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法理的產生、應用與轉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二十 

2019年12月 

-227- 

唐代死刑發展的幾個轉折 

陳俊強 

本文以唐初的太宗朝、中期的玄宗朝、後期的德宗憲宗朝為中心，勾勒有唐一

代二百九十年間死刑發展的幾個重要階段。 

唐太宗登基之初，即標榜寬仁以治天下，銳意改革死刑。一方面刪削死罪百多

條，縮小死刑的適用範圍；另一方面，對於宣判死刑者，亦以刖足或加役流等生刑

替代，以減少死刑的執行。對於最終仍需判處絞斬死刑的罪囚，則以加強覆奏的措

施，使人君再三思考是否仍有可矜可憫之處。貞觀朝死刑的革新措施影響後世頗

鉅。玄宗自登基以來即惡聞刑殺，數十年間不斷以流刑與決杖寬貸死刑。最終於天

寶六載  (747) 除削絞斬之條，死刑名存實廢，正式被「虛刑化」。廢死之創舉僅

維持十四年，失敗的原因或許並非因為「安史之亂」，而是司法實務上窒礙難行以

及無法達到矜恤人命的初衷。德宗繼承玄宗朝蓬勃發展的杖刑，建中三年  (782) 

以重杖決死取代絞斬之刑。有別於玄宗朝的「決重杖」是生刑，德宗朝的「決重

杖」卻是死刑。玄宗晚年死刑是有名無實，相對而言，德宗朝的死刑卻是有實無

名。如果唐玄宗是將死刑「虛刑化」，那麼德宗僅是將死刑「虛名化」而已。憲宗

朝又以流放遠惡之地作為減死一等之刑，只是地點自嶺南轉移到北方的天德軍，而

原來不定期刑的流放變成有期流刑。死刑局部的「虛刑化」，仍可視為某種意義的

「廢死刑」。 

從刑罰發展的宏觀角度而言，漢、唐之間刑罰變遷的主調是從肉刑到流刑，唐

代以降的主調無疑是圍繞廢死而展開。回顧唐朝廢除死刑的工程，其實並非一蹴而

就。自太宗朝初步啟動直至玄宗朝正式廢止，歷時一百多年。但死刑之能廢，其前

提則是流刑的成立與成熟，提供了廢除死刑的客觀條件。唐朝自太宗以來的貸死手

段，就是一直圍繞著流刑而發展的。 

 

關鍵詞：唐朝 死刑 重杖 流刑 天德軍 

                                                 
* 臺北大學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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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據統計目前全球已有超過一百四十個國家廢除或不執行死刑，而仍維持死刑

之國家，包括臺灣在內則尚有五十多國。1 近年來，關於死刑的判決、執行與存

廢等議題，不時在臺灣社會引發激烈爭論。其實不僅是當代社會，在中國歷史上

死刑一直都是重大議題。自古以來，沒有王朝不標榜矜恤人命，沒有帝王不自詡

仁民愛物，時刻強調「大德曰生，至重曰命，緬觀前典，惟刑是恤」。2 對於死刑

之判決與執行向來慎重。唐太宗貞觀四年  (630)，史稱「是歲，天下大稔，流散

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3 一年僅二十九人判

處死刑，竟是史冊頌讚「貞觀之治」的具體治績。同樣的例子也見於唐玄宗的

「開元之治」，史稱開元「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

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4 可見古代王朝之慎殺。進而言之，唐代在死刑發展史

上其實頗堪矚目。唐玄宗天寶六載  (747) 曾下詔「除絞斬刑」，5 明令不再執行

死刑，可視為中國史上最早廢除死刑的記載。玄宗「除絞斬刑」一事雖僅維持十

四年，歷時不長，但在距今一千二百多年前的第八世紀，中國即已嘗試廢除剝奪

                                                 
  1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7 年全球死刑報告 (https://www.amnesty. 

org/en/latest/news/2018/04/death-penalty-facts-and-figures-2017/，讀取 2018.07.29)。 

  2 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南京：鳯凰出版社，

2006），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唐玄宗開元十二年 (724) 四月〈定犯罪人

刑法詔〉，頁 7069。 

  3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鑑（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一九三，〈唐紀九〉，「唐太宗貞觀四年 (630)」條，頁 6085。 

  4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五六，〈刑

法志〉，頁 1415。 

  5 後晉‧劉昫，《舊唐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九，〈玄宗本紀

下〉，頁 221。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8/04/death-penalty-facts-and-figures-2017/。上網日期2018.07.29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8/04/death-penalty-facts-and-figures-2017/。上網日期2018.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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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極刑，在世界歷史上仍屬罕見。 

拙稿旨在勾勒有唐一代二百九十年間死刑發展的幾個重要階段，為方便討

論，擬聚焦於唐初的太宗朝，中期的玄宗朝，後期的德宗、憲宗朝。唐朝死刑的

存廢與發展，基本反映中國刑罰轉變的模式，或可作為今日中國社會思考死刑或

其他重大刑罰存廢的參考。本文撰寫倉促，疏漏之處難免，敬希方家不吝賜正。  

二•唐初死刑的革新 

隋朝富盛一時，但二世而亡，其刑法頗被詬病，或指文帝晚年「用法益

峻……不復依準科律」。6 或責煬帝「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於亡」。7 唐初

「以隋為鑑」，為免重蹈隋末任刑用法以致速亡的覆轍，太宗即標榜「以寬仁治天

下，而於刑法尤慎」。8 貞觀年間針對死刑的改革措施，最堪注意，舉凡對於死刑

的適用、死刑的寬宥、死刑的執行等，皆有重大興革，影響後世頗鉅。  

（一）法定的死刑——絞斬 

關於唐朝法定的死刑，見《唐律疏議‧名例律》「死刑二」條（總 5 條），

云： 

死刑二：絞。斬。9 

唐朝死刑分絞、斬二等是承襲自隋朝而來，據《新唐書‧刑法志》云：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絞、斬、梟、裂。……至隋始定為……死

刑二，絞、斬。10 

《新唐書》所指的隋以前死刑有五，其實是北周的制度。據《隋書‧刑法志》，北

周死刑分為「裂」、「梟」、「斬」、「絞」、「磐」五等，與北周對峙的北齊則分為

「轘」、「梟首」、「斬」、「絞」四等死刑。11 「磐」（或作罄）刑疑為將犯人懸而縊

                                                 
  6 唐‧魏徵，《隋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二五，〈刑法志〉，頁

715。 

  7《舊唐書》卷五○，〈刑法志〉，頁 2133。 

  8《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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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律〉，「死刑二」條（總 5 條），頁 5。 

 10《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08。 

 11《隋書》卷二五，〈刑法志〉，頁 708,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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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的刑罰，即將人吊死。12 北周的「裂」與北齊「轘」名異而實同，即車裂之

刑；北周的「梟」亦同於北齊的「梟首」，可見北周、北齊之死刑大同小異。及

至隋文帝開皇元年 (581) 制律，將死刑簡省為： 

死刑二，有絞，有斬。13 

文帝在頒定新律的詔書中更具體說明死刑的革新，云： 

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刑，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

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雖云遠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14 

若從除惡務盡的角度而言，絞殺與斬首已是極致。至於梟首與車裂雖是遠古已有

之法式，但因為過於殘忍，並非仁者之刑，而且對於懲處整肅犯罪毫無裨益，故

「並令去也」。15 文帝於是將北朝繁多的死刑名目，簡省為絞和斬二項。北朝晚期

刑罰的發展趨勢，包括死刑在內都有自繁入簡的情況。唐代絞斬二等死刑乃直接

繼承隋代而來。 

據前引《唐律疏議‧名例律》「死刑二」條： 

《疏》議曰：……二者法陰數也，陰主殺罰，因而則之，即古「大辟」之刑

是也。16 

可知死刑之分為二等，乃是附會陰陽學說。奇數為陽數，偶數為陰數，陰數主殺

戮、刑罰，故死刑為二等，有別於笞五等、杖五等、徒五等、流三等之為生刑，

配合陽數。 

死刑分為斬、絞，其分別固然是執行死刑手段的差異，前者是劊子手持兵刃

斫斷頸項，後者是兩名劊子手左右分持繩圈套在受刑人頸項，再以棍子不斷絞緊

繩圈，直至犯人氣絕。然而，死刑的名目不管是二項、三項抑或四項，最值得注

意的地方恐怕是死刑等級的高低。隋唐死刑分為斬和絞二等，斬首為何重於絞

殺？究其原因，斬首是身首異處，絞刑則是全屍而亡。在儒家「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觀念籠罩下，「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

                                                 
 12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9），卷二○，〈文王世子〉云：「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鄭注云：「甸人，

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另參看清‧沈家本撰，鄧經元、駢元騫點校，《刑法分

考》，收入氏著，《歷代刑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38。 

 13《隋書》卷二五，〈刑法志〉，頁 710。 

 14《隋書》卷二五，〈刑法志〉，頁 711。 

 15《隋書》卷二五，〈刑法志〉，頁 711。 

 16《唐律疏議》卷一，〈名例律〉，「死刑二」條（總 5 條），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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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身首異處，死無全屍是有違孝道的。職是之故，斬首之刑重於絞殺之刑，其理

在此。於此看來，判處斬首之刑的犯人除了生命遭到剝奪以外，還要背負不孝的

罪名，則中國的死刑除了結束罪犯生命以外，還牽涉名譽的傷害。當然這份傷害

除了對犯人外，對其家族何嘗不是？此外，屍體是否完好，還決定了人的靈魂是

否仍有居留場所。古代中國人與古埃及人一樣，同樣相信除非身體保存完好，否

則靈魂是不能存活長久的。是故，我們看到古人都盡其所能保存屍體的完好。倘

若遭到判處身首異處之刑，直接影響到死後的去處。18 可知隋唐乃至中國傳統的

死刑，除了剝奪犯人當前的生命以外，也剝奪其死後的生命。 

（二）簡死罪與免死刑 

唐太宗對死刑的革新始自登基之初，據《冊府元龜》卷六一二〈刑法部‧定

律令四〉： 

太宗貞觀十一年  (637) 正月頒新律令于天下。初，帝自即位，命長孫無

忌、房玄齡與學士法官更加釐改。(A) 戴冑、魏徵言舊律令太重，于是議

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罪斷其右趾，應死者多蒙全活。 (B) 太宗尋又愍其

受刑之苦，謂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思斷人右趾，意甚不

忍。」諫議大夫王珪對曰：「古行肉刑以為輕罪，今陛下矜死刑之多，設

斷趾之法，格本合死，今而獲生。刑者幸得全命，豈憚去其一趾，且人之

見者甚足懲戒。」帝曰：「本以為寬故行之，然每聞惻愴，不能忘懷。」

又謂蕭瑀、陳叔達等曰：「朕以死者不可再生，思有愍矜，故簡死罪五十

條，從斷右趾。朕復念其受痛，極所不忍。」叔達等咸曰：「古之肉刑乃

在死刑之外，陛下于死刑之內改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為寬法。」帝

曰：「朕意以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書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 (C) 

其後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駮律令不便于時者四十餘事，太宗令參掌刪改

之事。弘獻于是與房玄齡等建議，以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廢，

制為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足，是為六刑，減

罪在于寬弘，加刑又如繁峻。乃與八座定議奏聞。于是除斷趾法，改為加

                                                 
 17 唐‧唐玄宗注，宋‧邢昺疏，《孝經注疏（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9），卷一，〈開宗明義章〉，頁 11 上。 

