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與漢唐司法的儒家化
唐 明 貴1

中文提要

《論語》是記錄孔子及其弟子思想的重要經典, 在漢唐時期, 受引儒入法
思潮的影響, 《論語》中的“德主刑輔”思想成爲司法文化的精髓, “正名”思想
成爲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則, “親親相隱”成爲司法實踐的指導原則｡ 這不僅促
進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而且也增加了司法制度的人倫色彩, 對於中國傳統
法律乃至於整個民族文化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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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漢代始, 伴隨著儒學獨尊地位的逐漸確立, 引儒入法, 使司法制度和
司法活動儒家化, 使儒家經義法律化, 遂成爲整個中國法律思想的特點｡ 魏
晉以降, 儒學對司法的影響日隆一日｡ 瞿同祖在其所著《中國法律與中國社
會》中曾說：儒家引儒入法的企圖在漢代已開始｡ 當時“雖因受條文的拘束,
只能在解釋法律及應用經義決獄方面努力, 但儒家化運動的成爲風氣, 日益
根深蒂固, 實胚胎蘊釀於此時, 時機早已成熟, 所以曹魏一旦法律(制律), 儒
家化的法律便應運而生｡ 自魏而後歷晉及北魏、北齊皆可說系此一運動的
連續｡ 前一朝法律的儒家因素多爲後一朝所吸收, 而每一朝又加入若干新的
儒家因素, 所以內容愈積愈富而體系亦愈益精密”｡1 及至唐代, 法律及司法
活動則完全儒家化｡ 在這場納儒入法的儒家化過程中, 作爲儒家重要經典的
《論語》的作用也不容忽視, 其經文中所體現出來的法律精神及原則也被直
接或間接地納入了法律條文和司法活動中｡

一、《論語》中的“德主刑輔”思想成爲司法文化的精髓
孔子認爲, 統治者應該實行德治, “爲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眾星共
之”｡2 群臣百姓就會自動圍繞著你轉｡ 由此出發, 孔子反對濫用刑罰, 強調以
己之行, 感化眾人｡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 以就有道, 何如?’孔子
對曰：‘子爲政, 焉用殺? 子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
必偃’｡”3 要想民眾向善, 與其採用嚴刑峻罰, 不如實行教化和引導,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4 這就要求爲政者用禮教來教化民眾｡ 孔子
說：“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5 在他看來, 不事先進行教育就直接懲罰, 就是
暴虐｡ 他說：“不教而誅謂之虐｡”6 因此, 孔子提出了“德禮並用、以德爲主”的
治民思想, 他說：“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 有
恥且格｡”7 用政法來規範人民, 用刑罰來整頓人民, 人民只是暫時地免於罪過,
卻沒有廉恥之心｡ 如果用道德來誘導人民, 用禮教來整頓人民, 人民不僅有廉
恥之心, 而且人心歸服｡ 在這裡, 孔子“德”、“禮”並用, 而禮在古代又具有法的
特徵, 是統治者體現等級秩序的行爲規範和有效的統治手段｡ 所以這段話從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德主刑輔”思想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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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董仲舒, 他從天之陰陽的角度論證了“德主刑輔”的合理性, 提出了
“任德不任刑”的主張：“王者欲有所爲, 宜求其端於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
陽爲德, 陰爲刑, 刑主殺而德主生｡ 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王者承天意以成事,
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刑者不可任以治世, 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 爲政而任
刑, 不順於天, 故先爲莫之肯爲也｡”8 在此基礎上, 他進一步明確了德與刑的
關係, 一方面, 二者是對立統一的關係, “陽爲德, 陰爲刑, 刑反德而順於德”｡9
另一方面, 二者又有主輔之分, “故刑者, 德之輔, 陰者, 陽之助也, 陽者, 歲之主
也”｡10 因此, 董仲舒提出：“國之所以爲國者, 德也, 君之所以爲君者, 威也｡
故德不可共, 威不可分｡”11 其治道指向是刑德並用, 以德爲主｡ 而德又以教化
爲務｡ 他說：“是故南面而治天下, 莫不以教化爲大務｡ 立大學以教於國, 設庠
序以化於邑, 漸民以仁, 摩民以誼, 節民以禮, 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 教化
行而習俗美也｡”12 董氏的這一思想, 伴隨著西漢王朝對儒家思想的重視和宣
導而受到朝廷的推崇, 遂成爲傳統社會立法、司法活動的指導思想｡
“德主刑輔”在司法實踐中主要體現爲恤刑慎罰上｡ 如漢代, 一是蠲除輕減
律令｡ 漢武帝時期, 由於大興事功, 民怨沸騰, 所以律令逐漸繁多, 《漢書·刑法
志》曰：“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 大辟四百九條, 千八百八十二事, 死罪決事比萬
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文書盈於幾閣, 典者不能遍睹｡”法治色彩甚濃｡ 伴隨著儒
家思想影響的逐漸深入, 而後的繼位者意識到了這一問題, 開始著手刪減律令｡
如漢元帝繼位伊始, 便下詔曰：“夫法令者, 所以抑暴扶弱, 欲其難犯而易避也｡
今律令煩多而不約, 自典文者不能分明, 而欲羅元元之不逮, 斯豈刑中之意哉!
