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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特殊的朝代之一，是北亞草原民族首度征服全中國的政權，

在政治、社會各方面都帶來極大的衝擊，學者討論元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多

研究其特殊性，而常忽略其在中國歷史發展的延續性。這種現象也反映在法制史

研究上。民初程樹德於《九朝律考》中所畫律系表：漢律→後魏律→北齊律→隋

開皇律→唐律→宋刑統→明律→清律。一望即知少了元代，而法制史學者如楊鴻

烈、徐道鄰均對遼、金、元三朝不甚關注。普遍來說，學界鮮少關注遼金元法律

對明清法律的重大影響。本文將透過元代刑罰制度──笞、杖、徒、流、死五刑

體系的建立，考察元代在中國法制史上該有的地位。 

笞杖刑方面，元代發展出尾數為七的笞杖刑，大異於其他朝代且共有十一

等，自七下至五十七下為笞，有六等笞刑；六十七下至一百零七下為杖，有五等

杖刑。其中一百零七下的刑度位階帶來兩種不同的觀察面向，一說是本於元世祖

忽必烈的「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朕饒他一下」為由的減三下之說。一說為

本意減三下卻無意之中發展成了加七下，是故導致一百零七下的出現。兩種說法

都沒錯，只是沒有闡釋出元代刑罰體系建立的複雜性，因為國初行用十一等笞杖

刑加死刑共十二等的刑罰來代換金宋舊律的律定刑，於是乎同為笞杖刑卻有不同

的來源與設定目的。 

徒刑方面。是針對屬於自由刑的徒刑，自宋代行折杖法之後，自由刑與原先

《唐律》的設計出現巨大改變，金代徒刑類似隋代徒刑有附加杖，有五年七等徒，

更有代流役。元初將金之徒流刑轉為擊打笞杖的方式執行，到了頒布〈鹽法通

例〉、〈強竊盜賊通例〉等法令，出現了兩種來源不一的徒刑，此時類似金代的徒

刑附加杖也一併恢復。透過判決徒刑的案例，依時間先後分析元代徒刑的演變過

程，並討論「加徒減杖」制度在元代刑罰體系建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用。 

元代的流刑與死刑。討論生刑之最的流刑與剝奪性命的死刑。元代流刑出現

多種說法，一是二千里比移鄉接連、二千五百里遷徙屯糧、三千里流遠出軍；一

是說遼陽、湖廣、迆北，或大致上南人流放至北方，北人流放至南方，到底何者

說法較符合歷史事實，為何會發展出這種南北對調，富含任務性質的流刑，此外

要討論與流刑十分相似的遷徙（遷移）刑，其設立緣由與施用的對象。死刑方面

要探討元代死刑的執行率，與影響死刑執行的幾種原因，在看過元代仁慈的一面

後，還要接著討論殘忍的凌遲處死，針對所見凌遲處死的法律條文或案例，整理

出施行對象，並處理「敲」這個詞語，考訂元代是否以「敲」一詞表示杖殺。 

最後本文提出元代法律創設過程中三個重要因素─「世祖成憲」、「蒙古舊慣」

以及「唐金舊例」，三者相互作用之下決定了日後為明清律繼受的複式刑罰「近

世新五刑」。 

 

 

 

關鍵字：五刑制度、《泰和律》、加徒減杖、近世新五刑、《元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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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目的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特殊的朝代之一，是北亞草原民族首度征服全中國的政

權，在政治、社會各方面都帶來極大的衝擊，對於儒學士人而言，真可謂「天綱

絕，地軸折，人理滅」1，實開千古未有之變局。正因如此，學者討論元代在中

國歷史上的地位，多研究其特殊性，而常忽略其在中國歷史發展的延續性。這種

現象也反映在法制史研究上。民初程樹德於《九朝律考》中所畫律系表：漢律→

後魏律→北齊律→隋開皇律→唐律→宋刑統→明律→清律。2一望即知少了元

代，而法制史學者如楊鴻烈、徐道鄰均對遼、金、元三朝不甚關注。普遍來說，

學界鮮少關注遼金元法律對明清法律的重大影響。3
 

中華法系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是東亞主要的法律傳統之一，為周遭日、韓、

越等國效法與模仿。4此法律系統最具代表性的律典為《唐律》，其架構多為後

代王朝所仿效，但唯一例外就是蒙古人所建立的元代。元代士人已提到本朝法制

「有例可援，無法可守」。5明太祖也說：「唐宋以來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

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6種種跡象顯示人們普遍將元

代法制視為一個發展上的斷裂抑或是重挫，評價不高。但這樣的認識是否正確？

                                                      
1 宋子貞之言：「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語出（元）蘇天爵編，《國朝

文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四部叢刊縮印元刊本），卷五十七，〈中書令耶律公神

道碑〉，頁 638。 
2 程樹德，《九朝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4 律系表。 
3 徐氏甚至在其作品《中國法制史論略》中元代部分立一標題為「元代法律的奇奇怪怪」言元

代立法技巧的幼稚，參徐道鄰，《中國法制史論略》（臺北：正中出版社，1953），頁 86－88。 
4 陳顧遠，《中國法制史概要》（臺北：三民書局，1965），頁 42。「世界法系大別有五，即印度

法系，回回法系，羅馬法系，英吉利法系，中華法系是也。」。 
5 鄭介夫之言：「國家立政，必以刑書為先。今天下所奉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並

緣為欺……遇事有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議擬。」（明）楊士奇等撰，《歷代

名臣奏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六十七，〈治道〉，葉

四十六－五十。 
6 夏原吉監修，胡廣等總裁，《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縮景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五十一年[1962]刊本），卷 26，頁 4a（389）。吳元年十月甲寅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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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法制發展對明清真的毫無影響嗎？事實上，後世對元代是否有「律」亦有所

爭議。 

元代的法律價值核心如同歷代王朝一樣，無法脫離統治者欲維護的秩序與價

值的思維，即蒙古式、北亞草原式原則。蒙古法的代表「大札撒」，其主要精神

重賠償，非實刑主義，無所謂五刑（笞、杖、徒、流、死）刑罰體系，即便其政

權隨著征服擴張，其轄下保有漢地，統治漢人不得不以漢法治之時，也無法放棄

其「正義」──扎撒式的正義即草原大汗的聖訓傳統。 

元代法律在法律體系上不像遼代採「本俗主義」，保留許多部落的用刑手段，

轉而直接引用金朝的《泰和律》，這是主客觀環境巧合下的結果，依蕭啟慶先生

所言「蒙古統治者本身對漢文化的了解不深（元仁宗、元文宗除外），官方意識

型態的取捨往往是聽從『主流』民意而決定。」7所謂「主流」民意，不外就是

接近蒙古汗廷攬的漢族士人，或受漢文化薰陶較深的蒙古色目士人。金元之際的

主流民意，當為金末遺老、華北名士們的意見，他們對當時金自大定、明昌「小

堯舜」時代整理出的法典《泰和律》中刑罰輕重有許多評論，而元初循用《金律》

斷罪定刑時，便走上中原律令傳統的道路，其繼受的法律體系是包含遼、金、宋

三個不同的傳統，其中又以《金律》為大宗。即使統治者在情感上是草原至上主

義，卻出現類似《唐律》十二篇名、令篇名相類之事，可將其視為蒙漢法文化交

流下的產物。 

在元帝國統治下從事法典編撰或詔令、條格彙編之人，多係嫻熟於「吏學」

或實際上負責司法審判的第一線的吏員。就族群歸屬而言，應以「漢人」、「南

人」為大宗，他們正是原先接受漢地法傳統薰陶的士人，在司法實務的運作中，

以原先「亡金舊例」、「亡宋舊慣」為基礎來思考，是十分自然的事。因此，「律

令格式」、「敕令格式」這些根深蒂固的刑書框架無法散去，反而變成所謂的「主

流民意」。是以在這種社會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存在不同的價值觀與法文化的情況

                                                      
7
  筆者於清華大學月涵堂旁聽蕭啟慶先生漢族士人與蒙元政權研究課程，蕭氏於課堂中對於蒙

元官方意識型態取捨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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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發展出自己的國朝刑制。 

元代自開國之初流刑似未可用，杖雖多卻不過一百七的單純刑制，至日後大

德年間出現「加徒減杖」，開明清徒刑規模的先例，最後到《元史‧刑法志》上

笞、杖、徒、流、死，五刑皆備的體系，這段法制度化的過程相當值得探討，卻

長期為學界所忽略。尤其是自宋代已經名實不符的五刑體制，如何透過金、元兩

個外族政權的繼受發展再次名實相稱，並下開明清兩代繼承的規模更是值得深入

探究的課題。 

故以元代刑罰制度的建立為核心，觀察「正義的刻度」─刑罰制度，犯罪與

刑罰的定對應關係，與整個刑罰制度的輕重，刑罰位階「五刑制度」的再建立，

正是本文的核心關懷。筆者想解決元代廢行《泰和律》之後，元政府如何在繼受

《金律》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特有的法律？這樣的提問與探究，也可以在刑罰刑度

的對應設定上，回應薛允升、沈家本兩位律學名家對於明律一些刑罰輕重失衡的

評判找出原因。究竟是因為「輕其所輕，重其所重」8的特色？還是在金元轉換

之際時，將一些原先為徒刑的律定刑，轉換為較輕的笞杖刑，造成刑罰輕重失衡？

可見想要瞭解明代刑罰的特點，還是要回到元代的法律體系中尋找答案。這也是

本研究的另一個動機。 

另外，將元代法律視為北亞法系與漢地的律令傳統交融下的產物，以此觀察

對明律的影響，哪些要素是被北族習慣所影響？試圖了解元代法制的真實面目，

以及元律在中國法史中的地位與角色，究竟是延續《唐律》十二篇目的內容和理

想？還是對《唐律》的附會與繼受？亦或是北亞習慣法的強勢逆滲透？又，明律

篇目與分類系統，究竟是對元代法律的繼承？或是法律價值取向的改變？凡此均

為本文研究動機。 

 

 

                                                      
8 薛允升著：懷校鋒‧李鳴點校，《唐明律合編》（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引孫淵如唐律疏

議序：「輕其輕罪，重其重罪，或言輕罪愈輕則易犯，重罪加重則多冤。非善政云云。」大抵

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較明律為重，賊盜及幣帑錢糧等事，明律又較唐律為重。

頁 16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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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回顧 

本研究涉及法制史和元史兩大範疇。法制史方面不得不提到沈家本。沈氏所

著《歷代律令》與《歷代刑法考》兩書，有系統的排比、條列歷代正史或政書中

所見有關律令刑罰的內容。同時也為了編修律例的緣故，搜求許多有關律令的資

料，現今《元典章》兩大刻本之一的沈刻本，正是沈氏據丁氏藏本重新校訂印行。

不過沈家本對《元典章》有所誤解，他認為《元史‧刑法志》以《大元通制》為

本，而《元典章》所載皆是斷例，後來又有改定，因此與刑法志篇目相同但記載

不同。此一錯誤理解，導致後來的中國學者，如楊鴻烈、陳顧遠、徐道鄰等人，

對《大元通制》也有錯誤的認知，以為引用刑法志的條文，等同於《大元通制》

原文，9由此造成對條格體的元代法律系統有錯誤的印象。事實上，條格與斷例

的功用、性質與法律位階均不相同，但沈氏的見解造成後世學者的混淆。 

相較於早期中國學者昧於篇目，日本學者從事的研究較為實事求是。法制史

方面，1923 年淺見倫太郎〈元ノ経世大典並二元律〉10與 1932 年安部健夫〈元

史刑法志と「元律」との関係に就いて〉11兩文，主要討論元代有沒有「律」的

問題，也在此時期解決了《元史‧刑法志》史源的問題。安部健夫將《元史‧刑

法志》與《經世大典‧憲典》的篇目相對照後，得出了《元史‧刑法志》來源於

《經世大典‧憲典》的結論。1941 年仁井田陞〈元代刑法考〉論述了元朝法的

三個特徵：擅斷主義、賠償制、屬人主義，認為元代社會的民族複合性，造成無

法有統一的法典。12宮崎市定於〈宋元時代的法制與審判機構〉一文中有系統地

                                                      
9 關於沈家本對《元史‧刑法志》與《通制條格》的關係之論可參閱《歷代刑法分考》（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而楊鴻烈於《中國法律發展史》（上海：上海書局，1990）於大元

通制條之記載「這書的內容完全錄在刑法志裏，即名例、衛禁、職制、學規、……捕亡、恤

刑、平反等二十篇。」頁 685。因此楊氏於元代法律之部分所引之相關條例，皆出自《元史‧

刑法志》。而徐道鄰於《中國法制史論略》所論大體上繼承沈家本與楊氏的說法，但有質疑沈

氏之據條文立說，頁 85－86。 
10

 淺見倫太郎，〈元ノ経世大典並二元律〉收於《法學協會雜誌》（第十一卷、第七號‧第八號），

大正十二年（1923）。 
11

 安部健夫，〈元史刑法志と「元律」との関係に就いて〉後收入氏著《元代史の研究》，（東京：

創文社，1970），頁 253－276。 
12 仁井田陞，〈元代刑法考〉收於《蒙古學報》，2，1941） 後收入氏著《中國法制史研究 刑法》

（東京：東大出版社，1959），頁 52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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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金元刑制轉換的假說，試圖找出轉換的規律，13文末大膽以明律以六部職能

分篇的特質，提出明律為「明典章」的說法，點破元明法律上的繼受關係非古籍

上明律遠宗《唐律》的官樣成說。 

日本戰前因為有滿蒙研究的風氣，加上善於運用與修正征服王朝理論，著重

遼金元三朝的共通性，強調民族與草原文化因素的影響。如島田正郎《北亞州法

史》強調北亞民族原始的習慣法自成系統，提出相較於漢地中原的北亞法系概

念，並歸納出非實刑主義、賠償制、褒賞制三項主要特色，14以及家族觀念不如

氏族觀念強大，各氏族內部利益大於外部利益，故兀魯思（Ulus）15無法持久穩

定。植松正《元初法制史一考──與金制的關係》考察金元一脈相承的聖旨條畫

傳統，藉由編修聖旨條畫成為新的行政法規，其中有仿中國式編敕整理行政法規

的意味，特別是在行政法典方面的影響，16島田與植松兩位學者均較重視金元時

期的民族因素。 

以上研究聚焦於《元史‧刑法志》、《經世大典‧憲典》與《元典章》中所

見的法制內容。刑法志與憲典同源，但《經世大典》早已亡佚，只有依賴《永樂

大典》輯錄其殘文。蘇振申《元政書經世大典之研究》17，試圖利用《永樂大典》

還原《經世大典》。因資料殘缺且性質有異，而《經世大典》記述型式與《至正

條格》或《大元通制》在行文記述上有極大的差異。 

《元典章》與《大元通制》為當時的公文型式的記錄，以當時北方白話漢語

硬譯蒙古文，已故內蒙大學教授亦鄰真將之命名為「蒙古硬譯公文體」18，因其

                                                      
13

 宮崎市定，〈宋元時代的法制與審判機構〉原載於《東方學報》京都第二十四冊，1954年 2 月

後收入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篇，第 3卷，《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

果選譯‧宋遼西夏元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1－121。 
14

 詳情請參閱島田正郎，《北亞洲法制史》（臺北：文化學院，1963），頁 10－14。島田正郎，《北

方ユーラシア法系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1）該書對北亞游牧民自成法律體系，並提出

北方ユーラシア法系一詞，對其有詳細的討論可參看。 
15

 兀魯斯（Ulus）蒙文國家、領地之意。 
16

 詳請請參閱植松正，〈元初法制史一考──與金制的關係〉，收入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

考證》丙篇，第 3 卷，《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宋遼西夏元卷》，頁 203－232。 
17

 蘇振申，《元政書經世大典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 
18

 詳情請參閱亦鄰真，〈元代硬譯公牘文體〉收入《亦鄰真蒙古學文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

民出版社，2001），頁 58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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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怪異及不同單位間公文流轉而出現多重引文的結構，導致後世學者研究上的

語言障礙，所幸黃時鑑與方齡貴分別於 1986 年與 2001 年，出版大元通制殘本中

的條格部分的校注本。兩位先生於校注時注意到篇目的問題，條格的篇目與唐令

戶令以降多有重複，又另增加了站赤、榷貨兩目。早在 1931 年安部健夫就發現

斷例的篇目名如《唐律》十二篇：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厩庫、擅興、賊盜、

鬪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其篇名相同。19此說根據元人沈仲緯《刑統賦

疏》所言：「斷例，即《唐律》十二篇，名令提出獄官入條格。」其中後一句「名

令提出獄官入條格」，後來的黃氏與方氏都認為是小注，非正文，故有 12 篇。20

安部氏則認為該句「名令」為「名例」之誤植，不在斷例之中，因此應為 11 篇。

21
 

過去《至正條格》未被發現，今本通制亦無斷例，直到 2003 年發現《至正

條格》殘本，其斷例第一篇為衛禁，才解答此一疑問。黃、方兩位也撰有通制一

書的性質考辨文章，22認為元代存在完整且有系統的法典，《大元通制》即是其

一，而關於是否有成「律」的問題，黃氏則認為通制中亡佚斷例部分，即為斷罪

定刑的律。而它是以《唐律》為範式的，同時含有明顯的蒙古因素，正是元代社

會二元性在上層建築領域的鮮明反映。 

方齡貴〈《通制條格》考略〉23修正了一些學界的成說，對《大元通制》是

基於《風憲宏綱》修編而成的錯誤說法加以駁斥，並肯定柯劭忞編寫《新元史‧

刑法志》時將導致誤解的文句略而不引。兩文都強調無論是外在形式或實質條文

方面，元代律法都是對於《唐律》的繼承。 

對於元代刑法體制有較深入的探討當推郭曉航、姚大力〈金《泰和律》徒刑

                                                      
19 安部健夫，〈大元通制解説－新刊本「通制条格」の紹介に代へて－〉刊於《東方学報》（1，

1931），後收於氏著《元代史の研究》，頁 277－318。 
20

 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關於通制篇目的討論見前言頁 9－

10。 
21

 島田正郎主編，《中國法制史料》第二輯第二冊收（元）沈仲緯《刑統賦疏》（臺北：鼎文書

局，1979），頁 899。 
22

 黃時鑑，〈《大元通制》考辨〉，原載於《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二期，後收入柳立言編

《宋元時代的法律思想與社會》（臺北：國立編譯館，2001），頁 16－37。 
23

 方齡貴後來將其內文加以增修作為氏著《通制條格校注》，一書的前言，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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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決杖考〉24。本文以宮崎市定的假說出發，透過元代的資料考證，解釋金代

徒刑決杖的刑罰是附加刑或是代換刑。文中指出許多修正宮崎假說的錯誤，但卻

不認為金代有「徒杖減半」的狀況。 

姚大力〈論元代刑法體系的形成〉25，以歷史發展脈絡，梳理蒙古國時期、

中統建元、至元八年以後，各階段刑法體系的形成，提出「徒年杖」一詞為《金

律》決杖的殘留，而非真刑。文中對金元刑制轉換著墨甚多，但對於大德以後五

刑體制的再確立，元代流刑與徒刑方面的討論不多，殊為可惜。 

關注流刑的文章有馮修青〈元朝的流放刑〉26，算是中國大陸學界最早關注

流刑的專文，文中以蒙古原有的流放刑概念與漢地固有流刑概念的混合體，觀察

元代的流放刑，對於流放地點有所考證，並將出軍與流放視為兩種獨立的刑罰，

待至元代停止武力征伐後，兩刑有合流的現象，出軍因其流放地較遠，成為流放

刑中相對於屯種的重刑，文中還補充修正沈家本〈充軍考〉論證未詳之處。 

陳高華〈元代的流刑和遷移法〉27，針對元代的流刑和與之相似的遷移刑，

點出元代流刑自國初廢而不用，以決杖方式和替換為金制徒刑科罰，到日後大德

年間盜賊通例的頒行，而需刺字附有杖擊一百零七下的出軍、鷹房子種田多樣性

的處罰手段，用力頗多且貢獻較大的當為對移鄉（遷移）刑的來源討論。陳氏認

為是元廷是受鄭介夫於《大平策》中所提「遷豪霸」抑強之策影響，對地方豪強

採取強迫移居，不得返鄉的刑罰，以達到「根蒂既搖，支黨自散」的功效，是故

遷移之法遇赦不還，不同於一般的流刑犯遇赦可以返還家鄉。 

武波〈元代刑法體系中的出軍制度探析〉28，針對馮氏所說出軍為流放刑的

                                                      
24

 郭曉航、姚大力，〈金《泰和律》徒刑附加決杖考〉收入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

甲篇，第 5卷，《歷代法制考‧宋遼金元法制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469－484。 
25

 姚大力，〈論元代刑法體系的形成〉原載於《元史論集》第二輯，後收入柳立言編《宋元時代

的法律思想與社會》（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1），頁 83－128。 
26

 馮修青，〈元朝的流放刑〉《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四期（1991.04），43－49 頁。 
27

 陳高華，〈元代的流刑和遷移法〉收入氏著《元史研究新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5），頁 171－183。 
28

 武波，〈元代刑法體系中的出軍制度探析〉，《山西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3 卷第二

期（2006.3），頁 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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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提出反駁，認為元代的流放刑自始自終就是以出軍為基礎發展，是蒙古舊慣

進入漢式刑罰體系之下，充當故流刑減死一等的刑罰位階；流遠隨著出軍制度的

發展而改變，沒有自己獨立成系統的演變，是故，元代的流刑以出軍的架構自成

體系，發展出不同於唐宋法立定里程與區分遠近等特色。 

胡小鵬、李翀〈試析元代的流刑〉29將中國大陸學界對於元代流刑和遷移刑

的研究，作一統整。該文認為沈仲緯《刑統賦解》「二千里比移鄉接連、二千五

百里遷徙屯糧、三千里流遠出軍」的說法，是符合元末新流刑漢制化、等級化的

成果，而為明代流刑所繼承。惟全文以整理居多，論證上稍嫌不足。 

日本方面對於流刑的討論，則有徳永洋介〈金元時代の流刑〉30。本文相較

於陳氏之文，篇幅較大，是以日人法制史脈絡角度討論金元時期的流刑，其中值

得讚賞的是將遼金元「自由刑」的觀念做一評比，排比出北亞系遼元對放逐罪犯

的同質性，將人犯賦予特定的勞動任務。在元代流刑論述上，將元廷政治與軍事

征伐的需求和流刑施用的任務，作因果結合的討論，流刑附加任務反映當時元廷

的國家政治需求，文中並提出元代流刑的多樣勞役手法對明代的充軍刑的前導作

用。 

在通論考辯上，曾代偉《金元法制叢考》31一書收錄〈蒙元刑制考〉，該文

雖對元代刑制的一些疑難問題做出考證，可惜對於所列舉的《元典章》實例並未

詳細案情分析或解說，有流於資料堆砌之感。又可能因為法學出身的背景，並未

對前輩學者如日本宮崎氏或中國大陸元史學界的黃、方、姚等諸前賢，針對相關

問題提出對話與交流。與之相較，吳海航《元代法文化研究》32與《元代條畫與

斷例》33兩書，在對話與交流上成就較高，唯其偏重法文化與現代法學部門法分

類的書寫方式令人有瑣碎之感，然案例的分析頗為成功。胡興東《中國古代判例

                                                      
29

 胡小鵬、李翀〈試析元代的流刑〉，《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45卷第 6期（2008.11），頁

57－61。 
30

 徳永洋介，〈金元時代の流刑〉收入梅原郁主編《前近代中国の刑罰》（京都：京都大學人文

科學研究所，1997），頁 285－322。 
31

 曾代偉，《金元法制叢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32

 吳海航，《元代法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33

 吳海航，《元代條畫與斷例》（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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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運作機制研究》34，以判例法為核心概念去查考比較元、清兩代在立法運作上

的創制、說理、適用、比附各項機制，文中提出以「例」為中心，用現代法學的

觀念看待古代判例，歸納出元代法在判例效力承認上具有隨意性、程序結構上具

有統一性、受制於制定法等特徵。 

同為法學出身的林茂松〈元代賊盜律之研究〉35一文，吸收日本學者的研究

成果，雖名為針對賊盜律的研究，卻清晰明快的點出元律在中國法史的幾個特

色，包括犯罪體系的多元化、立法上對於犯罪形態的細瑣化，以及元律與中華法

系雙向互動的影響。 

上述可發現，前人研究多因元代資料的特性，著重資料的考定、註釋，而提

出《元史‧刑法志》、《大元通制》、《經世大典》、《元典章》這些書籍的相

互關係，在整體通盤的討論上，宮崎市定〈宋元時代的法制與審判機構〉一文有

開山之功，它將宋金元視為一個時期的代表，《唐律》的律令格式制度崩潰，相

較之後明律，凸顯元代扮演的連接角色。應為第一篇以整體刑罰體制角度討論金

元轉換與刑制變革問題的論著，而姚氏〈金《泰和律》徒刑附加決杖考〉與〈論

元代刑法體系的形成〉兩文，分別向前往金代、向後往元代中期接續加深宮崎假

說的討論，但卻無法達到回應宮崎提出的問題─元律對明代的影響為何？ 

過去學者的研究也反映一個問題，兩岸對元代刑罰的關注有強烈差異。中國

大陸學者對此著墨甚多，臺灣方面對相關議題興趣不大。近來有陳昭揚〈金代的

杖刑、杖具與用杖規範〉一文，36利用新出現的史料《至正條格》與《天聖令》

針對唐、宋、金、元的杖刑與用杖規範做一查考。該文對於《大金國志》中法條

來源鈔自《金虜圖經》，指出前人的引證錯誤，文中對於金代行「徒杖減半法」

持肯定意見，並點出金代有用杖猛暴的傾向，而此傾向為元人所亟欲去除的用杖

文化。 

                                                      
34

 胡興東，《中國古代判例法運作機制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35

 林茂松，《中國法制史探索》（臺北：正典出版文化有限公司，2005），頁 103－129。 
36

 陳昭揚，〈金代的杖刑、杖具與用杖規範〉收入於臺師大歷史系,中國法制史學會,唐律研讀會

主編《新史料.新觀點.新視角天聖令論集》（臺北：元照出版社，2011）頁 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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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內部又有歷史學界元史科班系統與法學界法制史兩個不同的研究

系統，彼此互動交集似乎不多，出現學術成果缺乏交流的現象，屢見成說新說並

陳，此外，兩岸與日本學界交流與對話似嫌不足。就成果而言，法學界量多但整

體水平優劣不一，在研究方法上與角度上值得借鏡，現代法學的訓練對於法條意

義掌握較佳，與之相對，歷史學界在律系脈絡、背景考證上取得較大的成果，雙

方各有擅場。惟目前未見討論整個五刑體制或兼有身體刑、自由刑的研究，又不

見專門討論元代刑制對於明代刑制造成影響的作品。學界對於金元的法律繼受脈

絡較清楚，但對元明法律的繼受問題討論不多，反而不如清末兩位律學家薛允

升、沈家本對於唐明律比較研究，所帶出來律意轉換的討論，也許我們應該重視

古代中國的「律學傳統」，才能更明白元代的法律在中國法制史上的角色，給予

應有的評價與重視。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論文面對的問題為元代的刑罰體系。元代法律繼受的來源多樣，首先，將

唐以後的法律發展分為南、北兩系，以遼、金為北系，兩宋為南系，先比較兩系

的發展趨向與特色，蒙古本身大汗聖訓與舊慣的傳統也是一項重要因素。有前輩

學者依照時代的推演，說明元代刑制的變遷，惟之前的研究成果多以考證及史料

排比為主，在法律繼受上的取捨問題論之甚少，特別是不同刑度之間的上下關係

研究不多，是故，本文在研究方法上： 

第一，依照犯罪類型探討刑度差異的原因。由於元代在同一犯罪行為上，新

舊兩律出現不同輕重的刑度規定，可藉此觀察元代立法設定的特殊性，如單純的

鬥毆、犯奸、詐偽等刑事犯罪個案，可現出舊例的律定刑與大元新制刑度上的差

異。特別要說明的是，私鹽、鈔法、私酒這類損及政府稅收利益的經濟犯罪，因

對國家財政危害較大，所施用的刑罰往往非一般刑事犯罪可比擬，故本文僅對其

新舊兩制併存的原由加以說明，不做進一步細論。另外，因政治鬥爭所導致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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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因不屬通例，故不特別細述，這類政治性的判決多出現在流刑和流遠的案例

之中，流放地點有高麗、西藏、耽羅（濟州島）。 

第二，依照時間序列區分刑制的變化。元朝立國不算長，其中元世祖、元順

帝二人在位時間約占三分之二強。元代刑罰體系的規畫於世祖朝便有中統、至元

二大時期，其中又以中統到至元八年廢《泰和律》之前的架構，奠定了整個元代

刑制的框架。成宗之後，整體的發展趨勢為典制的成文化與趨向往漢制古典靠

攏。短短八十幾年間，刑制發生極大變化。自世祖定制以後，十二等的五刑代換

體制不斷演變修訂，分化到《元史‧刑法志》所現笞、杖、徒、流、死五刑俱備，

其中以徒流自由刑的變化最大。這個變化的產物，一種皆附加有杖刑的自由刑，

為日後明、清兩代所繼受，成為行用於帝制中國晚期的「近世新五刑」。 

第三，基於案例上的順藤摸瓜法。元代法制史料的特色，當屬其案牘公文的

特性，而此特性又可以較方便尋找案例，其次，官方史料與法律條文有高度正相

關，屬系出同源的抄錄關係，而民間《吏學指南》、《刑統賦解》類型的資料註

解，恰恰補足時人對法制的看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立法上的特徵，有遇

一事立一例（即因事立法）的特徵，案例與法條呈現互為因果，相互補足的關係，

與案牘公文體轉鈔的性質配合，案由、舊例法條、案件疑義、新法創制條文等細

節，往往隨著公文流轉的過程一起並陳。是故，順藤摸瓜手法可以循著立法的案

例推敲其立法的緣由及演變。 

 

四、章節安排 

本文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問題意識與研究回顧。 

第二章元代的笞杖刑。討論元代的笞杖刑，元代發展出尾數為七的笞杖刑，

大異於其他朝代且共有十一等，自七下至五十七下為笞，有六等笞刑；六十七下

至一百零七下為杖，有五等杖刑。其中一百零七下的刑度位階帶來兩種不同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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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面向，一說是本於元世祖忽必烈的「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朕饒他一下」

