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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會議主持人吳景傑，報告

人陳重方、李如鈞、游逸飛、楊

曉宜、鹿智鈞。（2012 年 4 月 14

日攝於臺大文學院文二十教室） 

《史原》跨學群討論會 

「中國傳統法律知識、教育與傳播」討論紀要 

吳景傑（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毛元亨（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編按： 

《史原》自 2010 年復刊以來，便致力

於結合各學群研究生的研究專長，促進彼此

交流，並提供研究生發表未成熟或階段性研

究成果的平台。職是之故，《史原》策劃一

系列的講論會與討論會，並於 2012 年 4 月

14 日舉辦首次跨學群討論會，以「中國傳

統法律知識、教育與傳播」為主題，邀請各

學群專業領域的研究生進行學術討論，本文

即為該場討會紀要。 

 

前言 

《史原》跨學群討論會關注各時期歷史

的承與變，而傳統中國法律正符合此關懷。

傳統法律自先秦至近現代有延續性；另一方

面，法律在各時期的變遷也清晰可見，至近

現代更因「西方法」的加入而產生劇烈變

動。在「傳統中國法律」此一大範圍議題中，

本次討論會選取「知識、教育與傳播」的子

題做為切入點。這是因為，傳統中國法律自

古以來滲透於政府制度與民眾生活，其中制

度固然是一切的基礎，但法律真正進入民眾

的生活，卻須經歷一段複雜的過程：先由制

度轉化為知識，知識再透過教育與傳播普及

於社會，廣為流傳，而後逐步被民眾內化為

日常生活之一部分。 

由於本次討論會的重點在學群間的交

流，而非個人研究成果的發表，故進行方式

不循一般研討會流程，而是由各討論人逐一

介紹各學群現今的研究成果（報告過程中隨

時可接受提問），眾與會者在此基礎上進行

學群間的對話，以期相互激盪，共同探尋傳

統中國法律的延續與變化。 

本次討論會共安排五位討論人，由臺大

歷史系博士生游逸飛主講

秦漢史，臺大歷史系博士生

楊曉宜主講中古史，臺大歷

史系博士候選人李如鈞主

講宋元史，臺大歷史系博士



 

 

 

 