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 條奏, 唯在便安萬姓而已｡”這就是說, 蠲除減輕律令主
要是爲了“便安萬姓”, 其德治的色彩漸濃｡ 隨後的漢成帝, 復下詔曰：“〈甫刑〉
云‘五刑之屬三千,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 律令煩多, 百有餘
萬言, 奇請它比, 日以益滋, 自明習者不知所由, 欲以曉喻眾庶, 不亦難乎! 於以
羅元元之民, 夭絕亡辜, 豈不哀哉! 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
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 令較然易知, 條奏｡ 《書》不云乎? ‘惟刑之恤哉!’其審
核之, 務准古法, 朕將盡心覽焉｡”13 省刑以愛民、約法以教民的德治味道進一步
增加｡ 東漢章帝時期, 尚書陳寵建議：“夫爲政也, 猶張琴瑟, 大弦急者小弦絕,
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 而美鄭僑之仁政｡ 方今聖德充塞, 假於上下, 宜因此時, 隆
先聖之務, 蕩滌煩苛, 輕薄棰楚, 以濟群生, 廣至德也｡”皇帝採納了他的建議, “帝
納寵言, 決罪行刑, 務於寬厚｡ 其後遂詔有司, 禁絕鑽钅贊(禁絕鑽鑽)諸酷痛舊
制, 解祅惡之禁, 除文致之請, 讞五十餘事, 定著於令”｡14 其子陳忠爲尚書時, “又
《漢書》, 〈董仲舒傳〉｡
賴炎元, 《春秋繁露今注今譯》, 頁290｡
10 賴炎元, 《春秋繁露今注今譯》, 頁303｡
11 賴炎元, 《春秋繁露今注今譯》, 頁164｡
12 《漢書》, 〈董仲舒傳〉｡
13 《漢書》, 〈刑法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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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除蠶室刑, 解贓吏三世禁錮, 狂易殺人得減重論, 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
事皆施行”｡15 德治的色彩日益榮盛｡ 二是寬宥老幼及婦女｡ 漢代司法的德治色
彩還體現在對老幼及婦女的量刑上｡ 如《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具律》有云：“其
有贖罪以下, 及老小不當刑、刑盡者, 皆笞百｡”16 其中的“老小不當刑”是指老人
和小孩免除肉刑｡ 又曰：“女子當磔若要(腰)斬者, 棄市｡ 當斬爲城旦者黥爲舂,
當贖斬者贖黥, 當耐者贖耐｡”17 這就是說, 如果女性被處於(處以)磔刑及腰斬
刑, 雖然同爲死刑, 但在實質等級上都予以了減刑處罰｡ 及至漢宣帝則更進一步,
元康四年, 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 髮齒墮落, 血氣既衰, 亦無逆亂之心, 今或
羅於文法, 執於囹圄, 不得終其年命, 朕甚憐之｡ 自今以來, 諸年八十非誣告、殺
傷人, 它皆勿坐｡”18 規定80歲以上老子可部分免刑｡ 至成帝鴻嘉元年, 又定令：
“年未滿七歲, 賊鬥殺人及犯殊死者, 上請廷尉以聞, 得減死｡”19 規定幼童犯死
罪者免於死刑｡ 漢平帝元始四年, 在詔書中對老幼及婦女犯罪免刑做了詳細的
規定：“眊悼之人, 刑法所不加, 聖王之所制也｡ 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
婦女老弱, 構怨傷化, 百姓苦之｡ 其明敕百寮, 婦女非身犯法, 及男子八十以上七
歲以下, 家非坐不道, 詔所名捕, 它皆勿得繫｡ 其當驗者, 即驗問｡ 定著令｡”20 婦
女除本身犯法外, 不予拘捕; 八十以上七歲以下男子, 除家中坐不道罪詔書指明
拘捕的外, 也不予監禁; 理應拘訊的就其居所予以訊問｡ 東漢時期, 繼續實行老
少及婦女減刑政策, 光武帝建武三年詔曰：“男子八十以上, 十歲以下, 及婦人
從坐者, 自非不道, 詔所名捕, 皆不得繫, 當驗問者, 即就驗｡”21 將少年定罪年齡
由7歲調至10歲｡ 又, 《後漢書·孝和孝殤帝紀》記載：“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癃老小
女徒各除半刑, 其未競三月者, 皆免歸田里｡”對老幼、婦女等量刑減半｡ 對老幼
及婦女的寬宥, 充分體現了孔子德治思想對司法活動的影響｡
及至晉朝修訂《晉律》, 仍以“恤刑慎罰”爲主｡ 一是縮小從坐的範圍｡ 據
《晉書·刑法志》記載, 晉朝改《賊律》, “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 謂之大逆無
道, 要斬, 家屬從坐, 不及祖父母、孫”, “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 除謀反適養母
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二是簡省刑罰｡ 晉律規定, 年滿八十的老人、
十歲以下的未成年人, 以及婦女犯罪時, 可得到減免｡ 《晉書·刑法志》曰：
“若八十, 非殺傷人, 他皆勿論｡…… 十歲, 不得告言人｡” “輕過誤老少女人當
罰金杖罰者, 皆令半之｡”另外, 對於投匿名信告人者不再處以棄市之罪, “改
投書棄市之科, 所以輕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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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書》, 〈刑法志〉｡
《晉書》, 〈刑法志〉｡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張家山漢墓竹簡》, 頁21｡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張家山漢墓竹簡》, 頁21｡
《漢書》, 〈刑法志〉｡
《漢書》, 〈刑法志〉｡
《漢書》, 〈刑法志〉｡
《隋書》, 〈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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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時期, 梁武帝“銳意儒雅, 疏簡刑法”, 因此《梁律》也貫徹了“恤刑慎
罰”的原則, 規定老少、廢疾、婦女及部分官員和家人等人有罪入獄可不戴刑
具：“耐罪囚八十已上, 十歲已下, 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 及郡國太守
相、都尉、關中侯已上, 亭侯已上之父母妻子, 及所生坐非死罪除名之罪, 二
千石已上非檻征者, 並頌繫之｡”同時, 針對“舊獄法, 夫有罪, 逮妻子, 子有罪,
逮父母”的規定, 武帝乃下詔曰：“自今捕謫(讁)之家, 及罪應質作, 若年有老
小者, 可停將送｡”這就在法律層面照顧了老幼、婦女及身有殘疾者｡ 他在位
期間, 還“除黵面之刑”, 縮小了從坐的範圍, “詔自今犯罪, 非大逆, 父母、祖父
母勿坐｡”22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個親自參加修律、對封建法制的完善有較大貢獻
的人物, 他強調“治因政寬, 弊由綱密”, 在“恤刑慎罰”方面的做法主要有：一