為由的減三下之說。一說為本意減三下卻無意之中發展成了加七下，是故導致一

百零七下的出現。兩種說法都沒錯，只是沒有闡釋出元代刑罰體系建立的複雜

性，因為國初行用十一等笞杖刑加死刑共十二等的刑罰來代換金宋舊律的律定

刑，於是乎同為笞杖刑卻有不同的來源與設定目的。本章就是針對以上問題，將

金元之交的刑制變化加以釐清，並導出元代笞杖刑的形成過程。 

第三章元代的徒刑。是針對屬於自由刑的徒刑，自宋代行折杖法之後，自由

刑與原先《唐律》的設計出現巨大改變，金代徒刑類似隋代徒刑有附加杖，有五

年七等徒，更有代流役。元初將金之徒流刑轉為擊打笞杖的方式執行，到了頒布

〈鹽法通例〉、〈強竊盜賊通例〉等法令，出現了兩種來源不一的徒刑，此時類似

金代的徒刑附加杖也一併恢復。筆者擬透過判決徒刑的案例，依時間先後分析元

代徒刑的演變過程，並討論加徒減杖制度在元代刑罰體系建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與功用。 

第四章元代的流刑與死刑。討論生刑之最的流刑與剝奪性命的死刑。有元一

代流刑出現多種說法，一是二千里比移鄉接連、二千五百里遷徙屯糧、三千里流

遠出軍；一是說遼陽、湖廣、迆北，或大致上南人流放至北方，北人流放至南方，

到底何者說法較符合歷史事實，為何會發展出這種南北對調，富含任務性質的流

刑，都是本章要處理的問題。此外要討論與流刑十分相似的遷徙（遷移）刑，其

設立緣由與施用的對象。死刑方面要探討元代死刑的執行率，與影響死刑執行的

幾種原因，在看過元代仁慈的一面後，還要接著討論殘忍的凌遲處死，針對所見

凌遲處死的法律條文或案例，整理出施行對象，並處理「敲」這個詞語，考訂元

代是否以「敲」一詞表示杖殺。 

第五章為結論，總述本論文之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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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元代的笞杖刑 

第一節、問題的提出 

如果將電視劇中常常出現的縣太爺大喊：「來人！將犯人拖下去打二十大板」

橋段用於元代，應該是大錯特錯的。自《唐律》確立中華法系「五刑體制」笞、

杖、徒、流、死之後，笞、杖打幾十下是正常的，除宋代換刑的折杖法與行刑手

法多采多姿的遼代不論，元代以七為數（七下到一百零七下）是唯一例外，笞杖

身體刑的刑等而言，歷代多為十等，自笞十至杖一百，元代共分十一等，又是一

個例外。 

杖七下的原因，《元史‧刑法志》與葉子奇的《草木子》，皆曰：「天饒他

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1這減三下的說法固然沒錯，然為何下文葉

子奇云：「以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又《刑法志》

中有王約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

又加十也」2的記載，明顯與葉氏所言合一百十的刑制有極大的差異。 

其中有幾個問題，第一、真的有合杖一百十之刑嗎？若有則葉是而王非，若

沒有則需要查考是否有杖一百十之刑。第二、為何有一百零七之刑？第三、若照

前所述，各饒三下，前代無一百十之刑，何來一百零七之數。又何以出現共十一

等的笞杖刑？ 

關於這些問題，上文已經提及，元代在律系中的地位很奇妙，來源有南宋、

金兩脈，其中以金為大宗。元初的法律沿用金《泰和律》來斷罪，但如何制定刑

名等第？對於這個問題，蒙元汗廷於中統二年（1261）頒布了〈中統權宜條理〉，

                                                      
1
 （明）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之三下，〈雜制〉，頁 64。 

2
 （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一百二，〈刑法志〉，頁 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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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理為國初沿用《金律》所頒佈的臨時性權宜立法，其詳細內容今已亡佚，但

據王惲〈中堂事記〉引述其內容，略云： 

 

據五刑之中，流罪一條似未可用。除犯死刑者，依條處置外。徒年、杖數

今擬遞減一等，決杖雖多，不過一百七下。著為定律，揭示多方。3 

 

這條史料揭示元初刑度轉換的原則，安部健夫、植松正兩位前輩學者認為該記載

是元初不用流刑、杖刑以七為斷特色的最早法律依據。4至於為何上引資料沒有

出現在元代其他文獻，如《元典章》之中，部分學者認為當係後來發布更完善的

法令之故，亦有學者懷疑是否有正式頒布，不過都認同該條例對元代刑制的形成

有影響。5
 

依照〈中統權宜條理〉所揭示「流刑不用，決杖不過一百七」的刑罰原則，

要如何從〈泰和律〉舊五刑的體系轉換為這套新刑制？姚、郭兩位學者，以《元

典章‧刑部》卷首附五刑之制圖，推演舊例的轉換。但是這樣的推演會陷入三流

（流三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二千里）轉換困難與徒刑轉換的歧異性，即流三

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二千里，轉成比徒五年、四年半、四年，而《金律》並

無徒四年半，造成徒刑轉換的歧異。 

如對照元人王元亮《金五刑圖說》所示《金律》徒四年、徒五年贖銅數與流

二千、流二千五百里相同，死刑中的絞與流三千里贖銅數相同，可以發覺金代後

期法律發展有重刑化的傾向。五刑不同刑等中相鄰的界線模糊可說是被破壞了，

                                                      
3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卷八十

二，〈中堂事記〉，頁 390。 
4
  參閱安部健夫，〈元史刑法志と「元律」との関係に就いて〉收入氏著《元代史の研究》（東

京：創文社，1970），頁 253－276。植松正，〈元初法制史一考──與金制的關係〉，收入楊一

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篇，第 3 卷，《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宋

遼西夏元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203－232。 
5
  姚大力，〈金《泰和律》徒刑附加決杖考〉收入氏著《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11），頁 333－339。文中對〈中統權宜條理〉的介紹，本文相較於以往期刊所載

內容有大幅的修改。姚氏修正在〈論元朝刑法體系的形成〉一文中對〈中統權宜條理〉是否

有實際頒行的疑問。姚氏後來改採應該有頒行過，但現有資料無法找到直接引用條文的說法，

認為依然有其效力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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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流、流絞的界線不明。先不論重刑位階模糊的問題，這時推論的問題在對於《金

律》理解並不正確，有沒有徒四年半這個刑制位階？ 

《元典章‧刑部》卷首刑度表對三流的折抵是比徒四年、徒四年半、徒五年

三等，但考諸實情金代資料未見有徒四年半之刑： 

 

【良人殺驅】至元七年（1270），中都路申：「蘇三五於至元六年（1269）

八月初一日，與周仲義驅男王小狗相爭撲肉，將本人用肐膝於不便處踢

死。」法司擬：「良人毆傷他人奴婢，減凡人二等，合徒四年。依例於本

人名下徵銀五十兩。」部擬：「量決一百七下，徵銀。」呈省：准。6
 

 

據《元典章》〈刑部‧諸殺‧良人殺驅〉的法律加減例推理，法司所引的例應為

金《泰和律》，其原因有二。一，當時時值至元七年離世祖下詔「泰和律令不用，

休依著那者」7的至元八年尚有一段時間。二，依唐宋律，死罪減兩等，《唐律

疏議》〈名例律〉「稱加減條」（總 56 條）： 

 

諸稱「加」者，就重次；稱「減」者，就輕次。惟二死、三流，各同為一

減。加者，數滿乃坐，又不得加至於死；本條加入死者，依本條。 

【疏】議曰：假有犯罪合斬，從者減一等，即至流三千里。或有犯流三千

里，合例減一等，即處徒三年。故云「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其加

役流應減者，亦同三流之法。8
 

 

                                                      
6
  不著撰人，《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卷四十二，〈刑部‧諸殺‧

良人殺驅〉，頁 1484。為節省字數以下書名簡稱為《元典章》。 
7
 《元典章》，卷十八，〈戶部‧婚姻‧牧民官娶部民〉，本條中引用至元八年欽奉聖旨節該「泰

和律令不用，休依著那者。欽此。」據此可知至元八年後，原則上不可直接用《泰和律》斷

案判決，頁 652。 
8
 （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六，〈名例〉「稱

加減條」，頁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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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律文疏議可知，若為唐宋律，死刑減兩等為徒三年；若以《金律》的刑制，死

減一等當為流，流減一等當為徒五年方是。但此處《元典章》作合徒四年。可知

並非有將流作一等考量。徒五年與流二千五百里，徒四年與流二千里贖銅相同，

彼此在五刑中的位階可以為徒、或為代流役、或是為了使五刑體制趨向《唐律》

典範中的流刑，它是可流動的存在，這個死刑減兩等的狀況下，更能反映其兩屬

的特性。此時若是以流的身分存在，減一等，當還原如唐宋律的徒三年；若是以

徒的身分存在，金不用流刑（或是說在刑度設定上停止流刑的執行，該刑度名存

而實亡，故言「不用」），死減一等，合徒五年，再減一等，合徒四年。 

這可反映當時元人也知無「徒四年半」之刑的存在。若有四年半之刑，依例

減半年一等，徒五年減一等當為「徒四年半」。又《元典章》〈刑部‧諸殺‧打

死定婚夫還活〉中減死兩等亦為徒四年。9
 

《泰和律》自徒三年以上，以一年為一等加減，是故正常的律定刑加減，不

應有徒四年半的刑度出現。不論是將徒五年、徒四年當作流刑（代流役）或單純

的徒刑，均不會出現徒四年半之刑。 

故於此處《元典章》舊例中徒四年半的刑度存在有誤，又《元典章》後文〈五

刑訓義〉的徒條目下記徒三年後直接跳至徒五年，在流刑方面也只留下比徒四

年、徒四年半、徒五年的字樣，而徒刑中無徒四年亦不見杖多少的記載。 

約莫可以觀察到有兩派人士對當時轉換的不同意見，《元典章》非官修，來

源多為江西行省的案例，而著有《金五刑圖說》的王元亮，是個精刑名之學的汴

梁人，似乎存在地域差異的導致兩說認知的不同。 

無論如何，徒與流兩刑在中統二年以後，只用決杖的方式執行，轉換時的徒

年刑等是以一個滿年為限，思考如徒一年、一年半杖六十七，二年、二年半杖七

十七，三年杖八十七，四年杖九十七，五年杖一百零七等可確定的轉換結果，其

轉換原則為何？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9
 《元典章》，卷四十二，〈刑部‧諸殺‧打死定婚夫還活〉，14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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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刑度轉換原則的宮崎假說 

關於以上所提到刑度轉換的原則，宮崎市定提出一套假說，以推論《元典章》

所見元初引用舊例（金泰和律）論罪定刑的方法。10先列表如下：  

表格 1—1 宮崎假說所提出的刑度轉換表 

 

 

 

刑 

 《泰和律》 徒杖減半之法 宮崎的轉換法 

笞刑 

10 

10 

7 

20 

17 

30 

20 

40 

27 

50 

30 

杖刑 

60 

37 

70 

40 

80 

47 

90 

50 

100 57 

徒刑 

一年=120 

60 67 
一年半=120 

                                                      
10

 葉潛昭著，《金律之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葉氏以元初立法多引金制，利用

元初法制資料復原金《泰和律》，又日人小林高四郎，〈元代法制史上の旧例について〉一文

收入氏著《モンゴル史論考》（東京：雄山閣，1983），頁 215－230。均指出至元八年之前史

料所見舊例實為《泰和律》，《泰和律》大部分律文源自唐律，關於唐金兩律之異同可參葉氏

《金律之研究》，第三章，頁 27－201。至元八年以後所見之舊例則來源不一，可能指《金律》、

唐律或先前頒布的元代法令。 

典 

據 

 

度 
 原 

 
刑 種 

為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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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140 

70 77 
二年半=140 

三年=160 80 87 

代流役 

四年=180 90 97 

五年=200 100 107 

（表中《泰和律》徒刑年數等號後數字為徒刑代換杖數，即以杖折徒時的決杖數。） 

 

如上表，宮崎主張：審判某一個犯人時，首先是對照《泰和律》得出該犯的

本刑，其次是運用減半之例折算本刑，再以蒙古折杖法中相應的刑罰頂換該刑。

11宮崎的說法根據《金史‧刑法志》所載「徒杖減半」與元世祖於〈中統權宜條

理〉「以七為斷」兩個原則，將金制笞、杖、徒 17 等刑，其中徒刑轉換成笞杖

數，接著將所得笞杖數除以二再作加減，轉換為元的刑制。 

倘若依此原則，為何會出現徒五年轉換成杖一百零七的刑度？《元史‧刑法

志》王約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

又加十也。」也與《草木子》中「天饒、地饒、朕饒」兩者所主張減三下的說法

不合。若修改宮崎的假說，並且結合王約與葉子奇的說法，將除以二後再減三下，

徒五年應杖二百；若除以二又減三，當為九十七，不應該是一百零七。宮崎的說

法在徒以上刑度轉換時，較原先的徒杖減半的數字，皆出現多七下的狀況，對此

情形宮崎並無說明，只有提出笞五十七下與杖五十七下，一個是杖一百的代換

刑，一個是徒一年的代換刑，五十七下與六十七下之間差距跳躍太大的說詞。12
 

                                                      
11

 宮崎市定，〈宋元時代的法制與審判機構──《元典章》的時代背景與社會背景〉，收入楊一凡

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篇，第 3卷，「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宋遼

西夏元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23。 
12

 宮崎市定，〈宋元時代的法制與審判機構──《元典章》的時代背景與社會背景〉，頁 22 中註 1

的內文就討論五十七下是杖刑或是笞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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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地該假說與《元典章》、《元史‧刑法志》、《吏學指南》、《草木

子》等元代官私記載之元代刑制不符。再者，宮崎以一個名叫蕭真的侏儒犯挑造

偽鈔的案件為例： 

 

【侏儒挑鈔斷例】延祐二年（1315）十二月，行省准中書省咨：刑部呈：

『奉省判：「江西省咨：臨江路備新淦洲申：弓手陳子明於蔣福二手內搜

到至元，二貫文鈔一張，據稱係艾伏俚討來挑鈔，辨驗得到官鈔一張，元

是中統鈔二貫文交鈔，挑作至元二貫寶鈔。問到艾伏俚等指，系於東坊蕭

郎中家買到挑鈔。追問到蕭郎中名真狀指：不合因為家貧，於延祐元年

（1314）四月二十二日，將賣到臙脂中統元寶交鈔二貫文省真鈔一張，用

右手指甲刮除字貫及邊欄墨迹，筆描改作至元通行寶鈔二貫一張，收藏在

家。當月二十六日，有警迹人艾伏俚同蔣伏二，將至元五百文昏鈔一張賣

與艾伏俚、蔣伏二行使。五月初十日，又將至元鈔三百文一張在家挑改作

至元五百文，未成。不期弓手陳子明捉獲艾伏俚等，將真捉拿到官，招伏

是實。艾伏俚、蔣伏二各狀招：不合用鈔買到蕭真挑鈔行使。情罪相同。

議得：蕭真挑鈔，以真作偽，亂壞鈔法。例，杖一百七下，徒一年。緣本

人年七十一歲，又係侏儒殘疾，不任杖責，依例議罰，罪中統鈔一百七兩

沒官外，據合徒一節，若便發遣，誠恐差池，緣係通例，咨請照詳。准此。

送刑部」議得：蕭真所犯挑鈔，例杖一百七下，徒一年。本人年已七十一

歲，殘疾。罪已收贖外，據徒一年，例該六十七下。擬合罰贖中統鈔六十

七兩相應。具呈照詳。』得此。議得：挑鈔人蕭真，即係違法重事，擬合

責斷徒年，既本省將正罪贖銅了當，依准部擬。今後若有似此人等故犯者，

咨稟定奪，勿請依前贖罪。都省咨請，依上施行。13
 

 

                                                      
13

 《元典章》，卷二十，〈戶部‧鈔法，侏儒挑鈔斷例〉，頁 80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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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犯人年老加上殘疾，無法受杖，亦無法服一年之徒刑。挑鈔罪刑除徒一

年外，另有杖一百七下之刑，這兩種刑罰都用贖刑的方式處理。在公文記載中，

刑部意見有「本省將正罪贖銅了當」一句，宮崎便以此為據，認為杖一百七為正

罪，徒一年為附罪。該案例中徒刑比杖刑重，形式上「笞杖為正刑、徒為較輕的

附加刑的說法。」14得到杖輕於徒卻成為形式上的正刑；徒雖重於杖反而成為附

加刑的結論，但這個看法顯然有待商榷。 

此案例存在以下幾點問題：一、鈔法是特殊的經濟犯罪，對元廷而言是重點

打擊對象，因此屢有條例頒布，變動性大。二、本案非通例，犯人的老弱殘疾因

素強烈影響判決。三、本例係元仁宗延佑初年（1314-1315），距世祖定制時

（1260-1294），時間上相差約半個世紀，因此不可以此為例，主張徒刑是以附

加刑的性質存在。 

後來都省（中書省）的意見中，本省（江西）已將（正）重罪收贖，就如部

的意見處理，對剩下的徒一年罰贖中統鈔六十七兩處置，而重點在都省的後文「今

後若有似此人等故犯者，咨稟定奪，勿請依前贖罪」，否決這項提議對日後法例

的適用性，屬標準的「下不為例」型案例。故此條被收入《元典章》，名為侏儒

挑鈔斷例，目的在留存事例，告訴官員以後若遇老弱殘疾需咨稟定奪，勿自行決

定贖罪之法。基於上述理由，不可以此例的「正罪」一詞為證據，認為元代的笞

杖為正刑，徒流為附加刑。 

接下來就以本例推演地方與都省兩方的法律解釋及其歷史緣由。首先，對於

犯罪事實「挑鈔」，雙方沒有歧見，地方政府疑義之處在於挑鈔罪刑依例須執行

杖一百七下，徒一年兩種刑罰。其中「杖一百七下」已經收贖，「徒一年」部分，

應如何處置？是以報請刑部議決。該罪名事關國家財政利權，依照元初有關財稅

犯罪直接繼受《金律》一罪二刑的刑罰設計，江西行省因人犯年七十一歲又係侏

儒殘疾，將杖刑部分依照元貞元年〈老疾贖罪鈔數〉所載中統鈔一貫贖笞杖一下

                                                      
14

 宮崎市定，〈宋元時代的法制與審判機構──《元典章》的時代背景與社會背景〉，頁 24。文中

有「徒刑比杖刑重，形式上杖刑是正刑，徒刑倒成了附加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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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處理笞杖刑的執行。15刑部回應為「徒一年，例該六十七下」，此時出

現了新問題，為何徒一年會等於六十七下？這個問題與元代笞杖刑的設定來源有

關，將於下一節回答。 

 

第三節、杖刑設定來源分析 

上節已初步討論宮崎假說的一些問題，他以數學公式推演金元刑度轉換，顯

與史實不符；對於徒刑和杖刑主從關係的認定，引據史料也有問題，並未仔細就

案件性質來論證元代刑制。本節擬由不同案由、不同性質的案例，考訂元代刑制

中笞杖刑的設定來源。 

首先，從元初循用《金律》的方向思考，將依照蒙元初期直接引用「舊例」

的立法方式，對於一般社會容易發生的肢體衝突還原其脈絡，以鬥毆罪考察元代

笞杖刑的設立。 

比較《元典章‧刑部》的鬥毆舊例罪名與《唐律疏議‧鬬訟律》相關罪名： 

 

【舊例鬥毆罪名】故毆，二十七下；手足故傷、他物故毆，各三十七下；

他物故傷、拔髮方寸以上、耳目出血、手足內損吐血，各四十七下；他

物內損吐血、兵刃斫體不著，各五十七下；折一指一齒以上、眇一目、

毀缺耳鼻、破骨、湯火傷及禿髮鬢，各六十七下；刀傷、他物折肋、眇

兩目、墮胎、穢物污人頭面，各七十七下；折跌支體、瞎一目者，各八

十七下；損二事以上、因舊患致篤疾、斷舌、毀傷陰陽，各一百七下。

16
 

 

                                                      
15

 《元典章》，卷三九，〈刑部‧贖刑‧老疾贖罪鈔數〉，頁 1358。又《至正條格》條格，卷三十

三，〈獄官〉「老幼篤廢殘疾」總 326 條的條文與《元典章》所收內容相近，唯時間記為元貞

元年（1295）閏四月，較典章的六月早了一個月。詳參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編，《至正條格校註

本》（城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2007），頁 138。 
16

 《元典章》，卷四十四，〈刑部‧諸毆‧舊例鬥毆罪名〉，頁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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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唐律》有關毆傷的條文如下： 

 

諸鬬毆人者，笞四十；傷及以他物毆人者，杖六十；傷及拔髮方寸以

上，杖八十。若血從耳目出及內損吐血者，各加二等。 

諸鬬毆人，折齒，毀缺耳鼻，眇一目及折手足指，若破骨及湯火傷人

者，徒一年；折二齒、二指以上及髠髮者，徒一年半。 

諸鬬以兵刃斫射人，不著者，杖一百。 

諸鬬毆折跌人支體及瞎其一目者，徒三年；辜內平復者，各減二等。即

損二事以上，及因舊患令至篤疾，若斷舌及毀敗人陰陽者，流三千里。

17
 

將上述條文統整轉為下表： 

表格 1—2 唐元兩代鬥毆罪刑對照表 18
 

 

 

唐 元 

徒手毆 笞四十 二十七下 

他物傷 杖六十 三十七下 

拔髮方寸以上 杖八十 四十七下 

耳目出血/內損吐血 杖八十/一百 四十七/五十七下 

折傷 徒一年 

六十七下 

折二齒 徒一年半 

折肋/眇二目 徒二年 七十七下 

                                                      
17

 （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卷二十一，〈鬥毆〉，頁 383－386。 
18

 本表據（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卷二十一，〈鬥毆〉，頁 383－386。

與《元典章》，卷四十四，〈刑部‧諸毆‧舊例鬥毆罪名〉，頁 1526。所載鬥毆刑罰內容所製。 

朝 

代 

罪 

刑 
犯 罪 行 為

階

段 

為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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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支/瞎一目 徒三年 八十七下 

斷舌/毀敗陰陽 流三千里 一百七下 

死 絞 處死 

（元成宗大德九年（1306）前後，才確立五十七以下為笞，六十七乃至一百七為

杖的制度，故本表元代刑罰部分只言數目，不列笞杖）19
 

單純拳腳毆擊不見血的傷勢，唐笞四十、元二十七下，往上依傷勢的嚴重程

度增加刑度，但看似單純的加等，卻透漏出一些規律。如以笞杖刑對應原先唐宋

律典中的徒流自由刑，倘若不參考元廷之後屢屢頒定的竊賊通例，至元初年的立

法已如實呈現其轉換原則。傳統刑律採定罪論刑的法律書寫模式，極容易以某行

為對應某刑度的方式，形成類似數學函數的關係，其中相關的情節，保留一定的

量刑空間（如加減一二等），但大體上考究一單純行為時的律典設定刑度，仍可

發現其對應的函數式，筆者故且將其命名為立法定刑方程式。 

上述鬥毆案件的立法定型，恰可反映出當時金元轉換時，直接的刑等轉換對

應關係，但上述整齊的刑制轉換，卻是十分難得的特例，同時也與元代泰定年間

（1324－1328）版《事林廣記》收錄的〈至元雜令‧笞杖則例〉一樣契合。20唯

此內文之中並無流罪條目，此外徒罪方面也無徒四年半這個錯誤的位階存在，符

合前引〈中統權宜條理〉所揭示的原則，21可以証明《元典章》中〈刑部‧舊例

鬥毆罪名〉中的五刑之制與《至元雜令》系出同源，是當時人對於用《泰和律》

論罪定刑轉換的參考，為中統年間到至元初期刑制轉換的範式。 

筆者為何不將《元典章》刑部卷首的〈五刑之制〉當作中統年間轉換的範本？

是因為該圖表中有一個錯誤的位階「徒四年半」存在，此位階並非金代刑制該有

                                                      
19

 可參《元典章》，卷三九，〈刑部‧刑制‧五刑之制〉，頁 1354。《元典章》，卷四十，〈刑部‧

刑具‧諸衙門杖數笞杖等第〉，頁 1374。兩相對照可見制度之變遷。 
20

 （元）陳元靚編，《新編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壬集 卷一〈至元雜令‧笞杖則例〉（日本元祿十

二年刊本）收入島田正郎主編，《中國法制史料》（臺北：鼎文出版社，1979）第二輯第三冊，

頁 1557。又黃時鑒輯點，《元代法律資料輯存》（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頁 43－44。

亦有收入，其中頁 35的點校說明可參看。 
21

 即「流罪一條似未可用。除犯死刑者依條處置外，徒年、杖數今擬遞減一等，決杖雖多不過

一百七下。」（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中堂事記〉，頁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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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律定刑位階，前文已有對金代徒刑作一說明，又元初循用《金律》是權宜性的

應變之法，實無必要轉換出原先舊律不存在的刑名，故〈刑部‧舊例鬥毆罪名〉

中的五刑之制與《至元雜令》並無《元典章》〈刑部‧五刑之制〉中出現的刑制

錯誤，更能反映中統至元初年的刑制狀況。 

為了避免讀者的混淆，對元代案例史料中屢屢出現的笞、杖刑，目前可分為

下列四種不同的笞杖、刑。一、唐、宋、《泰和律》中的原始設定刑。二、「以

七為斷」之前的元代正刑、聖旨條畫的舊法。三、.替代舊律中的徒流刑等轉換

之用。四、加徒減杖例後的徒刑附加刑（與徒刑的再建立有關，請參後文徒刑部

份）彼此環環相扣，以成一代之刑制。 

一、唐、宋、《泰和律》中的原始設定笞杖刑──舊律的刑名轉換繼

承 

在《泰和律》中原先規定為笞十至杖一百的刑罰，當為元政府繼受《金律》

並轉化為元律的變換基礎。如前舉的〈舊例鬥毆罪名〉或案例中屢屢出現的舊例

中的笞杖刑，此種笞杖刑受到〈中統權宜條理〉與世祖「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

下、朕饒他一下」的恩惠減輕其杖數，執行數目以七為斷。 

此種笞杖刑不存在刑種轉變的狀況，為較單純的刑名轉換繼承，故自元初立

法之後少有改動。原則上，依照《至元雜令》的變換表格論刑，成為斷例，或進

一步成為通例，保留在《元典章》或《經世大典‧憲典》之中，最後成為後來明

代人修《元史‧刑法志》中所呈現「諸行為如何時處刑如何的條文」。22
  

 

二、「以七為斷」之前的元代正刑、聖旨條畫的舊法──元代新制的

                                                      
22

 相關討論可參安部健夫，〈元史刑法志と「元律」との関係に就いて〉收入氏著《元代史の研

究》（東京：創文社，1970），頁 253－276。對《元史‧刑法志》的史源來源的討論亦可參蘇

振申，《元政書經世大典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中關於元史中諸志轉

鈔自《經世大典》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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笞杖刑名設定 

所謂「以七為斷」之前的元代正刑，就是指經過元政府〈中統權宜條理〉確

立了笞杖數目，以七下到一百七的初步轉換規定之前，已頒定行用的諸多法令。

在〈中統權宜條理〉之前已頒布的「聖旨條畫」，依舊保持其效力，其中有關私

鹽、茶、逃漏稅的經濟犯罪刑度，仍保持整數決杖數與附有徒刑的設定規劃，自

成一系統，其法理依據來源如下： 

 

【恢辦課程條畫】 

中統二年（1261）六月，欽奉皇帝聖旨：「道與各路宣撫司并達魯花赤、

管民官、課稅所官：不以是何投下軍民諸色人等，隨路恢辦宣課，已有

先朝累降聖旨條畫，禁斷私鹽、酒、醋、麴貨、匿稅，若有違犯，嚴行斷

罪。今因舊制，再立明條，庶使吾民各知所避。」欽此。 

諸犯私鹽者，科徒二年，決杖七十，財產沒官，決訖，發下鹽司帶鐐居役

滿日踈放。若有告捕得獲，於沒官物內一半充賞。如獲犯界鹽貨，減犯

私鹽罪一等，仍委自州府長官提調，禁治私鹽罪。如禁治不嚴，致有私鹽

并犯界鹽貨生發，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三犯已上，開具呈省，聞

奏定罪。若獲犯人，依上給賞。如有鹽司監臨官與竈戶私賣鹽者，同私鹽

法科斷。23
 

 

如上例所見，對於私鹽的查緝治罪，中統二年之前亦有定制，故於〈恢辦課程條

畫〉重新聲明私鹽的罪刑與相關情事的處置。又《元史‧刑法志》亦載： 

 

                                                      
23

 《元典章》，卷二十二，〈戶部‧課程‧恢辦課程條畫〉，頁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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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犯私鹽者，杖七十，徒二年，財產一半沒官，於沒物內一半付告人充

賞。鹽貨犯界者，減私鹽罪一等。提點官禁治不嚴，初犯笞四十，再犯

杖八十，本司官與總管府官一同歸斷，三犯聞奏定罪。如監臨官及竈戶

私賣鹽者，同私鹽法。諸偽造鹽引者斬，家產付告人充賞。失覺察者，

鄰佑不首告，杖一百。商賈販鹽，到處不呈引發賣，及鹽引數外夾帶，

鹽引不相隨，並同私鹽法。鹽已賣，五日內不赴司縣批納引目，杖六

十，徒一年，因而轉用者同賣私鹽法。24
 

 

兩段資料相同可知關於私鹽的議刑定罪，中統年間的聖旨條畫，有開基定業的指

標功效。「考之建元以前，斷獄皆用成數，今匿稅者笞五十，犯私鹽茶者杖七十，

私宰牛馬者杖一百，舊法猶有存者。」25元代中後期編成的《經世大典‧憲典序》

的說法證實經濟犯罪多保留舊制的特點，與之系出同源的《元史‧刑法志》於食

貨篇中的條文，卻呈現以十為斷的杖刑設定，以七為斷的設定兩制並存。兩種尾

數不一的杖刑同時存在，因為世祖後諸帝憚於變更，不敢變動「祖宗成憲」或所

謂「世祖舊制」所導致的現象。下舉大德四年（1300）十一月的鹽法規定為例： 

 

【新降鹽法事理】 

大德四年十一月，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承奉中書省劄付： 欽奉聖旨節該：

『中書省奏：「諸處鹽課，兩淮為重。比年以來，諸人盜賣私鹽，權豪多

帶斤重，辦課官吏賄賂交通，軍官民官巡禁不嚴，以致侵襯官課，宜從新

設法關防，乞降聖旨 」事。准奏。自大德四年為始，立倉查運，撥袋支

發，以革前弊，真州采石依舊設官批驗，置軍巡捉，江淮海口私鹽出沒去

處，添撥車舡，附場閑雜舡隻，不許往來灣泊，軍民捕盜等官，常切用心

                                                      
24

 （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一百四，〈刑法三‧食貨〉，頁 2647。 
25

 黃時鑒輯點，《元代法律資料輯存》，頁 90。收《經世大典‧憲典》總序名例篇的序言，本篇

與《元史‧刑法志》的序屬同源史料。此外（元）陶宗儀撰，《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