 18 Ying-shih Yu (余英時), “‘O Soul, Come Back!’ A Study in th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Soul 

and Afterlife in Pre-Buddhist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2 (Dec., 1987):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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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19 

此為貞觀初年的大事，同時亦見於兩《唐書‧刑法志》、《通典》、《唐會要》

等史籍，惟以《冊府元龜》的記載最為詳盡。這次刑罰的修訂大致可分三個階

段：(A) 太宗即位之初修訂律令，戴冑、魏徵等大臣鑑於法律太過苛重，將五十

多條判處絞刑的犯罪改科斷右趾之刑；(B) 改革後雖是全活了許多人，但太宗對

於新制仍有不滿，指示臣下更思改善；(C) 裴弘獻與房玄齡最後制定新的刑罰—

—加役流，以取代斷足之刑。 

關於 (A) 的部分，太宗初年修訂律令的時間，各書多籠統記作自太宗即位，

《資治通鑑》則將其事明確繫於貞觀元年 (627)。20 惟《唐律疏議‧名例律》「應

議請減贖章」條（總 11 條），《疏》文解釋「加役流」時，云： 

加役流者，舊是死刑，武德年中改為斷趾。國家惟刑是恤，恩弘博愛，以

刑者不可復屬，死者務欲生之，情軫向隅，恩覃祝網，以貞觀六年奉制改

為加役流。21 

《唐六典》亦云：「加役流者，本死刑，武德中改為斷趾，貞觀六年 (632) 改為

加役流」，22 所述同於《唐律疏議》。《唐律疏議》與《唐六典》等法典政書，

在記載刑罰的變革當有所本，二書皆將此事繫於武德年中，似乎是發生在唐高祖

時期。但綜觀各書，參與此次刑罰改革者都是貞觀朝臣，此事明顯是發生在太宗

朝。諸書的記載也許並不扞挌，蓋唐太宗在武德九年  (626) 八月即位，次年改元

貞觀，此事應是發生在武德九年八月太宗登基之後。23 《唐六典》等書的武德年

中或武德中，並非武德中期之意，當作武德年間解。至於修訂律令的大臣，除了

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以外，其他沒有留下具體名字的參與者，《冊府元龜》、

                                                 
 19《冊府元龜》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頁 7066。 

 20《資治通鑑》卷一九二，〈唐紀八〉，「唐太宗貞觀元年」條，頁 6031。 

 21《唐律疏議》卷一，〈名例律〉，「應議請減贖章」條（總 11 條），頁 35。 

 22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六，〈尚書刑

部〉，「刑部郎中員外郎」條，頁 186。 

 23 清人錢大昕即指出：「是則改絞刑為斷趾，即在太宗即位之歲，故猶稱武德也。」參看

氏著，《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1983），卷一三，「唐律疏義」，頁 302。

另參看仁井田陞，〈唐初の肉刑と日唐律の加役流刑〉，《歷史學研究》8.5 (1938)：14。

楊志玖，〈「加役流」解〉，收入氏著，《陋室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129-133。錢大群，〈「斷趾」廢改及反逆兄弟「配沒」時間考〉，收入氏著，《唐律與唐

代法制考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121-129。陳璽，《唐代刑事訴

訟慣例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第十六章〈加役流〉，頁 39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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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唐書‧刑法志》與《通鑑》都作「學士法官」，24 《太平御覽》作「當朝通

議之士」。25 

關於 (B) 的部分，太宗對斷右趾之刑認為不妥之處有二：一是刖足這樣的肉

刑廢除已久，二是體恤犯人受斷足刑後的痛楚。大臣中王珪、蕭瑀、陳叔達都不

主張改變剛建立的新做法，其中王珪以為刖足之刑取代絞刑，是以生代死，對死

罪犯人而言，不會懼怕以一足換一命，而且受刑後的慘狀適足以警惕一般群眾，

可以達到預防並嚇阻人們犯罪的效果。王珪的觀點使人想起魏晉以來倡議恢復肉

刑者的主張。26 至於「古之肉刑乃在死刑之外，陛下于死刑之內改從斷趾，便是

以生易死，足為寬法」之議論，《舊志》與《冊府元龜》都作「叔達等」，似乎

是陳叔達的意見，但《通典》則明白指出是出自蕭瑀。考兩《唐書》〈陳叔達

傳〉，陳叔達並不善於刑律，而〈蕭瑀傳〉都記載高祖朝「國典朝儀，亦責成於

（蕭）瑀」，又云：「瑀見事有時偏駁，而持法稍深」。27 蕭瑀較為嫻熟典章法

度，所以這番議論應是出自蕭瑀。 

關於 (C) 的部分，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太宗

因而命其與房玄齡參與律令刪削的工作。「蜀王」應是太宗第三子李恪，28 而裴

弘獻駁律令的時間，《唐會要》作「貞觀元年三月」。29 整個律令刪削過程頗為

                                                 
 24《資治通鑑》卷一九二，〈唐紀八〉，「唐太宗貞觀元年」條，頁 6031。 

 25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六三八，〈刑法部四‧律

令下〉，頁 2986。 

 26《三國志‧魏書‧鍾繇傳》記載曹魏明帝時，太傅鍾繇建議以斬右趾刑以代死罪，云：

「其當棄巿，欲斬右趾者許之。……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下計

所全，歲三千人。」（晉‧陳壽撰，《三國志（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一三，頁 397）及至齊王芳時，河南尹李勝以為肉刑是「刑一人而戒千萬人，何取一人之

能改哉！盜斷其足，淫而宮之，雖欲不改，復安所施。而全其命，懲其心，何傷於大德？

今有弱子，罪當大辟，問其慈父，必請其肉刑代之矣。慈父猶施之於弱子，況君加之百姓

哉！」亦是認為肉刑是以生易死，並具有警誡眾人之效。參看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

《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一六八，〈刑法六‧肉刑議〉，頁 4336。另參看

陳俊強，〈漢末魏晉肉刑爭議析論〉，《中國史學》14 (2004)：71-85。 

 27《舊唐書》卷六三，〈蕭瑀傳〉，頁 2400, 2401。 

 28 參看楊志玖，〈「加役流」解〉，頁 130-131；錢大群，〈「斷趾」廢改及反逆兄弟「配

沒」時間考〉，頁 125-126。 

 29 宋‧王溥撰，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古代史研究室點校點校，《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1），卷三九，〈議刑輕重〉，頁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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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最終弘獻等議除斷趾法，改為流三千里，役三年的「加役流」，30 此為

「加役流」的創制。「加役流」制定的時間，應如前引《唐律疏議》和《唐六

典》的記載，是在貞觀六年。31 

綜合而言，太宗初年免死罪為斷右趾，斷趾之刑是在死刑之內，作為死刑之

代刑而存在，但加役流非是。相對而言，斷趾之刑接近皇帝的恩典，但加役流算

是流刑之加重，屬於正刑之一。其差別在於前者是某些犯罪判處死刑後代以刖

刑，後者是某些犯罪直接改科以加役流，皇恩性格的處罰改造成法定的正刑，而

原來要判絞刑的五十條犯罪也不再是死罪了。此外，房玄齡與裴弘獻等建議改刖

為流，其實都不否定「舊律令太重」而削除「絞刑之屬五十條」此一前提，只是

對替代的手段有不同意見。刖足以代死刑被否定的原因，是「及肉刑廢，制為

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足，是為六刑」。「五」

「刑」已然固定，即刑之數為五，刑之名為死、流、徒、杖、笞。肉刑廢後，

墨、劓、宮、刖等已不在五刑之列，是故刑中有刖，不符五刑之數。既是如此，

貸死之刑不可外求，只能於笞、杖、徒、流之中尋找。原來流刑分為流二千里、

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稱為三流，都需苦役一年。「加役流」是加役之流，其意

是在原有流三千里、苦役一年以外加役二年，即苦役三年。因此若論加役流之性

格，無疑就是流刑之極和徒刑之極的綜合刑，可謂落實減死之刑不假外求的原

旨。 

國家首先是減少死刑的適用，萬不得已判決了死刑，皇帝思考的就是如何將

死刑換成其他生刑。死刑的替代刑只能以五刑之內尋求，最先被選取作為死刑的

替代，自然是次一等的刑罰——流放。因此自太宗朝開始，經常看到皇帝頒降恩

                                                 
 30 據《唐律疏議‧名例律》「犯流應配」條（總 24 條）云：「諸犯流應配者，三流俱役一

年。（注云：本條稱加役流者，流三千里，役三年。）」相對於三流服役年限為一年，

加役流則為三年。但據前引《冊府元龜》云：「于是除斷趾法，改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

二年」，役期似為二年。其他如《通典》卷一六五〈刑法三〉、兩《唐書》〈刑法志〉、

《唐會要》卷三九〈議刑輕重〉記載與《冊府元龜》相同，皆作「居作二年」。仁井田陞

以為「居作二年」是貞觀六年加役流制定之初的規定，《唐律疏議》之「居作三年」是

後來的開元制度。參看氏著，〈唐初の肉刑と日唐律の加役流刑〉，頁 14。但楊志玖以為

二者未必矛盾，只是提法角度不同。《唐律疏議》是直接說出服役年限，故云：「役三

年」，而《冊府元龜》等的提法是「改為加役……居作二年」，是要說明在常流居作一年

之外，再加役二年，也就是居作三年之意。參看氏著，〈「加役流」解〉，頁 131-133。 

 31 參看楊志玖，〈「加役流」解〉，頁 131；錢大群，〈「斷趾」廢改及反逆兄弟「配沒」

時間考〉，頁 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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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將死罪減死流放。貞觀十四年  (640)，唐朝平定高昌後設置西州，十六年 

(642) 正月太宗下詔云：「在京及諸州死罪囚徒，配西州為戶；流人未達前所

者，徙防西州。」32 太宗將死罪囚徒免死配送西州，就是以遠逐遐方作為減死一

等之刑，爾後成為唐朝貸死的最常見手段。 

貞觀六年制定加役流後，太宗又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制定新律。新律於十

一年 (637) 正月庚子（十四日）頒行，33 即《貞觀律》，共五百條。考唐高祖武

德七年 (624) 頒行《武德律》，34 基本上是依準《開皇律》而制定，史稱「大略

以開皇為準」，35 不脫隋律的規模。及至太宗命房玄齡等編撰新律，對隋律作了

較大的修正，改變了武德法制「一準開皇之舊」的面貌，基本確立繼承隋制而又

有別隋制的唐代法制。36 此次修律的具體成果之一，是「減大辟入流者九十二

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37 若將此次減大辟入流的九十二條，加上太宗即位

初年修改的絞刑五十條，則太宗朝將死刑適用的條文大幅減少了一百四十二條，

難怪《舊唐書‧刑法志》云：「凡削煩去蠧，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38 《唐

六典》亦形容《貞觀律》「比古死刑，殆除其半」。39 應是具體陳述實況，不盡

是溢美之詞。 

（三）死刑的覆奏 

貞觀五年 (631) 八月，當裴弘獻與房玄齡仍在研議加役流之時，以「張蘊古

案」為契機，太宗又開啟死刑覆奏制度的改革。關於唐代前期覆奏制度，筆者曾

                                                 
 32《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下〉，頁 54。 

 33《舊唐書》卷三，〈太宗本紀下〉，頁 46。 

 34 兩《唐書‧高祖本紀》與《資治通鑑》卷一九○皆作武德七年四月庚子（初一），但《舊

唐書‧刑法志》與《冊府元龜》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則作五月，恐誤。 

 35《舊唐書》卷五○，〈刑法志〉，頁 2134。高明士以為「其大略云者，指律令方面差異不

大，但格與式差異較大」。參看氏著，《律令法與天下法》（臺北：五南圖書，2012），

第二章〈唐代武德到貞觀律令的制度〉，頁 129。 

 36 關於武德朝與貞觀朝的律令制定，參看高明士，《律令法與天下法》，第二章〈唐代武德

到貞觀律令的制度〉，頁 109-158。另可參看劉俊文，《唐代法制研究》（臺北：文津出

版社，1999），第一章〈唐代立法研究〉，頁 23-27。 

 37《通典》卷一七○，〈刑法八‧寬恕〉，頁 4412。「減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條」，《唐六