是罷門房之誅｡ 所謂門房之誅, 也就是滿門抄斬, 累及姻親｡ 北魏時期曾一度
實行, 孝文帝執政後, 詔令“除群行剽劫首謀門誅, 律重者止梟首”,23 他在詔書
中說：“朕應歷數開一之期, 屬千載光熙之運, 雖仰嚴誨, 猶懼德化不寬, 至有
門房之誅｡ 下民凶戾, 不顧親戚, 一人爲惡, 殃及合門｡ 朕爲民父母, 深所湣悼｡
自今已後, 非謀反、大逆、干紀、外奔, 罪止其身而已｡”24 把門房之誅置於法
內常刑之外, 一般不再使用了｡ 二是減輕刑具｡ 據《魏書·刑罰志》記載, 孝文帝
“時法官及州郡縣不能以情折獄｡ 乃爲重枷, 大幾圍; 復以縋石懸於囚頸, 傷內
至骨; 更使壯卒迭搏之｡ 囚率不堪, 因以誣服｡ 吏持此以爲能｡ 帝聞而傷之, 乃
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辟者, 不得大枷｡”三是創設存留養親制度｡ 孝文帝十
二年詔曰：“犯死罪, 若父母、祖父母年老, 更無成人子孫, 又無期親者, 仰案
後列奏以待報, 著之令格｡”又, 《法例律》規定：“諸犯死罪, 若祖父母、父母年
七十以上, 無成人子孫, 旁無期親者, 具狀上請｡ 流者鞭笞, 留存養親, 終則從
流｡ 不在原赦之列｡”25 犯死罪之人, 如其尊親尚在, 允許犯人侍奉尊親死後再執
行｡ 這不僅符合孝道, 也不否定罪責, 很有特色｡
唐朝君臣對“德主刑輔”的思想認識比較到位, 如貞觀二年, 太宗對侍臣
說：“是以爲國之道, 必須撫之以仁義, 示之以威信, 因人之心, 去其苛刻, 不
作異端, 自然安靜｡”26 大臣魏徵也曾說：“聖哲君臨, 移風易俗, 不資嚴刑峻
法, 在仁義而已｡ 故非仁無以廣施, 非義無以正身｡ 惠下以仁, 正身以義, 則其
政不嚴而理, 其教不肅而成矣｡ 然則仁義理之本也, 刑罰理之末也｡”27 可見,
“德主刑輔”思想爲唐初君臣所接受, 成爲其治國理政的基本思想｡ 這在唐高
宗審定長孫無忌等人撰寫的《唐律疏議》中體現的較爲明顯｡ 在《名例律》中,
22
23
24
25
26
27

《隋書》, 〈刑法志〉｡
《魏書》, 〈刑罰志〉｡
《魏書》, 〈高祖紀上〉｡
《魏書》, 〈刑罰志〉｡
裴汝誠等, 《貞觀政要譯注》, 頁232｡
裴汝誠等, 《貞觀政要譯注》, 頁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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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明確申明了撰修所遵循的方針：“德禮爲政教之本, 刑罰爲政教之用”,
二者相輔相成, “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28 受此影響, 唐律十分注重慎刑,
如刑罰只有五種——笞、杖、徒、流、死, 死刑惟有絞、斬二類, 其條文也降至
111條｡ 即使判了死刑, 也須經多次“覆奏”, 才能定案｡ 如不按此執行, 則對判
決者處以刑罰｡ 《斷獄律》曰：“諸死罪囚, 不待覆奏報下而決者, 流二千里｡
即奏報應決者, 聽三日乃行刑, 若限未滿而行刑者, 徒一年; 即過限, 違一日杖
一百, 二日加一等｡”29 唐律還規定官吏刑訊過度要受到懲處, 藉以避免刑訊
逼供｡ 《斷獄律》曰：“諸拷囚不得過三度, 數總不得過二百, 杖罪以下不得過
所犯之數｡ 拷滿不承, 取保放之｡ 若拷過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 杖一百;
杖數過者, 反坐所剩; 以故致死者, 徒二年｡”30 對拷問囚犯的次數、用刑總數
以及拷問過度所受處罰都作了規定｡ 又, 唐律按照恤刑的原則, 對於老弱病幼
殘者所應承擔的刑事責任分層次予以了詳細的規定, 《名例律》曰：“諸年七
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 犯流罪以下, 收贖｡ 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 犯
反、逆、殺人應死者, 上請; 盜及傷人者, 亦收贖｡ 餘皆不論｡ 九十以上, 七歲以
下, 雖有死罪, 不加刑｡”31 年齡不同, 身體狀況不同, 所犯罪不同, 可以根據實
際情況採用以錢贖罪、上請、不加刑等方式來量刑｡ 唐律對懷孕的婦女也特
別做了相應的規定, 《斷獄律》曰：“諸婦人犯死罪, 懷孕, 當決者, 聽產後一百
日乃行刑｡ 若未產而決者, 徒二年; 產訖, 限未滿而決者, 徒一年｡ 失者, 各減二
等｡ 其過限不決者, 依奏報不決法 …… 諸婦人懷孕, 犯罪應拷及決杖笞, 若未
產而拷、決者, 杖一百; 傷重者, 依前人不合捶拷法; 產後未滿百日而拷決者,
減一等｡ 失者, 各減二等｡”32 如果對孕婦及哺乳期的婦女行刑、刑訊, 相關責
任人也要受到處罰｡ 這些規定都體現了爲政以德的思想｡ 無怪乎《新唐書·刑
法志》評論曰：“蓋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亂, 治以寬平, 民樂其安, 重於犯法, 致
治之美, 幾乎三代之盛時｡ 考其推心惻物, 其可謂仁矣｡”
可見, 由孔子宣導的“德主刑輔”思想, 由漢及唐, 日益爲執政者所接受,
逐漸成爲傳統社會司法活動的主導思想｡ 受其影響, 省刑罰、寬宥老幼及婦
女成爲爲政者制定法律時考慮的主要內容, 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刑罰的
野蠻性和殘酷性, 緩和了階級矛盾, 維護了傳統政治的合法性存在和社會秩
序的穩定｡

28
29
30
31
32

長孫無忌等, 《唐律疏議》, 頁3｡
長孫無忌等, 《唐律疏議》, 頁572｡
長孫無忌等, 《唐律疏議》, 頁552-553｡
長孫無忌等, 《唐律疏議》, 頁80-83｡
長孫無忌等, 《唐律疏議》, 頁57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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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語》中的“正名”思想成爲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則
所謂“正名”, 就是指處在不同社會階層的、扮演不同社會角色的人們必
須嚴格遵守周禮所規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3 的等級名分, 各安其
位, 各行其事, 從而形成君臣有義、長幼有序的良好社會局面, 進而才能達到
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在孔子看來, 正名非常重要｡ 據《論語·子路》記載, “子路
曰：‘衛君待子而爲政, 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
子之迂也, 奚其正?’子曰：‘野哉, 由也｡ 君子如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 名不正,
則言不順; 言不順, 則事不成; 事不成, 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 則刑法不中;
刑法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可見, 正名乃爲政之首務, 名不正將導致“禮樂
不興”、“刑罰不中”和“民無所措手足”; 也必將危及社會穩定｡
繼孔子之後, 孟子、荀子、董仲舒等碩儒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思想, 尤其