局，1959），卷二，〈五刑〉，頁 25。亦有相同的記載，疑為陶氏轉鈔自《經世大典》一書。 



27 
 

防禁，毌致私鹽生發。欽此。所有立法合行事理，命中書省定立條畫。上

江下流諸衙門大小官吏人等，各務遵守奉行。若有裂沮壞之人，照依已降

聖旨究治。』欽此。又於大德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聞奏過：『兩淮鹽法為

不定体的上頭，合整治的法度，張參政題說來，在海道運糧朱參政也依那

言語題說呵，上位奏過，提調整治的，教來（朱）參政、更一個姓郝的漢

兒人、省裏行來的張都事等去來。他每到那裏，合行的勾當就便行了，更

有幾件合整治的題說有，數內一件：「應有合整治事理行聖旨，怎生？」

說有俺商量來，上位奏過，省裏行文書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

般者」欽此。都省欽依聖旨事意，通行參考，議立條畫，開坐于後，仰欽

依施行。……一，綱舡運到鹽袋，須要入倉排垛收貯。如遇客旅關鹽，添

席重包，然後支發，不許就舡兌撥。違者，倉官、監運，各決三十七下，

解見任，期年後別行求仕。運官有失關防，罪亦及之。通同縱放者，與同

罪。 

一，裝鹽席索，運司較勘樣，製各於立倉，拘該州縣撥戶織造，務要堅密

牢壯。諸倉就管收支，州縣官司添力催辦，仍將席戶籍定姓名，諸人不

許私織私賣，違者決杖五十七下。倉官不依元樣，受錢濫收或依樣故行刁

蹬，因而受財，並同枉法科斷。運官有失關防者，亦行究治。26
 

 

對於之前未詳的立法漏洞，世祖以後諸帝得以用聖旨條畫的手法進行補充，但其

補充立法之時，是用至元以後的新刑制做設計，如此出現對違反新細則的行為處

三十七、五十七的刑罰，故會出現母法以十為斷，子法以七為斷這樣兩制並存的

現象。 

一般學界認為「以七為斷」的杖刑數字為元制特色，此點固然不錯，但卻以

偏概全地忽視了中統之前定制的權威性，與其在法典上獨特的雙軌並存特質。又

                                                      
26

 《元典章》，卷二十二，〈戶部‧課程‧新降鹽法事理〉，頁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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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私茶、私酒的刑度設定多在中統之前，是故在侵犯國家歲收利權的犯罪中，

此特色得以留存。相關例子甚多請參見《元典章‧戶部 課程》與《元史‧刑法

志》食貨條目。 

 

三、替代舊律中的徒流刑等轉換之用──舊律徒流刑的降階代換 

金元刑制轉換的重點，依據〈中統權宜條理〉將原先在《金律》中為徒、流

刑的罪名，改以執行打六十七至一百零七下的笞杖刑取代。據《元典章‧刑部‧

五刑之制》可知，在笞、杖刑的轉換方式上，出現類似宋代折杖法的刑度整倂，

27即將相鄰刑度如《宋刑統》律定刑笞二十、笞十併為一等，改以打臀杖七下執

行。元代則是將原先金代笞十、笞二十\笞三十、笞四十\笞五十，改成三等，打

七下、一十七下、二十七下以此類推。職是之故，可完成初步定刑的轉換實施，

而這樣的轉換與宮崎氏主張減半再有所加減的轉換有所出入。 

杖一百轉換成五十七下，徒一年變成六十七下，在徒的轉換上承襲原先《金

律》五個整年徒的刑等，是故徒一年與徒一年半視為同一等，徒二年與徒二年半

視為同一等，徒三年、徒四年、徒五年各為一等，接者依次排列六十七下、七十

七下、八十七下、九十七下、一百零七下。以一般鬥毆罪刑的設定為例，原先設

定的律定刑便無徒四年、徒五年的存在，故轉換之後徒三年─流三千里之間相距

三等的差距，於轉換後依舊保存 87－107 的差距，但變成相差二等，這樣的刑制

轉換結果馬上造成刑度框架的大縮水。 

若轉換之刑原始設定有徒、流刑，此時的轉換就是一個問題了。金代以徒四

年、徒五年充作流刑運用，稱之為「代流役」，對於律定流刑、與律定徒四年、

徒五年之刑的行用實施有其差異，但可確定的是這時對於原先金代的附加杖（決

杖）之法可說已完全破壞，舊律或舊例中徒刑一罪二刑變為「徒年杖」一個的金

                                                      
27

 徳永洋介，〈金元時代の流刑〉，收入梅原郁主編，《前近代中国の刑罰》（京都：京都大學人

文科學研究所，1997）文中稱此為元代折杖法（元の折杖法），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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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舊例遺存；徒年杖為單純抄錄原先《泰和律》中徒刑附加決杖的規定，在元代

引舊例的過程中以「徒年杖」的名稱保留下來。28
 

下面列舉數個有「徒年杖」一詞的案例，分析此時期笞杖刑變成完全取代徒

流刑的實際施用情形： 

 

【打死姪】中書省判送：『樞密院呈：「米賉打死姪男米公壽。取得米賉

狀招：至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因親姪米公壽，於機上剪了紵絲三尺，用

拳毆打。為姪捽扯抵觸，用柳木棍，於公壽左耳後侵腦打傷，不多時身死，

罪犯。」』法司擬：『米賉所招，打死姪男米公壽，罪犯，舊例：「即毆

兄之子死者，徒三年」其米賉所犯，合徒三年，決徒年杖八十。』部擬：

七十七下。省擬：斷一百七下。29
 

 

本例中，舊例的徒三年為《泰和律》定刑，徒年杖為《泰和律》附加杖的遺留，

部擬七十七下是對於泰和舊律徒刑轉換對應的元代正刑，但本案為傳統法中尊長

殺卑幼的案件，在原先唐宋律設計中非屬減死一等的重罪，但都省的意見卻以減

死一等的一百七下論處。 

【船邊作戲渰死】濮州備館陶縣申：『歸問到王狗兒狀招：「至元四年七月

初八日飯時，與焦大等并身死翟二，於船頭上坐地，有翟二於船東邊上坐

地，探身用手於水面上拏取瓢子。狗兒為常與翟二相戲作耍，狗兒於本人

背上，將上截布衫兒扯著，右手於翟二臀片底，往前推了一推，不意脫手，

將翟二推在河內渰死罪犯。」』法司擬：『王狗兒所犯，即係戲殺事理。舊

例：「戲殺傷人者，減鬥殺傷二等，謂以力共戲而致死傷者，雖和以刃，

若乘高、履危，及入水中，以故燒傷者，准減一等。」其王狗兒，合徒五

                                                      
28

 姚大力，〈論元代刑法體系的形成〉，收入柳立言編，《宋元時代的法律思想和社會》（臺北：

國立編譯館，2001），頁 100－101。此版本有增修部分意見，其中有關徒年杖的說法，首出現

於這個版本之中，故特別引用此書。 
29

 《元典章》，卷四十一，〈刑部‧諸惡‧打死姪〉，頁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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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決徒年杖一百，仍依例徵銀五十兩，給付苦主充燒埋之貲。』部擬：

王狗兒決杖一百七下，徵銀五十兩。30
 

 

 

本例亦同時出現徒年杖一百與一百七下二種不同狀態的笞杖刑，同屬原無故殺動

機的殺人案，故一併以減死一等的一百七論處，為依照律定刑判決的案例。 

 

【打死同驅】龍（隆）興路申：『歸問到李含兒驅口王黃頭招伏：「不合

為一般驅王宜兒為黃頭不行逃走，欲將黃頭父子內打死一箇，燒毀房舍，

以此於至元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夜，先將王宜兒用棒打死，於場上埋藏罪

犯。」』法司擬：「同主奴婢相犯致死，而主求免者，聽減本罪一等，合

徒五年，決徒年杖一百。」部下本路勘當得本主願求免，擬杖一百七下。

呈省，准斷。31
 

 

本例與上例同，為奴因主求免得以減罪一等免死的個案，此例可反映金代與元初

對於減死一等的處置均為律定刑徒五年。 

在此針對「徒年杖」對金元刑制轉換的影響，與對前輩學者造成的誤解提出

說明。宮崎市定先生推論《元典章》中所見的刑制，依據《金史‧刑志》中有行

「徒杖減半之法」再加上元世祖的「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朕饒他一下」兩

點展開。本文之前曾舉列「徒年杖」的案例，宮崎氏認為如前舉打死姪的案例中

「舊例即毆兄之子死者徒三年，其米賉所犯合徒三年，決徒年杖八十，部擬七十

七下，省擬斷一百七下」的判讀為舊例徒三年，據《金史‧刑志》所載金代有「以

杖折徒」的特色，故認定徒三年因為以杖折徒的緣故變成杖一百六十，又因後來

                                                      
30

 《元典章》，卷四十二，〈刑部‧諸殺‧船邊作戲渰死〉，頁 1470。 
31

 《元典章》，卷四十二，〈刑部‧諸殺‧打死同驅〉，頁 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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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有「徒杖減半之法」，於是將 160/2=80，合杖八十之刑，加上元代減三下的

緣故，部擬才會轉換出 80－3=77，合杖七十七之刑。 

乍看之下推論過程與結果十分符合，但於王元亮《金五刑圖說》所見金代的

五刑圖表對照，即可發現金代的徒刑近承遼法遠襲隋制，均附有杖刑，有一罪而

具二刑的特色，一個徒刑條目下有加杖若干、決杖若干的記載。且前文已考證金

代徒杖減半減的是附加杖，並非特殊情況下代換徒流刑執行的換刑杖數，是故以

杖折徒的說法不成立，徒杖減半的說法亦不足為證，因為減半的是附加杖而非代

換杖。 

前輩學者產生誤解的原因為何？就《元典章》體例特色所見，公文流轉大致

可分為三階段，一是地方報上去的疑難案件，地方官府負責刑名的「法司」會依

據案情檢索舊例（金《泰和律》），舊例中出現的原《金律》徒刑罪刑記載多出

現「合徒若干年」、「決徒年杖若干下」的記述格式。接著行省或刑部會針對案

情，提出適用的意見或加減刑。最後由（都省）中書省的官員決定是否採用或修

改判決。以上案判文為例，依斷句不同有四種解法： 

1、合徒三年決徒年杖八十，部擬七十七下，省擬斷一百七下。 

2、合徒三年，決徒年，杖八十，部擬七十七下，省擬斷一百七下。 

3、合徒三年，決徒，年杖八十，部擬七十七下，省擬斷一百七下。 

4、合徒三年，決徒年杖八十。部擬七十七下，省擬斷一百七下。 

不同的斷句決定不同的解釋，其中的關鍵就是「徒年杖」一詞。顯然宮崎氏

採用的解釋是將「徒年杖」當成轉換行刑的數字，故認為所有的笞杖刑都經過減

半之後再減三完成轉換。但仔細觀察因案情差異，有時在轉換後刑部、中書省的

判決刑度有減三下之案例，有加七下或有加十七下的判例。下面舉幾個至元初年

的案例觀察舊例的轉換： 

【闌入禁苑】都堂鈞旨送下監修宮也黑迷兒丁呈：『捉獲跳過太液池圍子

禁墻人楚添兒。本人狀招：「於六月二十四日，帶酒見倒訖土墻，望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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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舡，採打蓮蓬，跳過墻去，被捉到官罪犯。」法司擬：「闌入禁苑，徒

一年，杖六十。」』部擬五十七下。省准擬。 

32
 

這個屬於衛禁的案件法司擬徒一年杖六十，刑部意見為五十七下。這樣的判決得

到中書省的認可。 

【渰死親女】至元三年七月，真定路申：『何賽哥狀招：「至元三年五月

二十九日，將女定哥抱去，撇放滹沱河內渰死罪犯。」』法司擬：『舊例：

「子孫違（教）法令，而祖、父非理毆死者，徒一年。」』部擬決五十七

下。呈奉省劄准擬，斷訖。33
 

 

這是一件淹死自己女兒的案件，法司以子孫違犯父母教令被父祖毆死的條文比附

判刑，因相關案情不得而知，故且依照法司的說法瞭解案情，擬徒一年之刑而未

言附加杖的內容，刑部意見為決五十七下。 

 

【帶酒殺無罪男】上都路申：『歸問到興州王得祿招伏：「不合帶酒，用

刀子扎死男牛兒罪犯。」』法司擬：『舊例：「子孫違犯教令，而祖父母、

父母用刀殺者，徒一年半；故殺者，加一等。」其王得祿，合徒二年，決

杖七十。』部准擬，決七十七下。省准擬呈，斷訖。34
 

 

本例與淹死親女引用的法條相似，唯用刀殺害一點，構成加刑的要件，且案

情又符合故殺的情形，加刑結果為徒二年。刑部意見為決七十七下。該例也成為

日後的立法依據，完整的被保留於《元史‧刑法志》之中，改成「諸父無故以刃

殺其子者，杖七十七」35的法律條文。 

                                                      
32

 《元典章》，卷四十一，〈刑部‧諸惡‧闌入禁苑〉，頁 1449。 
33

 《元典章》，卷四十二，〈刑部‧諸殺‧渰死親女〉，頁 1480。 
34

 《元典章》，卷四十二，〈刑部‧諸殺‧帶酒殺無罪男〉，頁 1481。 
35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五，〈刑法四‧殺傷〉，頁 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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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奸有夫婦人】冠氏縣申：『歸問到柳二妻蘇小丑狀招：「不合於至元

三年九月內，與陳典史就伊家通奸罪犯。」又招：「不合於至元五年十一

月十八日，信從安大姐媒合，與在逃蘇七通奸罪犯」。陳典史，名佐。安

大姐，姓劉，小名師姑。各招相同。』 

奸婦蘇小丑。法司擬：『舊例：「奸有夫婦人，徒二年，決徒年杖七十」，

去衣受刑。』部擬：杖八十七下，行下本路斷訖。 

奸夫陳佐。法司擬：『舊例：「與奸婦同罪，合徒二年，決杖七十。」卻

緣蘇小丑與在逃蘇七通奸，指出陳佐。舊例：「和奸者，奸所捕獲為理。」

今因捉獲蘇七指出，即非奸所捕獲，合行革撥。』部擬：「若准非奸所捕

獲勿論，卻緣本縣已取到陳佐明白招伏，若全同捕獲斷決，似為尤重，量

情笞五十七下。」 

媒合安主劉師姑。法司擬：「於奸罪上減一等，合徒一年半，決徒年杖六

十。」部擬斷五十七下，單衣受刑。36
 

 

本例為和姦有夫之婦的案例，原先柳二的妻子蘇小丑與蘇七通姦事發，姦夫

蘇七在逃，蘇小丑審訊時不但供出聽從安大姊（劉師姑）的居中牽線與蘇七通姦，

又意外供出以前曾與陳佐（典史）在陳家通姦。案情複雜的地方在陳佐的罪刑議

處上，因為陳佐是被蘇小丑片面之詞供出，之後陳到官審問承認犯下通姦罪。但

當時通姦罪有「奸所捕獲原則」換成現在的說法即需「捉姦在床」。陳佐的通姦

罪名某程度是不成立的。故法司意見「非奸所捕獲，合行革撥」，革撥一詞在元

代為使不算數，把某東西作廢的意思。但刑部的意見卻認為陳佐已經認罪，不能

不算但又不可依一般通姦罪判，故酌情判笞五十七下。蘇小丑，據舊例和姦有夫

                                                      
36

 《元典章》，卷四十五，〈刑部‧諸姦‧和奸有夫婦人〉，頁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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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婦，處徒二年。刑部意見判決八十七下。安大姊的媒合之罪，減和奸罪一等，

合徒一年半，刑部意見判決五十七下。 

就前舉四個案例中舊例徒一年的案件，有直接就部擬刑度裁決為五十七下，

又劉師姑的徒一年半刑亦裁決為五十七下。舊例徒二年的罪刑卻有判七十七下、

八十七下兩種。可明確證明「徒年杖數」與元代初期轉換出的笞杖數目無絕對相

關性，若有相關性也非《元典章‧刑部‧五刑之制》作徒一年、徒一年半→杖六

十七，這般整齊的轉換，也不是宮崎氏的轉換法。若詳查《元史‧刑法志》姦非

條目： 

諸和姦者，杖七十七；有夫者，八十七。誘姦婦逃者，加一等，男女罪

同，婦人去衣受刑。其媒合及容止者，各減姦罪三等，止理見發之家，

私和者減四等。37
 

可發覺元廷在繼受《金律》的刑名制度時，也在實際司法運作中摸索一套自己的

加減例，其方法將成案判例彙編，導引出自己的法律刑名架構。原先應該代換金

制徒二年之刑的杖八十七，成為和奸有夫婦的量刑基準，媒合人處置方式依照舊

律合奸罪減一等的推理導出五十七下，到了後期卻成為「各減姦罪三等」法律推

理下所得出的結果。 

《元典章‧五刑之制》所提供的一個供「法司」或地方「吏員」辦案查考的

對照表，實不具所謂「典章」的強制性質，為舊律轉換的大致對照表而已，其錯

誤百出的狀況就不足為怪。案例中徒一年可判五十七下、六十七下，徒一年半可

判五十七下。徒二年可判八十七下，正可證明開篇徒四年半之刑的訛誤係編輯者

為了將大德以降五刑具有的架構，硬套回金元轉換前的「刑統傳統」所致。 

刑統傳統一詞指唐宋金三朝律典，在刑法上律定刑制的原始框架，自宋代頒

定刑統，成為律學的主流，宋代有識者傅霖為了讓人易於學習法律知識而有編成

韻文的《刑統賦》，之後陸續有人為之作粗解、著疏之類等再書寫、再解釋增註

                                                      
37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頁 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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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如元代郄韻為之作釋、王亮為之作註，同時又有《別本刑統賦》的出現，

而集大成的當為沈仲緯撰《刑統賦疏》。38不可諱言的這些出於民間的法律書籍

有助於法律知識的流傳，但在此同時也強化了《唐律》法律推理中「五刑體制」

的概念，無論是《故唐律疏議》還是《宋刑統》第一篇，〈名例〉定笞、杖、徒、

流、死五刑。《刑統賦》開卷亦有「刑異五等，例分八字」云云。39
 

《元典章》編輯的時代，時值元仁宗朝，距世組建元已歷三任皇帝，但元朝

的五刑制度卻尚未完備，許多以單行法的形式頒布的聖旨條畫，都有自成體系的

刑法罰則規定，如上述姦非（通姦）案件自《元典章》時期的舊律刑度對應，發

展至《元史‧刑法志》自成一體系的法律用刑加減裁量。其編輯者面對此一局勢

較可行的編排的方式，為依行政部門之不同編排相關事例，但面對總管普遍刑名

的刑部時，不得不採以古附今的手法，用前代之制說明「國（元）朝之制」，並

列了武宗大德年間的「加徒減杖例」制表說明五刑體制。此時距離廢《泰和律》

的至元八年已多歷年所，對《金律》的刑制可能已不熟悉，故出現徒四年、徒四

年半、徒五年之刑與三流刑相比擬這樣不倫不類的書寫。昧於《金律》的體制，

出現與王元亮《唐律釋文》附表所見《金律》刑制相異的錯誤，應可歸決於地域

上的差異。王元亮為汴梁之人，汴梁一地為金朝統有之地區，相較《元典章》出

於江西一個久為南宋統治的新附之地，元人史料有云「南人不識體例」，40因之

前分隸不同政權，南系與北系兩方不同的法文化在刑制即存在極大差異，史料

                                                      
38

 關於《刑統賦》一書的性質及版本考訂可參薛梅卿，〈《刑統賦》及解疏本初考〉一文收入楊

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甲篇，第 5卷，「歷代法制考‧宋遼金元法制考」（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1－20。日人瀧川政次郎，〈支那の韻文律書「宋刑統賦」に就

いて〉收入氏著，《中国法制史研究》（東京：巌南堂書店，1979），對於《刑統賦》一書有專

文介紹可參看，頁 221－242。 
39

 「刑異五等，例分八字」一語為刑統賦中韻文的第八句、第九句。元人沈仲緯在刑異五等後

所做的通例與疏文中間的差異，可從中觀察金元制度之變化。（元）沈仲緯撰，《刑統賦疏》

收入島田正郎主編，《中國法制史料》（臺北：鼎文出版社，1979）第二輯第二冊，頁 902－903。 
40

 語出（元）程鉅夫，《程雪樓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 元代珍本文集叢刊），卷十，

〈奏議存藁〉，頁 390－391。〈吏治五事‧通南北之選〉「南方之賢者列姓名於新附，而冒不識

體例之譏，故北方州縣並無南方人士，且南方歸附已七八年，是何體例難識如此？」可知南

方的人士對北方的法政體系是相對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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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法之不立，其原在於南不能從北，北不能從南。然則何時而定乎？」造成

這般的錯誤應可理解。41
 

 

四、加徒減杖例後的徒刑附加刑 

（一）加徒減杖制度的時間斷限 

加徒減杖制的杖刑和之前所述的笞杖刑有幾點不同，第一、與中統之前經濟

犯罪定制的數目個位數字為零不同，呈現尾數以七為斷的特色。第二、此種杖刑

不是刑罰主體，需依附一定年限之徒刑、或出軍種田之類的自由刑，其地位為附

屬刑。第三、針對的犯罪類型為強竊盜這類重大犯罪、或盜賊累犯，可以視為元

代刑罰制度完備後所推出的複式刑制完成品，因此頒布的時間較晚，約於成宗年

間現身，大德以後的法律資料中大量出現。 

首先，成宗大德年間出現五十七以下為笞，六十七以上為杖的規定，劃分笞

杖刑並要求以罪刑輕重區分各級地方官府的司法審理權，42相較於《至元新格》

只以擊打數目為標準區分，尚未區分笞、杖兩刑差異來的進步，43可視為笞杖刑

整備運動的成果。如《成宗紀》所載，成宗三番兩次下令要求何榮祖等「更定律

令」，日人考證有所謂《大德典章》的成果，雖然《大德典章》最後沒有頒行成

為大德律令，但其法令整備的成果卻為後來編撰《元典章》的前身，部分內容被

《元典章》保留下來。44
 

                                                      
41

 黃時鑒輯點，《元代法制史料叢刊》，收（元）胡祇遹著，《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論治法〉，

頁 166。 
42

 《元典章》，卷四十，〈刑部‧刑具‧諸衙門杖數笞杖等第〉，頁 1374。 
43

 黃時鑒輯點，《元代法制史料叢刊》，收（元）何榮祖，《至元新格》察獄「諸杖罪，五十七以

下，司、縣斷；八十七以下，散府、州、軍斷；一百七下以下，宣慰司、總管府斷；配流、

死罪，依例勘審完備，申關刑部待報，申扎魯火赤者亦同。」，頁 32。案與《元典章》，卷三

十九，〈刑部‧刑制‧罪名府縣斷隸〉內容相近，頁 1355。 
44

 關於這個論點，清人沈家本，《歷代刑法考附寄簃文存》（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078

《歷代律令考》〈律令八〉中有「元典章所錄大德律令甚多」之語。沈氏已注意到大德律令佔

《元典章》內容的比重頗多。尚未直接言明兩者有繼承沿襲的關係。日人仁井田陞〈元典章

の成立と大徳典章〉一文有考證《大德典章》與《元典章》的關係。原載於《史學雜誌》第

五十一編九號後收入氏著，《中国法制史研究──法と慣習.法と道德》（東京：東京大學東洋

文化研究所，1964），頁 18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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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貞、大德年間屢屢制定頒布《盜賊通例》、《再犯做賊例》等新的刑律與

刑罰，為加強打擊犯罪之力道，對原先於亡金舊例檢得之刑度，創制出一個徒刑

杖刑流刑兼而有之的複合刑制，開創元代五刑之制。為此同時也將新舊雜揉的徒

刑與杖刑之間的刑等加減，位階上的差距劃分出來，故有「加徒減杖」與笞杖上

下位階劃分的刑制整備運動。 

在整備之後，一罪二刑的現象又被臣僚要求改善，英宗年間參與編輯刊定《大

元通制》的曹伯啟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

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一人也，法當改易。」45烏古孫良楨

也在至治─泰定年間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杖。」

46都不滿當時以複式刑罰處罰的情況。 

推演時序，《元典章》成書時間一般學界認為是英宗至治年間，47故而保留

了「加徒減杖」這個語詞，出現於刑部卷首〈五刑之制〉圖中，改作「加徒減杖

例」，記載了自徒一年乃至徒三年共五等徒的附杖數目。徒一年杖六十七，每半

年多十，以此類推至徒三年杖一百七。這項制度應該不是英宗時期推行的，與「加

徒減杖例」同列的是上段所述大德年間頒定〈諸衙門杖數笞杖等第〉作新例：「五

十七以下用笞，六十七以上用杖」。這時我們不得不問，到底是大德之制為新，

還是加徒減杖為新？按照其他史籍資料，最晚在泰定年間尚有加徒減杖的議論，

為何已經頒行「加徒減杖例」後還有要求「加徒減杖」的聲浪？ 

要解答上述的問題只需將轉鈔自《經世大典‧憲典》的《元史‧刑法志》和

《元典章》中有關徒刑的案例排比一番，排除國初定制的私有軍器、私鹽、犯姦

幾項，即可發覺結果是既沒加徒也沒減杖，只是重新確認徒年與杖數的對應關係。 

（二）兩種不同的論刑模組 

                                                      
45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七十六，〈曹伯啟傳〉，頁 4100－4101。 
46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八十七，〈烏古孫良楨傳〉，頁 4287。 
47

 關於《元典章》一書刻本流傳、內容性質成書時間，昌彼得於〈跋元坊刊本大元聖政國朝典

章〉一文論之甚詳，可參看故宮景印版《元典章》書末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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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以上的刑罰基本上都附加以六十七起跳的杖刑，與國初為代換徒刑的杖刑

相較之下，呈現不對等的刑罰位階排列。以通姦罪為例，與無夫之婦通姦處杖七

十七；若通姦對象為有夫之婦，則加一等杖八十七。該罪名《唐律》刑度為徒一

年半、兩年。若以鬪毆傷人為例，毆打人致折支瞎一目的重傷害罪，《唐律》刑

度為徒三年，元代卻為八十七下。整體呈現刑種降階，刑度減輕的態勢。 

除了《刑法志‧大惡》中子醉後毆父母，被父母求可免處死刑，要打一百七

加居役百日、奴詈罵主，打一百七，居役二年，48與《刑法志‧鬬毆》部分特殊

情況案件（如豪強非理凌虐，斷一百七，流遠。卑幼因仇刺瞎尊長雙眼案、弟弟

夥同兄長仇人刺瞎兄長雙眼這類案例，都判一百七，流遠。）49除此類有關長幼

主奴名分秩序的衝突案件外，及部分惡性嚴重的重傷害（如使人雙目失明的案例）

之外，原則上一般鬪毆犯奸不存在自由刑的刑罰。 

是故可以研判，一般案件罪不入死的狀況下，有自笞七下最高到杖一百七的

一種模組。與之相對，如強盜、竊盜，或與強盜、竊盜有引用或比照關係的犯罪，

如略賣良人為奴、為妻妾這類以徒刑為主要懲處方式的論刑模組，這兩套模組在

元貞、大德時期發生混淆並用的現象，如同〈腹裏犯奸剌配〉〈犯奸再犯〉50兩

例所反映的問題，不知徒年期限為多久？不知罪犯要去哪服勞役？有決杖數字而

不知徒年，一罪二刑但不知二刑之間的對應關係，為此方有「加徒減杖」的出現，

來調節此問題，確立了元初一直因為案例上下波動的徒杖對應關係。如宮崎先生

用來立論元代徒刑變成較輕的附加刑所舉〈侏儒挑鈔斷例〉，該例為延祐年間的

案例，其中刑部回應為「徒一年例該六十七下」的理據當是於元貞元年（1295）

頒定的〈侵盜錢糧罪例〉，該例為成宗時期頒定最早有關徒刑等第較完整的聖旨

條畫，文中即載有「應犯徒一年，杖六十七」之語51。 

                                                      
48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大惡條目，頁 2651－2652。 
49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五，〈刑法志〉，鬥毆條目，頁 2673。 
50

 《元典章》，卷四十五，〈刑部‧諸奸〉，頁 1560－1562。 
51

 《元典章》，卷四十七，〈刑部‧諸贓‧侵盜錢糧罪例〉，頁 1614－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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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犯徒一年，杖六十七」，徒一年與六十七下是折代還是併科的關係？即

「加徒減杖」例的問題。排除中統年間有關國家財稅的刑罰設計，一般案件徒刑

附加杖數並不穩定，如〈腹裏犯奸刺配〉例所反映的又杖又徒，其杖數明確，徒

年不明。這種刑制上的混亂，真可謂「有例可循，無法可守」。雖在至元年間已

頒定私有隱藏軍器罪名，52其中大部分罪刑設計為一罪二刑，既有徒刑又有杖

刑，但已出現固定的配對關係，為少數針對特殊犯罪臚列罪名的框架式設計，只

可惜並不與其他罪名有引用或類比的關係。值得關注的是其對應方式為徒一年，

五十七下、徒二年，七十七下、徒三年，九十七下，已是頗具規模的併科對應關

係。我們不免想問何以元貞年間的〈侵盜錢糧例〉所載為「徒一年，六十七下」？

為何最後是以徒一年，六十七為訂制？訂制之因為何？ 

原先笞七到杖一百七的 11 位階不變，過去古律中徒刑刑度比笞杖高，徒杖

之間的轉換關係是否如「舊律」一樣，呈現如《刑部‧諸毆‧拳手傷》所載的舊

例家無兼丁狀況下，徒刑不居作改以決杖執行，徒一年三百六十日合杖一百二

十，每半年為一等，一等加杖二十。53如此對應為每半年一等，每一等多杖二十。

該例法司所計算得到的結論「照擬笞一十至五十，每一十應役十五日。杖六十至

一百，每一十應役二十日。犯人帶鐐居作。」原先是計算家無兼丁或因其他原因

無法服勞役時，徒杖之間折換對應關係，但這段文字不只是單純表達徒杖之間折

換原則，同時也是解開「徒一年，杖六十七」定制的一把關鍵鑰匙。 

（三）加徒減杖的計算方式 

為了方便說明，先將《唐律》、《金律》與元代有關徒杖等第轉換關係製

成下表：  

 