典》卷六作「九十三條」。 

 38《舊唐書》卷五○，〈刑法志〉，頁 2138。 

 39《唐六典》卷六，〈尚書刑部〉，「刑部郎中員外郎」條，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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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討論，40 故此處只作簡單概述。 

貞觀五年，太宗因為後悔錯殺了大理丞張蘊古，於是在八月至十二月間針對

死刑覆奏陸續推出不同的改革方案。在八月二十一日，太宗申明決死必須要「三

覆奏」；不久，又先後針對在京和在外覆奏程序完成的案件，指示有司減損膳

食；十二月二日，則是頒布「五覆奏」新制： 

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

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

狀以聞。41 

新制內容包含三部分：其一，增加了覆奏的次數，太宗將原來京師死罪三覆奏、

諸州一覆奏之制，變革為京師死罪二日五覆奏，諸州三覆奏。其二，行刑當日撤

酒肉、不舉樂，提醒君王有死囚伏法。其三，覆奏之工作交由門下省負責，並且

申明犯人情有可矜者，錄狀奏聞。太宗對覆奏制度的改革重點，在於強調覆奏是

必須要依法執行的程序，務使臣下恪盡提醒君上的責任；同時增加覆奏次數和拉

長覆奏時間，讓皇帝有更充裕時間深思熟慮，二者都旨在落實儒家慎刑、恤刑的

精神。覆奏制度固然具有防止帝王專殺的作用，但畢竟帝王任意殺戮並非常態，

此套機制要針對的毋寧是全國的死刑案件。官司覆奏時，主要著眼於犯人是否情

在可矜，而不是案情的虛實或者律條的輕重。 

綜上所述，太宗鑑於「死者不可再生，思有愍矜」，42 自即位以來，非常關

注死刑問題，致力減少死刑的適用與執行。首先，貞觀年間前後刪削死罪條文一

百四十二條，減少死刑的適用，從而降低死刑的人數。其次，對於部分死刑犯，

改以其他刑罰替代，減少死刑的執行。貞觀六年以前是以斷趾之刑作為死刑的代

刑，後來在群臣的建議下制定了加役流。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刖足代死改為加

役流，反映的是替代死刑的手段，只能在五刑之內尋找，而新制定的加役流無疑

就是五刑中的流刑與徒刑的綜合刑。最後，對於真正要執行死刑者，制定在京五

覆奏、諸州三覆奏之制，務使臣下提醒君上，讓皇帝有更充裕時間考量是否仍有

                                                 
 40 參看陳俊強，〈唐代前期死刑覆奏制度——兼論其與儒家思想的關係〉，收入高明士編，

《中華法系與儒家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321-359。 

 41《資治通鑑》卷一九三，〈唐紀九〉，「唐太宗貞觀五年十二月」條。《通鑑》、兩《唐

書》〈刑法志〉、《冊府元龜》等皆作「下諸州三覆奏」，但據唐‧吳兢撰，上海師範大

學古籍整理組點校，《貞觀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八，〈論刑法三

十一〉，可知應作「天下諸州三覆奏」。 

 42《冊府元龜》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頁 7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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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矜可恕的地方，可見死刑執行的慎重。 

三•玄宗朝死刑「廢除」的嘗試 

玄宗朝是唐代死刑發展史上最值得注意的階段。史稱明皇自登基以來，死刑

長期只存其文，備而不用。天寶年間，更進一步明文廢除絞斬死刑，堪稱中國刑

罰發展史上繼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後的另一重大事件。以下將分從死刑廢除的背

景、過程以及失敗的因素，略作分梳。 

（一）貸死之刑 

自古帝王皆惡聞刑殺，嚮慕成康之世，刑罰措而不用。43 玄宗自即位之初，

對死刑似乎就特別在意。據《唐六典》卷六〈尚書刑部〉「刑部郎中員外郎」條

「凡決大辟罪皆於市」句注云： 

古者，決大辟罪皆於市。自今上臨御以來無其刑，但存其文耳。44 

《唐六典》在開元二十六年  (738) 撰成並注釋，次年由宰相李林甫奏呈皇帝。可

知玄宗自登極以來，一直到開元晚期，死刑但存其文，並沒有真正執行。類似的

記述尚見於其他地方，如《舊唐書‧玄宗紀》載開元二十五年  (737) 正月壬午

（八日）〈恤刑詔〉曰： 

自臨寰宇，子育黎烝，未嘗行極刑，起大獄。上玄降鑒，應以祥和，思協

平邦之典，致之仁壽之域。自今有犯死刑，除十惡罪，宜令中書門下與法

官詳所犯輕重，具狀奏聞。45 

《唐六典》所記略異，云： 

開元二十五年敕：以為庶獄既簡，且無死刑，自今已後，有犯死刑，除十

惡死罪、造偽頭首、劫殺、故殺、謀殺外，宜令中書門下與法官等詳所犯

輕重，具狀聞奏。46 

                                                 
 43 據西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四，〈周本紀〉云：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頁 134） 

 44《唐六典》卷六，〈尚書刑部〉，「刑部郎中員外郎」條，頁 189。 

 45《舊唐書》卷九，〈玄宗本紀下〉，頁 207。 

 46《唐六典》卷六，〈尚書刑部〉，「刑部郎中員外郎」條，頁 188。又見《冊府元龜》卷一

五一〈帝王部‧慎罰〉、宋‧李昉等奉敕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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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六典》記載不必送中書門下詳覆的死罪部分，可補《舊唐書‧玄宗紀》之不

足。但在描述玄宗登基以來不管是「未嘗行極刑」抑或「庶獄既簡，且無死

刑」，其義皆同。 

然而，縱是治平之世，仍難免有死罪之人，史稱開元二十五年「刑部斷獄，

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

雀不棲，至是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僚以幾至刑措，上表陳賀」。47 判處死刑人數

縱然很少，但仍有五十八人，為何又說：「未嘗行極刑」、「且無死刑」？玄宗

如何達到如此偉大理想呢？試看天寶四載 (745) 八月十二日〈寬徒刑配諸軍效力

敕〉： 

刑之所設，將以閑邪，法不在嚴，貴於知禁。朕自臨萬國，向踰三紀，思

弘至道之化，實務好生之德，比者應犯極法，皆令免死配流，所以市無刑

人，獄無冤繫。48 

玄宗強調即位三十多年來，並非沒有人干犯死罪，也不是沒有判處死刑，而是將

應處死刑的罪囚都「免死配流」。如此做法能否「獄無冤繫」容或可議，但經常

性的「免死配流」，確是會達到「市無刑人」的理想境界。 

誠如前述，唐代以流貸死的做法始於太宗朝，加役流以及將死罪配送西州為

戶，都具有這樣的性質。至於玄宗「免死配流」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如開元

十三年 (725) 正月下詔：「降死罪從流，流已下罪悉原之。」 49 又開元十九年 

(731) 八月辛巳（五日），因壽誕頒布恩詔：「天下死罪配流，（流）已下罪原

免之。」50 貨死之法，除了死刑降為流刑以外，亦有決杖配流。譬如開元三年  

(715) 十二月乙丑（十七日）的恩降，云： 

罪至死刑，寬其大戮……其犯斯刑者，宜決一百，配流遠惡處。51 

又開元八年 (720) 九月丙寅（十七日）的恩降，云： 

其京城內犯罪人等，時令按覆，其中造偽頭首及謀殺人斷死者，決一百配

流嶺南惡處；斷死者，決一頓，免死配流遠處；雜犯流移者，各減一等，

                                                 
卷四四○〈翰林制詔‧德音七‧優恤德音〉。 

 47《舊唐書》卷五○，〈刑法志〉，頁 2150-2151。 

 48《冊府元龜》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頁 7070。 

 49《舊唐書》卷九，〈玄宗本紀下〉，頁 187。 

 50《冊府元龜》卷八五，〈帝王部‧赦宥四〉，頁 941。 

 51《冊府元龜》卷八五，〈帝王部‧赦宥四〉，頁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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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罪已下並免。52 

又開元二十四年 (736) 四月丁丑（二十八日）的降罪，云： 

天下見禁囚，犯十惡死罪及造偽頭首劫殺人，先決六十，長流嶺南遠惡

處。自外死罪，先決一頓，並流嶺南。流罪情狀重者決六十，輕者決一

頓，決訖並放。53 

從以上諸次恩降，可知貸死之刑包括流和杖。流刑部分，可再分為「流遠惡

處」以及「長流」，前者牽涉到流放地，後者關係到流放的時間。決杖的部分，

分為一般的杖以及「重杖」。以下將對這些貸死之刑簡單梳理。 

（1）流遠惡之處 

唐代流刑配流邊遠之處，始自太宗朝。據《冊府元龜》卷六一二〈刑法部

四‧定律令四〉： 

（貞觀）十四年正月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數，量配邊要之州。54 

《唐會要》將此詔繫於貞觀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55 「邊要」一詞亦見唐律，據

《唐律疏議‧職制律》《疏》文解釋「邊要之官」為「謂在緣邊要重之所」。56 

可知「邊要」當解為緣邊要重之意。「邊要之州」具體包含哪些地方呢？據《唐

會要》卷二四〈諸侯入朝〉云： 

（開元）十八年  (730) 十一月勅：「靈、勝、涼、相、代、黔、嶲、豐、

洮、朔、蔚、媯、檀、安東、疊、廓、蘭、鄯、甘、肅、瓜、沙、嵐、

鹽、翼、戎、慎、威、西、牢、當、郎、茂、驩、安北、北庭、單于、

會、河、岷、扶、拓（當作柘）、安西、靜、悉、姚、雅、播、容、燕、

順、忻、平、靈（當作雲）、臨、薊等五十九州，為邊州。揚、益、幽、

                                                 
 52《冊府元龜》卷八五，〈帝王部‧赦宥四〉，頁 936。 

 53《冊府元龜》卷八五，〈帝王部‧赦宥四〉，頁 943。 

 54《冊府元龜》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頁 7067。 

 55《唐會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頁 859。《舊唐書》卷五○〈刑法志〉之文字同

於《冊府元龜》、《唐會要》，但「邊要之州」寫作「邊惡之州」（頁 2140）。至於《新

唐書》卷五六〈刑法志〉則云：「（貞觀）十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頁

1412）文字雖異，但其意同於《冊府元龜》、《唐會要》。「邊惡」一詞並不常見，而用

以形容州郡更是稀罕，相對而言「邊要」一詞則屢見不鮮，散見於前述《冊府元龜》、

《唐會要》等史籍，疑《舊唐書》之「邊惡」乃「邊要」之筆誤。 

 56《唐律疏議》卷九，〈職制律〉，「官人無故不上」條（總 95 條），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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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荊、秦、夏、汴、澧、廣、桂、安十二州，為要州。」57 

