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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代的鞫獄措施及其相關問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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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鞫獄是古代獄訟制度的一個環節，且對下一階段的斷獄影響甚大。近世出土簡牘文

獻中，有大量的「鞫之」記錄，對於探究「鞫」在古代司法程序意義有很大的幫助。簡

牘中的「鞫之」可理解為司法審判官吏對案件事實的最終認定部分，但基本上是不包括

案件的判決結果。同時根據考察，「讀鞫」可在許多場合中使用，過去或認為司法案件

僅有一次讀鞫，是不符合事實的。一般案件可分為庶獄及詔獄，其中的鞫訊人員會因案

件的性質或犯人的身分及所屬監獄之不同而有所差異。除此，秦漢時代之覆訊制，並非

一種固定制度，僅在特殊的情況才會有此措施。再者，漢代三公、劉姓諸侯王及后妃的

鞫獄程序，其所受的司法待遇是否異於一般情況，亦是本文所關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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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

所恨。」1 沈家本言：「鞫者，推勘之詞，斷者，論決之事，可區為二，而事實相

因，實難分別。」2 鞫獄是古代「囚律」的一個環節，且對下一階段「斷獄」的裁

決影響甚大。至於鞫獄所包含的程序又有哪些？過去學者對此課題已有一些討論，

如專論鞫獄的有陳曉楓〈兩漢「鞫獄」正釋〉一文，他將鞫獄界定為「主審官獄為

確保認定的罪行鑿定無疑，必須將驗治的結果──獄書向被告宣讀，被告有權申請

復核」，3 然而鞫獄的內涵不僅於此，該篇所論仍有局限性。至於其他學者間或討

論鞫獄問題，如胡仁智、閆曉君、張建國、李均明、高恒、程政舉、池田雄一、籾

山明、陶安等，4 以上論著本非專論鞫獄而寫，故或僅於「鞫」義界定，但與鞫獄

有關的其他層面，如簡牘「鞫之」意義為何？「讀鞫」是用於什麼場合？審訊人

員、覆訊制度又為何？「鞫獄不直」又在什麼動機或因素下而造成的犯罪情事？其

次，秦漢時代如何對「鞫獄不直」進行防制及補救，防制成效又為何？再者，兩漢

時期，特殊層級犯罪之鞫獄程序要如何進行，諸如此類課題容有爭議，或為學者探

討較少的部分，本文擬從這些層面來進行探究。 

                                                 

1 班固撰，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以下簡稱《漢書》），卷

76，〈趙尹韓張兩王傳〉，頁 4964。 
2 沈家本撰，鄧經元、駢宇騫點校，《歷代刑法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373。 
3 陳曉楓，〈兩漢「鞫獄」正釋〉，收入楊一凡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乙編第 2 卷（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417。 
4 胡仁智，《兩漢郡縣官吏司法權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頁 134-135；閆曉君，《秦

漢法律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頁 77-92、292-310；張建國，《帝制時代的中國法

（壹）》（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漢簡《奏讞書》和秦漢刑事訴訟程序初探〉，頁 294-

314；李均明，《簡牘法制論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簡牘所反映的漢代訴

訟關係〉，頁 63-70；高恒，《秦漢簡牘中法制文書輯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頁 456；程政舉，《漢代訴訟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頁 218-220；池

田雄一編，《奏書──中國古代の裁判記錄》（東京：刀水書房，2002），頁 9；籾山明著，李

力譯，《中國古代訴訟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47-109；陶安，〈試探

「斷獄」、「聽訟」與「訴訟」之別──以漢代文書資料為中心〉，收入張中秋編，《中國法律

形象的一面──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頁 215-232；陶

安，〈張家山漢簡《奏讞書》吏議札記〉，收入王沛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 2 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 8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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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鞫之」及「讀鞫」 

「」（鞫字初文）字最早可見甲骨，其字作「 」（《甲骨文合集》

806），與「 」（執，《甲骨文合集》185）相近，差別在於「執」的字形呈現

出將人之手銬住之形，但「」字除了銬住人的手外，其頸部亦遭繫綁。趙平安認

為此字從「人」（有時寫作「丮」），從「 」（梏），後來才又加上「言」部。5 

其上部之「 」形，囚犯的頭是整個套進去，因此整個字正像一人頸部施枷，手上

有拲這樣一個表意字。6「鞫」原本表達出一人遭到拘繫之形，引申出有窮困之

意。7 加上「言」字，可引申為對著拘繫之人進行訊問，秦漢法律文獻的「鞫」就

有這樣的用法。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簡 6：「敢告某縣主：男子某有鞫」、「封

有鞫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整理小組注：「審訊問罪」。8 至於何以不用執

訊，而用鞫訊？「執訊」，顏師古注：「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9 執是將一人

之手銬住，因此執訊指將犯人雙手綑綁來訊問（圖一）。但「鞫訊」除了綑綁雙手

外，被告頸部還加上刑具，《漢書．司馬遷傳》：「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

木。」顏師古注：「三木，在頸及手足。」《後漢書．黨錮列傳》記載范滂遭訊問

時，「三木囊頭，暴於階下」，李賢注：「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

也。」10 加上三木刑具問訊，此即「鞫訊」（圖二）。其次，「執訊」的對象主

要是敵方（或外夷），「鞫訊」的對象則以本國人為主，因此，為了避免造成混

淆，當然不適宜用「執訊」。 

秦漢時代法律流程中，「鞫」往往處於「訊」或「詰」之後，那麼鞫不能單純

作「拘執訊問」意。究竟在司法程序中，「鞫」所代表的意義為何？今先探究簡牘

「鞫之」意，再來探究「讀鞫」的用法。 

 

                                                 

5 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釋「」及相關諸

字〉，頁 120。 
6 張新俊，〈據新出楚簡談談甲骨卜辭中的「梏」、「圉」等字〉，收入羅運環主編，《楚簡楚文

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頁 501-510。 
7 鄭《箋》：「鞫，窮也。」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

1993），卷 18 之 2，〈大雅．雲漢〉，頁 662。 
8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 148釋文。 
9 班固，《漢書》，卷 55，〈衛青霍去病傳〉，頁 3985。 
10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 67，〈黨錮列傳〉，頁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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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執圖 

 

圖二：鞫圖
11

 

 

(一)簡牘「鞫之」問題探析 

《史記．酷吏列傳》記載張湯劾鼠時，分別有「訊鞫論報」等程序。「鞫」是

位處「訊」和「論」之間，今以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一來看這些程序的實際

意義（採寬式釋文）： 

十一年八月甲申朔己丑，夷道、丞嘉敢讞之。六月戊子發弩九詣男子

毋憂告，為都尉屯，已受致書，行未到，去亡。毋憂曰：蠻夷大男子，

歲出五十六錢以當徭賦，不當為屯，尉窯遣毋憂為屯，行未到，去亡。

它如九。窯曰：南郡尉發屯有令，蠻夷律不曰勿令為屯，即遣之，不知

亡故，它如毋憂。詰毋憂：律：蠻夷男子歲出賨錢，以當徭賦，非曰勿

令為屯也。及雖不當為屯，窯已遣，毋憂即屯卒，已去亡，何解？毋憂

曰：有君長，歲出賨錢，以當徭賦，即復也，存吏，毋解。問，如辭。

鞫之：毋憂蠻夷大男子，歲出賨錢，以當徭賦，窯遣為屯，去亡，得，

皆審。疑毋憂罪，它縣論，敢讞之，謁報。署獄史曹發。吏當：毋憂當

腰斬，或曰不當論。廷報：當腰斬。12 

                                                 

11 圖一、二皆出於雲南省博物館編，《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1959），頁 105。 
12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3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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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例為漢高祖十一年 (196 BC) 的文件。毋憂之所以被認為有罪，關鍵在於

毋憂誤解法條，姑且不論此案合理與否，從此案中，可看出「訊鞫論報」四項內容

如表一。 

表一：訊鞫論報內容 

訊 詰無憂：……無解。問，如辭。 

鞫 鞫之：……皆審。 

論 史當：無憂當腰斬，或曰不當論。 

報 廷報：當腰斬。 

 

關於「鞫」的程序，以往就有不同的注解，如淳曰：「鞠者以其辭決罪也。」13 

又曰：「以囚辭決獄事為鞠，謂疑獄也。」李奇曰：「鞠，窮也，獄事窮竟也。」14 

顏師古：「鞫，窮也，謂窮覈之也。」15 張晏曰：「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

也。」16 對照表一，「鞫」相當於「鞫之……皆審」這一程序。籾山明認為：

「最後以『鞫之』開始的一節，最終確定罪狀」。17
 閆曉君認為：「鞫即審訊結

束後制作的『鞫辭』」。18
 張建國言： 

至於「讀鞫」大概是指在「鞫」的事實部分的文字整理歸納完畢後，向

被告宣讀，被告對宣讀的事實沒有異議，然後才寫上「審」表示鞫的結

束。19 

筆者認為閆曉君之說是合理的。鞫辭基本上是不包括判決內容，僅對犯人罪狀

作確認而已，故調查完畢後一般會寫上「審」，表示完成鞫辭，茲舉張家山漢簡

《奏讞書》案例三及案例十七比較說明於表二。 

                                                 

13 班固，《漢書》，卷 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頁 797。在兩漢書中，往往將「鞫」字寫成

「鞠」，本文於行文時一律使用「鞫」字，引文則依原文用字。 
14 同前引，卷 23，〈刑法志〉，頁 1547。 
15 同前引，卷 59，〈張湯傳〉，頁 4239。 
16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 122，

〈酷吏列傳〉，頁 3784《集解》引。 
17 籾山明，《中國古代訴訟制度研究》，頁 63。 
18 閆曉君，《秦漢法律研究》，頁 86。 
19 張建國，《帝制時代的中國法（壹）》，〈漢簡《奏讞書》和秦漢刑事訴訟程序初探〉，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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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案例處置比較 

案例 犯案人身分 犯案事由 審訊單位 結果 備註 

三 臨淄獄史闌 

娶諸侯國女子為

妻，且與之同歸

臨淄 

胡縣 完成鞫辭後上讞 
先由廷尉屬吏議論，

後再由太僕審定 

十七 樂人講 與毛謀盜牛 雍縣 

二月癸亥，丞昭、

史敢、銚、賜論，

黥講為城旦 

縣內自行裁決 

 

