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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唐書‧刑法志》的比較研究 

黃正建 

本文比較了《舊唐書‧刑法志》與《新唐書‧刑法志》，認為從體例看，《舊

志》以法典編纂為綱，按時間順序敘述，《新志》則分為「法典編纂」與「其他」

兩部分。《舊志》體例可能反映了對法典編纂的重視，而《新志》則只是視法典編

纂為法制史料之一種，實際降低了對法典編纂的重視程度。從內容看：第一，《舊

志》將法典編纂者全部列出，也反映了對法典編纂事業的重視；《新志》不列編纂

者姓名，而移至〈藝文志〉，是將法典編纂降低為一般書籍撰寫，且在移寫過程中

丟失了法典編纂前因後果以及編纂者特殊身分等信息。第二，《舊志》摘抄了若干

〈名例律〉律文，是對法律基本概念的重視；《新志》摘抄的卻是〈獄官令〉令

文，反映出唐後期直至五代宋初，法制史關注的問題移向了「獄訟」和「滯獄」，

即更加關注治獄。第三，《舊志》在有關法制資料的取捨上相對比較客觀，《新

志》則以用刑是否「寬仁」為選擇標準，導致了《新志》內容的片面性。此外，

《新志》中議論遠多於《舊志》，議論中含有濃厚的儒家「德本刑輔」思想。總

之，雖然《舊志》資料不夠全面，但卻如實反映了當時的法制狀況；《新志》看起

來資料豐富，卻不能如實反映當時的法制狀況。 

 

關鍵詞：《舊唐書‧刑法志》 《新唐書‧刑法志》 法典編纂 獄訟 法制資料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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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目 

一‧從體例看《舊志》與《新志》的異同 

二‧從內容看《舊志》與《新志》的不同 

三‧小結 

 

新舊《唐書‧刑法志》，是研究唐代法制的基本史料，受到研究者高度重

視。但是檢索研究論著，就歷代〈刑法志〉而言，研究比較多的是《漢書‧刑法

志》、《晉書‧刑法志》和《隋書‧刑法志》，針對新舊《唐書‧刑法志》的研

究則很少。除去譯注外，僅有的幾篇，不過是在文字校勘方面的糾錯、獻疑之

類，1 而將新舊《唐書‧刑法志》做整體比較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 

目力所及，僅梅原郁先生在〈《譯注續中國歷代刑法志》補記〉中有所涉

及。他在此文中將新舊《唐書‧刑法志》的不同歸納為以下幾點：1、分量不

同。《舊志》分量大於《新志》。2、《舊志》繁蕪枝蔓，《新志》有條理性和

系統性。3、八世紀以後的情況，《新志》的記載要遠多於《舊志》。4、《新

志》「根據宋人的感覺，注入歷史的時代感，立體地描述了唐代法制的狀況」，

並舉〈刑法志〉開頭關於律令格式的說明為例。總之，《舊唐書》是「維護唐人

傳統的、保守的」，《新唐書》是「生於新時代的、進步的」。2 

梅原郁的意見，除去「保守的」和「進步的」這樣的評價或可商榷外，其他

都很正確。不過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作一些更細緻的比較。從比較結果，或者

可曲折透露出唐宋時代法律思想的不同來。 

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們予以比較的新舊《唐書‧刑法志》，採用的是北京中

華書局的標點本，一九七五年版。為節約篇幅，行文中將新舊《唐書‧刑法

志》，分別簡稱為《新志》和《舊志》。 

其次要說明的是：以下所論，凡上述梅原郁已經指出的問題，一般不再涉

及，而有所補充或細化處，則不揣淺陋，略陳己見。  

                                                 
  1 例如有曾代偉，〈《新唐書‧刑法志》舛誤一則〉，《法學研究》1986.3：96；顧吉辰，

〈《新舊唐書‧刑法志》訂誤〉，《漢中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4：42-46；

涂家飛，〈《舊唐書‧刑法志》校議〉，《文教資料》1994.6：122-125；王建峰，〈《舊

唐書‧刑法志》獻疑一則〉，《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3：149-150 等。 

  2 梅原郁撰，周東平譯，〈隋唐書〈刑法志〉研究中的若干問題——《譯注續中國歷代刑法

志》補記〉，《中西法律傳統（第 5 卷）》（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頁

23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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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體例看《舊志》與《新志》的異同 

歷代正史的〈刑法志〉，有學者認為其性質實際是法制史。3 從某種程度上

說這意見是不錯的。但記載前朝或本朝的法制史，都要記載什麼內容，按什麼體

例記載，則隨時代不同而有所區別。4 就《舊志》和《新志》而言，我們先看看

與其時代相近的其他著作中的體例或分類。 

《通典‧刑法》是唐杜佑所撰，記載的是自上古至唐德宗時的法制史。5 書中

將他心目中的法制內容分類如下（沒有唐朝內容的類別予以省略）：  

序言、刑制、雜議、考訊、守正、赦宥、禁屠殺贖生、寬恕、峻酷。6 

要注意的是，1、所謂「刑制」，就是後來諸書的「定格令」之類，說明在杜佑

心目中，制定法典屬於「刑制」，即制定法典大致等同於刑法制度。2、其中關

於「改斷趾法為加役流」，「兄弟連坐不處死」等的規定，沒有放在「刑制」

中，也沒有放在「雜議」中，而是放到了「寬恕」中。3、在「刑制」中引用了

《唐律》502 條律文中的 78 條，7 包括五刑、十惡、八議等，插在肅宗法制之前。

4、專門附有「考訊」一節，但此節只是轉引律令文字，比較特殊。 

《唐會要》為宋王溥所撰，但依據的是唐蘇冕兄弟的《會要》和崔鉉的《續

會要》，因此基本可視為唐代作品，只是分類是原底本所有，還是王溥自己所分

（或改定類名），不很明確。今本《唐會要》關於刑法的分類為： 

定格令、議刑輕重、君上慎恤、臣下守法、定贓估、論赦宥、斷屠釣、左

降官及流人、酷吏、雜記。8 

                                                 
  3 何勤華在《中國法學史》第一卷中說：「歷代正史中的〈刑法志〉，實可算是一篇篇水準

高超的法制史論文。」見《中國法學史（第 1 卷修訂本）》（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頁 44。 