是董仲舒明確指出：“治國之端在正名, 名之正, 興五世｡”34 他進而將陰陽
五行說、天道觀與君臣、父子、夫婦等倫理關係搭掛起來, 指出：“君臣、父
子、夫婦之義, 皆取諸陰陽之道｡ 君爲陽, 臣爲陰; 父爲陽, 子爲陰; 夫爲陽,
妻爲陰｡ 陰陽無所獨行｡ 其始也不得專起, 其終也不得分功, 有所兼之義｡”35
“王道之三綱, 可求於天｡”36 從而在天人系統中確立了“三綱”的基本內容｡
自此開始, “三綱”遂成爲“正名”的代名詞｡
及至東漢, 由官方論定的《白虎通》則明確指出了三綱的具體內容, 《三
綱六紀篇》曰：“三綱者, 何謂也? 謂君臣、父子、夫婦也｡…… 故《含文嘉》
曰：‘君爲臣綱, 父爲子綱, 夫爲妻綱’｡”37 在三綱中, “父爲子綱”是基礎, “君
爲臣綱”是中心, “夫爲妻綱”是羽翼, 它們合起來構成維護封建君主專制制度
的精神支柱和制定司法制度的根本原則｡ 據此而建構起來的歷代司法制度
都對違反這三綱行爲的臣民嚴懲不怠｡

1、維護君權
漢魏六朝隋唐時期, 各政權均嚴厲打擊謀反大逆等直接威脅皇權的犯
罪｡ 如《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賊律》規定：“謀反者, 皆要(腰)斬｡ 其父母、
妻子、同產, 無少長皆棄市｡”38 《漢書·景帝紀》如淳注引漢律曰：“大逆不道,
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武帝元狩元年,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江都王建, 失
臣子道, 謀反逆, 皆誅殺, “黨與死者數萬人”｡39 《漢書·李尋傳》記載, 哀帝時,
33
34
35
36
37
38

《論語》, 〈顏淵〉｡
賴炎元, 《春秋繁露今注今譯》, 頁54｡
賴炎元, 《春秋繁露今注今譯》, 頁320｡
賴炎元, 《春秋繁露今注今譯》, 頁321｡
班固等, 《白虎通》, 頁203｡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張家山漢墓竹簡》, 頁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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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 被誅殺, “當賀良等執左道, 亂朝政, 傾覆國家, 誣罔
主上, 不道｡ 賀良等皆伏誅｡ 尋及解光減死一等, 徙敦煌郡｡”
魏晉南北朝時期, 各政權對謀反大逆等也予以嚴懲, 如魏律規定：“謀反
大逆, 臨時捕之, 或汙瀦, 或梟菹, 夷其三族, 不在律令, 所以嚴絕惡跡也｡”40 北
魏律規定：“大逆不道腰斬, 誅其同籍, 年十四已下腐刑, 女子沒縣官｡”41 南梁
律規定：“其謀反、降、叛、大逆以上, 皆斬; 父子同產男無少長, 皆棄市; 母妻
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 妻子女妾同補奚官奴婢; 貲材沒官｡”42 北齊律創立“重
罪十條”, “一曰反逆, 二曰大逆, 三曰叛, 四曰降, 五曰惡逆, 六曰不道, 七曰不
敬, 八曰不孝, 九曰不義, 十曰內亂｡ 其犯此十者, 不在八議論贖之列｡”43 謀反
名列首位, 且不可議不能贖｡ 北周律雖“不立十惡之目, 而重惡逆、不道、大不
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 凡惡逆, 肆之三日”, “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
惡逆罪當流者, 皆甄一房配爲雜戶”｡44 對威脅皇權的罪刑亦予以重點打擊｡
唐律對侵犯皇權的行爲處罰很嚴｡ 如《唐律疏議·賊盜律》規定：“諸謀
反及大逆者, 皆斬; 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 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
同)、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材、田宅並沒官｡ 男夫年八十及篤疾、婦
人年六十及廢疾者並免(餘條婦人應緣坐者, 准此); 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
三千里, 不限籍之同異｡”45 “即雖謀反, 詞理不能動眾, 威力缺乏率人者, 亦
皆斬(謂結謀真實, 而不能爲害者｡ 若自述休徵, 假託靈異, 妄稱兵馬, 虛說反
由, 傳惑眾人而無真狀可驗者, 自從祆法); 父子、母女、妻妾並流三千里, 資
財不在沒限｡ 其謀大逆者絞｡”46 可見, 只要涉及危害君權的行爲, 就得緣坐
入死, 刑及父母妻妾子女和兄弟姐妹, 即所謂“謀反、大逆, 罪極誅夷, 汙其室
宅, 除惡務本｡ 罪人既不會赦, 緣坐亦不合原, 去取之宜, 皆隨罪人爲法｡”47
一部《唐律疏議》只有502條, 其中涉及維護專制政權及君主人身安全的即有
90多條, 占全部律文幾近五分之一; 規定處以死罪的200餘條, 事涉這方面的
就有20多條, 甚至連“口陳欲反之言, 心無真實之計, 而無狀可尋者”, 亦要“流
二千里｡”48 由此不難看出, 唐律在維護皇帝至高無上地位不受任何侵犯方
面是多麼的嚴密和嚴格｡
除此之外, 進入皇家禁地被視爲大不敬, 要處以重刑｡ 如漢武帝元鼎四
年, 嗣侯張拾坐入上林(皇家園林——筆者注)謀盜鹿, 完爲城旦｡ (《漢書·功臣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漢書》, 〈武帝紀〉｡
《晉書》, 〈刑法志〉｡
《魏書》, 〈刑罰志〉｡
《隋書》, 〈刑法志〉｡
《隋書》, 〈刑法志〉｡
《隋書》, 〈刑法志〉｡
長孫無忌等, 《唐律疏議》, 頁321｡
長孫無忌等, 《唐律疏議》, 頁322｡
長孫無忌等, 《唐律疏議》, 頁88｡
長孫無忌等, 《唐律疏議》, 頁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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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安丘侯》)被剃去鬢毛鬚髮, 枷上刑具, 服苦役｡ 爲了保衛皇帝的安全, 自
晉朝始, 政府專設律條以“敬上防非”｡ 《唐律疏議·衛禁律》開篇即言：“《衛禁
律》者, 秦漢及魏未有此篇｡ 晉太宰賈充等, 酌漢魏之律, 隨事增損, 創制此篇,
名爲《衛宮律》｡ 自宋洎於後周, 此名並無所改｡ 至於北齊, 將關禁附之, 更名
《禁衛律》｡ 隋開皇改爲《衛禁律》｡ 衛者, 言警衛之法; 禁者, 以關禁爲名｡ 但
敬上防非, 於事尤重, 故次名例之下, 居諸篇之首｡”唐律關於宮廷警衛方面的
律條主要有擅入宮殿門、上閣及御所在罪, 向宮殿、宮垣、殿垣、上閣及皇帝
所在地射箭、放彈及投擲瓦石罪等｡ 如“諸闌入宮門, 徒二年｡ 殿門, 徒二年
半”, “入上閣內者, 絞”49; 盜帝王陵園草木者, “徒二年半”｡50 不尊重御用之物
也要嚴懲, 如東漢時, “朱穆爲尚書, 歲初百官朝賀, 有虎賁當階置弓於地, 謂
群僚曰：‘此天子弓, 誰敢干越?’百僚皆避之｡ 穆呵之曰：‘天子之弓當戴之
於首上, 何敢置地? 大不敬｡’即收虎賁付獄治罪, 皆肅然服之｡”51 這是因對天
子用的器物不尊敬, 而處以“大不敬”罪｡ 僞造御用之物者, 法不容恕｡ 如漢律
規定：“僞寫皇帝信璽、皇帝行璽, 要(腰)斬以勻(徇)｡”52 唐律規定：“諸僞
造皇帝御用八寶者, 斬｡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寶者, 絞｡ 皇太子妃
