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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的死刑與暴屍、埋葬 

水間大輔 

秦漢時期設有「腰斬」、「磔」、「棄市」、「梟首」四種死刑，當時國家執

行這些死刑後，如何處理屍體？本文對處死後的暴屍與埋葬進行探討，從而考察其

意義。 

棄市原則上不暴屍，梟首與磔均暴屍。梟首僅暴頭顱，磔暴全身。磔廢止於西

漢景帝中元二年  (148 BC)，但此後仍然有時據皇帝臨時所下之詔對屍體施磔。據

秦及漢初的「夷三族之令」，在當腰斬之罪中，所犯之罪屬三族刑的情況下，執行

腰斬後，梟其首，菹其骨肉。漢初廢除夷三族之令，但此後仍然有時據皇帝詔對屍

體施以梟首或菹骨肉。相對於此，在當腰斬之罪中，所犯之罪不屬三族刑的情況

下，至少在景帝中元二年以前似乎暴全身，但其後原則上不暴屍體。  

暴屍的期限不明確，或許雖然大體以三日為標準，但實際由司法機構裁量或皇

帝詔等決定。 

處死後若不暴屍，則似乎原則上即可埋葬於墓。若暴屍，則似乎在暴屍後才可

以埋葬。但是在犯大逆不道罪的情況下，皇帝有時下詔禁止埋葬。  

當時國家實施暴屍、禁止埋葬的目的，在於威懾人們不敢犯罪，及藉此加重死

刑。暴屍與禁止埋葬為何均有這兩種效果？原因是對當時人來說，這些懲罰有以下

三個可惡之處：一、處死後的屍體讓人懼怕被處死；二、對暴屍本身的嫌惡、畏

懼；三、不能正常地舉行喪事。 

 

關鍵詞：秦漢 死刑 暴屍 埋葬 律令 

                                                 
* 中央學院大學法學部 



水間大輔 

 -194- 

綱目 

一‧前言 

二‧暴屍 

三‧暴屍的期限 

四‧死刑與埋葬 

五‧結語 

一•前言 

中國在近代以前，人死亡後一般就將屍體埋葬於墓中。但是，被處死者未必

立刻埋葬，屍體有時被暴於市等行人來往雜沓之處。日本學者冨谷至先生近年強

調，「暴屍」就是近代以前中國死刑的特點。1 

那麼，秦漢時期執行死刑後，如何處理屍體？本文擬具體探討的是處死後的

暴屍與埋葬。 

首先，眾所周知，秦漢時期會在處死後暴屍，但先前的研究似乎尚未釐清以

下兩個問題： 

第一，何種情況下施以何種暴屍？秦漢時期設有「腰斬」、「磔」、「棄

市」、「梟首」四種死刑，其中磔是張開屍體，梟首是懸掛頭顱。也就是說，

磔、梟首的名稱皆源自暴屍形態。這兩種死刑均暴屍，自不待言。那麼，腰斬與

棄市均不暴屍嗎？如果腰斬與棄市亦暴屍，應施以何種暴屍？ 

第二，暴屍是否設有期限？若然，則為期幾日？例如，後代的北齊律規定

「轘」、「梟首」等死刑均暴屍三日，秦漢時期又是如何？ 

其次，處死或暴屍後，如何處理屍體？漢代屢見這樣的例子，即禁止向被暴

的屍體號哭，及禁止擅自收殮被暴的屍體。可以說這種禁令事實上禁止埋葬屍

體，那麼當時國家在何種情況下發出這種禁令？ 

本文擬主要探討以上問題，從而考察暴屍與禁止埋葬的意義。 

                                                 
  1 冨谷至，〈究極の肉刑から生命刑へ—漢～唐死刑考—〉，初刊於氏編，《東アジアの死

刑》（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8），後收入氏著，《漢唐法制史研究》（東京：

創文社，2016），頁196-271；周東平譯，〈從終極的肉刑到生命刑——漢至唐死刑考〉，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律文化研究院編，《中西法律傳統（第 7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9），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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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暴屍 

在進入正題前，先來說明秦漢時期死刑的等級與概念。當時設有四種死刑，

即「腰斬」、「磔」、「棄市」與「梟首」。但其中梟首是執行腰斬或棄市後，

對屍體施加的，性質屬於所謂「附加刑」，而不屬「主刑」。 2 梟首僅施加於屍

體，不施加於活人，故從現代的觀點來說不屬於死刑。但是，先前的學者一般都

認為梟首是當時的死刑之一。尤其近年冨谷至先生提出了一個新觀點，即近代以

前中國的死刑有「活體的處死」與「屍體的處死」兩個要素；前者剝奪生命本

身，後者毀損屍體，秦漢時期的梟首等暴屍即屬後者。3 其說可從，故本文亦將

梟首視為當時的死刑之一進行討論。 

除梟首以外的死刑，由重到輕為腰斬、磔、棄市。但西漢景帝中元二年 (148 

BC) 廢除磔刑（詳後述），此後漢朝的死刑由腰斬、棄市及附加刑的梟首構成。

各種死刑的處死方式將在後文敘述。 

 

 

 

 

 

 

 

以上述觀點為基礎，下文分別探討這些死刑與暴屍的關係。 

（一）梟首 

梟首是懸掛頭顱，一般懸掛於木竿上。4 梟首特地以懸掛頭顱為刑罰名稱，

故所暴的身體部位應僅限於頭，而不含頭之下的身體。 

如上所述，梟首是執行腰斬或棄市後，對屍體施加的。關於梟首的問題，在

後面討論腰斬、棄市時再加以探討。 

                                                 
  2 關於先前的研究，參見水間大輔，《秦漢刑法研究》（東京：知泉書館，2007），頁 25-

28, 32-33；水間大輔，〈漢代「夷三族之令」考〉，收入朱騰、王沛、水間大輔等著，

《國家形態‧思想‧制度——先秦秦漢法律史的若干問題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

社，2014），下篇第三節，頁 182-193。 

  3 冨谷至，《漢唐法制史研究》，頁 258-261。 

  4 宋杰，《漢代死刑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42-43。 

景帝中元二年以前 景帝中元二年以後 

 重   腰斬 

    磔 

 輕   棄市 

   （+梟首） 

 重   腰斬 

 

 輕   棄市 

     （+梟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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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磔 

磔刑在當時的刑罰等級中輕於腰斬、重於棄市。5 磔之原意為張開屍體，即

暴屍，但法律中規定的磔刑還包括處死在內。也就是說，磔刑是由處死與暴屍構

成的刑罰。換言之，由主刑（處死）與附加刑（暴屍）構成。 6 梟首僅暴頭顱，

磔刑似乎暴全身。7 磔刑用何種手段處死尚不明，但冨谷至先生推測為斬首。 8 

假使如此，則應暴頭顱與頭顱之下的身體。 

《周禮‧秋官‧掌戮》云：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 

鄭玄注云： 

膊謂去衣磔之。9 

據此解釋，掌戮這一部門的職責之一是斬殺「賊諜」後，去掉衣服施「磔」。雖

然此處所說的「磔」是指一種暴屍方式，不屬於主刑，但是考慮秦漢時期磔刑的

暴屍方式時可參考。秦漢時期的磔刑亦或採用與此一樣的方式。《莊子‧則陽》

又云： 

〔柏矩〕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

曰：……。10 

老子的門人柏矩訪問齊國時，看見「辜人」，就推動屍體使之倒臥，脫下朝服覆

蓋他，為他號哭。清人俞樾指出「辜人」的「辜」為「辜磔」之意。11 《周禮‧

秋官‧掌戮》云： 

殺王之親者，辜之。 

                                                 
  5 水間大輔，《秦漢刑法研究》，頁 25-31。 

  6 水間大輔，《秦漢刑法研究》，頁 28-29。 

  7 冨谷至，《漢唐法制史研究》，頁 226。 

  8 冨谷至，《秦漢刑罰制度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98），頁 78-79；柴生芳、朱恒曄

譯，《秦漢刑罰制度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46。唐代以後對

「磔」還有別的解釋，一種解釋認為是撕裂身體致死，另一種解釋認為是撕裂屍體。然

而，沈家本論證這些解釋均站不住腳。參見沈家本，《刑法分考》（收入鄧經元、駢宇騫

點校，《歷代刑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二，〈磔〉。更進一步地說，磔在

當時的刑罰等級中輕於腰斬，連腰斬也僅截斷腰部，很難認為較其為輕的磔卻要撕裂身體。 

  9 上下引文俱見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三六，頁 1126。 

 10 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八下，頁 901。 

 11 俞樾撰，《諸子平議》（北京：中華書局，1954），卷一九，〈莊子三〉，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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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玄注云： 

辜之言枯也，謂磔之。12 

據此，辜是用「磔」使屍體乾枯。從這些記載來看，秦漢時期的磔刑亦可能是豎

立屍體直至乾枯。 

磔刑廢止於西漢景帝中元二年，漢朝同時又決定以後不要再施「磔」，如

《漢書》卷五〈景帝紀〉景帝中元二年條云： 

改磔曰棄市，勿復磔。13 

然而，其實景帝中元二年以後亦有施磔的例子： 

[1] 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14 

[2] 莽大喜，復下詔曰：「……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母

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長安都巿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

重疊，天氣和清，可謂當矣。……。」……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

都市。15 

[3] 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

等，五毒備極。……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

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16 

[4] 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

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17 

但是，很難認為這些記載均意味著磔恢復為正刑。這些磔只不過是執行腰

斬、棄市等主刑後對屍體施加的，與景帝中元二年以前的磔刑不同。以下逐一分

析。 

[1] 的內容是：西漢平帝時期，博士吳章被處以腰斬後，屍體「磔」於長安

東市門。王莽的長子宇與吳章合謀，夜裡將血塗在王莽的宅門上，偽裝成鬼神之

戒的樣子，企圖藉此使王莽驚懼，吳章即能乘此機會指出王莽的罪過。東窗事發

之後，除了吳章以外，王宇與衛氏亦被誅滅。考慮到此事件處罰嚴厲且牽連範圍

                                                 
 12 上下引文俱見《周禮注疏》卷三六，頁 1126。 

 13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145。 

 14《漢書》卷六七，〈云敞傳〉，頁 2927。 

 15《漢書》卷八四，〈翟方進傳〉，頁 3435-3437。 

 16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七七，〈酷吏列傳〉，頁

2499-2500。 

 17《後漢書》卷七七，〈酷吏列傳〉，頁 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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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王宇、吳章與衛氏一族似皆以「大逆不道」罪論處。大逆不道是指「欲顛覆

