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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姦非案疑題試解 

洪金富 

犯姦是指男女雙方非法的性行為，在元代則稱姦非。元代留下數十件姦非案法

律文書，集中記載於《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名目多樣，有強姦、和姦，有主奴

姦、翁婦姦等等。本文取以對照《元史‧刑法志‧姦非篇》律文，選擇未婚夫妻

姦、姦生子、翁婦姦與童男幼女姦等姦非議題，探討同一罪名在元代與其前後朝代

之間的刑度輕重，法條或案例中出現的幼女、未成丁男之類若干特定名詞的意義，

以及治罪通例的形成等問題。研究顯示：元朝姦非案的刑度大致較明、清兩代為

輕，而當代處理案件形成的通行定例，經過提煉與修飾，化為《元史‧刑法志‧姦

非篇》一條條的律文。這些律文的內容基本可靠，但不無問題，可能與不當的刪削

節錄有關，需要留心。 

 
關鍵詞：元史 姦非 犯姦 《元史‧刑法志》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文稿修訂期間，惠蒙劉曉與趙晶二位學友及兩位審查人細心校閱，糾謬補闕，本文錯誤得以

降至最低，謹此敬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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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目 

一‧定婚夫妻的姦非問題 

二‧姦生男女的歸屬問題 

三‧翁與男婦的姦非問題 

四‧幼女與未成丁男的姦非問題 

五‧姦非治罪通例的形成問題 

六‧結語 

 

《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有〈食貨〉、〈大惡〉、〈姦非〉、〈盜賊〉四

篇。〈姦非〉篇五十八條，皆以「諸」字起頭，所記皆非法的男女性行為。二十

四史諸志中唯《元史‧刑法志》有篇名〈姦非〉。姦非一詞文獻屢見，意為姦邪

非違，係廣義的用法；用來特指男女的非法性行為，似始見於《元史》。本文意

在以元代姦非案件疏證《元史》志文，故仍襲志文詞意而不改，以姦非指稱男女

非法性行為。1 

元代姦非案件集中記載見於《元典章》（1321 年成書）及《至正條格》（1346

年頒行）。2《至正條格‧斷例》卷二五〈雜律〉條目有〈強奸幼女〉、〈先姦後

婚〉、〈縱妻為倡〉等顯然屬於姦非範疇的六十二目，唯二〇〇二年在韓國慶州發

現的元刊殘本《至正條格》並無此卷，殊為可惜。3《元典章》六十卷，新集不分

卷，都八十萬言。卷四五以〈諸姦〉為題，凡四十一條，收錄有關姦非案的法律

文書，文書所見姦非案四十餘件，加上散見於其他諸卷的若干件，成為我們研究

                                                 
  1 姦、奸兩字，古今文獻累見通用。本文討論元代姦非法律與案例，主要取材自宋濂等撰

《元史》與元代佚名編集之《元典章》（全稱《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元史》（本文

引用正史，悉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卷一〇四〈刑法志三〉有篇名〈姦非〉，《元典章》卷

四五名曰〈諸姦〉，具用姦字。因之，本文用字以用姦不用奸為原則。唯引號內引文或成

段的引文若原文作奸字，則仍沿用本字不改。 

  2 關於《元典章》，請詳洪金富，〈校定本《元典章》序〉，《古今論衡》26 (2014)：75-

114；收入洪金富校定本《元典章》（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第 1

冊，頁 3-41。 

  3 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編，《至正條格（影印本）》（首爾：Humanist，2007）前半為《條格》

殘本，後半為《斷例》殘本。《斷例》目錄尚存，卷二三、二四為〈詐偽〉，卷二五至二

七為〈雜律〉，但卷二五標目沿襲卷二四的〈詐偽〉，誤衍，應刪。又，〈雜律〉三卷中

唯卷二五所載係屬姦非範疇，六十二目中多數一目一條，少數一目二條，〈強奸幼女〉一

目有四條，凡七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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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姦非案的主要材料。 

《元史‧刑法志‧姦非篇》的志文，是對當代可能發生或者已經發生的種種

姦非情況如何量刑治罪的法律條文，唯對於這些法條，目前尚乏專門研究，以致

若干問題，例如這些法條的適用對象是否兼及統治民族蒙古人，同一罪名在元代

及其前後朝代的刑度輕重等，我們所知有限。姦非是亙古彌新的人間老問題。制

定法律懲治姦非犯人的歷史源遠流長。姦非法律一向列入「雜律」，唐宋皆然。 4 

元末成書的《至正條格‧斷例》卷二五〈雜律〉下七十二條律文多數涉及姦非。

明初修纂《元史》，把元朝姦非法律獨立出來，著為專章，篇名〈姦非〉；明律則

改為〈犯姦〉。5 透徹研究中國歷代姦非律文，探討古今人間姦非問題的種種情

況，對於我們了解千百年來的中國社會乃至於歷代政治，大有裨益。唯茲事體

大，牽涉廣泛，力不從心，請俟大家。茲僅就《元典章》所記姦非案件對照《元

史》姦非律文，將所見若干疑問陳述於後，乞教高明。 

一‧定婚夫妻的姦非問題 

定婚而未婚，兩人可以有性行為嗎？《元典章》有一條材料可資討論。此即

18-15 條〈定婚奸逃已婚為定〉，全文如下：6 

 

                                                 
  4《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有姦非律七條；《宋刑統》卷二六〈雜律‧諸色犯姦〉下

同。本文引用《唐律疏議》，據長孫無忌等奉敕撰，瀧川政次郎監修，島田正郎解題，

《官版唐律疏議》（東京：律令研究會，1975，據日本文化二年 [1805] 刊本影印）；

《宋刑統》則據竇儀等撰，吳翊如點校，《宋刑統》（北京：中華書局，1984）。 

  5 沈家本撰，鄧經元、駢宇騫點校，《歷代刑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 4 冊

《明律目箋三‧犯姦》條云：「唐無此目，姦事在〈雜律〉中。《元律》立〈姦非〉一

條，明因之而改此名。」（頁 1886）所謂「《元律》立〈姦非〉一條」云云，所指實為

《元史》卷一〇四〈刑法志三〉的〈姦非〉篇。「明因之而改此名」云云，意謂《大明

律》卷二五〈刑律八‧犯姦〉（凡一十條）。《元史‧刑法志》有〈姦非〉專篇，《明

史‧刑法志》則無〈犯姦〉篇。 

  6 本文引用《元典章》，所據悉為洪金富校定本《元典章》，條序係校定者所加，18-15 條

意謂《元典章》卷一八，第 15 條。同時，依照校定本凡例中「校正符號」所示：「原書

的訛字、衍字、倒誤字，以圓括號（）標示；補闕字、改正字，以六角括號﹝﹞標示。」

唯原書兩種括號及刪除字均用小字，補正字則與前後正文同，又條文內所有人名均加底

線，茲從論文集格式改同正文並去底線，僅刪除字仍維持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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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婚奸逃已婚為定〉18-15, 8a7-8b10 (0792) 

至元十二年 (1275) 十一月，兵刑部： 

承奉省判： 

元呈： 

豆黑廝所招，女一斤交換郝進女伴姑為妾，止是令媒人劉二嫂下送黃絹

三尺，各寫訖婚書。追引本婦通奸，伊兄郝大，嚇勒訖女一斤婚書，及

將郝伴姑前來本家為妾罪犯，及郝伴姑等各各罪名。 

批奉都堂鈞旨： 

送本部再行擬定呈省。 

奉此。照得至元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1274.8.3)，平灤路申： 

史延壽招：至元九年三月內，將定到妻劉瑞哥私下戲鬥，節次通奸在

逃。劉瑞哥招伏相同。本路擬於史甫處追徵元欠財錢，責付劉瑞哥父收

管。將史延壽斷決外，有劉瑞哥懷孕，下錄事司聽候。至至元十年六月

初九日 (1273.6.25)，欽奉聖旨，行下錄事司照驗去後，按察司刷出此宗

文卷，批寫：「照得錄事司申：本路勾責史延壽刁帶定婚劉瑞哥在逃通

奸是實。自合詳情已許定婚，不待財足迎娶，而相縱肆淫意，各背父母

私通在逃，即是不成夫婦之道，合行聽離。」乞明降。 

本部議得，史延壽所犯，即係刁帶定婚妻室事理，難同凡人犯奸，又兼已

於史延壽父史甫處追到元欠財錢，責付劉瑞哥父劉留住收管，及將史延

壽斷訖，似難離異。外據劉瑞哥所犯，不係見禁罪囚，又不曾前來大都，

擬合令平灤路量情施行。呈奉都堂鈞旨：准擬施行。奉此。行下平灤路依

上施行了當。今來本部再行公議得，豆黑廝與郝伴姑所招，即與史延壽等

所犯一體，似難離異，止據逐人不待財足迎娶私通罪犯，量情擬決各二十

七下，准已婚為定外，豆黑廝女、郝進男百兒，交換親事，亦憑元立婚書

成親，各依元定聘財下送，其餘干連有招人等，德州就便約量施行相應。

呈奉都堂鈞旨：送本部，准呈施行。7 

《元典章》本件文書記載兩件「私通」案，時間在前的是史延壽刁帶定婚妻劉瑞

哥通姦在逃案，在後的是豆黑廝與定婚妾郝伴姑通姦案。前案的判決成為後案的

判例。 

                                                 
  7《元典章》，第 2 冊，頁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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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元典章》所載文書，除少數例外，絕大多數都經過佚名編者或多或少的

刪削節錄，8 以致若干案件始末情節已然不甚了了。以史延壽與劉瑞哥一案而

言，原告何人，何故提告，我們不敢肯定，只能根據遺存文字，推測原告可能是

女方家長劉留住，提告原因可能是男方史家尚未送足元定財錢、財禮——即今聘

金、聘禮——之時，準女婿史延壽就和女兒劉瑞哥發生性行為，雙飛雙宿。平灤

路（治今河北盧龍）、平灤路錄事司申文分別使用「節次通奸在逃」、「在逃通

奸」的字眼；按察司官亦有「各背父母私通在逃」云云。史延壽因「通奸」、「私

通」受到斷決，那麼，定婚夫妻兩人可否發生性行為，答案已然清楚。 

平灤路將史延壽斷決，可能是給予笞杖處罰。該路應當沒有把史延壽和劉瑞

哥判決「離異」。按察司官認為這對未婚夫妻「不待財足迎娶，而相縱肆淫意，

各背父母私通在逃，即是不成夫婦之道，合行聽離」。離或不離，平灤路不能

決，因而向上申報。中央兵刑部的意見是「似難離異」，獲都堂（中書省）批

准。 

史延壽與劉瑞哥這對未婚夫妻的通姦案成了判例。次年的豆黑廝與郝進兩家

換親案中，豆黑廝與郝伴姑亦為未婚夫妻通姦，所不同者是郝伴姑的身分是

「妾」，非「妻」。兵刑部認為「豆黑廝與郝伴姑所招，即與史延壽等所犯一體，

似難離異」。兩對定婚夫妻「不待財足迎娶」而有性事，是「私通」。 

《元史‧刑法志‧姦非篇》沒有規範定婚夫妻婚前性行為的法條。定婚而未

婚，無夫妻名分；非夫妻而有性行為，在傳統中國，一向被視為違反禮教，觸犯

姦罪。或許正是因為未婚而有性事是犯姦，人人皆知，不待懸令禁止，因而中國

歷代——包括元朝在內——制定法律，也就沒有專門針對未婚夫妻性事的法條。9 

明文規定未婚夫妻不得發生性行為，似乎直到清朝才出現。10 

                                                 
  8 對於在手的官方文書抄件，《元典章》編者所為是進行刪削或節錄，至於增添或更改文

字，幾乎可說沒有。 

  9 葉潛昭，《金律之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第三章〈金律的內容與唐金

律的比較〉，第十節〈雜律〉（四）「姦徒一年半」條的說明，曰：「基於正當手續而結

合的男女關係（婚姻關係，包括妻與妾），係律所保護的對象。此外，一切男女之苟合，

即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均以『姦』稱之，律上予以嚴罰，可以說是中國法的一貫態度，金

律亦從中國法的傳統，而因襲唐的舊者，從條文內容的對比已可見。」（頁 183） 

 10 張勇，〈晚清通奸罪研究——以判牘為中心〉（天津：天津商業大學法學院碩士論文，

2017），第三章〈判決分析〉內有一小節題曰〈輕罰未婚通奸者〉，據祝慶祺《刑案匯覽

三編》案例，謂「……男子與聘定女子未過門前私下通奸，律無明文，就比照子孫違犯

教令律判罰」（頁 38）。黃源盛〈晚清繼受外國法中「無夫姦」存廢的世紀之爭〉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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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指出，婚姻既是人生大事，也是人倫中的大事，所謂「人倫之道，婚姻