寶, 流三千里｡”其注曰：“僞造不錄所用, 但造即坐｡”53 只要是僞造, 不管用
還是不用, 一律處罰｡ 與皇帝交談或上書有冒犯之處, 也會受到重懲｡ 漢律規
定：“諸上書及有言也而謾, 完爲城旦舂｡ 其誤不審, 罰金四兩｡”54 又, 晉人周
嵩, 由於褒貶朝士而被論以“大不敬棄市”, 據《晉書·周嵩傳》記載, 周嵩與侍
中戴邈同坐, 周嵩“褒貶朝士, 又詆毀邈, 邈密表之｡ 帝召嵩入, 面責之｡ 嵩謝
罪曰：‘昔唐虞至聖, 四凶在朝, 陛下雖聖明御世, 安能無碌碌之臣乎? ’帝怒,
收付廷尉｡ 廷尉以嵩大不敬棄市論｡”

2、保障父權的絕對權威
家庭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單位, 在孔子看來, “欲治其國, 必先齊其家｡”55
爲了維繫父系家長制, 就必須強調孝｡ 因爲只有孝, 才能“無違”, 才能“生, 事之以
禮; 死, 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56 才能不犯上作亂｡ 漢代以孝治天下, 故將“不孝”入
罪, 予以嚴懲｡ 如據張家山竹簡《奏讞書》記載, “教人不孝, 次不孝之律｡ 不孝者棄
市｡ 棄市之次, 黥爲城旦舂｡”57 不孝者棄市｡ 殺害、毆打父母的行爲, 漢律也嚴懲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長孫無忌等, 《唐律疏議》, 頁150-151｡
長孫無忌等, 《唐律疏議》, 頁355｡
李昉等,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七, 頁1598｡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張家山漢墓竹簡》, 頁134｡
長孫無忌等, 《唐律疏議》, 頁452｡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張家山漢墓竹簡》, 頁135｡
《禮記》, 〈雜記〉｡
《論語》, 〈爲政〉｡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張家山漢墓竹簡》, 頁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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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待｡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賊律》規定：“子牧殺父母, 毆詈泰父母、父母、叚大
母、主母、後母, 及父母告子不孝, 皆棄市｡”58 漢律還規定, 犯不孝罪者不能減免
或贖罪：“賊殺傷父母, 牧殺父母, 歐詈父母, 父母告子不孝, 其妻子爲收者, 皆錮,
令毋得以爵償、免除及贖｡”59 《漢書》中記載了一些對不孝之人處罰的例子｡ 其中
不孝父的例子, 如據《漢書·景帝紀》記載, 景帝時, 劉恢說有私怨於其父, 而自謀反,
欲令其父坐死, 被景帝以不孝罪棄市｡ 又據《漢書·衡山王傳》記載, “太子爽, 坐告
王父, 不孝棄市”｡ 不孝母的例子, 如據《漢書·王尊傳》記載, 元帝時, 王尊爲美陽令,
該地有一女子告假子不孝, 曰：“兒常以我爲妻, 妒笞我｡”尊聞之, 遣吏收捕驗問,
辭服｡ 尊曰：“律無妻母之法, 聖人所不忍書, 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
上, 取不孝子縣磔著樹, 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 吏民警駭｡
魏晉南北朝時期, 法律對不孝罪也予以嚴懲｡ 如曹魏律規定：“夫五刑之
罪, 莫大於不孝｡”60 以不孝爲重罪｡ 晉律將不孝科以棄市之罪, “子不孝父母, 棄
市｡”61 “子賊殺傷毆父母, 梟首, 罵詈, 棄市; 婦謀殺夫之父母, 亦棄市｡”62 又, 南
朝宋明帝曾大赦天下, 唯“子殺父母, 孫殺祖父母, 弟殺兄, 妻殺夫, 奴殺主, 不在
赦列｡”63 南陳律規定, 如不孝, 將受到終身禁錮：“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 若
縉紳之族, 犯虧名教, 不孝及內亂者, 發詔棄之, 終身不齒｡”64 北魏律規定：“害
其親者, 轘之｡”65 魏高祖也曾下詔, 專門針對不孝罪, 建議加大處罰力度：“三
千罪, 莫大於不孝, 而律不遜父母, 罪止髡刑｡ 於理未衷, 可更詳改｡”66
唐律賦予尊長在家庭中的絕對權力｡ 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唐律疏議》
明文規定“同居必有尊長”、“家事統於尊”, 即尊長享有財產權、對子孫的教令
權和主婚權｡ 就財產權而言, 唐律規定未經尊長同意, “諸同居卑幼, 私輒用財
者, 十疋笞十, 十疋加一等, 罪止杖一百｡”67 就教令權而言, 《唐律疏議》指出：
“祖父母、父母有所教令, 於事合宜, 即須奉以周旋, 子孫不得違反｡”68 如子孫
違反了教令, 只要父輩告發, 就“徒二年”69; 如果祖父母、父母因而殺之者, 只徒
“一年半”｡70 就主婚權而言, 唐律規定：“諸卑幼在外, 尊長後爲訂婚｡”71 二是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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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孝罪｡ 《唐律疏議》將不孝列爲“十惡”中的一種, “五刑之中 …… 其數甚惡
者, 事類有十, 故稱‘十惡’｡”72, “七曰不孝”, 其內容包括：“告言、詛詈祖父母父
母, 及祖父母父母在, 別籍、異財, 若供養有闕; 居父母喪, 身自嫁娶, 若作樂, 釋
服從吉; 聞祖父母父母喪, 匿不舉哀, 詐稱祖父母父母死｡”73 對不孝罪的具體行
爲和處罰規定如下：“諸詈祖父母、父母者, 絞; 毆者, 斬; 過失殺者, 流二千
里; 傷者, 徒三年｡”74 諸子孫“供養有闕者, 徒二年｡”75 “諸居父母喪, 生子及兄
弟別籍、異財者, 徒一年｡”76 “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 死罪, 徒一年
半; 流罪, 減一等; 徒罪, 杖一百｡”77 諸如此類, 規定非常詳細｡

3、保證夫權
漢統治者爲加強家庭中丈夫的統治地位, 製造了“夫爲妻綱”的理論｡
《白虎通·嫁娶》曰：“男女者何謂也? 男者任也, 任功業也; 女者如也, 從如人
也｡ 在家從父母, 既嫁從夫, 夫沒從子也｡ 《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夫
婦者何謂也? 夫者扶也, 扶以人道也; 婦者服也, 服於家事, 事人者也｡”78 就
是說妻子要無條件地服從丈夫, 服侍丈夫｡ 漢律規定：“妻捍而夫毆笞之, 非
以兵刃也, 雖傷之, 毋罪｡”丈夫可以毆打妻子, 但妻子不可以毆打丈夫, “妻毆
夫, 耐爲隸妾｡”79
另外, 自漢律始, 有七棄之規定：“無子棄, 絕世也; 淫泆棄, 亂類也; 不
事舅姑棄, 悖德也; 口舌棄, 離親也; 盜竊棄, 反義也; 嫉妒棄, 亂家也, 惡疾棄,
不可奉宗廟也｡”80 即妻子凡具有不孝順公婆、無子、淫妒、有惡疾、多言、
盜竊中任何一項, 丈夫都有權休妻｡ 同時男子還可以找各種藉口, 將妻子趕
走, 這樣的例子很多, 如王吉曾因妻子摘鄰居家的棗子而休妻, 事見《漢書·王
吉傳》; 鮑永的妻子因在其繼母前罵狗而遭棄, 事見《後漢書·鮑永傳》; 孫謙因
妻子慢待堂兄而休妻, 事見《梁書·孫謙傳》｡ 由此可見, 男子可以因小事而休
