加諸威逼而致人自盡之行為，但例文卻突破律

意，另置重法。 

 

條例一一五五：凡村野愚民，本無圖姦之心，又無手足勾引之狀，挾制　 

窘辱情狀，不過出語褻狎，本婦一聞穢語，即便輕生，照強姦未成本　 婦

羞忿自盡例減一等，杖一百，流三千里12。 

　 同樣的，律文規定為「若因行姦、為盜而威逼人致死者，斬監候。姦不論

已成未成、盜不論已得財與不得財。」原本只對於逼姦致人自盡之人加以處

罰，所謂「逼姦」，在「罪質」的認定上，當然要有圖姦之心與逼姦之行，但

例文中明確說明「本無圖姦之心、又無手足勾引之狀」，卻應對方自盡，故仍

需照引例，科以重刑。與律文相較，差距亦頗大。　  

 

 　 除了律例之間的差距，其實條例亦會隨著時代變遷、纂入條例日增的原

因，在先後纂入的條例之間，也會看到變遷的軌跡。例如： 

條例一一四五：凡因事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及非一家但至三命以上者，

　 發近邊充軍。若一家三命以上發邊遠充軍，仍依律各追給埋葬銀兩
13
。 

條例一一六一：因事與婦人口角穢語村辱，以致本婦氣忿輕生，又致其

　 夫痛妻自盡者，擬絞監後，入於秋審緩決14。 

　 條例一一四五在雍正五年版的《大清律集解》中即可看到，而條例一一六

一則是嘉慶年間奉旨纂入例冊的（見下文【案例七】李潮敦案），兩者時光有

隔。試看條例一一四五，縱使是「因事威逼」，而且致死一家三命、最高刑責

也只到發邊遠充軍。沈家本曾論道：「⋯除姦盜及有關服制外，雖因事用強毆

打至殘廢篤疾及死係一家三命以上，亦祇充軍而止。非親手殺人之事，故不

科死罪也。」但時至嘉慶年間，與婦人口角而穢言村辱，導致本婦夫婦二人

相繼自盡殞命之案，一、並非因事威逼，僅是口角穢言辱罵。二、死者為一

家二命，並非一家三命以上。但擬繯首之刑（絞監候），兩個條例前後刑度，

                                                 
11參照張榮靜等點校，《大清律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頁 468，例 1152。其條例是

以道光六年編修版為底本。 
12 同上註，頁 469，例 1155。 
13 同上註，頁 467，例 1145。 
14 同上註，頁 1156，例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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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在生死之間，甚為懸殊！ 

　  

除了條例之外，我們也常常在實際案例中看到這種例子： 

（一）直隸司　 此案麻洛有因向傅韓氏之夫傅撞院閒談，傅撞院未答，

該犯輒以「莫非為妻養漢生氣，所以不理」之言，順口戲謔，以致傅撞院

懷疑向傅韓氏查問，傅韓氏聽聞氣忿自盡。⋯⋯麻洛有應依「並未與婦女

瀆面，只與其夫互相戲謔，婦女聽聞穢語羞忿自盡例」杖一百流三千里15。

（咸豐元年案） 

 

（二）河撫　 咨鄧立杰因與駱文宗之子駱瑞林同演弓馬，該犯因駱瑞林弓

馬平常，用穢語當眾譏誚，致駱文宗氣忿用刀將其子駱瑞林札傷並自戕，

先後身死。將鄧立杰比照「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例」擬軍。（道光二年案） 

 

（三）貴撫 咨劉三拉牛抵欠致劉氏負女自盡一案，此案吳輝明負欠劉三

馬價銀兩無償，經伊族孫吳紹周代為認償，經訊有吳輝明、吳紹周供詞足

據。嗣劉三因向吳紹周屢討不還，將其家牛隻拉回做抵，吳紹周之妻劉

氏背負幼女趕向索還，被劉三斥罵恐嚇，氣忿連身負幼女投河自盡。是

該氏之死實因劉三威逼所致，至該省將劉三依「威逼人一家致死一家二命

例」擬軍。（嘉慶十七年說帖） 

 

　 與律文相較，我們可以看到的條例以及說帖、成案中的例子，處罰範圍更大、

更嚴格（請同時比照下文：參、威逼人致死的律例運用實況，文中有更清楚的分

析探討），「律、例、案」這三者明清的司法審判的主要法源16，其內部差異也不

可謂不大。清代的條例是在明代問刑條例的影響下形成的17，但數量卻比明代的

條例更為繁多，適用範圍更廣。明代條例前後只有幾百條，清代雍正三年即有條

例八百一十五條，至同治九年（1870 年）則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年，將近明代

的五倍。明代以律為常經，「條例乃一時之權宜18」，清代六部則例俱全，「或律

外加重，或因例破律，或一事設一例，或一省一地方之專例，甚且因此例而生

彼例，不惟與他部則例參差，則一例分載各門者，亦不無歧異。19」清代的例是

律的具體實施的補充規定，由於律一成而不可變，例卻因事而立，因時而修，經

常變化發展，更加切合統治階層的需要，因此例在司法中的實際效力優於律，

具有特別法的性質20。　 而「威逼人致死」的律例之間可以看出，兩者漸行漸

遠、差距日大。無怪薛氏感嘆：「立一法，而無數重法均接踵而來矣。獄訟安得

                                                 
15 出自《刑案匯覽續編》，〈威逼人致死〉門。 
16 邱澎生，〈真相大白？明清刑案中的法律推理〉。 
17 張晉藩主編，《中國法制通史》第八卷，（北京：法律出版社，1999），頁 488。 
18 《明史‧刑法志》。 
19 《清史稿‧刑法志》，參閱張晉藩主編，上揭書，頁 488-489。 
20 同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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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煩也？21」沈氏亦認為：「⋯律文未盡妥協，故例文亦諸多紛歧也。此條律例未

臻盡善，在纂定之初，原細懲勸之意，然可行於一時，未可著為常經也。22」甚

至直接批評：「立一重法而無數重法相因而至，古人之法豈若是哉？此中法之可

議者也。」 
　 從律例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雖然律文規範是比較明確而有限縮的，但透過