劉氏天下，改變漢朝的國家體制」的各種行為，包括對國家、皇帝的反叛、謀反

等行為。18 漢律規定，大逆不道的罪犯本人處以腰斬，其父母、妻子（妻子兒

女）與同產（同父的兄弟姊妹）均處以棄市，19 但實際上漢代常見超過此範圍的

親屬被處死的例子。 

[2] 的內容是：西漢孺子嬰時期，翟義之母練、兄宣及親屬二十四人皆被

「斬」，屍體被「磔」於長安街頭。翟義擁立嚴鄉侯劉信就帝位，對漢朝舉兵，

故其罪應屬於大逆不道。大逆不道的罪犯本人要處以腰斬，其父母、妻子、同產

皆處以棄市。本案是否按照法規處理尚不可知，在按照法規處理的情況下，母練

以下的親屬中，若有親身參與反叛者則處以腰斬，緣坐者處以棄市，此處所說的

「斬」包含腰斬與棄市；若他們全未參與反叛，則全處以棄市，「斬」僅指棄

市。無論如何，本案中執行腰斬或棄市後，對屍體施磔。 

在本案中，翟義之母練亦被施磔。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具律》云：  

女子當磔若要斬者，棄市。（第 88 號簡）20 

據這條律文，女子本來不應處以磔刑。但是，《二年律令》是漢初呂后二年 (186 

BC) 以前的律令，磔刑廢止於景帝中元二年 (148 BC)，在孺子嬰時期的律文中，

「磔若」二字已經被刪除，或形同具文。 

[3] 的內容是：東漢靈帝時期，宦官王甫在審訊時受拷問致死，其後屍體被

「磔」於洛陽夏城門。王甫並非被處死，此處所說的磔不是作為主刑使用，不過

是對屍體施加而已。 

[4] 的內容是：靈帝時期，王吉在擔任沛國相時，對待所有殺人罪犯，

「磔」其屍體於車上，至沛國所有屬縣進行示眾。殺人罪的法定刑是棄市，故此

處所說的磔應是處以棄市後對屍體施加的。 

綜上所述，景帝中元二年以後的磔，只不過是對屍體施加的附加刑。而且，

                                                 
 18 大庭脩，《秦漢法制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2），頁 125-136, 140（初刊於

1957）；徐世虹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7），頁 87-95, 98。 

 19《漢書》卷四九〈鼂錯傳〉云：「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

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巿。臣請論如法。」（頁

2302）卷五〈景帝紀〉景帝三年條，如淳注云：「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

市。」（頁 142） 

 20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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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景帝中元二年以後，法律亦沒有規定「磔」這種附加刑。對於  [4] 的王

吉實施的措施，《後漢書》說：「見者駭懼」，可見在當時也屬於反常的措施，

應不是依法處置。另外，《史記》卷一二二〈酷吏列傳〉太史公贊云：  

廣漢李貞擅磔人。21 

即酷吏李貞擅自對人施磔，亦表明當時法律中沒有關於磔的規定。 [1]、[2] 皆屬

於大逆不道的案件，如後所述，漢代對大逆不道罪犯的屍體施加各種懲罰，這種

懲罰未必有法律上的根據，[1]、[2] 中所加的磔大概亦屬於這種懲罰。 

（三）棄市 

棄市以處死於市為語源，22 處死方式是斬首。23 棄市是否暴屍？值得參考的

是東漢張俊一案。《後漢書》卷四五〈袁安列傳〉云： 

郎朱濟、丁盛立行不脩，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

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

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書奏而俊獄已報。廷尉將出穀

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廷尉鞠

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

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

肉。」 

〈袁安列傳〉又云： 

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洩省中語，策免。24 

《續漢書‧律曆志下》劉昭注引蔡邕上奏文云： 

蔡邕戍邊上章曰：「……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

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鞠，詔書馳救，〔減罪〕一等，輸作左校。」25 

綜合以上三條記載，本案概要為：東漢安帝時期，尚書郎張俊被以「漏洩省中

                                                 
 21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頁 3154。 

 22 東漢劉熙《釋名‧釋喪制》云：「市死曰棄市。市眾所聚，言與眾人共棄之也。」（據畢

沅，《釋名疏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據經訓堂叢書本影印），頁 261。 

 23 冨谷至，《漢唐法制史研究》，頁 199-219；水間大輔，《秦漢刑法研究》，頁 24, 81-82。 

 24 上下引文俱見《後漢書》，頁 1524。 

 25 司馬彪撰，劉昭注補，《續漢書》（收入《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3082- 

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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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問罪，受死刑判決，但臨到死刑執行時，減刑的詔書到達刑場，張俊因此得

以免死。值得關注的是，張俊向皇帝陳述的謝辭中有「廷尉鞠遣，歐刀在前，棺

絮在後」之語。鷹取祐司先生認為，「廷尉鞠遣」是指執行死刑前廷尉在死囚面

前宣讀其罪狀，「歐刀在前，棺絮在後」是指其時前面放著「歐刀」，後面放著

「棺絮」。26 歐刀是用來斬首的刀。27 文獻並沒有記載張俊具體處以何種死刑，

但歐刀用於斬首，故可知他被處以棄市。對於「歐刀在前，棺絮在後」的「前」

與「後」，鷹取先生似乎認為是指地方。即使如此，仍不能確定具體是指哪個地

方，但至少可知執行棄市時，刑場中備有用來收斂屍體的棺絮。如此說來，處死

後應立刻收殮，不太可能暴其屍體。但是，此處所說的「前後」或許不是指地

方，而是指時間先後。若然，則「歐刀在前，棺絮在後」只不過暗示處死後收斂

屍體，用以比喻處死一事，未必意味著處死後立刻收殮。但張俊在謝辭中又說，

由於減死詔書到達刑場，「喪車」便回去。據此，刑場中也置有運送棺材的喪

車。無論如何，由此可知執行棄市後就收殮屍體，並不暴屍。 

據前引 [4]，王吉將殺人罪犯棄市後，經常「磔」其屍體。但是，這屬於反

常的措施，棄市一般不磔屍體。《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列傳〉又云：  

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28 

東漢桓帝時期，東海國相黃浮將下邳縣令單宣處以棄市，並暴其屍。但是，這條

記載亦說：「郡中震慄」，可見這種措施仍屬反常，沒有法律上的根據。 

那麼，執行棄市後，是否連其頭顱都不暴？《二年律令‧賊律》云：  

賊殺人，鬭而殺人，棄市。（第 21 號簡）29 

子賊殺傷父母，奴婢賊殺傷主、主父母妻子，皆梟其首市。（第 34 號簡）30 

據第 21 號簡，「賊殺人」罪應處棄市。但是據第 34 號簡，在子賊殺父母、奴婢

賊殺主人的情況下，除了處以棄市，又附加梟首。如此，只有在法律特意規定的

情況下，執行棄市後施以梟首。反過來說，執行棄市後，一般不施以梟首。  

不過，在下列的漢代例子中，執行棄市後，卻對屍體施以梟首： 

                                                 
 26 鷹取祐司，〈漢代の死刑奏請制度〉，《史林》88.5 (2005)：116；李力譯，〈漢代的死刑

奏請制度〉，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編，《日本學者中國法論著選譯》（北京：中

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頁 118-119。 

 27 水間大輔，《秦漢刑法研究》，頁 23-24。 

 28《後漢書》，頁 2522。 

 29《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98。 

 30《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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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梟首。31 

[6] 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

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

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送車分散馳。

遂斬涉，縣之長安市。32 

[7] 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

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33 

然而，這些例子皆是因特殊原因施以梟首，不能據此認為當時執行棄市後總

是要施以梟首。以下逐一分析。 

[5] 的內容是：西漢武帝時期，丞相劉屈氂被處以腰斬，其妻被處以梟首。

本案詳見《漢書‧劉屈氂傳》。據此，劉屈氂的罪狀是與貳師將軍李廣利共同禱

告祭祀，想使昌邑王就帝位，劉屈氂之妻的罪狀是詛咒武帝，34 二人皆以大逆不

道罪處罰。漢律規定，大逆不道的罪犯本人處以腰斬，其父母、妻子、同產均處

以棄市。因此，劉屈氂之妻除了本人親自實行觸犯大逆不道罪的行為之外，還應

當緣坐丈夫所犯的大逆不道罪。但是，漢律與唐律一樣，有所謂「二罪從重」的

原則，即一人所犯二罪以上之罪俱發時，按重罪處刑。35 在當時的刑罰制度中，

腰斬重於棄市，故劉屈氂之妻本來應處以腰斬。 

不過，漢律又規定不對女子執行腰斬。如《二年律令‧具律》云： 

女子當磔若要斬者，棄市。（第 88 號簡）36 

實際上，漢代不見對女子執行腰斬的例子。據這條律文，劉屈氂之妻應當處以棄

市。雖然如此，[5] 中卻記為「妻梟首」，這並不意味著未處以棄市，而是意味

著對棄市附加梟首。也就是說，執行棄市後，對屍體施加梟首。為何施加梟首？

如後所述，對於大逆不道的罪犯，除了處以腰斬之外，往往還施以梟首等暴屍。

                                                 
 31《漢書》卷六，〈武帝紀〉，征和三年條，頁 210。 

 32《漢書》卷九二，〈游俠傳〉，頁 3718-3719。 

 33《漢書》卷九七上，〈外戚傳上〉，頁 3948。 

 34 詳見水間大輔，《秦漢刑法研究》，頁 33-36。 

 35《二年律令‧具律》云：「一人有數 罪殹（也），以其重罪罪之。」（第 99號簡，《二年

律令與奏讞書》，頁 132）《春秋公羊傳‧莊公十年》何休解詁云：「猶律一人有數罪，

以重者論之。」參見公羊壽傳，何休解詁，《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整

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七，頁 166。 

 36《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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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對劉屈氂之妻施以梟首的原因，不是當時執行棄市後總是要施以梟