妻, 而爲法律和社會所認可｡ 然而妻子即使在丈夫有惡劣行爲的情況下, 也
不得拋棄丈夫｡ 《白虎通·嫁娶》云：“夫有惡行, 妻不得去｡”因爲“地無去天之
義”, “一與之齊, 終身不改”, 故夫“雖有惡, 不得去也｡”81 片面強調妻子對丈夫
的單方面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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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朝時, 規定妻傷夫判罪比一般傷死人的罪行多一年：“傷死人四歲
刑, 妻傷夫五歲刑｡”82
唐律進一步確認了男尊女卑的夫權統治｡ 一是懲處女方悔婚罪｡ 《唐律
疏議·戶婚律》規定：“諸許嫁女, 已報婚書及有私約, 而輒悔者, 杖六十｡ 若
更許他人者, 杖一百; 已成者, 徒一年半｡ 後娶者知情, 減一等｡ 女追歸前夫,
前夫不娶, 還聘財, 後夫婚如法｡”83 女方悔婚, 需承擔一定的責任, 而男家則
可以不娶｡ 二是實行夫妻同罪而異罰｡ 夫妻之間, 唐律認爲義同長幼, 所以
夫妻相毆鬥, 同罪而異罰｡ 如《鬥訟律》規定：“諸妻毆夫, 徒一年; 若毆傷重
者, 加凡鬥傷三等; 死者, 斬｡ 媵及妾犯者, 各加一等｡”84 反之, 如果丈夫“毆
傷妻者, 減凡人三等; 死者, 以凡人論｡ 毆妾折傷以上, 減妻二等｡”85 可見同
一鬥傷罪, 妻則加凡人三等, 男則減凡人二等, 量刑相差五等之多; 同樣致死,
妻子殺夫要斬, 而夫殺妻以凡人論｡ 律條同時規定, 丈夫過失殺傷妻妾不問
罪, “過失殺者, 各勿論”; 而妻、媵、妾過失殺傷夫“各減二等”而已｡86 三是懲
治夫喪嫁娶｡ 對於居夫喪期間而嫁娶者, 唐律規定：“諸居父母及夫喪而嫁
娶者, 徒三年; 妾減三等｡”87 爲夫守喪期滿之後, 如不願改嫁, 除其祖父母、
父母外, 他人不能逼其強嫁, “諸夫喪服除而欲守志, 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
強嫁之者, 徒一年; 期親嫁者, 減二等｡ 各離之｡ 女追歸前家, 娶者不坐｡”88
四是妻妾不能擅自離開或改嫁｡ 唐律規定：“即妻妾擅去者, 徒二年; 因而改
嫁者, 加二等｡”89 其對夫權的維護由此可見｡
綜上, 由孔子宣導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 歷經董仲舒等碩
儒的改造, 逐漸演化成爲“三綱”, 並日益滲透到司法制度中, 這不僅促進了儒
家思想的法律化, 使儒家思想成爲了傳統社會控制系統的核心和樞紐; 而且
也促進了司法制度的儒學化, 爲嚴苛的法律增加了濃濃的道德倫理色彩, 二
者的有機結合, 共同維繫了傳統社會的宗法等級秩序, 鞏固了封建統治秩序｡

三、《論語》中的“親親相隱”成爲司法實踐的指導原則
親親得相容隱, 就是法律允許親屬藏匿包庇犯罪而不承擔刑事責任的
原則｡ 這一司法原則, 淵源於孔子的“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 《論語·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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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 其父攘羊, 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
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 直在其中矣’｡”邢昺疏云：其父盜羊,
而子言於失主, 證明其父爲盜羊者｡ 葉公以此誇於孔子, 說明其鄉黨中有以
正直而行事的人｡ 孔子不同意他的說法, “言吾黨之直者異於此證父之直者｡
子苟有過, 父爲隱之, 則慈也｡ 父苟有過, 子爲隱之, 則孝也｡ 孝慈則忠, 忠則
直也｡ 故曰‘直在其中矣’｡”90 由此可知, 孔子之所以提倡父子相隱, 其目的是
爲了維護傳統的宗法制度和倫理道德, 進而鞏固父權制家庭, 這也有利於培
養人們的忠君思想和鞏固傳統的統治秩序｡
秦朝時, 親親相容隱原則已初露端倪｡ 秦律不允許子告父、奴告主｡ 如
《法律答問》說：“子告父母, 臣妾告主, 勿聽｡”又說：“主擅殺、刑髡其子、臣
妾, 是謂‘非公室告’, 勿聽｡ 而行者, 告者罪｡”91 這說明在秦朝, 子告父母, 奴告
主, 不予受理｡ 如果非要告的話, 就要受處罰了｡ 但秦律不禁止妻告夫, 《法律
答問》說：“‘夫有罪, 妻先告, 不收｡ ’妻媵臣妾、衣器當收不當收? 不當收｡”92
即丈夫有罪, 如果妻先告發, 不僅不負連坐責任, 且不沒收陪嫁的奴僕和衣物｡
由於秦朝以法家思想爲指導, 親親相容隱沒有上升爲普遍的法律原則｡
到了漢朝, 由於儒家學者的鼓吹, 親親相容隱逐漸上升爲司法原則｡ 西
漢初期, 禁止卑幼控告尊長｡ 如《漢書·衡山王劉賜傳》載, 漢武帝時, 衡山王
劉賜謀反, 又欲廢太子劉爽, 立劉孝爲太子｡ “爽聞, 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
書, 言衡山王與子謀逆, 言孝作兵車鍛矢, 與王御者奸｡”後衡山王事敗自殺,
而“太子爽告父不孝, 棄市”｡ 該事例說明, 即使“重首匿之科”的漢武帝也不
容許子告父, 那怕是犯謀反罪的父親｡
在漢昭帝始元六年召開的鹽鐵會議上, 御史大夫桑弘羊和賢良文學們
曾就是否廢除“首匿相坐之法”展開過激烈的爭論｡ 據《鹽鐵論·周秦》記載,
賢良文學們要求廢除“首匿相坐之法”, 即要求允許親屬隱匿不告而不相坐｡
但桑弘羊堅決反對, 在他看來, 一是“一室之中, 父兄之際, 若身體相屬, 一節
動而知其心”, 親屬最知情｡ 二是親屬負有不教之責, “居家相察, 出入相司｡
父不教子, 兄不正弟”, 難咎其責｡ 三是親屬隱匿相坐, 可以警告民人：“爲非,
法之必加, 而戮及父兄, 必懼而爲善”, 可以起到預防犯罪的作用｡ 賢良文學
們則反駁說：“今以子誅父, 以弟誅兄, 親戚相坐, 什伍相連, 若引根本之及
華葉, 傷小指之累四體也｡ 如此, 則以有罪株及無罪, 無罪者寡矣｡”在他們看
來, “首匿相坐之法立, 骨肉之恩廢, 而刑罪多”, 所以反對“父子之相坐”, 而主
張“子爲父隱, 父爲子隱”｡
及至漢宣帝, 正式確立了親親相容隱的原則｡ 漢宣帝地節四年(前66)曾
下詔容許親屬相隱：“父子之親, 夫婦之道, 天性也｡ 雖有患禍, 猶蒙死而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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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愛結於心, 仁厚之至也, 豈能違之哉! 自今子首匿父母, 妻匿夫, 孫匿大父母,
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 夫匿妻, 大父母匿孫, 罪殊死, 皆上請廷尉以聞｡”93 公開
規定子孫首匿父母、祖父母, 妻子首匿丈夫, 都不用承擔刑事責任; 父母、祖父
母匿子孫, 除死罪上請減免外, 其它也不用承擔刑事責任｡ 該詔書不但把孔子
所限定的父子相爲隱的範圍擴大到夫婦、祖孫, 而且把這一倫理原則上升爲刑
罰原則而賦予法律效力, 成爲《論語》經義法律化的一個重要標誌｡ 自此, 親親
相容隱的刑罰原則正式確定下來, 並爲後世立法者所承襲｡
降及東漢, 班固的《白虎通》不僅從“五行”和天屬的角度論述了“父爲子
隱, 子爲父隱”的原因, “父爲子隱, 何法? 法木之藏火也; 子爲父隱, 何法? 法
水逃金也”,94 “君不爲臣隱, 父獨爲子隱何? 以爲父子一體, 而分榮恥相及”,95