胡縣和雍縣皆屬內史地區，司法權歸廷尉管轄。案例三中，胡縣對臨淄獄史闌

所犯的罪因無法裁決而上讞，胡縣作出的鞫辭為：「闌送南，娶以為妻，與偕歸臨

淄，未出關，得，審。」後續的法律動作即上讞至廷尉府請求裁決。案例十七樂人

講被懷疑與毛共謀盜牛，當時雍縣直接判罪，其所作的鞫辭為：「講與毛謀盜牛，

審。」後續的法律動作是二月癸亥時，縣丞昭、史敢、銚、賜論「黥講為城旦」。

值得注意的是雍縣所作的鞫辭中並不包括判決結果，一直到二月癸亥判決結果才下

來。因此「鞫之」可解為「審訊這件事的結果」，換言之，即「司法審判官吏對案

件事實的最終認定部分」。20  張建國認為簡文的「鞫之」等同於文獻的「讀

鞫」，此說並不精確。當司法官對被告的口供及訊問狀作最後確定之前，要先讀款

狀，21 讓被告伏款，此過程可稱「讀鞫」。另外罪犯在行刑前，司法人員對被告

宣讀罪狀及適用法條，亦可稱「讀鞫」。 

出土秦漢簡牘中，「鞫之」格式依內容可分為三種。 

1. 格式作「鞫之……審。疑『某某』罪……，敢讞之。」 

案例有嶽麓秦簡（參）案例二、五、六、七及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一、

二、三、四、五。此部分由縣廷作出調查，並寫定鞫辭後上讞至郡府或廷尉府。鞫

辭中都不包括罪犯適用之法條，而是由郡府或廷尉府來論罪。 

                                                 

20 程政舉，《漢代訴訟制度研究》，頁 220。 
21 「款」並非一種文書形式，而是一種專指犯人或當事人以及保人證人等供述、陳述內容的特稱，

見黃正建，〈唐代法律用語中的「款」和「辯」──以《天聖令》與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

《文史》，1（北京：2013），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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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格式作「鞫之……審。當（論）：『某』罪。」 

案例有嶽麓秦簡（參）案例八及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十四、十五、十

六、十七、十八。此部分由縣廷或郡府調查完後自行判決。審訊單位除了作出鞫辭

外，並對案件作出判決後上報。通常完成鞫辭當下不會遽下裁決，至少需要一段時

間審議，22 像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十七是在二月癸亥，判決結果才下來。 

3. 格式作「鞫之……某當……罪。審」 

嶽麓秦簡《奏讞書》案例一〈癸、瑣相移謀購案〉、案例三〈猩、敞知盜分贓

案〉及案例四〈芮盜賣公列地案〉中，「鞫之」內容皆出現判決文字： 

（案例一） 

鞫之：癸、行、柳、轎、沃，群盜治等盜殺人，癸等追，瑣、渠、樂、

得、潘、沛已共捕。沛等令瑣等詣，約分購，未詣。癸等知治等群盜盜

殺人，利得其購，紿瑣等約死罪購。瑣等弗能告，利得死罪購，聽請相

移，紿券付死罪購。先受私錢二千以為購，得公購備。行弗詣告，約分

購。沛等弗詣，約分購，不知弗詣、相移受錢。獄未斷，未致購，得。

死罪購四萬三百二十；群盜盜殺人購八萬六百四十錢。綰等以盜未有取

吏貲法戍律令論癸、瑣等；不論【沛等……。審。】 

（案例三） 

鞫之：達等埱冢，不與猩、敞謀，【得】衣器告；猩、敞受分，贓過六

百六十錢。得。猩當黥城旦，敞耐鬼薪。遝戊午赦。審。 

（案例四） 

鞫之：芮不得受列，擅蓋治公地，費六百九錢，□……地積（？）四百

卅（三十）五  尺，……千四百，已受千錢，盡用。後還二百。地贓值千

錢。得。獄已斷，令黥芮為城旦，未□□□□□。敢（讞）之。23 

                                                 

22 《周禮．秋官．小司寇》：「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鄭玄注，賈公彥疏，

《周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以下簡稱《周禮》），卷 35，頁 523。孫詒讓：「是

先聽之謂之訊，後斷之謂之弊，其間相距旬日，欲其參酌詳議，以求至當也。」孫詒讓撰，王文

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2766。僅有少數情況是審訊和議

罪在同一天，像義縱可以在捕鞫的同一天「報殺四百餘人」，因此其治理方式被視為「鷹擊毛

摯」，但此情況屬少數。 
23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頁 100-

102、124、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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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中，本來州陵守綰已對此案作出判決，24 但監御史康對此案劾以不當，因

此州陵守又對案件詳加陳述後上讞，故鞫辭中附加先前對癸、瑣的判決，但最終對

案件判決仍有疑問，故向南郡上讞。案例三是先由南郡查到不法情事，並交付江陵

縣作詳細調查，鄔勖稱為「奉命審查案卷上讞」。25 根據宋杰的研究，漢代郡府

不單獨置獄，「郡獄應該是附於郡治所在之縣的監獄」，26 漢承秦制，27 秦代的

南郡府情況應該亦如此。南郡的縣治在江陵，28 故南郡發現此案涉及違法，就要

求江陵縣詳加調查事件經過之來龍去脈後上讞。但一開始南郡即下了初步法律指

導：「上造敞、士伍猩知人盜埱冢，分贓。得。敞當耐鬼薪，猩黥城旦。遝戊午

赦，為庶人。鞫審，讞。」29 故江陵縣最後僅將南郡的法律意見附上而已。案例

四中，江陵縣對一件盜賣公列地已作出裁決並上報至南郡府，但南郡府提出疑問：

「芮賣，與朵別價地，且吏自別直？別直以論狀何如？」要求江陵縣對案情的來龍

去脈再查明清楚後上讞，鄔勖稱為「奉命重新調查上讞」，30 至於判決結果則不

必上報，因此「鞫之」內容出現「獄已斷，令黥芮為城旦」，乃附加說明縣廷對此

案的處理結果。 

(二)論「讀鞫」用法 

前文談到，讀鞫可在兩種場合使用，現在就針對《後漢書．袁張韓周列傳》之

張俊案來說明。張俊因涉及透過私書與張敞之子交通，洩漏省中語，遂下雒陽詔

獄，並判處死刑，同時廷尉將死刑奏報朝廷（當時鄧太后臨朝）。正當要出穀門行

刑前，鄧太后詔馳騎以減其死論，張俊乃用假名上書謝曰： 

                                                 

24 州陵縣屬南郡，其縣亦置守，見陳偉，〈「江胡」與「州陵」──岳麓書院藏秦簡中的兩個地名

初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5.1（西安：2010），頁 117-119。 
25 鄔勖，〈《奏讞書》篇題再議──以文書類型和案件性質的考察為視角〉(http://www.bsm.org. 

cn/show_ article.php?id=1962)，2013 年 12 月 10 日下載。 
26 宋杰，《漢代監獄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183-184。 
27 高敏，《秦漢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漢初法律系全部繼

承秦律說──讀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札記〉，頁 76-84。 
28 后曉榮，《秦代政區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396。 
29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參）》，頁 119。 
30 鄔勖，〈《奏讞書》篇題再議──以文書類型和案件性質的考察為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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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刀在前。31 

此段劉昭注《後漢書．律曆志》時作： 

臣初決罪雒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

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鞠，詔書馳救，【減罪】一等，輸作左

校。32 

此處「讀鞫」的程序是出現在行刑前，因此徐世虹認為「讀鞫」即宣讀判決書。33 

宮宅潔認為「讀鞫」是「判決前實行，還是在行刑前實行，尚有不明之處。」34 

關於此段史料，宋杰言： 

第一次是在廷尉府的宣讀鞫文，罪犯從牢房提出到堂前，法官念完判決

書後即將其押赴刑場，這一程序稱做「鞠遣」。……第二次則是在他到

了刑場即將處決之前，「已出穀門，復聽讀鞠，詔書馳救，【減罪】一

等，輸作左校」。這兩次讀鞫雖然文字內容相同，但是作用和影響卻有

所區別，前者是在廷尉府對犯人宣布判決結果，後者是在刑場向圍觀的

公眾布告其罪狀。35  

第一次的鞫遣，完整講指廷尉屬吏調查、審訊後作成鞫辭，並交付廷尉作最後裁

決，而廷尉作出了死刑的判決後，上報至皇帝處。接著廷尉向張敞宣讀鞫辭後並告

知判決結果，隨即押赴刑場。第二次的「讀鞫」（即引文中的「復聽讀鞠」），透

過宣讀囚犯之罪狀給圍觀的群眾知曉，同時也藉此告誡世人。綜上所論，古代「讀

鞫」可以在幾個階段中實施。 

一為獄吏訊問案件後，負責審訊的單位根據訊問作出鞫辭，之後讀款狀讓被告

                                                 

31 范曄，《後漢書》，卷 45，〈袁張韓周列傳〉，頁 1524。 
32 同前引，志 3，〈律曆下〉，頁 3083。 
33 徐世虹主編，《戰國秦漢》，收入張晉藩總主編，《中國法制通史》第 2 卷（北京：法律出版

社，1999），頁 181。 
34 宮宅潔，〈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收入楊一凡主編，《中國法

制史考證》丙編第 1 卷，頁 311。 
35 宋杰，〈漢代死刑中的「顯戮」〉，《史學月刊》，2（開封：2012），頁 36，後收入宋杰，《漢

代死刑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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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罪行，此可稱讀鞫。 

其次，當量刑結果議下後，連同被告之罪行及適用法條宣讀給犯人知曉，宣讀

被告的罪行亦是讀鞫。賈公彥：「漢時『讀鞫已乃論之』者，鞫，謂劾囚之要辭，

行刑之時，讀已，乃論其罪也。」36 所指即此階段。 

再者，若是公開處決的場合，亦得讀鞫，其目的是要宣讀罪狀給在場的群眾知

曉，以達警世的作用。 

三、鞫訊程序考論──鞫訊官吏、覆訊制、驗治手段 

一般犯罪情事，由民眾告發，或由官僚體系自行舉劾，37 晉代《囚律》稱這

一部分為「告劾」。至於罪犯（或嫌疑犯）之處理，先由縣道發出「繫牒」或「逮

書」，38 並由基層的亭長或求盜針對相關人犯進行逮捕，39 文獻上稱前往逮捕嫌

犯的程序為「往執」，40 逮捕後直接下獄為「繫獄」。但有些詔獄性質，涉案者

位處京畿之外，此時得派人將之「反接」，以檻車押送到就近或長安、洛陽的牢

獄。41 另外又有一種屬犯人「自告」的情況，如衡山王劉賜之子劉孝因參與衡山

王謀反及與王御者姦，為了求免罪遂自告。42 整個鞫獄程序如圖三： 

（獄吏）聽其言而書之→（獄吏）詰問／囚犯答→無它解→診問→完成鞫辭 

                     →不服→笞掠→無解辭→診問→完成鞫辭 

圖三：秦漢鞫獄程序圖 

                                                 

36 賈公彥疏，《周禮》，卷 35，〈秋官．司寇〉，頁 523。 
37 徐世虹認為「告行為的發生者往往是民，而劾行為的發生者往往是官」。徐世虹，〈漢劾制管

窺〉，收入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第 2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頁 312-323。 
38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簡 76。池田雄一認為「繫牒」是「為了拘束的文件」。池田雄一編，《奏