首，而是對大逆不道罪的處罰。她因是女子而不受腰斬，但不能免於梟首。 

[7] 的情況也是類似。[7] 的內容是：武帝時期，女子楚服等人為陳皇后詛咒

武帝，因此被以大逆不道問罪，楚服被處以梟首。大逆不道罪本來當腰斬，但因

為楚服是女子，所以應減刑為棄市。然而，其所犯之罪當大逆不道，故不僅對楚

服處以棄市，而且附加梟首。 

[6] 的內容是：更始帝時期，原涉派賓客刺殺了西屏將軍申屠建的主簿尹

公。案發後，原涉的賓客們送他至獄，但申屠建派遣士兵在路上拘捕原涉，當場

斬殺他，並懸掛頭顱於長安之市。沈家本說，原涉的行為屬於漢律中「使人殺

人」之罪，本來當處以棄市；雖然如此，本案中卻附加梟首，這是不符合法律的

措施；申屠建怨恨原涉殺其主簿，因而採取這種非法措施。37 其說可從。也就是

說，梟首是申屠建為報復私仇而附加。 

綜上可見，在漢代，只有在法律特意規定及具某些特殊原因的情況下，才對

棄市附加梟首，在一般的情況原則上並不附加。 

（四）腰斬 

腰斬是截斷腰部的刑罰。腰斬被置於當時刑罰等級中最重的位置，適用於謀

反等屬於大逆不道的行為，及偽造皇帝之璽等行為。38 尤其是大逆不道的罪犯，

不僅本人要處以腰斬，其父母、妻子、同產也要處以棄市，即所謂「三族刑」。

又，《漢書》卷二三〈刑法志〉云： 

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

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

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39 

據此，秦及漢初設有名為「夷三族之令」的法規，即對於所犯之罪當三族刑（以

下稱為「三族罪」）的罪犯，首先施「黥」（在臉上刺青）、「劓」（割鼻）、

「斬左右趾」（割左右腳趾）與「笞」，然後殺死（處死方式是腰斬），梟其

首，菹其骨肉（將其骨肉剁成肉醬）於市。尤其是對誹謗、詈詛的罪犯，除了施

                                                 
 37 沈家本，《刑法分考》卷三，〈梟首〉，頁 123。 

 38《二年律令‧賊律》云：「偽寫皇帝信壐（璽）、皇帝行壐（璽），要斬以匀（徇）。」

（第 9 號簡，《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93） 

 39《漢書》，頁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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黥等刑以外，處死前還「斷舌」。40 施黥、劓、斬左右趾、笞與斷舌稱為「具五

刑」。除了漢初梁王彭越、淮陰侯韓信以外，秦丞相李斯亦受到這種處罰。41 

就暴屍而言，夷三族之令既然施以梟首，「菹骨肉」的對象應限於頭顱之下

的身體，不含頭顱。「菹其骨肉於市」之語表明「菹骨肉」的執行過程公開於

市，可以說頭顱之下的身體亦在當時暴於市。可能是在菹骨肉前後暴其屍體於

市，即在菹骨肉前暫時暴屍，在菹骨肉後暴肉醬。彭越的頭顱被懸掛於洛陽市

上，42 身體被剁成肉醬後分發給各地諸侯王，43 身體或許是在分發之前暫時與頭

顱一起暴於市。 

三族刑於呂后元年  (187 BC) 與文帝元年  (179 BC) 兩次被廢止，可以認為

夷三族之令亦同時被廢止。文帝後元元年  (163 BC) 至七年 (157 BC) 間的某個

時間點，再次制定三族刑，其後持續到東漢末期，44 然夷三族之令似乎不曾恢

復。45 但是，此後仍能見到對三族罪罪犯的屍體施以梟首之例，又從某些記載也

可窺見其後依然存在菹骨肉這種懲罰。關於菹骨肉，《後漢書》卷八五〈東夷列

傳〉云： 

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葅醢，以示百姓。」46 

東漢初期，多次進攻漢朝的句麗王遂成向漢朝投降時，詔書說：遂成之罪本來當

「斬斷葅醢」（實際上因赦令而免刑）。除此以外，《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

                                                 
 40 關於夷三族之令的解釋，參見水間大輔，〈漢代「夷三族之令」考〉，頁 182-193。此前

一般認為「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的意思是先施黥、劓與斬左右止，然後用笞打死。但

是，筆者認為是先施黥、劓、斬左右止與笞，然後處死，處死方式應是腰斬。 

 41 關於李斯，《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云：「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

市。」（頁 2562）但是，文獻沒有記載如何處理李斯的屍體。關於韓信，《史記》卷九二

〈淮陰侯列傳〉云：「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頁 2628）即呂后與蕭

何用計謀將韓信召喚至朝廷並捕獲，不押送到市而在長樂宮鍾室斬殺他。由此可以認為，

韓信未被施五刑，而是立刻被處死。 

 42《史記》卷一〇〇〈欒布列傳〉云：「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

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頁 2733） 

 43《史記》卷九一〈黥布列傳〉云：「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頁

2603） 

 44 關於秦漢時期三族刑的變遷，參見水間大輔，〈漢初三族刑的變遷〉，初刊於《廈門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6：65-70，後收入朱騰、王沛、水間大輔等著，《國家

形態‧思想‧制度》下篇第二節，頁 172-182。 

 45 水間大輔，〈漢代「夷三族之令」考〉，頁 189-190。 

 46《後漢書》，頁 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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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傳〉又云： 

敢請菹醢之罪。47 

西漢景帝時期，膠西王劉卬參與吳楚七國之亂，後來向漢軍投降，上引的記載是

當時膠西王向漢軍陳述的求降之言。 

如前所述，可以認為景帝中元二年以後，對屍體施加磔沒有法律根據。那

麼，廢除夷三族之令以後，對三族罪罪犯施以梟首或菹骨肉，是否有法律根據？

《晉書》卷三〇〈刑法志〉引三國魏「新律序略」云：  

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

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

臨時捕之，或汙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48 

即三國魏時，對於「謀反大逆」的罪犯，施以梟首或菹骨肉，但律令並未規定這

些措施。沈家本認為這是繼承漢朝的制度， 49 其說應可從。50 《漢書》卷七〇

〈陳湯傳〉云： 

廷尉增壽議，以為「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為罪。」51 

據此，對於屬於不道的罪，至少在西漢成帝時期沒有定法，按所犯案件的輕重決

定處罰。其實，漢律中並不是沒有不道罪的處罰規定，如大逆不道的罪犯本人要

處以腰斬，其父母、妻子、同產均處以棄市。但是，漢律未必規定懲治不道罪的

所有方法，對大逆不道的罪犯使用的梟首、菹骨肉等措施，大概都屬於「不道無

正法」，未明確規定於律中，而是按所犯案件的輕重施加。如前所述，翟義的親

屬因大逆不道罪被處死，吳章似亦如此，他們的屍體均被「磔」。此處的

「磔」，性質亦與梟首、菹骨肉一樣，應是按犯罪案件的輕重施加的。  

這種措施可以認為是根據皇帝臨時發出的詔。實際上，漢代皇帝有時用詔指

定具體處死方式。例如，《漢書》卷六六〈劉屈氂傳〉云： 

有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52 

                                                 
 47《史記》，頁 2835。 

 48 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925。 

 49 沈家本，《刑法分考》卷一，〈夷三族〉，頁 74。 

 50 筆者曾說過，漢朝在廢除夷三族之令以後，是否再次將梟首與菹骨肉規定為三族罪的法定

刑，尚不清楚。參見水間大輔，〈漢代「夷三族之令」考〉，頁 191-192。但筆者今將此

解釋改為以下所述。 

 51《漢書》，頁 3026。 

 52《漢書》，頁 2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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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劉屈氂，武帝特意下詔命令將他放在「廚車」遊街示眾，然後處死。廚車是

載運食品的車，53 本來不是用來押送囚犯。另外，《後漢書》卷六〈孝質帝紀〉

永憙元年條，李賢注引《東觀記》云： 

傳勉頭及所帶玉印、鹿皮冠、黄衣詣洛陽，詔懸夏城門外，章示百姓。54 

東漢質帝時期，馬勉自稱「黃帝」，發動叛亂，朝廷下詔命令將他的頭顱、玉

印、鹿皮冠與黃衣懸掛於洛陽夏城門外。《後漢書》卷九〈孝獻帝紀〉建安三年

條，李賢注引《獻帝起居注》云： 

傳傕首到許，有詔高懸之也。55 

卷七二〈董卓列傳〉，李賢注引《典略》又云： 

傕頭至，有詔高縣之。56 

東漢末期，李傕的頭顱送到許昌後，獻帝下詔命令將其懸掛在高處。  

以上探討的是三族罪的情況。那麼，犯三族刑以外之罪處以腰斬的情況下，

是否暴屍？這種情況下暴屍的例子不見於文獻記載，但可以推測如下。首先，景

帝中元二年以前，磔刑的等級較腰斬為輕，連磔刑都暴全身，可以認為腰斬原則

上亦暴全身。然而，景帝中元二年廢除磔刑，禁止對屍體施磔，其後至少在法律

上，執行腰斬後不應暴屍體全身。並且，廢除夷三族之令以後，對於三族罪的罪

犯，要皇帝發出詔令才會施以梟首，故若是因三族刑以外的罪處以腰斬，不應施

以梟首。也就是說，景帝中元二年以後，在犯三族刑以外之罪處以腰斬的情況

下，原則上不暴屍體。 

三‧暴屍的期限 

關於處死後暴屍到何時，《隋書》卷二五〈刑法志〉云： 

凡惡逆，肆之三日。57 

保定三年 (563) 公布的北周律規定，犯「惡逆」罪，處死後暴屍三日。又云： 

                                                 
 53《漢書‧劉屈氂傳》顏師古注云：「廚車，載食之車也。」（頁 2883） 

 54《後漢書》，頁 277。 

 55《後漢書》，頁 380。 

 56《後漢書》，頁 2343。 

 57 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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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死，重者轘之，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58 