為大」，11 馬虎不得，所以歷代對男女婚姻都加以規範，訂定一套合乎時宜的婚

姻禮制，有一定的程序，例如議婚、納采、納幣、親迎等禮。遵循禮制的婚姻才

算合法，才成為夫妻。未婚夫妻沒有夫妻名分不得有性事，不依法嫁娶的男女兩

人也沒有夫妻的名分，同樣不得有性事，否則就是犯法。《金史‧世宗紀》就有

如下一則記載：大定十七年「十二月戊辰  (1177.12.24)，以渤海舊俗男女婚娶多

不以禮，必先攘竊以奔，詔禁絕之，犯者以姦論。」 12 所謂「禮法合一」，此其

一例。 

回到史延壽與劉瑞哥未婚通姦一案。按察司和兵刑部對於該案兩人是否應受

到「離異」處分，意見相左。職司監察的按察司認為兩人未婚通姦，不成夫婦之

道，「合行聽離」，持論偏向道德。「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的兵刑部認為兩人

「似難離異」，所持理由有三：第一，通姦者是未婚夫妻，不可與無夫妻關係的凡

人通姦相提並論；第二，兩人雖然未婚，兩家財錢關係已經了結；第三，未婚夫

已經被笞杖完畢；也許還應當加上第四，未婚女方已經懷孕。兵刑部的考慮植基

於現實情況，比較周到。兵刑部「似難離異」的決定最後獲得中書省的批准。史

延壽與劉瑞哥這對通姦的未婚夫妻，逃過了被判離異的懲處。 

史延壽與劉瑞哥未婚通姦，兩人未被判「離異」，這一判決，成為後來豆黑

廝與郝伴姑未婚通姦亦未被判離異的斷例，已見前述。除此之外，前案對於後案

是否尚有其他斷例的作用，我們並不清楚。史延壽被「斷訖」，笞數或杖數不可

知；劉瑞哥有孕，平灤路可以「量情施行」，但如何施行，一無消息。雖然如

                                                 
中說：「帝制中國的最後一部刑法典《大清現行刑律》 (1910) 規定有：『定婚未過門，

私下通姦，男女各處十等罰，免其離異。』在那個格外重視貞潔的時代，包括未婚夫妻在內

的婚前性關係也受到嚴格禁止，貞潔觀念深入人心之狀態油然可見。」文載高明士主編，

《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一）家族、家禮與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

心，2005），頁 243-308；引文見頁 253。但據紀昀 (1724-1805) 之記載，禁止未婚夫妻

發生性關係載在法律，時間可以往前推。《繪圖閱微草堂筆記》（收入《筆記七編》，臺

北：廣文書局，1991），卷二三〈灤陽續錄五〉載：「余幼聞某公在郎署時，以氣節嚴

正自任。嘗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來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於庭，某公亦適

至，見二人笑容猶未歛，怒曰：『是淫奔也，於律姦未婚妻者杖。』遂至呼杖。眾言：『兒

女戲嬉，實無所染，婢眉與乳可驗也。』某公曰：『於律謀而未行，僅減一等，減則可，

免則不可。』卒並杖之。」（頁 1b） 

 11 語見《元典章》第 2 冊，30-1 條〈婚姻禮制〉，頁 972 內尚書禮部呈文。 

 12 脫脫等撰，《金史》卷七，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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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們似乎可以根據豆、郝兩人私通罪犯，「量情擬決各二十七下」，反向推論

史、劉先前亦各決二十七下。劉瑞哥被「量情施行」，豆、郝兩人被「量情擬

決」，「量情」云云，說明元朝在至元八年  (1271) 建立國號，廢行前金《泰和

律》之後，建立本朝法律體系之前，「有例可援，無法可守」的司法紊亂狀態

中，執事人員實際上享有比較寬廣的裁量罪刑的權力。13 

前揭至元十年前後的兩宗未婚通姦案，兵刑部認為難同凡人犯姦，故而量情

擬決，只笞二十七下，但後來發生的未婚通姦案，是否比照處理，我們無案可

稽。14《元史‧刑法志‧姦非篇》也沒有給我們肯定或否定的答案。 

元朝兵刑部認為未婚夫妻通姦「難同凡人犯奸」，意味罪刑較輕，那麼，「凡

人犯奸」在元朝刑度如何呢？《元史‧刑法志‧姦非篇》第一條就給了答案：

「諸和姦者，杖七十七；有夫者，八十七。」15《元史》本條所記無誤，有例可

證。《元典章》45-10 條〈和奸有夫婦人〉，至元五年 (1268)，柳二妻蘇小丑與在

逃蘇七通姦，「法司擬︰舊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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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45-24 條〈犯奸放火〉，至元

五年，劉馬兒妻祝巧兒與王四通奸，王四決杖八十七下。17 45-39 條〈僧道犯奸

還俗〉，收錄大德七年 (1303) 文書，記道士邵道明提控與段胖兒妻宋招兒通姦，

邵道明斷訖八十七下；道士李道恭與無夫婦人慶阿邵通姦，李道恭杖斷七十七

下。18 取這些凡人犯姦個案與前揭兩對未婚夫妻犯姦案對照，犯姦時間相近，但

刑責輕重不同：前者重（無夫七十七下，有夫八十七下）而後者輕（二十七

                                                 
 13「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元成宗（1294-1307 在位）時鄭介夫上萬言書中的話語。參洪金

富，〈校定本《元典章》序〉，頁 4-5。 

 14《元典章》有幾件涉及定婚妻的姦案，或係定婚妻與人和姦，或係定婚妻被人強姦。與人

和姦案數起，有：王秀才男王二定婚妻與小李通姦案，見 18-7 條〈母在子不得主婚〉（至

元五年文書）；謝英與劉謝五定婚妻王丑哥通姦案，見 42-3 條〈又〉（中統五年 [1264] 

迄至元三年 [1266] 間兩人通姦不絕）；蘄留住與孫歪頭定婚妻慈不揪通姦案，見 42-57條

〈打死定婚夫還活〉（至元三年初次通奸）；呂成定婚男婦武梅梅犯姦案，見 45-29 條

〈定婚妻犯奸〉（至元九年 [1272] 文書）。被人強姦案一起，即王解愁強姦郭晚驢定婚

妻李道道案，見 45-6 條〈強奸幼女處死〉（大德十一年 [1307] 文書）。以上五條，依序

見《元典章》第 2 冊，頁 656；第 3 冊，頁 1273, 1299-1300, 1358, 1344-1345。 

 15《元史》卷一○四，頁 2653。 

 16《元典章》第 3 冊，頁 1349。 

 17《元典章》第 3 冊，頁 1356。 

 18《元典章》第 3 冊，頁 1363-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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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元史‧刑法志‧姦非篇》沒有未婚夫妻犯姦的條文，未婚夫妻犯姦是否都

被笞二十七下，尚待驗證。 

「凡人犯奸」，按唐律，「諸姦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 19 宋、金

治罪同唐律。20 金代罪至徒者均附加決杖，徒二年附杖七十。21 元代無夫七十七

下，有夫八十七下，已見前述。明代「凡和姦，杖八十；有夫，杖九十。刁奸，

杖一百。……其和姦、刁姦者，男女同罪。」22 清代「凡和姦，杖八十；有夫

者，杖九十。刁姦者，無夫有夫杖一百。」23 元代凡人犯姦，決杖，罪不至徒，

刑度較前代為輕，杖數亦為明、清所沿襲。通姦罪刑由重而輕，可說始自元代。

元代笞杖尾數作「七」者，應始於世祖中統二年  (1261) 頒布〈中統權宜條理〉

詔書的規定。24 據元末明初葉子奇之說，乃出於世祖的仁心：「元世祖定天下之

                                                 
 19《官版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姦徒一年半〉條，總頁 297。 

 20 《宋刑統》卷二六，〈雜律‧諸色犯姦〉條，頁 421。金《泰和律》已佚，葉潛昭集其遺

文（主要據佚名元人所編輯《元典章》及宋人傅霖著，元人郄□韻釋，王亮增註的《刑統

賦解》），復其舊構，詳為解說，成《金律之研究》。書中有關姦非條目四：姦徒一年

半、姦父祖妾、奴姦良人、和姦無婦女罪名，見頁 181-187。又，《元典章》42-58 條〈因

奸殺人偶獲生免〉：「舊例：﹝和﹞奸有夫婦人，徒二年；又，和奸，本條無婦女罪名者，

與男子同，合徒二年。」（第 3 冊，頁 1300）42-59 條〈殺死奸夫〉：「舊例：﹝和﹞奸

有夫婦人，徒二年，婦人與同罪。」（第 3 冊，頁 1300-1301）「舊例」，謂金《泰和律》，

元初沿用，至元八年始禁。45-12 條〈夫受財縱妻犯奸〉記至元五年李文玉與訖王媚嬌夫

高德仁錢物，與伊妻王媚嬌通姦，法司擬犯姦二人各徒二年，決杖七十，即依《泰和律》

定擬（第 3 冊，頁 1350）。 

 21 參看姚大力、郭曉航，〈金泰和律徒刑附加決杖考——附論元初的刑政〉，《復旦學報

（社會科學版）》1999.4：94-101；收入柳立言編，《宋元時代的法律思想和社會》（臺

北：國立編譯館出版，2001），頁 63-81（相關論述見頁 69）。 

 22 劉惟謙等纂，《大明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86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范永鑾刻本影印），卷二五，〈刑律‧犯姦〉條，頁 1。高

舉等纂，《大明律集解附例》（收入高柯立、林榮輯，《明清法制史料輯刊》第 3 編第 8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據清光緒三十四年 [1908] 刻本影印），卷二五，

〈刑律‧犯姦〉條，頁 1。刁姦，即今所謂誘姦。《大明律》本條後〈集解〉：「刁是引

出外者。」《大明律集解附例》本條後〈纂註〉：「和謂男女相願，刁謂引至別所，然刁

必本於和來。」薛允升，《唐明律合編》（與《宋刑統》、《慶元條法事類》合印，列

為《海王邨古籍叢刊》，北京：中國書店，1990），卷二六，〈犯姦‧凡和姦〉條〈箋

釋〉：「刁謂用威力挾制及巧言誘出，引至別所云云……」（頁 16）。 

 23 朱軾等纂修，《大清律集解附例》（收入高柯立、林榮輯，《明清法制史料輯刊》第 3 編

第 15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據清雍正三年 [1725] 武英殿刻本影印），卷

二五，〈刑律‧犯姦〉條，頁 1。 

 24 該一詔書，係由參知政事楊果起草，保留在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收入《四部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00660#p5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00660#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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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刑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

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25 

二•姦生男女的歸屬問題 

關於姦生男女的歸屬問題，相關個案見載於《元典章》者三件，《通制條

格》亦三件，除去重複，尚有四件文書、四個個案可資討論。四案之中，通姦當

事人皆為良民者兩案，一良民一奴婢者兩案。 

良民相姦生子兩案中，年代在先的一案是世祖至元四年  (1267) 案發到官的

封斌與阿丁通姦案，26 見載《元典章》，全文如下： 

〈赦前犯奸告發在後〉45-23, 12a3-12a11 (1882) 

真定路申︰ 

歸問到軍戶封斌招伏︰於中統二年十月初六日  (1261.10.31) 拐帶張興妻

阿丁在逃，父封德與訖張興物折銀二定（下文作三定）和勸，要訖休

                                                 
叢刊‧正編》第 6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據舊江南圖書館藏明弘治本影

印），卷八二，〈中堂事記下〉，中統二年八月十八日戊申  (1261.9.14) 條下。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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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7） 

 25 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三下，〈雜制篇〉，頁 64。又，一般

認為，元代刑法較前金為輕。明初宋濂等所編《元史‧刑法志‧序言》就有如下的言論：

「元興，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

由是簡除繁苛，始定新律，頒之有司，號曰《至元新格》。……蓋古者以墨、劓、剕、

宮、大辟為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

典，蓋亦仁矣。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

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

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而大德間，王約復上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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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君臣之間，唯知