而且將相爲容隱的範圍擴大到兄弟、朋友、夫妻, “《論語》曰：‘父爲子隱, 子
爲父隱, 直在其中矣｡’兄弟相爲隱乎? 曰：然｡ 與父子同義｡ 故周公誅四國常
以祿甫爲主也｡ 朋友相爲隱者, 人本接朋結友爲欲立身揚名也｡ 朋友之道有
四焉, 通財不在其中｡ 近則正之, 遠則稱之, 樂則思之, 患則死之｡ 夫妻相爲隱
乎? 《傳》曰：‘曾子去妻, 黎蒸不熟｡’ 問曰：‘婦有七出, 不蒸亦預乎?’曰：‘吾
聞之也, 絕交令可友, 棄妻令可嫁也｡ 黎蒸不熟而已, 何問其故乎!’”此爲隱之
也｡”96 由於《白虎通》是東漢章帝時, 諸儒論議五經同異, 皇帝“稱制臨決”的
產物, 因此我們可以說它基本上代表了東漢政權對這一問題的態度｡
親屬相容隱的原則在西漢元帝、成帝對待東平思王宇這件事上充分的
體現了出來｡ 東平思王宇是元帝的同父異母弟, 立國後, 經常與奸滑之徒來
往, 犯法之事時有發生, 但“上以至親貰弗罪, 傅相連坐”｡ 後其母又上書元帝
言其不孝, 元帝一方面對東平王曉以大義, 勸其潔身自好：“蓋聞親親之恩
莫重於孝, 尊尊之義莫大於忠, 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 制節謹度以翼天
子, 然後富貴不離於身, 而社稷可保｡ 今聞王自修有闕,……謗自內興, 朕甚
憯焉, 爲王懼之｡…… 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 孔子曰：‘過而不改,
是爲過矣｡’王其深惟熟思之, 無違朕意｡”一方面又以親情勸說王太后, 希望
她能原諒東平王的過失：“夫富善之門莫美於和睦, 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
今東平王出繈褓之中而托於南面之位, 加以年齒方剛, 涉學日寡,…… 能無
失禮義者, 其惟聖人乎? 《傳》曰：‘父爲子隱, 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
不可不詳｡ 閨門之內, 母子之間, 同氣異息, 骨肉之恩, 豈可忽哉! 豈可忽哉!
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 則不可棄也, 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
恩, 猶忍小惡, 而況此乎!”東平王悔過服罪, “因使者頓首謝死罪, 願灑心自
改”｡ 元帝又下“詔書敕傅相”對王進行儒家經典教育, “今王富於春秋, 氣力

93
94
95
96

《漢書》, 〈宣帝紀〉｡
班固等, 《白虎通》, 頁96｡
班固等, 《白虎通》, 頁121｡
班固等, 《白虎通》, 頁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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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武, 獲師傅之教淺, 加以少所聞見, 自今以來, 非五經之正術, 敢以遊獵非
禮道王者, 輒以名聞”｡
但元帝死後, 東平王不但對嗣位的成帝有所誹議, 而且放言自己差點作
了天子; 不但居喪期間飲酒食肉, 妻妾不離側, 而且絞殺了欲告發其罪行的
人｡ 有司奏請逮捕懲辦, 成帝沒有治其罪, 僅削二縣而已｡ 三年之後, 成帝又
以親親之故下詔恢復所削之縣, 詔曰：“蓋聞仁以親親, 古之道也｡ 前東平王
有闕, 有司請廢, 朕不忍｡ 又請削, 朕不敢專｡ 惟王之至親, 未嘗忘於心｡ 今聞
王改行自新, 尊修經術, 親近仁人, 非法之求, 不以奸吏, 朕甚嘉焉｡ 傳不云
乎? 朝過夕改, 君子與之｡ 其復前所削縣如故｡”97 這是西漢皇帝以兄弟、叔
侄之至親關係相容隱的典型事例｡ 在這件事情的處理過程中, 元、成二帝不
但在實際操作中具體貫徹執行了《論語》首倡的親屬相容隱的原則, 而且還
時常引用《論語》經文爲自己的行爲張目｡
東漢時, 這一原則在皇室成員犯罪時也得到了充分運用｡ 漢明帝永平
十三年, 有人告發“楚王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 有逆謀, 事下案驗｡
有司奏英招聚奸滑, 制作圖讖, 擅相官秩, 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 大逆不道,
請誅之｡”明帝“以親親不忍, 乃廢英, 徙丹陽涇縣, 賜湯沐邑五百戶｡ 遣大鴻
臚持節護送, 使伎人奴婢鼓吹悉從, 得乘衣車, 持兵弩, 行道射獵, 極意自娛｡
男女爲侯主者, 食邑如故｡ 楚太后勿上璽綬, 留住楚宮｡”98 對犯大逆不道之
人, 不但不誅殺, 反而優待尤加, 其曲法伸情之意可見一斑｡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 親親相容隱原則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 不僅容許親
屬相隱, 如後秦姚興曾詔令“聽祖父母昆弟相容隱”,99 北魏有“子孫告父母、
祖父母者死”100 的律條; 而且出現了相容隱的親人不得在法庭上作證人的
論調, 且在現實生活中和法律上得到了認可｡ 如東晉元帝時衛展上書反對
“考子正父刑, 鞭父母問子所在”的作法：“今施行詔書, 有孝子正父死刑, 或
鞭父母問子所在｡ 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 家長斬｡ 若長是逃亡
之主, 斬之, 雖重猶可｡ 設子孫犯事, 將考祖父逃亡, 逃亡是子孫, 是(而)父祖
嬰其酷｡ 傷順破教, 如此者眾｡ 相隱之道離, 則君臣之義廢; 君臣之義廢, 則
犯上之奸生矣｡”101 親屬間相互證罪, 既有悖於親親相隱, 也會導致犯上作
亂之事的發生｡ 又, 宋文帝時侍中蔡廓建議, “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
之罪, 虧教傷情, 莫此爲大｡ 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 無乞鞫之訴, 便足以明
伏罪, 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 從之｡102 如果相容隱的親人在法庭
上作證人, 不但不會受賞, 而且要治罪｡ 如梁武帝時建康女子任提女, 坐誘口
《漢書》, 〈宣元六王傳〉｡
《後漢書》, 〈光武十王傳〉｡
99 《晉書》, 〈姚興載記上〉｡
100 《魏書》, 〈竇瑗傳〉｡
101 《晉書》, 〈刑法志〉｡
102 《宋書》, 〈蔡廓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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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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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死｡ 其子景慈對鞫辭云, 母實行此｡ 是時法官虞僧虯啟稱, “案子之事親,
有隱無犯, 直躬證父, 仲尼爲非｡ 景慈素無防閑之道, 死有明目之據, 陷親極
刑, 傷和損俗｡ 凡乞鞫不審, 降罪一等, 豈得避五歲之刑, 忽死母之命? 景慈
宜加罪辟｡”詔流於交州｡103
及至唐律, 進一步完備、健全了這一制度｡ 《唐律疏議·名例律》“同居相
隱”條說：“諸同居, 若大功以上親, 及外祖父母、外孫, 若孫之婦、夫之兄弟
及兄弟妻, 有罪相爲隱; 部曲、奴婢爲主隱：皆勿論｡ 即漏露其事及擿語消