書──中國古代の裁判記錄》，頁 144。 
39 黎明釗認為「亭長」即漢簡中的「校長」，見黎明釗，《輻輳與秩序──漢帝國地方社會研究》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頁 385；廖伯源亦同此說，見廖伯源，〈漢初縣吏之秩階

及其任命〉，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20-34。 
40 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簡 16。 
41 關於漢代押解制度，見宋杰，《漢代監獄制度研究》，頁 359-402。 
42 班固，《漢書》，卷 44，〈淮南衡山濟北王傳〉，頁 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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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鞫訊官吏 

司馬遷〈報任安書〉：「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43 從中可見

兩漢時期獄吏的慘酷。至於鞫訊時究竟由哪些獄吏來執行？「訊」的主體往往是一

般的獄吏，「鞫」的主體應為行政首長，但若考訊的情況，有時用刑者或為獄卒，

但訊問者未必是獄卒。44 文獻上，一般並不會特別去記載訊、鞫人員分別為何，

因此本小節在論述時訊、鞫一起談。 

1. 一般縣內案件──審訊者往往是位階不高的小吏 

西漢的行政體系基本上分為三大體系：中都官、三輔（漢初為內史）和郡國，45 

東漢則為郡國和中都官，它們各有自己的司法機構，分別管轄所屬之監獄和囚犯。

究竟這些體系下的囚犯，分別由哪些獄吏進行鞫訊？在漢代，訊問者和判決者未必

是同一人，陳曉楓認為：「獄吏不參與擬定判決意見各代皆然的話，那麼主審官不

過問案情查證核實的過程，則是兩漢特色。」46 宮宅潔認為秦漢時代的審訊者常

為史或掾，為承擔各官府事務之小吏，47 其位階並不高，48 以漢初的史料來看，

這些說法基本上是合理的。但若是詔獄性質的案件，會因犯人的身分，或案件屬

性、所屬區域之不同，訊問人員就不僅只有這些小吏，甚至連廷尉亦親自審訊。 

(1) 庶獄──郡縣、三輔地區之犯罪鞫訊 

「庶獄」相對於詔獄而言為一般性質的案件。49 據高恒研究，通常縣內案件

的審訊者，可以分為兩種：其一，是案件交由被告人現居住的鄉，由鄉嗇夫負責審

問，而交由縣廷作出判決。其二，即由縣廷直接審問。50 張家山漢簡《奏讞書》

案例十七之乞鞫案（秦王政元年 (246 BC)），當時實施考訊為雍縣令史銚。令史

是縣屬吏，為百石以下斗食佐史之秩。51 案例二十二（秦王政六年），當時咸陽

                                                 

43 同前引，卷 62，〈司馬遷傳〉，頁 4363。 
44 范曄，《後漢書》，卷 81，〈獨行列傳〉，頁 2691。 
45 宋杰，《漢代監獄制度研究》，頁 101。 
46 陳曉楓，〈兩漢「鞫獄」正釋〉，頁 413。 
47 宮宅潔，〈秦漢時代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頁 317。 
48 漢代縣屬下之獄掾史，一般秩祿尚不及百石，見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

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233。 
49 范曄，《後漢書》，卷 6，〈孝順孝沖孝質帝紀〉，頁 255。 
50 高恒，《秦漢簡牘中法制文書輯考》，頁 444。 
51 劉向明，〈從出土秦律看縣「令史」一職〉，《齊魯學刊》，3（曲阜：2004），頁 51；劉向明，

〈從睡虎地秦簡看縣令史與文書檔案管理〉，《中國歷史文物》，3（北京：2009），頁 73；廖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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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史舉 除了追捕盜賊外，亦承擔訊問公士孔的任務。至於在漢初各王國中，負責

審訊的也是這一類的獄史，如景帝時，梁國中大夫韓安國因觸犯法規而下蒙地監

獄，在獄中亦受獄吏田甲之審訊，52 田甲即蒙地獄史。53 在邊塞地區，訊問者則

為「候史」（肩水金關簡 73EJT9：96A）。其他像待事掾、54 右尉、捕賊掾等，55 

皆可執行縣廷中的訊問事務。令史或獄史雖其地位低下，但在古代卻被視為「百姓

之所縣命」，56 宮宅潔認為這些承擔聽取供述與詰問的小吏，「他們製成的供述記

錄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量刑，可以說在它完成之際，已經在事實上決定了刑罰。」57 

至於郡府屬吏違法，應由郡府來主持鞫訊。58 如張敞為京兆尹，當時卒捕掾

絮舜不肯為敞做事，甚至私歸其家，因此張敞命案事吏晝夜驗治舜，後竟將絮舜棄

市。59 尹灣漢簡《東海郡屬吏設置簿》記載當時郡屬吏的設置情況，其中設有

「案事史十一人，請治所」（YM6D5 反.2）。60 案事史就是案事吏，因此訊問絮

舜的當即此案事史。宣帝時嚴延年擔任涿郡太守，命其屬官趙繡去查辦豪族大家高

氏之罪，趙繡擬了兩份劾罪書，開始時僅拿出較輕的一份，遂被延年收送獄，「夜

入，晨將至市論殺之」，61 訊問人員未必是嚴延年，但最後主持「鞫之」應即嚴

延年，以上兩個案件都是攸關郡府屬吏的案件，故鞫訊的程序應由郡府自己主持。

又如郡內屬縣之令長犯罪，一般而言，也應由郡府來審訊、案驗。成帝時，薛宣為

左馮翊，其屬縣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因此就遭到薛宣的調查。62 

郡府雖有直接逮捕、審判犯人的職權，然而郡府並不單獨設置監獄。換言之，若是

                                                 

源，《簡牘與制度──尹灣漢墓簡牘官文書考證》（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55。 
52 班固，《漢書》，卷 52，〈竇田灌韓傳〉，頁 3878。 
53 沈家本考證諸侯王國刑官主要為內史及獄史，那麼田甲的身分當為獄史，見沈家本，《歷代刑法

考》，頁 1975。 
54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 J1③：129B，釋文見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

牘發掘簡報〉，《文物》，6（北京：2013），頁 24。 
55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 J1③：285，釋文見同前引，頁 22。關於此篇簡牘之釋讀，見趙平安、羅

小華，〈長沙五一廣場 J1③：285號木牘解讀〉，《齊魯學刊》，4（曲阜：2013），頁 38-40。 
56 陳壽撰，裴松之注，盧弼集解，錢劍夫整理，《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以下簡稱《三國志》），卷 21，〈王衛二劉傅傳〉，頁 1698-1699。 
57 宮宅潔，〈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頁 319。 
58 胡仁智，《兩漢郡縣官吏司法權研究》，頁 90。 
59 班固，《漢書》，卷 76，〈趙尹韓張兩王傳〉，頁 4963。 
60 張顯成、周群麗編，《尹灣漢墓簡牘校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頁 40。 
61 班固，《漢書》，卷 90，〈酷吏傳〉，頁 5515。 
62 同前引，卷 83，〈薛宣朱博傳〉，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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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府直接處理的案件，往往亦置於郡治所在之縣監獄中。但問題來了，這些押在郡

治所在縣監獄人犯是由何人來主持鞫訊，是郡府，還是縣廷？宋杰言：「郡府與縣

廷收捕的罪犯皆由郡治所在縣屬監獄的獄吏、獄卒管轄；郡國守相和縣道令長各在

自己的管轄範圍內立案拘捕罪犯，分別進行審訊和處置。」63 這裡茲以《漢書．

酷吏傳》記載定襄太守義縱奏殺四百餘人案來說明。義縱將定襄獄中重罪者二百餘

人，及其賓客昆弟私入監獄探望者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最後定他們「為死

罪解脫」的罪名，當天就奏報殺了四百餘人。64 從這件案例中可以看出：（一）

定襄郡治所在為成樂縣，65 而此案義縱卻在定襄獄中進行，這也間接反映漢代的

郡應沒有獨立監獄，否則義縱不必遠離郡治而前往定襄縣。（二）定襄獄中原本的

重罪犯二百餘人，這些人的詰問、鞫訊程序，大都是由定襄縣廷來處理，至於後來

的賓客昆弟二百餘人，因為是義縱親自處理，故理應由定襄郡府來主持，孟康曰：

「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66 最後義縱奏報殺了四百餘人。 

(2) 監察體系官吏的審訊 

有時或出於政治考量，審訊者或具有監察性質的官吏。靈帝時「政化衰缺，四

方兵寇」，67 當時賈琮任交阯刺史，即去訊問當地反叛的屯兵，68 其目的或出於

安撫叛軍，避免動亂擴大。東漢桓帝時，司隸校尉李膺因野王縣令（屬河內郡）張

朔貪殘無道，李膺乃率吏捉張朔，並交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訊問者或

為洛陽獄之獄吏，但最後定鞫辭及判刑當由李膺主持，不過此舉有違一般的司法程

序，故桓帝才責問：「不先請便加誅辟」。69  

2. 詔獄──審訊人員不固定，需視皇帝命令或罪犯安置之監獄而定 

由皇帝親自下詔辦理的獄案稱為詔獄。70 詔獄基本上以涉及政治案件居多。

涉案人及相關親屬證人，得送到特殊的法庭接受審理。71 法律用詞或為「謁者召

                                                 

63 宋杰，《漢代監獄制度研究》，頁 184。 
64 班固，《漢書》，卷 90，〈酷吏傳〉，頁 5497。 
65 譚其驤主編，《漢書地理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頁 391引王先謙說。 
66 班固，《漢書》，卷 90，〈酷吏傳〉，頁 5497引孟康說。 
67 范曄，《後漢書》，卷 75，〈劉焉袁術呂布列傳〉，頁 2431。 
68 同前引，卷 31，〈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頁 1111-1112。 
69 同前引，卷 67，〈黨錮列傳〉，頁 2194。 
70 詔獄性質，見宋杰，《漢代監獄制度研究》，頁 2-3；孫家洲主編，《秦漢法律文化研究》（北

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 50。 
71 宋杰，《漢代監獄制度研究》，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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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廷尉」、「逮詣廷尉詔獄」，72 這些詔獄案件，參與審訊者需視皇帝命令而