輕典之為尚，百年之間，天下乂寧，亦豈偶然而致哉。」（頁 2603-2604）簡除繁苛、更用

輕典、惟刑之恤、唯知輕典之為尚云云，應當可信。元代姦罪不若金代之嚴峻，即係一例。 

 26 元代公文書中稱呼已婚婦女，常見的一種方式是「夫姓+阿字+本姓」，如夫姓「張」，本

家姓「丁」，則稱「張阿丁」，或簡稱「阿丁」。本案所見「阿丁」，即係一例。請參洪

金富〈數目字人名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2 [1987]：281-379）一文

的附錄〈元時官府文書婦人稱呼法小考〉（頁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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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至元四年告發到官。 

法司擬︰ 

雖准休和，其封斌及奸婦阿丁赦後依舊通奸，照依舊例，奸者徒一年

半，有夫者徒二年，其奸夫封斌、奸婦阿丁，各合徒二年，奸生子孫隨

父，奸婦決訖，分付本夫。 

部擬︰ 

緣封斌父與訖張興鈔三定，自願休棄，不合治罪。其張興所受錢物，亦

不合追徵。奸生男女隨父，奸婦阿丁分付本夫張興收管。 

呈奉省劄依所擬行下本路照會。27 

姦夫封斌、姦婦阿丁通姦，法司和省部之間量刑輕重不一，但對於姦婦和姦

生男女的歸屬判決則是一致無異：姦婦分付本夫，姦生男女隨生父。姦生男女隨

生父，元朝政府的這一裁決，具有斷例的作用，可以視之為法律，而這樣的法

律，基本上與其前後朝代應無不同。唐、金兩代沒有相關律文傳世。宋初竇儀 

(914-966) 等人所編《建隆重詳訂刑統》（簡稱《宋刑統》，963 年頒行）體例仿照

唐宣宗（846-859 在位）《大中刑律統類》，律文基本照抄《唐律疏議》，唐代的規

定似可由宋律推而知之。《宋刑統》卷二六〈雜律‧諸色犯姦〉條涵蓋了「同

類」相姦和「異類」相姦的多種情況。此處所言為良人同類相姦，北宋的規定

是：「諸良人相姦，所生男女隨父。」28 後來南宋採取了較為開放的態度，也可

以隨母。謝深甫 (1139-1204) 等纂《慶元條法事類》（1203 年頒行）卷八十〈雜

                                                 
 27《元典章》，第 3 冊，頁 1356。 

 28《宋刑統》卷二六，〈雜律‧諸色犯姦〉條全文是：「﹝准﹞《戶令》：諸良人相奸，所

生男女隨父；若奸雜戶、官戶、他人部曲妻、客女及官私婢，並同類相奸，所生男女並隨

母。即雜戶、官戶、部曲奸良人者，所生男女，各聽為良。其部曲及奴，奸主緦麻以上親

之妻者，若奴奸良人者，所生男女，各合沒官。」（頁 424）上引律文用語有「同類」，

無「異類」。「同類」謂如良人與良人，官戶與官戶。我用「異類」來指稱「同類」之外

的所有類別，如良人與雜戶，官戶與部曲之類。唐代律文中就有「同類」、「異類」兩詞

並見於同一律文中，見《官版唐律疏議》卷六，〈名例‧化外人相犯〉條：「諸化外人，

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疏﹞議曰：『化外人』，謂

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制法不同。其有同類自相犯者，須問本國之制，依其

俗法斷之。異類相犯者，若高麗之與百濟相犯之類，皆以國家法律，論定刑名。」（總頁

13）應當指出，前揭唐律中的同類、異類，係就國籍而言，相犯的兩造同一番國，則為同

類相犯，不同則為異類相犯；而《宋刑統》中的同類，係指國人中相同身分的人；我權宜

使用的異類，則指不同身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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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令‧戶令〉條：「諸因姦生子者，隨父。其母願自將撫養者，聽。妻離出，

所生子小而願自將帶撫養者，同。」29 姦婦——亦即生母——的意志較之已往更

受尊重。金朝法律如何處理姦生男女，不明，推測與元、明、清三代同。元朝初

年所見一案，姦生男女隨父，已見前述。明、清兩朝律文一致無異：「其和姦、

刁姦者，男女同罪。姦生男女責付姦夫收養。姦婦從夫嫁賣，其夫願留者聽。」

明人高舉  (1553-1624) 等纂《大明律集解附例‧犯姦》條下〈纂註〉云：「姦生

男女理宜姦夫收養，故即責付姦夫。姦婦從夫嫁賣，其夫願留者聽，所謂設大法

而順人情也。」清人朱軾  (1665-1736) 等纂《大清律集解附例‧犯姦》條下

〈註〉曰：「或因姦而生有男女，亦不忍傷其生，故責付姦夫收養。」30 姦生男女

並非本夫骨肉，本夫沒有義務收養；責付姦夫，合情合理。31 封斌、阿丁姦生男

女，責付姦夫，也是理之當然。 

但是，元朝良民姦生男女的第二案例，姦生男女的歸屬判決就與五、六年前

的第一案不同，由責付姦夫一人改變為男隨父、女隨母，分屬兩人，而且成為判

例。該案在《元典章》與《通制條格》具見記載，前者文字稍詳，全文如下：  

〈奸生男女〉45-41, 19a8-19a10 (1900) 

至元十年，兵刑部擬︰ 

為煙骸僋與李望兒通奸，刁引在逃。李望兒節次生到男女四口，除斷遣

外，將奸生男分付伊父煙骸僋，奸生女分付奸婦李望兒。 

省︰准擬。32 

按：《元典章》是佚名者收集元代中期一三二二年之前的法令規章和司法案

例類編而成的法律文書彙編，《通制條格》則是一三二三年頒行天下的《大元通

制》的一部分。《大元通制》的《制詔》和《斷例》已然不存，《條格》也僅存其

半。《大元通制》成為後來在一三三一年敕纂完成的大部頭政書《皇元經世大

                                                 
 29 謝深甫纂修，《慶元條法事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據中央圖書館藏抄本影

印），頁 613-614。 

 30 明律律文及其〈纂註〉，據《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二五，〈刑律‧犯姦〉條，頁 1-2。清

律律文及〈註〉，據《大清律集解附例》卷二五，〈刑律‧犯姦〉條，頁 1-2。 

 31 姦婦倘使未婚在室，責其收養，於其父母之家與個人都有不便。所以，無論姦婦已婚、

未婚，其姦生子責付姦夫收養，可說是最合理可行的選擇。 

 32《元典章》，第 3 冊，頁 1364-1365。煙骸僋，僻姓與惡名，一人兼具，十分可怪也十分

可疑，但此人的通姦案，《元典章》與《通制條格》兩書具載，具作如此，能不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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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重要資料來源。《經世大典》全書已佚，倖存佚文唯有元人蘇天爵  (1294-

1352) 所編《國朝文類》中收錄的若干篇〈序錄〉，以及殘本《永樂大典》所見部

分文字。《經世大典》分君事四篇和臣事六篇。臣事六篇中的〈憲典〉為明初所

修《元史‧刑法志》的史源。33 前揭《通制條格‧奸生男女》條所載李望兒姦生

男女四口，男隨父、女隨母的判例，可能是《元史‧刑法志‧姦非篇》所載條文

——「諸姦生男女，男隨父，女隨母」——的所本，也許是唯一所本。唯此一法

律是否貫徹執行，無可驗證。再者，姦生男女隨父、隨母，尚有其他多種可能的

判決，例如男隨母、女隨父，或者男女都隨父或隨母，為何限定在男隨父，女隨

母一種，其理難明。34《元典章》與《通制條格》對原始文書過度刪節，通姦犯

煙骸僋與李望兒的婚姻情況不得而知，兩人姦生男女的歸屬判決以及《元史》志

文所謂男隨父、女隨母云云，我們因此難以正確理解和詮釋。 

接著討論良民與奴婢相姦生子兩案。較早的一案是良民李買驢與驅婦張七姑

相姦案，稍後的一案是逃驅馬僧安與良婦薛回奴的相姦案。前案具見《元典章》

與《通制條格》，後案見於《通制條格》。茲將兩案全文引錄如下（前案據《元典

章》，因文字稍詳之故）： 

〈奸婢生子隨母〉45-40, 19a3-19a7 (1899) 

至元六年 (1269) 十月，中書右三部︰ 

據曹州路來申︰ 

人戶李買驢（下文作李驢）拐帶探馬赤軍人陳牌子驅婦張七姑在逃。取

到各人招伏詞因。即係赦格已前，除已減輕斷遣外，奸生二子，乞定奪

事。 

                                                 
 33 參看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前言〉，頁 1-26；

另見劉曉，〈再論《元史‧刑法志》的史源——從《經世大典‧憲典》一篇佚文談起〉，

《北大史學》10 (2004)：92-101。又，《大元通制》三綱中，《條格》一綱原有 1151 條，

今存 653 條。 

 34 所謂姦生子或姦生男女，一般定義為因通姦而生之子女，以及因被強姦或刁姦而生之子

女；與此相對，則為非姦生子，包括妻生子（嫡）、妾生子（庶）、婢生子。本文從之。

又，姦生子女之生父、生母，即通姦的雙方，以婚姻情況而論，有皆已婚者，有一已婚一未

婚者，有皆未婚者（包括定婚夫妻），情況不一；以身分而言，有良與賤，主與奴，職官與

部民，僧道與凡人，不一而足。情況繁雜，都有可能發生，都有可能出現因應不同情況而

做出的判決。而且，即使同一情況，甚至同一案件，不同法官也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決。 



元代姦非案疑題試解 

 
-169- 

省部相度，既是李驢刁引陳牌子驅婦張七姑在逃，奸生二子，隨母還主，

仰照驗施行。35 

〈奸生男女〉《通制條格校注》 

至元十一年 (1274) 四月，中書省： 

戶部呈： 

南陽府蒲察伯淵逃軀馬僧安刁引良婦薛回奴在逃。議得：薛回奴擬合斷

付元夫趙立，奸生兒男隨母為良，另立籍面差發。 

都省准呈。36 

前一案張七姑原是軍人陳牌子（即牌子頭、十人長）的軀口（軀，或作驅、

駈），即奴婢，故稱軀婦。軀婦姦生二子被判隨母還主，身分應是法官的主要考

量。軀口在元代被視若財物，爭奪軀口時有所見。37 軀婦姦生子女隨母還主，無

異是物歸原主。後一案薛回奴原是良婦，她與逃軀馬僧安通姦被逮歸案，省部將

薛回奴斷付元夫趙立，姦生兒男隨母為良，合情合理，不難理解。至於姦生兒男

「另立籍面差發」，不與趙立同籍，蓋因兩人並無血緣關係之故。無論如何，良婦

薛回奴、軀婦張七姑兩件通姦案例，應是《元史‧刑法志‧姦非篇》第四十二條

志文之所本，該條文是：「諸良民竊奴婢生子，子隨母還主，奴竊良民生子，子

隨母為良，仍異籍當差。」38 沒有其他案例可來質疑《元史》條文的正確性。 

元代良賤姦生子女的歸屬裁決如上，元代前後朝代都有關於良賤為婚和良賤

相姦的相關法條，但涉及姦生子女歸屬問題的條文似不多見。39 唐令有此一條，

                                                 
 35《元典章》，第 3 冊，頁 1364。李買驢、張七姑通姦事，《通制條格》卷四〈戶令‧奸生

男女〉條所載稍略，見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頁 197-198。 

 36 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頁 198。 

 37《元典章》17-2 條〈戶計‧籍冊‧戶口條畫〉載至元八年聖旨頒行事理內「放良戶」項

下，云：「諸人驅口，雖與財物同，若驅口宅外另居，自行置到重驅，元買人出放為良

者，並從為良，本主底使長不得爭理。」參見《元典章》，第 2 冊，頁 634。「財物」，

《通制條格》作「錢物」，見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頁 22。 

 38《元史》卷一○四，頁 2655。 

 39 例如唐律有〈奴娶良人為妻〉條（第 191 條）、〈雜戶官戶與良人為婚〉條（第 192

條），〈雜律‧凡奸〉條有「諸姦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雜戶、官戶姦

良人者，各加一等。即姦官私婢者，杖九十；奴姦婢，亦同。」（第 410 條）及「諸奴姦

良人者，徒二年半；強者，流；折傷者，絞。」（第 414 條）（以上四條，依序見《官版

唐律疏議》卷一四，總頁 176, 177；卷二六，總頁 297, 298）明、清兩朝都有如下的相同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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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再引錄如次：40 