  4 關於《舊唐書》之前的正史〈刑法志〉記述內容的異同及其意義，陳俊強〈漢唐正史〈刑

法志〉的形成與變遷〉（《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3 [2010]：1-48）一文有很好研究，可以

參看。 

  5 最晚記錄了建中三年 (782) 的奏文。參見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刑法》（北

京：中華書局，1988），卷一六五，〈刑制〉，頁 4262。 

  6《通典‧刑法》卷一六三至一七○，頁 4189-4449。 

  7 另有〈令〉文一條。至於杜佑為何只選擇了這 78 條律文，又為何參入一條〈令〉文，筆

者將有專文研討。 

  8 王溥撰，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點校，《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6），卷三九至四一，頁 81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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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分類看，1、沒有「刑制」而有「定格令」，即明確將「法典編纂」歸入

「定格令」類。這一改動的後果似乎就是將「法典編纂」與「刑法制度」區別了

開來。於是，《通典》「刑制」中，代宗寶應元年 (762) 刑部大理關於「與一頓

杖者決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並決六十」的上奏並「敕旨依」，以及

德宗建中三年 (782) 刑部侍郎上奏請「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並「敕旨依」

等，9 在《唐會要》中沒有放到「定格令」，而是放到了「議刑輕重」中。10 或

者可以說，《唐會要》所謂的「定格令」，只收錄了制定成文法並以著作形式面

世的法典，而不包括一般有關刑法制度的敕旨，這與《通典》的「刑制」有所不

同。換句話說，到《唐會要》時，法典編纂已經從「刑制」中分離出來了。2、

其中關於「改斷趾法為加役流」之類，也放到了「議刑輕重」中。 11 3、《唐會

要》明確區分「君上」與「臣下」，是其一大特點。  

《冊府元龜》是北宋王欽若等編纂的類書，反映的應是宋人思想。其〈刑法

部〉的構成是： 

總序、定律令（每類都有小序，不贅）、議讞、守法、正直、平允、平

反、案鞫、深文、枉濫。12 

從這個分類看：1、雖然這裡的「定律令」與《唐會要》的「定格令」不同，但

同樣是將「法典編纂」相關事項獨立成類。2、將其中的「改斷趾法為加役流」

之類記述，仍放到「定律令」中，而不是像《唐會要》那樣，放到「議刑輕重」

類中，說明《冊府元龜》編者認為，與法典編纂或修訂相關的討論也屬於「法典

編纂」。13 3、取消了《通典》或《唐會要》中與皇帝相關的內容，例如君上慎

恤、赦宥、禁屠殺、寬恕等。14 4、將所選資料的內容集中到了與「獄訟」相關

的類別裡。這是唐末五代以來法制發展的結果（詳後文）。 

總之，從體例看，從《通典》的「刑制」到《唐會要》的「定格令」再到

《冊府元龜》的「定律令」，似乎存在一種「法典編纂」逐漸從混雜有刑法制度

                                                 
  9《通典‧刑法》卷一六五，〈刑制〉，頁 4262。 

 10《唐會要》卷三九，〈議刑輕重〉，頁 830-831。 

 11 參見《通典‧刑法》卷一六五〈刑制〉、卷一七○〈寬恕〉，及《唐會要》卷三九〈議刑

輕重〉。 

 12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據明刻初印本影印），卷六○九至

六一九，頁 7309-7444。 

 13 參見《冊府元龜‧刑法部》卷六一二，〈定律令〉。 

 14 這些內容大多放入〈帝王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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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刑制」中「獨立成類」的趨勢。《舊志》與《新志》在體例上對「法典編