                                                      
52

 《元典章》，卷三十五，〈兵部‧軍器‧隱藏軍器罪名〉，頁 1249。 
53

 《元典章》，卷四十四，〈刑部‧諸毆‧拳手傷〉，頁 1527該例中注徒年若干合杖多少，係與

（唐）長孫無忌等撰，《唐律疏議》，卷三，〈名例律〉「犯徒應役家無兼丁」條的律注一模一

樣，頁 72。（宋）竇儀著、薛梅卿點校《宋刑統》（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卷三，頁 56

－57。故該例僅抄錄了唐律疏議的律注，並提出笞十乃至五十下，每十下應役十五日；而杖

六十乃至杖一百的杖數，每十下應役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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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3 唐宋金元決杖等第一覽表 

刑罰

等級 

《唐律》徒杖折

算表 
金《泰和律》 元初 加徒減杖 

刑度 刑種 刑度 刑種 刑度 刑種 刑度 刑種 

第一 笞十 

笞 

笞十 

笞 

笞七

下 

笞 

笞七下 

笞 

第二 笞二十 笞二十 
笞十

七下 

笞十七

下 

第三 笞三十 笞三十 

笞二

十七

下 

笞二十

七下 

第四 笞四十 笞四十 

笞三

十七

下 

笞三十

七下 

第五 笞五十 笞五十 

笞四

十七

下 

笞四十

七下 

第六 杖六十 

杖 

杖六十 

杖 

笞五

十七

下 

笞五十

七下 

第七 杖七十 杖七十 

杖六

十七

下 

杖 
杖六十

七下 
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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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杖八十 杖八十 

杖七

十七

下 

杖七十

七下 

第九 杖九十 杖九十 

杖八

十七

下 

杖八十

七下 

第十 杖一百 杖一百 

杖九

十七

下 

杖九十

七下 

第十

一 

徒一年

=120
54

 

徒 

徒一年

+60 

徒 

杖一

百七

下 

杖一百

七下 

第十

二 

徒一年半

=140 

徒一年

半+60 

當為

一百

二十

七下 

徒 

徒一年

+67 

徒 
第十

三 

徒二年

=160 

徒二年

+70 

當為

一百

四十

七下 

徒一年

半+77 

第十

四 

徒二年半

=180 

徒二年

半+70 

當為

一百

六十

七下 

徒二年

+87 

                                                      
54

 本表所見阿拉伯數字表現的為徒刑附加杖或代換杖數字，如有「+70」即表示附加杖七十下之

意。「=」為代換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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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五 

徒三年

=200 

徒三年

+80 

當為

一百

八十

七下 

徒二年

半+97 

第十

六 

三流比徒

四年 
流 

徒四年

+90（代

流役） 

流 

當為

二百

零七

下 

徒三年

+107 

第十

七 

徒五年

+100（代

流役） 

 

流遠、出

軍+107 
流 

 

徒一年的部分按《唐律》「犯徒應役家無兼丁」條原則，當為杖一百二十下，若

依照唐宋律一等加杖 20 下的模式，元律中原本徒一年刑罰轉換成決杖執行時，

應為杖一百二十七。不過，犯鈔法罪，徒一年，一百七；犯私鹽，徒二年，杖七

十，私有軍器這類罪名，都存在一罪二刑的設計，但沒有可以上下排比轉換的等

級。 

對於一罪二刑的改革意見，曹伯啟希望的是杖歸杖、徒歸徒，採一罪一刑的

方式，另外可以用增加杖刑級距、擴張杖刑數目等方式加強刑罰力度，取消複式

刑罰結構。烏古孫良楨則採取較折衷的改革方案──「加徒減杖」，此辦法可分

為兩部分，一是加徒，一為減杖，目的都是為了維持一罪一刑的用刑原則。雖說

是加徒，但其實原先就是「徒刑」的刑罰，所以重點在於第二部分的減杖。「減

杖」顧名思義即是減少杖刑數目，那要減少多少?「加徒減杖」既要加徒，又要

減杖，徒一年如上表所示，唐宋律都是相當於杖一百二十下的刑罰。按舊律的概

念，笞杖罪加等入徒刑位階時，僅執行徒一年之刑，因徒一年之刑已包含笞十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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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杖一百的刑罰。職是之故，犯罪加入徒刑應減去原先較低刑等的杖一百下，

因為杖一百為徒一年所吸收，不須執行。 

按舊律「家無兼丁」折換，徒一年是杖刑位階的最大值再加二十下，元制笞

杖法定上限一百七下加二十下，即一百二十七下。徒一年，法定勞役 360 日55，

減去唐宋〈獄官令〉中規定每旬放假 1 日，臘、寒食各給假 2 日，共有 40 日的

法定假期，56
360-40=320，尚餘 320 日的役期。我們可以自《刑部‧諸毆‧拳手

傷》中得出結論，笞十乃至五十下，每十下應役十五日；杖六十乃至杖一百的杖

數，每十下應役二十日的比例來計算加杖數與徒役日期的對應關係，展開加徒減

杖的計算。為了解決一罪二刑的問題，基於一罪一刑的原則將「徒一年位階」約

等於的決杖數目減去，因為徒一年的勞役刑罰中，已經包含之前較低階的笞杖

刑，需先減去重複的杖一百二十七下。 

日數與杖數單位不一致，為了計算不得不將決杖數目換算成對應的勞役日

數，徒年日數減掉杖一百二十七下可折的日數，雖然元代杖刑尾數為七，但不影

響十下一等加減的級距。將笞杖刑轉寫成徒役日數，一百二十七下可視為七下加

上 12 等的十下，而這 12 等中有 6 等是屬於笞刑的等第，故 6*15=90 日；又尚有

6 等屬於杖刑等級，故 6*20=120 日，統計杖數抵徒役日數得到 90+120=210 日，

原先相對位階杖數等於服役 210 天。徒役一年 320 應役天數，減去杖數可抵役期

日數 210，320-210=110 天，得出了高於一百二十七下可抵的勞役天數。前面的

計算完成了「加徒」，將可以折抵徒一年位階的決杖數目處理完畢，成為徒一年，

而尚未被折抵掉的日數要如何處理？ 

                                                      
55

 （唐）長孫無忌等撰，《唐律疏議》，卷六，〈名例〉「稱日年及眾謀條」，頁 140－141。（宋）

竇儀著，薛梅卿點校，《宋刑統》，卷六，〈名例〉「雜條門」，頁 116。內容亦同，諸稱「年」

者，以三百六十日。 
56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

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眷二十七，〈獄官令〉宋 16條，330頁。（宋）竇儀著、《宋

刑統》，卷三，〈名例〉，頁 58，所引《獄官令》與（日）仁井田陞著、栗勁、霍存福等編譯，

《唐令拾遺》（吉林：長春出版社，1989）〈獄官令〉復原第十八條，頁 707。關於徒囚放假規

定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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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徒役一年約等於杖一百二十七下，減去相等的刑度剩下 110 日，這 110

日無法加役，倘若加役 110 日則破壞徒一年的徒年年限，所以就只有轉換成笞杖

數目，才能維持徒一年的法定役期。「加徒」當刑名等級進位到徒刑位階時，減

去原本包含在徒以下的低階身體刑，此時因加入「徒刑」減去笞杖刑的刑罰，而

此「減杖」只有減少原先相等於該位階的「決杖數目」，最後剩下的天數再換成

杖數，即為附加決杖的數字，它不是被重複計算到的刑罰位階。繼續未完的計算，

一年應役日 320 日減去徒一年合杖一百二十七可折算的 210 日，剩下 110 日。照

折算杖數等第的方式換算為決杖數 110，可拆解為 15 日十下的笞刑六等，加上

20 日十下的杖刑一等，得出合杖六十七下的結論。職是之故，元代刑罰框架中

「徒一年」的刑罰位階，正式定制為「徒一年，杖六十七下」，加徒減杖之制正

式完成。 

在此提供一些前輩學者對「加徒減杖」的觀點，宮崎氏：因為擊打一百零七

杖以上太過殘酷，所以對一百零七下以上的刑罰，採用了削減其正刑杖刑的擊打

數目而附加以徒刑的做法，這個體系因而被稱為「加徒減杖法」。57
 

姚、郭兩位先生於〈《泰和律》與元初的刑政〉一文認為「與舊例相比，新

定刑律對同樣情節罪行的處罰是科以徒刑而減少杖數。因此《元典章》編者將徒

一年附加決杖六十七至徒三年附加決杖一百七的新增刑制稱為『加徒減杖例』。」

58
 

兩位前輩學者皆注意到「加徒減杖」與大德年間頒布〈強竊盜賊通例〉有關，

但卻未發現與〈強竊盜賊通例〉有援引對照關係，犯罪類型相近的情況，部分量

刑模組幾乎照抄年代更早的元貞〈侵盜錢糧罪例〉，該例早已將加徒減杖的結果

表列施行。加徒減杖是對於金元轉換後出現生刑太輕、死刑難犯的結構性刑罰失

衡提供的解決之道，是故「加徒減杖例」並非對於擊打一百零七杖以上太過殘酷

                                                      
57

 宮崎市定，〈宋元時代的法制與審判機構──《元典章》的時代背景與社會背景〉，收楊一凡總

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篇，第 3卷，「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宋遼西

夏元卷」，頁 25。 
58

 姚大力、郭曉航，〈泰和律與元初的刑政〉收入蕭啟慶主編，《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史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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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唯〈中統權宜條理〉決杖雖多，不過一百零七的世祖成憲，

應該不會輕易被繼體嗣位的新大汗破壞。 

再者，《元典章》的編者依據現有的法令編輯，不應創制出「加徒減杖」一

個英宗至順帝時大臣一再上言的改革意見。這般預言式的書寫不太可能出現在編

輯現有法令的書籍之中，當然也不排除坊間俗稱，有可能與後來的大臣有所暗

合，但即使如此，其制度的內容與性質也不大可能完全一致，宮崎與姚氏應是落

入依資料望文生義，先入為主的窠臼，並未將其放在時間順序或是犯罪類型上來

考察「加徒減杖」，抑或是將其放在調節元代刑罰輕重失衡的結構性問題上，觀

察它所帶來的功效。 

利用徒役日數與以杖折徒的換算，確立了徒刑中徒一年為徒一年與杖六十七

兩部分，對於遼代以降一直為人詬病的一罪二刑問題，遼金兩代未能處理完，元

代的刑罰設計則完成了定調。繼續維持複式刑制一罪二刑的設計，但設計上不脫

《唐律》的設計框架，維持五等徒，一至三年，每半年加一等的古典原則。附加

杖數目不似金代採一年一等十下，而改用類《唐律》式的半年一等十下，自六十

七累加至一百七，這樣的「加徒減杖」絕不是曹伯啟、烏古孫良楨兩位大臣希望

的改革內容。在此同時，為因應國家征討需要出軍、種田、流遠等多采多姿的新

式刑名出現，配合者大朝的特質，輔以五刑之名，開啟富有元代特色的創制。 

這一套加徒減杖後出現的刑制，主要以徒刑或流刑的附杖數目存在，在《元

典章》中有時有標明附杖數目，有時僅書寫徒年年數，不細寫附杖數目。大德年

間的罰則大多只寫徒年不言杖數，為大德時期法律書寫的特色之一。 

元初的私鹽罪徒二年，杖七十；偽鈔罪杖一百七，徒一年，這些事關國計稅

收徒刑也採取複式刑制的設計，但不像元貞年間以後發展出的加徒減杖例有上下

位階，徒年年限與附加杖數呈現一定的函數關係。這個加徒減杖後的元代新徒刑

以強盜、竊盜的罰則出現，成為元代中後期常見的笞杖刑之一。59
 

                                                      
59

 宮崎與姚氏的研究都指出〈強竊盜賊通例〉所展現的刑制為元代新定一較完整的刑罰體系，

之後就較少更動，詳參宮崎市定，〈宋元時代的法制與審判機構──《元典章》的時代背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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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結語 

本章依循前輩學者的研究路徑，開啟對元代刑罰體系的新認識。首先，宮崎

市定所主張的機械式金元刑制轉換並不存在，筆者以為，應該以各種單行法法規

的立法創制，來思考金元之際的轉換。笞杖刑的設定來源，依據所犯案由與立法

的創制原因可分為四種：一、轉換自唐宋律典與《泰和律》中的原始設定笞杖刑。

二、「以七為斷」之前的元代正刑和「聖旨條畫」的舊法。三、替代舊律中的徒

流刑等轉換之刑。四、「加徒減杖例」後的徒刑附加刑。 

第一種與第三種都涉及金元轉換的刑名繼承，差異在於一個不發生刑種的轉

換（身體刑轉身體刑），一個涉及徒刑轉換成杖刑（自由刑轉身體刑）的降階轉

換，雖然如此，這兩種主要都是以一般刑事犯罪為對象。與之相對是第二種「以

七為斷」之前的元代正刑和部分「聖旨條畫」舊法，此種笞杖刑不受「以七為斷」

的效力約束，仍保持尾數為十的舊律傳統，該類笞杖刑多以犯私鹽、私酒、匿稅

這種經濟犯罪為主要打擊對象，明顯與其他笞杖刑不同。第四種是最晚發展出來

「加徒減杖例」的附加杖刑。這種刑名，可以將之視為調和金元刑名轉換後所造

成的刑罰輕重失衡，以及元貞和大德年間刑制整備運動的衍生物。「加徒減杖例」

與前述三種笞杖刑的差異處，是前者本身並非主刑，是自由刑的附加刑，需要與

一定的徒流刑配合，方為一完整的刑度，此乃「近世新五刑」中自由刑度的重要

組成份子之一。 

元代笞杖刑依舊保持其主刑的地位，待到被判為徒流刑位階時，便改以附加

刑的型態出現。整體而言，刑名運用手段的靈活與新舊制度並存是元代笞杖刑的

特色。元代笞杖刑既有單純的繼承轉化，也有自我的改革創新，基於不同案由以

                                                                                                                                                        
社會背景〉，收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篇，第 3卷，「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

重要成果選譯‧宋遼西夏元卷」，頁 24－25。姚大力，〈論元代刑法體系的形成〉收入氏著，《蒙

元制度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30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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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受制於「聖旨條畫」或舊律的效力約束，乍看之下似乎顯得雜亂無章，但仔細

深究，卻仍可掌握其立法思維。 

質言之，這種立法思維不外乎配合大汗們的意志，本文探討的元代笞杖刑正

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同樣可見於薛禪汗（元世祖忽必烈的國語稱號）所謂的「天

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朕饒他一下」，減三「恩惠」造就的「以七為斷」杖數

特色。同時，〈中堂事記〉記載的〈中統權宜條理〉嘗言，「決杖雖多，不過一

百七下」的聖訓，規範了杖數的上限，在在說明法律是主權者的話語，反映統治

者的價值取向與統治目的。因此以元代法律發展中所遭遇的困難與元廷提出的解

決方案，利用主權者的話語來研究或許應是還原元代刑法的一條究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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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元代的徒刑 

第一節、問題的提出 

本章討論五刑體制中屬於自由刑的徒流刑。一般徒刑的特色在於離鄉背井、

失去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在指定的地方服勞役。元代徒刑的特色則是來源混

亂、新舊並呈、附加手段多元、均附加杖刑等。 

唐以後徒刑的演變出現兩種趨勢，在北系的遼、金方面一個是出現了復古（類

似）隋代徒刑附有杖刑的設定方式，即梁肅所言「一罪而具二刑」的特色，另一

個則是徒年年限的擴張，出現了五年乃至終生的年限。《唐律》的刑罰設計中，

在特別情況下（如官當抵罪時）有三流比徒四年的換算規定，《唐律疏議‧名例

律》「官當」條 （總 17 條）：「以官當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1但實際上

論罪定刑時，徒刑刑等最高刑度為徒三年，因此這個徒四年僅是為了官當折抵時

所設的虛階，非實有其刑。順便要說明一下，《唐律》原有因身分特殊不適合服

徒刑的人，設有特殊換刑條款。如：《唐律疏議‧名例律〉「犯徒應役家無兼丁」

條（總 27 條）：「諸犯徒應役而家無兼丁者，妻年二十一以上，同兼丁之限。

婦女家無男夫兼丁者，亦同。徒一年，加杖一百二十，不居作；一等加二十。流

至配所應役者亦如之。若徒年限內無兼丁者，總計應役日及應加杖數，準折決放。

盜及傷人者，不用此律。親老疾合侍者，仍從加杖之法。」2
 

《唐律疏議‧名例律》「工樂雜戶及婦人犯流決杖」條（總 28 條）：「諸

工、樂、雜戶及太常音聲人，犯流者，二千里决杖一百，一等加三十，留住，俱

役三年；若習業已成，能專其事，及習天文，并給使、散使，各加杖二百。犯徒

                                                      
1
 （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一，〈名例〉，

頁 44－47。 
2
 （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卷三，〈名例〉，頁 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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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準無兼丁例加杖，還依本色。其婦人犯流者，亦留住，流二千里決杖六十，

一等加二十，俱役三年；若夫、子犯流配者，聽隨之至配所，免居作。」3
 

《唐律疏議‧名例律》「官戶部曲官私奴婢有犯」條（總 47 條）：「諸官

戶、部曲、稱部曲者，部曲妻及客女亦同。官私奴婢有犯，本條無正文者，各準

良人。若犯流、徒者，加杖，免居作。應徵正贓及贖無財者，準銅二斤各加杖十，

決訖，付官、主；若老小及廢疾，不合加杖，無財者放免。即同主奴婢自相殺，

主求免者，聽減死一等。親屬自相殺者，依常律。」4
 

以上三條文屬於《唐律》中對於身分、性別、職業等諸多因素不便服徒、流

刑之特殊規定，原則都以加杖的方式代換原先的流、徒的遷徙或居作的服刑內

容，但都僅止於代換刑的方式存在。 

遼制三等徒一年半、五年、終生分別附有三百、四百、五百下的身體刑。刑

法志所載之刑制，實際運作時，卻常出現把刑期為終生的徒犯，敕令服完五年勞

役年限即放還的情形，此處「放還」可當作為一般有年限的徒刑犯，服刑期滿役

畢放回，如遼道宗大安四年（1088）五月丁巳有詔免役徒，終身者五歲免之的紀

錄。5
 

金代沿襲遼法，並有修改，發展出揉合唐、遼共分七等的徒刑，計有徒一年、

徒一年半、徒二年、徒二年半、徒三年，與可以視為流刑的徒四年、徒五年。其

附加決杖的對應關係多有改變，不過以五個滿年為等劃分則有六十至一百下，五

等附加杖與之對應。 

南系方面，自北宋《宋刑統》於名例篇將宋太祖所創折杖法的敕編排入內，

宋代的徒刑執行於法定規範內，可以用一定數量的脊杖代換徒刑的執行，6不一

定要服勞役，是故《文獻通考》有「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

                                                      
3
 （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卷三，〈名例〉，頁 74－76。 

4
 （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卷六，〈名例〉，頁 131－132。 

5
 （元）脫脫等撰，《遼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二十五，〈道宗紀〉，頁 296－297。 

6
  魏殿金，《宋代刑罰制度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9），頁 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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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7之語。但為了對應日後惡性重大的犯罪設有配流、刺配等刑制補足行折杖

法之後減輕的懲治力道。但也導致南北兩系同時出現複式刑罰架構處理原先舊律

中的單一犯罪行為。 

以上是元以前徒刑的發展，兩方發展方向不一。前者是增加刑等延長年限與

附加杖刑；後者是以折打脊杖與另立有刺配、配流外地的刑罰手段恢復原先《唐

律》設計時保有強制移動犯人於特定地點勞動的特質。 

筆者要問的是：元代徒刑的發展為何？〈中統權宜條理〉的頒布，讓元初的

刑事犯罪原則上不存在實際遷移服勞役。為何日後元廷會恢復徒刑的勞役性質，

並且定為徒一年，杖六十七？這段從無到有的過程，元政府是如何經由司法實務

案例或立法條文的累績，發展出自己一套徒刑位階的刑罰？以上都是本節要處理

的問題。 

此外，以往學者大多認為元代的刑罰體系是於大德年間頒定〈強竊盜賊通例〉

之時方為完備，姚大力先生即持此一看法。8但筆者認為元代刑罰中負責處理重

大犯罪課罪主體刑度「徒刑」，其制度來源設定始末，姚氏交代不清；另一方面，

對於徒刑一罪具二刑的特性也無交代。9是故此章試著以元代最早的徒刑設定犯

罪出發，探討有元一代徒刑的設立與變遷。 

 

第二節、徒刑的恢復原因 

關於元代五刑之中徒刑的恢復，我們可以將徒刑的適用對象依據案由分為兩

大類，第一類是在笞杖刑部分提過，中統年間頒布的〈恢辦課程條畫〉中違反私

鹽、私酒、私茶一類徒二年、杖七十的處刑規定，與其衍生出來彼此有援引適用

                                                      
7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六八，〈刑考七〉，頁 1641。 

8
 姚大力，〈論元代刑法體系的形成〉收入氏著《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頁 306－308。 
9
 姚氏將〈侵盜錢糧罪例〉的頒布與日後大德年間〈強竊盜通例〉已將做連結討論，但未處裡元

代徒刑定制，徒一年杖六十七的原因為何？姚氏的說法參姚大力，《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頁

30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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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如私茶比同私鹽此類有害國家榷貨犯罪行為，10因為〈恢辦課程條畫〉的

效力，不受〈中統權宜條理〉所規範刑制轉換原則影響，故保留承自《金律》一

罪二刑的複式刑罰框架。第二類是非關國家榷貨犯罪的一般強盜、偷盜、詐欺等

案由所處置的徒刑。這兩類設計的來源不一，一個受金元刑制轉換影響，對於徒

年與附加杖數的關係，要到成宗大德年間才發展出大致穩定的徒杖相對關係與位

階。 

本節以第二類的徒刑設立為討論對象。關於一般犯罪徒刑的恢復可從世祖朝

對於盜賊的懲處問題來觀察，下面即以程鉅夫的一則上書談徒刑在一般刑事案件

是如何恢復的。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卷十〈民間利病〉載： 

盜之害民，劫盜為甚，劫盜不已，群盜生焉。故自古立法，劫盜必死。

江南比年殺人放火者所在有之，被害之家纔行告發，巡尉吏卒名為體

覆，而被害之家及其鄰右先以騷然。及付有司，則主吏又教以轉攤平

民，坐展歲月。幸而成罪，又不過杖一百七，而枝蔓逮捕，平人之死獄

中者乃十四五。况劫盜幸免，必圖報復，而告發之家無遺種矣，被賊劫

者誰敢告發？盜勢日張，其禍何可勝言！夫諸藏兵器者處死，况以兵器

行劫，而罪乃止於杖，此何理也？故盜無所畏，黨日以多。今後強盜持

軍器劫人財物，贓證明白，只以藏軍器論罪，郡府以便宜從事，並免待

報，庶使凶人警畏平民安帖，其於治勢實非小補。11 

上文是程鉅夫於至元二十四（1287）年上言民間利病的奏議，文中強調針對

持械強盜的行為提出以藏有軍器的條文論罪處死。其中「劫盜杖百單七」的原因

已於前文說明過了，指出金元刑制轉換出現的重大缺失，出現死罪難犯，生罪太

輕的現象，原先五刑體制中徒流刑不行用，造成刑輕而無法阻奸的副作用，達不

                                                      
10

 請參不著撰人，《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卷二十二，〈戶部‧

課程‧私茶同私鹽科斷〉，頁 818。為行文方便以下簡稱本書《元典章》。 
11

 （元）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元代珍本文集彙刊），卷十，奏議存藁〈民間利病〉，395－3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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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原先雖曰減輕，期於不犯之目的。職是之故，需要一個比杖刑重的刑罰位階存

在，因此須將徒刑實刑化回復其強制勞役的性質。 

仔細推敲程氏主張以私有軍器的重罪處理持有武器搶劫的案件，與至元八

（1271）年二月四川行省也速帶兒言：「比因饑饉，盜賊滋多，宜加顯戮。」詔

令羣臣議，安童以為：「強竊盜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仍舊待命。」

12可知部分大臣與程氏主張相似，想以死刑來處理嚴重的盜賊風氣。世祖君臣對

於盜賊滋眾不願以一律處死處理，對於遭擒獲的盜賊是否配役來徵討其對社會治

安的危害，此時君臣間沒有出現這樣的想法，只有不願輕易處死的共識。但到了

至元二十三（1286）年夏中書省臣言：「比奉旨，凡為盜者毋釋。今竊鈔數貫及

佩刀微物，與童幼竊物者，悉令配役。臣等議，一犯者杖釋，再犯依法配役為宜。」

帝曰：「朕以漢人徇私，用《泰和律》處事，致盜賊滋眾，故有是言。人命至重，

今後非詳讞者，勿輒殺人。」13此時的議論已經出現「悉令配役」的處置方式，

但相關細節不明。 

關於針對強、竊盜徵倍贓之原則，漢地的唐宋舊律傳統中已有，但北亞系遊

牧民族的法律傳統對賠償卻有不同程度的重視與思考，一如仁井田陞所言，在社

會統制力未發達的階段，以復仇或報復的手段解決爭端，隨著社會日漸發展出現

第三者（政治權威）調停兩造爭端，改以一定數量的財貨賠償取代原先的暴力復

仇。之後更出現強而有力的政治權威將之前賠償制度劃一化，定額乃至於定率化

成為法律傳統，向加害人要求一定數量的財物以作為刑罰。如此呈現三階段的演

進報復→賠償→賠償法制化。14 

                                                      
12

 （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七，〈世祖紀〉，頁 133。 
13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十四，〈世祖紀〉，頁 289。 
14

 關於遊牧民族刑法發展的過程日人研究頗豐，島田正郎於《北方ユーラシア法系の研究》第

九章〈刑法〉多有整理介紹可參看。島田正郎，《北方ユーラシア法系の研究》（東京：創文

社，1981），頁 297－301。文中島田雖對仁井田氏的部分說法多有修正與質疑，透過大量史料

考證，不認為仁井田氏所言蒙古法制發展方式是各民族刑法發展的共通典型，但對於復仇→

賠償→賠償法制化的三階段論亦表贊同。 



53 
 

蒙元朝廷的法律傳統有所謂「和平錢」，15是針對罪犯造成的社會秩序危害

給予的經濟處罰，犯罪者須支付一定數量的財產當作處罰。部分比例給被害人，

部份給政府，即忽必烈汗「凡為盜者毋釋。今竊鈔數貫及佩刀微物，與童幼竊物

者，悉令配役。」有犯罪所得的交出不法所得，無力支付的配役，以役代償，讓

原先打屁股了事的強竊盜犯，支付「和平錢」給主權者（政府）達成原先北亞式

復仇賠償的刑罰傳統。忽必烈汗對於漢地式的刑罰不滿，提出一種較符合舊俗處

置方式，這種對於犯罪者要求勞役賠償的報復思維，促使徒刑恢復其強迫年限服

役的賠償性質，從偏向侵犯官錢糧、犯茶鹽的損害賠償轉化為觸犯刑憲時的科罰

實刑，最後成為針對重刑累犯的量刑手段。下面舉忽必烈針對侵盜官錢犯罪的裁

示，觀察他對配役一事的態度。 

 

【侵盜官錢配役】至元二十三年（1286）四月二十三日，中書省：奏過事

內一件：「係官的庫裏、倉裏錢物偷了來的、少了來的，拿著底人多有。

錢陪不起呵，他底田產、人口、頭疋底，不揀甚麼，准折屬官，（他）地

不勾呵，保人根底交陪者，更不勾呵，本人根底交配役，他每工錢算著，

那錢數到呵，放呵，怎生？道來。」麼道，奏呵，「交保人每陪底，知它

怎生有？然那般依著您底言語者。「偷了錢物來的賊每根底，不合放。」

麼道，聖旨有呵，回奏：「為去年行了來的詔書，聖旨已前偷了官錢的、

侵使了來的根底，那般道來。」麼道，奏呵，「索甚麼那般者道有赦放麼

道，賊每哏多了也。錢陪不起呵，他每根底交擔著糧食，步行的交種田去

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16
 

 

                                                      
15

 北亞民族對於殺人、賊盜、傷害及姦淫犯罪時，有重視賠償的刑罰傳統以支付和平錢或罰金

論處，此點與中國傳統法律重視「實刑主義」不同，相關討論可參見島田正郎，《北亞洲法制

史》（臺北：中國文化學院，1963），頁 10－14。 
16

 《元典章》，卷四十七，〈刑部‧諸贓‧侵盜官錢配役〉，頁 1609－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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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官物錢的追討態度，是盡可能地將犯罪者之土地、牲畜、驅口、及本人

勞動力乃至保人等都當作賠償的來源。以此觀之，對於大汗，刑罰不是重點，重

點在於賠償，而這種賠償的思維與漢地本身的法律傳統無關，犯罪贓值多寡與刑

度輕重不作為是否配役思考因素，僅僅是對於損害的單純報復思考使然，此種報

復不唯實際財貨損害，還推廣至抽象的損害國家治安之「和平錢」。與本紀中「今

竊鈔數貫及佩刀微物，與童幼竊物者，悉令配役。」皆顯現對於役使犯人服役意

願之強烈，故可推斷一般案件徒刑配役的恢復，除客觀上生刑太低死刑難犯，法

輕不得止奸之外，尚有世祖嗜利渴求勞動力的統治心態因素，兩因素相互作用之

下，元廷恢復金代舊有的複合式刑罰框架，並將其安排至徒流刑等之中。 

 

第三節、腹裏地區的徒刑適用推廣 

上一節提到元代徒刑恢復勞役的原因，是因金元刑制轉換造成死刑難犯、生

刑太輕，刑罰位階失衡的後遺症。再加上元廷固有北亞式報復賠償的觀念使然。

但上一節所舉例子中，至元八年前沒有看到一般刑事案徒刑執行勞役的資料，至

元二十三年時臣僚言「偷了錢物來的賊每，根底不合放」是去年頒行的聖旨，故

可研判至元二十二年時已有針對「不合放的賊每」處置之法，該處置之法當為徒

流刑這類的自由刑，至元八年到二十三年這時期有關配役、徒役的資料，觀察「不

合放的賊每」要如何處理？以下列《元典章》中關於配役人犯行政的記載： 

 

