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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清代“教唆词讼” 

一、制度沿革 

    “教唆”一词，原见于《元曲》无名氏《赚蒯通》第四折。但作为法律术语

则始于《大明律·刑律·诉讼》“教唆词讼”条，其含义，明《六部成语·刑部·教

唆注解》为：“暗中调唆害人也。”1 

    在清代，讼师参与诉讼活动受到严厉规制。国家法律制度和各地官员的政法

实践大都表现出对讼师活动的根本否定。规制讼师是清代各级官员司法行政活动

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并且贯穿清朝始终。2 

以下是一些文献资料： 

《大清律例》列有针对教唆词讼的条款：“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

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若受雇诬告人者，与自诬告同。受财者，计赃，

以枉法从重论。其见人愚而不能伸冤，教令得实，及为人书写词状而罪无增减者，

勿论。”3 

《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教唆词讼》“乾隆元年定例”：“讼师教唆词讼，

为害扰民，该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缉者，如止系失于觉察，照例严处。若明知不报，

经上司访拿，将该地方官照奸棍不行查拿例，交部议处。” 

《治浙成规》在嘉庆八年（1803）历数讼师为害于民，表达了对讼师职业的

否定 度：“讼师驾词耸听，管准不管审，临审而胜则谓作词有功，不胜则诿之

堂供不善。讼师获利，讼者受罪，甚至被唆之人不愿终讼而讼师迫之不使休歇，

贻害清造，以供胥役之鱼肉，可恨已极。本部院现在密访查拏，尔等宜早为敛戢，

毋蹈刑诛。”4 

                                                        
1 《谋遣·教令·教唆·造意》，肖常纶、应新龙，《法学》1984 年 03 期。 
2 《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邓建鹏，《法商研究》2005 年 03 期。 
3 《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教唆词讼”。 
4 《治浙成规》卷八《严肃吏治各条》，（不著撰者），道光十七年刊本。转引自《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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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去除讼师行业，清代普遍存在一种与诉讼相关的重要职业──代书。代

书经官方考试录取，由衙门颁发印章，故称官代书，官代书主要以为人抄写状纸

营利。据文献记载，当时国家对类似职业的法律规定至少早在康熙年间的则例中

就已出现：“照得衙门官代书之设，稽查匿名、杜绝谎状。是以《现行则例》内

开：凡写状之人，令其写录告状人真情控告，若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

驾词诬告以致伤财害俗者，严拿治罪等语。”5 

此处《现行则例》当与康熙后期修订的《本朝则例全书》的规定有关──“凡

写状之人，令其写录告状人真情控告。若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

人者，并驾词越告，以致人伤财害俗者，令地方官严拿照律从重治罪。”6 

康熙五十四年（1715）刊刻的《大清律辑注》注解“教唆词讼”律文时云：

“恶棍包揽词讼，与代书教唆词讼，皆有新例。”7 

至雍正年间，《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内外刑名衙门，务择里民中之诚实识

字者，考取代书。凡有呈状，皆令其照本人情词据实謄写。呈后登记代书姓名，

该衙验明，方许收受。如无代书姓名，即严行查究。其有教唆增减者，照律治罪。”

8 

嘉庆二十二年新增条例又规定：“凡有控事件者，其呈词俱责令自作，不能

自作者，准其口诉，令书吏及官代书，据其口诉之词，从实书写。如有增减情节

者，将代书之人，照例治罪。”9 

“照得设立代书，给发戳记，原以杜讼棍包告代递之弊，伸庶民负屈受害之

情，并有所稽查。而无情不经者莫得逞其私忿，法至善也。”10  

                                                        
5 《天台治略》卷之七《告示·一件严饬代书示》，（清）戴兆佳，清活字本（作者康熙六十年序）。转引自

《清朝官代书制度研究》。《清朝官代书制度研究》，邓建鹏，《政法论坛》2008 年 06 期。 
6 《本朝则例全书》之《刑部现行》卷下《诉讼·代写词状》，（清）鄂海（辑），宽恕堂藏版，清康熙五十

五年（1716）刻本。转引自《清朝官代书制度研究》。 
7 《大清律辑注》，（清）沈之奇， 效锋、李俊（点校），法律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843 页。转

引自《清朝官代书制度研究》。 
8 《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诉讼·教唆词讼》“条例”。转引自《清朝官代书制度研究》。  
9 《读律存疑（点注）》，（清）薛允升，胡星桥、邓又天（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第

1 版，第 704 页。转引自《清朝官代书制度研究》。 
10 《风行录》卷之二《晓谕代书慎盖戳记》，（清）张五纬，嘉庆十八年重印本，载《历代判例判牍》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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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修府专门制定六条“代书条约”，规范官代书的各项职责：撰词状须依当