會議紀實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 No. 13∕2012 年 10 月 34 

◄秦漢史報告人 

游逸飛 

生鹿智鈞主講明清史，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

究所碩士生陳重方主講近代史。會議主持人

為《史原》復刊第三屆明清史編委、臺大歷

史系博士生吳景傑。 

秦漢史 

游逸飛從「秦代的『以吏為師』是社會

教育還是知識壟斷？」切入，指出曾有學者

認為，秦只是將教育權力收歸政府，並限制

教育內容。秦臣民或在官府，或透過民間掌

教化的三老，都能學習法律。究實而論，秦

為維持官僚制度運作，自須培養懂法的官

吏。但據《商君書．定分》所記，人民與地

方官吏欲知法令須往縣廷詢問縣法官，法官

並無主動教育吏民之責，亦無意教育吏民完

整的法律知識。再據其他傳世文獻及簡牘資

料，地方官制不見獨立的郡縣法官。睡虎地

秦律說明秦低層官吏出身以世襲壟斷的「史

子」為主，庶民既然幾無機會任官，也就難

以學到專業的法律知識。故「以吏為師」絕

非廣泛的社會教育，而更近於秦官僚政府對

專業法律知識

的壟斷。 

西漢初年

仍承襲秦代壟

斷專業法律知

識的政策，直

到政府廢除史

子 的 世 襲 制

度，庶民才有

更多機會受教育、任小吏，而後民間律令學

的興起，象徵專業法律知識壟斷被打破，也

意味專業法律知識進一步的推廣與傳播。對

於專業法律知識從壟斷到開放的時點，可從

官吏隨葬律令文書習俗的興衰推測：秦至西

漢前期的官吏，大抵有以律令隨葬的葬俗，

而西漢後期以後的例子幾乎一個也不見，此

葬俗或於景、武之際開始衰歇。這可能正是

因為專業法律知識此時已不再壟斷，民間律

令私學開始興起，隨葬律令已經無法充分象

徵官吏的身分與階級。到了三國曹魏時代，

政府須設置專門的「律博士」教授律令，則

反映此時專業法律知識已非官吏、平民流行

學習的知識。專業法律知識再次成為少數人

的專利，但其意義已與秦至漢初大相逕庭。 

中古史 

楊曉宜嘗試從「傳播」的路徑討論中國

中古法律教育的問題。報告中指出，在傳統

中國，中央政府所頒布的法典，由地方官府

向民眾傳遞，而民眾是在地方官府與士人的

協助下了解法律。因此，在法律知識傳播的

過程中，地方官府在中央與民眾之間扮演著

中介的角色，而這樣的三方關係，正是濫觴

於中古。 

中古時期律學漸趨發展與成熟，如律典

註解、制定法典、培養法律人才、法理學術

的進步等，皆有很大的轉變與影響。中古的

「律學」機構，改變了上古時期以來的法律

教育制度。曹魏始創「律博士」，下至隋、

唐，其制度更為完備。律學有多方面的重要

意義：它掌握了國家的法律與解釋權，並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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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史報告人楊曉宜 ▲宋元史報告人李如鈞 

育許多法律菁英，促使法律學門愈趨專業

化，而法律體系之發展與建構也更加成熟。

另一方面，私人習法風氣並未因官方律學的

發展而消失。中古時期專業著作和律學家漸

漸出現，也有所謂「律學世家」。律學並脫

離經學，發展為獨立的專門學問。而在官員

方面，透過明法科或是科舉試判之類的選

拔，唐代法律人才的教育與學習成果愈加顯

著。但須注意的是，法律知識可能只是士人

任官所需的實務技能，他們學問的主體依然

是經學與文學。 

法律知識在民間的主要傳播方式有榜

文與出牓、司法審判的警示，以及與宗教結

合的特殊管道等，其主要目的是讓百姓了解

違法與守法的基本知識，以防止犯罪。榜文

指地方官府公布格式、條令於「廳事之壁」，

俾衙役、百姓知曉。出牓則指州縣寫錄、公

布牓文於州縣門及坊市、村閭重要道路，其

內容包含朝廷律令、各部門訊息、通緝名

單、司法審判紀錄等。牓除透過文字傳播

外，也由當地識字者、耆老或士人等以口頭

傳播。而司法審判的警示作用，除傳播法律

知識外，也向百姓宣示國家法律的威嚇力。

最後，民間法律傳播也結合宗教信仰、地獄

審判，使百姓不敢心生犯意。 

宋元史 

李如鈞比較宋代與前代在法律知識傳

播途徑上的異同，認為宋一方面繼承唐的制

度，在中央設有律學、律博士，舉行明法科

等法律考試，也透過張貼榜文與司法審判向

百姓傳播法律知識。但另一方面，宋元時期

的法律知識與傳播途徑，無論在官方或民

間，都有許多不同於前代之處，分述如下： 

一、將律文要義改編成韻歌、歌謠，方

便解讀與記憶，此舉不僅能幫助初學習律文

者，對準備法律考試與實際運用法律的官員

亦有參考價值。 

二、唐中葉以降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

使宋代地方事務日趨複雜，州縣官府業務愈

見繁重，故產生了指引官員處理地方事務的

綜合性論著──官箴，以及分享刑獄實務經

驗、司法心得的書籍，如著名的《洗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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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報告人鹿智鈞 