【賊人發付窰場配役】至元十二年（1275）十一月，中書兵刑部承奉中書

省劄付：據審斷大都路罪囚官，兵刑部即（郎）申（中）呈：「切見大都

配役盜賊，在先体例，但有切盜，總管府取訖招伏，估贓，申呈兵刑部，

卻關行工部，行下少府監，轉下窰場，纔時配役，委是淹禁。今後但有

捉獲切盜，取了招伏，先令總管府發付窰場配役，然後開坐本賊入役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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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所犯情由、估贓價貫，申部定立限次，關發行工部照會，似望不致

淹禁。呈乞照詳」事。都省准呈，仰依上施行。17
 

 

上述記載可推斷，至元十二年之前已有針對竊盜的賊人配役的行政流程。可

知最晚在至元十二年時，有一套對應竊賊論刑配役的制度，且事關三個單位，地

方治安的總管府、兵刑部及工部，18三者需彼此配合，這個恢復實際勞役性的徒

刑方能運作。故有本公文要求直接由總管府將囚徒帶到窯場服刑，減去刑部行文

工部發遣罪犯的行政流程，加速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也反映將原先打屁股了事的

徒刑代換執行方式，回歸到傳統徒刑發配勞役所需付出的行政成本代價不小。於

此同時，除了徒刑恢復勞役性質之外，原先《唐律》式的流刑也以附有特殊任務

的徒刑出軍、種田的身份恢復。（相關部分於流刑的恢復部分做探討。） 

以下舉一個奴隸犯盜配役與否的個案接續討論，該案例內容如下： 

 

【奴拐主財不剌配】至元十二年（1275）十一月，中書兵刑部：據大都路

申：『逃驅王再興狀招：「不合拐帶本使溫署令錢物罪犯。」蒙審斷罪囚

官議得：「王再興所犯偷拐本使錢物，同賊一般，發付窰場配役。」除將

本人權行發下居役外，乞照詳』事。省部議得：王再興所犯，即係奴拐主

財，如主人求免，即聽。難同偷盜他人財物。擬合量情斷決，分付本主。

今有審囚官擬斷配役。為此，呈奉到都堂鈞旨：「依准本部所呈。」奉此。

19
 

 

                                                      
17

 《元典章》，卷四十九，〈刑部‧諸盜‧賊人發付窰場配役〉，頁 1696。 
18

 元初未有六部分別設立之規劃，先有兵、刑、工部為右三部，兵部、刑部在創制時期有設為

兵刑部，中統至元時期兵刑部有二次編制右三部，二度併為兵刑部與二次分設兵、刑部。之

後六部分設成為定制。詳情可參《元史》，卷八十五，〈百官一〉，中兵部與刑部的記載，頁 2140

－2143。關於元代六部詳細討論可參張帆，〈金元六部及相關問題〉收入蕭啟慶主編，《蒙元

的歷史與文化：蒙元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頁 423－461。 
19

 《元典章》，卷五十，〈刑部‧諸盜‧奴拐主財不剌配〉，頁 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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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同為至元十二年的案例，本重點因素是犯罪者與苦主之間有主奴關係。

按照原先漢地（唐宋金律）的傳統，法律保障主人對於奴婢的役使權，當發生奴

婢相互鬥殺的情況，〈名例〉中保有若主人請求，奴可免死的規定，基於該規定，

殺同主奴婢免死可處杖二百。20舉輕明重、舉重明輕的法律推理下，奴盜主財不

刺配，依舊維持舊律中保障主人役使奴徒的權利。至於不刺配的代換刑應該也是

一頓打屁股的笞杖刑。不過此例明確的點出至元十二年時已普遍使用刺字配役的

方式處理強竊盜案。 

下舉一事討論此時期的特殊現象，本例自一件江南御史臺上報都省針對配役

勞動施行有所疑義，要求說明的公文來往紀錄說起： 

 

【腹裏犯奸剌配】至元二十五年（1288）七月，行御史臺承奉江淮行省劄

付：近據浙西道宣慰司呈該：「為男女犯奸，（奸婦）斷罪撒放，奸夫常

川21配役，輕重不均。今後，奸夫、奸婦初犯，依在先体例斷放。若是再

犯，剌面配役，就令札魯花赤依上分揀斷放事。照得別不見奸夫、奸婦再

犯，於面上剌是何字樣、亦不見發付何處、配役年限？即係為例事理，乞

明降。」得此。省府移咨尚書省照驗。去後，今准回咨：「照得前項犯奸

罪，剌面配役，即係札魯花赤腹裏路分合行事理。都省咨請照驗，依例施

行。」22
 

 

此例反映了一個有趣的現象──不同地方使用不同的刑罰。因為涉及到配役

年限與刺面字樣的施行問題提出疑問，浙西道宣慰司從通姦案件中，姦夫要被刺

字配役，姦婦卻斷罪撒放，對同罪異罰的現象提出改革意見。初次犯姦罪用舊法

處置，二次犯姦需刺字配役。此意見上報得到尚書省回覆：「犯奸罪刺面配役，

                                                      
20

 （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頁 131－132。 
21

 常川，元代俗語意指時時，通常。關於該詞語詳細的解釋與其他用例可參方齡貴校注，《通制

條格校注》，頁 109，關於常川一詞的注文。 
22

 《元典章》，卷四十五，〈刑部‧諸姦‧腹裏犯奸剌配〉，頁 1560－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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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札魯花赤在腹裏路行用的方法，請其他地區依例施行。」這裡點出一個事實，

腹裏路札魯花赤（蒙古制斷事官）的做法在當時得到元廷認可推廣適用，但日後

所見犯姦罪的處罰案例多為杖七十七下、六十七下的刑罰。這個犯姦配役的做

法，並沒有在日後司法運作中成為定例，如《元史‧刑法志》「姦非條」所示：

「諸和姦者，杖七十七；有夫者，八十七。誘姦婦逃者，加一等，男女罪同，婦

人去衣受刑。23」並不見有關配役徒刑的記載，再者「強姦有夫婦人者死，無夫

者杖一百七，未成者減一等，婦人不坐。24」依照無夫減刑一等的原則，減死一

等應入流刑，但卻只有處杖一百七。通篇有關姦罪的處刑加減例，竟呈現如同元

初適用〈中統權宜條理〉時，只有笞杖身體刑與死刑的刑度設計。順便一提，該

例之後有大德元年〈犯奸再犯〉例，該例結論提出再犯加等二等的處置，對配役

一事只言斷放無多著墨。25
 

如此正好反映出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前後到成宗大德年間，徒刑恢復實行勞役

時官員對於刑罰輕重的思考。普遍濫用「刺字配役」的手段，又加上札魯花赤（蒙

古制斷事官）應該多由蒙古人擔任，其對舊律、舊例（此處不論是唐宋律或金制）

不甚了解，自行設計刑罰框架的混亂現象。故南北異制在當時司法運作中是不可

避免的弊病。 

配役徒流恢復勞役性質的刑罰是以京師（腹裏）大都路為主，元廷直轄地區

先行施用後推廣至各行省。以上三例，自至元十二年到二十五年的刺配案出現了

一個共通之處，即「腹裏」、「大都路」在地域上同為元廷直轄地區，若與程鉅

夫所言江南民間利病一比較，即可發現似乎在至元十二到二十五（1275－1288）

年間，元廷直轄地區有將重刑犯處以一定年限徒刑的作法，但江南地區可能要到

至元二十年代之後方推行此法，故有「前項犯奸罪剌面配役即係札魯花赤『腹裏

                                                      
23

 《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頁 2653。 
24

 《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頁 2653。 
25

 《元典章》，卷四十五，〈刑部‧諸姦‧犯奸再犯〉，頁 1561－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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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分合行事理」之語，程氏「兵器行劫，而罪乃止於杖」如此相互衝突的狀況

出現。 

原先自由刑位階的刑罰多以徒年杖，以擊打一定數目的徒年杖執行刑罰，但

到了恢復自由刑勞役之時，無論是管理押解罪犯公文往返，人犯刺配與否都成為

實際運作上會面臨的疑難雜症。無論如何，經由這一步步的摸索，逐漸將原先徒

刑的勞役性質恢復，雖然最後只針對部分的犯罪施用。 

 

 

 

 

第四節、徒刑規範的成文化 

一、元初所見有關刑事案件的徒刑立法 

元初所見的徒刑資料，排除一般刑事犯罪因為援引《泰和律》以笞杖刑代換

徒刑不論，多為經濟犯罪與軍器管制條例的罰則，李璮叛亂之後，元廷開始嚴格

管制民間持有武器，故中統三年（1262）三月禁民間私藏軍器。26不久，中統四

年（1263）二月詔：「諸路置局造軍器，私造者處死；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

私造同。」27出現持有與製造皆處死的重法，到至元五年（1268）隱藏軍器罪自

一律處死的重刑轉變為： 

甲：私有全副者，處死；不成副，決杖五十七下，徒一年；令（零）散甲

片不堪穿吊禦敵者，笞三十七下。 

鎗或刀弩：私有十件者，處死；五件以上，杖九十七下，徒三年；四件以

下，杖七十七下，徒二年；不堪使用，杖五十七下。 

                                                      
26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五，〈世祖紀〉，頁 83。 
27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五，〈世祖紀〉，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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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箭：私有十副者，處死；（每副，弓一張，箭三十隻。）五副以上，杖

九十七下，徒三年；四副以下，杖七十七下，徒二年；不成副，杖五十七

下。28
 

 

將上述條文整理一下可得出以下兩表： 

表格 2—1 隱藏軍器罪名刑度表 1 

 

 

 

 

 

 

                                                      
28

 《元典章》，卷三十五，〈兵部‧軍器‧隱藏軍器罪名〉頁 1249。 

隱藏軍器狀況 

刑度 

種類 數量 

甲 

全副 處死 

不成副 杖五十七，徒一年 

不堪穿戴 笞三十七 

槍刀弩 

十件以上 處死 

五件以上 杖九十七，徒三年 

四件以下 杖七十七，徒二年 

不堪用 杖五十七 

弓箭 

十副以上 處死 

五副以上 杖九十七，徒三年 

四副以下 杖七十七，徒二年 

不成副 杖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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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2 隱藏軍器罪名刑度表 2 

 

 

兩表對照即可發現，刑度可分為攻擊性武器十件以上的處死，五件以上的徒

三年、四件以下的徒二年、不成副的甲徒一年，其中徒刑的刑度設定級距皆為二

等，成等差級距的設計。不堪用武器的杖五十七，不堪用的護甲笞三十七，在不

堪使用的兵甲亦呈現差兩等的空間。而徒刑年分與杖刑的對應關係，不類原先金

元轉換的圖表，也異於後來的加徒減杖例。本罪可謂元代最早以徒刑作為主要手

段的獨立立法，其意圖一樣是針對原先一律處死的震懾立法，做更合情理的刑罰

處置，故至元五年時已出現對刑罰輕重失衡的處理，即恢復原有徒刑位階來填補

因金元轉換造成減少的刑制位階，讓徒刑服勞役的規定非犯私鹽所獨有。關於隱

藏軍器徒犯所需服勞役的規定： 

刑種 刑度 隱藏軍器犯罪情況 

死 處死 
甲全副、刀、槍、弩、弓

十件以上 

徒 

杖九十七下，徒三年 刀、槍、弩、弓五件以上 

杖七十七下，徒二年 刀、槍、弩、弓四件以下 

杖五十七下，徒一年 不成副甲 

杖 杖五十七下 不堪使用槍、刀、弩 

笞 笞三十七下 不堪穿戴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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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結案起解申部月日為始，權令本處帶鐐居作。如無作院，應當處官役，

修理城隍、公廨，待報下決遣，通理月日，役滿踈放。29
 

勞役上有別於犯私鹽的徒囚不限定在鹽場服勞役，改分送至當地作院、公廨、作

修理城隍等雜役。再者，重新設定的徒刑附杖數目係從「國朝」新制以七為斷，

唯此時徒年杖數關係尚未岀現穩定的配對關係。 

 

二、加徒減杖後的徒刑─複式刑罰的定調 

有關徒罪的法條中以成宗元貞元年（1295）頒訂的倉庫官吏侵盜錢糧的罰則

最具規模，除延續原先《唐律》中依贓治罪的精神之外，並完整的訂出徒刑五等

的刑度，詳細內容如下： 

【侵盜錢糧罪例】元貞元年七月，欽奉聖旨條畫： 

倉庫官吏人等，盜所主守錢糧，一（疑為十）貫以下，決五十七，至十貫，

杖六十七。每二十貫加一等，一百二十貫，徒一年。每三十貫加半年，二

百四十貫，徒三年。三百貫，處死。計贓以至元鈔為則，諸物依當時估價。

應犯徒一年，杖六十七。每半年加杖一十，三年杖一百七。皆決訖居役。

諸倉庫官、知庫子、攢典、斗腳人等侵盜移易官物匿不舉發者，與犯人同

罪；失覺察者，減犯人罪四等。 

諸倉庫大小官吏人等，皆得互相覺察。其有侵盜錢糧，即將犯人財產拘檢，

見數准折追理。若犯人逃亡，及無可追者，並勒同界官典人等立限均陪。

30
 

 

為了方便討論，將上述有關贓值與刑度的內容稍作整理，並加上計贓級距與刑種

的資料製表如下： 

                                                      
29

 《元典章》，卷三十五，〈兵部‧軍器‧隱藏軍器徒年〉，頁 1250。 
30

 《元典章》，卷四十七，〈刑部‧諸贓‧侵盜錢糧罪例〉，頁 1614－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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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 元貞元年（1295）侵盜錢糧罪例刑度表 

 

贓值 刑罰 刑種 計贓單位級距 

一貫以下未滿十貫 五十七下 笞 

十貫一等加減 

十貫以上未滿二十貫 六十七下 

杖 

二十貫以上未滿四十貫 七十七下 

廿貫一等加減 

四十貫以上未滿六十貫 八十七下 

六十貫以上未滿八十貫 九十七下 

八十貫以上未滿一百貫二十貫 一百七下 

一百二十貫以上未滿一百五十貫 徒一年，六十七下 

徒 卅貫一等加減 

一百五十貫以上未滿一百八十貫 徒一年半，七十七下 

一百八十貫以上未滿二百一十貫 徒二年，八十七下 

二百一十貫以上未滿二百四十貫 徒二年半，九十七下 

二百四十貫以上 徒三年，一百七下 

三百貫以上 處死 死  

 

關於徒刑在居作勞役方面卻是到大德六（1302）年的〈強竊盜賊通例〉中小

注規定「應配役人逐有金、銀、銅、鐵同冶、屯田、堤岸橋道一切工役。」31方

才明確規範徒犯要負擔的勞役內容，此外服刑年限與附加杖的對應關係，正式定

為徒一年，六十七下、徒一年半，七十七下、徒二年，八十七下，二年半，九十

七下，徒三年，一百七下。至此脫離原先附著於《泰和律》七等徒刑，另外折換

成笞杖執行的一時權宜之法也無存在之必要，新的徒刑或者說是元代的「原生徒

刑」方告正式形成。 

惟中統二年（1261），〈恢辦課程條畫〉中對於「私鹽徒二年決七十」的徒

刑，有其施用的特殊規定。犯私鹽的徒犯被發下鹽司，帶鐐居役並滿日踈放。犯

                                                      
31

 《元典章》，卷四十九，〈刑部‧諸盜‧強竊盜賊通例〉，頁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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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鹽的徒犯只針對鹽司服製鹽等相關勞役，與一般犯罪之徒刑犯不同。又大德八

年（1304），詔書內有一款「詔書到日六十七以上減輕，決免五十七以下，並行

釋免私鹽徒役者減一半」的文字，32《元史》也有言曰：「大德八年春正月己未，

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省刑罰。雜犯之罪，當杖者減輕，當笞者並免。私鹽

徒役者減一年。」33相較於前述大德四年（1300）十一月，關於減免罪刑的詔書

只言「徒罪各減一半，杖罪以下釋之。」34其減免幅度變小。但徒以上，特別是

「私鹽徒」，才在此次成為減免之列。此事乃針對私鹽徒，而非其他徒役，故元

廷在論刑考量上，讓犯私鹽者與一般徒犯有根本上的分別。因此本處討論徒刑的

再重建時，中統年間所頒布的〈恢辦課程條畫〉，並不當作元代徒刑設定的開始，

因為此法不呈現與其他犯罪行為的量刑的對照與引用關係，若有引用，也只針對

於私酒、逃稅一類等攸關國計的行為。而且附加杖的決杖數字，保留成數以十為

斷，是故，在加杖數目、徒役皆有不同的特殊性，設定的來源與始末亦不相同。 

 

三、侵盜錢糧、盜賊通例的對照援引關係  

以上討論是中統到元貞年間徒刑的演變與設定的始末，接下來要處理的為元

代中葉以後徒刑施用的主體，以盜賊、強竊盜的罪犯為對象設計出的另一套徒刑

論刑模組，該模組的特色，第一、吸收了加徒減杖制度，故維持一罪二刑的複合

刑制，乃至一罪三刑，若犯竊盜，除杖、徒之外附加刺字。第二、該模組很罕見

的四刑皆備，杖以上、有徒、有流，最重可至死，在元代之前的法律中尚未出現

將單一犯罪依情節差異區分出如此細膩的層級，竊盜罪為 13 等，強盜共有 7 等。 

前所述〈侵盜錢糧罪例〉只是針對侵盜官府錢糧罪刑計贓論罪之聖旨條畫，

並不直接對其他罪行發生援引對照之影響，由於舊律中「以贓計罪」的論罪原則，

如《唐律疏議》中所謂的六贓，以犯罪所得之多寡，分門別類依照不同的情節事

                                                      
32

 《元典章》，卷三，〈聖政‧理冤滯〉，頁 98－99。 
33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二十一，〈成宗紀〉，頁 456－457。 
34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二十，〈成宗紀〉，頁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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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來論罪。35這種依照贓值多寡來議罪論刑的方式，為元廷所學習運用，如大德

七年（1303）頒定「贓罪十二章」36即是一例，但這些只是約等於《唐律》中所

謂「六贓」的枉法、不枉法贓兩種，關於強盜與竊盜贓較成熟的議處尚未出現。

此時元貞元年（1295）頒定的〈侵盜錢糧罪例〉就顯得特別有意義，因其對應之

罪刑約相同於《唐律》中監守自盜贓，依據《唐律》的規定為依竊盜贓加兩等論

罪。37
 

此處不得不提元律遇一事立一法的立法特色，《唐律》有關依犯罪所得論刑

之立法設計是六贓並立，與其相對，元代最早有關以贓計罪的完整設計卻是〈侵

盜錢糧例〉，《唐律》有坐贓、強盜贓、竊盜贓這幾類原始設計，供需要計贓論

罪的犯罪引用加減，如監守自盜計算方式是以竊盜加兩等，供司法實務運作；元

代的設計受限於統治者對漢式律令傳統的陌生，並未立刻發展出這樣可供運作的

量刑議罪模組，直到元貞年間才出現完整類似《唐律》式計贓論罪的模組。這個

發展出來的模組可視為元代強竊盜此類以贓計罪犯罪論刑模組的「祖型」。 

了解這個「祖型」在元代刑事立法的地位，是總結多次的司法實務判例推衍

出之結果，這個結果不可避免受當時形制設計影響，職是之故，也相當程度反映

該時期刑制的實際運作，可以就強竊盜罪處刑觀察元代新生複式徒刑的發展軌

跡。 

回過頭看這個論刑模組出現之前元廷所提出的針對強竊盜的論刑條文。這個

不成熟的條文被黃時鑑編輯之《元代法律資料輯存》所收錄，黃氏以為是《大元

通制》一書中亡佚的條格部分，是故編入〈大元通制節文‧諸條格部分〉，相關

內容如下： 

 

                                                      
35

 關於六贓罪的研究請參吳謹伎，〈六贓罪的效力〉文收高明士主編，《唐律與國家社會研究》（臺

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頁 161－227。關於以贓計罪原則可參吳謹伎，〈論唐律「計

贓定罪量刑」原則──以名例律之規定為主〉文收高明士主編，《唐代身分法制研究──以唐律

名例律為中心》（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頁 187－230。 
36

 《元典章》，卷四十六，〈刑部‧諸贓‧贓罪條例〉，頁 1572－1573。 
37

 （唐）長孫無忌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卷十九，〈賊盜〉「監臨主守自盜」條，頁 358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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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強盜 

持杖傷人得財，皆處死。持杖不傷人得財，一百七下；不得財，一百七

下。不持杖傷人者，處死；不傷人，為首者處死，為從一百七下。因盜

行姦，同強盜傷人，斷處死。 

諸竊盜 

盜係官物得財，十貫以下决六十七下，十貫之上决七十七下，四十貫之

上决八十七下，六十貫之上九十七下，八十貫之上决一百七下，一百貫

之上决一百七下，出軍；為從，十貫决六十七下，四十貫至三百貫者各

減一等；及窩主知情分贓，減正犯賊徒一等免刺科斷。各以至元鈔為

則。盜常人財，為首得財，十貫以下六十七下，十貫之上决六十七下，

四十貫以上决七十七下，六十貫以上决八十七下，八十貫以上决九十七

下，一百貫至三百貫决一百七下；為從者，各減一等刺斷。38
 

為方便討論，將上述條文依照官司財物與主、從犯等要素轉作下兩表： 

表格 2—4《事林廣記》中所見竊官物刑度表  

 

 

主犯  從犯  

十貫以下  六十七下  

六十七下  

十貫之上  七十七下  

                                                      
38

 黃時鑑點輯，《元代法律資料輯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大元通制節文‧諸條

格〉，頁 67－68。 

主 

從 

罪 

刑 
犯 罪 所 得 

為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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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貫之上  八十七下  七十七下  

六十貫之上  九十七下  八十七下  

八十貫之上  一百七下  九十七下  

一百貫以上  一百七下，出軍  一百七下  

 

表格 2—5《事林廣記》中所見竊常人物刑度表  

 

 主犯  從犯  

十貫以下  六十七下  

五十七下  

十貫以上  六十七下  

主 

從 

罪 

刑 
犯 罪 所 得 

為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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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貫以上  七十七下  六十七下  

六十貫以上  八十七下  七十七下  

八十貫以上  九十七下  八十七下  

一百貫至三百貫  一百七下  九十七下  

（以上兩表據黃時鑑點輯，《元代法律資料輯存》所輯《事林廣記》中有關竊盜

的條文） 

 

按此為《事林廣記》別集卷三《刑法類》所載，該書為元至順（1330－1332）年

間版本，此書雖為元順帝時的版本，但內容有至元中統時的制度、與大德時取受

贓的資料，新舊雜呈，實非一時一地有系統的抄錄，相關罰則與大德、延祐乃至

《元史‧刑法志》皆有所異同，而該版特色是沒有徒刑的記錄，呈現笞、杖、流、

死四刑並存的情況。然似乎是大德時期的制度，因該書尚有收入大德七年（1303）

三月頒布的取受贓資料，可能為至元末期至大德初期的刑制。 

推斷的原因有二，一、該處所列舉的罰則均不見徒刑配役年數，尤其是強盜

罪中持杖不傷人，得財杖一百七的規定，與程鉅夫劫盜不過杖一百七的說法相

同，39故可視為至元末期之制。二、在竊盜罪方面，雖有官私物及主犯、從犯的

區分，原則上私物減官物一等、從犯減主犯一等。但條文明顯不若日後的大德版

                                                      
39

 （元）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卷十，奏議存藁〈民間利病〉，頁 39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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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盜條文簡潔，且贓值間距差異參差不一，僅有六階的差距，實不可與大德、延

祐所頒之法相較，呈現單純疏闊的面貌，同時亦反映出此時尚未有完整制度化的

徒刑設計，雖已出現計贓罪的論罪特色，但並不完善。其中出軍罪名的運用，實

為因應至元時期與叛王海都作戰、征日、滅宋各種戰爭之人力需求的權宜之法。 

在第二章已討論加徒減杖例的附加杖設定，當時說明以贓計罪原則模組以元

貞年間〈侵盜錢糧例〉為元代計贓量刑的「原型」，這個原型很快被也需要利用

計贓來議罪的竊盜罪承襲。承襲的結果即是大德六年〈強切（竊）盜賊通例〉的

部分內容： 

 

[諸]切（竊）盜，始謀未行者，四十七。已行而不得財，五十七，十貫以

下，六十七，至二十貫，七十七。每二十貫加一等，一百貫，徒一年。

每一百貫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盜庫藏錢物者，比常盜加一等。贓滿至

五百貫已上者，流。40
 

將上述資料依贓值有無多寡、刑種、計贓單位的級距等要素稍作整製表： 

 

表格 2—6 大德六年〈強竊盜賊通例〉竊盜罪刑表 

 

犯罪行為階段 刑度 刑種 計贓單位級距 

始謀未行 四十七 

笞 

十貫一等加減 

不得財 五十七 

未滿十貫 六十七 

杖 

廿貫一等加減 

二十貫以上未滿四十貫 七十七 

四十貫以上未滿六十貫 八十七 

六十貫以上未滿八十貫 九十七 

八十貫以上未滿一百貫 一百七 

                                                      
40

 《元典章》，卷四十九，〈刑部‧諸盜‧強竊盜賊通例〉，頁 1654－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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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貫以上未滿二百貫 徒一年 

徒 

百貫一等加減 

二百貫以上未滿三百貫 一年半 

三百貫以上未滿四百貫 二年 

四百貫以上未滿五百貫 二年半 

五百貫 三年 

五百貫以上（盜庫藏錢物） 流 流  

 

兩罪計贓在十貫以上未滿二十貫時罪刑相同，皆為杖六十七。 41惟竊盜罪

有針對未遂犯的處刑，謀而未行處笞四十七、下手竊盜不得財笞五十七。贓值未

滿一百貫時，兩種贓罪皆為二十貫為單位做刑度的加減，處刑也相同。最大差異

點在滿杖一百七，以後的級距竊盜罪是一百貫，徒一年，侵盜錢糧罪是一百二十

貫，徒一年，侵盜錢糧贓徒罪以上，以三十貫作為加減單位，竊盜贓則是以一百

貫為單位作一等加減。竊盜贓超過一百貫罪刑後，遠較同樣贓值的侵盜錢糧罪為

輕。 

我們可以明顯地發覺〈侵盜錢糧〉〈大德強竊盜通例〉的計贓論刑框架有強

烈的比照關係，在笞罪等級上，竊盜贓處理預備犯與未遂犯。侵盜錢糧罪本質上

是處理既遂犯，是故設定之初直接以犯罪所得多寡，向上累積加刑。竊盜罪則是

將未遂犯與預備犯二種情形當作起刑，計贓加刑。此外，罪刑書寫方式已經將徒

年當作正式刑名，作「徒一年」，不言附加杖數目。蓋「加徒減杖」的複式設計

已成為公式，不須明言附加杖數目，不需如同隱藏軍器罪「決杖五十七下，徒一

年」這樣先書寫杖刑數目，後面再加一個徒年年限來表達刑罰，也不須如元貞侵

盜錢糧例先寫徒年數，後註明「應犯徒一年，杖六十七。每半年加杖一十。」同

時在杖數刑度的書寫也不言「六十七下」，只言「六十七」，在徒年與杖數的表

                                                      
41〈強竊盜賊通例〉中規定「未滿十貫，六十七，至二十貫，七十七。」條文似乎讓二十貫以下

的得財竊盜都只能判六十七之刑，而非如條文所示未滿十貫方坐六十七下之罪，蓋依據舊律

中《名例律》數滿乃坐的原則，未滿十貫與未滿二十貫均可處六十七之刑。《元史‧刑法志》

關於竊盜的贓值紀錄與典章相同可參（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頁 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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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語序與寫法都有改易。其實前輩學者如宮崎市定先生也關注到「刑罰的書寫」

差異，他提出《元典章》時期先言杖數，後標明徒年年限的寫法，到了《元史‧

刑法志》被改寫為先徒年，後杖數的書寫方式。宮崎解釋因為後來的官員已經忘

了國初杖刑是正刑，徒刑是附加刑，故將原先較重的附加刑（徒刑）當作是主刑， 

如同大德強竊盜例一般，以徒刑為正刑，杖刑為附加刑的形式改寫元初的法令，

故呈現先徒後杖的紀錄方式。宮崎認為是後來官員產生混淆，才出現同個罪名不

同記述的情況。42
 

然而宮崎這種說法植基於他認為元代的徒刑，最早是以附加刑的方式存在，

金代的徒杖減半之法使得元初以擊打徒杖的方式執行徒刑刑罰，為了加重刑罰力

道，故將徒役以附加刑的方式，加在原先執行的徒杖之後，故書寫為「決杖數+

徒年年限」。 

這個刑罰書寫的模式正好是分辨新舊制度的重要依據，一如宮崎所指出，在

《元史‧刑法志》中所見的笞杖數目，數字末不會加上一個「下」字，觀察《元

典章》至元到元貞時期，一般案件笞杖多會加上一個「下」字，大德時卻只有笞

杖數目，在數字後不會加上「下」字，可以發覺不同的記錄表現出不同時期的刑

制設計。43
 

茲將元貞〈侵盜錢糧例〉與大德版竊盜罪刑計贓整理並列，可得下表： 

表格 2—7 元貞侵盜大德竊盜兩罪刑度計贓比較表  

 

犯罪行為階段 

罪名 

犯罪行為階段 

〈元貞侵盜錢糧例〉 
〈大德竊盜通

例〉 

無 無 四十七 始謀未行 

                                                      
42

 宮崎市定，〈宋元時代的法制與審判機構──《元典章》的時代背景與社會背景〉，收入楊一凡

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篇，第 3卷，「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宋遼

西夏元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23。 
43宮崎市定，〈宋元時代的法制與審判機構──《元典章》的時代背景與社會背景〉，頁 21。然宮

崎認為尾數加「下」是為了與《泰和律》的刑度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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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以下未滿

十貫 
五十七下 五十七 不得財 

十貫以上未滿

二十貫 
六十七下 六十七 未滿十貫 

二十貫以上未

滿四十貫 
七十七下 七十七 

二十貫以上未

滿四十貫 

四十貫以上未

滿六十貫 
八十七下 八十七 

四十貫以上未

滿六十貫 

六十貫以上未

滿八十貫 
九十七下 九十七 

六十貫以上未

滿八十貫 

八十貫以上未

滿一百貫二十

貫 

一百七下 一百七 
八十貫以上未

滿一百貫 

一百二十貫以

上未滿一百五

十貫 

徒一年，六十七下 徒一年 
一百貫以上未

滿二百貫 

一百五十貫以

上未滿一百八

十貫 

徒一年半，七十七下 徒一年半 
二百貫以上未

滿三百貫 

一百八十貫以

上未滿二百一

十貫 

徒二年，八十七下 徒二年 
三百貫以上未

滿四百貫 

二百一十貫以

上未滿二百四

十貫 

徒二年半，九十七下 徒二年半 
四百貫以上未

滿五百貫 



72 
 

二百四十貫以

上 
徒三年，一百七下 徒三年 五百貫 

三百貫以上 處死 流 

（盜庫藏錢

物）五百貫以

上 

 