纂」敘述位置的不同處理，也許與此種趨勢相關。 

現在我們來看《舊志》與《新志》的體例。先看《舊志》。 

《舊志》總的敘述體例，是在序言後按在位皇帝的順序敘述，不分「刑制」

（或「定格令」）與「雜議」（或「議刑輕重」）等，將法典編纂、君臣論議、

臣下上奏混編一處，但大綱是法典編纂，所以全篇以宣宗朝《大中刑法統類》的

編纂結束。這一體例實際沒有分類，也就避免了分類所面臨的困難。即如上述，

太宗時改斷趾法為加役流，是放到「寬恕」中（《通典》）還是放到「議刑輕

重」中（《唐會要》）或是放到「定律令」中（《冊府元龜》）？代宗德宗時關

於重杖的詔敕是放到「刑制」中（《通典》）還是放到「議刑輕重」中（《唐會

要》）？這一類困惑就可以避免。 

但《舊志》也有不合上述體例處。這主要就是在敘述太宗朝編寫「律」之後

接述令、格、式的編纂時，照抄了《唐六典》相關論述，將太宗至玄宗朝令、

格、式的編纂情況插入，違背了按各在位皇帝順序敘述的原則，造成體例不合，

且與後面各在位皇帝時期具體敘述的文字相互矛盾。15 

此外，在敘述太宗朝修「律」時，摘抄了有關五刑、八議、請減贖官當、十

惡的條文，並在敘述完「令格式」的修纂後，摘抄了有關刑具和考囚的條文。  

再看《新志》。 

《新志》體例與《舊志》不同，採用了將「定律令」與其他分開的方式，即

採用「定律令」與「其他」兩大類別分別敘述的方式展開。這與《通典》之後的

刑法類目一脈相承。其中將太宗朝「改斷趾法為加役流」等放到「定律令」類，

遵循的是《冊府元龜》的處理方式。同時，在「定律令」部分敘述完太宗朝編纂

律令格式後，摘抄了有關訊囚與刑具的律令制度。這一點看起來與《舊志》類

似，實則不同（詳後）。又將代宗朝關於「與一頓杖」數額的詔敕，沒有放到

「定律令」類，則與《冊府元龜》的分類也不同。 

《舊志》基本延續的是自《漢書‧刑法志》以來直至《隋書‧刑法志》的傳

統，即並不將「定律令」單分出來在〈志〉前面統一敘述，而是按各在位皇帝，

即按照歷史順序一併敘述。同時延續了自《魏書‧刑罰志》至《隋書‧刑法志》

的寫法，即在〈志〉中直接引用法律條文。這種直接引用法律條文的做法，後世

                                                 
 15 關於此點，討論甚多，可參看高明士，《律令法與天下法》（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2012），第二章第二節，〈貞觀律令格式的編纂〉，頁 14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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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刑法志〉少見，只《元史‧刑法志》因特殊原因而所載頗多，屬於個例。 

《新志》則可能吸取了《唐會要》以來將「定格令」或「定律令」分離出來

的寫法，即將各在位皇帝「修定律令」的活動整體放到前面敘述，而將其他內容

仍按皇帝順序在其後敘述。實際上，《新志》之前的《舊五代史‧刑法志》就已

經這樣分類敘述了，而之後的《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刑

法志〉都延續了這種寫法。16 

舊、新兩種〈刑法志〉的寫法各有優劣。前者按時間歷程，但內容混雜；後

者眉目清楚，但略有重複。後代刑法志的編寫可能主要吸收了《新志》的寫法，

將類別區分得更清楚，並按刑法一、刑法二等次序依時代敘述。17 

《舊志》與《新志》在體例上的不同，也許還反映出兩〈志〉編者對「法典

編纂」的不同看法。《舊志》所代表的傳統，是以法典編纂活動為綱，將每位皇

帝在位期間的法典編纂作為重點；而以《新志》為代表的傳統，則只是將法典編

纂視為整個法制活動的一部分，在重視法律編纂的同時，也重視與法律相關的其

他制度或其他活動。 

二•從內容看《舊志》與《新志》的不同 

從內容上看，除去梅原郁指出的兩〈志〉分量大小，以及後期資料多少的區

別外，還可以指出以下幾點。 

（一） 

《舊志》編者可能繼承了唐朝君臣重視法典編纂的傳統，在〈志〉中詳細記

述了各在位皇帝下詔修定律令格式的情況（主要是玄宗以前），除修定年月外，

還詳列編纂者官銜和姓名，略舉幾條如下： 

敕尚書左僕射裴寂、尚書右僕射蕭瑀及大理卿崔善為、給事中王敬業、中

書舍人劉林甫顏師古王孝遠、涇州別駕靖延、太常丞丁孝烏、隋大理丞房  

 

                                                 
 16 詳見各史〈刑法志〉，或參見將各〈刑法志〉輯為一編的《歷代刑法志》（北京：群眾出

版社，1988）。 

 17 唯《遼史》、《金史》〈刑法志〉仍依皇帝順序敘述，可能是延續了《舊志》的傳統，也

可能因為篇幅小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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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上將府參軍李桐客、太常博士徐上機等，撰定律令，大略以開皇為

準。18 

（永徽）三年 (652)，詔曰：「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法，遂無憑準。

宜廣召解律人條義疏奏聞。仍使中書、門下監定。」於是太尉趙國公無

忌、司空英國公勣、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燕國公志寧、銀青光

祿大夫刑部尚書唐臨、太中大夫守大理卿段寶玄、朝議大夫守尚書右丞劉

燕客、朝議大夫守御史中丞賈敏行等，參撰《律疏》，成三十卷，四年十

月奏之，頒于天下。自是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19 

則天又敕內史裴居道、夏官尚書岑長倩、鳳閣侍郎韋方質與刪定官袁智弘

等十餘人，刪改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已

來、垂拱已前詔敕便於時者，編為《新格》二卷，則天自製序。其二卷之

外，別編六卷，堪為當司行用，為《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

又委其事於咸陽尉王守慎，又有經理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

稱為詳密。20 

（開元）二十二年  (734)，戶部尚書李林甫又受詔改修格令。林甫遷中書

令，乃與侍中牛仙客、御史中丞王敬從，與明法之官前左武衛胄曹參軍崔

見、衛州司戶參軍直中書陳承信、酸棗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共加刪緝舊格

式律令及敕，總七千二十六條。其一千三百二十四條於事非要，並刪之。

二千一百八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二

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

卷。21 

同樣的記載，在《新志》中則為： 

已而又詔僕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22 

高宗初即位，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詔長孫无忌等增損格敕。23 

                                                 
 18 劉昫等撰，《舊唐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五○，〈刑法志〉，頁

2134。 

 19《舊唐書》卷五○，〈刑法志〉，頁 2141。 

 20《舊唐書》卷五○，〈刑法志〉，頁 2143。 

 21《舊唐書》卷五○，〈刑法志〉，頁 2150。 

 22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五六，〈刑法

志〉，頁 1408。 

 23 《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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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時，內史裴居道、鳳閣侍郎韋方質等又刪武德以後至于垂拱詔敕為