此為開元之制，或可作為貞觀邊要之州的參考。而誠如前述，貞觀十六年  (642) 

正月太宗下詔將死罪囚徒免死配送西州，就是以配邊要之州作為減死一等之刑。  

太宗朝雖有將犯人量配「邊要」之州的記載，但唐代文獻更為常見的是帝王

將犯人流放至「遠惡」之處。「遠惡」含有邊遠險惡的意思，「遠惡」較「邊

要」更能彰顯此種將人驅逐遐方的刑罰。流放遠惡之處的例子頗多，除了前述開

元八年「配流嶺南惡處」和二十四年「長流嶺南遠惡處」以外，天寶三載  (744) 

三月壬申（八日）和十四載 (755) 八月辛戌（四日）恩詔，都先後將死罪囚徒免

死配流嶺南遠惡處。58 嶺南應是唐人心中的遠惡之處，就史料所見，唐代流放案

例有超過七成都是遠配至嶺南道。59 流所高度集中嶺南道的現象，自唐初迄唐亡

而未變。而唐代將死罪免死配流，亦以配送嶺南最稱常見。免死配流嶺南之事始

於睿宗朝，按景雲二年 (711) 八月乙卯（十三日），睿宗大赦，將謀殺人、造偽

頭首者「免死配流嶺南」。60 及至玄宗朝，更是經常性的免死罪配流嶺南。 

（2）長流 

據前引開元二十四年四月丁丑（二十八日）恩詔： 

天下見禁囚，犯十惡死罪及造偽頭首、劫殺人，先決六十，長流嶺南遠惡

處。自外死罪，先決一頓，並流嶺南。61 

                                                 
 57《唐會要》卷二四，〈諸侯入朝〉，頁 536-537。又據《唐六典》卷三，〈尚書戶部〉，「戶

部郎中員外郎」條對「邊州」的界定是指：「安東、平、營、檀、媯、蔚、朔、忻、安北、

單于、代、嵐、雲、勝、豐、鹽、靈、會、涼、肅、甘、瓜、沙、伊、西、北庭、安西、

河、蘭、鄯、廓、疊、洮、岷、扶、柘、維、靜、悉、翼、松、當、戎、茂、巂、姚、播、

黔、驩、容。」辻正博氏據《唐六典》訂正了《唐會要》的幾個錯誤，見氏著，《唐宋時

代刑罰制度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0），頁 101。但《唐會要》所記

州名只有五十六個，不足五十九之數。而且，河北道的相州距長安只一千二百多里，為何

竟是邊州？若與《唐六典》對勘，《唐六典》有而《唐會要》沒有的是營、伊、維、松等

四州，個人懷疑相州是松州之誤，再加上營、伊、維等三州，剛好是五十九之數。 

 58《冊府元龜》卷八六，〈帝王部‧赦宥五〉，頁 948, 956。 

 59 關於唐代流放案例的分析，可參看陳俊強，〈唐代前期流放官人的研究〉，《中國古代法

律文獻研究》8 (2014)：178-215；〈唐代後期流放官人的研究〉，收入呂紹理、周惠民

編，《中原與域外：慶祝張廣達教授八十嵩壽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學系，2011），頁 209-238。 

 60《冊府元龜》卷八四，〈帝王部‧赦宥三〉，頁 932。 

 61《冊府元龜》卷八五，〈帝王部‧赦宥四〉，頁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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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下嚴重惡行者，如十惡、造偽頭首、劫殺人等，一律決杖六十，「長流」嶺南

遠惡處。其他犯死罪者，先決杖一頓，並「流」嶺南。「長流」和「流」明顯是

不一樣的刑罰，長流是重於法定三流的。 

「長流」之刑不見於唐律，其事最早始於唐高宗朝，據說是長孫無忌所倡議

的。62 張鷟的《朝野僉載》云： 

唐趙公長孫無忌奏別敕長流，以為永例。後趙公犯事，敕長流嶺南，至死

不復廻。此亦為法之弊。63 

長孫無忌倡議別敕長流之事，不見兩《唐書》本傳。至於長流的個案，目前找到

最早的都是發生在高宗朝。長流既非律令刑罰，故此，都是以皇帝「別敕」的方

式來處置。64 關於長流的具體內容，可以高宗朝李義府的遭遇為例說明。高宗龍

朔三年 (663) 四月李義府遭長流巂州、長子津長流振州、次子洽、洋和婿柳元貞

等長流庭州。據《舊唐書‧李義府傳》云： 

乾封元年  (666)，大赦，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憂憤發疾卒，年五十

餘。……上元元年，大赦，義府妻子得還洛陽。65 

又《冊府元龜》卷八四〈帝王部‧赦宥三〉云： 

上元元年八月壬辰（十五日），（高宗）追尊祖宗諡號，改咸亨五年 

(674) 為上元元年，大赦天下，長流人并放還。66 

麟德三年 (666) 正月，高宗封禪泰山後，改元乾封，大赦天下，67 因為沒有宣布

長流人可以還鄉，時遭長流的李義府因而憂憤病死。至上元元年  (674) 八月大

赦，高宗明令「長流人并放還」，李義府的家人遂得還洛陽。代宗朝宦官程元振

遭「長流」溱州為百姓，皇帝並特旨聲明「縱有非常之赦，不在會恩之限」。68 

皇帝恩赦經常放還流人，不過一旦遭到「長流」，則縱逢恩赦亦不在寬免之列，

                                                 
 62 關於「長流」的討論可參看陳俊強，〈從唐代法律的角度看李白長流夜郎〉，《臺灣師大

歷史學報》42 (2009.12)：38-41。 

 63 唐‧張鷟撰，趙守儼點校，《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79），補輯，頁 155。 

 64 別敕與正敕相對，是專指來自非正規程序的敕。一般來說，這類別敕在傳達皇帝的旨意

時，或通過宦官及翰林學士代筆，以減少中間環節、迅速下達為目的的非常規化處理，其

關鍵在於不經中書門下，直接來自禁中。參看牛來穎，〈天聖令中的「別敕」〉，《中國

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四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頁 177。 

 65《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頁 2770。 

 66《冊府元龜》卷八四，〈帝王部‧赦宥三〉，頁 929。 

 67《舊唐書》卷五，〈高宗本紀〉，頁 89。 

 68《舊唐書》卷一八四，〈宦官‧程元振傳〉，頁 4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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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該次大赦包含了長流人。長流人一般不容易赦免返鄉，這對官人而言，無疑

永別政治中樞；對於經濟文化仍居領先地位的中原人仕而言，不啻永遠沉淪於瘴

癘蠻荒的絕域。 

長流既比一般的三流來得嚴厲，自然是懲處極為嚴重的惡行。就上引玄宗兩

篇恩詔所見，減死改處長流，都是犯下十惡死罪者。若以兩《唐書》所見的長流

案例而言，大多是謀反、附逆、謀叛、貪瀆之類的嚴重惡行。69 譬如，高宗朝李

義府主要是漏泄禁中語和交占候之人。70 玄宗朝的韋堅是被控與節將狎暱，構謀

規立太子，遭到長流嶺南臨封郡。71 大詩人李白也是受永王璘謀反一事牽連，論

罪「當誅」，幸蒙名將郭子儀解官以贖，李白才得以免死長流夜郎。72 

長流者都是所犯嚴重，理應大辟，皇帝或是顧念舊恩，或是矜恤勳勞，遂格

外開恩，免死長流。因此，長流可視為死刑的一種代刑。除非皇帝特旨放免長流

人，否則長流人不因一般的大赦而得到寬恕。 

（3）決杖與決重杖 

從開元八年和二十四年的恩詔，看到犯了十惡死罪或造偽頭首等嚴重罪行

者，在決杖一百或六十以後，得以減死長流嶺南；至於一般死罪，則先「決一

頓」，配流嶺南。在常法以外對犯人先行決杖的做法，唐高宗時期已有不少條

文，史稱： 

總章二年 (669) 五月十一日，上以常法外，先決杖一百，各致殞斃。乃下

詔曰：「別令於律外決杖一百者，前後總五十九條。決杖既多，或至於

死。其五十九條內，有盜竊及蠹害尤甚者，今後量留一十二條，自餘四十

七條，並宜停。」73 

律外決杖一百的條文竟有五十九條之多，高宗下詔只保留盜竊和為害較嚴重的條

文十二條，其他都予以刪除。高宗朝這些法外條文具體內容不得而知，但其後中

                                                 
 69 關於唐代流人罪名之分析，可參看陳俊強，〈唐代前期流放官人的研究〉、〈唐代後期流

放官人的研究〉。 

 70《舊唐書》卷八二，〈李義府傳〉，頁 2770。 

 71《舊唐書》卷一○五，〈韋堅傳〉，頁 3224。 

 72《新唐書》卷二○二，〈文藝中‧李白傳〉，頁 5763。關於李白的罪、刑以及放免時間，

可參看陳俊強，〈從唐代法律的角度看李白長流夜郎〉，頁 27-47。 

 73《唐會要》卷四○，〈君上慎恤〉，頁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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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朝的《神龍散頒刑部格》仍見常刑以外先決杖的規定： 

一盜計贓滿一疋以上，及詃誘官私奴婢，并恐喝取財，勘當知實，先決杖

一百，仍依法與罪。74 

又玄宗先天二年 (713) 六月，已經退居太上皇帝的睿宗下詔： 

禁殺牛馬驢等，犯者科違詔罪，不得以官當廕贖，公私賤隸犯者，決六

十，然後科罪。75 

原來殺官私牛馬者，科處徒一年至一年半之刑，不算重罰。76 如今，犯者以違詔

罪論處，並不得官當收贖，意即官人亦要鎯鐺入獄。違犯的若是官私賤口，更要

先決杖六十，再科處徒一年半或一年之刑。 

至於前述免死配流，流放之前決杖一頓的處罰，在玄宗朝相當普遍。開元四

年 (716)，中書主書趙誨因受蕃人珍遺，論罪當誅，但得玄宗免死，趙誨最後決

杖一百，流配嶺南。77 開元十年 (722)，蔣寵以「言事涉邪……法所宜誅」， 78 

遭決杖四十配流嶺南的藤州。開元十年的姜皎、79 裴景仙，80 開元二十四年的楊

濬，81 開元二十五年的宋廷暉、周仁公、裴裔等三人，82 原先都是罪犯極刑，最

後，免死決杖流配遐方。決杖的數目有時候是杖四十；有時加重到決杖六十，如

姜皎；甚至決杖一百，如裴景仙。因此，玄宗朝雜犯死罪者，往往決杖四十，然

後配流嶺南，杖刑和流刑成了死刑的替代刑。關於決重杖部分，將於下一節進一

步討論。玄宗以不同方式取代絞斬的執行，從而製造「市無刑人」的治平氣象，

正是登極以來的一貫政策。 

綜上所述，流遠惡之地、長流、決杖等貸死之刑，或是單獨使用，或是兩

項、三項複合使用。流遠惡之地始於太宗朝，免死長流之事始於高宗朝，免死配

流嶺南遠惡處始於睿宗朝，玄宗朝又增加了決杖以配合流刑的應用。諸般貸死之

                                                 
 74 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出土法制文書考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249。 