 

兩罪在笞刑等級上處理贓值未滿十貫的罪。十貫至二十貫罪皆為杖六十七，

而相對的杖以上犯罪皆以二十貫為一等加減，往上累加杖罪。兩者進入徒罪等級

的門檻不一樣，竊盜贓以一百貫，侵盜錢糧以一百二十貫為門檻。徒罪加減的單

位也不一，一個是一百貫，一個是三十貫。不可諱言，兩罪皆呈現笞、杖、徒三

階段，其中笞與杖所佔七、六階的罪刑與計贓方式幾乎一模一樣。兩罪計贓的引

用繼承關係不言而喻，順道一提，元廷在延祐二年（1315）頒佈〈處斷盜賊斷例〉，

其中關於竊盜的內容如下： 

 

又偷財物賊人，三百貫以上者，斷一百七，出軍。一百貫以上者，斷一

百七，徒三年。八十貫以上者，斷九十七，徒二年半；六十貫以上者，

斷八十七，徒二年。四十貫以上者，斷七十七，徒一年半；（疑脫二）十

貫以上者，斷六十七，徒一年，十貫以上者，六十七，斷放，為從者，

皆減一等，斷配以至元鈔為則，又已行而不得財者，斷五十七，始謀而

未行者，四十七斷放。44 

 

將上述內容與大德竊盜罪刑內容轉作下表：  

 

 

                                                      
44

 《元典章》，卷四十九，〈刑部‧諸盜‧處斷盜賊斷例〉，頁 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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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8 大德延祐竊盜罪刑比較表  

 

 

 

 

 

大德〈強竊盜賊通例〉 延祐〈處斷盜賊斷例〉 

始謀未行 四十七 四十七  

不得財 五十七 五十七  

未滿十貫 六十七 六十七  

二十貫以上未滿四十

貫 
七十七 

六十七，徒一年  

四十貫以上未滿六十

貫 
八十七 

七十七，徒一年半  

六十貫以上未滿八十

貫 
九十七 

八十七，徒二年  

八十貫以上未滿一百

貫 
一百七 

九十七，徒二年半  

一百貫以上未滿二百

貫 
徒一年 

一百七，徒三年  

二百貫以上未滿三百

貫 
徒一年半 

三百貫以上未滿四百

貫 
徒二年 

一百七，出軍  

四百貫以上未滿五百

貫 
徒二年半 

五百貫 徒三年 

法 

條 

罪 

刑 
犯 行 階 段 

為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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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庫藏錢物）五百貫

以上 
流 

 

延祐版與大德版面貌截然不同，保留了複式刑制，卻大幅減少原有的笞杖刑

位階，僅不得財、謀而未行與十貫以上三種狀況保持原有情況，自二十貫以上的

加等皆進入徒刑位階。大德延祐兩制輕重歧異頗大，大德之制贓值一百貫為徒刑

的門檻，延祐之法一百貫卻是滿徒，徒三年，杖一百七。 

似乎是加徒減杖制度的後遺症，或者是延祐期間對「加徒減杖」有另一種認

知，將杖六十七以上的刑罰，改以附加徒刑的方式處理。如上表所示可發現杖六

十七以上，直接接徒一年，杖六十七的徒刑位階代替舊有的杖七十七乃至一百七

的刑度，呈現六十七下以上的杖刑實施「加徒減杖」，超過杖六十七下的下一階，

加入徒年並加杖六十七下，成為「六十七，徒一年」又是一個濫用新制，自行間

架式設計造成的輕重失衡。原本十三階變為九階，自原先的笞、杖為主體變成以

徒刑為主體的設定，減少了杖七十七乃至杖一百零七這四階在刑制中的位置。 

書寫方式先書杖刑數目，後寫徒年年限，而格式上杖數不寫決，改作斷，與

大德年間一樣數字結尾不加「下」字。值得注意的是《元史‧刑法志》所收錄竊

盜罪的罰則是大德版的內容，可判斷最後變成通例留下，元政書《經世大典》〈憲

典〉所收的是大德版的竊盜罰則。45延祐年間的竊盜規定日後被廢除不行。筆者

推斷延祐版罰則被廢止的原因，可能是該刑罰設計上輕重失衡的重大缺陷所導

致，以竊三十貫為例，若依大德之制處杖七十七，但延祐之法卻坐杖六十七，徒

一年之刑，其中前後輕重相差四等，在贓值數量的設定上面超過一百貫之後只有

一百貫與三百貫兩等，級距差異令人無法理解，是故大德罰則成為通例，可說是

一種理性選擇的成果。 

 

                                                      
45

 關於《元史‧刑法志》與《經世大典》一書的關係，可參蘇振申，《元政書經世大典之研究》，

第五章，〈引用大典書考〉，頁 51－66。又同書第七章〈經世大典輯佚綜考〉頁 145－147 均指

出〈刑法志〉的內容轉鈔自《經世大典‧憲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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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舊強盜罪的比較研究  

強盜罪與竊盜罪都屬於以徒流自由刑為刑罰主體的罪名，訂定的時候亦多與

竊盜罪一起頒行，議罪時也有「以贓計罪」的特性，如《唐律》「六贓」之一即

為「強盜贓」。基於以上特質，元代強盜罪名立法可以反映五刑體制在元代的變

化過程。首先，大德年間亦有頒訂強盜的議罪條文如下： 

強盜持杖但傷人者，雖不得財皆死；不曾傷人者，不得財，徒二年半；但

得財，徒三年。至二十貫；為首者，死，餘人，流遠；其不持杖傷人者，

惟造意及下手者死；不曾傷人者，不得財，徒一年半；十貫以下，徒二年，

每十貫加一等，至四十貫，為首者，死，全各徒三年，若因盜而奸亦同傷

人之坐，其司行人上依本法，謀而未行者於不得財罪上，各減一等坐之。

46
 

茲將上述條文依造持杖、傷人、與得財多寡，轉做作下表： 

表格 2—9 大德強盜罪刑表 

 

大德六年版強盜通例 犯罪所得 刑度 

執杖傷人 

不得財 死 

得財 死 

執杖未傷人 

不得財 徒二年半，九十七 

得財 徒三年，一百七 

二十貫 首，死、其餘，流遠 

不持杖未傷 

不得財 徒一年半，七十七 

得財未滿十貫 徒二年，八十七 

十貫以上 徒二年半，九十七 

二十貫以上 徒三年，一百七 

                                                      
46

 《元典章》，卷四十九，〈刑部‧諸盜‧強竊盜通例〉，頁 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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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貫 首，死、其餘，徒三年，一百七 

 

 

單純觀察大德版強盜部分條文無法發覺其特色，需與延祐版本一同比較方能顯示

出差異，延祐年間強盜相關條文如下： 

 

強盜持杖傷人的：雖不得財，皆死；不曾傷人、不得財，斷一百七，徒

三年；但得財，斷一百七，交出軍；至二十貫，為首的敲，為從的一百

七，教出軍；不持杖，傷人，造意為首、下手的，敲；不曾傷人、不得

財，斷八十七，徒二年；十貫以下，斷九十七，徒二年半；至二十貫，

斷一百七，徒三年；至四十貫，為首的，敲；余人，斷一百七，出軍；

因盜而奸同強盜傷人，敲。余人依例斷罪。兩遍作賊的，敲。始謀而未

行與不曾得財，減等斷罪。47 

將上述條文整理轉作下表： 

表格 2—10 延祐強盜罪刑表  

 

延祐元年強盜罪  犯罪所得  刑度  

持杖傷人  不得財  死  

得財  死  

執杖不傷人  不得財  一百七，徒三年  

得財  一百七，出軍  

二十貫  敲、一百七，出軍  

不持杖傷人  不得財 /得財  死  

不持杖不傷人  不得財  八十七，徒二年  

十貫以下  九十七，徒二年半  

                                                      
47

 《元典章》，卷四十九，〈刑部‧諸盜‧處斷盜賊斷例〉，頁 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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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貫  一百七，徒三年  

四十貫  敲、一百七，出軍  

 

表格 2—11 大德、延祐強盜刑度比較表 

 

 

大德〈強竊盜賊通例〉 延祐〈處斷盜賊斷例〉 

犯罪行為

階段 

犯罪所得

多寡 
刑度 刑種 刑度 刑種 

執杖傷人 
不得財 死 

死 
死 

死 
得財 死 死 

執杖未傷

人 

不得財 
徒二年

半，九十七 
徒 

一百七，徒

三年 
徒 

得財 
徒三年，一

百七 

一百七，出

軍 
流 

二十貫 
首，死、其

餘，流遠 
流、死 

首，敲、

各，一百

七，出軍 

流、死 

不持杖未

傷 

不得財 
徒一年

半，七十七 

徒 

八十七，徒

二年 

徒 

得財未滿

十貫 

徒二年，八

十七 九十七，徒

二年半 
十貫以上 

徒二年

半，九十七 

二十貫以

上 

徒三年，一

百七 

一百七，徒

三年 

四十貫 

首，死、其

餘，徒三

年，一百七 

流、死 
敲、一百

七，出軍 
流、死 

 

延祐版的持杖不傷人不得財較大德版徒二年半重一等，改為徒三年。此外因

為刑度起算基準點加重一等，造成整體結構加重一等，如持杖不傷人得財自大德

法 

條 

罪 

刑 
犯 罪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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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徒三年，加為流刑等級的出軍；不持杖方面，延祐版也是在起算的基準點加重

一等，自大德版不持杖不傷人不得財的徒一年半，加為徒二年，其他情況亦是結

構性的加重一等。減少了得財超過十貫但未滿二十貫這個規範，但該贓值對應刑

度為徒二年半，等於擴張徒二年半之刑所能對應的贓值範圍，自有犯罪所得乃至

未滿二十貫都處徒二年半。再者，為了因應結構性加一等的設計，廣泛運用等於

流刑位階的「出軍」刑，安置在徒刑以上，死刑以下的空間中。如同竊盜罪，《元

史‧刑法志》所載強盜罪條文也是以大德年間的條文為主。其原因可能受竊盜罪

的影響，蓋強竊盜的立法皆是一起發布，廢止大概也是一併廢止，因此不行用延

祐竊盜之制也同時停止適用延祐強盜之法。 

 

我們可以透過以上不同時間頒布的法律比較發現，成宗朝發展出的刑罰系統

並非一成不變地被後來的元政府接受，雖有部分的修改，但不脫元貞時期規範的

徒杖對應關係。犯罪的刑罰也許加重或減輕，但刑罰體系的框架已經定型，不大

會有更動，杖以上的刑罰，原則上緊接徒一年附杖六十七的徒刑，徒以上的刑罰，

原則上是以流刑（出軍、種田）或直接處以「死刑」，無論是要絞、斬、或是凌

遲、亦或更明快野蠻的敲，刑罰位階已大致底定。以笞、杖、徒三刑作為構成主

體的元代新生刑罰制度，歷經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約莫於《大

元通制》頒訂的至治年間完成定型，以後雖有微調，亦無法改變日前的發展基礎。

有延祐的強竊盜賊例廢止，重用大德年間例這般刑罰輕重的修整，卻沒有創造新

刑罰體系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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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結語  

本章討論元代徒刑的設定始末，將元代的徒刑來源分為兩種，一種是大蒙古

國時為了徵稅，援引金代對於國家榷貨相關罰則，如〈恢辦課程條畫〉所規範犯

私鹽，杖七十，徒二年，直接保持金代複式刑罰的設計。另一類為一般刑事犯罪

為對象的徒刑，該種徒刑因金元之際戰亂的客觀環境，導致元初以決「徒年杖」

的方式處理，原先須居作服勞役的徒刑，唐宋舊律中原屬自由刑的徒刑，失去自

由刑強制移動到一定地點服勞役的特質。後因〈中統權宜條理〉行蒙古折杖法的

後遺症，刑罰位階大幅縮減，造成刑罰輕重失衡，刑輕無法止奸的狀況。 

除此之外，尚有蒙古大汗對於免費勞動力的渴求，這種渴求與中原固有的法

律無涉，卻與徒刑無償勞動罪犯有所暗合。徒刑的恢復有主客觀兩種因素，前者

為大汗對勞動力的渴求，後者為社會對刑罰位階縮水要求加強打擊盜賊的力道，

為此元廷恢復對於賊盜犯徒刑勞役性質。 

雖然恢復一般刑事犯罪的徒刑施用，但一開始司法實踐中有許多混亂的情形

存在，從史料的爬梳中可以發覺，早先徒刑勞役是自元廷中央所直轄的腹裏地區

開始推廣施用，各地施行的先後不一，故有程鉅夫持械劫盜罪不過一百七，反應

江南弊病的上書出現，同時在腹裏也有對於通奸罪一起施用徒刑這樣奇異的判決

意見。 

最後，有系統的徒刑設計是依據傳統六贓罪這類「以贓計罪」特質案例發展

而成，透過元初到成宗元貞年間大量司法判例的累積，元廷推出針對侵盜官家錢

糧行為的立法，該立法因「以贓計罪」特色需安排一定數量的形罰位階來議罪定

刑，因此將約於世祖晚年發展出的徒刑放入〈侵盜錢糧例〉之中，而後陸續頒訂

的〈強竊盜賊通例〉、〈處分盜賊條例〉繼承了〈侵盜錢糧例〉一罪二刑的複式

刑罰結構，正式確立了元代新制徒刑的面貌與等級。這個發展結果為日後明清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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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繼承，徒流刑均附加一定數目的杖刑，因此《唐律》徒一年的單一刑度結構徒

刑已不復存在，以後的徒刑設計變為元代的徒一年，杖六十七，明清律中的徒一

年，杖六十，近世新五刑自由刑一罪二刑的設計正式定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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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元代的流刑與死刑 

第一節、問題的提出 

流刑與死刑是《唐律疏議》名例律所規範的五刑體系刑罰最重的兩個刑等，

流刑是減死一等的寬宥之刑，乃是「生刑之最」，死刑則是剝奪受刑人生命的嚴

厲刑罰，可謂「極刑」，1元代的刑罰體系如同其他各朝，繼承中原舊律中五刑

體系的死刑與流刑。回顧歷史，宋、遼、金法律中雖有流刑的刑度，但三朝流刑

的運作卻大相逕庭。 

首先是宋代。宋代流刑的運作乃是折仗法與配流法相配合的產物。本來，因

宋太祖所立的折杖法，2以致「流罪得免遠徒，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

3易言之，受折杖法的影響，宋代流刑以擊打脊杖再加上配役一年為原則，而免

流放遠方。但實際運作上，受刑人被流放的地點與年限，還受到配流法的影響。

在配流法下，受刑人可能在本城、本州、鄰州、遠惡軍州甚至沙門島服役，服役

的年限也可能超出折杖法配役一年的原則。4由於宋代的流刑是折杖法與配流法

的組合，因此宋代執行流刑時，乃呈現「一罪三刑」（杖脊、徒役、流放）的情

                                                      
1
  關於五刑體系的內容可參（唐）長孫無忌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

卷一，〈名例律〉頁 3－5。至於唐代流刑方面的研究可參看辻正博，〈唐代流刑考〉文收梅原

郁主編《中國近世の法制と社會》（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3），頁 73－110。 
2
  關於宋代折杖法的演變，可參戴建國，〈宋折杖法的再探討〉，收入氏著，《宋代法制初探》（哈

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 173－195。與魏殿金，《宋代刑罰制度研究》（濟南：齊

魯書社，2009），頁 49－72。戴、魏兩位對於折杖法之流變有詳細研究討論。戴氏提出本刑與

宣告刑的說法，點出宋代主刑有日漸減輕，原先屬於附加刑（從刑）的強度卻日益加重，與

宋代廣泛運用從刑有關。此點與筆者所言「複式刑罰」的形成有異曲同工之妙。均認為宋代

出現主刑加從刑方為一完整的刑罰的情況。 
3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六八，〈刑考七〉，頁 1461。 

4
  辻正博，〈杖刑と死刑のあいだ──宋代における追放刑‧労役刑の展開〉收入梅原郁主編，

《前近代中國の刑罰》（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文中指出宋代最後發展出

以沙門島為頂點的流放刑，依次下來是遠惡軍州，或一般本地的牢城營充當雜役部隊，頁 212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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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亦即在宋代受流刑者，實際上同時兼受傳統五刑中的杖、徒、流三種刑罰，

而若是因強竊盜獲罪者，還要再受刺字之刑。5
 

其次是遼朝。遼朝的流刑資料極其有限，除了散落各處的判例，對遼代流刑

的理解就只能仰賴《遼史‧刑法志》：「流刑量罪輕重，置之邊城部族之地，遠

則投諸境外，又遠則罰使絕域」一語。6由此語可見，遼代的流刑捨棄用里數區

分流刑輕重的辦法，而將流刑分作邊城、境外、絕域三等，並都包含不同形式的

強制勞役。就目前的史料來看，邊城、境外兩項或可視為將犯人流放到國境或前

線充當戍卒以免死，而絕域在史料上往往使用「罰使絕域」一語，似乎是專門適

用於貴族高官的犯罪，類似於漢地傳統中的貶官外放。7
 

其三，金代的流刑。金代律文上仍保留流刑，但實際執行上正如《金史‧刑

志》：「緣先謂流刑非今所宜」8一語所述，原則上不行。律文中適用流刑的罪

行，改以延長年限的徒刑（徒四年、徒五年）代替，亦即金人所謂「代流役」。

不過，因為金代的代流役採用徒刑方式決罰，故同徒刑一般附加決杖，因而使金

代的流刑在實際執行時，也出現與宋制相似的「一罪二刑」複式刑罰結構。 

宋遼金三代的流刑各有不同的面貌，那元代作為宋遼金三代後繼者，又如何

從中取捨？為何在中統年間（1260－1264）的〈中統權宜條理〉中會出現「流刑

一條似未可用」9的結論？又為何約在大德年間再度重拾流刑，並發展出軍、種

                                                      
5
 郭東旭，《宋代法制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第四章，〈宋代的刑罰制度〉，頁

206－253。郭氏將宋代刑制分為 10種，除原先笞、杖、徒、流、死五刑外，又有折杖法、刺

配法、編管法、安置法、居住法。而後三種編管法、安置法、居住法為特殊身分如官員、宗

室犯罪時所用的刑罰。適用對象有限故本文在此不論，只討論折杖法、刺配法與五刑的關係。

又郭氏認為刺配法為主刑，刺配法三要素刺面、脊杖、配役，中的脊杖為附加刑。似與張方

平言：「刺配之條比前代絕重……今刺配者先具杖、徒、流之刑而更黥刺服役終身」的說法（宋）

張方平，《樂全集》，卷二十四，〈請減刺配刑名〉，葉二十。有出入，又不同於戴建國與魏殿

金兩位將刺配法視為附加刑，折杖法為主刑。筆者贊同戴、魏兩人的觀點。 
6
 （元）脫脫等撰，《遼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六十一，〈刑法志〉，頁 936。 

7
  德永洋介，〈金元時代の流刑〉收入梅原郁主編，《前近代中國の刑罰》（京都：京都大學人文

科學研究所，1996），文中統合整理島田正郎、辻正博等人的研究成果，認為遼代是受唐制神

龍散頒刑部格影響，神龍散頒刑部格確認律外流刑的配所為遠地折衝府，遼代因此設計出兩

等帶有配軍、充軍的流刑，域外與邊城不過就是遠地軍州與嶺南的改寫。頁 295－297。 
8
 （元）脫脫等撰，《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四五，〈刑志〉，頁 1023。 

9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卷八

十二，〈中堂事記〉收〈中統權宜條理〉，頁 38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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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這種任務性取向的方式？而且最終發展成《元史‧刑法志》所見之流刑不限里

程而用南人北移、北人南移的「元代特色」？10上述都是本章嘗試回答的問題。 

 

死刑，這個刑罰與笞杖刑一樣，本質很單純的刑罰，殺死罪犯奪去犯人的生

命，基本上不存在性質轉變這類的問題，產生變化的是行刑的手法。《唐律》定

死為兩等，一個是身首異處，不得全屍的斬；另一個是保留全屍的絞。元代繼承

卻不明顯區分絞、斬二刑。部分學者認為「有絞無斬」，或有主張「有斬無絞」

甚或有史料指向出「不行用死刑」的說法，11到底元代的死刑是以哪一種方式執

行值得深究，此外元代資料還時常以「處死」或「敲」來表達死刑。唐末五代出

現的凌遲，在遼代為律定死刑之一，南北兩宋也有執行凌遲的紀錄，但宋代未將

凌遲放入正式刑罰設計。元代是第一個正式將凌遲設計成為部分罪名的律定刑，

將這個殘忍的刑罰納入正式法典之中，給予其死刑最高的位階，故死刑方面將討

論凌遲、敲、「不行用死刑」三種行刑手法。 

 

第二節、流刑的制度化 

一、蒙古舊有的流刑傳統 

流刑若照《唐律疏議》的說法：「【疏】議曰：書云：「流宥五刑。」謂不

忍刑殺，宥之于遠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

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蓋始於唐虞。今之三流，即其義也。」12除

                                                      
10

 （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一百二，〈刑法志〉，頁 2604。 
11

 黃時鑑，〈大元通制考辨〉文中指出《元史‧刑法志》五刑制度的記載，只有斬、凌遲。但《經

世大典‧憲典序》只有斬，沒有絞、也沒有提到凌遲。〈憲典總序〉主張有斬無絞，《元典章》

中五刑之制表在死刑的部分未明言絞、斬，但下一頁〈五刑訓義〉在死刑方面同時說明絞斬

兩刑，黃氏在比較其他相關史料，認為《大元通制》中的死刑規定為何種目前無法判斷。文

收入氏著《元代法律資料輯存》（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頁 253－278。不行用死刑

的說法請參（明）葉子奇撰，《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之三下，〈雜制篇〉有

「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之語，提供了不執行死刑的證據。頁 64。 
12

 （唐）長孫無忌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卷一，〈名例律〉，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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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先秦古典《尚書》說的「流宥五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這些語詞，

這段文字主旨在說明因為不忍刑殺所以寬宥犯人，將其放逐遠方，當作一種減死

之刑，這樣的刑罰就是流刑，13這是漢地的法律文化對流刑的認知，此種放逐犯

人的觀念並非漢人所獨有，蒙古舊俗中亦有相關的概念，如伊兒汗國史家拉施

特，在其世界史作品《史集》中記錄成吉思汗的訓言與札撒時有以下紀載： 

我們的兀魯黑若有人違反已確立的札撒，初次違反者，可口頭教訓。第

二次違反者，可按必里克處罰處罰，第三次違反者，即將他流放到巴勒

真─古勒术兒的遙遠地方去。此後，當他到那裡去了一趟回來時，他就

覺悟過來了。14
 

上段文字大意為將兀魯黑（蒙文音，人民、國家之意）中屢勸不聽一直犯法（札

撒）的罪人流放，希望犯人在遠離人群或社會後能有所醒悟，文中並沒有寬宥犯

人的因素。若要較類似漢人減死寬宥的概念，伊朗志費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

有以下的記載： 

按蒙古人的風俗，一個該當死刑的人，如果欲赦活命，那就送他去打

仗。理由是：若他註定該死，他會死於戰場。否則他們派他不那麼肯定

會送他回來的外國。再不然，他們把他送往氣候惡劣的熱帶地方。15
 

該段文字是描寫一樁蒙哥汗繼位不久，在中亞發生的政變失敗者下場。因為消息

事先走漏，政變未行動就失敗，最後涉案者判決死刑，但因蒙哥為病母祈福故赦

免當日死囚，於是作者紀錄了這段色目人眼中的「蒙古風俗」。雖說《世界征服

者史》成書較早，但記載的是蒙哥汗時期的事蹟，不像《史集》所記載成吉思汗

聖訓直接。然而，《元史》本紀末讚稱蒙哥汗：「性喜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

                                                      
13

 關於唐律流刑的淵源非本文討論重點，可參看陳俊強，〈試論唐代流刑的成立及其意義〉一文

對唐律流刑的淵源有詳細的介紹，文收高明士主編，《唐代身分法制研究──以唐律名例律為

中心》（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頁 263－274。 
14

 （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 第二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3），頁 359。 
15

 （伊朗）志費尼著 何高濟譯、翁獨健校訂，《世界征服者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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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蹈襲他國所為。」16故可視蒙哥為「蒙古本位派」的大汗，相較於忽必烈是較

偏好蒙古舊俗的統治者，故可以相信志費尼記錄下的「蒙俗」應少其他因素的影

響。17如此可以證明在入元之前，蒙古本身亦有免死與流遠的法律傳統，此與漢

地傳統無涉但兩者卻有所暗合。又蒙古人自己的作品《蒙古秘史》中立鐵木真為

大汗時的誓詞中有： 

廝殺之際，如果違背了你發的號令，叫我們與妻兒家屬分離，把我們的頭

顱拋在地上！和平之時，如果破壞了與你的協議，叫我們與妻妾屬下分

離，把我們丟棄在無人野地。18
 

《蒙古秘史》為蒙古人用蒙文詩文體，記錄成吉思汗先世到第二任大汗窩闊臺汗

時代的史事，應可相當程度反映該時期蒙古人的社會與文化。此一誓詞對違背大

汗命令的懲處，戰時是死，平時則是流放至無人野地。若以蒙古地理狀態而言，

隻身被放逐無人野地無異是一種不確定的死刑，此點與志費尼所記頗為相符。以

無論蒙古人、色目人觀點記述下的內容都在說明蒙元本身有自己流遠、出軍的法

律傳統。 

 

二、元初所見流遠與出軍案例分析 

上一段略為討論蒙元本身對於流放、放逐罪人的傳統概念，有概念不一定會

發展出制度化規章或刑罰，上述成吉思汗聖訓或札撒中並未見到制度化的刑罰規

範，只有原則性的初犯如何、再犯如何這般概略性的記述。然入主漢地後，一如

刑法志所言，基於統治的需要循用《金律》，19但原先的金《泰和律》本身對於

                                                      
16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三，〈憲宗紀〉，頁 54。 
17

  蕭啟慶，《西域人與元初政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6），蕭氏在分析蒙哥汗時

代西域人與漢人政治勢力消長，指出蒙哥汗的中央政府裏，重要幹部是以蒙古人為主，西域

人為輔，漢人除趙壁外便無重要人物。要言之，在蒙古本位主義瀰漫的蒙哥汗廷中漢人根本

沒有過問中樞朝政的機會，頁 46－48。蒙哥受其他文化因素影響較少，故可認定此時西域人

眼中的蒙俗因無漢地因素的影響，當為蒙古舊俗無誤。 
18

 札奇斯欽譯註，《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臺北：聯經出版，1979），卷三，第一二三節，頁 144。 
19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二，〈刑法志〉序言「元興，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

循用《金律》，頗傷嚴刻。」頁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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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刑是置而不用，以「代流役」徒五年、徒四年之刑充當流刑運用。20對於當時

繼受《金律》的蒙元汗廷，中原制的流刑實無存在的必要，因此忽必烈於中統二

年（1261）所頒布〈中統權宜條理〉中廢止了流刑的施用，在其相關文書記錄：

「據五刑之中，流刑一條似未可用，除犯死刑者依條處置外，徒年、杖數，今擬

遞減一等，決杖雖多不過一百七下。著為定律，揭示多方。」21明白廢止金制流

刑的施用，改以七下乃至一百七的笞杖刑與死刑處置犯罪的罪犯，論刑之原則為

依照《金律》定罪，再將《金律》所處之刑轉換為元制以七為斷的笞杖刑。不久，

至元八年（1271）改國號為大元的同時廢行《泰和律》，象徵新時代的到來。22

因為廢行《泰和律》之故，至元八年後元廷就無法直接引用《金律》（舊例）斷

案，需引用元朝自己累積的判決來論罪定刑，雖然如此，但死刑、流刑與其他三

刑（笞、杖、徒）不同，因為這二種刑罰原先就不在〈中統權宜條理〉的制約規

範之中，故亦不受廢《泰和律》的影響。 

如《元史‧世祖紀》所載，至元元年（1264）「鳳翔府龍泉寺僧超過等謀亂

遇赦，沒其財，羈管京兆僧司；同謀蘇德，責令從軍自效。」23因為適逢改元大

赦，將謀亂的僧人拘禁，並把同謀的俗家人士蘇德免死出軍。原本舊律犯十惡罪

中謀反、謀大逆、謀叛的罪犯因改元而特赦，並將其免死改為出軍，顯然完全迥

異於《唐律》或《泰和律》正常情況下的處置。24
 

又如《元典章》所載至元三年（1266）的劉全案： 

                                                      
20

 （元）脫脫等撰，《金史》，卷四五，〈刑志〉，尚書省上言：「在制，名例內徒年之律，無決杖

之文便不用杖。緣先謂流刑非今所宜，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決杖，而徒三年以下難復不用」。

本段文字明顯的表明「徒年」、「代流役」在年份長短與刑罰位階是不同的。一個屬於原先徒

刑的等級，而代流役則是屬於流刑的等級。頁 1023。 
21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二，〈中堂事記〉收〈中統權宜條理〉，頁 389－390。 
22

 不著撰人，《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卷十八，〈戶部‧婚姻‧

牧民官娶部民〉，為行文方便以後簡稱《元典章》，本條中引用至元八年欽奉聖旨節該「泰和

律令不用，休依著那者。欽此。」又（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七，〈世祖紀〉，載「至元八

年十一月乙亥，禁行金泰和律。建國號曰大元」，頁 138。 
23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五，〈世祖紀〉，頁 99。 
24

  關於「十惡」詳細條文可參（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卷一，〈名例〉

「十惡條」，頁 6－16。而劉俊文撰，《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一，〈名

例〉，頁 56－102。對十惡罪名有詳細的介紹可參看。又葉潛昭，《金律之研究》（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72），第三章有關《金律》條文復舊的考證與典據可參看，頁 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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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路申：『歸問到劉全為招：「至元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使令女婿掃地

篩穀。不多時，聽得父劉聚稱：「教我掃的寬者」孫重二罵我：「瞎著眼

睛，見甚麼？」以此全用棒并拳腳將孫重二打傷，至後晌身死罪犯。」』

法司擬：『即係因鬥殺婿事理。舊例：「緦麻三月，為妻之父母者一同。」

又舊例：「若尊長毆卑幼折傷者，緦麻減凡人一等：死者，絞。」其劉全

合行處死，仍徵燒埋銀數。』部准擬。呈省斷：「將劉全流去迤北鷹房子

田地，仍於家屬徵燒埋銀兩給主。」25
 

 