條例的擬定，以及疑難案件的比附，「威逼人致死」的規範範圍政逐步跟隨著法

律的審判與實踐而逐步擴充領域，沈家本、薛允升直指此法確有不當之處，一開

先例，重法隨之而來。換言之，在法學家（或者要講：律學家）的眼中，法律的

「合理性」上是有問題的。但為何這樣一個「未必合理」的法律，卻不斷地被擴

大適用，直到清帝國的結束，都未曾做出法律適用的限縮或修正？　 或許我應

該這麼問，「法」這個東西的價值究竟何在？為何我們必須遵法、守法？維護法

律規範中包羅的價值觀，是否比起法律本身的合理性更為重要？或許法學家看

到的東西，不等於司法的主權者眼中所見，對司法主權者而言，法律的存在價值

立基於更重要的東西：「綱常名教」，法律存在的意義，在於施行倫理道德，在於

捍衛宗法秩序。用這個眼光來看「威逼人致死」的規範體系，從無到有、從律

到例的演變，可以看成是一種「法律邊界」的擴張，換言之，禮教規範著人與

人之間的各種關係與分際，也就是規範出一種「應該」的「生活方式」，但並非

所有的禮教規範都納到國法的強制規範，而某種倫理道德領域，以法律介入做強

制性的規定，即是法網的再一步擴張，讓國法更深入掌控人民的日常生活，透過

這樣的法律手段，更進一步確保嚴格的道德禮教被落實遵守，在這一點上，清代

對於禮教倫常的堅持維護，似乎較之前各朝更為決斷。 

 

 

參、「威逼人致死」律例運用中的法律論述 

　 從上述可知，透過實踐與累積，相較於立法之初始本意，「威逼人致死」的含

攝範圍不斷地擴張，處罰種類也逐日繁多，在這形形色色的例子當中，我們可以

進入實際的疑難案件的處理中，觀察幾個有趣的問題點：（一）因果關係如何論

斷？畢竟「威逼人致死」處理的是自盡的類型，既是自盡，就是「出自本心而自

著手者」，既然如此，如何判斷行為人的行為與死者的選擇自盡有一定程度的關

聯，而必須為其死亡結果負責呢？（二）所謂「世事百態、法有窮盡」，縱然「威

逼人致死」的律例規範發展得頗為細緻，但仍會出現法無明文的情況，在這種情

形之下，如何援引律例？其中的法律論述是如何建立的？這種論述方式又展現出

什麼特質呢？ 

一、因果關係的連結方式 
                                                 
21 薛允升著，黃靜嘉校編，《讀例存疑重刊本》（四），卷三十四‧刑律‧人命之三‧威逼人致死。

中文研究資料中心研究資料叢書，1970。頁 871。 
22 沈家本，上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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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關係指的是「行為」與「結果」之間的支配關係。無論何種案件，要開展

法律論述之前，必先將「行為」與「結果」的因果關係建立起來，方有討論空間，

換言之，行為與結果之間被認定為具有因果關係，才可能把該結果的責任歸責

於行為人，確立該行為是否為「法律上有意義之行為」，方能進一步去評價行為

人之行為。所以因果關係的建立，是法律論述的第一步。 
從清代司法官員對於案件中行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的對應，可以看到最基

礎的「歸責」態度。以下從幾個案例出發，探討清代司法官原在「威逼人致死」

的案件類型上，不同於現代的因果關係建立方式： 
 
【案例一】 
　 山東司　查劉全用刀扎傷劉柱，致劉柱之嬸劉韓氏見劉柱傷重，恐有

不測、無人養贍，憂鬱自縊身死。枝撫將劉全照「刀刃傷人」加一等擬以

杖九十徒二年半，雖係酌量懲辦，按律究未允協。查　劉全刀扎劉柱致

命右脇，以致劉韓氏憂鬱自縊，是劉韓氏之死實由該犯刀扎劉柱所致，

衡情酌斷，即與毆有致命致其人自盡無異，應即比例定擬，劉全應即照

「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致命而非重傷例」杖一百徒三年。（嘉慶八

年說帖） 

  在說帖中，刑部官員清楚說明，山東按察司以「刀刃傷人」加一等來處理劉韓

氏的自盡身死，是不適當的；因為劉韓氏的自盡是因為劉全用刀扎傷劉柱而起，

衡量情理之下，「與毆有致命致其人自盡無異」，因此，「劉全毆傷劉柱」的的行

為，與「劉韓氏憂忿自縊」的結果，產生了直接的連結關係。最終的處理，劉全

雖毆打人至重傷，但造成一人自盡死亡，所以照「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致

命而非重傷例」科刑。 
  照邏輯來講，劉韓氏的死亡是因為自盡，而非劉全所殺，但在本案的法律論

述中，非常有趣的呈現出一種現象，刑部官員將兩段直接關係：「劉全刀扎劉柱

致重傷」+「劉韓氏因劉柱重傷而憂忿自盡」，直接連結成「劉全之行為與毆有

致命致其人自盡無異」一段直接關係，這種跳躍型的因果關係想像，來源於「衡

情酌斷」，換句話說，我們可以觀察到，本案除了因果關係的認定範圍頗為寬廣

之外，之所以要採取寬廣認定範圍的原因，可是來自於司法官員的「情理」衡量。 
 
【案例二】 
川督　 題：倪王氏因與岳王氏口角穢辱，致岳王氏自盡一案。此案倪王

氏後院土牆因宇倒塌，外係岳王氏菜園。嗣倪王氏之夫倪悰赴園摘菜，岳

王氏聽聞響動，疑係倪王氏，走至牆缺查問，倪悰問其曾否做飯。倪王

氏聽聞伊夫與人說話，出而查看，村斥岳王氏沒臉，復囑令其姑及早將

牆修好，以免做出不端之事，致岳王氏氣憤自盡。查　岳王氏與該氏之

夫邂逅敘談，本係鄰里問答常情，倪王氏見岳王氏與伊夫在牆缺說話，

因妒生疑，向其村斥，亦係村婦常有之事，並非憑空污衊。惟岳王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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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究由該氏妄疑斥辱所致，該省將倪王氏照「因他事與婦女口角，彼此