 75《冊府元龜》卷四二，〈帝王部‧仁慈〉，頁 455。 

 76《唐律疏議‧廐庫律》「故殺官私馬牛」條（總 203條）云：「諸故殺官私馬牛者，徒一年

半。……其誤殺傷者，不坐，但償其減價。主自殺馬牛者，徒一年。」（頁 282-283） 

 77《舊唐書》卷九六，〈姚崇傳〉，頁 3025。 

 78《冊府元龜》卷一五二，〈帝王部‧明罰一〉，頁 1701。 

 79《舊唐書》卷五九，〈姜皓傳〉，頁 2336。 

 80《舊唐書》卷一○○，〈李朝隱傳〉，頁 3126。 

 81《舊唐書》卷九八，〈裴耀卿傳〉，頁 3082。 

 82《冊府元龜》卷一五○，〈帝王部‧寬刑〉，頁 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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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陸續創制，混合實施，甚至頻繁頒行，加上不時的大赦天下，83 那麼玄宗一再

強調「未嘗行極刑」、「無死刑」、「市無刑人」，當非虛假之事。  

（二）死刑的「廢除」與復活 

當死刑長期不執行時，皇帝最終想廢除死刑，可謂順理成章了。天寶六載正

月戊子（十二日），玄宗在南郊大赦中宣布： 

朕承大道之訓，務好生之德，于今約法，已去極刑。議罪執文，猶存舊

目。既措而不用，亦惡聞其名。自今已後，斷絞斬刑者，宜除削此條，仍

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注云：今斷極刑，云決重杖以代極刑法，始

於此也。）84 

玄宗即位以來因好生之德，已經不執行絞斬等刑。然而在議罪時，仍然存在絞斬

等名目。死刑雖已措而不用，皇帝仍是厭惡聽到這些刑名，因此下令從今以後，

除削絞斬等條。 

赦詔只是指示「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即司法人員整理近來成例以審察訂

定相關處置辦法，並沒有提到具體取代死刑的手段，但據《舊唐書‧玄宗本紀

下》天寶六載正月戊子條，云： 

親祀圜丘，禮畢，大赦天下，除絞、斬刑，但決重杖。85 

又據《資治通鑑》云： 

又令削絞、斬條。上慕好生之名，故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

率杖殺之。86 

從《舊唐書‧玄宗本紀下》、《資治通鑑》的記載，可知玄宗削除絞斬之刑後，

凡應絞斬者，皆重杖配流嶺南。「決重杖」和「配流」基本上是玄宗開元以來恩

                                                 
 83 玄宗統治四十五年間，共大赦了 26 次，曲赦 7 次，降罪 24 次。參看陳俊強，《皇恩浩蕩——

皇帝統治的另一面》（臺北：五南圖書，2005），頁 52。 

 84 唐玄宗天寶六載正月戊子〈南郊推恩制〉參見《冊府元龜》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

四〉，頁 7070。另參卷八六，〈帝王部‧赦宥五〉，頁 949；《通典》卷一七○，〈刑法

八‧寬恕‧大唐〉，頁 4414；《唐會要》卷三九，〈議刑輕重〉，頁 830。「于今約法」

一句，宋本《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89）作「於令約法」，而卷八六〈帝王

部‧赦宥五〉作「施令約法」。又注中「以代極刑法」一句，宋本《冊府元龜》作「以代

極法死」。 

 85《舊唐書》卷九，〈玄宗本紀下〉，頁 221。 

 86《資治通鑑》卷二一五，〈唐紀三十一〉，「唐玄宗天寶六載正月戊子條」，頁 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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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免死的替代刑，也就是所謂的「近例」，如今只是正式以其取代死刑而已。  

有關「重杖」最早的記載，當見於開元十九年 (731) 四月的恩詔，云： 

其妖訛、盜賊、造偽頭首，既深蠹時政，須量加懲罰，刑名致死者，各量

決重杖一百，長流嶺南。87 

決重杖是配合長流嶺南一起使用，但有時則單獨實施。開元二十四年懲處武溫眘

黨的詔書云： 

武溫眘聚合姦黨，託附權要，妄搆異端，為其魁傑，兼有私穢，合當極

法，宜重杖決一百。河南府福昌縣主簿魏萱、前睦州桐盧縣尉王延祐，相

為黨與，朝夕談議，既涉非違，宜各決一頓，長流竇州。88 

可見重杖可單獨實施，亦可複合使用。武温眘黨人魏萱、王延祐決杖一頓後長流

竇州，但武溫眘本人在決重杖一頓後沒有提到流放之類後續的懲處，而詔書亦痛

斥「合當極法」，可見應是杖斃，只是不施以絞斬之刑而已。學者以為重杖應是

皇帝特敕判決，地方官無權判決。重杖與一般常行杖、笞杖有別，可能用質地較

堅硬的木料製成，份量較重；而且是伏地而杖，擊打脊背，更為殘酷。89 

玄宗天寶六載正式宣告以重杖代替極刑，乃延續一貫好生之德的精神。因

此，重杖之實施非如武温眘般直接杖殺，而是一種生刑。既是生刑，天寶六載新

制的重杖杖數是多少？不管之前是決杖或配流，或是決杖加上配流，都是皇帝赦

降恩典，其杖數與配流地都由詔敕臨時訂定。但如今將絞斬之刑一律改科重杖配

流，就必須明訂杖數。惜乎玄宗朝似無相關資料，難以詳明。然而，代宗朝刑部

侍郎盧元裕針對各種制敕杖數的奏議或可解答。代宗寶應元年  (762) 九月，刑部

侍郎盧元裕奏： 

「准式：制勅與一頓杖者，決四十；重杖一頓者，決六十，無文至死。式內

自有殺卻處盡等文，即明重杖只合加數。京城先因處分，決殺者多。一死

不可復生，望准式文處分。或決痛杖一頓者，式文既不載，亦請准重杖六

十，例不至死。」許之。90 

盧元裕奏議透露出在法定五刑的杖刑以外另有幾種特殊的杖刑，而提到的「式」

                                                 
 87《冊府元龜》卷八五，〈帝王部‧赦宥四〉，頁 940-941。 

 88《冊府元龜》卷一五二，〈帝王部‧明罰一〉，頁 1702。 

 89 戴建國，《唐宋變革時期的法律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三章〈唐

宋刑罰的傳承演變〉第一節「唐宋杖刑的傳承演變」，頁 238-240。 

 90《冊府元龜》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頁 7070。 



陳俊強 

 -246- 

應是開元《刑部式》。91 按照《刑部式》，制敕「與一頓杖」是決四十，「重杖

一頓」是決六十，「痛杖一頓」在《刑部式》中沒有規定，建議比照重杖，也是

杖六十。而從「例不至死」一語，可知重杖並非將人杖斃。92 盧元裕奏議中的

《式》若為開元《刑部式》，其奏議時間又上距天寶六載廢死僅十五年，當中提

到重杖的杖數與「例不至死」等性質當為玄宗朝的制度。93 

綜上所述，玄宗即位以來因務好生之德，長期沒有執行絞斬等刑。然而在議

罪時，仍然存在絞斬等名目。死刑雖已措而不用，皇帝仍是厭惡聽到這些刑名，

於是在天寶六載下詔除削絞斬等條，亦即科處死刑者直接代之以決重杖六十，配

流嶺南。天寶六載以前，玄宗透過頒布恩詔方式以決杖或流放等生刑替代絞斬極

刑，屬於帝王一時之恩典。天寶六載新制是規定日後犯死罪者，不再處以絞斬極

刑而直接以其他刑罰替代。死刑被束諸高閣，名存實廢，可謂正式被「虛刑化」

了。溫公以為玄宗「慕好生之名」，「其實有司率杖殺之」。名雖廢死，實則犯

人都被杖殺，頗有揶揄玄宗純粹是為了貪圖虛名。然而，相關司法部門率意杖殺

人犯，未必是玄宗本意。以今視之，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已嘗試將死刑虛刑化，

律典中雖仍存絞斬之目，但與完全廢除亦僅剩一步之遙而已，還是值得讚賞與重

視的。 

天寶六載十月，戶部侍郎楊慎矜因左道事發，玄宗痛斥慎矜「梟首夷宗，未

云塞責，但以務弘大體，志在寬刑，尚免嚴誅，容其自斃」。對楊慎矜及其黨人

之處置如下： 

                                                 
 91 霍存福，《唐式輯佚》（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459。 

 92 奏議中「加數」一詞原指增加之意，但「即明重杖只合加數」句仍是費解。個人推想「加

數」或與唐律「加杖」相關。唐律有「加杖」的規定，乃針對犯徒、流罪的特殊主體，以

杖打替代徒役及遠配的特殊執行刑方式。如犯徒刑而家無兼丁者，徒一年，加杖一百二

十，不居作，一等加二十。又工、樂、雜戶犯流二千里加杖一百，一等加三十，不需配

流，但仍需居作三年。重杖與唐律「加杖」的精神一致，乃借由杖打替易原來刑罰，所以

重杖只可以是加杖之數。關於「加杖」可參看錢大群，《唐律疏義新注》（南京：南京師

範大學，2007），頁 118；《唐律疏議‧名例律》「犯徒應役家無兼丁」條（總 27 條）、

《唐律疏議‧名例律》「工樂雜戶及婦人犯流決杖」條（總 28 條）。 

 93 馬端臨云：「至唐而後復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頓而不為之數，行罰之人得以輕重

其手，欲活則活之，欲斃則斃之。夫生之與死，箠楚之與刀鋸，亦大有閒矣。今重杖、痛

杖之法，乃出入乎生死之閒，而使姦吏因緣為市，是何理也？」參見元‧馬端臨，《文獻

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一六六，〈刑考五‧刑制五〉，頁 1441-2。

馬端臨指責重杖、痛杖「只曰一頓而不為之數」應是早期的狀況，而據盧元裕奏議可知在

開元至寶應年間已陸續制定明確杖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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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慎矜宜賜自盡。其兄少府少監慎餘、弟雒陽令慎名等，不合相從，竝為