錄》、《名公書判清明集》等法學專門論著。 

三、宋代官、吏間的界線十分明顯，然

刑獄工作多由胥吏負責，官員亦常倚賴胥吏

處理司法業務，而其人又常久任一職，故往

往比官員更熟悉法律條文與司法實務。胥吏

透過父子相承與私下傳習，有自己習得法律

知識的途徑。待入元之後，蒙元統治者重實

用的傾向，不僅使法律更受重視，胥吏的地

位也因而提升，並有大量士人投身吏職。在

此背景下，出現《吏學指南》一書，教導有

意成為胥吏者基礎的法律知識。 

四、宋元江西以健訟著稱，史料中也有

一些關於訟師、訟學，甚至專錄「訟牒法」

之書的記載，這也許就是明清廣泛流傳之訟

師秘本的起源。 

五、綜合生活日用類書始見於宋代，而

現存元代類書中不僅可見宋代契約樣式，更

錄有與士庶百姓密切相關的法律知識，可供

時人面臨糾紛時參考。明清以後，類書種類

益加增多，也更為興盛普遍。 

明清史 

明清時期法律史料數量龐大，遠過於前

代。鹿智鈞從「法律知識」的概念著手，認

為法律知識可簡單分為兩個範疇，其一為法

律本身的內容與意義，其二為法律的實際運

用。由於明清時期資料充足，對於這二個範

疇的法律知識都能進行充分討論。明清時期

的法律形式既有因循，亦有不少創新之處。

明清的律典改易了唐宋的律典形式，同時仍

維持著律的地位。而一向與律典相輔相成的

令典，至明清則蛻變為會典，反映各種「例」

在明清法律體系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另外也

有《大誥》、〈教民榜文〉、〈聖諭十六條〉和

〈聖諭廣訓〉等帶有強烈官方教化色彩的法

律形式。 

明清時期並出現許多法律實務和參考

書籍，如註律典籍、訟師秘本、簡化律例讀

物等書，以及官箴書、幕學書（幕友經驗

談）、日用類書等作品。這些不同文類的書

籍由於閱讀群體有別，內容自然各有側重，

無法單純地視為一體。 

在法律教育方面，明清兩朝不僅未延續

過往官方設置「律學」的傳統，在科舉考試

對「判」的測驗中，似乎更以文采為評分重

點，而不重視律文的引用，甚至忽略了法律

推理。在此原則下所設計的考題，徒具形

式，難以測驗出考生的法律知識，完全無法

與唐代的「試判」相提並論。不過，雖然法

學教育在明清未受到官方青睞，但是非正規

性與未制度化的私學依然興盛，如此一來，

多少補足國家對於法律專業人才的需求。而

地方官也利用告示榜文與張貼審判讞語，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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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史報告人陳重方 