《新格》。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  (737)，中書令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損益數

千條。24 

誠然，如梅原郁所說，《新志》沒有提到參撰者姓名，是因為在〈藝文志〉中提

到了。即如以上幾條，在〈藝文志〉中記錄為： 

《武德律》十二卷……（尚書左僕射裴寂、右僕射蕭瑀、大理卿崔善為、給

事中王敬業、中書舍人劉林甫顏師古王孝達、涇州別駕靖延、太常丞丁孝

烏、隋大理丞房軸、天策上將府參軍李桐客、太常博士徐上機等奉詔撰

定。以五十三條附新律，餘無增改。） 

《律疏》三十卷（无忌、李勣、于志甯、邢部尚書唐臨、大理卿段寶玄、尚

書右丞劉燕客、御史中丞賈敏行等奉詔撰。） 

《垂拱式》二十卷……（秋官尚書裴居道、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岑長

倩、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韋方質、刪定官袁智弘、咸陽尉王守慎奉

詔撰。加計帳、勾帳二式。垂拱元年上新格，武后製序。） 

《開元新格》十卷……（中書令李林甫、侍中牛仙客、御史中丞王敬從、左

武衛胄曹參軍崔晃、衛州司戶參軍直中書陳承信、酸棗尉直刑部俞元杞等

刪定，開元二十五年上。）25 

從表面看，這裡也引用了參加撰寫律令格式者的官銜和姓名，似乎與《舊志》相

同，但由於它在這裡只是作為某種著作（法典）的作者來記錄的，因此《舊志》

中一些與法典撰寫相關的信息，像撰寫的前因後果、撰寫者的特殊身分等，這裡

就體現不出來了。例如《舊志》在敘述了武德年間下詔命裴寂等人修定律令後，

說：「大略以開皇為準。」26 這是句很重要的話，但《新志》中沒有。《新唐

書‧藝文志》限於體例，也無法寫出這句話來。永徽三年  (652) 下詔撰定《律

疏》，是因為「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法，遂無憑準」，修成後「自是斷獄

者皆引疏分析之」。27 這些前因後果，在《新志》中沒有記錄，在〈藝文志〉中

限於體例，也無法寫出。武則天時命韋方質等刪定格式，「韋方質詳練法理，又

                                                 
 24 以上均見《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3。 

 25 以上引文見《新唐書》卷五八，〈藝文二〉，頁 1494-1496。 

 26《舊唐書》卷五○，〈刑法志〉，頁 2134。 

 27《舊唐書》卷五○，〈刑法志〉，頁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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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其事於咸陽尉王守慎，又有經理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稱為詳

密」。28 像這種對參撰者以及所刪定法典質量的評價，《新志》中沒有，《藝文

志》限於體例，也無法表述。開元二十二年 (734) 下詔改修格令，《舊志》在提

到參撰者人名時，區分了前面三位李林甫、牛仙客、王敬從，以及後面三位「明

法之官」崔見、陳承信、俞元杞。29《新唐書‧藝文志》在列出撰寫者姓名時，

限於體例，也無法區分即無法明確寫出後幾位是「明法之官」的身分。 

凡此，均為《新唐書‧藝文志》在將上述人員作為法典作者排列時丟掉的信

息，而這些信息涉及法典的性質淵源、修定的前因後果、撰寫者的特殊身分等，

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表面看雖然《新志》中沒有列出修撰法典者的姓名，而將

其移至〈藝文志〉，實際《新唐書》的編者只是將這些人員作為典籍的作者看

待，與其他典籍的撰寫者相同，反而抹殺了法典撰寫的特殊性。因此，雖然《新

志》將唐代法典撰寫者在〈藝文志〉中列出，但其實是將法典編纂降低為一般的

書籍撰寫，而且在這一轉寫過程中，丟失了關於法典以及撰寫者的眾多信息。這

似乎反映了《新志》編者對法典編纂的敘述沒有《舊志》編者那麼重視。後者不

僅在敘述體例上以法典編撰為綱，而且詳列每次修定時的原因以及參與者的某些

特定身分，而前者將這些都刪除了。 

《新志》這樣做的根本原因，實在於《新志》作者對唐朝頻繁修定法典的不

屑。他在《新志》中說到： 

《書》曰：「慎乃出令。」蓋法令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久則信，而中

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為變革。至其繁積，則雖有精明之

士不能徧習，而吏得上下以為姦，此刑書之弊也。蓋自高宗以來，其大節

鮮可紀，而格令之書，不勝其繁也。30 

《新志》作者對唐朝格令之書「繁積」的譏諷，顯示了他對法典編纂的基本態

度。這種態度決定了在《新志》的敘述中，刪去了有關法典編纂以及編纂者的許

多信息。儘管這些信息有的移至〈藝文志〉中，但它只是作為一般著作作者的面

目出現，法典編纂者的身分已相當淡化。凡此種種，都與《舊志》有著相當大的

不同。 

 

                                                 
 28《舊唐書》卷五○，〈刑法志〉，頁 2143。 

 29《舊唐書》卷五○，〈刑法志〉，頁 2150。 

 30《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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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舊志》在敘述太宗朝定律時，摘抄了一些律的條文，包括五刑、議請減贖