同惡，亦宜令自盡。其史敬忠……宜决重杖一百。鮮于賁……宜决重杖六

十長流。其范滔……宜决六十，長流嶺南臨江郡。其王庭耀……宜决四

十，配隸黔中郡。楊慎矜外甥、前通事舍人辛景凑，……宜决四十，配流

嶺南晉康郡。其義陽郡司馬嗣虢王臣，……宜解却官於南賓郡安置。其太

府少卿張瑄……宜决六十，長流嶺南臨封郡。其右威衛執戟攝天馬監万俟

承暉，……宜决重杖六十。其閑廐使殿中監韋衢……宜貶與遠官。94 

對於如此大案，誅連雖廣，但主犯楊慎矜僅賜自盡，其他或決重杖、或配流、或

長流、或配隸、或安置、或貶官，竟無一人施以斬絞極刑，確是落實年初以來

「志在寬刑」，廢削斬絞的美意。天寶十一載 (752)，御史大夫兼京兆尹王鉷，坐

弟戶部郎中王銲和邢縡謀逆，王鉷被賜死。至於王銲，玄宗以「猶寬殊死之典，

俾從杖刑之責。宜於朝堂，集眾杖殺」，95 顯見仍在執行廢除絞斬死刑的政策。 

玄宗廢除死刑的創舉讓人想起西漢文帝的廢除肉刑。距離玄宗九百多年前的

西漢文帝十三年 (167 BC)，文帝藉「緹縈救父」一事為契機，斷然廢止了上古以

來的肉刑。文帝的改革方案是「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

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棄市」。96 其原意當然是鑑於肉刑「斷支體，刻

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97 故此改劓為笞三百，斬左趾為笞五

百，無疑是以生易死的德政。然而，文帝卻被班固詬病： 

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

三百，率多死。98 

實際上，原來斬左趾和劓刑的犯人卻多被笞殺，失去文帝廢肉刑的良法美意。嗣

後，迭經景帝一再將笞數減至二百、一百，史稱「自是笞者得全」，99 文帝廢肉

刑之美意方始落實。若與漢文帝的改革比較，唐玄宗廢削死刑，改科以重杖流嶺

南，結果是「其實有司率杖殺之」的狀況，與文帝廢肉刑後的「內實殺人」頗為

                                                 
 94 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一二六，〈政事‧誅戮

上〉，頁 678。 

 95《唐大詔令集》卷一二六，〈政事‧誅戮上〉，頁 679。 

 96 東漢‧班固，《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4），卷二三，〈刑法志〉，

頁 1099。 

 97《史記》卷二○，〈孝文本紀〉，頁 428。 

 98《漢書》卷二三，〈刑法志〉，頁 1099。 

 99《漢書》卷二三，〈刑法志〉，頁 110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7%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8E%E4%B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E%8B%E9%8A%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2%A2%E7%B8%A1&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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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 

天寶六載的廢死改革失敗的因素是不是八年之後爆發的「安史之亂」？或謂

當國家陷入長期戰爭紛亂狀態，刑法發展遂轉趨嚴厲苛暴，唐朝又重回將死刑這

種極刑視為必要的時代。100 史稱唐肅宗登基之初「方喜刑名」，101 當至德二載

(757)，安史之亂進入第三個年頭，唐軍順利收復長安。對於數以百計在安祿山叛

軍占領長安期間任職偽朝的官員，肅宗任命李峴、崔器等為三司使，重懲達奚

珣、韋恆為首的三十九人：處斬的十一人（其中達奚珣和韋恆腰斬）、被賜自盡

的七人、決重杖死者二十一人。102 從極刑的刑名而言，有「腰斬」、「斬」、

「賜自盡」、「決重杖」等，不一而足。這是否意味朝廷已然恢復法律上的死

刑？筆者以為此次對任職偽朝官員的處罰，純屬政治考量，乃一時之舉，不代表

在法律上恢復了執行死刑。 

肅宗朝刑法的發展都全面性轉向嚴酷苛暴嗎？似乎不盡如此。乾元二年  

(759) 三月肅宗下詔曰： 

刑獄之典，以理人命，死無再生之路，法有哀矜之門。是以訟必有孚，刑

期不用。周窮五聽，天下所以無冤；漢約三章，萬人以之胥悅。言念欽

恤，用諧丕變。自今以後，諸色律令，殺人、反逆、姦、盜及造偽、十惡

外，自餘煩冗，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刑部、大理法官共詳定，具件

奏聞。103 

詔書內容是鑑於刑法太嚴，擬將法律中殺人、反逆、姦、盜、造偽、十惡等以外

的犯罪一律刪除，可見此次改革的幅度不可謂不大。從「漢約三章，萬人以之胥

悅」云云，乃是倣效劉邦入關與秦民約法三章之故智，鑑於亂世法令不宜太嚴，

遂大幅刪削重罪以取悅百姓。因此，安史之亂到底會導致刑罰轉趨嚴苛以端正綱

紀，抑或人君反而需要施恩布德以收攬人心？似不能一概而論。肅宗的改革如果

得到落實，除了若干嚴重犯罪之外，其他大部分的犯罪都予刪除，亦會造成死刑

的適用範圍隨之縮小。 

玄宗廢除死刑的嘗試正式結束是在肅宗上元二年  (761)。據《通典》卷一六

                                                 
100 參看曾我部靜雄，〈唐の玄宗の死刑廢止について〉，收入氏著，《中國律令史の研究》

（東京：吉川弘文館，1971），頁 92。 
101《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6。 

102《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6。 

103《冊府元龜》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頁 7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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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刑法三‧刑制下〉： 

（上元）二年六月，刑部奏：「(A) 謹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

今准勅除削絞死罪，唯有四刑。(B) 每有思（恩）慮，須降死刑，不免還

許（計）斬絞。勅律互用，法理難明。(C) 又應決重杖之人，令式先無分

析，京城知是蠹害，決殺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決不至死。決有兩種，

法開二門。」勅旨：「斬、絞刑宜依格律處分。」104 

刑部對於天寶廢死的詬病並沒有提到「治亂世，用重典」之類的話，完全是就法

而論法。上引《通典》的 (A) 部分，刑部指出玄宗除削絞斬死刑，將死刑「虛刑

化」後，笞、杖、徒、流、死的「五」刑唯剩「四」刑。關於  (B) 的部分，「每

有思慮」一句甚不可解，筆者以為「思慮」應是「恩慮」之誤，恩指恩赦，慮指

慮囚。唐代大赦頻繁，二百九十年間共大赦 188 次，曲赦 74 次。105 慮囚或作錄

囚，是皇帝（有時候委由臣下代理）不定期的檢錄囚徒。慮囚之後，通常會給予

不同程度的寬宥，或赦免、或降罪，是唐代皇帝經常施行的恩德，前後超過百

次。106 玄宗以詔敕的形式宣布廢削絞斬，而非全面修訂唐律，所以唐律的正刑

仍是笞、杖、徒、流、死。刑部指出官員論罪科刑時，對於死罪囚徒先是依據唐

律判處絞或斬，然後再根據天寶六載的規定，代之以決重杖流放嶺南之刑。及至

帝王恩赦或慮囚時，往往會將死刑恩免或降等，那麼還是得回頭檢視罪囚原來刑

罰與犯罪才能判定其適用狀況，確會造成困擾不便。至於 (C) 的部分，決重杖的

罪囚在《令》、《式》之中並無京師或外州的分別，京師可能因為幅員不大，這些

罪囚的惡行劣蹟，遠近皆知，因此官員在重杖時刻意將這些惡徒杖斃。相對於

此，外州則鑑於犯人將遠流嶺南，決杖時不會致人於死。同樣是決重杖，顯然中

外有別，同刑異罰，有失公允。從前引盧元裕奏議所云：「京城先因處分，決殺

                                                 
104《通典》卷一六五，〈刑法三‧刑制下〉，頁 4261-4262。《唐會要》卷三九〈議刑輕重〉

本事繫於乾元二年六月。其中「除削絞死」後沒有「罪」字，「每有思慮」寫作「每定

罪」，「還許斬絞」作「還計斬絞」，「決殺者多死」寫作「決者多死」。（頁 830） 

105 參看陳俊強，《皇恩浩蕩——皇帝統治的另一面》，頁 76。 

106 慮囚之事，《舊唐書》一律寫作「錄囚」，而《新唐書》〈本紀〉則全部寫作「慮囚」，

〈刑法志〉卻又作「錄囚」。其他唐人典志，多有作「慮囚」的。如《唐律‧名例律》

「除名」條（總 18 條）有「會慮減罪」之句；〈賊盜律〉「盜經斷後三犯」條（總 299

條）亦有「其未斷經降慮者，不入三犯之限」，律文中的「慮」，即慮囚之意。參看陳俊

強，〈唐代錄囚制試釋〉，收入高明士主編，《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一）——教育

與政治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26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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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107 可知京城以重杖決殺囚徒之情況是一直持續到代宗朝的。 

綜合而言，刑部的意見是認為死刑「虛刑化」後，五刑唯存其四，不符五刑

之數。其次是「敕律互用」，司法部門於論罪、科刑、代易、恩降時，在敕律之

間針對法定刑、宣告刑、執行刑等不斷轉換，徒生困擾，造成法理難明。最後，

天寶六載新制的目的無疑是以重杖流放之生刑永遠取代絞斬之極刑，但重杖即便

有定數，誠如馬端臨所云：「行罰之人得以輕重其手，欲活則活之，欲斃則斃

之」，108 顯然同刑異罰，無法真正落實廢削極刑之初衷。既不符五刑之數，復

徒增司法困擾，又無法達到以生易死的美意。最後，肅宗下旨「斬、絞刑宜依格

律處分」，109 宣布正式恢復死刑。 

四•唐代後期死刑的發展 

玄宗天寶年間「除絞斬刑」之嘗試以失敗告終，嗣後再也沒有類似的廢除死

刑改革了。然而，唐朝後期死刑並非沒有重大變革措施，其中德宗朝的決重杖處

死以及憲宗朝的免死配流天德軍，都非常值得注意。  

（一）德宗朝的決重杖刑 

誠如前述，對犯人依常律懲處之前先行決杖，其事見於高宗朝，至玄宗開天

年間，杖刑的使用更是頻繁浮濫，形式不一，或是單獨杖責大臣，如開元「監察

御史蔣挺以監決杖刑稍輕，敕朝堂杖之」，110 或是「比來犯盗，先决一百」；111 

或是流放遠逐前，先行決杖，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前引《冊府元龜》所錄盧元

裕奏議提到「與一頓杖」、「重杖」、「痛杖」等杖數，並希望依准《刑部式》

的規定，一律決不至死。盧的奏議在《唐會要》有相關記載但略有歧異，云：  

寶應元年九月八日，刑部、大理奏：「准式：制勅處分與一頓杖者，決四

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並決六十。無文至死者，為准式處分。又制

勅或有令決痛杖一頓者，式文既不載杖數，請准至到與一頓，決六十，並

                                                 
107《冊府元龜》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頁 7070。 

108《文獻通考》卷一六六，〈刑考五‧刑制五〉，頁 1441-2。 
109《通典》卷一六五，〈刑法三‧刑制下〉，頁 4262。 

110《舊唐書》卷一○一，〈張廷珪傳〉，頁 3153。 

111《冊府元龜》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頁 7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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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至死。」勅旨，依。112 

《冊府元龜》所錄盧元裕的奏議應是提案，《唐會要》所載則是最終實行的版

本。倘若制敕明令杖殺處盡，則是杖殺至死。但若沒有明文杖斃者，則依式處

分。司法部門特別制定數種特旨決杖的杖數：「與一頓杖」，決四十；「至到與

一頓杖」，決六十；「重杖一頓」，決六十；「痛杖一頓」，決六十。113 

唐代死刑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時期是德宗朝。德宗建中三年  (782)，朝廷正式