詈罵，婦女一聞穢語，氣忿輕生例」擬杖一百流三千里，比擬尚屬平允，

應請照覆。（嘉慶二十年說帖） 

本案是屬於非常典型且尋常的鄰里間口舌是非，刑部官員相當清楚本案

性質，因此特別說明「⋯係村婦當有之事，並非憑空污衊。⋯」所以倪王氏

村斥岳王氏的行為，是一時嫉妒，並無殺心；況且遭人辱罵即覺了無生趣、

自尋死路，恐怕也不是一般常見的反應。但無論如何「岳王氏之死究由該氏

妄疑斥辱所致」，既然岳王氏自盡的起因是來自倪王氏的斥辱，所以這條命就

必須算到倪王氏頭上，依例處斷。 

 

【案例三】 

陝撫　咨：牛高氏煮豆送與伊姑蕭氏食用，不期豆內硬粒未能一律煮爛，

致蕭氏扛痛，搖動牙齒鬥罵，經高氏做就麵條送食，蕭氏因牙痛難吃，復

向鬥罵，該氏總未回言，蕭氏氣憤拾棍向毆，因被高氏攔阻，忿激投井身

死。嚴訊高氏並無觸忤違犯別情，鄰里週知，供證可憑，惟蕭氏因扛傷

牙痛，向毆被阻，忿激自盡，究由高氏未及煮爛硬豆所致，故非有心違

犯第法嚴倫，理應將高氏比照「子貧不能養贍致父母自縊例」滿流。（嘉

慶二十五年案） 

  本案更是耐人尋味，媳婦牛高氏準備婆婆的吃食，未能將豆盡數煮爛，讓婆婆

咬到硬鬥而牙痛，引致勃然大怒，向其斥罵。雖然牛高氏始終沒有回嘴，只是在

蕭氏氣憤向毆時稍做攔阻，使得這位壞脾氣的婆婆激忿投井。對於這樣一件案

件，司法官員率先說明「高氏並無觸忤違犯別情，鄰里週知」，所以蕭氏的氣憤

投井，應該僅源自於吃豆的問題，但是蕭氏的激忿自盡，「就由高氏未及煮爛硬

豆所致」，所以「高氏未煮爛硬豆」的行為，與「蕭氏激忿自盡」的結果建立了

因果關係，牛高氏必須負起法律責任，承擔刑罰。 
　  

　 以上的例子並非僅有的三個例子，在「刑案匯覽」及「刑案匯覽續編」的

「威逼人致死」門中，有非常多類似的案例。從上述案例可以看得出來，清

代司法在「威逼人致死」的犯罪類型中，非常明顯地並未注意到這個行為是

否符合「威逼」的條件，基本上，在《大清律輯註》中一再強調的「威逼」

二字，在本門所列的案件中，幾乎完全不被提及。所以，任何「行為」都可

以成為本條例所要評價的行為，而不是限於「威逼之行為」。 

除了對「威逼行為」概念的極度寬鬆認定之外，接下來的問題就是「行為」

與「結果」之間因果關係的建立邏輯，案例中採用的思維方式是現代刑法理

論中所謂的「條件說」，也就是若有「如無前者，則無後者」這種「條件關係」

存在，就認定行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即予成立。然而，正因為在論理上

只要有「條件關係」存在，即可廣泛承認刑法上之因果關係，以致往往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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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犯罪之結果，非行為人始料所及23，似將因果關係擴充得太廣，所以在現代

刑法理論中，出現許多其他學說，提出各種論理方式，試圖進一步限縮「條

件說」的因果關係成立範圍。以現代的眼光來看，在這種邏輯之下架構出的

因果關係非常地廣泛，如上所說，因果關係是決定「何為法律應當評價的行

為」的標準，所以因果關係放得越鬆，進入法網評價的行為也就越多，從這

個角度來看，至少「威逼人致死」案例所表現出來的法律密度，是相當嚴密

的。 

清末修律大臣、同時也是著名的法學家沈家本，在「論威逼人致死」中說道： 

「⋯若口角微嫌，逞強毆打，不過尋常爭鬧，初無兇惡可言；或失物些微

形跡有可疑之處，不過空言，查問亦鄉里之恒情；又或錢債無償，再三逼

索不過，危詞相怵；乃或以被毆為辱，或以誣竊不甘或以負逋難措，一時

短見，不院為人。正所謂自經於溝瀆者也。被毆可以控訴，誣竊可以理論，

負逋可以情求，在脅迫之初心，豈曾料其輕死？此乃死者之愚，脅迫者

不全其任其咎也。24」，字裡行間頗有不以為然的意味。 

基本上，在「威逼人致死」的法律實踐上，因果關係建立的基本邏輯是：

一、無論是否「威逼」，只要是引發他人自盡的行為，就是「威逼人致死」要

處理的行為；二、只要有「自盡致死」的結果發生，就要找到「負責任的人」，

但因為死者死於己手，無法對同時也是兇手的死者加諸刑責，所以找到「引

發自盡之心」的人身上，換言之，行為人「引發自盡之心的行為」，就是法律

上要加以非難的行為，所以說，在清代司法官員的判斷體系中，必須有人為

他人的自盡負責25。這是一種很直接的應報反應，也是一種「抵命」的概念。 

筆者認為，這種因果關係連結方式表現出來的其實是，該套法律體系對

於「人」的要求到何種地步，雖然因果關係的論斷邏輯主要是「有人為他人

的自盡負責」，但在這個原則之下，無論行為人的行為惡性多麼輕微，行為人

是否完全無法預見自盡者的反應，都可能會刑罰加身，而對於這樣的結果，

司法官員並不認為有悖「情理」，反而唯有如此，才算平允，這種想法其實表

現出很深的倫理道德色彩。 

 