當免之法（含八議等）、十惡、老小及疾有犯。在敘述制定令格式後，又摘抄了

關於枷具、杖制、訊囚的令文，以及「舉重以明輕」「舉輕以明重」、「稱加者

就重次」「稱減者就輕次」、「失入者減三等」「失出者減五等」之類條文。這

些條文，除去枷具、杖制、訊囚外，均出自〈名例律〉（這與《通典》類似）。

《新志》也在敘述太宗朝刪定律令格式後，摘抄了一些法律條文。表面看兩

〈志〉基本相同，但仔細看，《新志》摘抄的卻主要是令文，基本沒有律文也基

本沒有出自〈名例〉者。再仔細看，這些令文大致包括：州縣皆有獄、每歲立春

等停死刑、京師決死蒞以御史金吾、囚死給棺、獄長官五日一慮囚、疑獄尚書省

眾議之、枷具訊囚杖制、死罪校而加杻、居作者京師隸將作女子隸少府、流移人

在道疾病給假、非反逆緣坐六歲縱之等。 

兩相比較，除去關於枷具杖制訊囚的規定二者相同外，其他所引絕無相同之

處。《舊志》所引〈名例〉中的律文，《新志》幾乎沒有引用，而《新志》所引

基本出自〈獄官令〉的文字，又為《舊志》所無。 

兩〈志〉的這種不同，說明了什麼呢？我想這可能說明了自唐後期以來，統

治者逐漸在重視法典編纂的同時，更加重視獄訟。我們看唐後期的詔敕，可以發

現朝廷關注的重點已經是「獄訟」，特別是「滯獄」問題了。元和四年 (809) 九

月敕： 

刑部大理決斷繋囚，過為淹遲，是長姦倖。自今已後，大理寺檢斷，不得

過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過十日。如刑部覆有異同，寺司重加不得過十

五日，省司量覆不得過七日。如有牒外州府節目及於京城內勘，本推即日

以報。牒到後計日數，被勘司卻報不得過五日。仍令刑部具遣牒及報牒月

日，牒報都省及分察使，各準敕文勾舉糾訪。31  

已經注意到決獄的「淹遲」問題，並重申大理寺和刑部覆審的期限。到長慶元年  

(821) 五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 

天下刑獄，苦於淹滯，請立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詳斷畢，申刑

部，限三十日聞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

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一狀所犯十人以上，所斷罪二十件以上，為大；

                                                 
 31《舊唐書》卷五○，〈刑法志〉，頁 2153。 



新舊《唐書‧刑法志》的比較研究 

 
-11- 

所犯六人以上，所斷罪十件以上，為中；所犯五人以下，所斷罪十件以

下，為小。其或所抵罪狀并所結刑名並同者，則雖人數甚多，亦同一人之

例。違者，罪有差。32 

再次重申了「天下刑獄，苦於淹滯」的問題，並更明確了大理寺與刑部斷罪的

大、中、小事及其程限。 

刑獄淹滯問題，與時代背景密切相關，33 到五代時更為朝廷重視，以致成了

法制中最重要的問題。我們讀《舊五代史》的〈刑法志〉，就可以發現這一問題

已經成為當時君臣關注的刑法問題中的重中之重。《舊五代史‧刑法志》除前面

法典編纂的部分外，其他記錄幾乎全部都與「獄訟」或「滯獄」問題相關。我們

節略舉例如下： 

唐同光二年 (924) 六月己巳，勅：「……見禁囚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內

並須決遣申奏。仍委四京、諸道州府，見禁囚徒，速宜疏決，不得淹停，

兼恐內外形勢官員私事寄禁，切要止絕，俾無冤滯。」 

三年 (925) 五月己未，勅：「在京及諸道州府，所禁罪人，如無大過，速

令疏決，不得淹滯。」 

六月甲寅，勅：「刑以秋冬，雖關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滯淹……。」 

（天成）二年  (927) ……十月辛丑，德音：「為政之要，切在無私；聽訟

之方，唯期不濫……。」 

長興元年 (930) 二月，制曰：「欲通和氣，必在伸冤；將設公方，實資獎

善。州縣官僚能雪冤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選……。」 

二年 (931) 二月辛亥，勅：「朕……或慮官不得人，因成紊亂；或慮刑非

其罪，遂至怨嗟。王化所興，獄訟為本，苟無訓勵，必有滯淹。」  

八月丁卯，勅：「三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訪問，依前禁繋人，多不旋

決，諸道宜令所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不得有滯淹。」 

應順元年 (934) 三月戊午，詔：「應三京、諸道州府繋囚，據罪輕重，疾

速斷遣。比來停滯，須奏取裁，不便區分，故為留滯。」 

清泰元年 (934) 五月丁丑，詔：「在京諸獄及天下州府見繋罪人，正當暑

毒之時，未免拘囚之苦，誠知負罪，特軫予懷。恐法吏生情，滯於決斷。

詔至，所在長吏親自慮問，據輕重疾速斷遣，無淹滯。」 

                                                 
 32《舊唐書》卷五○，〈刑法志〉，頁 2155。 

 33 因此五代時編寫《舊唐書》，就將刑獄淹滯問題寫進〈刑法志〉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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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天福四年  [939]）三月庚午，詳定院奏：「前守洪洞縣主簿盧燦進策