定。這種因詔獄而派遣的使者，身分上也不固定。漢武帝以後，大量擴建監獄，受

審者除了得視身分外，甚至受審者所安置的監獄，審訊者也會有所差異。一般而

言，執行詔獄審訊的官吏在層級上比一般的縣屬獄吏還要高，今舉例說明如下。 

(1) 廷尉獄 

安置於廷尉獄的官吏，一般是由廷尉及其屬吏來主持鞫訊，如文帝時，長安縣

人犯蹕，文帝直接交付廷尉審理。從當時審訊紀錄來看，訊問者或即廷尉張釋之。73 

有些情節重大者，其審訊的官吏亦由廷尉直接承擔，如周亞夫第二次移送廷尉獄，

即由廷尉親自責問。74 

(2) 洛陽獄 

洛陽獄在東漢時，既為縣級監獄，亦屬中央詔獄，故其收審的犯人，上至貴戚

高官，下至販夫走卒。75 既然其本身具有縣獄和詔獄性質，那麼關押在內的囚

犯，究竟是誰審訊？那還得視其案件屬性而定。靈帝時，陽球擔任司隸校尉，痛恨

當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因此他奏請收捕王甫等人下洛

陽獄，並親自考訊王甫等人，最後甚至將之考竟於獄中。76 此案因已上奏才實施

逮捕，故其案件可以「詔獄」性質看待。其次，洛陽獄亦屬司隸校尉管轄，77 故

本案件若把它當成一般案件也未嘗不可，此案件的審訊者為司隸校尉陽球。 

(3) 中都官詔獄──以都船獄、黃門北寺獄為例 

中都官詔獄是分設在朝廷列卿屬下的各座官署監獄，嫌犯及人證傳抵後囚禁於

署內的監獄中。78 至於中都官詔獄之審訊情況，據宋杰研究，可分為三種情況：

一為使者治獄，大都由皇帝指派使者來審理或雜治；二為部門行政官員治獄；三為

監獄主官治獄。79 茲舉都船獄、黃門北寺獄為例說明。 

都船詔獄設於執金吾屬官都船署中。哀帝時，廷尉收捕丞相王嘉後，即縛嘉載

至都船詔獄。當時在獄中對王嘉訊問的是都船獄所屬獄史，80 但整個案件的主審

                                                 

72 班固，《漢書》，卷 78，〈蕭望之傳〉，頁 5037；卷 4，〈文帝紀〉，頁 177。 
73 司馬遷，《史記》，卷 102，〈張釋之馮唐列傳〉，頁 3315。 
74 同前引，卷 57，〈絳侯周勃世家〉，頁 2510。 
75 宋杰，《漢代監獄制度研究》，頁 113-147。 
76 范曄，《後漢書》，卷 77，〈酷吏列傳〉，頁 2499-2500。 
77 宋杰，《漢代監獄制度研究》，頁 120-122。 
78 同前引，頁 69。 
79 同前引，頁 69-71。 
80 班固，《漢書》，卷 86，〈何武王嘉師丹傳〉，頁 5293。又薛宣少時曾為都船獄史（官本作

「吏」），同前引，卷 83，〈薛宣朱博傳〉，頁 5149。王嘉應受到像這一類的獄吏訊問。 



秦漢時代的鞫獄措施及其相關問題探究 

 
253

是由「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為皇帝所派來的使者。 

《後漢書．章帝八王傳》：「北寺，獄名，屬黃門署。」81 署內的員吏及牢

監、獄卒皆由閹人來擔任，甚至由皇帝派到黃門北寺獄審理案件的使者亦為宦官。82 

桓帝時，白馬令李雲因直諫而下獄，屬詔獄性質，故不送管轄白馬令的東郡府處

置，而是下黃門北寺獄，當時負責此案的是中常侍管霸和御史、廷尉，但審訊者應

為管霸，故管霸向桓帝奏言：「李雲野澤愚儒……出於狂戇，不足加罪。」83 最

顯著即東漢末年的黨錮事件，范滂繫黃門北寺獄時，初由北寺獄獄吏考掠，而後由

桓帝派使者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84 

(二)秦漢覆訊制及實施情況 

秦漢時代是否有覆訊制？秦二世時，李斯先由趙高審訊，趙高用榜掠的手段使

李斯自誣服。當時應有覆訊制，趙高本身是「通於獄法」之人，85 他也了解這一

套制度，因此才派其客詐偽御史、謁者、侍中覆訊李斯，仍用榜掠的手段恐嚇李

斯，後來即便二世派人驗問李斯，李斯「終不敢更言，辭服」。86 從這案例來

看，秦代的覆訊制有三個特徵：（一）覆訊程序是初審程序的一部分；（二）覆訊

程序不屬於對已生效案件進行再次審理的覆審程序；（三）初訊人和覆訊人是不同

的。87
 覆訊應是在定罪前實施，若定罪後再要求覆訊，那法律程序稱為乞鞫，即

重審。漢承秦制，是否亦有類似的措施？考察兩漢史料，覆訊並非一項固定制度，

僅在特殊的情況下，如諸侯王謀反，或是重大案件時才有此措施，今舉例如下。 

高祖八年 (199 BC)，貫高下長安獄被榜笞數千後，終不復言，但因為獄吏沒

有得出供辭，加上廷尉將獄中情事上報高祖，故高祖再派中大夫泄公持節「私問」

之，最後才確認趙王實不知狀。88 此案乃因高祖對貫高的景仰而採取之特殊措

施，加上私問並非正式的審訊程序，但仍可視漢初覆訊制的一種。 

景帝後元年 (143 BC) 處理周亞夫獄案，一開始交付一般的獄吏處理，但因為

                                                 

81 范曄，《後漢書》，卷 55，〈章帝八王傳〉，頁 1798。 
82 宋杰，《漢代監獄制度研究》，頁 162。 
83 范曄，《後漢書》，卷 57，〈杜欒劉李劉謝列傳〉，頁 1852。 
84 同前引，卷 67，〈黨錮列傳〉，頁 2205。 
85 司馬遷，《史記》，卷 88，〈蒙恬列傳〉，頁 3096。 
86 同前引，卷 87，〈李斯列傳〉，頁 3090-3091。關於李斯獄案之討論，見籾山明，《中國古代訴

訟制度研究》，頁 28-46。 
87 程政舉，《漢代訴訟制度研究》，頁 109。 
88 司馬遷，《史記》，卷 89，〈張耳陳餘列傳〉，頁 3117。 



清  華  學  報 

 
254

景帝認為獄吏不足任用，89 故再將周亞夫召詣廷尉，此亦景帝對周亞夫案的特別

處置。 

漢成帝時，梁王劉立被劾「對外家怨望，有惡言」，因此天子派有司案驗，但

沒有發現惡言事，卻發現淫亂事，90 不過「王辭又不服」，太中大夫谷永向皇帝

上疏認為「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因此建議另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

問」，91 亦屬特殊情況下的覆訊。 

明帝時，隴西太守鄧融因贓罪被徵詣廷尉，但「前後考驗，歷歲不服」，於是

明帝令三府遣精能掾屬前往彈劾，當時西曹掾盛吉即前往問訊，最後鄧融因被盛吉

感動遂「移辭首服」。92 

靈帝時，勃海王劉悝遭尚書令廉忠誣奏大逆不道，當時靈帝先詔冀州刺史「收

悝考實」，之後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等人前往勃海「迫責悝」。就第二次

的責問，法律層面雖屬覆訊，但實即大鴻臚等人僅是奉靈帝命令前往責問劉悝的反

狀，甚至可以說靈帝派大鴻臚前往督促冀州刺史的案驗，這些人不僅奉命行事，加

上心證已成，也不會因此推翻原先的告劾，93 故終迫劉悝自殺。94 

綜上所論，劉姓諸侯王涉及謀反或不道等案件時，基於親親及謹慎處理原則，

很多情況不會僅訊問一次就直接下詔處分，會再派出中央級官員進行覆訊，以案驗

實情。但非劉姓諸侯王皆享有這樣的司法待遇，如明帝時代的楚王劉英案，根據史

料的記載，大概也僅案驗一次。95 楚王英案，學者研究實屬政治因素，96 既然是

政治因素，那麼承辦獄事的官吏當然是奉旨深文周納，即使獲知許多人是無辜的，

但「無敢啎陛下」的情況下，97 也不敢說出實情。其次，此案既是政治因素，明

                                                 

89 同前引，卷 57，〈絳侯周勃世家〉，頁 2511《集解》引姚察說。 
90 「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班固，《漢書》，卷 47，〈文三王傳〉，頁 3628。王念

孫解釋此句為：「言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言耳。若淫亂之事，問所不及，何故猝自發舒

也。」王念孫撰，《讀書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753。 
91 班固，《漢書》，卷 47，〈文三王傳〉，頁 3628。 
92 李昉等奉勅撰，《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卷 643，頁 3011 引《會稽典

錄》。 
93 在漢代諸侯王中，因朝廷考實而推翻原先告劾之例，見安帝元初三年 (116)，彭城靖王劉恭的「誣

奏」案，最後朝廷不但沒有將劉恭治罪，反而誣告者國相趙牧因而下獄。范曄，《後漢書》，卷

50，〈孝明八王列傳〉，頁 1671。 
94 同前引，卷 55，〈章帝八王傳〉，頁 1798。 
95 同前引，卷 42，〈光武十王列傳〉，頁 1429。 
96 廖伯源，〈楚王英案考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 5（香港：1996），頁 55-80。 

97 范曄，《後漢書》，卷 41，〈第五鍾離宋寒列傳〉，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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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即使再派第二批人馬覆訊，鞫訊人員也不敢呈報實情，只怕反而落得「阿附反

虜，法與同罪」，98 即便有覆訊，其結果亦可想而知。 

最後本節來談「案驗」的問題。程政舉認為文獻中的「案驗」是兩種程序的組

合，即查證屬實之意。「驗」是覆訊程序的另一表述。99 不過筆者對此說並不贊

同。《唐律疏議．統攝案驗為監臨》：「案驗，謂諸司判官判斷其事者是也。」又

云：「若省、臺、寺、監及諸衛等，各於臨統本司之內，名挂本司者，並為『監

臨』。若是來參事者，是為『案驗』。」100 換言之，若前往別屬處置公事，即可

稱案驗。《後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

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案。」李賢注：「舉其罪案驗之。」101 案驗僅去查證

鄧融是否涉及贓罪而已，且有時第一次案驗未必直接訊問本人，《後漢書．獨行列

傳》記載楊州刺史歐陽參奏會稽太守成公「浮臧罪」，當時案驗時只先調查倉庫曹

掾戴就，102 由此推測，若涼州刺史去案驗隴西太守鄧融之贓罪，大概也是先就其

屬吏進行調查，後來查到相關的證據，才奏請將鄧融下廷尉獄。第一次案驗時，鄧

融尚未被下廷尉獄，顯見，案驗程序與後來專指在獄中覆訊的情況是不同的。 

四、論秦漢「鞫獄不直」成因、防範措施及成效 

這一小節先就「鞫獄不直」的成因進行探究，其次再針對鞫獄不直的懲處、防

制及其成效來論述。 

(一)「鞫獄不直」成因 

在秦漢時代，針對鞫獄階段的犯罪情事分別定出三項，即不直、故縱及失刑。

茲將秦漢律文中針對這三項罪名列於表三。 

                                                 