這是一件尊長殺卑幼的案子，法司先判斷加害人與被害者服制關係，再按照《金

律》找條文判刑，因為兩造親屬關係，犯人判絞，但中書省改判為流去迤北當打

捕鷹房戶（昔寶赤）的雜役。26日人杉山正明的研究指出，昔寶赤與貴由赤27（快

行者）都是元代伴隨大汗，於春秋兩季往返大都與大都之間的扈從，德永洋介據

此認為所謂「流去迤北鷹房子田地」，就是將犯人流放到北方獵鷹部落民的營帳

或駐在地，從事種田等雜役供應打鷹人的所需。28
 

從上述兩個案例可發覺是用《金律》定罪名，但卻是用蒙古式的思考決定罪

刑，如上節所言，一個該當死刑的人，如果遇赦活命，就送他去打仗，若他註定

該死，他會死於戰場，如蘇德的案例一般；不然就送到偏遠的地方，如劉全的處

                                                      
25

 《元典章》，卷四十二，〈刑部‧諸殺‧打死婿〉，頁 1478。 
26

 鷹房，元代怯薛中昔寶赤（鷹人）與管理捕鷹戶的機構。《元史》，卷一百一，〈兵志〉，「元制

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是故捕獵有戶，使之致鮮食以薦宗廟，供天庖，而

齒革羽毛，又皆足以備用，此殆不可闕焉者也。然地有禁，取有時，而違者則罪之。冬春之

交，天子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為游豫之度，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司存。而

打捕鷹房人戶，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孛蘭奚、還俗僧道，與凡曠役無賴者，及招收亡宋舊

役等戶為之。」頁 2599。又（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一，

頁 19。稱昔寶赤，鷹房之執役者。每歲以所養海東青或頭鵝者，賞黃金壹錠。（元）楊瑀，《山

居新語》（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二，頁 216。亦有昔寶赤一詞之解說，與《輟耕錄》所

載相近。 
27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一，頁 19。貴由赤者，快行是也。每歲一試之。名曰放走。

以腳力便捷者上膺上賞。故監臨之官，齊其名數而約之以繩，使無先後參差之爭，然後去繩

放行。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自泥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

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者賜銀一餅，餘者賜段匹有差。又（元）楊瑀，《山居新語》卷二，

頁 216。亦有相近的說法。 
28

 可參看德永洋介，〈金元時代の流刑〉收入梅原郁主編，《前近代中國の刑罰》，頁 294及頁 317

有關杉山正明的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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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是像「析居、放良及漏籍孛蘭奚（無主、走失的東西）、還俗僧道，與凡曠役

無賴者。」這類被元廷放棄的人被送去窮山惡水之地度過餘生是一種不確定的死

刑。 

這樣的刑罰明顯不是《唐律》式的三流、也不是《金律》式代流役，不是單

純剝奪犯人的自由，而是剝奪犯人的身分與未來，成為政府的附屬民，換言之，

即是另一種的「官奴隸」，只是這種奴隸附有一定勞役的任務，無論是上戰場、

種田或捕鷹，元代流刑就以這樣的蒙古舊俗思維，配合元廷因應不同時勢面臨的

勞役需求逐漸發展而成。 

另外也有單純的放逐流遠，如至元五年（1268）三月的田禹妖言案「田禹妖

言，敕減死流之遠方」29、至元八年（1271）管如仁洩密通宋案「管如仁、費正

寅以國機事為書，謀遣崔繼春、賈靠山、路坤入宋，事覺窮治，正寅、如仁、繼

春皆正典刑，靠山、坤並流遠方。」30、至元十二年（1275）二月郝進祅言案「洺

磁路總管姜毅捕獲農民郝進等四人，造祅言惑眾，敕誅進，餘減死流遠方。」31、

同年十二月又有趙龍通宋案「西川滄溪知縣趙龍遣間使入宋，敕流遠方，籍其家。」

32、至元二十二年（1285）正月則有將不服軍令擅自還國將領流遠的紀錄，「流

征占城擅還將帥二十三人於遠方。」33
 

上述世祖朝流遠案例多為減死一等處置，多是針對從犯的寬宥處斷，正如至

元二十年（1283）正月和禮霍孫所上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

臺陳告。其敢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給犯人妻子，

仍以鈔賞之。」34這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處刑原則是對於妖言、通敵這

類重害犯罪的處置準則，然這類的案件多會上報皇帝斷自聖裁，故多能在本紀中

發現它們的身影。 

                                                      
29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六，〈世祖紀〉，頁 118。 
30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七，〈世祖紀〉，頁 133。 
31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八，〈世祖紀〉，頁 161。 
32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八，〈世祖紀〉，頁 171。 
33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十三，〈世祖紀〉，頁 272。 
34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十二，〈世祖紀〉，頁 2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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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類免死出軍、發囚徒為軍、死囚充軍自效的案例也多，如至元三年（1266）

十一月，千戶散竹帶以嗜酒失所守大良平，罪當死，錄其前功免死，令往東川軍

前自效。35、至元十年（1273）九月，襄陽生券軍至大都，詔伯顏諭之，釋其械

繫，免死罪，聽自立部伍，俾征日本。36同年十月，有司斷死罪五十人，詔加審

覆，其十三人因鬭毆殺人，免死充軍，餘令再三審覆以聞。37至元十一年（1274）

五月，敕杖合丹，斥無入宿衞，謫往西川效死軍中。38至元十八年（1281）二月，

敕以耽羅新造船付洪茶丘出征，詔以刑徒減死者付忻都為軍。39至元十九（1282）

年十一月聽從中書省臣言，發天下重囚，除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妻殺夫，

奴殺主，因姦殺夫，並正典刑外，餘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緬國軍。40至

元二十年（1283）九月，聽從史弼所陳弭盜之策，為首及同謀者死，餘屯田淮上，

賊黨耕種內地，其妻孥送京師以給鷹坊人等。41至元二十四年（1287）閏二月札

魯忽赤合剌合孫等言：「去歲審囚官所錄囚數，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

十人，若總校諸路，為數必多，宜留札魯忽赤數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羣

羊，豈可遽殺耶！宜悉配隸淘金。」42
 

上所舉八例為免死出軍、充軍自效的案例，其中尚有屯田與淘金、鷹房等不

同任務的勞役。其中至元十年到十三年是滅宋戰爭的高峰期，蓋至元十年襄陽城

破，故有免襄陽生券軍死罪改派征日的安排，滅宋作戰人力孔急，故免死囚充軍。

待至元十四年（1279）陸秀夫帶趙昺跳海之後，元廷的戰略敵人尚有未稱臣降服

的日本、占城、緬國等國，於是又時常出現調動免死刑犯出軍的記載。 

從上述本紀所見，出軍流遠案例中所反映出原則上沒有地域、里程、犯罪情

重的差異問題，只有大汗的意志與元廷的戰略對象問題，人犯的出軍或流遠繫於

                                                      
35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六，〈世祖紀〉，頁 112。 
36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八，〈世祖紀〉，頁 151。 
37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八，〈世祖紀〉，頁 152。 
38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八，〈世祖紀〉，頁 155。 
39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十一，〈世祖紀〉，頁 230。 
40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十二，〈世祖紀〉，頁 248。 
41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十二，〈世祖紀〉，頁 257。 
42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十四，〈世祖紀〉，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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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的喜惡，如合丹身分是怯薛，犯了帳目不清的錯，被拔去怯薛歹的身分，淪

為西川前線的戰卒。而其他一般身分的犯人，也會因中書省臣的意見成為客死異

鄉的戰卒，戰場端視元廷的戰略需要，可能是占城、日本或緬國。當前線沒有強

烈人力需求時，改以別的任務如屯田、淘金、當鷹房人等雜役，目的不一，目的

地也不同，嚴格來說多屬臨時性的人力調遣，缺乏制度性的建立。 

 

三、元代流刑的成文制度化 

上一節已經討論至元年間出現的流遠與出軍，這兩個刑罰在減死一等或處置

重大犯罪時所扮演的角色，幾乎取代原先唐宋律流刑在刑罰體系中的位置，但是

如上節所言，多為臨時性的處置尚未建立制度。 

一如前輩學者們所指出大德年間〈強竊盜賊通例〉頒布之後，元代的刑罰體

系大致完備，但流刑（出軍、流遠）卻尚未定型完備。43首先，是將原先僅適用

減死一等重罪的流遠出軍，擴張適用於盜賊累犯、三犯，加強打擊力道，至於犯

鈔法的累犯，也一併適用新頒布〈舊賊再犯出軍〉所提出的累犯科刑原則。44該

原則並非將初犯的刑度加等得出二犯的刑度，而是以改判徒三年，減死一等的出

軍，或直接處以死刑的方式，設計累犯科刑的刑度。 

若從此觀點考量，元代的流刑制度化與累犯科刑的制度化是同時發展出來的

產物，它處理先前立法未詳的部分，逐漸加以完備。如果將他與前幾章所討論的

笞杖刑、徒刑做比較，在創立背景上充滿「草原風味」，罪名實施上不存在類似

                                                      
43

 宮崎市定、姚大力都認為大德年間的強竊盜賊通例的頒布，象徵元代刑罰體系的建立，詳情

請參宮崎市定，〈宋元時代的法制與審判機構──《元典章》的時代背景與社會背景〉，收入楊

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篇，第 3卷，「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

宋遼西夏元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24－25。又姚大力，〈論元朝刑法體

系的形成〉收入氏著，《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302－308。 
44

 《元典章》，卷二十，〈戶部‧鈔法‧住罷銀鈔銅錢使中統鈔〉，至大四年中所載罰則中有「挑

剜裨湊寶鈔以真作偽者，初犯杖一百，徒一年。再犯流遠。」，頁 734。又《元典章》，卷二十，

〈戶部‧鈔法‧禁治偽鈔〉，大德七年「初犯決一百七下，再犯除斷外徒役一年，三犯流遠。」，

頁 748。〈戶部‧鈔法‧挑鈔再犯流遠屯種〉大德十一年「挑鈔賊人今後再犯為首的杖斷一百

七下，流遠。為從的，斷一百七下。先次挑鈔為從再犯為首者俱各流遠。」，頁 755－756。數

款針對累犯的新刑罰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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笞杖刑或徒刑般來源不一的問題，沒有被唐宋金舊律框架限縮，若說有所限縮的

要素，應該是附加杖數一百七下，這個繼承金制的複式結構自由刑框架，保持一

罪二刑的設計。徒三年是附杖一百七下，照理流比徒重，應該增加決杖數，但受

制於決杖雖多不過一百七的「世祖成憲」，流遠與出軍只能附杖一百七。 

在執行細節上，要確認罪犯的民族屬性，以用來區分流遠或出軍的位置。漢

兒、蠻子人申解遼陽省，色目、高麗人申解湖廣省。45據馮修青的研究，遼陽的

奴兒干、肇州、湖廣的海南島、迤北的答憨孫、陝西的安西等皆為元代的流放地，

但大致上以遼陽，湖廣，迤北三處為大宗。46
 

大德年間頒定的〈舊賊再犯出軍〉47、〈流遠出軍地面〉48大致定調元代新

生流刑的屬性，針對累犯南北互調，又與原先將出軍納入刑罰體系的〈強竊盜賊

通例〉相互配合，界定流刑的樣貌「杖一百七，再附加一個前往某流放地的某個

任務。」流刑中流放地點取決於犯人的民族要素，至於任務則有輕重之分，輕者

可能是去遼陽的肇州屯田、種田，重者可能要推到奴兒干前線充軍。49這種區分

情重的作法，有學者認為是元代流刑自蒙古式出軍流遠刑正式轉化為有等級制的

流刑，為漢法與蒙古法相互滲透而成的成果。50
 

犯人若是蒙古、色目、高麗人有不刺字的特權51，執行時發送至湖廣蠻子地

面，通常是海南島，任務不外是屯田與充軍。其中高麗人因為地處東北，所以流

                                                      
45

 《元典章》，卷四十九，〈刑部‧諸盜‧流遠出軍地面〉，頁 1658－1660。 
46

 馮修青，〈元朝的流放刑〉，文收《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第四期。本文

對元代流放地點有諸多考證，可參看頁 43－46 部分的流放地考證。 
47

 《元典章》，卷四十九，〈刑部‧諸盜‧舊賊再犯出軍〉，頁 1657。 
48

 《元典章》，卷四十九，〈刑部‧諸盜‧流遠出軍地面〉，頁 1658－1660。 
49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二十六，〈仁宗紀〉，延祐六年七月「命分簡奴兒干流囚罪稍輕

者，屯田肇州。」頁 590。又《元典章新集至治條例》〈刑部‧刑制‧發付流囚輕重地面〉，中

有「今後若有流囚，照依所犯分揀，重者發付奴兒干，輕者於肇州。從宜安置屯種自贍似為

便」之語，蓋因元廷不勘站赤供應流囚所需，故改要求流囚種田供應自身所需食糧，頁 2180。 
50

 武波，〈元代刑法體系中的出軍制度探析〉文收《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3 卷第 2

期 2006.三月，頁 79－84。文中認為延祐七年之前，元廷並未區分流遠與出軍的差異，將其視

為同一種刑罰，直到延祐七年〈發付流囚輕重地面〉的法令頒布，正式區分，出軍、屯種的

輕重。筆者贊同他的看法。 
51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二十一，〈成宗紀〉，大德十一月壬子，詔：「內郡、江南人凡為

盜黥三次者，謫戍遼陽；諸色人及高麗三次免黥，謫戍湖廣；盜禁籞馬者，初犯謫戍，再犯

者死。」，頁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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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雖然他的族屬上算廣義的漢人，而女真人的狀況也與高麗人相近，一如《南

村輟耕錄》所載「流，則南之遷者之北，北之遷者之南。」52這樣的南方人北流，

北方人南流，以南北對調的移動方式離開原本習慣的地域。 

在累犯論刑方面，對於第二遍做賊、第三遍做賊的流遠處置，首先先確認犯

人是否曾經出軍，若是曾被判出軍但遇赦，第二次犯賊盜罪被捕，仍當作初犯處

理，蓋應為「須據赦後為坐」的原則判斷是否累犯，原則上「諸盜經斷後仍更為

盜，前後三犯，徒者流，流而再犯者死。強盜兩犯亦死。」53，與之相近的有《戶

部‧格後行使偽鈔〉條格，該條格針對犯鈔法的累犯一樣採取「赦後為坐」的計

算方式，整體而言，對於鈔法累犯論刑較輕。54關於流囚的遇赦時如何釋放有〈流

囚釋放通例〉55，該條格重申至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十一月二十九日聖旨：

「在先斷定流遠的人每，遇著赦呵，合放」的原則，並更進一步的區分，已到流

所的不赦免、未到的就一律赦免放還，這方面似乎受漢人舊律的觀念影響，以路

程遠近和到達配所與否當作決定要素。 

 

四、似流非流的遷徙法 

元廷在經過成宗大德年間對於出軍地點的確定、盜賊類犯或鈔法累犯的流刑

施用、武宗至大年間的流囚釋放通例，與仁宗延祐年間流囚輕重的任務分別，一

步一步的將蒙古式的流遠出軍制度化，改披上漢地五刑體制中「流刑」的外衣。

56在此同時也出現一種類似流刑或的「遷徙」，如陳高華所指出這個類似流刑的

                                                      
52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五刑〉，頁 25。 
53

 《元典章》，卷四十九，〈刑部‧諸盜‧盜賊出軍處所〉，該條所引大德五年十二月的聖旨節概，

頁 1667－1668。 
54

 《元典章》，卷二十，〈戶部‧鈔法‧挑鈔再犯流遠屯種〉，頁 749－750。 
55

 《元典章》，卷四九，〈刑部‧諸盜‧流囚釋放通例〉，頁 1697－1698。 
56

 胡小鵬、李翀〈試析元代的流刑〉文收《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6卷第六期，2008。

頁 57－61。胡文中修正了吳艷紅與馮修青的看法，指出無論流遠與出軍對元廷而言並無分別，

都是由蒙古原先出軍的傳統發展而成，同時採納武波所提出流刑等級化的看法，並認為陳高

華所指出的遷徙法也是一種流刑，只是適用對象有特殊的針對性，多為江南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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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徙刑，針對的是地方上的豪強、惡霸，並適用於一些情節嚴重的重傷害案件。

57其中多以使人失明的傷害為多，如《元史‧刑法志》中所見： 

1 諸尊長輒以微罪刺傷弟姪雙目者，與常人同罪，杖一百七，追徵贍養

鈔二十錠給苦主，免流，識過于門；無罪者，仍流。 

2 諸弟雖聽其兄之仇，同謀剜其兄之眼，即以弟為首，各杖一百七，流

遠，而弟加遠。 

3 諸卑幼挾仇，輒刺傷尊長雙目成廢疾者，杖一百七，流遠。 

4 諸以刃刺破人兩目成篤疾者，杖一百七，流遠，仍徵中統鈔二十錠，

充養贍之貲，主使者亦如之。58
 

 

如笞杖刑部分所提到的，原先鬬毆罪是依據《泰和律》的律定刑直接轉換成

以七為尾數的元代杖刑，在不打死人的狀況下，原始設定沒有徒以上刑罰，原則

上最重只到杖一百七，而轉鈔自《經世大典‧憲典》的《元史‧刑法志》卻有傷

人要流遠，且多以使人眼盲的重傷害為主，以上四條除第 2 條在《元典章》目前

找不到相應的斷例外，其他條目皆能找到對應的斷例。 

第 1 條為至治二年（1322）《戳剜雙睛斷例》59所載案例判決所轉寫成的條

文，是一件親屬相殺而被害方不願私和，另一方夥同親姪兒將不願私合方的堂姪

雙目挖去的案件。第 3 條為延祐七年（1320）《控損兩眼成廢疾》60所載案例判

決所轉寫成的條文，為姪兒不滿叔父告發販賣私鹽，夥同兄弟一起將叔父打成雙

目失明的慘案。第 4 條為延祐元年（1314）《馮崇等剜壞池傑眼睛》案的判決轉

寫成的條文，61故有主使與下手執行者都要徵收養贍費中統鈔二十錠，只是《元

典章》中是徵中統鈔二錠，可能缺漏個「十」字，其他使人眼盲的案例徵的數目

                                                      
57

 陳高華，〈元代的流刑和遷移法〉，文收氏著《元史研究新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5），頁 171－183。陳氏本篇研究補足前人未加詳考的遷移法，指出遷移法應在元代的流刑

制度上扮演一定地位的角色。 
58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五，〈刑法志〉，頁 2673。 
59

 《典章新集至治條例》〈刑部‧諸毆‧戳剜雙睛斷例〉，頁 2232。 
60

 《典章新集至治條例》〈刑部‧諸毆‧控損兩眼成廢疾〉，頁 2229－2231。 
61

 《元典章》，卷四十四，〈刑部‧諸毆‧馮崇等剜壞池傑眼睛〉，頁 1531－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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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二十錠，可知當時眼盲判決的養贍費公訂價是二十錠。而這時在《元典章》

稱其為「遷徙」或「遷移」，但到了刑法志時被改寫為「流遠」，大概是因為遣

送的地點相同，後人不察之故將其視為一樣的刑罰。 

以上的討論可以判斷延祐、至治以後，（遷徙）流遠成為重傷害罪的律定刑，

或者說對於元初立法中，罪不至死但原先有設計最高刑度杖一百七的部分罪名，

改採取原先杖一百七附加遷徙的處罰方式論處，因為正式流刑與附加流刑所得的

刑度一樣，均為杖一百七加上流放，只是正式的流刑有任務出軍、種田這類任務

之分，而附加的遷徙只稱流遠。這樣的記錄方式反而與國初減死一等的流遠呈現

一致，兩者差別在於遷移會明言附加杖一百七，遷徙犯人遇赦是無法還鄉，等於

是一種終生的流刑。 

再者，此類遷徙並非維持固定的杖數關係，有可能是杖八十七，遷徙，並非

出軍流刑的固定附杖一百七，雖說將人打致雙目失明的重傷害遷徙多為杖一百

七，但關於打擊豪強的遷徙如「江西行省胡光弼等結成群黨，起滅詞訟，凌犯官

府，欺虐良民，遷徙廣東。熊雲翔騙要民財，風聞公事，濫充貼書，毀駡縣官，

杖斷六十七下，遷徙廣東。」62多半不會明言豪強所犯本刑，只會強調遷徙的地

點。 

如《元史‧刑法志》中關於豪強的相關紀錄：「諸豪右權移官府，威行鄉井，

淫暴貪虐，累犯不悛者，徙遠惡之地屯種。諸頻犯過惡，累斷不改者，流遠。」

63、「諸豪橫輒誣平人為盜，捕其夫婦男女，於私家拷訊監禁，非理陵虐者，杖

一百七，流遠。」64十分明顯是針對豪強魚肉百姓的特殊處置，也一如《元典章》

所顯示只著重在強調流遠、遷徙。然而「諸豪橫輒誣平人為盜」條文脫胎自《典

章新集至治條例》中〈富豪打傷佃戶〉65一例，故保留原先把人打成傷殘杖一百

                                                      
62

 《元典章》，卷三十九，〈刑部‧刑制‧豪霸兇徒遷徙〉，頁 1360－1361。 
63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五，〈刑法志〉，頁 2688。 
64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五，〈刑法志〉，頁 2673。 
65

 《典章新集至治條例》〈刑部‧諸毆‧富豪打傷佃戶〉，頁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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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的刑度，原先案例中遷徙廣東的刑罰，也因為無法確定日後犯人的居住地或種

族，故改寫成流遠。 

整體來說，遷徙刑一如〈豪霸兇徒遷徙〉66與〈遷徙會赦不原〉67所示，讓

這些地方豪強遠離其家鄉，避免造成日後地方的不安，防範犯罪於未然，是故有

「今之遷徙即古移鄉之法，比之流囚事例不同」之語。但此語需換個角度理解，

唐代的殺人遇赦移鄉，是要防範受害者家屬親友復讎；元代遷移之法卻是要防止

有力的豪強返鄉繼續為惡。兩者立意不同，防範對象不同，輕重狀況也有所歧異，

故陳高華提出「到了元代立遷移（徙）法，將前代的「遷」和「移鄉」合而為一」

68的說法有待商榷，原先大德年間〈豪霸紅粉壁迤北屯種〉即明言「莫若嚴禁各

處行省已下大小官吏，非親戚不得與所部豪霸茶食，安停人等似前違犯取問是

實。初犯，於本罪上比常人加二等，斷罷紅土粉壁標示過名。再犯，痛行斷罪移

徙邊遠，如此少革侵害細民之弊。」69當初的立意就是要壓抑地方豪強勾結流官

為惡故遷移邊遠，實與所謂的「移鄉」無關，應該是當時的漢人引喻失義，用移

鄉比擬遷徙導致誤解，也有可能是《元典章》中部份遷徙案例犯人多曾有殺人遇

赦的前科紀錄，故陳氏會有此看法。 

整體而言，元代的流刑自蒙古舊慣中的流遠出軍發展而成，因輕重可分為種

田、出軍兩等，此外大約在流刑制度化同時發展出的遷徙法或遷移法，一樣有流

放邊遠的傳統流刑要素，但並非當作正刑運用，它是屬於附加刑的地位，雖說豪

強惡霸所犯之主刑多為杖一百七之刑，但不是一開始就有規定強制遷徙的處分。

因鄭介夫於元貞年間所上《太平策‧抑豪霸狀》： 

今後若有醜惡聞於鄉邑，聲跡播於中外，不必加以刑辟，但限以訾財若

干，即遷之他郡，或徙之荒壤，視所犯之重輕以定地之近逺，有訾不及

者，則移於附近，以五百里為限。根蔕既揺枝黨自散，使良善咸獲安

                                                      
66

 《元典章》，卷三十九，〈刑部‧刑制‧豪霸兇徒遷徙〉，頁 1360－1361。 
67

 《元典章》，卷三十九，〈刑部‧刑制‧遷徙會赦不原〉，頁 1361－1362。 
68

 陳高華，〈元代的流刑和遷移法〉，文收氏著《元史研究新論》，頁 176。 
69

 《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諸禁‧豪霸紅粉壁迤北屯種〉，頁 1933－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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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官府亦易振立，彼得以全軀保家，朝廷亦不至於多戮少恩，去豪覇

之策，無以加此矣。70
 

該意見為元廷所接受而創設出來的一種新式刑罰。這種特殊的遷徙不一定只針對

豪強，有時也針對親屬間的重傷害案件，採取強制遷移犯人之手法，的確對親屬

鬬毆的受害方或被侵凌的一般人民，提供得以安穩度日的環境，對改善當地的治

安跟風氣有一定程度的效用。 

 

第三節、死刑的刑罰種類與執行 

一、死刑執行的種類與執行落實問題 

元代的死刑據《元史‧刑法志》記載分為兩等：斬、陵遲處死。又云：「死

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陵遲處死之法焉。」71但在《元典章》之

中所見處死的方式卻不只這兩種，是故曾代偉撰有專文一篇考辨元代的死刑，文

中指出除了斬、陵遲處死外尚有敲這種處刑方式。72曾氏雖然處理之前有關「有

斬無絞」的問題，並點出有判決死刑的死囚可能會在獄中老死並不執行死刑。其

理據是《草木子》中的這段紀載： 

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後秦王伯顏出天下囚

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

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73
 

然而就《元史》中世祖或成宗本紀中年尾往往有「是歲斷死罪若干人」、「是歲

斷大辟若干人」的記錄，可知依然有上奏決死囚的制度，但成宗以降諸帝本紀中

                                                      
70

 （明）楊士奇等撰，《歷代名臣奏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卷六十八，〈治道〉，葉九－十一。或參《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一二

一九，〈抑豪霸狀〉，頁 81。 
71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二，〈刑法志〉，頁 2605。 
72

 曾代偉著，《金元法制叢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蒙元刑制考〉，頁 315－

341。 
73

 （明）葉子奇撰，《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之三下，〈雜制篇〉，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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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沒有記載決死囚或決大辟的紀錄，故《草木子》所言有一定的可信度，又加

上前所述，部份死囚有徵調前線為兵、或發赴做其他的事務而不處死。至元二十

四年（1287）的這段君臣對話或可證明死囚不死的機率頗高。札魯忽赤（斷事官）

合剌合孫言：「去歲審囚官所錄囚數，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

總校諸路，為數必多，宜留札魯忽赤數人分道行刑。」忽必烈曰：「囚非羣羊，

豈可遽殺耶！宜悉配隸淘金。」74，《元史》記錄至元二十三年斷死刑百一十四

人，至元二十四年斷天下死刑百二十一人。兩者比例相較之下，斷死刑而未實際

執行死刑者為數頗多。 

再者，一如《元典章》所見的案例，有許多重罪犯在被判遷徙、出軍之前，

往往已有殺人的前科紀錄，只因遇赦，所以赦免死罪，日後犯案被捕則時常處以

遷徙、出軍之刑。75此反應出死刑犯逃出生天後繼續為非作歹造成的社會治安問

題，嚴重到要特別設有遷徙刑來處理再犯重案的遇赦殺人犯，死刑執行率恐怕真

如葉子奇之語「可謂勝殘去殺」。 

正常法律制度下的減刑或赦免導致死囚不必決死刑，這點須歸功於元代帝位

繼承不穩與皇帝們多半不長壽。整個元代若以 100 年計算（1260 中統建元到 1368

順帝北歸），除去世祖、順帝兩人約 70 年的在位期間剩餘近 30 年，30 年之間有

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順帝、明宗、文宗、寧宗共九位皇帝，其

中除成宗、仁宗在位時間較長外，天順帝、明宗、寧宗三位皇帝在位不到一年，

其他諸帝在位多不超過五年。新君即位每每都有大赦，類似「除謀殺祖父母、父

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但犯強盜，印造偽鈔不赦外，其餘罪無輕

重，咸赦除之。」這樣的即位詔書出現機率頗高。其中，天曆元年、天曆二年（1328、

1329）接連都有大赦，至順三年、至順四年（1332、1333）也有接連大赦，依法

大赦詔書內規定的赦免對象都可以獲得特赦。 

                                                      
74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十四，〈世祖紀〉，頁 297。 
75

 如《元典章》卷四十一〈鄭貴謀故殺姪〉、至治條例中〈遷徙遇革不放〉中程震孫打死親兄程

六四罪經原免，後再犯他罪被判遷徙。〈富強殘害良善〉中魏疇將江十二等三人打死，也因為

遇赦後再犯他罪改判遷徙流遠。〈兇徒遇革依例遷徒〉龔十六挾讎與夏重三等，謀議將兄龔四

殺死罪經釋免，最後也是判遷徙。這樣的例子頗多，可見元代之大赦浮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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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赦所不原的罪犯也有可合法免除其刑的管道，如「做佛事縱囚」，有皇室

成員做佛事屢屢釋放囚犯。「自元貞以來，以作佛事之故，放釋有罪，失於太寬，

故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內外犯法之人，悉歸有司依法裁決。」76其寬鬆的程度

導致皇帝需要「敕內庭作佛事，毋釋重囚，以輕囚釋之。」77此外「西僧以作佛

事之故，累釋重囚。」78、「以作佛事，釋大辟囚七人，流以下囚六人」79等相

似的紀錄屢見於史籍之中。更有甚者，中書左丞相答剌罕曾言：「僧人修佛事畢，

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釋之。」80連以往舊律中常赦不原的妻

妾殺夫，這種十惡重罪也可被指名免罪，可以想見死刑執行率之低。在時常大赦、

作佛事縱囚、改判出軍或其他勞役的狀況下，元代死刑犯被依法處刑的可能性不

高。 

 

二、死刑中的極刑凌遲 

以上所見元代皇帝恩德不忍刑殺的一面，接下來就要看看皇權的另一面，關

於凌（陵）遲81這種殘暴的死刑的適用對象。凌遲之刑《元典章》與後來成書的

《元史‧刑法志》都看的到他的蹤影，但《元史》中用「陵遲」一詞。該詞語普

遍分布於十惡（大惡）的罪名之中，如《刑法志》所見陵遲共十條，其中大惡七

條、姦非一條、賊盜、殺傷各一條，但疑似重出覆記。 

大惡部分有：「諸謀反已有反狀，為首及同情者，陵遲處死。為從者，處死。

知情不首者，減為從一等，流遠並沒入其家。其相須連坐者，各以其罪罪之。」

82本條屬於謀反。「諸子孫弒其祖父母、父母者，陵遲處死，因風狂者，處死。」

                                                      
76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二十二，〈武宗紀〉，頁 492。 
77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二十二，〈武宗紀〉，頁 493。 
78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紀〉，頁 556。 
79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二十六，〈仁宗紀〉，頁 591。 
80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二十一，〈成宗紀〉，頁 447。 
81