河清三年 (564) 公布的北齊律規定，在處以「轘」或「梟首」的情況下，原則上

暴屍三日。在留存至現代的文獻中，這些均是制度所規定暴屍期限的最早之例。  

那麼，秦漢時期是否亦設有這種制度？秦漢時期的文獻中並未見到規定暴屍

期限的法規，且提到暴屍期限的實例僅有二例。一例見於兔子山遺址九號井出土

的簡牘中： 

十月己酉，劾曰：女子尊擇不取行錢，問辤（辭）如劾，鞫審。●己未，

益陽守起、丞章、史完論刑 尊市，即棄死市盈十日，令徒徙棄冢間。

（3‧2）59 

兔子山簡牘包含戰國楚簡與秦簡，從書體與法律用語來看，可以認為該木牘屬於

秦簡。60 這似乎是司法文書，記載益陽守等人執行刑罰，將女子尊處死於市，棄

屍體於市十日，61 然後派徒移徙屍體棄於墓地。「棄死市盈十日」應是指暴屍於

市十日。「論刑 尊市」的「 」，圖版上的文字模糊不清，可能是「磔」字，

也可能是其異體字或通假字。如前所述，《二年律令》規定不對女子執行磔，但

秦時可能未設有這種規定。實際上，秦二世皇帝時，公主十人均被處以磔。62 

另一例是杜喬案。東漢桓帝時，太尉杜喬死於獄中，屍體暴於洛陽城北。杜

喬的故吏楊匡偽裝成亭吏，保護杜喬的屍體免於蠅蟲。經過十二日之後，都官從

事逮捕楊匡，奏上楊匡所為，但梁太后不論楊匡之罪。楊匡上書請求收殮杜喬的

                                                 
 58《隋書》，頁 705。 

 59 兔子山遺址九號井簡牘是 2013年自湖南省益陽市赫山區出土的簡牘。簡號、釋文根據湖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陽市文物處，〈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九號井發掘簡報〉，《文物》

2016.5：43-44。此簡報中不僅載有該木牘的釋文，而且載有比較清晰的黑白圖版。 

 60 該木牘 3‧2 出土於第九號井中的第三層。此層中除了該木牘以外，僅出土一枚木牘 3‧

1。3‧1 中載有秦二世皇帝元年 (209 BC) 十月、十一月的日期。因此，3‧2 或許亦寫作

於前後時期。另，3‧2 開頭有「十月己酉」、「己未」等日期，但二世皇帝元年十月為乙

亥朔，參見張培瑜、張春龍，〈秦代曆法和顓頊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

耶發掘報告》（長沙：嶽麓書社，2006），頁 735-747。可知這些日期至少不屬於二世皇

帝元年。 

 61 「棄死市」，曹旅寧先生認為是指棄市。參見〈湖南益陽兔子山九號井秦簡所見一條秦代

「棄市」資料〉，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655，發布時間

2016.10.29)。但是筆者認為「棄死市」只不過是指棄屍體於市，與作為刑罰的棄市沒有關

係。 

 62《史記》卷八七〈李斯列傳〉云：「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頁

2552）《索隱》云：「矺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頁 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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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體，為太后所允諾。63 據此，杜喬的屍體至少被暴十二日，如果楊匡不上書，

暴屍的期限就會更長。 

暴屍期限僅見於以上二例，無法以此二例討論秦漢時期一般的暴屍期限。但

是，值得關注的是，前後的時代皆可見暴屍三日的例子。首先，《周禮》載有處

死後暴屍三日的制度。《周禮‧秋官》云： 

協日刑殺，肆之三日。64 

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65 

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66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67 

《周禮》所見制度不能視為周代本身的制度，但《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二年》

有一個與此相關的實例： 

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

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68 

楚康王在朝廷殺死令尹子南，子南的家臣請求子南之子棄疾，讓他們從朝廷上將

子南的屍體搬出來，但棄疾以「君臣有禮」為由，三日後才向康王請求收屍，為

康王所允諾。從這段記載可知，子南被殺死後，屍體一直留置朝廷，但不能確定

是否暴屍。然而，先秦時期處死貴族後，有時暴屍於朝廷，69 因此在這三日之

間，子南的屍體應暴於朝廷。對於上引《周禮‧秋官‧鄉士》的記載，鄭司農注

認為子南的案件正可當其實例。70 「君臣有禮」似乎暗示當時存在一種默認、社

                                                 
 63《後漢書》卷六三〈杜喬列傳〉云：「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

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

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

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

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

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鈇鑕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

喪還家，葬送行服。」（頁 2093-2094） 

 64《周禮注疏》卷三五，〈秋官‧鄉士〉，頁 1088。 

 65《周禮注疏》卷三五，〈秋官‧遂士〉，頁 1091。 

 66《周禮注疏》卷三五，〈秋官‧縣士〉，頁 1093。 

 67《周禮注疏》卷三六，〈秋官‧掌戮〉，頁 1127。 

 68 左丘明傳，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2000），卷三五，頁 1128。 

 69 宋杰，《漢代死刑制度研究》，頁 10-21。 

 70《周禮‧秋官‧鄉士》鄭司農注云：「肆之三日，故《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



水間大輔 

 -208- 

會規範或習慣，認為處死後三日之間應該暴屍。71 

三國時期以後亦可見暴屍三日的例子。例如，魏國的王淩與令孤愚的屍體均

暴於市三日。72 西晉時，齊王司馬冏的屍體被暴於西明亭，經過三日也無人敢收

葬。齊王的故吏荀闓、李述、嵇含等人上奏請求收殮它，為朝廷所允諾。73 這似

乎表明暴屍三日的制度或習慣當時已經確立。 

既然秦漢前後的時代均存在暴屍三日的制度或習慣，秦漢時期豈不是也應與

此相同？放馬灘秦簡《丹》的記載提供些許暗示： 

■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謁御史：大梁人王里□徒曰丹，□今七年，丹

【刺】傷人垣雝里中，因自【刺】殹，□之于市三日，葬之垣雝南門外。

（第 1-2 號簡）74 

「□之于市三日」的「□」字原來釋為「棄」，《秦簡牘合集》據殘筆認為或是

「陳」。75 若「陳」字是正確的，則上引記載的內容是：一個名為丹的人在垣雝

                                                 
《論語》曰：『肆諸市朝』。」（《周禮注疏》卷三五，頁 1088） 

 71 另，《孔子家語‧始誅》云：「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於是朝政七日而

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參見王肅注，《孔子家語》（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明覆宋刊本影印），頁 4-5。然而眾所周知，有些觀點認

為流傳到現在的《孔子家語》是由三國魏王肅偽作的書。即使不是由王肅偽作，而是由西

漢孔安國編纂，也不能斷定上引記載屬於史實。內容與此相同的記載還見於《荀子‧宥

坐》、《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與《說苑‧指武》，但皆沒有提到暴少正卯屍體的事。 

《墨子‧號令》云：「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孫詒讓認為，「死上目行」是「死三日

」之誤。參見孫詒讓撰，《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五，頁 569。

若然，則戰國時期亦存在「應該暴罪人屍體三日」的觀念。 

 72《三國志》卷二八〈魏書‧王淩傳〉云：「朝議咸以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

追戮，陳屍斲棺，載在方策。淩、愚罪宜如舊典。乃發淩、愚冢，剖棺，暴屍於所近市

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參見陳壽撰，《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

1959），頁 758-759。 

 73《晉書》卷三九〈荀勖列傳〉云：「冏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

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頁 1159）卷五九〈齊王冏列傳〉云：「暴冏尸

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斂。冏故掾屬荀闓等表乞殯葬，許之。」（頁 1610） 

 74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秦簡牘合集‧釋文

注釋修訂本（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頁 181。 

 75《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肆）》，頁 182。另，李學勤先生、曹旅寧先生均認為

「棄之于市三日」是指棄市。參見李學勤，〈放馬灘簡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4：

44-45；曹旅寧，《秦律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182-183。相對

於此，宋杰先生認為這不是指棄市。參見宋杰，《漢代死刑制度研究》，頁 127-131。按，

雖然宋先生舉出的論據也有筆者不能同意之處，但筆者贊同「棄之于市三日」不是指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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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中刺傷人，隨後自刺死亡，屍體被暴於市三日，然後埋葬於垣雝里南門外。宋

杰先生認為，丹犯了罪，卻未服刑而身死，故屍體為官府所暴。76 然而丹所犯屬

於傷害罪，不當判處死刑，屍體不應被暴。或許是被害方強烈地怨恨丹，因而擅

自暴其屍於市三日。也就是說，丹的屍體不是國家所暴，而是被害方動用私刑，

暴其屍作為報復。動用私刑暴仇人的屍體，或對屍體加以毀壞，屢見於近代以前

的中國。漢代亦有例子，如淮陽都尉尹齊病死時，仇家要燒毀他的屍體。77 東漢

時，趙王劉乾有一奴名為金，與亭佐孟常爭吵，用刃具傷害常，為部吏追趕，金

反而絞殺部吏，將其屍體懸掛在路旁的樹木上。78 雖然《丹》提到的事件是被害

方為了報復而暴屍，然似乎由於刑罰的暴屍期限一般為三日，丹的屍體亦在三日

後埋葬。 

即使秦漢時期處死後一般暴屍三日，也不能確定這是出於法規，還是屬於習

慣、慣例。並且，上文所述的暴屍期限，有兔子山秦簡 3‧2 的十日、杜喬案的十

二日以上，未必限於三日。或許暴屍的標準期限為三日，但實際執行的期限由司

法機構的裁量或皇帝之詔等決定。北齊時亦可見這種情況。雖然北齊律規定暴屍

三日，但武平五年 (574) 北齊高思好投水自殺後，屍體被暴七日。79 

對於兔子山秦簡 3‧2 的解釋，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即「十日」不是暴屍的期

限，而是遺屬或故人收屍的期限。處死後暴屍三日，雖然第四日以後亦繼續暴

屍，但從第四日至第十日之間，遺屬等人可以隨時收屍。在該案件中，直到第十

日，皆無人收葬女子尊的屍體，故益陽縣將其丟棄於墓地。從「盈十日」的表現

來看，「十日」似乎屬於某種標準。但是如上所述，暴屍的標準期限可能是三

日，故此「十日」是暴屍標準期限的可能性不大。「十日」是否為當時法律上或

習慣上的收屍期限？由於史料不足，目前不能斷定。 

                                                 
的觀點。 

 76 宋杰，《漢代死刑制度研究》，頁 131。 

 77《史記》卷一二二〈酷吏列傳〉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

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頁 3151） 

 78《後漢書》卷一四〈宗室四王三侯列傳〉，李賢注引《東觀記》云：「……乾私出國，到

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

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屍道邊樹。」（頁 559） 

 79《北齊書》卷一四上〈洛王思宗列傳〉云：「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烹尚之於鄴

市。」參見李百藥撰，《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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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死刑與埋葬 