 

二、適用法條的論述邏輯 

　  確立了行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之後，就開始進入法律評價的階段。法律

評價的過程相當複雜，尤其是在「律無正條、情節疑似」的「難案」中，因為疑

難，所以如何定奪罪名、如何科斷罪刑，在在需要法律說理，所謂「旁參他條，

                                                 
23 參閱黃仲夫編著，《刑法精義》。2003 年版，頁 59。 
24 沈家本，〈論威逼人致死〉《寄簃文存》（台北：商務印書館，1976） 
25 王志強，〈清代刑部的法律推理〉，收入上揭書，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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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檢成案，剖別疑似，辨析微茫，折衷而歸于是26」。所以，地方督撫、刑部官

員乃至於皇帝27，他們的說理方式如何？經由說理表現出的「法意識」又是如何？

非常有趣、值得探究。 

面對一個「法無明文」的案件，應當如何處理？基本上，司法求的是「情罪

相符」（也就是「罰當其罪」），用白話來講，除了犯行的罪名要講究之外，相對

應的刑罰刑度要相當。其實在「刑案匯覽」及「刑案匯覽續編」中看到的法律說

理，可以說是為了這個基本目標而開展的。更進一步來講，既然罪名要講究，而

案件情節又無完全相符的律例可用，當然比需仔細比對律例規範，找出與該案「罪

質」相近的罪名；既然罪刑要相當，那麼除了罪名之外，還必須兼顧相對應的刑

罰是否過輕過重。基本上，罪名與罪刑的要求是同時兼顧的，倘若適用的罪名無

法提供應有的刑度（當然，何謂「應有」的刑度，也是各種輕重程度不同的規範

互相比對出來的），司法官員可能會退而求其次，找到並非最符合、但其罪刑卻

最適當的罪名來比附使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尋找罪名（也就是適用的條例）

以及判斷適當罪刑的過程中，司法官員的「法感」不可被忽視，而且常在法律論

述中有意無意地展現出來。王志強先生認為，掌握案情並為其尋求適用律例條文

的過程，是「通過以職業直覺為基礎的情感判斷，與法律（包括律例和成案）檢

索及論證的互補共同完成的。
28」，就筆者自己閱讀比對的經驗，這確實是頗為傳

神的說法。 

以下將嘗試著從具體的案件出發，將上述的「法律說理方式」逐一驗證。 

 

　 【案例四】 

案情：直督　題：宋倉因與無服族嬸宋李氏之夫宋淙甫玩笑，以在廟上會

見宋淙甫之妻戴花擦粉，穿著新衣，將來可以賺錢養家之言，向宋淙甫

戲謔，以致宋淙甫再轉向李氏告述，李氏聽聞氣忿自盡。該督以該犯

宋倉語出於無心戲謔，並非覿面，係伊夫轉告，與本婦親自聽聞者有

間，將該犯依「並未與婦女覿面相謔，止於其夫互相戲謔，婦女聽聞

穢語羞憤自盡例」流罪上減等擬徒。 

刑部意見：⋯⋯查　婦女聽聞穢語修忿自盡定例，既指明非與婦女覿面，

則不當再論其聞自何人之口，曲為區分。蓋婦女以名節為重，如死者

羞忿輕生，實由該犯穢語釀命，即應仍按本例問擬滿流。該督將該犯

量減擬徒，殊覺無所依據，宋倉應改依婦女聽聞穢語羞忿自盡定例，

並未與婦女覿面，止於其夫互相戲謔，婦女聽聞穢語羞忿自盡者杖一百

流三千里。（道光二十五年說帖） 

　 

                                                 
26陳廷桂，《說帖輯要》〈敘〉。參閱邱澎生，上揭文。 
27 之所以可以從「刑案匯覽」、「刑案匯覽續編」中看出這三個階層的司法人員之法律意見，是

由於刑案匯覽所收案件多為說帖、成案以及皇帝下旨收入例策的條例等，相關說明請見邱澎生，

上揭文。王志強，上揭書。以及美國學者D.布迪，《中華帝國的法律》。 
28 王志強，上揭文。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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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直隸總督以及刑部官員主要的爭議點，是從對於「並未與婦女覿

面相謔，止於其夫互相戲謔，婦女聽聞穢語羞憤自盡例」的法理理解而來。 

（一）闡明例文之意： 

   直隸總督認為，條例的情況是指，行為人未與婦女覿面，而是與婦女之夫互

相戲謔，戲謔過程被婦女親自聽聞，因而羞忿自盡。但此案的狀況是宋倉的戲謔

之言，並非被婦女「親自」聽聞，而是由伊夫轉告才聽聞，與條例的狀況略有不

同。再加上宋倉乃是「無心戲謔」。總之，既然語出無心，且又與條例規定狀況

略有不同，自然可以「恆情酌斷」，照該例減等，改擬徒罪。 

   但是，刑部官員對於該督對例文之理解有意見，刑部認為既然例文已經明確

規定「並未與婦女覿面相謔」，而且是「婦女聽聞穢語羞憤自盡」，就沒有是否「親

自聽聞」、從「何處」聽聞的問題存在，該督以宋李氏是間接而非親自聽聞穢語

為由，為宋倉減罪，乃是「曲為區分」，對於律例的理解大有問題。 

（二）由「法感」來判斷應定之刑：  

    點出直督對於法條理解之誤後，更進一步闡明定例之精神，該條例即是基於

「婦女以名節為重」之義而定，既然死者輕生是肇因於宋倉的穢言，該督競將宋

倉減等擬罪，「殊覺無所依據」。決定宋倉仍應依例擬定，不可減等。 

   綜上，除了地方督撫與刑部官員兩方對於例文的理解不同之外，他們對於宋

倉的行為之法律評價其實不同，直督說明「語出無心」，點明並無原無淫穢之心，

釀禍之言乃出於不意，宋倉行為的惡行其實不大，或許可以酌予輕減；但是刑部

官員對此的回覆是「婦女以名節為重」，名教道德是更高更重要的價值，不是「語

出無心」可以抵過的。 

 