制定了重杖決死之制，死刑的執行手段產生了很大的變革。據《唐會要》：  

至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惡逆已上四等

罪，請准律用刑。其餘犯別罪應合處斬刑，自今已後並請決重杖一頓處

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勅旨依。114 

班宏的奏議不見於兩《唐書》本傳。此次奏議是十惡中前四惡——謀反、謀大

逆、謀叛、惡逆，仍是依律用刑。惡逆以上皆是重罪，犯者非絞即斬。其他死罪

合該判處斬刑者，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刑。班宏的奏議中只提到「合處斬

刑」，疑脫漏「絞」字，應是「合處絞斬刑」。《唐會要》只云德宗「勅旨

依」，未載詳細內容。德宗敕旨的文字見於《宋刑統》，云： 

唐德宗建中三年八月貳十柒日敕節文：其拾惡中，惡逆以上四等罪，請准

律用刑。其餘應合處絞、斬刑，自今以後，並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

法。115 

敕文作「應合處絞、斬刑」，可知前述班宏的奏議中當缺「絞」字。新的規定就

是以重杖擊打犯人，直至犯人斃命。班宏所謂：「諸司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

其意應是重杖既是死刑，即杖打至死，那麼官員便不必再奏請決重杖之數了。玄

宗是以重杖配流代替絞斬，以生貸死，是一種代刑；德宗是以重杖決死取代大部

分絞斬之刑，只是替換了行刑的手段，並無改變處死的目的，是一種易刑。如果

                                                 
112《唐會要》卷三九，〈議刑輕重〉，頁 830。 

113 德宗以降又見重杖四十、二十的記載，據《唐大詔令集》卷四二〈公主‧譴黜〉「郜國大

長公主別館安置敕」云：「蕭位等宜令京兆府決重杖四十，配流賀州。」（頁 207）又

《冊府元龜》卷六八九〈牧守部‧革弊〉載憲宗年間京兆尹王播奏曰：「今日已後，牧放

之徒不得躬帶刀劍器仗等放牧。仍請詔下後十日外有犯者，百姓所在，集眾决重杖二

十。」（頁 7939） 
114《唐會要》卷三九，〈議刑輕重〉，頁 830。 

115 宋‧竇儀等撰，岳純之校證，《宋刑統校證》（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卷一，

〈名例律〉，「伍刑」條，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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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是將死刑「虛刑化」，那麼德宗僅是將死刑「虛名化」而已。 

建中三年的新制，重杖決死明顯輕於絞斬之刑，但同樣是處死犯人，為何重

杖決死會比較輕？ 

絞斬屬於律典的「極刑」，杖刑卻不是。前引《冊府元龜》所載玄宗天寶六

載正月戊子南郊大赦詔，宋臣自注云：「今斷極刑，云決重杖以代極刑法，始於

此也」。116 可知重杖不被視作極刑。當惡逆以上才會處以絞斬，其他死罪都以

重杖執行，則每年處之極法者，應是寥寥數人。皇帝御宇多年，竟是罕用極刑，

雖然不免被譏掩耳盜鈴，總能博得一點好生恤死的名聲吧。對於犯人而言，雖然

不論絞斬抑或決杖，結局都是斃命，但按法而言犯人並沒有被處以「極刑」，可

謂「尚免嚴誅」、「寬殊死之典」，犯人及家族總算保留一定體面。此外，犯人

或免身首異處，至少不必蒙上不孝之污名，亦不致影響死後的生命。  

清代沈家本以為相較於絞斬等常刑，杖殺過程較長，犯人所受痛苦甚於絞

斬，而且死狀亦慘，實際上決杖名輕實重。 117 然而，實際狀況未必如此。誠如

前述，唐代一直存在執行常刑以前先行決杖的做法，如流放遠逐之前可以先行決

杖，甚至執行死刑之前也會先行決杖。高宗永淳元年  (682) 五月敕： 

私鑄錢造意人及句合頭首者，並處絞，仍先決杖一百。118 

決杖一百並非人人皆可承受，犯人隨時會斃於杖下，前引《唐會要‧君上慎恤》

就提及高宗鑑於「常法外，先決杖一百，各致殞斃」的狀況。 119 類似狀況亦見

於玄宗開元十二年四月敕，云：「比來犯盜，先決一百，雖非死刑，大半殞

斃。」120 死刑執行前是否都會附帶先行決杖一頓呢？答案應是肯定的。試看德

宗貞元八年 (792) 十一月敕： 

比來所司斷罪，拘守科條，或至死刑，猶先決杖。處之極法，更此傷殘，

惻隱之懷，實所不忍。自今已後，罪之死者先決杖宜停。121 

                                                 
116《冊府元龜》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頁 7070。 
117 沈家本指出：「以法制言，杖輕於斬、絞，以人身之痛苦言，杖不能速死，反不如斬、絞

之痛苦為時較暫。且杖則血肉淋漓，其形狀亦甚慘。」參見氏著，《歷代刑法考‧刑制總

考》，頁 53。另外，沈氏在〈刑法分考〉中再論此事，云：「斬、絞而死與重杖而死，均

死也，不足以言仁。且斬、絞而死，其死也速，重杖而死，其死也遲，其所受之苦楚，轉

有甚於斬、絞者，未足為良法也。」參看《歷代刑法考‧刑法分考》，頁 140。 

118《通典》卷九，〈食貨九‧錢幣下〉，頁 200。 
119《唐會要》卷四○，〈君上慎恤〉，頁 841。 

120《冊府元龜》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頁 7069。 

121《唐會要》卷四○，〈君上慎恤〉，頁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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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至死刑，猶先決杖」，可見其時死刑也有先決杖一頓的規定，而且「所司斷

罪，拘守科條」，顯然這種做法是於法有據的。倘若死刑都有附帶先行決杖一頓

的話，那麼德宗建中三年以重杖決死取代大部分的死刑，就難說比較殘暴了。122 

貞元八年，建中三年新制之後的十年，德宗也正式將死刑犯伏法以前先決杖的惡

法廢除，馬端臨讚譽為「革累朝弊法」。123 若是原來絞斬都要先行決杖一頓的

話，那麼，德宗建中三年的新制並非名輕實重，而是實質上重杖決死確是比絞斬

之刑為輕。 

德宗朝以降屢見決重杖處死之例，如貞元四年  (788) 九月，度支山南東道巡

院鄭浪坐乾沒財物、徵擾平人，德宗降敕云：「枉法殊死，宜令所在決重杖一頓

處死」。124 憲宗元和六年  (811) 六月，前行營糧料使判官元翛及典吏等計贓一

千萬，「各决重杖一頓處死」。125 同年八月，賀州知場官李榆持劍殺妻，憲宗

降敕委觀察使決重杖一頓處死。穆宗長慶二年  (822)，百姓姚文秀與妻感情不

睦，懷恨甚久，竟毆妻致死。本案在大理寺覆核時頗有爭議，最後穆宗降敕「姚

文秀殺妻，罪在十惡，若從宥免，是長兇愚。……委所在重杖一頓處死」。 126 

敬宗寶曆元年 (825) 九月，前袁王府長史武昭謀害右僕射平章事李逢吉，三司鞫

獄得實，武昭及弟彙、役人張少騰宜付京兆府，各決痛杖一頓處死。 127 以決重

杖或痛杖方式取代部分絞斬之刑，在中晚唐確實一直都存在。 

（二）憲宗朝的免死配流天德軍 

唐朝後期另一死刑重大變革是在憲宗朝，根據《新唐書‧刑法志》所載元和

八年 (813) 憲宗下詔： 

兩京、關內、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

                                                 
122 川村康，〈建中三年重杖處死法考〉，收入池田溫編，《中國禮法と日本律令制》（東京：

東方書店，1992），頁 446。 

123 馬端臨以為「至於當絞斬者，皆先決杖或百或六十，則與秦之具五刑何異？建元（當作建

中）時始定重杖為死刑，貞元時始令死刑不先決杖，葢革累朝弊法云。」參看《文獻通

考》卷一六六，〈刑考五‧刑制五〉，頁 1441-2。 

124《冊府元龜》卷五一一，〈邦計部‧貪污〉，頁 5811。 

125《冊府元龜》卷五一一，〈邦計部‧貪污〉，頁 5811。 
126 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3409-3411。《文獻通考》卷一七○，〈刑考九‧詳讞二〉，頁 1473-1、1473-2。 

127《冊府元龜》卷九三四，〈總錄部‧告訐〉，頁 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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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若彊盜持仗劫京兆界中及它盜贓踰三匹者，論如故。其餘死罪皆流天

德五城，父祖子孫欲隨者，勿禁。128 

據以下《冊府元龜》卷六一六〈刑法部‧議讞三〉刑部侍郎王播的上奏，可知此

詔應是十一月或十二月頒布的。憲宗是將兩京、關內等特定地區的死罪，除十

惡、殺人、鑄錢、強盜等嚴重犯罪之外，一律免死配流天德五城。天德軍即太宗

朝的燕然都護府，高宗朝更名瀚海都護府、安北都護府，玄宗天寶末年再更名天

德軍。德宗年間置天德軍都防禦使，轄區大致包括豐州和西、中受降城，有時亦

包括會州、東受降城等，即所謂河套地帶，屬關內道。 129 天德軍是中晚唐另一

個重要的配所。據史籍記載，曾遭流放天德軍的有憲宗朝的僧文漵、 130 文宗朝

的王士遷、李忠亮、張士岌、131 宣宗朝的李恪、132 祝漢貞133 等。 

前述元和八年年底免死罪流天德五城的新制，與該年正月以來針對流刑的改

革密切相關。當年正月，刑部侍郎王播奏曰： 

「天德軍五城及諸邊城配流人，臣等竊見諸處配流人，每逢恩赦，悉得放

還，唯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稱要防邊，遂令沒身，終無歸日。臣又

見比年邊城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或是鬥打輕刑，據罪可原，在邊無

益。伏請自今以後，流人及先流人等，准格例，滿六年後，並許放還。冀

抵法者足以悛懲，滿歲者絕其愁怨。」從之。134 

王播鑑於天德軍等邊城配流人，由於防邊需要，縱逢恩赦，往往不得放免。因

此，主張明訂流人到配所滿六年後，准予放還。憲宗聽從王播的建議，自此唐代

流刑有六年放還的明確期限。135 

                                                 
128《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7。 

129 關於天德軍的沿革與轄區，參看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

中華書局，1983），卷四，〈關內道四‧天德軍〉；《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

「關內道‧關內採訪使‧安北大都護府」。另參看譚其驤，〈唐北陲二都護府建置沿革與

治所遷移〉，收入氏著，《長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 263-276；

李大龍，《都護制度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3），頁 202-248；張虎，

〈唐代西受降城、天德軍的置廢和建制沿革考述〉，《陰山學刊》24.3 (2011)：83-86。 

130《冊府元龜》卷一五三，〈帝王部‧明罰二〉，頁 1710。 

131《冊府元龜》卷一五三，〈帝王部‧明罰二〉，頁 1714。 

132《舊唐書》卷一八，〈宣宗本紀〉，頁 620。 
133《資治通鑑》卷二四九，〈唐紀六十五〉，「唐宣宗大中十一年 (857) 七月」條，頁 8063。 

134《唐會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頁 861。 

135 參看陳俊強，〈唐代的流刑——法律虛與實的一個考察〉，《興大歷史學報》18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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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的九月十七日，憲宗頒布〈定戍邊遠近詔〉，這是一個與之後十一月免