諸良人相奸，所生男女隨父；若奸雜戶、官戶、他人部曲妻、客女及官私

婢，並同類相奸，所生男女並隨母。即雜戶、官戶、部曲奸良人者，所生

男女，各聽為良。其部曲及奴，奸主緦麻以上親之妻者，若奴奸良人者，

所生男女，各合沒官。41 

這一唐令為宋朝所沿用。42 假如律文中所謂雜戶、官戶、部曲、奴婢可以權宜統

稱之曰：「賤」，那麼，律文所揭示的良賤姦生男女的歸屬問題，可以概括出三條

原則：第一，母為良，隨母為良；第二，母為賤，隨母還主；第三，奴姦主人周

親之妻，所生男女沒官。元代良賤姦生子，如前所述，不論男女，生母的身分似

乎是判定姦生子歸屬的最重要，也許是唯一的考量因素。母為良，則子隨母為

良；母為奴婢，則子隨母還主。這是合乎情理的安排，與唐、宋一致。43 我疑

明、清兩代對良賤姦生子女亦復如此處置。 

三•翁與男婦的姦非問題 

《元典章》載有翁與男婦之間的姦非案數件，《元史‧刑法志‧姦非篇》亦有

相關法條，將實際個案與法律條文對照，呈現的結果如何，值得一探。 

茲先將志文抄錄如下： 

 

                                                 
文：「凡奴姦良人婦女者，加凡姦罪一等。良人姦他人婢者，減凡姦一等。奴婢相姦者，

以凡姦論。」見《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二五，〈良賤相姦〉條，頁 11-12；《大清律集解

附例》卷二五，〈良賤相姦〉條，頁 11。又，元代良賤為婚姻律，見《元史》卷一○三，

〈刑法志二‧戶婚篇〉，頁 2644；良賤相姦律，見《元史》卷一○四，〈刑法志三‧姦非

篇〉，頁 2655。又，涉及姦生子女歸屬問題的條文似不多見云云，係鄙人翻檢《唐律疏

議》、《宋刑統》、《慶元條法事類》、《通制條格》、《元典章》、《大明律》、《大

清律》無所得而發。緣男女通姦，古往今來，世所常見，相姦而生子，亦必不少，姦生子女

相關案件，不能無有。唯歷代政府如何處理，有無立法，或者文獻不存，無可徵證，或者

文獻盈多（明、清兩朝尤甚），不勝尋覓。職是之故，似不多見云云，恐非正確。 

 40 該條全文已見前文註 28，故曰「茲再引錄」。 

 41 仁井田陞原著，栗勁等編譯，《唐令拾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頁 173。 

 42《宋刑統》卷二六〈雜律‧諸色犯奸〉：「准：戶令：諸良人相奸，……，各合沒官。」

（頁 481） 

 43 此處歸納出的唐、宋良賤姦生男女歸屬三原則的第三原則（奴姦主人周親之妻，所生男女

沒官），是否沿用於元代，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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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文 5）諸翁欺姦男婦，已成者處死，未成者杖一百七，男婦歸宗。和姦

者皆處死。男婦虛執翁姦已成，有司已加翁拷掠，男婦招虛者，處死；虛

執翁姦未成，已加翁拷掠，男婦招虛者，杖一百七，發付夫家從其嫁賣。

婦告或翁告同。若男婦告翁強姦已成，卻問得翁欲欺姦未成，男婦妄告重

事，笞三十七，歸宗。 

（志文 6）諸欺姦義男婦，杖一百七；欺姦不成，杖八十七；婦並不坐。婦

及其夫異居當差，雖會赦，仍異居。 

（志文 7）諸男婦與姦夫謀誣翁欺姦，買休出離者，杖一百七，從夫嫁賣，

姦夫減一等，買休錢沒官。44 

《元典章》所見涉及翁與男婦之間的姦非案件文書計六件，其中四件（和姦

一件、欺姦未成三件），佚名編者把它編入卷四一〈諸惡‧內亂〉目下，其餘兩

件（執謀翁姦）則編入卷四五〈諸姦‧指奸〉目下。茲先抄錄翁與男婦和姦案全

文如下： 

〈翁奸男婦已成〉41-44, 21a9-21b1 (1725) 

順天路申︰ 

祁州深澤縣解到魏忠招伏︰至元五年三月內，將男婦張瘦姑通奸了一

度；四月十八日 (1268.5.31)，又通奸了一度；五月十六日 (1268.6.27)，

又通奸了一度。又於當年五月二十日  (1268.7.1) 通奸，有瘦姑道︰「你

剪了陰毛著。」忠依隨剪了，致被告發到官，并取到奸婦瘦姑狀招相

同。 

魏忠 法司擬︰舊例：奸子孫之婦者，絞。其魏忠合行處死。部准擬，呈

訖。省准訖。 

張瘦姑 法司擬︰舊例：「和奸，（本保無夫婦人）﹝本條無婦女﹞罪名者，與

男子同。」准上，合得絞罪。又雖因本婦人告首到官，舊例：若越度關

及奸，並不在自首之例。張瘦姑亦合處死。部擬︰本婦既是在先曾向伊

夫學說，及今日自首到官，量情擬杖七十七下，從婦歸宗。呈省，准

訖。45 

                                                 
 44 以上數條具見《元史》卷一○四，頁 2653-2654。 

 45《元典章》，第 3 冊，頁 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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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翁魏忠與男婦張瘦姑數度通姦，發生在至元八年廢行金《泰和律》之

前，故依金律判兩人死刑。唯因張瘦姑先則向夫告白，繼則到官自首，因而逃過

一死，被判杖七十七下，離異歸宗。翁與男婦和姦，本案依金律處死；一三二三

年頒行的《大元通制‧諸條格》亦載：「翁姦男婦未成，一百七下；已成，各處

死。」46 明初纂修的《元史》前揭志文 5 云：翁與男婦「和姦者皆處死」。據知

金、元兩代翁與男婦相姦皆處死無疑。《唐律疏議》律文為《宋刑統》所沿用：

「諸姦父祖妾、伯叔母、姑、姊妹、子孫之婦、兄弟之女者，絞。即姦父祖所幸

婢，減二等。」 47《大明律》與《大清律》律文完全同宋律，僅改「諸」作

「若」，改「絞」作「各斬」。48 翁與男婦相姦，是亂倫敗德的嚴重內亂罪，唯一

死刑，歷代皆然。 

《元典章》欺姦男婦未成者兩件如下： 

〈翁戲男婦斷離〉41-45, 21b2-21b6 (1726) 

至元十年三月十七日 (1273.4.6)，中書兵刑部︰ 

據平陽路申︰ 

絳州正平縣董文江招伏︰將男婦福怜用言調戲，及揣抹手足，夤夜搖撼

房門罪犯。府司原其本情，雖未成奸，已亂人倫尊卑之禮，於理合令高

福怜與伊夫離異。乞明降事。 

省部依准所申，令高福怜與伊夫董綿和離異，歸宗。據董文江所犯，仰本

路就便依理決斷施行。49 

〈妻告夫奸男婦斷離〉41-46, 21b7-21b15 (1727) 

大德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1305.7.21)，准中書省咨︰ 

李阿鄧告夫李先強奸繼男婦阿李不成罪犯，已經斷訖。看詳綱常之道，夫

婦許相容隱，經官告夫李先奸罪，欲令依舊同處，不無別致生事，若斷義

﹝絕﹞離異，不見妻告夫罪（立）定例，請定奪回示。送刑部議得︰ 

                                                 
 46 黃時鑑輯點，《元代法律資料輯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頁 67。 

 47《宋刑統》卷二六，〈雜律‧諸色犯姦〉條，頁 422。 

 48《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二五，〈刑律‧犯姦‧親屬相姦〉條，頁 5；《大清律集解附例》

卷二五，〈刑律‧犯姦‧親屬相姦〉條，頁 6。 

 49《元典章》，第 3 冊，頁 1262-1263。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00660#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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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元非血屬，本以義相從，義合則固，義絕則異，此人倫之常禮也。

李先罪犯強奸伊妻阿鄧前夫男婦，於婦知見，用言勸道，為人不思自

過，反將阿鄧打傷，告發到官，對問是實。既將李先斷訖，已是義絕，

再難同處。看詳李先所犯，敗傷風化，瀆亂人倫，仰合與妻離異相應。  

都省︰准擬。合行移咨依上施行。50 

後一文書所載翁姦男婦案，亦見於元人沈仲緯《刑統賦疏》，唯文字較為簡

略，全文如下： 

大德八年  (1304) 七月，湖廣省李阿鄧告夫姦男婦，不見妻告夫罪定例。

刑部議得：夫婦之道，元非血屬，本以義合，義絕則異。李先姦伊妻阿鄧

前夫男婦，用言勸道，反將阿鄧打，既斷一百七下，已是義絕，擬合離

異。51 

前一文書所述董文江求姦男婦高福怜案，由於《元典章》刪削原始文書失當，不

留提告之人名氏，以致我們對於實際案情無法完全了然。董文江求姦男婦的那些

言行舉措，當然不可能寫入律文，而且求姦行動並未成功，以致地方和中央都無

法可援，做出判決，這件求姦案最後只能推給地方官司「就便依理決斷施行」。

但決斷為何，不得而知。至於中央和地方一致裁令高福怜與夫董綿和離異歸宗，

所據理由是「已亂人倫尊卑之禮」。這裡所謂「亂」，指「內亂」，翁姦男婦、調

戲男婦，父姦親女、姦義女，兄姦弟妻等，都是內亂。52 翁與婦內亂，家庭人倫

尊卑之禮無法維持，判決婦人與夫離異歸宗，似乎是比較合乎當代社會倫理的可

行辦法。下文提到婦人劉冬兒、劉粉兒誣告翁舅趙全、李順欺姦兩案，中書省的

最後判決都是婦人與夫離異歸宗，所據理由是婦與翁已經「當官面對奸事，已為

義絕，難敘舅姑之禮，似難同居」。翁婦內亂，不管孰是孰非，不問夫婿意願，

判決婦與夫離異歸宗，現代人看來，當然不無可議，但是，在講究人倫尊卑的古

代，恐怕別無更為可行的辦法。 

 

                                                 
 50《元典章》，第 3 冊，頁 1263。 

 51 沈仲緯，《刑統賦疏》（臺北：鼎文書局，1982，據《枕碧樓叢書》本影印），頁 28a-

28b；黃時鑑輯點，《元代法律資料輯存》，頁 187。《刑統賦疏》所繫年月與《元典章》

不同，疑大德八年七月，李阿鄧提告；至九年六月，都省最後判決之相關咨文始抵某行

省。又，「元非血屬」元作「無非血屬」，蓋誤「元」為「无」即「無」之故。 

 52《元典章》卷四一，〈刑部三‧諸惡‧內亂〉項下收錄相關文書七件（第 3 冊，頁 1262-

1264），可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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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姦男婦不成的董文江，究竟受到何等處罰，已不可知。後一文書所載欺姦

繼男婦不果的李先，則是被斷杖一百七下。這與志文 5 所載「諸翁欺姦男婦，已

成者處死，未成者杖一百七，男婦歸宗」一致，應當指出，揭發後夫李先獸行的

阿鄧，不僅遭夫打傷，還要背上違背夫妻許相容隱的所謂人倫常理的罪名。地方

官府與中央刑部都以李先和阿鄧夫妻已經義絕之名，判處兩人離異。阿鄧是否願

意離異，司法人員似乎不太在意，他們更為關心的是阿鄧揭發其夫不倫行為是否

違背綱常禮教。阿鄧不揭發，李先可能消遙法外。維護綱常禮教，隱匿犯罪，與

揭發內亂惡行，懲罰罪犯，如何取捨，或許是當代司法人員都得面對的問題。  

翁姦男婦未成，元代處杖一百七下，與前後朝代相較，孰輕孰重，可知者有

限。唐律沒有翁姦男婦律文。翁與男婦相姦（和姦），宋、明、清三代各處死，

已見前述。翁欺姦男婦（強姦），已成者當然更難逃一死。53 那麼，未成者呢？

《宋刑統‧諸色犯姦》條沒有相關律文。《大明律‧犯姦‧親屬相姦》條下律文未

見相姦「未成」之規定。但條後所見兩則〈條例〉之首條可知其罰則。該一條文

是：「凡親屬犯姦至死罪者，若強姦未成，依律問罪，發邊衛充軍。」這一法條

為清代所沿用。54 元代杖一百七下，明、清杖一百，發邊衞充軍，輕重不侔，明

顯可知。 

元代翁與男婦姦非案中，除前述已成、未成者外，尚有所謂「虛執」或「執

謀」——即今所謂誣告——翁姦的案例二件，全文如下： 

                                                 
 53「欺姦，謂欺其卑幼，陵制以成姦，猶強姦也。」引自沈之奇原註，洪弘緒重訂，《大清

律輯注》（收入高柯立、林榮輯，《明清法制史料輯刊》第 3 編第 12 冊，北京：國家圖書

館出版社，2015，據清康熙五十四年 [1715] 刻本影印），卷二五，〈刑律‧犯姦‧誣執

翁姦〉，頁 9。 

 54《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二五，〈刑律‧犯姦‧親屬相姦〉條，頁 8；《大清律集解附例》卷