【案例五】 
案情：廣東撫　題：鍾黎氏被劉亞五拐逃，致伊夫鍾亞四羞忿自盡一案。

查 鍾黎氏因伊夫鍾亞四相待刻薄，聽從劉亞五誘拐同逃，致伊夫撞遇

後羞忿服毒身死，該撫以該氏並無與劉亞五通姦，其知情被誘又與因

姦致夫自盡者有間，將該犯婦鍾黎氏比照「婦女與人通姦致本夫羞忿

自盡例」於絞監候例上量減擬流收贖。 

刑部意見：⋯臣等查妻與夫僅止口角細故，並無逼迫情狀，致其夫輕生

自盡者，即應問擬繯首。誠以夫為妻綱，名分所係，是以定例棊嚴，至

妻背夫在逃則較僅止口角細故為重，其因在逃而致伊夫自盡，豈得轉

較口角細故致夫自盡為輕？ 

且婦女既經聽從誘拐，已屬無恥，豈得以並無姦情，曲為寬解，置伊

夫自盡於不問？今鍾黎氏因被劉亞五拐逃，經伊夫鍾亞四事後撞遇，

羞忿服毒自盡，並無別故，罪坐所由，自應將鍾黎氏比例問擬絞候，乃

該撫遽將該犯婦於絞罪上量減擬流收贖，實屬輕縱，應駁令另行改擬。

（道光六年說帖） 

（一）案情與適用條例之連結與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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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巡撫對於本案行為人鍾黎氏的處斷，具引「婦女與人通姦致本夫羞

忿自盡例」，經過比對，案件與條例情況之差別乃在於鍾黎氏並未與拐逃之人

劉亞五通姦，而是因為其夫平日相待刻薄所致。既然比照條例是「婦女與人

通姦致本夫羞忿自盡例」，那麼是否通姦應為重要「罪質」，既然鍾黎氏並未

通姦，應可酌情減等科斷，擬流收贖。 

對於廣東撫的意見，刑部的說理展現在兩個方面：  

一、 對於「應有之刑度」的說理與比對：首先，經查「妻與夫僅止口角細

故，並無逼迫情狀，致其夫輕生自盡者，即應問擬繯首」，而妻背夫在

逃的嚴重程度高於夫妻的口角細故，既然口角細故致夫自盡，都需問

以繯首之刑，若鍾黎氏之案可減等擬流，輕重之間豈非嚴重失衡？刑

度大有問題。 

二、 對於罪刑重大的程度之看法：廣東巡撫認為鍾黎氏既未通姦，且聽從

誘拐是因為其夫平日不甚厚待所致，論法與例文有間，衡情似又可稍

寬減，所以予以減等。但是刑部官員認為，若要論法，刑度輕重之間

已屬失衡；若要論情，「婦女既經聽從誘拐，已屬無恥」，縱無通姦，

也已失節，豈能「曲為寬解」？該撫所擬「實屬輕縱」，故駁案令其改

擬。 

（二）「罪刑」與「罪名」的平衡兼顧： 

   但有趣的是，此案並未因而結束。該撫因刑部之駁，旋將鍾黎氏比照「婦

女與人通姦，本夫羞忿自盡例」，改擬以絞監候。但這個判決也不為刑部所

接受，因為縱然「刑度」上，擬以「絞監候」已屬適當，但是如上所說，對

於「婦女與人通姦致本夫羞忿自盡例」而言，「是否通姦」應屬重要的「罪

質」要件，既然鍾黎氏並未與人通姦，競依此例是否適當？ 

刑部的說理為：「⋯查　鍾黎氏被誘同逃，固非良婦，惟既未與劉亞五通

姦，未便照『婦女與人通姦，本夫羞忿自盡例』問擬，鍾黎氏應改照『妻

妾釁起口角，並無逼迫情狀，其夫輕生自盡例』擬絞監候。」 

這個變化實在值得深究，在駁案時刑部表明態度，認為鍾黎氏的罪刑應

當依例擬絞候，但在罪刑問題確定之後，又面臨到所引條例的罪質問題（也

就是鍾黎氏的罪名問題），結果援引了一條看似與案件情節相差更遠的條

例，為何引此條例，刑部並未說明，但或許是因為鍾黎氏背夫在逃，但並未

與人通姦，「並無逼迫情狀」，但造成其夫莫大羞忿之感，因而自盡，故依此

例處斷。然而，此案值得細細推敲的是，既然罪刑一樣是絞監候，刑部官員

仍要在罪名上大費周章，這個過程，其實就是司法官員在「罪名」與「罪刑」

之間尋找最適平衡點的軌跡。 

　 　  

 

而在「刑案匯覽」、「刑案匯覽續編」蒐羅的案件中，除了帝國中具有司法專

業地位的司法官員之意見外，偶可也看到皇帝展現出的法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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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六】 

案情：河撫　題：陳張氏與王傑通姦被拐，致伊父張起羞忿自盡，將陳張

氏依「婦女與人通姦，父母並未縱容，一經見聞，殺姦不遂，因而羞忿

自盡例」擬絞監候一案。奉 

旨陳張氏與王傑通姦，致伊父張起羞忿自盡，該撫因係已嫁之女，問擬絞

候，刑部亦照擬核覆，固屬照例辦理。但張起之死由於伊女陳張氏與

人通姦所致，與「子孫因姦因盜致祖父母父母憂忿自盡者」情罪相同，

自應一律問擬絞決。夫服制已嫁未嫁分輕重尚可，若一關父母之生死，

則不可如尋常罪犯，照出嫁降服之例稍從輕減也。且明刑所以弼教，

父母天倫不得因已未出嫁遂有區別，設使已嫁之女致死父母，豈可免

其凌遲、蓋從寬典耶？嗣後婦女通姦致父母羞忿自盡者，無論已嫁在

室之女，俱著問擬絞立決，交刑部纂入例冊，所有陳張氏一犯，即照此

辦理，餘依議。欽此。（乾隆五十六年案已纂例） 

 