《禮記》等禮書有關於葬禮與埋葬的記載，但沒有涉及被處死者如何埋葬。

然而，對待被處死者的屍體，應該做與平常不同的處理，這種想法似乎自古以來

即已存在。例如，《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云： 

簡子誓曰：「……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

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80 

晉趙鞅（趙簡子）在與鄭軍交戰前，自己立誓如下：若戰敗有罪，則我要受絞

刑，屍體收於厚三寸的桐木棺，不要加外槨，用沒有裝飾的車馬運棺材，不要埋

葬於墓地中。 

又，《周禮‧春官‧冢人》云： 

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鄭玄注云： 

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81 

據鄭玄注，不入墓地的對象是未勇敢戰鬭而戰死之人。此解釋是否正確尚不明，

無論如何，連這一類人的屍體也不入墓地，可以據此推測至少在《周禮》設想的

世界中，被處死者也不能入墓地。 

那麼，秦漢時期如何處理？首先值得關注的是，東漢桓帝時期太尉李固被處

死一案。大將軍梁冀忌憚李固的名聲，陷李固於罪，將他處死，並暴其屍於十字

大街上。梁冀下令，有敢向李固屍體哭臨者，加罪處罰。李固的弟子郭亮冒處死

的危險上書，請求收李固的屍體，但不被允許，於是前往李固的暴屍之處號哭並

服喪，不肯離去。南陽人董班也向李固的屍體號哭，不肯離去。上文提到的楊匡

亦向梁太后上書，請求收杜喬與李固的屍體。梁太后憐憫他們，不予處罰，並允

諾埋葬李固。82 

                                                 
 80《春秋左傳正義》卷五七，頁 1863-1866。 

 81 上下引文俱見《周禮注疏》卷二二，頁 668。 

 82《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列傳〉云：「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

遂誅之。時年五十四。……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

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

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

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

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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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可見，若郭亮等人不上書，李固的屍體即會繼續受暴，連埋葬也不被允

許。然而，李固似乎沒預料到自己的屍體會受到這般處置。《後漢書》卷六三

〈李固列傳〉李賢注有以下記載： 

固臨終，勑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殮於本郡墝埆之地，不得還墓塋，污

先公兆域。見《謝承書》也。83 

據此，李固臨刑前命令子孫，以厚三寸、沒有裝飾的棺材收殮自己的屍體，在頭

部戴上幅巾，殯殮於故鄉郡內的荒地，不可入葬李氏一族的墓地，以免污染先公

的墓地。這應是仿照上引《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記載的措施。從李固特意命

令不要葬於家族墓地可知，他心知若不這麼做，死後屍體理當入葬於家族墓地。  

不過，後來李固的屍體被暴，連弟子欲收屍也難以得到許可，這是李固始料

未及的。為何發生這種情況，原因可能是李固所犯之罪在法律上並未禁止埋葬屍

體，也可能是法律中本來就沒有禁止埋葬屍體的規定。禁止埋葬李固屍體的命令

在他死後才發出，他自身無從得知。 

關於禁止埋葬的問題請容後述，至少從本案可知，被處死者一般亦可埋葬於

家族墓地。在上引張俊一案中，若張俊被處以棄市，則立刻用絮包裹屍體，收於

棺材，用喪車將屍體送到故鄉，埋葬於同族之墓。李肅被處死一案似乎可作為實

例。東漢桓帝時期，南郡太守李肅被處以棄市，曾為李肅所推舉的孝廉陸康，收

李肅的屍體於棺，送至李肅的故鄉潁川郡，84 應是將其埋葬於家族的墓地。 

又有以下的例子。西漢中期，東海郡的一個寡婦因殺死其姑而被處死，此事

實屬冤案。其後東海郡連續乾旱三年。新到任的太守殺牛親自祭此寡婦的冢墓，

並刻墓碑表彰她，天就立即下大雨，穀物結實。85 此寡婦不明具體被處以何種死

                                                 
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

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頁 2087-2088）卷六三〈杜喬列

傳〉云：「匡於是帶鈇鑕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頁 2094） 

 83《後漢書》，頁 2087。 

 84《後漢書》卷八六〈南蠻列傳〉云：「帝聞之，徵肅弃市。」（頁 2834）《三國志》卷五

七〈吳書‧陸績傳〉，裴松之注引謝承《後漢書》云：「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

潁川，行服，禮終。」（頁 1328） 

 85《漢書》卷七一〈于定國傳〉云：「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

不肯。……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

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

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

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於是太守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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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且現在可知的漢律令中不見關於殺死姑之罪的法規。然而，《二年律令‧賊

律》云： 

婦賊傷、毆詈夫之泰（大）父母、父母、主母、後母，皆棄市。（第 40 號

簡）86 

據此，妻僅「賊傷」、毆打或罵夫之母，要處以棄市這一極重的刑罰。《二年律

令‧告律》又云： 

子告父母，婦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聽而棄告者市。（第 133

號簡）87 

這條律文規定，妻告夫之母所犯之罪，要處以棄市。尤其在此條文中，妻對夫之

母的地位等於子對父母的地位、奴婢對主人的地位。殺人罪一般要處以棄市，但

從以上各點來看，妻殺死夫之母的情況，可能與子、奴婢殺死父母、主人的情況

一樣，不僅處以棄市，而且附加梟首。如《二年律令‧賊律》云： 

子賊殺傷父母，奴婢賊殺傷主、主父母妻子，皆梟其首市。（第 34 號簡）88 

若然，則此寡婦被棄市、梟首後，埋葬於冢墓。也就是說，即使被處以梟首，屍

體也可以埋葬。此寡婦或許被梟首三日，然後埋葬於冢墓。但是，她被以殺死姑

問罪，故不應埋葬於夫家一族的墓地，可能是埋葬於父母家的墓地，也可能是憐

憫她的朋友等人將她埋葬於某地。另外，據本案可知，即使不是像李固、張俊與

李肅那樣的高官，在處死後也可以埋葬。反過來說，處死後可埋葬並不是高官的

特權。 

根據以上史料，當時法律似乎並不限制埋葬被處死者的屍體。然而，另一方

面，國家有時並不允許用一般的方式埋葬被處死者，甚至不允許埋葬屍體。首先

看前者，就有以下例子： 

[8] 〔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

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

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

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

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

                                                 
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頁 3041-3042） 

 86《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106。 

 87《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146。 

 88《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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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

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百日

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89 

[9] 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90 

[8] 的內容是西漢成帝時期，長安縣令尹賞為了改善長安的治安而採用的措

施。據此，尹賞一舉逮捕長安中的數百名輕薄少年、惡子，劾以「通行飲食羣

盜」之罪，將他們投入「虎穴」（一種監獄，即地上挖方一丈、深一丈的坑，其

上設墻垣，用大石頭蓋在洞口）中。數日後，他們皆死亡，於是將屍體用車搬出

來，掩埋於寺門華表的東面，並插木樁，寫其姓名。一百日後，才讓他們的家屬

收其屍體。在本案中，屍體最後還給遺屬，但掩埋於官署旁邊達一百日。「瘞寺

門桓東」的「瘞」，《說文解字‧土部》云： 

瘞，幽薶也。91 

也就是說，是指隱而埋之。這大概不是一般的埋葬方式，屍體未收於棺，直接埋

進地下。 

[9] 的內容是：東漢靈帝時期，沛國相王吉嚴格查禁犯罪，若有人生下孩子

而不撫養，王吉就將孩子的父母處斬，用土與荊棘一起掩埋。用土與荊棘一起掩

埋應是一種懲罰，意謂死後屍體亦永遠遭受荊棘之刺。由此可以認為，王吉採用

的埋葬方式亦不收屍於棺，而是直接埋在地下。 

以上二例皆是特意記載，以酷吏聞名的尹賞與王吉，如何實施嚴厲的犯罪查

禁與處罰，不能將這種特殊例子視為一般情況。反過來也可以認為，一般並不採

用這種措施，被處死者的遺屬等人可以正常地埋葬其屍體，對於埋葬並沒有限

制。 

然而，上引兔子山秦簡 3‧2 中似乎亦沒有正常地埋葬。在 3‧2 中，女子尊

被處死後暴屍於市十日，然後派徒搬運她的屍體，「棄冢間」。此處可參考的是

秦代強制勞動者的墓葬，即秦始皇陵西側趙背戶村居貲墓，與秦始皇陵區修陵人

亂葬坑。被葬者均在修築秦始皇陵時死亡，除了刑徒以外，還有「居貲」者與從

事徭役的自由人。居貲是被判處貲甲盾刑的人，因無錢入繳而以勞役代償。墓葬

                                                 
 89《漢書》卷九〇，〈酷吏傳〉，頁 3673。 

 90《後漢書》卷七七，〈酷吏列傳〉，頁 2501。 

 91 許慎撰，《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據清同治十二年 [1873] 番禺陳昌治

刻本影印），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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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大多惡劣，墓坑中均沒有棺材及隨葬品，有的人骨附帶刑具。有的墓坑內

部埋有多具屍骨，這些屍骨相互疊壓，擺放凌亂。92 連刑徒、居貲者與自由人亦

受到這種惡劣待遇，被處死者的待遇不應優於他們。兔子山秦簡 3‧2 中所說的

「棄冢間」，應亦採用如秦始皇陵居貲墓與修陵人亂葬坑那樣的埋葬方式，即未

將屍體收殮於棺，就直接埋入墓坑內，墓坑內部還可能埋葬不只一具屍體。此

「冢間」是罪人專用的墓地，或是離市最近的墓地。因為益陽縣派徒去墓地丟棄

屍體，遺屬等人並沒有收屍，所以該墓地不應是死者的家族墓地。 

那麼，為何女子尊的屍體被棄置於墓地？關於此問題，可參考侯旭東先生對

漢魏洛陽故城南郊東漢刑徒墓的觀點。洛陽刑徒墓每人皆有獨立墓坑，墓坑中似

乎原來均有棺材與墓誌磚，墓葬情況比秦始皇陵居貲墓與修陵人亂葬坑好得多。

侯先生認為，洛陽刑徒墓地是官府為亡故刑徒設置的臨時性寄葬墓地，本意是希望

死者家人得知消息後再將屍體遷葬故里。93 但是，實際上墓坑中出土不少屍骨，

這意味著只有少數屍體被遷走，多數仍留在原地。侯先生就此指出兩個原因：一

是死者的家人不願意遷骸歸葬；當時有受過徒刑之人不能進入墓地的觀念，這

種心理恐怕也會影響家人如何對待身死外地的刑徒；二是遷骸所需費用不菲。94 

侯先生又認為，這種制度形成於東漢光武帝中晚期，此前官府對於為官府勞

役而死的刑徒、百姓處置草率。95 據此，秦始皇陵居貲墓與修陵人亂葬坑均沒有

臨時性寄葬墓的性質，或此種性質不大。在洛陽刑徒墓中，有些墓坑內發現二塊

墓誌磚。侯先生指出一種可能性，即其中之一原來可能就是放置在封土外，起到

墓表的作用。96 雖然秦始皇陵居貲墓中亦出土不少墓誌瓦，但秦始皇陵修陵人亂

葬坑中沒有發現。埋葬後沒有墓誌，遺屬等人就不能找到屍體。而且，有些墓葬

中的屍骨相互疊壓，即使有墓誌也沒有作用。 

既然秦始皇陵居貲墓、修陵人亂葬坑均沒有寄葬墓的性質，或此種性質不

                                                 
 92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秦始皇陵西側趙背戶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3：1-