98 同前引，卷 45，〈袁張韓周列傳〉，頁 1518。 
99 程政舉，《漢代訴訟制度研究》，頁 112。 
100 長孫無忌，《唐律疏義》（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卷 6，〈統攝案驗為監臨〉，

頁 90。 
101 范曄，《後漢書》，卷 31，〈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頁 1101。 
102 同前引，卷 81，〈獨行列傳〉，頁 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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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秦漢鞫獄階段犯罪情事法條 

罪名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 

不直 罪當重而端輕之，當輕而端重之，是謂

「不直」。（簡 93） 

1. 其輕罪也而故以重罪劾之，為不直。

（簡 112） 

2. 治獄者，各以其告劾治之。敢放訊杜

雅，求其它罪，及人毋告劾而擅覆治

之，皆以鞫獄故不直論。（簡 113） 

3. 毋敢以投書者言繫治人。不從律者，

以鞫獄故不直論。（簡 118） 

故縱 當論而端弗論，及其獄，端令不致，

論出之，是謂「縱囚」。（簡 93） 

群盜、盜賊發，告吏，吏匿弗言其縣

廷，言之而留盈一日，以其故不得，皆

以鞫獄故縱論之。（簡 146） 

失刑 失鋈足，論何也？如失刑罪。（簡 115） 劾人不審，為失。（簡 112） 

 

「不直」，在秦代包括兩種情況，其一是故意陷人重罪，其二是重罪反而以輕

罪處理。在故縱方面，秦律對於「縱囚」之定義與不直中的「罪當重而端輕之」相

似，差別在縱囚是達到「不致」、「論出之」，使其不到判罪的標準。「不直」或

「故縱」在秦漢時代皆有一個特點，即屬人為故意行使而導致這種犯罪情事發生，

但「失刑」則屬行政上的疏忽，兩種的犯罪動機並不同。漢代，「不直」僅指原本

輕罪故意以重罪來告劾。「放訊杜雅」，其意是不以正規程序審理或以文致來致它

人罪者，103《漢書．酷吏傳》：「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

文內之。」「文內」，顏師古注：「飾文而入之為罪」，104 此即簡文所云的「杜

雅」。 

在漢代史料中，涉及鞫獄不直（或作不實）的案件共四例，內容完整者有三

例，茲簡錄於下：（一）漢武帝時，「謁者衞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

劾慶死罪，強榜服之。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

不直。」105（二）漢宣帝時，京兆尹趙廣漢指使尉史禹故意告劾蘇賢「不詣屯

所」，後因此獲罪，貶秩一等。廣漢懷疑此事是同邑男子榮畜指所，遂以「它法論

殺畜」，其後直闖丞相魏相府，被宣帝下廷尉獄，以「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

                                                 

103 彭浩等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頁 138；李明

曉、趙久湘，《散見戰國秦漢簡帛法律文獻整理與研究》（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頁 442。 
104 班固，《漢書》，卷 90，〈酷吏傳〉，頁 5516。 
105 同前引，卷 44，〈淮南衡山濟北王傳〉，頁 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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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等罪名腰斬。106（三）漢宣帝時，京兆尹張敞使辦案的吏卒晝夜驗治舜，最終

將絮舜棄市，他向宣帝上書：「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

故不直」。107 

以上這三件不直（不實）的案例，皆屬「故入人罪」，108 基本上符合張家山

漢簡對不直的界定。不過，漢初雖有張家山《二年律令》這樣完備的法條，但高祖

對於大臣的處置，往往不去案驗實情，而直接就予以逮捕。如有人告發韓信謀反，

高祖即偽遊雲夢而令武士捆綁韓信，置於後車。109 又蕭何勸高祖將上林空地讓百

姓去開墾，竟被高祖以「多受賈人財物」罪名下廷尉處治。110 綜觀秦漢鞫獄不直

的成因約可歸納出三項。 

1. 迎合上意辦案 

此為秦漢鞫獄不直的主因。酷吏為了迎合皇帝喜好，往往在審訊時或輕或重，

遂造成鞫獄不直的現象，如張湯「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

監史輕平者」。111 杜周為廷尉，亦「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

問而微見其冤狀」。112 最有名的例子是漢景帝時的周亞夫「尚方甲楯案」。景帝

不惜違背自己在後元年春正月所下詔令：「欲令治獄者務先寬」，113 竟將周亞夫

召詣廷尉，終迫使周亞夫自殺。固然，周亞夫之死有其政治因素，但因廷尉承旨辦

事，才會逼死周亞夫。另外，很多案件甚至是皇帝所派的使者進行審問，使者所代

表的對象即皇帝本人，《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巫蠱始發，詔丞相、

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114 因為鞫訊毫無結果，

於是武帝乃令江充為使者治巫蠱，江充既「知上意」，同時亦想藉此除去太子以防

後患，竟誣陷戾太子，遂也造成戾太子悲劇。115 廖伯源說：「使者干預之案件，

多為皇帝關心，或政治性案件，乃遣使者依其旨意處理。」116 正因為使者本為承

                                                 

106 同前引，卷 76，〈趙尹韓張兩王傳〉，頁 4938。 
107 同前引，頁 4964。 
108 閆曉君，《秦漢法律研究》，頁 302。 
109 司馬遷，《史記》，卷 92，〈淮陰侯列傳〉，頁 3166。 
110 同前引，卷 53，〈蕭相國世家〉，頁 2436。 
111 同前引，卷 122，〈酷吏列傳〉，頁 3785-3786。 
112 班固，《漢書》，卷 60，〈杜周傳〉，頁 4265。 
113 同前引，卷 5，〈景帝紀〉，頁 217。 
114 同前引，卷 66，〈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頁 4556。 
115 同前引，卷 63，〈武五子傳〉，頁 4380。 
116 廖伯源，《使者與官制演變──秦漢皇帝使者考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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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辦事，再加上使者本人或藉此從中牟取不當利益，剷除異己，那麼案驗出的結果

當然就會偏離事實。 

2. 打擊、剷除異己 

在秦漢時代，為了打擊異己，司法便是一個手段。而鞫獄又是司法程序中相當

重要的一個環節，只要在鞫獄動手腳，設法讓被告自誣，作成不實的鞫辭。如秦二

世為了鞏固勢力，竟將群臣諸公子有罪者「下高令鞠治之」，結果「公子十二人僇

死咸陽市」，117 大概也是透過鞫獄手段，令「吏致法焉」，118 甚至以笞掠的方式

來迫使這些群臣諸公子自誣而作出假口供。到了漢代，像秦朝這一類的治獄弊病仍

存在，119 武帝時，張湯痛恨御史中丞李文，迨李文落入張湯手中，張湯遂「治論

殺文」。120 另外皇權旁落，權臣當政之時，很多司法案件也成為打擊異己的手段

之一。成帝時，王鳳專斷，因此當王章向成帝奏封事，成帝欲以馮野王來取代王

鳳，王鳳遂以稱病辭退的方式迫使成帝將王章下廷尉審訊，廷尉可能也是承王鳳之

意而劾以大逆罪，王章遂死於獄中。121 王莽專政時期，甚至「附順者拔擢，忤恨

者誅滅」。122 尤其是在「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的桓、靈兩帝，123 當時督郵

張儉舉劾中常侍侯覽與其母之諸多罪惡，並請求皇帝誅之，侯覽遂指使朱並誣告張

儉為鉤黨，因而造成東漢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124 獻帝時，董卓還豪語：「我

力能族人」，125 因為隨意玩弄司法，故以鞫訊所得的假證詞勢必造成後來冤案的

發生。 

3. 奸吏或權臣偏坦權勢之家 

古代酷吏辦案或因其人之權勢高低而有不同的待遇，中尉王溫舒面對有權勢之

                                                 

117 司馬遷，《史記》，卷 87，〈李斯列傳〉，頁 3081。不過梁玉繩指出：〈秦始皇本紀〉作「而

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

與此說法不同。梁玉繩撰，《史記志疑》（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320。 
118 司馬遷，《史記》，卷 6，〈秦始皇本紀〉，頁 336。 
119 漢宣帝時，路溫舒上書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班固，《漢書》，卷

51，〈賈鄒枚路傳〉，頁 3843。 
120 同前引，卷 59，〈張湯傳〉，頁 4247。 
121 同前引，卷 98，〈元后傳〉，頁 6020。 
122 同前引，卷 99 上，〈王莽傳〉，頁 6044。 
123 范曄，《後漢書》，卷 67，〈黨錮列傳〉，頁 2185。 
124 同前引，頁 2188。 
125 同前引，卷 60 下，〈蔡邕列傳〉，頁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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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雖有姦如山」，亦不侵犯；對於無權勢者，即便是貴戚之家，也一定侵辱。

有些奸吏或以個人好惡來作為判案的標準，如周陽由，「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

者，曲法誅滅之」。126 有些執法者甚至將案件的評議作為交易，「所欲活則傅生

議，所欲陷則予死比」。127 即便是號稱「刑清」的宣帝時代，仍有河南太守嚴廷

年對貧弱與豪傑的「不直」情事（見上引），這樣的差別對待，或許出於現實考

量，但也造成鞫獄不直。桓帝時，大將軍梁冀「貪叨凶淫」，竟派遣門客記錄所屬

縣中有錢人家，並安上別的罪名，「閉獄掠拷」，使其出錢來自贖。扶風人士孫

奮，其母被誣陷「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士孫奮兄弟甚至還遭收考入獄，

最後死於獄中，家產全遭梁冀沒收。128 益州刺史侯參，見百姓家產豐富者，「輒

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129 這些權臣皆利用其得到皇帝之信任或專寵

而恣意妄為，貪圖個人財富。 

(二)鞫獄不直的懲處、防制及其成效 

秦漢時代對於鞫獄不直的懲處、防制及其成效如何？本節擬從「明法嚴懲」、

「提升獄吏奉祿、舉冤獄、錄囚」及「加強官吏道德教育」三個層面談起。 

1. 明法嚴懲 

秦漢律法對鞫獄不直的情況皆有明文懲處，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記載官吏

「端重若輕之」者，130 以失刑罪處分。對於誤判之獄吏，甚至會遭受法辦，《龍

崗秦簡》木牘：「鞫之：辟死，論不當為城旦。吏論：失者已坐以論。九月丙申，

沙羨丞甲、史丙，免辟死為庶人，令自尚也。」131 因為一審誤判辟死為城旦，經

二審終於獲得平反，而一審誤判的人員也遭受法律制裁。132 透過這種由當事人自

行乞鞫的方式，多少能對鞫獄不直的現象有所導正。漢代法律更直接規定相關刑

責，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簡 93： 

                                                 

126 司馬遷，《史記》，卷 122，〈酷吏列傳〉，頁 3782。 
127 班固，《漢書》，卷 23，〈刑法志〉，頁 1545。 
128 范曄，《後漢書》，卷 34，〈梁統列傳〉，頁 1181。 
129 同前引，卷 78，〈宦者列傳〉，頁 2523。 
130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頁 102釋文。 
131 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龍崗秦簡》（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144。 
132 關於此段的解釋，參劉釗，《古文字考釋叢稿》（長沙：岳麓書社，2005），〈讀龍崗秦簡札