死配流天德軍新制類似的方案： 

減死戍邊，前代美政，量其遠邇，亦有便宜。自今已後，兩京及關內、河

南、河東、河北、淮南、山東西道州府，有犯罪繫囚，除大逆及殺人外，

其餘應入死罪，並免死配流天德五城諸鎮。有妻兒者，亦任自隨。又緣頃

年以來，所有配隸，或非重辟，便至遠遷。有司上陳，又煩年限。向後如

有輕犯，更不得配流五城。136 

這個方案只有大逆和殺人仍維持絞斬，其他死刑一律免死配流天德軍。若與前述

王播奏議對照，可知原先流配天德五城者，或是「鬬打輕刑」。如今天德五城既

是特定減死配流之場所，於是憲宗申令「向後如有輕犯，更不得配流五城」，或

許都是減死一等之類的重犯了。 

元和八年九月的新制適用的死罪可能太多，造成刑法過度寬鬆，史稱「自九

月减死配流之令，而京師多盗，府縣不能督捕」。 137 因此，十一月王播針對九

月的改革提出修正意見： 

臣謹言，勑文除大逆下手殺人外，餘入死罪，科目至多，若不舉其條流，

或慮中外處斷不一。今請犯十惡及故殺闘、謀刼、私鑄錢、造偽，并京兆

界持杖強盗不論，並依律文及前後格勑處分。自餘死刑，即請准今勑减死

配隸天德伍城。有妻者，仍准式勒隨流人。其父祖子孫欲隨去者，任去從

之。138 

前引《新唐書‧刑法志》憲宗元和八年十一月（或十二月）的詔書，應是根據王

播的意見修訂而來的，只是增加了「它盜贓踰三匹者」。139 綜上所述，元和八

年正月訂定流天德五城六年放歸的新規定，而同年九月憲宗將大部分的死刑犯改

流天德軍，這些罪犯也是六年以後得以放歸？那麼，終結生命的死刑將為六年有

                                                 
79-80。另參看辻正博，《唐宋時代刑罰制度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

2010），頁 128-135。 

136《冊府元龜》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頁 7072。據以下《冊府元龜》卷六一六

〈刑法部‧議讞三〉所錄王播奏議以及《舊唐書‧憲宗本紀》，可知詔書是在元和八年九

月丙寅（十七日）頒布。詔書中的「山東西道」，《冊府元龜》卷六一六〈刑法部‧議讞

三〉作「河東西道」，但據《舊唐書‧憲宗本紀》可知當作「山南東西道」。 
137《冊府元龜》卷六一六，〈刑法部‧議讞三〉，頁 7124。 

138《冊府元龜》卷六一六，〈刑法部‧議讞三〉，頁 7124。 

139《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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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流刑所取代？難怪九月新制頒下後會造成「京師多盗」。因此，十一月才需要

作出修正，收緊免死配流天德軍的範圍。不管如何，元和八年十一月（或十二

月）的做法應是定制，而非一時恩典。憲宗雖然沒有如玄宗般全面廢削絞斬，但

將一般死罪免處極刑，改科流放天德軍，死刑局部的「虛刑化」，仍可視為某種

意義的「廢死刑」。140 

穆宗長慶元年 (821) 正月大赦，云：「其天德軍流人，滿十年即放迴。」141

天德軍的放還期限延長為十年。及至宣宗大中四年  (850)，因追尊順宗、憲宗諡

號，大赦天下，詔云： 

徒流人比在天德者，以十年為限，既遇明恩，例減三載。（但）使循環添

換，邊不闕人，次第放歸，人無怨苦。其秦州、源（舊《紀》作「原」）

州、威州、武州諸關等，先准與立年限（舊《紀》作「先准格徒流人，亦

量與立限」），宜令止於七年放還，如有住者，亦聽。所配流人須量輕

重，中有犯死罪及逆人賤隸，不在此限。142 

流放至天德軍者，原以十年為限，其後將歸期縮短為七年。但詔書既云「所配流

人須量輕重，中有犯死罪及逆人賤隸，不在此限」，則憲宗元和八年以來減死流

配天德軍者應不在此限，即不適用七年歸還之恩德，仍需十年方得放回。  

五•結論 

本文以唐初的太宗朝、中期的玄宗朝、後期的德宗憲宗朝為中心，勾勒有唐

一代二百九十年間死刑發展的幾個重要階段。 

唐太宗登基之初，即標榜寬仁以治天下，銳意改革死刑。一方面刪削死罪百

多條，縮小死刑的適用範圍；另一方面，對於宣判死刑者，亦以刖足或加役流等

生刑替代，以減少死刑的執行。對於最終仍需科處絞斬死刑的罪囚，則以加強覆

奏的措施，使人君再三思考是否仍有可矜可憫之處。貞觀朝死刑的革新措施影響

後世頗鉅。玄宗自登極以來即惡聞刑殺，數十年間不斷以流刑與決杖寬貸死刑，

達到「市無刑人」、「未嘗行極刑」之理想。最終於天寶六載除削絞斬之條，正

                                                 
140《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7。 
141《文苑英華》卷四二六，〈翰林制詔‧赦書七〉，頁 2159。 

142《冊府元龜》卷九一，〈帝王部‧赦宥十〉，頁 1007。另據《舊唐書》卷十八下〈宣宗紀〉

補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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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將死刑「虛刑化」，死刑名存實廢。廢死之創舉僅維持十四年，失敗的原因或

許並非因為「安史之亂」，而是司法實務上窒礙難行以及無法達到矜恤人命的初

衷。回顧唐朝廢除死刑的工程，其實並非一蹴而就。唐朝自建國之初就已經朝廢

死方向邁進：先是修法減少死刑的適用，繼而以頻繁的大赦降低死刑囚徒，進而

再以決杖與流放等生刑代替死刑。在長期沒有執行死刑之條件下，才能邁出最後

一步。自太宗朝初步啟動直至玄宗朝正式廢止，歷時一百多年。 

德宗繼承玄宗朝蓬勃發展的決杖刑，建中三年以重杖決死取代絞斬之刑。有

別於玄宗朝的「決重杖」是生刑（至少表面如此），德宗朝的「決重杖」卻是死

刑。處罰手段是由絞斬改易為重杖，但剝奪生命的目的二者並無不同。玄宗晚年

死刑是有名無實，相對而言，德宗朝的死刑卻是有實無名。如果唐玄宗是將死刑

「虛刑化」，那麼德宗僅是將死刑「虛名化」而已。憲宗朝又以流放遠惡之地作為

減死一等之刑，只是地點自嶺南轉移到北方的天德軍，而原來不定期刑的流放變

成有期流刑。憲宗雖然沒有如玄宗般全面廢削絞斬，但將一般死罪免處極刑，死

刑局部的「虛刑化」，仍可視為某種意義的「廢死刑」。  

從刑罰發展的宏觀角度而言，漢唐之間刑罰變遷的主調是從肉刑到流刑，唐

代以降的主調無疑是圍繞廢死而展開。 

肉刑可廢，其前提是戰國晚期徒刑之興起，漸漸構成刑罰體系中的重要部

分。文帝廢肉刑之原因，固然是受緹縈救父的孝心所感動，但若沒有徒刑之發

達，提供國家懲治罪犯的主要手段，文帝縱然有心，亦缺乏客觀條件，不可能貿

然廢止肉刑。但肉刑被廢除後，漢晉數百年間卻不斷有人高聲疾呼死刑太重，生

刑太輕，要求恢復肉刑以拯救刑罰之失衡。 143 直至流刑在北朝晚期創制成立，

在隋唐時期成熟，填補了肉刑廢除後的刑罰漏洞，漢唐刑罰轉型之工程方始成

功。144 太宗初年嘗試以刖足之刑貸死，但最終改為制訂加役流，正是反映肉刑

不合時宜，其地位完全被流刑所取代。 

新五刑成立後，刑罰輕重相當，新時代面臨的課題，就是如何廢除殘害生命

的死刑。唐朝自建國以來，即在進行廢止死刑的工程，但死刑之能廢，其前提則

是流刑的成立與成熟，提供了廢除死刑的客觀條件。唐朝自太宗以來的貸死手

段，一直是圍繞著流刑而發展，舉凡加役流、流放嶺南或天德軍等遠惡之地、長

                                                 
143 參看陳俊強，〈漢末魏晉肉刑爭議析論〉，頁 71-85。 

144 關於流刑在北朝的創制，可參看陳俊強，〈北朝流刑的研究〉，《法制史研究》10 (2006)：

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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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決杖配流等，不一而足。此外，太宗朝刖足之刑改為加役流，標誌貸死之法

必須自笞、杖、徒、流中選擇：加役流是流刑與徒刑的綜合刑，而決杖配流則是

流刑與杖刑的綜合刑。 

玄宗全面廢削絞斬極刑的嘗試以失敗告終，為何自此以後的一百五十年間再

也沒有帝王重新啟動此一工程呢？個人以為是沒有這個必要。正如前述，帝王透

過修法可以減少死刑的適用，透過大赦以及貸死之刑，實際上就可以落實帝王好

生之德、哀矜人命的精神，達到獄無罪囚、市無刑人的理想。最後，尚有覆奏制

度讓君王慎重思考死囚是否仍有可矜可憫之餘地。於是，死刑的存在與君王念茲

在茲的人命至重的關懷根本上並不衝突。反而刑罰中保留死刑對於防治犯罪有其

必要性，試以歐陽修在《新唐書‧刑法志》對憲宗元和八年新制的議論作為代表

的觀點： 

禮讓成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為民防也，寬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顧風

俗謂何而廢常刑，是弛民之禁，啟其姦，由積水而決其防。145 

職是之故，倘若只是因為君王鑑於死刑猶存其目，惡聞其名，而不是思索國家是

否有權剝奪人民生命之類更深層的問題，那麼，廢除死刑的創舉也只能因人而

始，及身而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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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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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of Death Penalty in the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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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highlighted key stages in the transition of death penalty in the 290-year-long 

Tang dynasty, starting from the Taizong reign of the early days, down to the Xuanzong reign 

of in the middle and, ending in the Dezong and Xianzong reigns of the final years. 

Emperor Taizong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reign claimed he would rule with benevolence 

and forgiveness and reform the death penalty. To this end, he removed over a hundred death 

penalty regulations and restricted their application. Prisoners on death row would instead 

have their feet chopped off or be banished. As to criminals on whom death penalty seemed 

impossible to be lifted, there were still recourses for reinvestigation on possible grounds of 

sympathy or empathy. These new measures would impact adjudications of subsequent reigns. 

Xuanzong at the start of his reign expressed an unwillingness to execute death sentence, 

which he would then replace with banishment and flogging. Decades later, he would remove 

death regulations relating to beheading and strangling and ultimately abolish death penalty 

in 747. As such, death sentence was officially made a nominal existence.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such official abolishment was being recorded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However, 

this judicial reform would only last for 14 years. This failure may have been attributed to the 

difficulty in enforcement in practice and in saving lives, which was the original judicial 

intent. 

Although Dezong inherited Xuanzong’s punishment by beating with “heavy rod,” the 

practice thereof varied for the two rulers. For Xuanzong, “heavy rod” was meant to replace 

capital punishment (at least on the surface). However, flogging in the Dezong reign was 

practiced to merely replace beheading and strangling. In the Xianzong reign, prisoners being 

spared death sentence were expelled and shifted from one remote place to another such as 

Lingnan or “Tiande Jun” in the north, and the duration of exile was shortened from indefinite 

to six years. 

From the macro point of 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penalty, the main theme of its 

change betwee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was from corporal punishment to banishment. 

However, the main tone of the Tang dynasty is undoubtedly unfolding around the abol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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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eath penalty. The abolishment was by no means an overnight change, in fact, it took over 

a century—beginning from Taizong’s initial launch to Xuanzong’s official abolishment. This 

final abolishment was possible simply because of the adoption and gradual maturity of the 

banishment system, which allowed for objective conditions. From the reign of Taizong 

onwards, alternatives to death sentence were tried and developed through executing 

banishment. 

 

Keywords: Tang dynasty, death penalty, banishment, heavy rod , Tiande J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