云：『伏以刑獄至重，朝廷所難……如此則天下遵守法律，不敢輕易刑

書，非唯免有銜冤，抑亦勸其立政者。』臣等參詳……望賜施行。」從

之。 

五月，詔曰：「刑獄之難，古今所重，但關人命，實動天心，或有冤魂，

則傷和氣。應諸道州府，凡有囚徒，據推勘到案款，一一盡理……。」 

（天福）六年  (941) 秋七月庚辰，詔曰：「政教所切，獄訟惟先，推窮須

察於事情，斷遣必遵於條法……見禁諸色人等，宜令逐處長吏，常切提

撕，疾速決遣，每務公當，勿使滯淹。」 

八年 (943) 四月壬申，勅：「朕……每念狴牢之內，或多枉撓之人，屬此

炎蒸，倍宜軫憫，冀絕滯淹之歎，用資欽恤之仁……宜令逐處長吏，嚴切

指揮本推司及委本所判官，疾速結絕斷遣，不得淹延，及致冤濫，仍付所

司。」 

開運二年  (945) 五月壬戌，殿中丞桑簡能上封事曰：「……是知恤刑緩

獄，乃為政之先；布德行惠，實愛民之本。……伏乞降詔旨，令所在刑

獄，委長吏親自錄問，量罪疾速斷遣，務絕冤濫，勿得淹留……。」勅

曰：「囹圄之中，縲絏之苦，奸吏苟窮於枝蔓，平人用費於貨財，由茲滯

淹，兼致屈塞……宜依。」 

十月甲子，秘書省著作郎邊玕上封事曰：「……自今後諸道並委長吏五日

一度，當面同共錄問，所冀處法者無恨，銜冤者獲伸。……。」勅曰：

「人之命無以復生，國之刑不可濫舉。雖一成之典，務在公平；而三覆其

詞，所宜詳審。凡居法吏，合究獄情……。」 

漢乾祐二年 (949) 正月，勅：「政貴寬易，刑尚哀矜……將冀和平，無如

獄訟。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見繋罪人，委逐處長吏躬親慮問，其於決

斷，務在公平，但見其情，即為具獄，勿令率引，遂致淹停，無縱舞文，

有傷和氣。」 

四月甲午，勅曰；「月戒正陽，候當小暑，乃挺重出輕之日，是恤刑議獄

之辰，有罪者速就勘窮，薄罰者畫時疏決，用符時令，勿縱滯淹。三京、

鄴都、諸道州府在獄見繋罪人，宜令所司疾速斷遣，無致淹滯枉濫。」  

五月辛未，勅：「政化所先，獄訟攸切，不唯枉撓，兼慮滯淹。適當長養

之時，正屬熇蒸之候，累行條貫，俾速施行……詔至，宜具疏放已行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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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奏，無致逗留。」 

周廣順三年 (953) 四月乙亥，勅：「朕以時當化育，氣屬炎蒸，乃思縲絏

之人，是軫哀矜之念，慮其非所，案鞫淹延，……應諸道州府見繋罪人，

宜令官吏疾速推鞫，據輕斷遣，不得淹滯……。」又，賜諸州詔曰：「朕

以敷政之勤，惟刑是重，既未能化人於無罪，則不可為上而失刑。況時當

長嬴，事貴清適，念囹圄之閉固，復桎梏之拘縻，處於炎蒸，何異焚灼。

在州及所屬刑獄見繋罪人，卿可躬親錄問，省略區分。于入務不行者，令

俟務開繋；有理須伸者，速期疏決。俾皆平允，無至滯淹……。」 

顯德元年 (954) 十一月，帝謂侍臣曰：「天下所奏獄訟，多追引證，甚致

淹延，有及百餘日而未決者。……此後宜條貫所在藩郡，令選明幹僚吏，

當其訴訟。如獄不滯留，人無枉撓，明具聞奏，量與甄獎。」34 

從這些記錄看，出現了大量關於處理淹滯、推勘疑獄、審理冤濫的議論。「獄

訟」、「淹滯」等字眼頻繁出現。特別是提出了「政教所切，獄訟惟先」、「政

化所先，獄訟攸切」、「王化所興，獄訟為本」的觀念。這與唐朝如武則天提出

的「律令格式，為政之本」35 就有很大不同，反映出唐朝特別是前期皇帝關注的

法律問題，主要是律令格式等法典問題；36 而五代時皇帝關注的法律問題，主要

是「獄訟」即司法問題。37 《新志》受此風氣影響，在〈志〉中所引律令條文文

字，全部與「獄訟」有關，而因此與《舊志》主要引〈名例律〉者有所不同，就

是可以理解的了。 

 

 

                                                 
 34 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一四七，〈刑法

志〉，頁 1965-1973。 

 35《唐會要》卷三九，〈定格令〉，頁 824。 

 36 當然，這樣說的前提是《舊志》比較客觀地反映了唐朝的法制狀況。 

 37 這在北宋初依然如此，甚至反映到仁宗時代的《天聖令》中。按唐〈獄官令〉規定「諸在

京諸司見禁囚，每月二十五日已前，本司錄其所犯及禁時日月，以報刑部。（來月一日以

聞）」。到了《天聖令》中，此條令文變成：「諸在京及州見禁囚，每月逐旬錄囚姓名，

略注犯狀及禁時月日、處斷刑名，所主者署奏，下刑部審覆。如有不當及稽滯，隨即舉

駁，本部來月一日奏。」（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硏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

組，《天一閣藏明抄本天聖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610）。《天聖令》此條關於獄囚的令文中增加了對「稽滯」的處理，反映的正是朝廷上

下對「滯獄」的關注和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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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過我們也發現，雖然《新志》在前面「定格令」部分，引用的都是與「獄