（一）依法處斷： 

本案值得注意的是，巡撫的法律適用與論述並無問題：首先，本案

中涉及兩個條例，這兩個條例都是涉及「因姦而致父母自盡」的問題。

一為「威逼人致死」門的「婦女與人通姦，父母並未縱容，一經見聞，

殺姦不遂，因而羞忿自盡例」，本條例所指的「婦女」，是包括「出嫁與

在室之女
29」在內，依例應擬絞監候。  另一為「子孫違犯教令」門的

條例，即「子孫因姦因盜致祖父母父母憂忿自盡例30」，此例所指的「子

孫」則為家族內之子孫，換言之，就婦女而言即指「未嫁之女」，此等

犯行將依例擬絞立決。 

      因為法律條例的規範相當清楚，身份服制之適用並無模糊不清的地

帶，因此，河撫以陳張氏是已嫁之女，而依法照「婦女與人通姦，父母

並未縱容，一經見聞，殺姦不遂，因而羞忿自盡例」，擬處絞監候。同

時，因為法律論述與推斷清楚正確，就律例而言並無不當，所以刑部也

照擬核覆。 

（二）皇帝的法意識： 

       但是，乾隆皇帝對於這個「依法處斷」的處理並不滿意。就法論法，

張起之死確是因伊女陳張氏與人通姦所致，之所以依甲例不依乙例論

斷，就是因為身份關係隨著已嫁未嫁而不同。對皇帝而言，事關父母

倫常，「服制已嫁未嫁分輕重尚可，若一關父母之生死，則不可如尋常

罪犯，照出嫁降服之例稍從輕減也」。更何況法律的宗旨在於「明刑所

以弼教」，在「維護禮教」這個更高價值的前提之下，法律本身可以稍

做退讓。為了維持法律宗旨，此等犯行應當改依「子孫因姦因盜致祖

                                                 
29 參閱上揭《大清律例》。條例一一四二，頁 466。 
30 參閱上揭書，條例一三二七，頁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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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父母憂忿自盡例」擬絞立決。並將此案纂入例冊，嗣後所有相同

案件均比照辦理；同時，「所有陳張氏一犯，即照此辦理」，進一步讓

法律效力溯及既往。 

 
 
 
【案例七】　 嘉慶二十四年李潮敦之案。 

案情：川督 題：李潮敦因與章王氏口角，穢語村辱致氏與夫章有富先後

自盡一案。此案章王氏至李潮敦地內尋割猪草，李潮敦瞥見慮其踏壞

糧食，阻勿尋割，章王氏不依，李潮敦理說，章王氏即向爭鬧，李

潮敦氣忿即以「貪圖便宜，不如回去賣娼」之語向其村辱，章王氏聽

聞哭泣回家，氣忿自縊身死。伊夫章有富查知痛妻，憂忿亦即自盡殞

命。將李潮敦擬軍。章王氏請 

旌等因嘉慶二十年三月二十五日奉 

旨。刑部具題：四川民人李潮敦比照「因事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例」擬

發近邊充軍一本，朕詳加酌核，章有富之妻章王氏向李潮敦地內尋割

猪草，彼此爭鬧，李潮敦以穢言向辱，章王氏哭泣回家，氣忿自縊。

伊夫章有富痛妻憂忿，旋亦投繯。此案李潮敦穢語村辱致章王氏氣忿

輕生，按例罪止擬流，惟章有富自盡亦由痛妻所致，是因該犯一言，

伊夫婦二人先後殞命，其情罪較重，該部比照「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

例」問擬充軍，所擬尚輕，李潮敦著照「手足勾引例」改為絞監候，

歸入秋審緩決，嗣後有情節相同者之案，俱照此辦理，著刑部載入則

例遵行，餘依議，欽此。（已纂例） 

  

（一）依法處斷： 

   從敘述中未能得知為何地方督撫以及刑部官員要比照「因事威逼人致死一家

二命例」來處理本案，可能是因為李潮敦的行為涉及一家兩命，因此依此例處理。 

（二）皇帝的法意識： 

   但是，嘉慶皇帝對本案處斷有意見，縱然依照「因事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例」，

李潮敦罪應發配近邊充軍，但是此案事涉李潮敦向婦女穢言村辱，依例「凡村

野愚民，本無圖姦之心，又無手足勾引之狀，挾制窘辱情狀，不過出語褻狎，本

婦一聞穢語，即便輕生，照強姦未成本婦羞忿自盡例減一等，杖一百，流三千里
31」。 

總之，向婦女穢言村辱致其氣忿自盡，罪止擬流，而李潮敦的行為不但符合

此例，同時又另涉一條人命，僅依例發配近邊充軍，「所擬尚輕」，為了罪刑的考

量，「李潮敦著照『手足勾引例』改為絞監候」，加重處罰。同時此案纂入例冊，

成為通行之例。 

                                                 
31 同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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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嘉慶君比對不同條例，認為罰不當其罪，所以創立新例，此舉主要

著眼於對適當「罪刑」的要求。但是，與【案例五】相較之下，皇帝的法律論述

說理較為薄弱，顧得了「罪刑」，就顧不了「罪名」，最後決定依照「手足勾引例」

改為絞監候，但「手足勾引」罪刑較重，是因為除了淫穢之心外，還動手動腳，

罪質較重，照理說，有無「手足勾引」之行為應是重要要件，但此處皇帝並未考

量此點，直接下達命令。 

 

從【案例六】【案例七】中看出，皇帝的法律論述，對於法條的說理部分頗為薄

弱，通常是對於「刑度」表達直接的意見，然而，為何認為刑度不當，是來自於

各種案例的比照，還是來自於「法感」的直覺？筆者認為，皇帝表現的法律論述，

仍以「禮教倫常」為上綱，換句話說，似以法意識中對於倫理道德的維護，作為

最高依歸。 

 