二五，〈刑律‧犯姦‧親屬相姦〉條，頁 8。關於此一條例的增訂緣由，可參《大明律》

卷二五，〈犯姦〉條內〈問刑條例〉與〈嘉靖新例〉，頁 5。薛允升和沈之奇亦皆有所說

明。薛允升，《唐明律合編》卷二六，〈親屬相姦‧條例〉本條下註：「此條係前明嘉靖

七年 (1528) 閏十月刑部尚書胡世寧題為申明律例再乞明旨欽定，以便遵守事，奉旨：

是。今後親屬犯姦未成，都依律問罪，發邊衞充軍，著為定例。」（頁 22）沈之奇《大清

律輯注》的說明更周詳：「考此例之由來，緣本律強姦下無未成姦之文，問刑衙門因不分

已、未成姦，並擬斬罪，故著此例。謂親屬犯姦至死罪之中，強姦未成一項，應依犯姦

本律，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但與凡人無別，又不可竟擬入死，故發邊衞充軍，情法

乃盡。」（卷二五，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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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婦執謀翁姦〉45-16, 9a3-9a15 (1875) 

右三部呈︰ 

上都路申︰ 

杜秀哥執謀袁用昌強行奸污事。奸婦杜秀哥狀招︰見年一十九歲，無

疾、孕，招伏︰不合於至元三年八月內，自行說合與史文秀節次通奸。

又招︰至元三年四月內，與叔伯兄杜鄭家兒兩次通奸。又招︰不合於至

元四年正月十二日  (1267.2.7)，與張三驢通奸。又招︰於至元四年正月

二十八日，於翁袁用昌胸前撾破，虛指翁袁用昌曾行強奸。合得逐節罪

犯招伏是實。 

法司擬︰ 

杜秀哥所招，除與史文秀、張三驢、杜鄭家兒節次通奸罪犯，係有夫婦

人犯奸，合得徒二年，係輕罪，并招伏於翁袁用昌胸前撾破情罪。照得

來解，驗得袁用昌胸前別無撾破傷損，兼袁用昌身死，別無對證，難擬

定罪。止據杜秀哥執謀翁袁用昌曾行奸要罪犯，舊例，即係強奸男婦未

成者絞。今杜秀哥誣告翁行奸，舊例：誣告人者，各反坐。至死而應合

決者，減一等。其杜秀哥合徒五年，決徒年杖一百。因奸所犯，去衣受

刑。 

部擬︰一百七下。 

省︰准擬。斷訖。55 

〈又〉45-17, 9a16-9b17 (1876) 

至元十三年 (1276) 正月，中書兵刑部︰ 

承奉中書省判送，本部元呈： 

濟寧府鄆城縣申： 

軍戶趙全告：男婦劉冬兒執謀將伊欺騙公事。 

本部議得，劉冬兒所犯，﹝執﹞謀伊翁欺奸，取訖招伏，斷杖八十七下。

若將本婦分付伊家依舊同活，終是劉冬兒與翁當官面對奸事，已為義絕，

難敘舅姑之禮，似難同居。擬將本婦斷離歸宗，追回元下聘財，給付夫家

別求妻室，似為相應。批奉都堂鈞旨： 

                                                 
 55《元典章》，第 3 冊，頁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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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本部照勘議擬連呈。 

本部照得，近據濟寧府申：  

李順狀告男婦劉粉兒刁騙奸污公事。取到劉粉兒誣告招伏，斷訖八十七

下。 

省部議得，劉粉兒所犯，既經按察司與本府官審問是實，量情斷訖八十

七下，既已斷訖，別無定奪。外，將本婦分付夫家，依舊同活一節，看

詳劉粉兒刁騙伊翁，終是曾經與翁當官面對奸事，已為義絕，難敘舅姑

之禮，似難同居，擬將本婦斷離歸宗，追回元下聘財，給付夫家，別求

妻室，似為相應。為此，具呈中書省照詳。承奉都堂鈞旨：  

送本部，准呈施行。 

本部照得，劉冬兒所犯，與劉粉兒無異，頑人甘欲棄夫家以事執謀，對證

得虛，尚自離異，倣此為例，實汙風俗。以此議得，莫若分付夫家，從其

所欲，夫家不存留，許追元財，別求妻室。若准所擬，仍自今後餘犯為

例，合行具呈中書省照詳。呈奉都堂鈞旨︰ 

議得劉冬兒執謀翁奸，情犯非輕，雖已斷訖，使生僥倖倣學，若是追回

元財，定離其婦，正合本意，如斷付夫家，既與翁面對奸事，似難同

居。今後，從夫家所欲嫁賣。已後似此違犯之婦，申部呈省詳斷，無令

擅決。 

奉此。56 

兩件文書記錄三案，第一件一案——以下稱之曰：A 案，案發在至元四年，

下距廢行金《泰和律》尚有四年，通姦累犯杜秀哥誣告家翁袁用昌強姦未成，法

司即依金律判「杜秀哥合徒五年，決徒年杖一百」，右三部（兵、刑、工）則擬

一百七下，獲中書省批准。第二件兩案，案發在至元十三年稍前，較早的是劉粉

兒誣告家翁李順強姦未成案——以下稱之曰：B 案；稍後的是劉冬兒誣告家翁趙

全強姦未成案——以下稱之曰：C 案。B 案劉粉兒與 C 案劉冬兒都被「斷杖八十

七下」，但有一不同：劉粉兒離異歸宗，劉冬兒則斷付夫家，夫家欲留則留，欲

嫁賣則嫁賣。所以有此一轉變，蓋因男婦控告翁姦，甭說真有姦情，即使是虛捏

故事，都會被判離異，而被判離異，棄夫家而去，正中男婦——所謂「頑人」之

下懷。為杜絕僥倖之門，斷付夫家，從夫家所欲，應是最可行的辦法。但是，男

                                                 
 56《元典章》，第 3 冊，頁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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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虛告（虛執、執謀）翁姦，意不易測，所以元朝中央下令自此以後，男婦執謀

翁姦的個案，地方政府不得擅自斷決，必須申部呈省詳斷。 

前述 A、B、C 三案，疑是《元史‧刑法志‧姦非篇》志文 5「虛執翁姦未

成，已加翁拷掠，男婦招虛者，杖一百七，發付夫家從其嫁賣」云云之所本。

但，應當指出，三案文書與志文之間存在不諧之處。第一，A 案時間早，在沿用

前金《泰和律》之時，男婦杖一百七，與志文合；B、C 兩案在廢止《泰和律》

之後，男婦杖八十七，與志文不合；豈 B、C 兩案之後，男婦杖數又恢復早期一

百七之數？第二，發付夫家從其嫁賣云云，玩味三案文書文意，應是始自 C 案，

志文倘若可信，應是 C 案以後所有誣告翁姦的男婦都比照辦理，唯目前尚無案可

稽。志文所謂「已加翁拷掠，男婦招虛者」云云，同樣無案可稽，不得其詳。  

虛執翁姦未成，男婦該當何罪，唐律無文。《宋刑統》亦無相關記載。金律

「合徒五年，決徒年杖一百」，已見前述。明、清兩朝規定：「凡男婦誣執親翁，

及弟婦誣執夫兄欺姦者，斬。」57 元朝刑度杖一百七顯然較其前後朝代均輕。 

四•幼女與未成丁男的姦非問題 

《元典章‧諸姦卷》中有幾條涉及幼女與未成丁男的姦非問題。58 茲依案件

發生前後，略述案情如後。案發時間明確者，紀年後用逗號「，」；案發時間不

明確，則記該一文書所繫最後年月，用句號「。」。  

I、 至元五年  (1268)，鄭忙古歹強姦六歲女王䗶梅。處死。（見 45-6 條

〈強奸幼女處死〉及 45-9 條〈又〉） 

II、 至元七年，陳賽哥強姦田菊花。右三部擬合處死，奏准。後，審斷罪

囚斷事官斡脫兒赤等斷訖陳賽哥一百七下。中書省聞奏疏放。（見 45-

6 條〈強奸幼女處死〉及 45-9 條〈又〉） 

III、 至元七年，王解愁強姦郭晚驢定婚妻九歲李道道。白水縣官司准

攔， 59 斷訖王解愁四十七下。刑部呈中書省，略謂合行處死，若依

                                                 
 57《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二五，〈犯姦‧誣執翁姦〉條，頁 8；《大清律集解附例》卷二五，

〈犯姦‧誣執翁姦〉條，頁 7-8。 

 58《元典章》，第 3 冊，頁 1343-1348。 

 59 訴訟案中元告人攔告休和，官司允准，謂之准攔，即今兩造和解，元告人撤告，法官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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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脫兒赤已斷（II 陳賽哥強姦田菊花）體例，猶合貼斷六十下。省准

依上施行去訖。（見 45-6 條〈強奸幼女處死〉） 

IV、 至元十年。杜奴奴強姦一十一歲女子張賽賽。省部照得，強姦十歲以

上室女，擬斷一百七下。（見 45-4 條〈奸幼女〉；及 45-8 條〈強奸幼

女處死〉，該條繫至元十一年） 

V、 至元二十九年。一十四歲張拾得強姦四歲女某，決一百七下。（見 45-

7 條〈奸八歲女斷例〉） 

VI、 元貞二年 (1296)。一十四歲胡堅強姦六歲女王丑娘。刑部照得 V 案，

比例量擬胡堅杖一百七下。（見 45-7 條〈奸八歲女斷例〉） 

VII、 大德元年  (1297)，年七十五歲李桂（百一）用手損壞九歲潘茂娘女

身。吉州路︰擬將李桂決杖一百七下，依例罰贖。江西省府：依准所

擬，決杖一百七下。（見 45-4 條〈年老奸污幼女〉） 

VIII、 大德十一年。一十六歲類徐保強姦五歲女張鳳哥。省委審斷罪囚官斷

六十七下。淮西廉訪司追照文卷，以不見如此斷例向御史臺糾舉。臺

呈中書省，省箚刑部議。刑部議得，類徐保例合處死，卻為照到斷事

官斡脫兒赤斷訖陳賽哥［強姦田菊花］（II，斷訖一百七下）又王解

愁強姦李道道貼斷（III，斷訖四十七下，貼斷六十下，合計一百七

下）例，合將類徐保貼斷四十下（省委審斷罪囚官斷六十七下，今貼

四十下，合計一百七下）相應。刑部呈准依上施行。（見 45-6 條〈強

奸幼女處死〉） 

IX、 皇慶元年  (1312)。一十四歲姚細僧強姦八歲女沈阿妹。刑部議得，

雖和，合同強姦論罪，比例（V 和 VI）決杖一百七下。被姦小女沈阿

妹雖有招涉，難議科罪。（見 45-7 條〈奸八歲女斷例〉） 

X、 皇慶二年，陳伴僧強姦陳歸娘，歸娘已年十歲。紹興路︰參詳強姦十

歲以上室女，例斷一百七下，十歲以下者，例合處死。陳歸娘已年十

歲，例斷一百七下，或例合處死？事干通例，請照詳。刑部議得，陳

伴僧姦幼女罪犯，依例 (IV) 結案相應。（見 45-8 條〈強奸幼女處死〉） 

《元典章‧諸姦卷》所記姦非案中，涉及幼女及未成丁男者十案如上。《元

史‧刑法志‧姦非篇》相關律文凡四條如下： 

（志文 20） 諸強姦人幼女者處死，雖和同強，女不坐。凡稱幼女，止十歲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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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文 21） 諸年老姦人幼女，杖一百七，不聽贖。 