訟」相關的令文，反映了唐後期以來朝廷上下對「獄訟」的重視；但同時，後面

雜述各皇帝在位期間法制的部分，並沒有像《舊志》那樣記錄一些君臣關注「滯

獄」的文字。這又是為什麼呢？ 

我以為，從整部《新志》看，其作者除法典編纂部分外，對唐朝法制史的敘

述，重點在於用刑的「寬仁」還是「嚴刻」上。例如：高宗時「永徽以後……法

吏以慘酷為能」；武后時更甚，「其毒虐所被，自古未之有也」；玄宗後期，鑒

於屢起大獄，詔免杖而改為配諸軍自效，「以此施德其民」；肅宗「喜刑名」，

御史中丞崔器「亦刻深」；代宗「性仁恕」，反對「刑法峻急，有威無恩」；德

宗雖「猜忌少恩，然用刑無大濫」；憲宗「用刑喜寬仁」；穆宗「頗知慎刑

法」；文宗雖仁但弱，「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武宗「性嚴刻」；宣宗「少仁

恩」。38 

總之，《新志》是以「寬仁」與否為標準，來敘述唐朝各皇帝在位期間的法

制史的。在《新志》作者看來，用刑寬仁，施德於民，是刑法的應有狀態，而嚴

刻少恩、刑法峻急，甚至慘酷則是刑法的弊病，是造成政權垮臺的重要原因。因

此《新志》最推崇唐太宗，說他「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以寬仁治

天下」；39 「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時。考

其推心惻物，其可謂仁矣！」40 

這種以「仁恕」為標準撰寫唐代〈刑法志〉的做法，使其在史料選擇上有很

大的主觀性，所取資料均與是否「仁恕」相關，這就與《舊志》有很大不同了。41

換言之，《新志》以是否「寬仁」為綱選擇材料，撰寫〈志〉文，導致了與《舊

志》在內容上的差異。 

（四） 

通過以上分析，已經能夠看出《新志》在敘述過程中加入了作者的許多議

                                                 
 38《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4-1418。 

 39《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2。 

 40《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8。 

 41 例如《舊志》關於治獄的史料，《新志》就一概刪去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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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這些議論反映了《新志》作者的意見和觀點。這一點梅原郁已經指出。但

是，梅原郁的文章只是舉出了《新志》在對律令格式的定義上體現了宋人的感

覺，而不及其他，實際上《新志》反映的宋人的觀念還有一些，表現在以下幾個

方面（前面多有涉及，此處重申）： 

1、對唐朝律令格式的繁多予以批評。在敘述完從高祖到宣宗時的法典編纂

後說：「此其當世所施行而著見者，其餘有其書而不常行者，不足紀也。」「法

令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久則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

喜為變革。至其繁積，則雖有精明之士不能徧習，而吏得上下以為姦，此刑書之

弊也。蓋自高宗以來，其大節鮮可紀，而格令之書，不勝其繁也。」42 又說：

「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重或輕，徒為繁文，不足以示後世。」43 

2、表彰用刑的「寬仁」，反對「嚴刻」。提倡「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

尤慎」。44 除上節所引對各皇帝在位期間刑法是否寬仁的評價外，還有一總結：

「刑者，政之輔也。政得其道，仁義興行，而禮讓成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為

民防也，寬之而已。」45 唐朝滅亡，甚至都與這種刑法的嚴刻有關，即所謂宣宗

「少仁恩，唐德自是衰矣。」46 

3、同時指出「刑」之不可廢。若不修仁義禮讓，不厚其本，不施恩於民，

只想廢刑，也是不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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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自玄宗廢徒杖刑，至是又廢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

為幸也。」47 沒有了常刑，百姓反而感受不到恩德，此非統治者的幸事。 

4、總結唐朝法制史，指出刑法與致治的關係，說： 

蓋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致治之美，

幾乎三代之盛時。考其推心惻物，其可謂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

邦家，唐祚絕而復續。玄宗初勵精為政，二十年間，刑獄減省，歲斷死罪

纔五十八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為而不至者。自此以後，

兵革遂興，國家多故，而人主規規，無復太宗之志。其雖有心於治者，亦

不能講考大法，而性有寬猛，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重或輕，徒為

                                                 
 42《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4。 

 43《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9。 

 44《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2。 

 45《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7。 

 46《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8。 

 47《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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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文，不足以示後世。而高祖、太宗之法，僅守而存。故自肅宗以來，所