最終，筆者舉出一個頗為經典的案例，其中涉及地方督撫與刑部官員不同的法律

堅持，我們可從中探究兩者的法律論述與著眼不同之處： 
【案例八】 

案情：山西司　 此案廉平娃因飲入醉鄉，廉體榮踵至閒談道及銀錢艱難、

度日非易，因見廉平娃常買酒肉，問其如何有此銀錢，廉平娃因廉體榮

家貧，恐廉體榮欲向告貸，難以回覆，憶及廉換女常與小廉張氏往來，

即捏稱小廉張氏作保，向廉換女借用，廉體榮不信，廉平娃因麴孽迷心，

一時失於檢點，隨口答稱與小廉張氏等各有交情，旁人焉能知道？廉體

榮當斥廉平娃胡言走散。嗣廉體榮與老廉張氏聚談，將廉平娃捏言向老

廉張氏告知，囑其勸小廉張氏等少與廉平娃敘談，嗣老廉張氏勸廉換女

不可常往小廉張氏家與廉平娃閒談，廉換女查問緣故，老廉張氏據實告

知，廉換女聽聞因語言褻狎生氣，歸向其父母告知，廉換女又至廉薛氏

家告知情由，小廉張氏聞知亦心生氣忿，當同廉換女往向廉平娃不依，

廉平娃自知失言，當即走避，廉換女與小廉張氏均稱被廉平娃出此褻

語，難以為人，不如尋死，經廉薛氏等勸慰各散。詎小廉張氏、廉換

女氣忿莫釋，先後投井投繯殞命。該撫將該犯比照「並未與婦女覿面

相謔，止與其夫及親屬互相戲謔，婦女聽聞穢語羞忿自盡例」擬流，

加等發附近充軍。 

刑部意見：⋯⋯查　「並未與婦女覿面相謔止與其夫及親屬互相戲謔，婦

女聽聞穢語羞忿自盡」擬流之例，係指一命者而言，若致斃二命自應

比例擬絞監候。檢查嘉慶二十年四川省題李潮敦穢言向辱致王氏夫妻

自盡一案，照「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例」擬軍。奉 

旨以刑部所擬尚輕，照「手足勾引例」改為絞監候，歸入秋審緩決。嗣後

有情節相同之案，但照此辦理等因，欽此。纂入例冊遵行，歷來辦理成

案有此情節似此者，均經遵照比擬辦理在案。今該犯⋯⋯，是該犯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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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斃二命，與李潮敦之案情節相似，檢查向辦成案，亦均比例擬以繯首，

自應援照辦理，以昭情法之平。該撫僅將該犯比例加擬軍，引斷殊未允

協，且核與歷辦成案不符，罪關生死出入，應令該撫再行詳核例案，另

行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咸豐五年） 

 

（一）引據法條的爭議： 

上述山西按察司與刑部之爭，乃在於引據法條的疑異。刑部認為，依照

以往相關案件的辦理，「一言致斃兩命」的案件，均是依照「李潮敦」之案（見

【案例七】）辦理，照「手足勾引例」擬絞監候。因此山西按察司依「並未與

婦女覿面相謔，止與其夫及親屬互相戲謔，婦女聽聞穢語羞忿自盡例」處斷，

自是引用法條的一大錯誤。 

   但是，江西按察司對於此案的法條適用有自己的主張： 

⋯⋯嗣據該撫以廉平娃因與人閒談出語穢褻，致斃二命，死者並非一家，

正與各例內二罪俱發各等者從一科斷之律相符，原辦因例無治罪專條，

將廉平娃比例加等擬軍，已屬從重定擬，似亦足以蔽辜，仍比照「並未

與婦女覿面相謔，止與其夫及親屬互相戲謔，婦女聽聞穢語羞忿自盡例」

擬流從重，酌加一等發附近充軍等因具題。 

簡單來講，就是該撫認為李潮敦之案乃是「一家二命」，而廉換女與小廉

張氏並非一家，兩案自屬有間，應該不可如此援引。況且原理此案的地方官

員，雖依照「未與婦女覿面相謔，止與其夫及親屬互相戲謔，婦女聽聞穢語

羞忿自盡例」辦理，但考量到多涉一命，從原本的「流」加重為發配充軍，

該撫認為這樣的處置已經兼顧了刑度輕重的衡量，「似亦足以蔽辜」，應屬妥

當。 

然而，這樣的說法，無法說服刑部： 

⋯⋯該犯如果恐廉體榮欲向告借，既向捏詞答覆，何人不可捏造、何以

必欲捏稱向閨門之女借貸，迨廉體榮不信，復以與小廉張氏、廉換女各

有交情，旁人焉能知道之言，信口污穢，是何居心？謂該犯酒醉失於檢

點，顯係捏詞支飾。 

刑部先從道德上加以譴責，認為廉平娃信口污衊重名節之婦女，其心可誅，

且據此推測，所謂「麴孽迷心」之言，乃是脫罪之詞。 

再者，從「明刑弼教」的原則出發，強調本案在道德上的嚴重性，倘若

不嚴加懲辦，風化何存？所謂 

⋯按例以姦贓污人名節、無關人命，尚應擬軍，況婦女以名節為重，該犯

出言污穢，致婦女二人同時畢命，情節尤慘，若不嚴加懲辦，何以維風

化而警愚頑？ 

 最後，刑部明確表達自己的立場： 

⋯即謂小廉張氏與廉換女並非一家，與死係一家二命者有間，亦應詳核案

情，酌量加重定擬。該撫拘泥從一科斷之文，仍將該犯擬流加一等發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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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出軍，揆之情理，殊未允協，應令該撫詳稽例意，另行從重妥擬具題，