（志文 22） 諸十五歲未成丁男，和姦十歲以下女，雖和同強，減死，杖一

百七，女不坐。 

（志文 23） 諸強姦十歲以上女者，杖一百七。60 

綜觀四條律文和十件個案，有兩個相關問題需要先行釐清。一是幼女與室女

的界定，二是「已年十歲」與「十歲以下」和「十歲以上」的實際意涵。志文 20

稱幼女「止十歲以下」，案例 X 有「十歲以上室女」云云；那麼，可以說，「止

十歲以下」女為幼女，「十歲以上」女為室女。法律規定，強姦幼女處死（志文

20），強姦室女杖一百七（志文 23），被姦女子是幼女或室女，攸關罪犯的生與

死，不可等閒視之。可是，律文「止十歲以下」和「十歲以上」語義含混，又有

自相矛盾之虞。質言之，一位年十歲的女子究竟是應視為「止十歲以下」的幼

女，抑或是「十歲以上」的室女，於是乎成為當代司法人員可能面對而又亟須正

確答案的問題。前揭個案 X 就是緣此而來。再者，「止十歲以下」的「止」字，

該如何解釋呢？ 

紹興路（治今浙江紹興）面對的個案 X 中，被姦陳歸娘「已年十歲」，究竟

應算幼女或室女，該路查無判例可循，懼有違錯，故呈報上級裁示。最後，中書

刑部給的答案是：「仰照驗據杜奴奴所犯，更為審問是實，就便依例歸斷。」

按：紹興路提問的是：被姦陳歸娘「已年十歲」，算「幼女」或「室女」；刑部

卻要紹興路照驗杜奴奴侵犯張賽賽的前例來歸斷，而張賽賽是「一十一歲」。刑

部近乎答非所問，推諉塞責。不過，可以確定，陳歸娘的加害者陳伴僧，依杜奴

奴之例，逃過了死刑，斷杖一百七下。換言之，被姦陳歸娘「已年十歲」，是被

視為「十歲以上」的室女。那麼，以此推之，「十歲以下」的幼女，當然就是一

到九歲之女，不含十歲。61《元史‧刑法志‧姦非篇》「十歲以上」和「十歲以

下」云云，或當如是作解。若然，則「止十歲以下」的「止」字，或許是個衍

字。62 

                                                 
 60 以上數條具見《元史》卷一○四，頁 2654。 

 61 歲數的計算，出生算一歲，過年算二歲，再過一年再加一歲，這是虛歲。與虛歲相對，即

所謂足歲、周歲，按實足月份或日數計算。虛歲比足歲多一至二歲。 

 62 在一句或一段文字中，字詞之後綴加後置詞，例如「元代以前」、「三品以上」、「淮河

以北」等等，「以前」是否包含本指「元代」，「以上」是否包含本數「三品」，「以北」

是否包含本指「淮河」，很難說，需要視上下文而定。假如「元代以前」與「元代以後」，

「三品以上」與「三品以下」，「淮河以北」與「淮河以南」，率皆連袂出現，則元代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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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志文 22 有「諸十五歲未成丁男」云云，也有必要究明其含義。法律學

家沈家本 (1840-1913) 著有〈丁年考〉一文，63 但未言及元代成丁之年齡規定。

茲據所見相關文獻略述如下。首先，請見《元典章》49-39 條： 

〈子隨父上盜免刺〉49-39, 20b9-20b14 (2026) 

至元二十四年 (1287) 六月，江西行省︰ 

袁州路申︰ 

盧元甫被盜，捉獲賊人高三，審囚官刺斷了當。據高三男甘仔上盜時，

係從順父前去，即係受尊長使令之人，兼本人年一十四歲，係是童男，

不諳世俗，又不曾分受贓物入己，難同隨從他人上盜體例。乞明降。  

省府議得，高甘仔年既未及成丁，止從父命，為此，依法理，合止罪其

父，高甘仔擬免科斷。合下仰依上施行。64 

高甘仔隨父上盜而得以免受刺臂處分，原因之一是他「年一十四歲，係是童

男」，「未及成丁」，與志文 22「諸十五歲未成丁男」並無牴觸。志文提到十五

歲，《元史‧郭寶玉傳》也提到十五歲，云： 

木華黎引見太祖，問取中原之策，寶玉……又言：「建國之初，宜頒新

令。」帝從之。於是頒《條畫五章》，如出軍不得妄殺；……軍戶，蒙

古、色目人每丁起一軍，漢人有田四頃、人三丁者簽一軍；年十五以上成

                                                 
含在「前」段或在「後」段，三品屬於「上」層或「下」層，淮河地隸「北」方或「南」

方，是矛與盾、二選一的問題，更難說，更需要仔細斟酌而後定。《論語‧雍也》：「子

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見朱熹，《論語集注》〔收

入《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89）孔子一句話中「中人以上」和

「中人以下」同時並見，但不難理解。我們可以權宜杜撰「上人」、「中人」、「下人」

三詞以便說明。就文理而言，孔子所謂「中人以上」，指「中人」和「上人」，「以上」

涵蓋本指「中人」；但「中人以下」，「以下」並不涵蓋本指「中人」，僅指「下人」。

聖人言簡意賅，《元史》纂人語焉不詳。〈刑法志‧姦非篇〉「十歲以上」和「十歲以下」

云云，我只能如是推敲。 

 63 沈家本撰，鄧經元、駢宇騫點校，《歷代刑法考》，第 3 冊，頁 1331-1341。此文略謂，

丁之名起於晉，「其成丁之年，歷代不同，自十六以上至二十五」，即十六以上、十七、

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凡八等。文末又謂：「唐律未成年者分

十五歲、十歲、七歲三等。七歲以下不加刑，十歲以下，雖反逆殺人應死亦得上請，此上

所長者，不忍以法遽加之也。十五以下，流罪收贖，此上所強者，不忍以法概繩之也。」 

 64《元典章》，第 3 冊，頁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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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六十破老，站戶與軍戶同；……皆寶玉所陳也。65 

假定兩條史文——傳文「年十五以上成丁」和志文 22「諸十五歲未成丁男」

——文字都正確無誤，而且年歲計算方式一致無異，皆以出生為一歲，每過一新

年即增多一歲，那麼，年十五歲時，據傳文，已成丁，但據志文，則未成丁，兩

者顯然互相牴觸。孰是孰非，頗費思量。按傳文「年十五以上成丁」云云是成吉

思汗時代 (1206-1227)《條畫五章》之一，志文 22「諸十五歲未成丁男」云云則

來源於百年左右之後《經世大典》的〈憲典〉，我們當然可以折中兩端，主張蒙

元成丁之年，先後不同，初期以年十五為制，後來則提高到年十六，所以有「諸

十五歲未成丁男」的說法。但是，十六歲成丁之說，純屬揣測，無可徵證。前揭

十個案例中，犯姦男子有十四歲者，有十六歲者，恰恰沒有十五歲者可供討論，

殊為可惜。66 

蒙元成丁年歲之謎，前述折中說之外，另有一說可以考慮。我疑志文 22「諸

十五歲未成丁男，和姦十歲以下女」云云，可能漏失「以下」兩字，當補正作

「諸十五歲（以下）未成丁男」。第一，「十五歲（以下）未成丁男」正好可以

和前揭傳文「年十五以上成丁」兩相呼應，共存並立。第二，前引志文四條中，

三條言及歲數四次，其中三次在歲數之後加上「以上」或「以下」，即第 20 條

「止十歲以下」，第 22 條「十歲以下女」，第 23 條「十歲以上女」，這種文字表

述，涵蓋面強，凡十歲「以上」或「以下」者均被概括在內。反觀我們有疑的第

22 條「諸十五歲未成丁男」云云，語言侷促，語意狹隘，似乎所指僅限於「十五

                                                 
 65《元史》卷一四九，頁 3521。又，蒙古人十五成丁，成丁之年即其被簽為軍之年，而漢人

當兵則限年二十以上。《元史》卷九八，〈兵志一‧序言〉：「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

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

無眾寡盡簽為兵。……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或以貧富為甲乙，……。或以男

丁論，……。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頁 2508）應當指出，

蒙古人並非年到十五歲，即需入伍，而且簽軍之時，所簽軍人年齡並不必為十五歲。《元

史》卷九八，〈兵志一‧兵制〉：「太宗元年 (1229) 十一月，詔：『兄弟諸王諸子并眾

官人等所屬去處簽軍事理，有妄分彼此者，達魯花赤并官員皆罪之。每一牌子簽軍一名，

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者充，仍定立千戶、百戶、牌子頭。』」（頁 2509） 

 66 元人徐元瑞編《吏學指南》（即《習吏幼學指南》，臺北：大華印書館，無出版年月，書

前有札奇斯欽 [Jagchid Sechi, 1915-2009] 老師 1969 年〈題端〉）中，〈老幼疾病篇〉內二

十餘條，其中三條條目並其釋文如下：「幼笄 男子十五曰幼，年尚少也。女子十五曰笄，

婦人之簪也。」「稱中 男子十六歲稱中。」「成丁 男子十七歲出幼，二十已上成丁，

謂可以力役也。」（頁 71）二十已上成丁云云，顯與元制不合。是書固有其價值，唯不宜

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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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未成丁男。假如加上「以下」兩字，那麼，條文「諸十五歲以下未成丁

男，和姦十歲以下女，雖和同強」云云，文從字順，意思也就十分明確，了無疑

義。職是之故，我認為蒙元時代法定成丁之年，以十五為界，十五以上成丁，十

五以下未成丁男。這與大島立子之說（蒙古人十五成丁，漢人二十當兵  [=成

丁？]）略有不同。元朝前後朝代所定成丁年齡，唐二十一，宋二十，金十七，明

十六。67 準此而言，元代十五成丁之說，應當可信。 

回到律文與個案，前述之外，可得而言者，尚有如下數端： 

一、志文 21 謂年老姦人幼女，杖一百七，不聽贖。個案 VII 可為佐證。 

二、被姦女子十人，四歲者一人（V 名氏不詳），五歲一人（VIII 張鳳

哥），六歲二人（I 王䗶梅、VI 王丑娘），八歲一人（IX 沈阿妹），九歲二人

（III 李道道、VII 潘茂娘），十歲一人（X 陳歸娘），一十一歲一人（IV 張賽

賽），不明者一人（II 田菊花）。歲數不明者田菊花，推測歲數當在十歲以下。

因為她的被強暴案，和九歲的李道道被強暴案，是被拿來和一十六歲的類徐保強

姦五歲女張鳳哥一案相提並論，而此三案的強姦犯（II 陳賽哥、III 王解愁、VIII

類徐保）原來都是「擬合處死」、「合行處死」、「例合處死」、「罪當處死」的，因

為他們的受害者都是十歲以下的幼女，而他們本人都已成丁。他們逃過一死，乃

審囚官的「撓法任情擅斷」所致。（參 45-6 條〈強奸幼女處死〉及 45-9 條〈又〉） 

三、據前述第二點說明，被姦女子十人，十歲以下者八人，即所謂「幼

女」。據志文 20，強姦幼女處死，但八名強姦犯中被處死的只有一人（ I 鄭忙古

歹）。其餘七人中，三人免死，乃因審囚官擅斷所致，已見第二點。另外三人

（V 張拾得、VI 胡堅、IX 姚細僧）所以免死，因為他們都是一十四歲，未成丁

男。這與志文 22「諸十五歲（以下）未成丁男，和姦十歲以下女，雖和同強，減

死，杖一百七，女不坐」所述一致。餘下免死的一人，就是年已七十五歲的李

桂。 

簡言之，《元典章‧諸姦卷》所記姦非案中，涉及幼女及未成丁男者十案，

相關單位對這些案件的處置，基本上與《元史‧刑法志‧姦非篇》相關律文四條

                                                 
 67 沈家本撰，鄧經元、駢宇騫點校，《歷代刑法考》，第 3 冊，頁 1331-1341。是書並未言

及元代成丁年齡問題。大島立子撰，烏蘭譯，〈12-14 世紀蒙古人的年齡結構〉，認為蒙

古社會「十五歲為兒童與成人的分界線」（頁 103），「漢人年滿二十歲當兵」（頁

104），似乎意謂漢人成丁之年為二十歲。志文 22「諸十五歲未成丁男」的記載，倘使作

者得以見及，或有不同的議論。譯文載沈衛榮主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 4 輯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頁 9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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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一致，除了所謂審囚官的違法擅斷那三案之外。  