息亦不坐｡ 其小功以下相隱, 減凡人三等｡”104 在容隱範圍上, 唐律所規定有
明顯的擴大｡ 既有按服制等級所定的“大功”以上親, 也包括“同財共居”的家
庭成員, 還包括“服雖輕、倫情重”的外祖父母、外孫、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
弟妻｡ 除此之外, 部曲和奴婢還可爲主人隱罪｡ 於此範圍之外的親屬之間,
雖沒有容隱權, 但相互隱匿罪行, 在量刑上也與普通人不同, 而是“減凡人三
等”處理｡
親親相容隱, 既是權利, 也是義務｡ 如果告發容隱範圍內的親屬, 告發者
的行爲即構成犯罪, 而被告者反因親屬的告發而免於處罰｡ 在唐律中, 除謀
反、謀大逆和謀叛罪外, 卑幼告發尊長, 均視爲犯罪｡ 《唐律疏議·鬥訟律》“告
祖父母父母”條規定：告祖父母父母者, 違反了“十惡”之一的“不孝”罪, 不論
所告是否屬實, 告發之子孫均處以死刑, “諸告期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
之祖父母, 雖得實, 徒二年｡”105 “告期親以下緦麻以上尊長”、“告緦麻以上
卑幼”條規定：“告大功尊長, 各減一等｡ 小功、緦麻, 減二等｡”106 “部曲奴卑
告主”條規定, 部曲或奴卑告主人的“皆絞”, 告主人親屬的要以親等分別處以
杖至流不等｡
卑幼告尊長有罪, 尊長告卑幼亦有罪｡ 《白居易集》卷六十七中有這樣
的案例, 很能說明問題｡ 如某甲告其子行盜, 有人譏其父子不相隱, 某甲稱自
己的行爲是“大義滅親”｡ 白居易判曰：“法許原親, 慈同隱惡｡ 俾恩流於下,
亦直在其中｡ 甲忝齒人倫, 忍傷天性｡ 義方失教, 曾莫愧於父頑; 攘竊成奸,
尚不爲其子隱｡ 道既虧於庭訓, 禮遂闕於家肥｡ 且情比樂羊, 可謂不慈傷教;
況罪非石厚, 徒云大義滅親｡ 是不及情, 所宜致誚｡”107 顯然, 判詞判言甲不
應告子, 而應爲子隱｡
由上可見, 由孔子提出的“父子相隱”思想, 歷經漢唐統治者和儒家學者
的推演, 遂成爲漢唐司法中的基本原則, 其相容隱的範圍也隨之不斷擴大,
由父子而兄弟、朋友、夫妻, 由大功以上親、外祖父母、外孫, 若孫之婦、夫
之兄弟及兄弟妻而及部曲、奴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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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書》, 〈刑法志〉｡
長孫無忌等, 《唐律疏議》, 頁435｡
長孫無忌等, 《唐律疏議》, 頁435｡
長孫無忌等, 《唐律疏議》, 頁435｡
白居易, 《白居易集》, 頁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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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中華法系和中華法制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 在世界法制文明歷史
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特色鮮明的時代精神和民族特
性｡ 特別是漢代以法律儒家化取代秦代法律法家化, 開始了法律儒家化的歷
史進程, 至“唐律一準乎禮”, 標誌著法律儒家化的最後完成, 奠定了中華法
系禮法並用的治國模式和中國獨特的儒家法律文化｡108 在整個法律儒家化
的過程中, 作爲記錄孔子及其弟子思想重要經典的《論語》, 扮演了重要角色,
其中的“德主刑輔”思想成爲司法文化的精髓、“正名”思想成爲司法制度的
基本原則、“親親相隱”理念成爲司法實踐的指導原則｡ 這不僅促進了儒家
思想的法律化, 而且也增加了司法制度的人倫色彩, 對於中國傳統法律乃至
於整個民族文化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 投稿日：2017.02.17 / 審查日：2017.03.27-2017.06.14 / 刊載決定日：2017.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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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學輝, 〈淺談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歷史進程〉, 頁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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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ects and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Judiciary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ANG Ming-Gui

Abstract
The Analects is an important classic which records the thoughts of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During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influenced by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instilling confucianism into laws, the idea of “morality-guiding and
penalty-supplementing” in the Analects was regarded as the quintessence of judicial
culture, along with “rectification of names”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mutual concealment between relatives”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judicial practice. This not only promoted the legalization of
confucianism, but also added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to the judicial system, which
has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traditional laws and even the entire
national culture.
Keywords: Analects, judiciary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Confucianization,
rectification of names, mutual concealment between relati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