 因為《元典章》用「凌遲」一詞，而《元史》用「陵遲」一詞，本文為尊重史料的用字，在

討論《元典章》相關內容時用「凌遲」，《元史》相關內容時用「陵遲」，一般敘述時兩者混用。 
82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頁 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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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諸因姦毆死其夫及其舅姑者，陵遲處死。」84、「諸父子同謀殺其兄，欲圖

其財而收其嫂者，父子並陵遲處死。」85以上三條屬惡逆。「諸奴故殺其主者，

陵遲處死。」86本條屬不義。「諸以姦盡殺其母黨一家者，陵遲處死。」87「諸

採生人支解以祭鬼者，陵遲處死，仍沒其家產。」88以上二條屬不道。 

姦非部分有：「諸婦人為首，與眾姦夫同謀，親殺其夫者，陵遲處死，姦夫

同謀者如常法。」89本條編入〈姦非〉之中，但論其妻殺夫之罪合於惡逆，本條

也屬惡逆。 

盜賊部分有：「諸圖財謀故殺人多者，陵遲處死，仍驗各賊所殺人數，於家

屬均徵燒埋銀。」90而殺傷部分有：「諸圖財謀故殺人多者，皆陵遲處死，驗各

賊所殺人數，於家屬均徵燒埋銀。」91這兩條不見於十惡之中，對照《元典章》

可發覺上兩條為〈船上圖財謀殺〉條格判例匯整後創制而成的條文。原先在《元

典章》中分類為諸殺，但其實是一件船上謀財害命的強盜殺人案，論案由可編入

〈賊盜〉論結果可編入〈殺傷〉，可能當時編《經世大典‧憲典》時未加精審校

正導致一事出二例，與明代倉促成書《元史》列傳一人二傳的現象有異曲同工之

妙。 

表格 3—1《元史‧刑法志》所見陵遲條文表 

 

條文及案由 十惡種類 刑法志編目 

諸謀反已有反狀，為首及同情者，陵遲處死。 謀反 大惡 

諸子孫弒其祖父母、父母者，陵遲處死。 惡逆 大惡 

諸因姦毆死其夫及其舅姑者，陵遲處死。 惡逆 大惡 

諸父子同謀殺其兄，欲圖其財而收其嫂者，父子並陵遲處死。 惡逆 大惡 

諸奴故殺其主者，陵遲處死。 不義 大惡 

                                                      
83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頁 2651。 
84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頁 2652。 
85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頁 2652。 
86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頁 2652。 
87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頁 2652。 
88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頁 2653。 
89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頁 2656。 
90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頁 2659。 
91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五，〈刑法志〉，頁 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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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以姦盡殺其母黨一家者，陵遲處死。 不道 大惡 

諸採生人支解以祭鬼者，陵遲處死，仍沒其家產。 不道 大惡 

諸婦人為首，與眾姦夫同謀，親殺其夫者，陵遲處死， 惡逆 犯姦 

諸圖財謀故殺人多者，陵遲處死。 不明 殺傷、賊盜 

 

將眼光放在較早期的元代法制史料《元典章》，其中所見凌遲案例僅有二例

茲列如下： 

【採生蠱毒】延祐三年二月，行省准中書省咨：河南省咨：『據荊湖北道

宣慰司呈：「峽州路申：總管呂亞中關：為採生蠱毒事。」咨詳（請）照

詳。』送刑部：『照得大德八年正月內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江南

行臺咨：湖北廉訪司申：湖廣行省地面常、澧等處，有一等愚民，造畜蠱

毒，用人祭鬼名曰採生。云大德八年例。」今承見奉，本部議擬于后。具

呈照詳。』都省准呈。開咨，請依上施行。 

採生析割祭鬼。前件，議得：採生支解人者，鞠問明白，審復無冤，擬合

凌遲處死，籍沒家產。同居家口，雖不知情，遷徙邊遠；已行不曾殺人

者，比依強盜不曾傷人、不得財例，杖一百七，徒三年。謀而未行者，九

十七，徒二年半。其應捕之人，而自能赴官首告，或捉獲同罪者，與免本

罪。及諸人告捕是實，犯人家產全行給付。應捕人減半。親臨官司受錢脫

放者，決杖一百七下，除名不敘。鄰佑、主首、社長人等知而不行告首，

決杖八十七下。其親民有司并本處鎮守軍官，時常申明條例，嚴加禁

治。如是禁治不嚴，臨時詳酌，議罪黜降。仍今拘該地面排門粉壁禁約，

廉訪司嚴加体察相應。 

造畜蠱毒。前件，議得：造合成毒堪以害人，及傳畜若行用而殺人，用謀

教令者，擬合處死，籍沒家產，同居家口雖不知情，遷徒邊遠。諸人捉

獲，犯人家產全行給付。92
 

                                                      
92

 《元典章》，卷四十一，〈刑部‧諸惡‧採生蠱毒〉，頁 1447－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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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屬於唐宋舊律規範「十惡」中的不道，不道的要件為殺一家非死罪三人、支

解人，造畜蠱毒與厭魅四種，但卻僅有三種不同輕重的量刑。該案例為「造畜蠱

毒」的案例，官府卻引用大德年間「支解人」的案例比擬，明顯將不道視為一種

罪名卻未細分兩行為罪刑差異，但也有可能因元代流刑並未區分里程數，流三千

里、流二千里都是流遠，並無分別，蓋元代流刑的發展不承舊律「自我作古」使

然。93將支解人的採生與造畜蠱毒併為一條，僅保留主犯死刑的差異，支解人要

凌遲處死，造畜蠱毒者只言處死不需凌遲。這個案例日後轉寫成「諸採生人支解

以祭鬼者，陵遲處死，仍沒其家產。」的條文。 

然《元典章》中另一件明言凌遲的案子是一樁十五人的命案，詳情如下： 

【船上圖財謀殺】至元十八年正月，行省：准中書省咨：『「臨江路申：歸

問到黃子先等，為與在禁病死張狗仔，并在逃劉大等五人，將孫千戶、冷

百戶等八名殺死，又撇於河內渰死七名一起公事，勘責得一于人各各招證

詞因。數內犯人身死張狗仔狀招：係瑞州人氏。不合於至元十四年五月二

十六夜三更前後，與梢工黃子先、周子友、李子富、劉大同謀，各把孫千

戶等舡上軍器，覷得孫千戶等睡省，有周子友用斧於孫千戶頭上斫訖一

下，眾人一齊下手，將孫千戶、冷百戶、孫大、北軍二名并老小，通殺死

八名，推下水渰死七名，卻將舡上人口、財物，各各分張，被捉到官。罪

犯是實。外，見禁犯人黃子先、周子友、李子富狀招，各與張狗仔狀招相

同。按察司審復無冤，咨請照驗」事。准此。刑部議得：「黃子先等所招

殺死孫千戶等一十五人情犯，皆合凌遲處死。外據徵燒埋銀數，驗各賊殺

死人數內，於犯人家屬依例均徵，給付苦主。外，在逃劉大，根捉得獲歸

勘，依上處斷施行。呈乞照詳。」都省議得：黃子先、周子友、李子富依

准部擬處死，燒埋銀數給付苦主。請差官賚元行文卷，前去本路參照，令

                                                      
93

 （元）吳澄，《臨川吳文正公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卷十一，

〈大元通制條例綱目後序〉，頁 232。吳氏以「聖意蓋欲因時制宜，自我作古也。」一語點出

元法不師古律，自我創新的特色，為《大元通制》一書和元代法律下一個很好的註腳。 



102 
 

不干礙獄卒人吏將犯人黃子先、周子友、李子富三人審問已招情犯，委無

冤抑，與本路總管府一同將犯人防護至刑所，對眾明示犯由，依上處斷。

外據燒埋銀數，驗殺死人數，於犯人家屬處均徵，給付苦主。及根捉在逃

劉大得獲歸勘，依上處斷施行。如是稱冤，委有可疑情節，研窮磨問實情

咨來。』省府准此。除外，合下，仰照驗。94
 

本例在《元史‧刑法志》轉寫在〈盜賊〉「諸圖財謀故殺人多者，陵遲處死，

仍驗各賊所殺人數，於家屬均徵燒埋銀。」與〈殺傷〉「諸圖財謀故殺人多者，

皆陵遲處死，驗各賊所殺人數，於家屬均徵燒埋銀。」一事入兩例，明顯是案例

整編上出了問題，應是一時不察造成的結果，也可以換個角度看，因判凌遲處死

的多為特例，故編排時於〈殺傷〉與〈賊盜〉皆收入之。 

本案例是否符合舊律中十惡中不道殺一家非死罪三人的要件，令人存疑。《元

典章》所見「孫千戶、冷百戶、孫大、北軍二名并老小。」其中老小可能是孫千

戶、冷百戶或北軍的家眷倘若如此則符合殺一家非死罪三人的要件，但無論是否

符合十惡罪名要件，此案件惡性重大，實有將犯人凌遲處死的必要。 

就上面所見史料，凌遲處死多針對十惡（大惡）中對國家社會危害較大的犯

罪，如反抗國家統治的謀反、破壞人倫長幼尊卑秩序的惡逆、違逆主僕名分的不

義及殘忍支解人來祭鬼的不道，但並非符合上述「謀反」、「惡逆」、「不義」、「不

道」就會以陵遲處置，如同屬不道行為，支解祭鬼要陵遲，倘若單純支解食用則

不見有要陵遲的紀錄。如《元史‧刑法志》所載「諸支解人，煮以為食者，以不

道論，雖瘐死，仍徵燒埋銀給苦主。」95若與子孫弒殺祖父母、父母的惡逆行為

相比，惡逆罪人雖身死獄中，仍需支解其屍以徇，算是有執行陵遲這個動作。96

把人支解食用的罪犯則只有判死刑雖然死於獄中，其屍體無須作陵遲或支解的動

作。 

                                                      
94

 《元典章》，卷四十二，〈刑部‧諸殺‧船上圖財謀殺〉，頁 1456－1457。 
95

 （明）宋濂等撰，《元史》，眷一百四，〈刑法志〉，頁 2653。 
96

 （明）宋濂等撰，《元史》，眷一百四，〈刑法志〉「諸子弒其父母，雖瘐死獄中，仍支解其屍

以徇。」，頁 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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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發覺對於犯罪是否判凌遲，如同流刑或一般死刑有著強烈的隨意性與擅斷

性，除了案例記載的判決轉化成法律條文有所依據外，無法判斷其他的狀況與適

用的邏輯性，然平心而論元代並沒有濫於使用凌遲這個殘酷的處死方式，反而限

縮或提供日後明清繼承的基本格局，規範在十惡重罪之中。 

 

三、一種不確定的死刑代名詞「敲」 

本段處理一種便捷且普遍散見《元典章》中的死刑代名詞「敲」。敲這個詞

語《元史‧刑法志》之中未提及，但卻常見於《元典章》，茲將其出現的場合、

時間、適用對象做一整理。《吏學指南》：「敲朴：短杖曰敲，杖擊曰朴。」97

敲應該是指用杖擊打的行為，當這個詞語出現在死刑執行之時，我們可以合理的

理解或解釋為用杖殺人即「杖殺」。曾代偉認為敲是元代一種適用較普遍的法定

死刑執行方式。98
 

但敲真的就是杖殺嗎？還是一種不確定概念的處死？以下分析《元典章》所

見「敲」狀況，檢索有關死刑的有 13 條，其中以犯罪類型分可分為逃兵 2 條、

偷頭口 2 條、窩藏隱匿賊犯 2 條、大言語、偽寫佛經 2 條、鹽法 1 條、殺人的 3

條、無頭文書 1 條，而有關於強竊盜賊通例、處斷條例的部分因為是一般性通例，

故在此排除不論。 

屬於「鹽法類」一條繫於至元二十九（1292）年，是針對查緝私鹽時拒捕與

官兵「相迎著廝殺的，根底敲了99」可處死，兩次為從被捕的要沒其家產，免死

遠流。當屬臨時處斷之法，拒捕而與官兵廝殺，當場就地正法也無不可，故可以

推斷「敲」一詞於此有方便行事，就地正法，當場擊斃的可能。 

                                                      
97

 （元）徐元端，楊納點校，《吏學指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刑具〉，頁 82。 
98

 曾代偉，〈蒙元刑制考〉，收入氏著《金元法制叢考》，頁 332。 
99

 《元典章》，卷八，〈戶部‧課程‧立都提舉司辦鹽課〉，頁 833。 



104 
 

在《元典章‧兵部》中事關「逃軍」的兩條資料有運用「敲」一詞，第一條

是〈處斷逃軍等例〉100中第二款繫於至元二十一、二十四（1284、1287）年的記

載。內容為出征的軍人帶頭臨陣脫逃，大汗命令帶頭脫逃者的「敲」，為從脫逃

者免死，杖打一百零七下並流遠出軍。另一條疑為大德八年（1304 歲次甲辰）

的聖旨，見於〈札撒逃走軍官軍人〉中：「聖旨俺底龍兒年（某個辰年）二月二

十九日柳林裏有時分寫來」101。該詔文提及先前征討交趾、占城的內容，然元成

宗一朝與八百媳婦於大德元年（1297）發生軍事衝突，大德六年（1203）罷征，

七年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笞合剌帶、鄭祐，罷雲南征緬分省，102固可推

斷當為大德八年的資料，時間上和內容性質上都相符，當是成宗時期頒布，針對

前線不聽號令擅自脫逃軍官、軍人、水手「如今那般推辭趓閃的省官人每，根底

沒別里哥逃走回來的人每，根底休疑惑敲了扎撒者。」103此話翻成白話文即為「現

在藉故推託的省官們對於無令擅自脫逃的人們，無需遲疑一律處死就地正法。」

此處「敲」的意義是指特殊狀況下對陣前逃亡或不遵號令者的臨時處斷，這個處

置一樣是處死。 

窩藏隱匿賊犯類型的紀錄有兩條，一條〈禁斷賊人作耗〉104為至元二十九、

三十年（1292－1293）間窩藏贛州南安一帶的強盜被破獲，針對協助隱匿窩藏賊

犯的豪富與為首草賊新創的判例，而該例日後又被整併為〈窩藏賊人罪例〉收於

《刑部‧諸盜》之中，內文節概如下：「窩藏做賊的，行省行院官人每一同問了，

取招是實呵，為首的根底敲了，其余的那田地裏不交住發將出來。」105翻成白話

即：窩藏人犯經當地行省、行樞密院的官員聯合審理無冤後，主犯處死，其餘從

犯強迫離開原地流遠。該處的敲也當處死解，並無特殊意涵。 

                                                      
100

 《元典章》，卷三十四，〈兵部‧軍役‧處斷逃軍等例〉，頁 212－1214。 
101

 《元典章》，卷三十四，〈兵部‧軍役‧札撒逃走軍官軍人〉，頁 1215。 
102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二十一，〈成宗紀〉，頁 450。 
103

 別里哥，蒙文音譯符驗之義，沒別里哥即沒有號令之意。 
104

 《元典章》，卷四十一，〈刑部‧諸惡‧禁斷賊人作耗〉，1429－1430。 
105

 《元典章》，卷四十九，〈刑部，諸盜‧窩藏賊人罪例〉，頁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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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害人命的有三條，大德五年〈胡參政殺弟〉一案被編入〈諸惡〉，因養子

殺養父之子違反舊律中十惡的不睦、106至元三十年〈打死同驅敲了者〉一案，為

驅口打同主的驅口故入〈諸殺〉、107至元二十四年〈倚勢抹死縣尹〉一案，為張

千戶不滿吳縣尹上報其不法惡事，買凶殺人並偽裝成縣尹自殺的案件，屬故殺編

入〈諸殺〉，108三例皆用敲一詞，但並無明顯的特殊意義，均指單純的處死而已。

如同「聖旨敲了者，麼道，聖旨了也。」般的公式化回應，與「某人 A 根底敲

了，某人 B 根底也敲了，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這

樣的句式皆反應「敲了」在蒙古統治者的用語跟正常漢文中的「處死」無異，並

無其他特殊意義。 

其餘偷頭口的有兩條，〈達達偷頭口一箇陪九箇〉109、〈漢兒人偷頭口一箇

也陪九箇〉110，兩例所示原則「達達家偷頭口的賊每，根底斷沒九個，重的敲了，

輕的斷放。」至於漢人也「依那体例陪了九個，重的敲了，輕的剌斷者。」轉成

白話文就是：「偷蒙古人家中大型牲畜牛、羊、馬之類一隻，要賠九隻，情節重

大者處死，犯行較輕者打完杖數即放還。」另一則是漢人也依照偷一陪九的例子，

情節重大者處死，犯行較輕者刺字打完杖數即放還，此處敲的意思也當處死用。

剩下妖言造反的大德元年（1297）〈偽寫國號妖說天兵〉111、元貞元年（1295）

偽寫佛經的〈偽造佛經〉112條、大德七年（1303）重申世祖舊訓禁止無頭文書（即

不具名黑函）的〈又禁撇無頭文字〉113條，這幾條內容所見的敲字也當死刑解。 

綜上列個案，除了鹽法拒捕、逃軍這兩類的「敲」有可能是臨時處斷當場格

斃的杖殺，其他狀況所見「敲」字的運用意同於處死，且以硬譯公文體的行文格

式，大汗的聖旨回復多半為「聖旨，敲了者，麼道，聖旨了也。」或「某某根底

                                                      
106

 《元典章》，卷四十一，〈刑部‧諸惡‧胡參政殺弟〉，頁 1415－1417。 
107

 《元典章》，卷四十二，〈刑部‧諸殺‧打死同驅敲了者〉，頁 1485。 
108

 《元典章》，卷四十二，〈刑部‧諸殺‧倚勢抹死縣尹〉，頁 1458－1460。 
109

 《元典章》，卷四十九，〈刑部‧諸盜‧達達偷頭口一箇陪九箇〉，頁 1672。 
110

 《元典章》，卷四十九，〈刑部‧諸盜‧漢兒人偷頭口一箇也陪九箇〉，頁 1672－1673。 
111

 《元典章》，卷四十一，〈刑部‧諸惡‧偽寫國號妖說天兵〉，頁 1426。 
112

 《元典章》，卷五十二，〈刑部‧詐偽‧偽造佛經〉，頁 1762－1763。 
113

 《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訴訟‧又禁撇無頭文字〉，頁 1813－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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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了。」可將敲了當作蒙文硬譯公文時翻譯殺了、或殺死的硬譯漢文。故《元典

章》所見的敲，在其他文獻中便改寫成「處死」，如鹽法拒捕的條文收於《至正

條格》中，就改寫成「違犯私鹽，捉拏其間拒悍者，流遠。因而傷人者，處死」

114但在《至正條格》首次出現的〈臨陣先退〉所見內容「與那裏省官、按察司官

一同問得，是實呵，敲了者。」115，聖旨內文依然用著「敲」一詞表示處死，故

可知「敲」當作處死解釋此點無庸置疑，該詞語為蒙文硬譯漢文時的用字，當整

理成法律條文之時，會改寫為處死，當若為聖旨或公文時則以「敲」呈現。不可

以將其視為元代曾普遍適用杖殺的證據。且曾氏的說法有「自至元八年絞刑退出

法定死刑後，統治者鑒於斬刑的普遍適用恐涉太重，欲以敲刑作為緩衝。」116此

言不知理據為何，其說法有待商榷。 

筆者認為敲在大部分的執行應為斬刑，蓋如《元史‧刑法志》所言，死刑唯

有斬、陵遲兩等，依照元代當時的判例記錄《元典章》、後人所編的《元史‧刑

法志》的用詞分析，《元典章》案例中所見多用敲、凌遲處死兩種死刑，《元史‧

刑法志》中對於死刑只有處死、陵遲處死兩種，一般死刑執行，有斬無絞是元代

官方史料的一貫說法，如據曾氏〈蒙元刑制考〉一文對於元代絞刑的考訂，肯定

了斬刑為一般正常死刑的執行方式。117兩相對照之下敲等於處死；處死等於斬刑。 

然而曾氏統計《元史‧刑法志》共列 135 條死罪，有 6 條明確寫為斬刑，9

條陵遲，其餘的皆作死或處死。而用死或處死的條文約占九成。118筆者認為如同

上段對敲一詞的討論結果，原先在公文或聖旨條畫的蒙文硬譯詞敲，被改寫成漢

文文書或法條時變成較中性的死、或處死。至於那 6 條斬和 9 條凌遲，很明顯可

能在案例的彙編上或公文流傳中，沒有經過漢文→蒙文→漢文的轉換過程，是故

保留著原始的刑名，如此即可解釋曾氏對於有斬無絞說的疑惑，同一典籍行文邏

                                                      
114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編，《至正條格》（校註本）（城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2008），卷十一，

〈斷例‧廄庫‧私鹽罪賞〉，頁 287， 
115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編，《至正條格》（校註本），卷十三，〈斷例‧擅興‧臨陣先退〉，頁 309。 
116 曾代偉，〈蒙元刑制考〉，收入氏著《金元法制叢考》，頁 339。 
117 可參曾代偉，《金元法制叢考》，頁 315－330考訂有斬無絞說法的內容。 
118 曾代偉，〈蒙元刑制考〉，收入氏著《金元法制叢考》，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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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矛盾，只有斬刑卻同時出現處死、斬兩種處罰規定。蓋元代特殊的統治背景造

成這種奇妙又有趣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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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結語 

本章討論元代五刑體制中的流刑與死刑，透過資料考察比較後發現，元代的

流刑本質上較接近於遼代的流刑，與唐宋舊律無涉，是自蒙古舊俗中將人犯流放

邊地或送到前線出軍的刑罰發展而成，在金元之際「流刑一條似未可用」的狀況

下，扮演刑罰體系中罪不至死、特恩免死的重刑角色。可以說是蒙古制的流遠、

出軍刑侵奪原先漢地傳統五刑設計中流刑的功能，雖然這兩者在刑罰體系中地位

一樣，外型相似，實質內容卻大相逕庭。 

初期原多出於隨意性或臨時性的國家人力調遣，尚未形成制，但已將蒙古式

的出軍、流遠時適用於減死一等的重罪。日後成宗朝頒定〈強竊盜賊通例〉將其

正式納入刑罰體系之中，取代舊律流刑地位，也因此繼承了《金律》一罪二刑的

複式刑罰框架，如「徒一年，杖六十七」，兩種刑罰方構成完整徒刑徒一年之刑，

元代流刑至此定調為「杖一百七，流遠」或「杖一百七，出軍」這樣的複式刑罰

結構。 

針對盜賊重犯、累犯判決出軍、流遠。隨著〈舊賊再犯出軍〉、〈流遠出軍地

面〉等法令頒布，一步步形塑元代流刑的細部規定，依民族因素決定流放地，主

要針對盜賊贓重、累犯、及罪不及死的重刑犯或從犯。關於流刑的輕重方面，延

祐七年〈發付流囚輕重地面〉的法令，正式區分出軍、屯種刑的輕重。原先單純

的臨時任務性質轉化成制度依罪名輕重分任務，用漢地的法律規章處理蒙古制的

刑罰，這種狀況也發生在遇赦放還與否的問題上，放還與否的影響要素與唐宋舊

律相似。 

後來這樣蒙漢交雜的情況下，發展出另一種似流非流的遷徙（遷移）刑。誠

如陳高華所指出的，這個刑罰的設立與鄭介夫上言抑豪強有相關，但遷移刑並非

如陳氏所言將前代的「遷」和「移鄉」合而為一，而是以附加刑的手段強迫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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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犯下重傷害親屬的犯人，在本刑之外要求其流遠至一般流刑的流放地，禁止返

鄉，故遇赦亦不得放還。這個遷徙刑與一般正常流刑差異為遷移為附加刑，流為

正刑，判流刑需決杖一百零七下，後流放到出軍或種田任務的地點；遷徙的豪強

或將人毆至失明的罪犯，則是先處理鬬毆的杖刑，再強制流放離開故鄉。兩者乍

看之下相似，組成內容和法制設立過程不同。 

死刑方面，主要透過前人研究討論葉子奇「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

一語的可能性，死囚不加刑的原因可能有因皇帝意志或前線戰事、免死出軍或轉

服其他勞役。或者因有元一代皇帝多不長壽，加以皇位遞嬗快速，即位大赦次數

多，改元大赦機率極高，死囚獲得赦免的機率也高。另外尚有元代皇室時常作佛

事，作佛事每多以縱囚、釋囚來祈福，而所縱之囚不分輕重，犯行深重者如殺夫

的妻妾亦可被釋，真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 

死刑的執行面上，針對元代凌遲處死用在何種類型犯罪，比較並排比《元典

章》、《元史‧刑法志》所見凌遲的案例皆屬傳統舊律的「十惡」，凌遲處死多

針對十惡（大惡）中對國家社會危害較大的犯罪，如反抗國家統治的謀反、破壞

人倫長幼尊卑秩序的惡逆、違逆主僕名分的不義及殘忍支解人來祭鬼的不道，但

又不是符合上述「謀反」、「惡逆」、「不義」、「不道」就會以凌遲處置，如

同屬支解人的支解祭鬼的要判陵遲、支解食用則不見陵遲的紀錄，如同流刑或一

般死刑，凌遲有著強烈的隨意性與擅斷性，平心而論並沒有濫用這個殘酷的處死

方式。 

此外透過《元典章》與《至正條格》有關敲的條文，與《元史‧刑法志》相

對應的條文，駁正曾代偉提出「敲」一詞為杖殺之意，與元代曾普遍適用杖殺的

說法。除《元典章》戶部中緝捕私鹽時與官兵廝殺拒捕者可判敲，與兵部部分關

於陣前帶頭脫逃，或不聽號令者可判敲，可當作臨時處斷的就地正法，或擊斃罪

犯，有可能是杖殺，狀況緊急臨時處置，屬於不確定概念的處死，其他部分無論

是刑部的殺人案件、強盜、窩藏犯人、偷頭口、還是妄言、偽寫佛經，諸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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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敲字，均當處死解釋，並無特殊意涵。故「敲」一字是蒙古硬譯公文體翻譯

「處死」的固定用字如此而已。 

綜上所述，元代的流刑與死刑都時常出現皇權的擅斷性，常常是生死一線

間，但如前面所得的結論，元代在死刑上是採較寬鬆的態度，流刑方面多出於元

廷國家戰略需要實際的勞動力需求，也充分反映蒙古征服者的心態，在維持社會

穩定下儘可能壓榨勞動力與財富，死囚不死可流遠出軍增加可直接調配的人力資

源，但在部分謀反、惡逆、不道、不義的特殊犯罪時，則設有極刑凌遲處死來整

治。《元史‧刑法志》序言「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緩弛而不知檢。」

這句話用在流死兩刑上可謂中肯，以此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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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經過以笞、杖、徒、流、死五種刑罰設立原因與運用對象探討元代五刑體系

的建立。一如歷代王朝一樣，元代法制充滿著皇權擅斷的特色，除此之外創設過

程中還有三個重要因素─「世祖成憲」、「蒙古舊慣」以及「唐金舊例」交雜而成，

換句話說就是在世祖皇帝訂下的規模基礎上部份的「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

俗」。 

其中刑罰框架明顯是受「唐金舊例」制約，五刑之制完全保留唐以後定調的

外部框架，然而實質內容上卻大不相同。如笞、杖刑部分受「世祖成憲」天饒他

一下，地饒他一下，朕饒他一下的減三下恩惠，加上決杖最多不過一百零七，規

範了笞杖刑的架構。因時期的不同有當作替換舊律徒刑的刑罰，充作徒刑附加

刑，流刑附加刑等多面貌地運用方式。 

徒刑方面，國初因「世祖成憲」並不普遍行用徒刑，僅針對犯私鹽、偽鈔這

類事關國計的經濟犯罪，而後因世祖基於「蒙古舊慣」要求罪犯付出勞動力作為

賠償，故普遍行用在強竊盜賊犯罪上，恢復徒刑一般犯罪的施用，不過刑制受制

於金代自由刑一罪二刑複式刑罰結構，依舊延續一罪二刑的架構。直到大德年間

完成加徒減杖制度，將遼金兩代為人所詬病的一罪二刑問題作妥協性的處裡，利

用「唐金舊例」的折杖規定換算徒一年勞役可折擊杖數目，將一年勞役可抵銷的

決杖數抵銷掉，得到無法為一年役期抵銷的服役日數，這個無法抵銷的服役日數

換成決杖數，構成徒一年，杖六十七的元制新徒刑。雖說這個是元代新制，但運

算的過程仍受制於「世祖成憲」、「唐金舊例」兩因素。 

流刑方面，與其說受制於「唐金舊例」保留流刑位階，不如說「蒙古舊慣」

的流遠、出軍刑，取代中原漢地舊有的流刑，雖然是蒙古式的刑罰但運用時受制

「唐金舊例」，依然沿襲金制複式刑罰的面貌，呈現杖一百七，流遠、杖一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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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軍的外觀，對刑罰輕重、刑罰位階的安排、特赦與否的問題等，明顯參考舊律

流刑的要件，即便兩者迥不相侔。這樣如同鑲嵌玻璃馬賽克一樣地將蒙古元素與

漢地法律傳統等不同顏色的玻璃，拼湊成以「唐金舊律」規範好外框的圖形。 

至於死刑五刑圖中最後一塊拼圖，這一部分並沒有太多「蒙古舊慣」的色彩，

僅僅將原先「唐金舊例」的絞和斬兩刑，只留下斬並加上一個凌遲，又因「世祖

成憲」的影響，每歲作佛事縱囚、將死囚改判出軍或服其他勞役，真可謂海涵黎

元於春育之中。 

「世祖成憲」造成的後遺症，正如明代修元史時說其刑法得在仁厚，其失在

緩弛而不知檢，然訂大明律時不免參考元律，造成部分犯罪如犯姦、鬬毆等被迫

繼受元律刑制框設計而不自覺，通姦自《唐律》的徒罪降為杖罪，單純的拳手毆

傷自笞四十減至笞二十。因此如果不了解元律的設計，我們就不能理解明律為何

出現輕其所輕，重其所重的特色，其原因之一如同元初立制面臨的狀況一樣，為

刑罰框架的可用位階數目不一導致而成。元代的法律這時也變成鑲嵌明律圖像中

的一塊玻璃，原先有如逆滲透般強勢加之於漢地法律制度上的要素，也一樣被鑲

嵌進日後的明清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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