記〉，頁 31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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鞫獄故縱、不直，及診、報、辟故弗窮審者，死罪，斬左趾為城旦，它

各以其罪論之。133 

關於「辟故弗窮審者」一句，學者有不同的解釋，陳偉認為「辟」作為治獄的一個

具體環節，有召喚證人、招引證據一類含義。134 新畤侯趙弟，在武帝天漢二年 

(99 BC)，因涉「鞠獄不實」，結果「入實百萬贖死，而完為城旦」；漢宣帝元康

三年 (63 BC)，京兆尹趙廣漢也因涉及「鞠獄故不以實」等多項罪名，135 被判以

腰斬，這些皆為鞫獄不直而遭到刑責的案例。 

2. 提升獄吏奉祿、舉冤獄、錄囚 

宣帝時，為了解決鞫獄不直現象，提升獄吏的奉祿，故設立廷平，秩六百石。136 

但當時監獄仍存在非法刑囚的現象，東海郡守路溫舒上書指出： 

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

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

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137 

獄吏往往透過拷打及文致的手段而得出假口供，加上口供在古代又作為判刑的依

據。有鑑於此弊端，宣帝乃於本始四年 (70 BC) 下詔：「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

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何焯曰：「今法，監斃

罪囚，管獄官有罰，蓋始於宣帝。」138 透過考核的方式，使各郡、國不得隨意將

人犯掠笞致死，以免造成假口供。  

再者，根本解決鞫獄不直問題，關鍵在於斷獄者願不願意對犯人的獄辭重新核

實。古代以獄辭作為判決依據，再加上「有罪推定論」的原則，很多獄辭是在箠楚

之下所得到的假供詞，當然就會造成冤案。古代帝王為了防止類似的冤案發生，往

往在旱災期間至監獄「錄囚徒」。漢代最早的錄囚制度始於漢武帝元封五年 (104 

                                                 

133 彭浩等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頁 128。 
134 陳偉，〈岳麓秦簡《奏讞書》校讀〉，收入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4輯（臺北：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 494。 
135 班固，《漢書》，卷 76，〈趙尹韓張兩王傳〉，頁 4938-4939。 
136 同前引，卷 23，〈刑法志〉，頁 1546。 
137 同前引，卷 51，〈賈鄒枚路傳〉，頁 3844。 
138 同前引，卷 8，〈宣帝紀〉，頁 355 王先謙注引何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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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39 宣帝甚至在天象出現異象時，派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寃

獄」，140 而宣帝甚至親至宣室來決獄，當時獄刑「號為平矣」。141 謝莊稱「孝宣

倍深文之吏，立鞫訊之法，當是時也，號稱刑清。」142 東漢和帝永元六年 (94)，

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使管轄洛陽獄之洛陽令因而「下獄抵罪」。143 殤

帝時，御者誣告和帝幸人吉成涉及蠱事，吉成遂下掖庭考訊，甚至「辭證明白」，

後鄧太后認為此案「不合人情」，遂重新覈實，最終還吉成清白。144  

3. 加強官吏道德教育 

雖然法律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但若能強化執法官吏的道德素

養，那麼鞫獄不直的現象或許可以減少。秦漢帝國也注意到這一點，尤其對「刀筆

吏」的道德教育，更是相當重視。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中提及「為吏」的許多

原則，145 其中即言為吏要「精潔正直」、「審悉無私」、「審當賞罰」。嶽麓秦

簡《為吏治官及黔首》亦言：「審用律令」（簡 86 正），146 這些皆是對官吏明法

的要求。武帝以後，甚至獄官或習儒術以自飭。公孫弘出身獄吏，武帝時，除了習

文法吏事外，還「緣飾以儒術」，147 也因此一歲之中竟升遷至左內史。但儒家經

典，要內化為己身行動準則才有意義，不能僅是「緣飾」，像張湯為廷尉，亦知武

帝喜好儒術，因此判決大案往往「傅古義」，且博士弟子若能通《尚書》、《春

秋》者，往往補為廷尉史，藉此來「亭疑法」。148 然而張湯本人卻「文深意忌不

專平」，主爵都尉汲黯更罵他為「刀筆吏」，149 終究僅能稱之「庸吏」（居延漢

簡 506.7）罷了。 

                                                 

139 程政舉，〈漢代錄囚制度考論〉，《文博》，1（西安：2006），頁 83。 
140 班固，《漢書》，卷 8，〈宣帝紀〉，頁 375。 
141 同前引，卷 23，〈刑法志〉，頁 1546。 
142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 85，〈謝莊傳〉，頁 1442。 
143 范曄，《後漢書》，卷 4，〈孝和孝殤帝紀〉，頁 179。 
144 同前引，卷 10 上，〈皇后紀〉，頁 422。 
145 關於秦簡《為吏之道》性質，邢義田認為目的是道德精神教訓，見邢義田，〈秦漢基層員吏的精

神素養與教育──從居延牘 506.7（《吏》篇）說起〉，收入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

第 3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頁 416。 
146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頁 148。 
147 司馬遷，《史記》，卷 112，〈平津侯主父列傳〉，頁 3550。 
148 同前引，卷 122，〈酷吏列傳〉，頁 3785。 
149 同前引，卷 120，〈汲鄭列傳〉，頁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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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秦漢是君主專制時代的開端，「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150 同時掌握

生殺大權，皇帝親自交辦的案件，再完備的法令措施也形同空文。武帝建元以來，

「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151 

李陵對著蘇武描述武帝晚年之景：「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

家。」152 尤其武帝晚年發生巫蠱案後，當武帝聽說長安獄中有天子氣，竟遣使者

將中都官詔獄中的犯人「亡輕重一切皆殺之」。153 成帝時欲立趙倢妤為皇后，劉

輔上書反對，於是成帝派遣「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甚至「群臣莫知其

故」。154 類似這種抵觸君意的案件，有些根本不經鞫獄程序，直接就下令繫捕、

判罪，甚至予以處決。而那些貫徹帝王意志的官吏，非但不會受到懲處，事成之後

甚至還獲得升遷，如哀帝時期的中謁者令史立，承傅太后之意曲意劾奏馮太后「祝

詛謀反」，最後升遷至中太僕。155 武帝雖好儒術，但任內仍發生諸多誅殺不辜之

事。宣帝「不甚從儒術」，156 甚至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

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

何足委任！」157 故其任用者多文法吏，這些皆反映漢代統治上層對於儒術的實際

態度。加上很多政策往往「其人亡，則其政息」，宣帝以後即「政衰聽怠」，158 元

帝更任由弘恭及石顯擺布，甚至不識「謁者召致廷尉」，159 在罪證都不明察的情

況下，由石顯等承其敕令召蕭望之、劉向等人下獄，最後蕭望之在無可奈何下飲鴆

自殺。 

五、論兩漢特殊階層之鞫獄審訊 

漢代三公、劉姓諸侯王及后妃的鞫獄程序，及其所受的司法待遇是否異於一般

                                                 

150 司馬遷，《史記》，卷 6，〈秦始皇本紀〉，頁 325。 
151 蘇過原著，舒大剛、蔣宗許校注，《斜川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6），卷 7，〈思子臺

賦〉，頁 457。 
152 班固，《漢書》，卷 54，〈李廣蘇建傳〉，頁 3971。 
153 同前引，卷 74，〈魏相丙吉傳〉，頁 4856。 
154 同前引，卷 77，〈蓋諸葛劉鄭孫毌將何傳〉，頁 4998。 
155 同前引，卷 97 下，〈外戚傳〉，頁 6001-6002。 
156 同前引，卷 78，〈蕭望之傳〉，頁 5034。 
157 原文作「奈何純住德教」，今依錢大昭意見更改。同前引，卷 9，〈元帝紀〉，頁 388。 
158 同前引，卷 23，〈刑法志〉，頁 1547。 
159 同前引，卷 78，〈蕭望之傳〉，頁 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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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以下這一小節就針對此問題來進行探究。 

(一)三公是否下鞫獄審訊及實際情況 

雖然鞫獄是判決前很重要的一環，但漢代自文帝之後，基於「三公尊重，承天

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不有大罪，不至重問」，160 因此面對身分特殊的

犯人，往往不讓他們繫獄訊問，甚至「括髮關械」、「裸躬就笞」，161 而是讓其

自行「引決」。漢初賈誼就周勃事向文帝建言：「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

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

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162 景帝時，晁錯位居御史大夫，為

了平息七國之亂，景帝竟使中尉召錯，「朝衣斬東市」，163 此即景帝直接賜死晁

錯。不過就漢代史料考察，具有三公身分之人，仍不免遭繫獄羞辱的命運。文帝

時，絳侯周勃在獄中遭受獄吏「侵辱」，故其出獄時慨嘆說：「吾嘗將百萬軍，然

安知獄吏之貴乎」。164 武帝時，隨著中央王權的強化，光三公級別的大臣被殺掉

或逼迫而死的就有十一位之多，165 丞相中，除了公孫弘壽終，石慶終相位外，

「其餘盡伏誅云」，166 如左丞相劉屈氂，在武帝征和三年 (90 BC)，以祝詛主上

等多項罪名下獄，最後遭「廚車以徇，要斬東市」。167 但亦有三公不入獄的現

象，御史大夫張湯遭人告發姦事，武帝僅派趙禹責問張湯：「今人言君皆有狀，天

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為？」「重致獄」，即難將其入獄，張湯亦

知大勢已去，遂自殺。168 大約元帝以後，三公犯罪，皇帝基本上不讓其就獄鞫

訊，而是令其自決，甚至更列為「故事」。169 哀帝時，丞相朱博因依附傅太后，

                                                 

160 范曄，《後漢書》，卷 56，〈張王种陳列傳〉，頁 1820。 
161 班固，《漢書》，卷 86，〈何武王嘉師丹傳〉，頁 5292。 
162 同前引，卷 48，〈賈誼傳〉，頁 3689。 
163 司馬遷，《史記》，卷 101，〈袁盎鼂錯列傳〉，頁 3308。 
164 同前引，卷 57，〈絳侯周勃世家〉，頁 2504。 
165 萬昌華，《秦漢以來中央行政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2），頁 70。 
166 班固，《漢書》，卷 58，〈公孫弘卜式兒寬傳〉，頁 4223。 
167 同前引，卷 66，〈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頁 4554。 
168 同前引，卷 59，〈張湯傳〉，頁 4249。 
169 同前引，卷 86，〈何武王嘉師丹傳〉，頁 5293。漢代故事雖是基於舊有習慣（舊例），但君臣