到日再議。（咸豐六年） 

刑部認為，雖然在罪質上，本案與「一家二命」有所不同，但是依照上

述種種理由，該撫拘泥固執於「從一科斷」的法理，所做之處斷，在情在理

均未允協，應該另行妥擬、從重處斷。 

最後該撫向刑部妥協：⋯嗣據該撫遵駮（通「駁」），將廉平娃比照「與

婦人口角穢語村辱，致本婦氣忿輕生，又致其夫痛妻自盡擬絞例」上量減

一等，擬杖一百流三千里，仍從重發往新疆酌播種地當差題結。 

從這個案件中可知，雖然地方督撫詳細比對法條之間罪質之異同，並且依據

「各例內二罪俱發各等者從一科斷之律」，做出裁斷，但對刑部而言，因為此事

事涉名節，不可輕縱，否則將有負於禮教之維護；況且國法對於婦女名節之事本

就重視，「按例以姦贓污人名節、無關人命，尚應擬軍」，現在涉及兩命，情節更

重，卻僅斷擬軍，輕重未免失衡，同時也違背了國法中重視婦女名節的價值。 

刑部的意見中雖然包括對於條文間刑度輕重衡量的指示，但其論理重點都放

在對於「禮教倫常」的護衛上，對於該撫的法律論述，並未多加說理辯論，只一

句「拘泥」帶過。在本案的法律論述過程中，可以看到的還是濃厚的禮教色彩。 

 

 

肆、規範與實踐的一貫性—道德與法律的特殊關係 

　  縱上所述，「威逼人致死」律文的從無到有，以及律例的發展與擴充，將法

律規範的界線向外推廣，細析內容，可以說是由禮教道德領航，將嚴密的法網一

步步編織起來。 

　 再進入疑難案件的實踐紀錄中，我們可以發現，將案情與法律作一連結的複

雜法律論述過程中，充滿看似紛亂的眾聲喧嘩，但其實可以理出頗為一致的脈

絡，也就是在法律論述的內容中，從來沒有缺少過對禮教道德的宣示與捍衛。 

所以說，從律例規範體系的發展，到疑難案件的處理，我們在這些資料與分

析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法律與道德的結合關係，然而，除了論述法律與道德之間，

有具體的結合關係之外，筆者還想說些什麼呢？ 

曾有論者曰：「中國的道德與法律，始終存在著一種特殊的互動關係。」錢

穆先生說過：「道德是社會性的，法律是政治性的」，兩者之間的範圍未必一致，

所以可能產生衝突（例如學界一直在討論的：復仇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倫

理道德與法律卻不斷地互相滲透，尤其是當倫理道德滲入法律之後，法律往往挾

著其嚴厲的強制力量，確保道德的被落實。明儒葉良佩云：「夫刑法者，禮之輔

也，禮者晅潤，而法者震曜，禮者身軀，而法者手足，禮者主君，而法者弼佐，

彼此相需以道，蓋缺一不可焉者也。32」而梁治平先生認為，這樣的法，依從於

禮，以執行道德為己任，其實是附加了刑罰的道德戒條，所以只能與古代中國綱

                                                 
32 參閱梁治平，〈禮入於法〉《法意與人情》（北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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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名教共命運33。無論後世評價如何，事實上這種「明刑弼教」的一貫法律思維，

除了支配著清代兩百餘年的社會之外，還延續到清末沈家本修律時，引發另一波

炙熱的禮法之爭，正所謂「刑法之源，本乎禮教，中外各國禮教不同，故刑法亦

因之而異34」，所謂的「禮教派」，正是認為刑法出於禮教，兩不可分，一旦分珠，

則禮教潰散、國之亡矣！ 

而我們在「威逼人致死」案件中，就看到了這種法律與道德結合的關係，筆

者必須強調，我們不能單只從本文分析出來的結果，就逕而推論整個清代的立法

與執法都帶有濃厚的道德色彩；也不能據此驟稱，整個清代的司法裁判都帶有司

法官的「道德」判斷；但是，筆者認為這項分析至少提供了一個看待清代法制，

乃至於唐代（禮入於法）以後的傳統中國法，一個可參考的視角。研究中國法律

史，並不只在於釐清立法意旨、不只在於釐清裁判狀況，也不以「法官是否依法

斷獄」最為最終的結論，以往的研究成果中，雖然累積了豐富的成果，但卻往往

陷入研究上的「必然結論」，中國傳統的司法狀況，彷彿只有「依法」與「不依

法」兩種可能，一旦求得結論，就到了研究的終點、也失去了探究下去的理由。   

事實上，無論「依法」還是「情理法」，更活靈活現的東西是在於，何謂清

代人民法律實況？清代的人認為，真正「正確」「正義」的東西是什麼？或許對

他們而言，法律的意義不只在於「定紛止爭」，更重要的是讓人們學習、並回歸

到應當有的人倫分際，回到他們心中「和諧圓滿」的狀態，或許，這才是正義的

表現。　 但是，從另一個角度來講，或許倫理道德的嚴格實踐，對於統治者而

言是最好不過的便利選擇，所以統治者釋出法律的力量，不斷地加強對社會的控

制，換言之，這種倫理道德與法律的結合，是一種把刑法作為社會控制手段的極

致化，在這樣的氛圍下生活的中國人，所以產生了魯迅在狂人日記中的囈語：「⋯

我翻開歷史一查，這歷史沒有年代，歪歪斜斜地每頁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

我橫豎睡不著，仔細看了半夜，才從字縫裡看出字來，滿本都寫著兩個字是『吃

人』！⋯⋯我也是人，他們想要吃我了！
35
」 

　 是不是真的是這樣？筆者不敢斷論，但真正重要的是，透過對於「威逼人致

死」的探究，告訴我們法不僅只是法，其中還有不可分離的「禮教」，我們必須

看到。　台大高明士老師在「東亞教育與法制研究的新視野」研討會中，結論時

說道，他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心得是，要不斷地提醒自己，不要只看到法，除了法

的存在之外，還有「禮」，無論何時，禮與法必須同時關照。同樣的，若想要嘗

試窺視清代真實的法律生活，也應該可以嘗試這樣的提醒自己，或許透過這個方

式，我們與所謂「真實」之間的距離，又更加接近了一些⋯⋯ 

                                                 
33 同上註。 
34 引自「修改新刑律不可變革義關倫常各條諭」（宣統元年正月二十七日諭）《清末籌備立憲檔

案史料》，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頁 858。 
35 見魯迅，〈狂人日記〉《魯迅小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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