11；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潼縣文物工作隊，《秦陵徭役刑徒墓》（西安：陝西旅遊出版

社，1992），頁 1-70；始皇陵考古隊，〈秦始皇陵區發現陶窯遺址及修陵人亂葬坑〉，

《中國文物報》2003.05.07。 

 93 侯旭東，〈東漢洛陽南郊刑徒墓性質及法律依據——從《明鈔本天聖令‧獄官令》所附一

則唐令說起〉，初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2.1 (2011)：1-42，後收入氏

著，《近觀中古史：侯旭東自選集》（上海：中西書局，2015），頁 182-208。 

 94 侯旭東，《近觀中古史》，頁 204-206。 

 95 侯旭東，《近觀中古史》，頁 200-204。 

 96 侯旭東，《近觀中古史》，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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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棄置女子尊的墓坑應亦沒有這種性質。但是，女子尊的屍體被丟棄於墓地的

原因，是不是與收屍有關呢？也就是說，可能是因為被處死者的遺屬等人不來收

其屍。筆者在第三部分提出一個可能性，即處死後第四日至第十日之間，遺屬等

人可以收屍（參見頁 209）。即使不然，也可能是在十日後（即暴屍結束後）遺

屬可以收屍。不過女子尊的遺屬等人不來收屍，故屍體被棄置於墓地。無論如

何，對於遺屬為何不收屍，以侯旭東先生的觀點為基礎，可以舉出兩種可能性：  

其一，女子尊在外地處死，暴其屍的市離遺屬居住地很遠，遺屬不能來收

屍，也無法搬運屍體。搬運屍體的距離愈長，則需要愈多勞力或費用。秦漢時期

的刑事程序原則上首先由案發地的縣道執行，97 但縣道無權作出死刑判決，必須

向所屬之郡呈報。郡守命都吏再次審理，都吏向郡守呈報其結果。郡守與丞均審

查都吏的報告，如果判斷應當論處，則通知縣道執行死刑。98 女子尊可能不是益

陽縣人，她犯罪後在益陽縣被逮捕，然後在該縣被處死，故遺屬不能來收屍。  

其二，遺屬不願意收屍。連一些刑徒的遺屬也不願意收其屍，何況是被處死

者的遺屬。 

此外，還可以指出另一種可能性，即與所謂「收」的制度有關。秦代實施此

種制度，即對於犯完城旦或耐鬼薪以上之罪者，國家沒收其妻子兒女、財產與田

宅，將妻子兒女充作官奴婢。99 官奴婢應不能去收屍，且他們的財產、田宅被沒

收，應缺乏搬運屍體的費用。 

從洛陽刑徒墓的情況來看，漢代亦可能有被處死者的遺屬不收其屍的情況。

                                                 
 97 宮宅潔，〈秦漢時代の裁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より見た—〉，《史林》81.2 

(1998)：43-46；徐世虹譯，〈秦漢時期的審判制度——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籾

山明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 1 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頁 296-299。 

 98《二年律令‧興律》云：「縣道官所治死罪及過失、戲而殺人，獄已具，勿庸論，上獄屬

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毋害都吏復案，問（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丞謹掾，當論，乃

告縣道官以從事。」（第 396-397號簡，《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242）但是，鷹取祐司

先生認為，至遲在西漢武帝時期以後，郡也已經無權作出死刑判決，郡必須向御史大夫呈

報，如果御史大夫判斷應當處死刑，則必須向皇帝上奏請求批准。參見鷹取祐司，〈漢代

の死刑奏請制度〉，頁 104-117。 

 99《二年律令‧收律》云：「罪人完城旦、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

財、田宅。」（第 174 號簡，《二年律令與奏讞書》，頁 159）秦律中亦有大致相同的規

定。參見鈴木直美，《中國古代家族史研究—秦律‧漢律にみる家族形態と家族觀—》

（東京：刀水書房，2012），頁 107-110（初刊於 1998）；于振波，《秦漢法律與社會》

（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頁 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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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固命令子孫不要埋葬自己的屍體於李家一族之墓，這應是出於不要讓罪人進入

墓地的觀念。但是，被處死者的遺屬等人不收其屍的情況是否較為普遍，尚不清

楚。洛陽刑徒墓不少屍骨仍留在墓坑中，原因應是他們原來從全國各地來到洛陽

服勞役。墓誌磚中大多刻有該刑徒受判決的郡縣，如： 

右部無任南陽宛髠鉗陳便，永初元年五月廿五日物故，死在此下。

（T2M48：2） 100 

「南陽宛」就是一個名為陳便之人受判決的郡縣。以郡國統計，洛陽刑徒墓磚中

共提到 51 個郡國，其中以潁川、汝南、陳留、南陽四郡占數最多。101 這些郡縣

名稱皆是指該刑徒受判決的郡縣，即案發地的郡縣，未必是刑徒的原居地或故

里。但是，當時的人一般不能隨意去外地，因此案發地即是罪犯原居地的情況應

較多。無論如何，刑徒的原居地大致都離洛陽很遠，遺屬不容易去收屍，也不容

易搬運屍體到故鄉，所以不少遺屬可能是放棄收屍。相對於此，死刑一般執行於

案發地的郡縣。若案發地是被處死者的原居地，或是離原居地不遠，則遺屬比較

容易收其屍。然而另一方面，當時又有不要讓罪人進入墓地的觀念。因此，被處

死者的遺屬不收屍體的情況是否較為普遍，尚不清楚。 

另外，「收」制度廢止於西漢文帝元年，其後被處死者的妻子兒女應能去收

其屍了。而且，據侯旭東先生的觀點，東漢光武帝時期開始出現如同洛陽刑徒墓

那樣的臨時性寄葬墓地制度，102 此後被處死者的屍體亦可能受到與此一樣的待

遇，即國家將死囚處死或暴屍後，暫時埋葬屍體於類似洛陽刑徒墓那樣的墓葬

中，遺屬等人可以隨時收屍，也可以在埋葬前收屍。  

接下來檢視不允許埋葬屍體的情況，有幾個例子。以下列出各例概要。  

[10] 西漢高祖時期，彭越以謀反罪處以夷三族，並梟其首於洛陽。高祖下詔

說：「有敢『收視』彭越頭顱的人，就逮捕他。」彭越被處死時，其臣

欒布在齊國出使，他從齊國回來，便到彭越的頭顱下面彙報，祭祀號

哭。吏逮捕欒布上奏，高祖罵欒布，命令烹殺他，但受欒布反駁，於是

赦免其罪。103 

                                                 
10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漢魏洛陽故城南郊東漢刑徒墓地》（北京：文物出版

社，2007），頁 119。 
10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漢魏洛陽故城南郊東漢刑徒墓地》，頁 48。 

102 侯旭東，《近觀中古史》，頁 203。 

103 參見《史記》卷一〇〇，〈欒布列傳〉，頁 2733-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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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東漢安帝時期，漢朝以為當時已經死亡的鄧悝、鄧弘與鄧閶均在生前犯

大逆無道罪，因此迫使他們的兄長鄧騭、子、侄、堂弟等七人自殺。後

來大司農朱寵（鄧騭的故吏）以此為冤案， 104 上奏請求埋葬鄧騭等人

的屍體於墓。雖然朱寵因此奏被罷免，但很多人主張鄧騭等人被冤枉，

故安帝命令埋葬他們的屍體。105 

[12] 東漢桓帝時期，大將軍梁冀忌憚太尉李固的名聲，陷李固於罪，將其處

死，並暴其屍於十字大街上。梁冀下令有敢「臨」李固屍體者加罪處

罰。李固的弟子郭亮上書請求收其屍體，但不被允許，於是前往李固屍

體所暴之處號哭並服喪，不肯離去。南陽人董班亦向李固的屍體號哭，

不肯離去。梁太后憐憫他們，不予處罰，並允諾埋葬李固。106 

[13] 桓帝時期，劉文、劉鮪共同圖謀擁立清河王劉蒜即帝位。有人誣告太尉

杜喬、李固均與劉鮪等勾結，由此杜喬、李固均被逮捕。杜喬死於獄

中，與李固的屍體一起被暴於洛陽城北。家屬與故人中沒有人敢「視」

杜喬的屍體。然而，杜喬的故吏楊匡化裝成亭吏，保護杜喬的屍體免於

蠅蟲。經過十二日後，都官從事逮捕楊匡，上奏楊匡所為，但梁太后不

論楊匡之罪。楊匡上書請求收殮杜喬的屍體，為太后所允諾。107 

[14] 東漢靈帝時期，宋皇后被以詛咒靈帝問罪。其父、兄弟皆被處死，屍體

被棄置，不許埋葬。尚書盧植上書請求埋葬，但靈帝不允許。108 

[15] 靈帝時期，中常侍曹節等人假託皇帝詔命，誅殺大將軍竇武等人。太傅

陳蕃帶領屬下、學生八十多人，拔刀衝入承明門，但遭王甫等人收捕而

遇害。陳蕃的朋友朱震聽聞此事，抛棄銍縣令的官位前往號哭，收殮安

葬陳蕃的屍體，藏匿陳蕃之子，但後來事發被逮捕。109 

[16] 東漢獻帝時期，司徒王允設計刺殺相國董卓，後來被李傕收捕並殺

害。沒有人敢收王允的屍體，但王允的故吏趙戩抛棄平陵縣令的官位

                                                 
104《後漢書》卷一六〈鄧騭列傳〉云：「初辟騭府，稍遷潁川太守，治理有聲。」（頁 618）

據此，朱寵曾辟召於鄧騭之府。 

105 參見《後漢書》卷一六，〈鄧騭列傳〉，頁 616-617。 

106 參見《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列傳〉，頁 2087-2088。 

107 參見《後漢書》卷六三，〈杜喬列傳〉，頁 2093-2094。 
108 參見《後漢書》卷一〇下，〈皇后紀下〉，頁 448；《後漢書》卷六四，〈盧植列傳〉，