涉及幼女與未成丁男的姦非案，元朝既有律文亦有案例可供討論如上；元朝

之前唐、宋、金三朝疑無律文，亦無案例可稽。68 明、清兩代律文相同，曰：

「姦幼女十二歲以下者，雖和同強論。」69 姦幼女，雖和同強，元、明、清三代

皆然，所不同者，元代幼女謂十歲以下，而明、清則十二歲以下。 

五•姦非治罪通例的形成問題 

關於元代的姦非案與姦非罪，前文四節提出我們的疑問並嘗試回答。那麼，

面對姦非案件，元朝當代官人有無疑難問題及如何解決呢？ 

《元典章》所載姦非案文書依舊是我們討論問題的主要材料。我們知道，《元

典章》這部法律文書彙編，收錄文書估計在兩千件以上，至少一半以上是親民衙

門不能裁決，或者雖已裁決而有違錯之疑慮，因而逐層往上呈報，中央最後裁

定，反向逐層下達地方官府的民刑事案件紀錄。該書卷四五刑部卷之七，即以

〈諸姦〉為題，收錄文書四十件，分別納入〈強奸〉、〈和奸〉、〈嚇奸〉、〈縱奸〉、

〈指奸〉、〈凡奸〉、〈主奴奸〉、〈奴婢相奸〉、〈官民奸〉、〈僧道奸〉、〈奸生子〉等

十一門目中，《元典章‧新集‧刑部》亦有〈職官犯奸〉一目，可見元代官員無

法逕自斷決的姦非案件多種多樣，他們的解決方式就是呈報上級，靜待裁示。刑

部的意見通常獲得中書省的許可。中央的裁決於是成為斷例，成為「通例」，即

《元典章‧諸姦卷》所謂「通行定例」。（45-32 條〈犯奸再犯〉）70 

元代姦非治罪通例的形成過程，一般而言，亦如其他方面的通例，並不複

雜，但偶而也有稍見複雜的。茲僅就《元典章‧諸姦卷》所見，以僧道姦、指

姦、強姦幼女為範疇，各舉一例說明如下。 

關於僧道姦非治罪通例，《元典章‧諸姦卷》收錄相關文書一件，即 45-39 條

〈僧道犯奸還俗〉，繫成宗大德七年。內載道士通姦二案：一是安東州（治今江蘇

漣水）道士李道恭與慶阿邵通姦，「依和奸無夫婦人例，杖斷七十七下，發付合

                                                 
 68《唐律疏議》、《宋刑統》、《慶元條法事類》具無相關律文。葉潛昭《金律之研究》亦

未見相關金律。 

 69《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二五，〈刑律‧犯姦〉條，頁 1；《大清律集解附例》卷二五，〈刑

律‧犯姦〉條，頁 1。 

 70《元典章》，第 3 冊，頁 1359-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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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收係為民」。二是海寧州（治今江蘇連雲港）道士邵提控與民妻宋招兒通姦，

「將奸夫邵道明斷訖八十七下，牒發海寧州道正司收管，不曾斷遣還俗」。淮東道

廉訪司執行職務，照刷（檢查）文卷，發現同樣是道士通姦，杖斷之後，一個被

遣還俗，一個則否，「體例不一」。不僅此也，廉訪司還指出，「僧人有犯，已有

刺斷為民通例」，而今道士邵道明有犯，卻不曾斷遣還俗，則是同樣身處淨門，

僧道「體例不一」。廉訪司認為僧道「即係一體，擬合將邵道明依例斷遣還俗，

一體施行」。依循行政程序，廉訪司的申請最後獲得刑部的如下回應：「議得僧

尼、道士女冠，理宜修潔，既犯奸盜，俱合一體斷罪，依例還俗相應。」都省准

擬施行。僧道有犯，斷罪還俗，於是成為通例。僧道同屬淨門，往往相提並論，

建立通例，簡單易行，不必多贅。71《元史‧刑法志‧姦非篇》志文 20「諸僧尼

道士女冠犯姦，斷後並勒還俗」，72 或與《元典章》所載本案有源流之關係。 

與僧道姦非治罪通例相較，指姦治罪通例的形成，則情況不一，稍見複雜。

《元典章‧諸姦卷》所載最早的一件指姦案見於 45-10 條〈和奸有夫婦人〉。婦人

蘇小丑狀招：至元五年，經由安主（謂安藏罪犯之人）劉師姑媒和，她和蘇七通

姦；又招：至元三年，和典史陳佐通姦。蘇小丑和蘇七通姦，係在姦所捕獲，又

有人證劉師姑，犯罪事實確鑿無疑。她和陳佐通姦，則非姦所捕獲，係出於自身

的招供，這是「指奸」。除當事人招供之外，非當事人指稱某男和某女通姦，也

是指姦。該條文書摘錄法司及省部擬定各各罪犯罪刑，「奸夫陳佐」項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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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文中所謂「舊例」，指金朝《泰和律》。元初沿用金律，直到至元八年建國號大元

的同時，方才禁用。蘇小丑和陳佐通姦，在沿用金律之時，依金律，兩人通姦非

姦所捕獲，合行革撥，法司和省部見解一致，唯因陳佐已向東平府路冠氏縣（治

今山東冠縣）認罪無誤，省部因而在「非奸所捕獲勿論」與「全同捕獲斷決」兩

                                                 
 71《元典章》，第 3 冊，頁 1363-1364。 

 72《元史》卷一○四，頁 2654。 

 73《元典章》，第 3 冊，頁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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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之間提出折中，「量情笞五十七下」。 

至元五年蘇小丑和蘇七的通姦案，引出蘇小丑和陳佐的指姦案，已見前述。

次年劉蘭哥與段乞僧的通姦案，又引出另外一件指姦案，即劉蘭哥與李道和指姦

案，見 45-19 條〈非姦所捕獲勿論〉。承辦劉、段通姦案的是大都路（今北京）司

吏楊寧，他「責指」劉蘭哥曾與李道和通姦。由於劉、李通姦是楊寧「責指」出

來的，並非姦所捕獲，所以大都路以「不合責指通奸違錯」之罪名將楊寧斷罪。

另一方面，由於李道和出外未回，大都路「若便根究，誠恐違錯」，於是申報到

右三部，該部亦以「如委非奸所捕獲，合革勿論」云云回覆。 74《元典章》同卷

45-13 條〈主婦受財縱妾犯奸〉記至元二十一年 (1284) 按察分司審斷唐阿蔡與王

季七通姦案，再行勾問相干人等，認定唐阿蔡與朱大使、閻令史有姦云云，係是

指姦，朱、閻亦未受到追斷。75 同書同卷 45-21 條〈轉指僧人犯奸革撥〉（大德

八年文書）載錄行宣政院咨文，內有「今後僧人有犯奸罪，若奸所捕獲者，依例

斷罪。外據轉指，又非奸所捕獲者，依例革撥」云云；該院的咨請，獲得省部的

肯定回覆：「轉指犯奸，若非奸所捕獲者，依例革撥相應。」76 凡此等等，證明

指姦勿論的金律為元朝所沿續。 

但是，指姦革撥的法律並未被司法人員全面貫徹執行。《元典章‧諸姦卷》

45-20 條〈指奸革撥〉（繫大德六年 [1302]）載：「建康路錄事司捉拿甯二娘與劉

狗兒通奸，指出王福一亦曾與本婦通奸，取訖招詞，將奸夫劉狗兒、奸婦甯二娘

各斷訖七十七下，王福一決訖五十七下。」王福一被指姦，被決訖，並未受到指

姦革撥勿論的法律保護。建康路承行吏員梅珪指出，他是「比照蘇小尹與蘇七通

奸，又指出與陳佐通奸」，陳佐被省部擬斷「量情笞五十七下」的前例來處理王

福一的指姦案的。江西廉訪司認為陳佐的指姦案情況特殊，不可比照，說：「看

詳指奸革撥，此古不易之典。若蘇小尹與蘇七通奸，指出陳佐一節，當元部擬為

冠氏縣取訖本人明白招伏，以此約量斷決，難為久例。今有司遇有指奸，即為定

例，若不改正，無所定守。」77 廉訪司的申請，依循一定程序，最後來到中書

省。中書省以段乞僧與劉蘭哥通姦案引出的李道和與劉蘭哥指姦案「合革勿

論」，再次確定「指奸革撥」的法律效力。 

                                                 
 74《元典章》，第 3 冊，頁 1354。 

 75《元典章》，第 3 冊，頁 1351。 

 76《元典章》，第 3 冊，頁 1355。 

 77《元典章》，第 3 冊，頁 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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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元一代，「指奸革撥」的法律是否貫徹執行，尚無資料可供論斷。但是，

應當指出，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犯姦者還是要被斷罪的。《元典章‧諸姦卷》

45-22 條〈指奸有孕例〉載，湖廣省興國路永興縣（治今湖北陽新）尹廷桂狀告

未婚妻張德六娘（名臘女）「身懷有孕」，問得係與李昇通姦。因非姦所捕獲，所

指姦夫累問不招，姦婦明有身孕，湖廣省因而止將姦婦斷罪，而將李昇革撥不

論。中書省依准行省所擬，只坐罪姦婦。 78 這一判例成了通例。《元史‧刑法

志‧姦非篇》志文 2「諸指姦不坐」，79 志文 3「諸無夫婦人有孕，稱與某人姦，

即同指姦，罪止本婦」，80 前述諸案可以證明史文正確無誤。至若志文 48「諸夫

指姦而棄其妻，所指姦夫輒停妻而娶之者，兩離之」云云，81 則尚無案例可稽。 

接著討論強姦幼女的治罪通例問題。材料是《元典章‧諸姦卷》45-6 條〈強

奸幼女處死〉所見四案。82 為方便討論，我把該條文書開頭所見類徐保姦污五歲

幼女張鳳哥案，依案發年月先後次序，稱為 D 案，餘為 A、B、C 案。依據我們

對元代公事流程及行移體例的了解，通讀該條全文，可知 D 案緣起及處理始末大

略如下。 

大德十一年前不記年月，河南省廬州路六安縣一十六歲少年類徐保姦污五歲

幼女張鳳哥。省府委派的斷事官（文書或稱審斷罪囚斷事官、審斷罪囚官、斷事

官、審囚官，茲統一作斷事官）所作斷決是：類徐保杖六十七下。記錄在案。職

司監察官員的淮西廉訪司追查到該文案，認為「止斷六十七下」，量刑過輕，「不

見如此斷例」，疑有違錯。於是，依照行政程序，廉訪司將該案上報至最高監察

機關——在國都大都的御史臺。御史臺呈報總理全國政務的中書省。中書省劄付

「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的刑部。刑部依例翻查檔案，尋覓類似的案件，發現

以下三案： 

A. 至元五年，鄭忙古歹強姦六歲幼女王秀兒。犯人處死訖。 

B. 至元七年，陳賽哥強姦田菊花（應係十歲以下幼女，說見本文第四節）。

中書省右三部擬合處死。斷事官斡脫兒赤等斷訖一百七下，再行捉拿收

禁。中書省奏准後，疏放陳賽哥。 

                                                 
 78《元典章》，第 3 冊，頁 1355。 

 79《元史》卷一○四，頁 2653。 

 80《元史》卷一○四，頁 2653。 

 81《元史》卷一○四，頁 2655。 

 82《元典章》，第 3 冊，頁 1344-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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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至元七年，王解愁強姦已有定婚夫的九歲幼女李道道。京兆路白水縣准

攔（批准元告人攔告休和），斷訖王解愁四十七下。疑因強姦幼女不可准

攔或輕判之類的違錯之故，白水縣官吏後來招伏認罪。 

前述 C 案的罪刑定讞比較曲折。刑部認為 C 王解愁強姦案與 B 陳賽哥強姦

案，「即係一體，合行處死」，意謂 B 陳賽哥強姦幼女一案，「右三部擬合處死」，

那麼，C 案王解愁亦合處死。但是，因為 B 案強姦犯陳賽哥並未被依部擬處死，

而是被斷事官斡脫兒赤判處杖刑，斷訖一百七下，以後，還奏准疏放；所以，C

案王解愁，若依斡脫兒赤已斷訖 B 案陳賽哥杖一百七下體例，王解愁「猶合貼斷

六十下」（白水縣先已斷訖四十七下，今貼斷六十下，計一百七下）。 

對於 C 案王解愁，刑部雖然兩案並陳—— (1) 合行處死；(2) 貼斷六十下

——，但，明顯偏向後者。最後，中書省准許刑部「依上施行去訖」，亦即貼斷

六十下。 

總之，刑部翻出的強姦幼女三舊案，A 案罪犯被處死訖，B、C 兩案原應依 A

案例處死，但 B 案因斷事官斡脫兒赤的介入，改為斷訖一百七下，C 案又援 B 案

例，亦改為斷訖一百七下。 

如今，面對類徐保強姦幼女這一新案 D，刑部依舊兩案並陳—— (1) 依 A

案，類徐保「例合處死」；(2) 依 B、C 兩案斷例，已被斷訖六十七下的類徐保，

合貼斷四十下——，但，一如前述 C 案，刑部亦明顯偏向後者。最後，中書省

「准擬，仰依上施行」，亦即貼斷四十下。 

中書省准刑部依所擬施行，同時行文劄付御史臺。御史臺承奉劄付後，呈文

中書省，一方面表示對類徐保案執法違錯的無奈（「類徐保所犯既已斷訖，固難

再擬處斷」），一方面指控斷事官及刑部處理司法案件的嚴重違錯。斷事官方面，

類徐保強姦幼女案，「廬州路追勘明白，罪當處死。省委審囚官撓法任情，擅斷

六十七下」。83 陳賽哥強姦幼女案，「合行處死。有審斷罪囚斷事官斡脫兒赤等

斷訖一百七下」。84 死罪判杖罪，而且杖數不一。刑部方面，「既不能比依條例

定論，又不以省委官枉錯問罪，援引斡脫兒赤斷事官已行違錯事理，擬將類徐保

貼斷」。85 最高司法機構尚且如此，哪能「刑無不濫」呢？ 

 