上下一般都十分尊重舊例，王嘉偏不服氣，終究自取其辱，關於漢代「故事」性質，見邢義田，

《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北京：中華書局，2011），〈從「如故事」和「便宜從

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頁 380-449；廣瀨薰雄，《秦漢律令研究》（東京：汲古書

院，2010），〈漢代の故事〉，頁 21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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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御史大夫趙玄奏請免去傅喜的侯位，最後哀帝查知其奸事，「假謁者節召丞相詣

廷尉詔獄」，170 朱博即選擇自殺。然而若非「畏罪自殺」者，在「罪無申證，獄

不訊鞠」，171 冤者徒然死去而無以自辯。元帝時，石顯等人奏劾蕭望之「不悔過

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終迫使蕭望之

飲鴆自殺，此事後來連元帝亦深感後悔。172 當時獄吏「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

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173 因此很多位居三公之人，寧可選擇自殺，也不願下

獄受辱，司馬遷言：「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174 

一語道盡兩漢獄吏之殘酷。 

(二)兩漢劉姓諸侯王是否下獄鞫訊及實際情況 

「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175 這是執法的最高原則，但在兩漢之

際，諸侯王犯法是否也像一般案件處理？漢代的諸侯王可區分為劉姓諸侯王及異姓

諸侯王，前者出身時即享有較高的待遇，「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

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176 但也因如此，劉姓諸侯王違法犯紀的案件層出

不窮。考察兩漢史料，對於違法亂紀的劉姓諸侯王，一般不採繫獄鞫訊的方式，且

為了對諸侯王尊重，即便訊問，大多採「即訊」。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廢格明

詔」，武帝乃「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177 江都易王劉非之子劉建，涉及謀反及

與易王美人相姦，武帝詔宗正、廷尉即問建，顏師古注：「即，就也，就其國問

之。」178 哀帝建平年間，劉立殺人，亦是派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劉立。

西漢之世，對於劉姓諸侯王一般不採下獄鞫訊，即便查證違法，也往往基於親親的

血緣考慮，對之多加寬容，179 情節嚴重者或削減其封地。惟有涉及「禽獸行」、

「悖逆人倫」等情節嚴重之諸侯王，才會處以下獄的對待，《漢書．王子侯表上》

                                                 

170 班固，《漢書》，卷 83，〈薛宣朱博傳〉，頁 5177。 
171 范曄，《後漢書》，卷 16，〈鄧寇列傳〉，頁 617。 
172 班固，《漢書》，卷 78，〈蕭望之傳〉，頁 5039。 
173 范曄，《後漢書》，卷 3，〈肅宗孝章帝紀〉，頁 140。 
174 班固，《漢書》，卷 62，〈司馬遷傳〉，頁 4363。 
175 司馬遷，《史記》，卷 130，〈太史公自序〉，頁 3968。 
176 班固，《漢書》，卷 63，〈武五子傳〉，頁 4397。 
177 司馬遷，《史記》，卷 118，〈淮南衡山列傳〉，頁 3722。 
178 班固，《漢書》，卷 13，〈景十三王傳〉，頁 3907。 
179 張忠煒，《秦漢律令法系研究初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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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東平侯劉慶（城陽王劉喜之子）「坐與姊姦」，結果「下獄瘐死」。180《漢

書．宣帝紀》：「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顏師古

注：「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181  不過根據《玉篇．部》：

「瘐，病也。」182「瘐」字僅有病之意，且就目前所見的史料考察，西漢時代還未

見直接笞掠劉姓諸侯王的案例，《後漢書．黨錮傳》記載范滂坐繫黃門北寺獄時，

其同囚「多嬰病」，183 顯見古代監獄環境應當相當惡劣，對於養尊處優的諸侯王

而言，這樣的日子應非其所能承受，故東平侯劉慶或在獄中遭受飢寒，遂致病死

亡。不過，西漢時代也並非所有的劉姓諸侯王都採即訊的手段，景帝時，臨江閔王

劉榮因侵占廟堂空地建造宮室，景帝命其「徵詣中尉府對簿」，184 中尉後來改名

為執金吾，其官府內設有監獄，屬中都官詔獄性質，最後臨江王為書謝上之後即

自殺。 

不過，東漢時期，諸侯王犯法就得繫獄審訊，甚至遭「考訊」處置。東漢光武

帝時，沛獻王劉輔因壽光侯劉鯉事，坐繫詔獄，三日後出獄，故廣陵思王劉荊說：

「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185 和帝時的梁節王劉暢遭豫州刺史梁相舉奏不

道，遂遭「考訊」，但「辭不服」，這裡的「考訊」究竟是什麼情況？有必要進一

步說明。在兩漢史料中，凡「考訊」大都在獄中進行，如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誣

杜吉成行使巫蠱，遂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186 崔瑗為郡吏時，當時因案繫

東郡發干獄，獄掾善學《禮》，瑗乃「閒考訊時，輒問以《禮》說」。187 從上二

例推測，不排除劉暢也是在獄中接受考訊，至於考訊時是否受到笞掠對待？漢獻帝

建安元年 (196)，太尉楊彪遭曹操誣以欲圖廢置，遂被奏收下獄。188 負責楊彪獄

事是許令滿寵，尚書令荀彧及少府孔融皆要求滿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但寵

僅言「考訊如法」。後來荀彧及孔融皆聞楊彪遭考掠，甚為生氣。189 從此案可

知，考訊大都會有笞掠的模式，且皆在獄中進行。因此回頭來看劉暢的情況，當時

                                                 

180 班固，《漢書》，卷 15 上，〈王子侯表〉，頁 592。 
181 同前引，卷 8，〈宣帝紀〉，頁 355。 
182 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11，〈部〉，頁 57。 
183 范曄，《後漢書》，卷 67，〈黨錮列傳〉，頁 2205。 
184 司馬遷，《史記》，卷 122，〈酷吏列傳〉，頁 3779。 
185 范曄，《後漢書》，卷 42，〈光武十王列傳〉，頁 1446。 
186 同前引，卷 10 上，〈皇后紀〉，頁 422。 
187 同前引，卷 52，〈崔駰列傳〉，頁 1722。 
188 同前引，卷 54，〈楊震列傳〉，頁 1788。 
189 陳壽，《三國志》，卷 26，〈魏書．滿田牽郭傳〉，頁 1935-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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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訊」也是在獄中進行，至於是否受到笞掠的對待，從劉暢向皇帝所上的書信

中來看，190 可能僅受辭而沒有遭到笞掠，甚至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皇帝都不

允許，然而比起西漢劉姓諸侯王的待遇，劉暢所受的對待已大不如前。 

基本上，劉姓諸侯王在司法上仍享有一定的優待，如明帝時，廣陵思王劉荊詐

稱大鴻臚郭況（劉彊舅）與東海王劉彊信，信中涉及逆謀，明帝雖知此事，但礙於

荊為「同母弟」，最後竟「祕其事」。191 一直到劉荊涉及「使巫祭祀祝詛」，明

帝才詔樊鯈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192 此時劉荊應在獄中接受審訊，後來樊

鯈奏請誅荊，劉荊遂自殺，此事才告終。 

(三)兩漢后妃不下獄鞫訊 

對於后妃的犯罪情事，一般是如何處置？高祖死後，戚夫人即遭到呂后私刑，

直接下令「永巷囚戚夫人，鉗衣赭衣，令舂」。193「永巷」是漢代幽閉有罪宮女

之處，陳直指出：「永巷為永巷令之省文，《漢書．百官公卿表》詹事屬官有永巷

令長丞。」194 漢初，永巷已有專管後宮的永巷令，為少府屬官。但永巷並非正式

的監獄單位，武帝時改為掖庭，同時設置監獄。195 呂后時的永巷至少有兩個特

點：其一，囚禁的對象包括了嬪妃和廢帝；196 其二，永巷囚禁的犯人多屬受虐致

死者。197 戚夫人後來被作成「人彘」，198 其他高祖寵幸的后妃「皆幽之不得出

宮」。然而像呂后在未經正常的司法審訊程序下即令其徒刑，甚至私自動刑，在漢

代屬少見現象。199 至於文帝以後，對於后妃的犯罪處置，一般可以分為以下兩種

模式。 

                                                 

190 「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信中亦僅提及遭到考案，更顯見劉暢

遭到笞掠的情況應是不存在的。范曄，《後漢書》，卷 50，〈孝明八王列傳〉，頁 1676。 
191 同前引，卷 42，〈光武十王列傳〉，頁 1448。 
192 同前引，卷 32，〈樊宏陰識列傳〉，頁 1123。 
193 班固，《漢書》，卷 97，〈外戚傳〉，頁 5920。 
194 陳直，《史記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30。此資料承審查人指出，特此感謝。 
195 何清谷，《三輔黃圖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 6，〈雜錄〉，頁 389。 
196 班固，《漢書》，卷 3，〈高后紀〉，頁 146。 
197 宋杰，《漢代監獄制度研究》，頁 34-36。 
198 司馬遷，《史記》，卷 9，〈呂太后本紀〉，頁 499。 
199 宋杰，《漢代監獄制度研究》，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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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分為皇后，其犯罪都是由皇帝下令收回璽綬。情節嚴重者，除了送入監獄

之外，甚至賜予毒藥，令其自殺。 

武帝時，陳皇后挾婦人媚道，200 當時武帝窮治女巫楚服，及誅殺涉及此案者

三百餘人，陳皇后本人則廢后。201 武帝衛皇后子夫，因江充巫蠱事件，武帝下令

收皇后璽綬，廢后。202 宣帝時的霍皇后，因「挾毒與母博陸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

太子」，遂「上璽綬有司」，廢處昭臺宮。203 成帝許皇后，因其姐許謁行媚道，

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王鳳，遭廢后。204 東漢基本上亦繼承西漢處理模式，光

武帝郭皇后，以「懷執怨懟，數違教令，不能撫循它子，訓長異室」等由，205 皇

帝令皇后上繳璽綬，廢處北宮。206 和帝時，陰皇后涉及與其外祖母鄧朱「共挾巫

蠱道」，皇帝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襃於掖庭獄審訊此案。當時受審訊或驗治的人

包括了鄧朱其及二子（奉、毅），還有陰皇后之弟陰軼、陰輔，但皇后並未遭到審

訊，只因家人辭語相連及，最後和帝命司徒魯恭使節令皇后上繳璽綬，廢后。207 

但廢位的皇后，因不俱皇后身分，若再犯罪，則由皇帝賜藥令其自殺。成帝許廢后

透過許孊長期私賂淳于長企圖復位，208 最後成帝令廷尉孔光賜毒藥自殺。 

應劭《漢官儀》：「暴室在掖庭內，丞一人，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

人有罪，亦就此室也。」209 就西漢史料考察，皇后或昭儀以下等后妃犯罪，並不

會送入暴室，如成帝時，送入暴室為中宮史曹宮之婢六人及新產兒。曹宮雖受成帝

御幸，但屬中宮史，在後宮亦未有名分，因此遭到下暴室的處置。210 后妃有罪送

暴室處置的案例，至少是東漢桓帝以後的事。桓帝時的鄧皇后，因「恃尊驕忌」，

桓帝乃下詔廢后，送暴室。211 靈帝時的宋皇后，因遭後宮幸姬共同譖毀，皇帝策

                                                 