頁 2117。 

109 參見《後漢書》卷六六，〈陳蕃列傳〉，頁 2170-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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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喪事。110 

[17] 獻帝時期，少府孔融因大逆不道罪被處以棄市。沒有人敢收孔融的屍

體，但其故人脂習去到陳屍之處，撫摸著屍體說：「文舉（孔融的字）

丟下我死了。我還活著幹什麼？」曹操聽到這件事大怒，要逮捕脂習來

處死，後來脂習被赦免。111 

[18] 獻帝時期，遼東郡太守公孫康斬袁尚之首，將之送到曹操處。曹操將頭

顱懸掛於馬市，下令「敢有向其號『哭』的人斬首」。田疇因曾為袁尚

所徵召，去到懸掛頭顱之處吊喪祭奠，但曹操不問罪。另外，牽招曾是

袁紹、袁尚父子的屬下，看到袁尚的頭顱感到悲痛，在頭顱之下舉行祭

祀。曹操卻認為這是有義的行為，並推舉牽招為茂才。112 

[19] 獻帝時期，曹操討伐袁譚，梟其首，下令「向其號『哭』的，不僅本人

而且妻子兒女亦要受戮」。雖然如此，袁譚的屬下王脩與田疇卻均在梟

首之處號哭。軍正要求殺戮他們，但曹操稱他們為義士，予以赦免。王

脩又向曹操請求收殮埋葬袁譚的屍體，為曹操所允諾。113 

對以上例子加以探討前，此處有三個問題要確認： 

其一，在以上例子中， [10]、[12]、[18] 與  [19] 均發出禁令，即禁止「收

視」所暴屍體或在其前「臨」、「哭」。「收視」當為收納之意，「臨」為臨

喪、哭臨之意，這些皆是對死者表示某種好意的行為。對這些行為的禁令應不是

僅止於禁止命令中所指定的個別行為，事實上應是禁止對死者表示好意的所有行

為。例如，[10] 的高祖禁止「收視」彭越的頭顱，但其實欒布被逮捕的原因是在

彭越的頭顱之下祭祀、號哭。[13] 的楊匡保護杜喬的屍體免於蠅蟲，[17] 的脂習

撫摸孔融的屍體，這些行為應亦屬於此類。也就是說，雖然「收視」、「臨」、

「哭」是不同的詞語，但所指的行為事實上差不多。 

其二，雖然以上有些史料未必明確記載禁止埋葬屍體，但據其記載內容可以

推知。例如，[11] 的朱寵上奏請求埋葬鄧騭等人的屍體，可見此前他們的屍體均

未埋葬，或即使已經埋葬，也是葬於臨時性寄葬墓中。[13] 的楊匡要上書才得到

                                                 
110 參見《後漢書》卷六六，〈王允列傳〉，頁 2177。 

111 參見《後漢書》卷七〇，〈孔融列傳〉，頁 2278-2279。 

112 參見《三國志》卷一一，〈魏書‧田疇傳〉，頁 343；《三國志》卷二六，〈魏書‧牽招

傳〉，頁 731。 

113 參見《三國志》卷一一，〈魏書‧王脩傳〉，頁 346；《三國志》卷一一，〈魏書‧王脩

傳〉裴松之注引《傅子》，頁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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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的許可，且楊匡一度因保護杜喬的屍體而被逮捕。[13] 的楊匡保護杜喬的屍

體，[16] 的趙戩舉行王允的喪事，此前均沒有人來收殮屍體，原因應是杜喬、王

允的屍體均被禁止埋葬。[15] 的朱震為了收殮安葬陳蕃的屍體，[16] 的趙戩為了

舉行喪事，均抛棄縣令的官位，這也使我們窺見這些行為均屬於被禁止的行為。  

其三，如以上例子所見，禁止埋葬的對象不僅限於被處死者，也有因為被問

罪而在獄中死亡或自殺的人。 

在以上三點的基礎上，看 [10] 至 [19]，就可以發現幾個共同點： 

其一，這些人被處死、自殺等原因大多是屬於大逆不道的行為。[10] 的彭越

因「謀反」罪，[17] 的孔融因「大逆不道」罪，分別被處死。[11] 的鄧悝等人被

誣陷犯「大逆無道」罪，[14] 的宋皇后被認為犯「祝詛」罪，因此他們的親屬分

別自殺或被處死。「祝詛」亦是屬於大逆不道的行為。114 [13] 的杜喬因與劉鮪

「交通」而被逮捕，死於獄中，劉鮪等被以「妖言」問罪。115 妖言亦是屬於大逆

不道的行為。116 雖然 [18]、[19] 的內容均有東漢末期軍閥混戰結果的性質，但

曹操應將袁尚、袁譚視為寇亂朝廷的賊臣討伐。袁尚、袁譚的行為在法律上應以

謀反等大逆不道罪處理。 

其二，暴屍的例子較多。至少在 [10]、[12]、[13]、[18] 與 [19] 均暴屍。 

其三，在有些例子中，由皇帝或權臣命令禁止埋葬。 [10] 中由漢高祖，[12] 

中由大將軍梁冀，[18]、[19] 中均由丞相曹操發出這種命令。但是梁冀與曹操應

是以皇帝詔的形式發出命令。實際上， [12] 中將梁冀發出的命令換言為「詔

書」。郭亮在李固的屍體前號哭，不願離開此處，夏門亭長呵斥他說：  

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117 

如前所述，對於犯大逆不道罪的人，皇帝臨時下詔命令對屍體施加梟首、菹骨肉

與磔等懲罰，可見禁止埋葬亦然。 

                                                 
114 大庭脩，《秦漢法制史の研究》第二篇第三章，〈漢律における「不道」の概念〉，頁

101-150。 

115《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列傳〉云：「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

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頁 2087）另，如這條記載所見，李固被以與劉

鮪等交通問罪，但最後被判定為無罪。關於李固的處死，〈李固傳〉中僅有「〔梁冀〕乃

更據奏前事，遂誅之」的記載，其罪狀不明。 
116 大庭脩，《秦漢法制史の研究》第二篇第三章，〈漢律における「不道」の概念〉，頁

101-150。 

117《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列傳〉，頁 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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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以上各點表明什麼？ 

首先，據第一點，禁止埋葬大多適用於大逆不道罪的情況。因此，或許只有

大逆不道的情況才採取這種措施。在  [12]、[15] 與 [16]，禁止埋葬的對象不明

以何種罪論處，或許是大逆不道罪。所犯之罪不屬大逆不道時，是不是原則上不

採取禁止埋葬的措施呢？ 

其次，據第二點，禁止埋葬的屍體大多被暴。原因是禁止埋葬大多適用於大

逆不道罪的情況。如本文第二部分所指出，對於大逆不道的罪犯，有時採取梟

首、菹骨肉與磔等暴屍措施。禁止埋葬或許原則上只有暴屍時才實施。也就是

說，處死後持續暴屍，任由屍體腐朽消滅，或將幾乎化為骨頭的屍體遺棄於墓地。 

最後，據第三點，皇帝有時下詔禁止埋葬。既然如此，禁止埋葬並沒有作為

法規制定於律令中，而是僅以皇帝詔為根據。反過來說，若沒有皇帝詔，便不會

禁止埋葬。因此，即使犯大逆不道罪，只要皇帝不下禁止埋葬之詔，則埋葬一事

不應被禁止。也就是說，並不是所有大逆不道罪犯的屍體皆禁止埋葬。  

當時法律並未禁止埋葬被處死者的屍體，須由皇帝下詔才能禁止埋葬，以下

事例可以作為旁證。西漢末期，王莽讓王太后下詔罷免大司馬董賢。董賢與其妻

均自殺，家屬夜間埋葬他們。王莽疑其假死，使人發棺，確認死亡後，埋其屍於

獄中。董賢的屬下朱詡買來棺材與衣服，收斂埋葬董賢的屍體。王莽聽到這件事

大怒，假借其他罪狀殺死朱詡。118 王莽以別的罪狀為理由殺死朱詡，原因應是當

時法律未禁止埋葬被處死者的屍體，並且當時並未發出禁止收斂董賢屍體的詔。 

暴屍時，有時指派「守尸吏」。例如，董卓被呂布等人殺死後，屍體暴於市，

「守尸吏」設置於此。[12] 的「夏門亭長」、[13] 的「夏門亭吏」應亦是擔負守

尸吏的任務。那麼，守尸吏的任務是什麼？[13] 的楊匡偽裝成亭吏，保護杜喬的

屍體。然而，考慮到該事件中下詔禁止埋葬，守尸吏的任務本來應是提防死者的遺

屬或故人等來取走屍體，而不是保護屍體。董卓肥胖，油脂從屍體流出，守尸吏立

芯子在董卓的肚臍眼上，著火點燈。119 這亦表示守尸吏並不以保護屍體為任務。 

                                                 
118《漢書》卷九三〈佞幸傳〉云：「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曰：『間者以來，陰陽不

調，菑害並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為大司馬不合眾心，

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

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賢既見發，臝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

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以它辠擊殺詡。」（頁

3739-3741） 

119《三國志》卷六〈魏書‧董卓傳〉，裴松之注引《英雄記》云：「暴卓尸于市。卓素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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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綜合以上探討的結果，可以整理如下： 