                                                 
 83《元典章》，第 3 冊，頁 1345。 

 84《元典章》，第 3 冊，頁 1344。 

 85《元典章》，第 3 冊，頁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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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斷事官和刑部處理類徐保強姦案的違錯裁判，可能成為後來類似案件的

斷例，御史臺深感疑懼，因而呈請中書省「今後合令刑部明立斷例，遍行中外遵

守。若官吏違例差斷，亦合定擬罪名，似望刑政歸一」。86 經過討論，刑部最後

做出了決議，獲得中書省的許可： 

今後若有強奸幼女者，謂十歲以下，雖和，亦同強奸。擬合依例處死。如官吏違例

差斷者，臨事詳情區處。87 

這一決議，中書省發布施行以後，便成為全國通行的通例。《元史‧刑法志‧姦

非篇》的如下條文，就是來源於此：「諸強姦人幼女者處死，雖和同強，女不

坐。凡稱幼女，止十歲以下。」（志文 20）88 

六•結語 

男女雙方非法的性行為是犯姦。犯姦在元代亦稱姦非。元代留下了數十件姦非

案法律文書。這些文書，內容多樣，有強姦、和姦，有主奴姦、翁婦姦等等名目。

本文從中選擇幾個冷門議題來討論，內容兼及這些案例與《元史‧刑法志‧姦非

篇》的關係，同一姦非罪名在元代與其前後朝代之間刑度輕重，以及姦非法條或案

例中出現的幼女、未成丁男之類若干特定名詞的意義等。 

首先，本文指出，在十分重視禮教的中國，未婚夫妻沒有夫妻名分而有性事當

然是犯姦，都要依凡人犯姦來治罪，歷代皆然。本文進一步指出，凡人犯姦，元代

開始刑度較輕；未婚夫妻相姦，元代刑度亦較凡人犯姦為輕。 

其次，本文討論姦生男女的歸屬問題，認為良人相姦生子兩案中，最早一案將

姦生男女判歸生父，不隨有夫的生母，合乎情理，而稍後一案判定男隨父、女隨

母，因姦夫、姦婦的婚姻情況不明，無由得知法曹如此裁判的情理依據。本文並且

質疑男隨父、女隨母的這一判決成為判例、成為法律的可信度。無論如何，姦生男

女判歸生父收養，明、清兩代皆然。至於良賤通姦生子，生母的身分則是最重要的

考量因素：母為良，則子隨母為良；母為奴婢，則子隨母還主。這是合乎情理的安

排，明、清兩代可能亦復如此處置。 

接續討論的是翁與男婦的姦非問題。翁婦相姦，屬於亂倫敗德的內亂，列入諸

                                                 
 86《元典章》，第 3 冊，頁 1345。 

 87《元典章》，第 3 冊，頁 1345。 

 88《元史》卷一○四，頁 2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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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唯一死刑，歷代皆然。翁欺姦已成，死罪。欺姦未成，元代斷杖一百七下，

明、清杖一百，發邊衞充軍，元代刑度顯然較輕。男婦誣告（即所謂執謀、虛執）

翁姦已成、未成，反坐其罪，亦即處死、斷杖一百七下。明、清規定，男婦誣執翁

姦者斬，元朝刑度顯然亦較輕。《明史‧刑法志一‧序言》說：「始，太祖懲元縱弛

之後，刑用重典，然特取決一時，非以為則。後屢詔釐正，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

制，所以斟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令子孫守之。」89 然而，從此處所述翁欺姦男

婦未成、男婦誣執翁姦未成二事而言，明朝懲元縱弛的重典，並非明初一時之制，

而是貫穿有明一代，延及清朝的長久定制。 

第四節討論幼女與未成丁男的姦非問題。元朝法律規定，強姦幼女處死，強姦

室女杖一百七，被姦女子是幼女或室女，攸關罪犯的生與死，不可等閒視之。本文

因此對於幼女、室女、丁男的實際含義加以考定，認為幼女即「十歲以下」之女，

不含十歲；室女即「十歲以上」之女，包含十歲；至若丁男，則以十五歲為界，年

十五即成丁。明、清兩代法律上所謂幼女，則為「十二歲以下者」。元、明、清三代

對於姦淫幼女，一律處死，雖和同強；但應當指出，元朝未成丁男姦淫幼女，皆可

免死，僅斷杖一百七下，這是元朝刑度較明、清為輕的又一例證。 

文章最後討論姦非治罪通例的形成問題，指出通例就是「通行定例」的簡稱，

並以僧道姦、指姦、強姦幼女為範疇，各舉一例，說明通例的形成，多數係因州縣

衙門處理案件懼有違錯，少數係因監察機關發現地方政府處理案件顯有違錯，因而

各自遵循一定程序，往上呈報，最後由總攬全國政務的中書省加以裁決，通令各省

依例施行，遂成通例。通例，也就是前揭御史臺上中書省呈文中所謂「遍行中外遵

守」的斷例。姦非治罪通例經過內容提煉與文字修飾，成為《元史‧刑法志‧姦非

篇》一條條的律文。 

劉曉撰〈再論《元史‧刑法志》的史源——從《經世大典‧憲典》一篇佚文談

起〉，再次肯定《元史‧刑法志》來源於《經世大典‧憲典》之說的同時，更進一步

指出：「通過前面對〈刑法志〉與〈憲典〉內容的比較，我們又不難看出，《元史》

修纂者對〈憲典〉實際上只是毫無原則的草率刪削，沒有任何濃縮提煉，充其量只

是〈憲典〉一個低質量的刪節本罷了。也正因為這些緣故，我們似乎有必要重新估

價〈刑法志〉的價值。首先，它只是部分地保存了〈憲典〉的原貌，其次，所謂的

原貌只是〈憲典〉修纂者總結性文字的部分重現，而這些對斷例的總結性文字決非

                                                 
 89 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九三，頁 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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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汁原味的元代法律。」90 劉曉評《元史‧刑法志》品質低，有其道理。本文選擇

若干姦非議題（未婚夫妻姦、姦生子、翁婦姦、童男幼女姦），以《元典章》所載個

案檢視《元史‧刑法志‧姦非篇》律文，發現〈刑法志〉姦非律文內容基本可靠，

但不無問題，例如志文「十歲以上」、「十歲以下」、「十五歲未成丁男」云云，語涉

模棱，易致紛爭；「虛執翁姦未成，已加翁拷掠，男婦招虛者」云云（見第三節），

情況極難出現，不悉緣何進入正史。私意以為，所以致此，若非當年元人纂修政書

《大元通制》尤其是《經世大典‧憲典》之時，相關個案原始文書已遭到不當的刪削

節錄，不然就是明初纂修《元史》之時，對《經世大典‧憲典》的「草率刪削」，有

如劉曉所言。猶憶故師姚從吾先生之比喻，晨起井邊漱洗的女子，脂粉未施，面目

最真，歷史文獻屢經修飾改寫，愈改愈遠離事實。《元典章》所收兩千件文書，雖多

經編者或多或少的刪削節錄，但文字幾乎不曾更易，脂粉未施，可說是存真最多的

元代原始文獻寶藏。從事元史研究，《元典章》中的第一手資料，不能不加注意。 

 

 

（2017 年 7 月 20 日宣讀於中研院史語所文物館五樓會議室；2018 年 7 月 14

日修訂畢；9 月 29 日定稿於同館六樓六○六室；2019 年 4 月 18 日由歷史語

言研究所編輯委員會通過刊登） 

 

 

校後記 

二○一九年二月十六日，業師洪金富教授與師母趙琦博士伉儷竟因意外同赴

幽壤，事出突然，至今難以置信。洪師於三年前退休，但退而不休，依然獻

身學術，筆耕不輟。在他身後留有遺稿數篇，本文即為待刊遺作之一。本文

原題〈《元史‧刑法志‧姦非篇》史源與個案〉，曾於二○一七年的「中華

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刑法志、婚外情、生命刑」學術研討會上宣讀。

洪師素以元朝政治社會史研究與文獻考釋之精深著稱，涉足法律史領域，本

文首開其端。他因而慎重將事，生前不僅再三補正，另曾函請柳立言、劉

曉、趙晶與毛海明等先生指教，甚至是過世前一日仍然可見改動檔案的紀錄

（感謝史語所副所長陳正國教授惠賜洪師遺檔中所見諸先生批注文檔）。洪師

                                                 
 90 劉曉，〈再論《元史‧刑法志》的史源〉，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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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著書，千錘百煉，往往數易其稿，慢工出細活。可惜的是，他已經駕返

道山，不及見到本文的正式出版。洪師向來強調從做中學的精神，十四年

來，屢屢囑我校讀其舊作新篇，要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從而給予鼓

勵與啟發。他於兩年前即惠賜本文初次宣讀的文稿供我研讀，而在仙逝前一

個多月時再次寄賜文檔，責令代為清查及補充相關資料後，擇期討論以便最

終定稿。我對法律史所知有限，只能勉力準備，但求不負所託。詎料天不假

年，洪師遽然離世，再也無法覆命與聆教，心中愧悔交加。洪師逝世一個月

後，我接到史語所助研究員劉欣寧女史來信，提及史語所預定今年出版《中

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論文集，而本文通過審查將予收錄，付梓前的

校對工作希望由我負責。作為洪師唯一指導畢業的博士，師恩深重，我責無

旁貸，願盡棉力。今次校對，除據撰稿格式更動文字外，主要是修訂幾處明

顯的筆誤，並代擬中、英文摘要和關鍵詞。而本論文集金葉明、陳品伶與林

明三位助理編輯，協助統一論文格式與查對引用資料，功不可沒。至於洪師

交代查補的文獻著作，又或是其他學人提供的高見，即便有助於論述的完

善，但未經其最後確認，不便越俎代庖，妄作修改。校對既畢，劉女史讓我

撰寫說明以為後記，稍贅數語如上，略表對於師恩與師教之永懷。 

 

許正弘 謹誌 

二○一九年十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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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s of Sex Offense Criminal Cases  

in the Yuan Dynasty 

Chin-fu Hu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Fornication (犯姦 fàn jiān) refers to illicit sexual intercourse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In the Yuan dynasty, it was called jiān fēi (姦非 sex offense). In the dozens of 

leg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such offenses from the Yuan dynasty, primarily in 

Compendium of Statutes of the Yuan Dynasty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 Da Yuan shengzheng 

guochao dianzhang), these offenses came in a wide variety such as rape, consensual sex , 

slave-master fornication, as well as adultery between a father-in-law and a daughter-in-

law. This paper referenced the chapter on sex offense of the “Treatise on Criminal Law” 

in the History of Yuan, highlighting pre-marital fornication, children born out of 

fornication, adultery between a father-in-law and a daughter-in-law, and illicit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underage boys and girls. The paper then compared the same criminal 

char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Yuan dynasty in terms of varying severity of punishment. 

Additionally, the paper also identified several specific terms such as girl -children and 

pre-adulthood boys in the text,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general practices in the 

imposition of punish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was greater leniency in the Yuan 

dynasty when punishing sex offenders th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asically, 

as a result of distilling and refining general practices in handling relevant cases at the 

time, the statutes in the chapter on sex offense of the “Treatise on Criminal Law” in the 

History of Yuan were carefully stipulated. However, they are not without problems. These 

problems may have been caused by inappropriate deletion or abridgement and therefore 

should be addressed with close attention. 

 

Keywords: Yuan dynasty, sex offense, fornication, “Treatise on Criminal Law” in 

the History of Yuan, Compendium of Statutes of the Yuan Dynas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