可書者幾希矣；懿宗以後，無所稱焉。48  

即認為刑法寬平，就能達到致治；法律特別是根本法（大法）要保持穩定，臨時

苟且的更改是無助於治理的。 

以上的種種議論，佔了《新志》的很大篇幅，反映了作者的法律思想或觀

念。而這種議論在《舊志》中是看不到的。《舊志》基本只是記述各種史料，雖

然繁蕪枝蔓，但相對客觀，即使有所觀念，也是通過所選擇的皇帝詔敕或臣下奏

文間接反映出來的。 

我們從中似乎看不到梅原郁文章所說《舊志》是保守的、《新志》是進步的

性質來。49 

三•小結 

通過以上極粗略的比較，可知《舊志》與《新志》有以下一些異同：  

1、從體例上說，《舊志》以法典編纂為綱，按時間順序即按各皇帝在位期

間，將相關的法制史料混同編排，予以敘述。《新志》則是延續《唐會要》以來

的做法，將與法制相關的資料分為「法典編纂（定格令）」與「其他」兩部分。

《舊志》以法典編纂為綱的體例，或者反映了對法典編纂的重視；而《新志》分

類敘述的體例，則只是將法典編纂視為與其他類別法制史料處於同等地位，實際

降低了對法典編纂的重視程度。 

2、從內容上說，第一，《舊志》將法典編纂者全部列出，也反映了對法典

編纂事業的重視。《新志》在志中不列編纂者姓名，而移至〈藝文志〉中，表面

看與《舊志》類似，實際是將法典編纂降低為一般的書籍撰寫，而且在這一移寫

過程中丟失了法典編纂的前因後果，以及編纂者特殊身分等信息。第二，《舊

志》摘抄了若干法律條文，這些條文基本出自唐律的〈名例律〉，是對法律基本

概念的重視。《新志》也摘抄了若干法律條文，但這些條文基本出自唐令中的

〈獄官令〉，反映的是唐後期以來君臣對「獄訟」和「滯獄」的關注，即唐後期

以後直至五代宋初，法制史關注的問題在重視律令格式等法典的同時，更加關注

了治獄。第三，《舊志》在有關法制資料的取捨上似乎沒有一定標準，相對比較

                                                 
 48《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頁 1418-1419。 

 49 梅原郁撰，周東平譯，〈隋唐書〈刑法志〉研究中的若干問題〉，頁 23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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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新志》則明顯以用刑是否「寬仁」為選擇標準，並以這一標準來評判各

皇帝在位時期的法制狀況，甚至以此來評判唐朝政治的得失。這一選擇標準導致

了《新志》內容的片面性。 

3、從議論上說，《舊志》很少主觀議論，若有看法也是通過君臣的文章間

接反映出來，而《新志》中議論甚多，包括對唐朝律令格式「繁蕪」的批評、對

用刑「寬仁」的表彰、對「仁義為本用刑為輔」的分析、對「施民以恩德」與政

治盛衰關係的揭示等等，反映了《新志》中濃厚的儒家「德本刑輔」思想。  

總體而言，《舊志》在材料的選擇上比較客觀，例如唐後期關於刑獄「淹

滯」問題史料的採用，正確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基本問題；而《新志》在材料的選

擇上有很強的主觀性，即以用刑的「寬仁」與否來選擇材料，從而構建「用刑寬

嚴與政治盛衰相關聯」的解釋框架，結果反而不能正確反映唐朝，特別是唐後期

法制的基本狀況。從這一意義上說，即以唐後期而言，雖然《舊志》資料不夠全

面，但卻如實反映了當時的法制狀況；《新志》看起來資料豐富，卻不能如實反

映當時的法制狀況。這一點尤其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 

新舊《唐書‧刑法志》的比較是一項複雜且困難的工作，以上所論多有臆

測，不周全、不嚴謹乃至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希望得到各位方家的批評指正。  

 

 

（初稿完成於 2017年 7月，修訂稿完成於 2018年 6月，最後定稿完成於 2018

年 12 月，後於 2019 年 4 月 18 日由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委員會通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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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Jiu Tang Shu Xing Fa Zhi  

and Xin Tang Shu Xing Fa Zhi  

Zhengjian Hu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is article compares and contrasts several aspects of Jiu Tang Shu Xing Fa Zhi (舊

唐書刑法志, “Annals of Criminal Law” of the Old Book of Tang,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old annals) and Xin Tang shu xing fa zhi (新唐書刑法志, “Annals of Criminal Law” 

of the New Book of Tang,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new annals). Regarding editing 

structure, the old annals used code codification as outline and attached all the other 

relevant items chronologically. In the new annals, there was clear division between 

“codification” and “others.” This could be that more attention  was paid to code 

codification in the old annals whereas in the new annals codification was treated as one 

type of historical legal documentation and therefore given less attention. As to content, 

my analysis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First, the names of all the code compilers were 

listed in the old annals but not so in the new annals. In the latter, the names were moved 

to Xin Tang Shu Yi Wen Zhi (新唐書藝文志, “Annals of Art and Literature” of the New 

Book of Tang). As such, code compilers were no longer revered but deemed merely as 

compilers of books in general. This status decline also resulted in the loss of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of codification, as well as special identities of compiler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cription. Second, in the old annals some codes were excerpted from Ming Li Lü (名

例律, the code of general principles) and this represented an emphasis on basic concepts 

of law. In the new annals, however, codes were excerpted from Yu Guan Ling (獄官令, 

Statute of legal process and conduct), which pinpointed the shift from an emphasis on 

legal system during the late Tang dynasty, the Five-dynasties and the early Song dynasty 

to yu song (獄訟, backlog of judicial cases) and zhi yu (滯獄, custody delay). In other 

words, more attention was paid to practical judicial activities and their efficacy. Third, 

there was objective selection in the old annals of relevant legal materials but absent in 

the new annals, wherein leniency of punishment was the primary criterion of selection. 

As a result, there was one-sidedness in the content of the new annals, which, more than 

did its predecessor, also preferred comments connoting a strong Confucian though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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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ing morality as foundation and punishment as supplement (德本刑輔). 

In all, the old annals reflected a more truthful though less comprehensive legal 

aspects of the time. Conversely, the new annals provided a wealth of legal aspects, which, 

however, were not entirely truthful. 

 

Keywords: Jiu Tang Shu Xing Fa Zhi (“Annals of Criminal Law” of the Old Book of 

Tang), Xin Tang Shu Xing Fa Zhi (“Annals of Criminal Law” of the New 

Book of Tang), codification of codes, backlog of judicial cases, selection 

of legal materi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