首先，棄市原則上不暴屍，梟首與磔均暴屍。梟首僅暴頭顱，磔暴全身。磔

廢止於景帝中元二年，但此後依然有時據皇帝臨時所下之詔對屍體施加。據秦及

漢初的「夷三族之令」，在當腰斬之罪中，所犯之罪屬三族刑的情況下，執行腰

斬後，梟其首，菹其骨肉。漢初廢除夷三族之令，但其實此後依然有時據皇帝詔

對屍體施以梟首或菹骨肉。相對於此，在當腰斬之罪中，所犯之罪不屬三族刑的

情況下，至少在景帝中元二年以前似乎暴全身，但其後不暴屍體。 

暴屍的期限不明確，或許大體以三日為標準，但實際由司法機構的裁量或皇

帝詔等決定。 

對於處死後的屍體，若不暴屍，則似乎原則上在處死後可以埋葬於墓。若暴

屍，則似乎在暴屍後才可以埋葬。但是在犯大逆不道罪的情況下，皇帝有時下詔

禁止埋葬。 

那麼，為何要暴屍或禁止埋葬？對於此問題，可以認為有以下兩個理由：  

其一，威懾人們不敢犯罪。暴屍有威懾的效果，冨谷至先生已經指出。其說

大致為：近代以前中國的死刑有「活體的處死」與「屍體的處死」兩個要素；前

者剝奪生命本身，後者毀損屍體；兩者皆公開執行，有威懾的效果；但是，前者

僅斷絕生命，處刑時間短暫，而後者暴屍，處刑時間較長，重點在於後者。 120 

禁止埋葬亦可以說是對屍體施加的處罰，屬於「屍體的處死」。 

其二，加重死刑。對於一部分重罪，當時人似乎認為僅執行「活體的處死」

不夠，還應當施加暴屍或禁止埋葬等「屍體的處死」。尤其在罪犯自殺、死於獄

中或受討伐戰死的情況下，罪犯未活著接受處死，國家只得執行屍體的處死。但

是在另一方面，秦漢時期，罪犯自殺或死於獄中時，一般傾向於免除三族刑。尤

其當時高官有時會為了免於處罰與三族刑而自殺。 121 在此情況下，暴屍與禁止

埋葬亦可能同時被免除。對自殺或死於獄中的屍體施加暴屍或禁止埋葬，可能是

限於國家無論如何也不能寬恕的罪行。 

                                                 
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尸吏暝以為大炷，置卓臍中以為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

（頁 180） 

120 冨谷至，《漢唐法制史研究》，頁 258-261。 

121 冨谷至，《秦漢刑罰制度の研究》，頁 27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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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設有腰斬、磔、棄市、梟首等死刑。學界指出，讓這些死刑分出輕

重等級的要素，除了執行死刑時的痛苦程度以外，還有適用緣坐刑的親屬範圍，

及緣坐刑的種類等等。122 暴屍與禁止埋葬亦可以認為屬於這種要素，其作用是

藉由附加於死刑，進一步使死刑分出等級。 

那麼，為何暴屍與禁止埋葬均有威懾與加重死刑的效果？筆者認為有以下三

個原因： 

其一，處死後的屍體讓人懼怕被處死。也就是說，暴屍示眾，能喚起人們不

想被處死的觀感。雖然勾起人們對處死的恐懼並不是暴屍特有的效果，「活體的

處死」也具有同樣效果，但如冨谷至先生所指出，「活體的處死」處刑時間短

暫，而暴屍的時間較長，並且禁止埋葬屍體更進一步延長時間。因此，暴屍與禁

止埋葬確實應有較大的威懾效果。 

其二，對暴屍本身的嫌惡、畏懼。自己的屍體腐爛、腐朽的樣子暴於眾目之

下，應是不論古今東西為人所嫌惡的，尤其在近代以前的中國，屍體一般收於棺

內，並埋葬在土中。因此，對近代以前的中國人來說，暴屍應是難以忍受的處

分。而且，暴屍會破壞屍體的完好。當時人除了害怕自己活著的時候身體被殘

害，還害怕自己的屍體被毀損。禁止埋葬進一步加深這種憂懼，在此意義上可以

說與暴屍一樣具有威懾與加重死刑的效果。 

如本文第四部分所列出，暴屍並禁止埋葬時，被處死者的故吏犯禁保護或埋

葬屍體，無非是因為暴屍與不埋葬被認為是極為可惡的事。被處死者的臣下、故

吏與弟子向被暴的屍體號哭、祭祀或服喪，也應有這樣的意圖，即進行本來應當

舉辦的喪事，從而使暴屍與禁止埋葬等異常情況盡量回歸正常的方向。  

因為禁止埋葬以皇帝詔為根據，所以上奏皇帝請求解除埋葬的禁令是冒死的行

為。[11] 的朱寵光著上身用輿裝著棺材上奏，並在上奏後主動到廷尉處請罪。123 

[12] 的郭亮在上書時，左手提著章鉞，右手握著鈇鑕，124 [13] 的楊匡亦攜帶鈇

鑕。125 章鉞、鈇鑕均是用來執行死刑的刑具，他們攜帶這些刑具表示不懼處死

                                                 
122 關於先前的研究，參見水間大輔，《秦漢刑法研究》，頁 25-28。 

123《後漢書》卷一六〈鄧騭列傳〉云：「大司農朱寵痛騭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上疏追訟

騭曰：『……。』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頁 617） 

124《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列傳〉云：「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

（頁 2088） 

125《後漢書》卷六三〈杜喬列傳〉云：「匡於是帶鈇鑕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

（頁 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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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心。 

豁出命來請求解除埋葬禁令的人，為世間所稱讚。其原因應亦在於暴屍與禁

止埋葬被認為是可惡的事。國家有時不但不處罰犯禁「收視」屍體的人，還稱讚

其「義」，進而使之升官。[10] 的欒布升為都尉，126 [11] 的朱寵升為太尉，127 

[12] 的郭亮、董班為三公府所辟召，128 [18] 的牽招被推舉茂才。129 除此以外，

吳章（參見  [1]）的弟子云敞亦收抱吳章的屍體而歸，入殮安葬。雖然不能確定

吳章的屍體是否被禁止埋葬，但云敞因此為京師人所稱讚，車騎將軍王舜欽佩其

志節，將他比為欒布，上表奏請為掾。130 

其三，不能正常地舉行喪事。當時，人死亡後，遺屬一般會舉行喪事，然後

下葬，時時祭祀。暴屍與禁止埋葬使遺屬無法如常舉行喪事，對於當時人來說

應是難受的事。但禁止埋葬大多適用於大逆不道罪的情況，原則上來說罪犯的

三族也一起被處死，而且處死範圍有時擴及三族以外的親屬。在這種情況下，

即使留下屍體也沒有舉行喪事的遺屬，只得依靠三族以外的遠親或朋友等人舉行

喪事。另一方面，漢代對大逆不道罪犯的親屬有時不執行三族刑，而是將他們處

以徙遷刑，或沒入為官奴婢；131 但即使有親屬存活，得不到屍體也無法正常地

舉行喪事。 

 

 

（本文於 2019年 4月 18日由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委員會通過刊登） 

 

                                                 
126《史記》卷一〇〇〈欒布列傳〉云：「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頁 2734） 

127《後漢書》卷一六〈鄧騭列傳〉云：「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騭無辜，乃詔宗正

復故大將軍鄧騭宗親内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騭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為郎中，擢朱寵為

太尉，錄尚書事。」（頁 617）如這條記載所見，順帝時期朱寵才被拔擢為太尉。 
128《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列傳〉云：「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頁 2088）但是接著

這條記載又云：「班遂隱身，莫知所歸。」（頁 2088）也就是說，董班雖然受到辟召，但

終究不應。 

129《三國志》卷二六〈魏書‧牽招傳〉云：「太祖義之，舉為茂才。」（頁 731） 

130《漢書》卷六七〈云敞傳〉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

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

（頁 2927-2928） 

131 水間大輔，〈西漢文帝元年以後的「罪人妻子沒入為官奴婢」〉，收入朱騰、王沛、水間

大輔等著，《國家形態‧思想‧制度》下篇第四節，頁 19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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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文原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二○一七年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主

辦的「中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學術研討

會會議論文。在會議上承蒙評議人劉欣寧先生及與會學者指教，其後又得到

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敬致謝意。另外，臺灣大學博士生黄怡君先

生幫助我潤飾拙稿，謹在此表示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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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ure and Burial of Corpses in the Context of  

Death Penalty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Daisuke Mizuma 

School of Law, Chuo-Gakuin University 

During the Qin 秦 and Han 漢 dynasties, there were four practiced types of death 

penalty: “yaozhan 腰 斬 ” (waist chop), “zhe 磔 ” (crucifixion), “qishi 棄 市 ” 

(decapitation) and “xiaoshou 梟首” (exposure of the decapitated head). How did the 

authorities thereafter dispose of the corps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rpses’ 

subsequent exposure and burial,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acts. 

In principle, qishi did not expose a corpse, as did xiaoshou and zhe. Xiaoshou 

exposed a head and zhe exposed a whole body. Zhe was abolished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Zhongyuan 中元 reign of Emperor Jing Di 景帝 (148 BC). However, zhe was still 

imposed afterwards by way of zhao 詔 , an imperial order temporarily rendered by 

emperor. According to “Yi sanzu zhi ling 夷三族之令” (the order on sanzu xing) during 

the Qin and early Han dynasties, an offender subject to punishment by yaozhan for 

crimes also punishable by sanzu xing will have his waist chopped, head decapitated and 

then exposed, and his flesh and bones minced. Yi sanzu zhi ling was abolished in the 

early Han. However, in observing the zhao by an emperor, the head was sometimes 

exposed, and the bones and flesh were minced. If a crime punishable by yaozhan but not 

by sanzu xing, exposing the entire body could possibly take place before the second year 

of the Zhongyuan reign of Emperor Jing Di. However, no such exposure was imposed 

thereafter. 

The average duration of exposure was three days. However, it was not clearly 

stipulated. Most likely the duration wa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judicial rules, or zhao 

by emperor. 

Following the execution, a corpse in principle could be buried if it had not been 

exposed. It may be buried if prior exposure had been carried out. However, if the crime 

was “dani budao 大逆不道” (treason and heresy), the emperor could deliver zhao to 

prohibit burial. 

This prohibition was aimed at deterring crime and increasing the severity of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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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ishment. The following may explain why the aforementioned punishment effectively 

stir the public’s sense of fear and increase the severity of death penalty: 1. Intimidation 

from observing a corpse following the execution; 2. Feelings of hatred and fear towards 

exposure; and 3. The dead being denied a proper burial. 

 

Keywords: Qin and Han dynasties, death penalty, expose a corpse, lü  and ling, 

bur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