200 媚道方術問題，見李建民，《旅行者的史學──中國醫學史的旅行》（臺北：允晨文化，

2011），〈婦人媚道──傳統家庭的衝突與化解方術〉，頁 251-284。 
201 司馬遷，《史記》，卷 49，〈外戚世家〉，頁 2386。 
202 班固，《漢書》，卷 97，〈外戚傳〉，頁 5937。 
203 同前引，頁 5959。 
204 同前引，頁 5973。 
205 范曄，《後漢書》，卷 10 上，〈皇后紀〉，頁 406。 
206 「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同前引，卷 42，〈光武十王列傳〉，頁 1446。 
207 同前引，卷 10 上，〈皇后紀〉，頁 417。 
208 班固，《漢書》，卷 93，〈佞幸傳〉，頁 5594。 
209 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39。 
210 「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此婦人即曹宮。班固，《漢書》，卷 97，〈外

戚傳〉，頁 5984。 
211 關於兩漢暴室獄問題，見李建民，〈漢魏「暴室」考略〉，《中華醫史雜誌》，28.2（北京：

1998），頁 75-77；宋杰，《漢代監獄制度研究》，頁 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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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璽綬，宋皇后「自致暴室，以憂死」。212 這些送暴室幽禁之皇后，大都沒有經

過正常的司法審訊過程，直接由皇帝下罪處分予以幽禁。東漢晚期，皇權旁落，皇

后的生殺大權甚至由權臣決定，如董卓專政時，安何太后「蹙迫永樂太后，至令憂

死，逆婦姑之禮」罪名，甚至逼何太后進酖，遂以弒崩。213 獻帝建安時期，皇帝

僅「守位而已」，214 大權皆由曹操把持，伏皇后因與其父伏完密謀除去曹操，後

事情敗露，曹操迫獻帝令伏皇后上繳皇后璽綬，並將其「下暴室，以幽崩。」215  

2. 皇后以下的昭儀、倢伃、美人、貴人等，其犯罪時得受審訊或下獄處置。 

武帝之鉤弋趙倢伃，為昭帝生母，因小過而直接由武帝下令送掖庭獄，216 此

為武帝考量「主少母壯」，深怕日後又重演呂后事件而興起的特殊案件。趙倢伃雖

下掖庭獄，但也沒有經過審訊程序，直接由皇帝下令處死。東漢章帝之宋貴人，因

遭竇皇后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皇帝命小黃門蔡倫考實其情，

送暴室獄，217 此次的訊問或僅即訊，甚至可能僅找一些巫蠱實物證據來結案。哀

帝時馮太后（原為馮昭儀，後來為信都太后）遭到中郎謁者張由誣陷「祝詛上及太

后」，傅太后素來怨馮昭儀，因此派遣御史丁玄案驗後竟無所得，於是再派遣中謁

者令史立與丞相史大鴻臚丞雜治。當時史立為了求封侯，用許多拷掠的手段，使馮

家人死者數十人，最後連元帝時宮中語皆拿來即訊馮太后，馮太后在不得已的情況

下飲藥自殺。218 

古代對待皇后與妾何以有如此差異？《白虎通．嫁娶》：「天子妃至尊，故謂

后也。明配至尊，為海內小君，天下尊之，故繫王言之，曰王后也。」219 又「皇

后之尊，與朕同體，承宗廟，母天下」，220 正因為皇后至尊地位，因此對於皇后

的犯罪情事，不能以一般犯罪案件處置，情節嚴重者處以廢后，但不經下獄鞫訊對

待。直到東漢後期，皇后犯罪才被送進暴室獄幽禁，但基本上亦未經過鞫訊程序。

                                                 

212 范曄，《後漢書》，卷 10 下，〈皇后紀〉，頁 448。 
213 同前引，卷 72，〈董卓列傳〉，頁 2324。 
214 同前引，卷 10 下，〈皇后紀〉，頁 453。 
215 同前引，頁 453-454。陳壽記載：「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裴松之《注》引〈曹瞞傳〉：

「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陳壽，《三國志》，卷 1，〈魏書．武帝紀〉，頁

179。 
216 司馬遷，《史記》，卷 49，〈外戚世家〉，頁 2393。 
217 范曄，《後漢書》，卷 55，〈章帝八王傳〉，頁 1800。 
218 班固，《漢書》，卷 97，〈外戚傳〉，頁 6001。 
219 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10，〈嫁娶〉，頁 489。 
220 范曄，《後漢書》，卷 10 上，〈皇后紀上〉，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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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妾，本為「廣嗣重祖」而置。221 在漢人的觀念中，妾甚至不可與皇帝同坐，222 

其地位更不可與皇后等同。這些送暴室的皇后、妾，很少經過審問、定罪、宣判的

程序，直接由皇帝下令廢后、定罪，此或基於后宮之妃妾所犯之事形式上亦天子家

事，非國事的緣故。223 

六、結論 

鞫獄是古代司法審判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其過程當包括了拘繫囚犯後，獄吏

進行訊問，甚至拷訊，到最後作成鞫辭，宣讀鞫辭給犯人確認的程序。「讀鞫」除

了指宣讀鞫辭給犯人確認外，行刑前亦得讀鞫，同時告知量刑情況。此外一些顯戮

場合，行刑前亦會讀鞫，其目的是讓在場的群眾知曉犯罪者罪狀，以告誡世人。 

一般縣內庶獄訊問者往往是位階不高的小吏，「鞫之」的主持者大概是縣級首

長。若是郡府屬吏犯罪，應由郡府審訊、案驗，少數或由俱有監察身分的州部來處

理。至於像詔獄性質的案件，審訊人員除了廷尉之外，有時往往視皇帝命令或罪犯

安置之監獄而定，甚至是皇帝派出的親信（使者），以確保某些祕密案件可以依皇

帝的旨意執行。 

從秦漢史料考察，覆訊並非一種固定制度，僅在特殊的情況下，如諸侯王謀

反，或重大案件時才會有此措施。前者或基於親親及謹慎處理原則，不會僅訊問一

次就下詔處分，而往往會再派出中央級官員覆訊，以案驗實情。後者或屬職級較高

的官吏，當其詰問時不認罪，此時朝廷會再派第二組人馬前往覆訊，目的是要讓當

事人辭服而論罪。 

秦漢時代鞫獄不直的成因不外乎：（一）迎合上意辦案；（二）打擊、剷除異

己；（三）奸吏或權臣偏坦權勢之家。為了防範鞫獄不直，秦漢以來，採取明法嚴

懲、提升獄吏奉祿、舉冤獄、錄囚及加強官吏道德教育等措施。然而君主專制時

代，這些防範措施仍有局限性，尤其是皇帝意志高出法律面時，能做到像張釋之堅

持「法者，天子所以天下公共也」的理念更是少之又少，224 甚至皇帝（有時是太

                                                 

221 班固，《漢書》，卷 60，〈杜周傳〉，頁 4276；賈麗英，《秦漢家族犯罪研究》（北京：人民

出版社，2010），頁 168。 
222 司馬遷，《史記》，卷 101，〈袁盎鼂錯列傳〉，頁 3301。 
223 宋杰，《漢代監獄制度研究》，頁 49。 
224 司馬遷，《史記》，卷 102，〈張釋之馮唐列傳〉，頁 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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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或略過廷尉這一層級，直接派親信使者審訊，當然鞫獄不直的現象就會發生。 

《漢書．文帝紀》顏《注》引鄭說：「〔薄〕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

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225 漢代帝

王對外戚的態度是讓其自殺，但對三公之處置卻非如此。漢朝初年至元帝以前，三

公不免繫獄鞫訊。真正落實三公不下獄鞫訊大約是元帝時期，後來更被列為「故

事」，哀帝時丞相王嘉自詣廷尉，反而壞了舊制，自取其辱。 

昭帝時，侍御史向廣陵王劉旦言：「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

斷耳。」226 但就相關史料考察，至少兩漢諸侯王犯罪時，其所受的司法對待，往

往不照正常程序進行，「諸侯王還享有許多法外特權」。227 尤其是劉姓諸侯罕見

下獄鞫訊的對待，皇帝最多派人去封國即訊，即便犯罪情事明確，有時因親親之故

而不忍施刑，最多削減其封地，甚至藏匿其事。因此和帝時梁節王劉暢遭到考訊的

現象，當時仍屬少數例外。 

漢代對待后妃犯罪，一般不經鞫獄程序，此因后妃之事屬天子家事，因此身分

為皇后，若其犯罪，一般都由皇帝下令收回璽綬，直接廢后；若身分屬妾，其犯罪

往往直接下獄幽禁，即便有訊問，最多採即訊方式。 

秦漢這一套鞫獄制度也為後代司法制度所承襲，如《二年律令》簡 113：「人

毋告劾而擅覆治之，皆以鞫獄故不直論。」此精神即見諸唐律，228 即便在細節處

容有差異，但其本質「皆以漢《九章》為宗」，229 此應可肯定。有關秦漢鞫獄制

與後代法制之繼承及差異處，限於篇幅，擬另作他文處理。 

 

（責任校對：孔令安） 

                                                 

225 班固，《漢書》，卷 4，〈文帝紀〉，頁 180引。 
226 司馬遷，《史記》，卷 60，〈三王世家〉，頁 2561。 
227 陳蘇鎮，《兩漢魏晉南北朝史探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漢初王國制度考

述〉，頁 141。 
228 「諸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之。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長孫無忌，

《唐律疏義》，卷 29，〈斷獄上〉，頁 391。 
229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 93，〈刑法一〉，頁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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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ls, Interrogations and Related Matters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Chen, Hsuan-w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s21679@yahoo.com.tw 

ABSTRACT 

The trial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ncient judicial process, and it greatly 

influenced the next stage, the sentencing. A large number of “juzhi 鞫之 ” 

interrogation records from trials were found recently on bamboo slips; these are 

helpful in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ju 鞫 in the ancient judicial process. These 

juzhi interrogations can be considered part of the final findings made by the judges on 

a legal case, but they did not usually include the verdict. Until recently,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re could only be one duju 讀鞫 ‘retrial’ for each judicial case. However, 

according to our investigations, retrials could be conducted on many occasions, 

although the procedure was not always available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only 

special cases could be re-examined. There were two kinds of trials, those for 

commoners and those for officials, each with different investigators depending on the 

nature of the case,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suspect, and the level of the prison. The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the three lord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vassals of the royal 

house of Liu 劉, and the women (empresses and concubines) of the imperial house are 

also topics of concern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Qin and Han, trail, interrogation, retrial, judic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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