一些法律知識公開化，對於一般民眾多少存

在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上述官方或民間的法律知識，都隨著日

益發達的出版印刷業而廣為散播，政府面對

這種現象，基本上只要未過度危及社會秩

序，大多不會嚴厲查禁。明清政府選擇傳遞

法律知識，主要是為了統治之需，然而此舉

與民間的實務性考量，難以完全劃上等號；

這也說明嫻熟法律知識的訟師群體，為何始

終為政府所不容。 

近現代史 

陳重方從「法醫學」切入，檢視法律知

識從傳統到近現代的轉型過程。在一般的認

識中，傳統中國法醫檢驗多本宋代宋慈的

《洗冤集錄》，但罕為人知的是，明代其實

才是《洗冤錄》流傳的關鍵時期。在明代，

「洗冤錄」逐漸成為檢驗著作文類的代稱，

具有經典性，不再專指《洗冤錄》之省稱，

「洗冤」這個詞彙甚至被賦予「檢驗」的意

義。隨著明以降國家機器的擴張，行政指

南、訓導讀物等專業書籍的供需超過以往，

官民紛紛刊刻《洗冤錄》。在明代發展的基

礎上，清朝也接受《洗冤錄》作為司法檢驗

的標準。 

法醫學知識的「教育」，對仵作而言，

可能是靠「師徒制」或家族傳承。對於官員

來說，除了倚靠實際經驗累積外，最為普遍

且重要的途徑就是通過「閱讀」獲取相關知

識、掌握技巧。明清雖以《洗冤錄》為司法

檢驗標準，但官方容許異例的存在，「成案」

同樣是檢驗知識的重要來源和補充，故《洗

冤錄》的經典化，恐怕並不必然阻礙檢驗知

識的發展。 

今人討論清末民初檢驗制度和知識的

變革時，往往將「西方法醫學」和「傳統檢

驗知識」對立，提出「法醫學的輸入」及其

「對傳統的批判」，最終發展至「現代體系

的建立」的論述方式。然而，西方法醫學成

為新的典範固為事實，但在典範轉移的過程

中，其實也曾出現過延續傳統檢驗知識（以

《洗冤錄》為主體）的發展方向。持此論者

多承認《洗冤錄》有所不足，而西方法醫學

確有專精，但基於現實環境的種種考量和限

制，二者都不可偏廢。在此種思維下，於很

長一段時間內，清末遺留的檢驗吏和民國後

新出現的法醫並存於社會，且同樣都在司法

體制下工作。檢驗吏與法醫的衝突雖不斷出

現，但《洗冤錄》卻在這樣的矛盾中，繼續

發揮其影響力。 

小結 

五位討論人分從不同角度析論各時代

法律知識的教育與傳播，而從中我們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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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時代之間的連續關係。秦漢之前的法律

知識由貴族壟斷，並且成為地位的象徵，但

此景隨著民間律令私學的形成而不再。不

過，略向民間開放的法律知識，又隨著中古

律博士的設置再次成為少數人的專利。設置

律博士，在知識傳播上看似走回頭路，但在

律學發展的意義上，卻意味法律的學術化。

另一方面，中古的民間私學並未因此斷絕，

且政府尚透過布告與科舉考試的方式，向民

間傳播法律知識。這樣的模式延續至宋、

元、明、清，並且形成專業與普及兩種道路。

專業道路持續地往解釋律意、闡發律義、架

構學術體系的目標前進，而普及道路則是朝

精簡、易記、實用的方向發展。 

整場討論之中，有一個尚待解決的課

題，那就是「法律知識」本身的定義。各學

群討論人均提到各時期的法律知識，如秦、

西漢早期被壟斷的法律知識、中古律博士所

持有的法律知識，乃至於宋以降法律職業者

所運用的法律知識。而鹿智鈞並將法律知識

劃分為法律本體與實際運用兩個範疇。各方

分歧的見解，當有待進一步梳理與整合。此

外，我們更可進一步思索：傳統中國法律知

識在意涵上，是否等同近代或西方意義上的

法律知識？正由於這是個大哉問，仍需透過

更多的研究成果進行詮釋，只能暫誌於此，

留待有志研究者日後進一步探索。 

 

附記 

  討論紀錄中各歷史時期內容的文稿，為

五位討論人親自撰寫，再由吳景傑與毛元亨

彙整。惜限於篇幅，無法重現討論人與出席

者，以及討論人彼此之間熱烈討論與激烈爭

辯的實況，也未能呈現討論人完整的想法與

研究的現況。幾位討論人未來將陸續於《史

原》及其他期刊發表研究成果，欲知詳情，

敬請期待。 

 

 

《史原》復刊，敬邀惠賜鴻文 

我們選擇這刊物的名字，就是準備以現代為起點，回溯源頭，

返回傳統裏去。但返回傳統卻不等於復古與保守，因為我們

相信走過舊的蹊徑也可留下新的足跡。──《史原．發刊辭》 
 

《史原》於 2010年復刊並改版，由《史原》論壇主辦、臺大歷史系協辦，《史原》編輯委員會

編輯。復刊第 3期（總第 24期）已於 2012年 9月出版，復刊第 4期開始徵稿，截稿日為 2013年

5月 1日。 

本刊刊載專題論文、研究討論、學術書評，追求更嚴謹的史學訓練；也鼓勵發表學術書介、研

究回顧、研究札記、史料或學術文章的考證、校釋或翻譯、敘事史學、歷史小說、報導文學、紀錄

片前言等各種體裁的文章，嘗試創造更多元的史學風貌。為了在多元與嚴謹之間取得平衡，本刊採

雙匿名審查制，每期均邀集專家學者從嚴審查稿件。 

有意投稿者，請先加入《史原》論壇，入會資格不限，尤歡迎海內外歷史學研究生、青年學者。 

史原論壇網址：http://shi-yuan.blog.ntu.edu.tw/   史原編輯部信箱：shiyuan197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