事人口述直书，若有串唆诬陷情节，照讼棍例究办；字句必须简明，不得用一些

不合适的字词；若当事人持有自来稿，则须问明作词人的姓名与住址；规定了官

代书的收费标准。11他另一方面还示谕代书：“如查有供呈不符者，除立拿讼棍等

严办外，并提该代书讯明责革，原保之人连坐。决不宽贷。无违特示。”12 

    清代天台县令戴兆佳发布类似告示后声明，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讼师及听从讼

师教唆的当事人给以严惩──“自示之后，倘敢怙恶不悛，轻听讼师妄肆刁控，

除依律反坐外，并严拏讼师党棍，立置重法。本县言出令随，决无宽假，毋贻后

悔。”13 

刘衡也劝谕百姓千万不要听信讼师的话──“照得钱债田土坟山及一切口角

细故，原是百姓们常有的，自有一定的道理。若实在被人欺负，只要投告老诚公

道的亲友族邻替你讲理，可以和息也就罢了。断不可告官讦讼。在讼棍必劝你说

他熟识衙门，不消多费可以替你告官出气。若依本县/府看来，这话万万听信不

得。”14 

李方赤在江宁府任内针对讼棍发布了如下告示：“本署府密加查访，其著名

者业已访有数人。惟因其尚未犯事，不忍不教而诛。自示之后，若辈果能痛改前

非，洗心革面，原不应阻以自新之路。如其仍蹈前辙，轻为尝试，即其诡密多端，

亦不能侥逃法网。本署府言出法随，勿谓告诫之不预也。”15 

    综上，由清代“教唆词讼”立法可知，清代的法律制度对教唆词讼者进行了

直接的严厉打击，特别是讼师。另外还设立官代书制度以压制讼师的生存空间。

后还从地方官员着手，加强对打击教唆词讼者的责任，对失察地方官以严厉的

处罚，以此督促地方官员对教唆词讼者的查拿。 

                                                                                                                                                               
册，杨一凡、徐立志（主编），齐钧（整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40 页。转引

自《清朝官代书制度研究》。 
11 《谿州官牍》乙集“颁给代书条约示”，（清）张修府，清同治四年刻本。转引自《清朝官代书制度研究》。 
12 《谿州官牍》乙集“谕饬代书示”，（清）张修府，清同治四年刻本。转引自《清朝官代书制度研究》。 
13 《天台治略》卷之七《告示·一件严禁刁讼以安民生事》，（清）戴兆佳，清活字本。转引自《清代讼师

的官方规制》。 
14 《庸吏庸言》卷下《劝民息讼告示》，（清）刘衡，同治七年楚北祟文书局刊本。转引自《清代讼师的官

方规制》。 
15 《视己成事斋官书》卷一《访拏讼棍示》，（清）李方赤。转引自《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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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法律师长期存在的原因 

首先，如前文所述，为了压制讼师的生存空间，清代普遍存在着官代书这种

与诉讼相关的重要职业。进行官代书这种业务的写状人，在当时，被官府赋予了

许多的义务，其中 重要的是审查诉状的内容。而这种内容稽查，就相当于替官

府预先审查了当事人的起诉内容。而设置官代书也就成为了限制词讼的重要途

径：“察其事故，无甚紧要，即行劝止，一言之下，释嫌息讼矣。”16 

官代书者抄写完状纸后，盖上官颁戳记，由衙门验明，才能被官府收受决定

是否审理。官代书者为当事人的状书盖上戳记是要收取费用的，而各地官府对收

取标准又规定不一，不管费用多少，总有当事人因付不起费用而被拒之门外不能

成讼。在清代，农民不仅家业单薄，仅靠“夫耕妇织”维持生计，而且民众中的

相对富裕者也视打官司为畏途。因为诉讼程序一旦启动，“投状费”、传讯费、船

旅住宿费、证人的一切所需等正常开支与疏通狱吏的费用等额外开支便会接踵而

来，当事人不得不面对官吏的种种勒索而面临因讼累而破产的危险。倘若没有讼

师的专业帮助，在清代，单靠当事人之力，恐怕很难成讼。再者，官代书仅限于

为当事人写状书，并不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知识、诉讼等法律服务。因此，即使

官方严厉打击讼师、讼棍，清代社会依然存在着对非法律师的大量需求。 

其次，尽管清政府极力通过压制讼师行业来企图减少民间词讼以稳定社会秩

序，然而，这一方法其实并没有把握问题的关键。清代讼案大增，是自然经济下

民事纷争冗杂繁多的一种衍生和对封闭的人情社会的一种抗争。 

“以四川为例，明末清初四川暴发的战乱导致当地‘土旷人稀’。在清初，

四川省很少有词讼繁多的记载。但这种情况不久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清初统治者

针对战后四川‘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的局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

鼓励各省民众入川落籍垦荒。于是出现了清前期近百年‘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

                                                        
16 《风行录》卷之二《晓谕代书慎盖戳记》，（清）张五纬，嘉庆十八年重印本，载《历代判例判牍》第八

册，杨一凡、徐立志（主编），齐钧（整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40 页。转引

自《清朝官代书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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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运动。随着四川人口大量增长以及土地大量开垦，词讼随之急剧增加。”17 

    在清代后期，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适

应，意识形 领域亦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社会心理变得越来越重利。在这一

特定历史条件下，清代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均表现出对财产问题的重视，争讼

渐渐成为清人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手段。另外，以息事宁人维护族内或邻里之间

和睦的调解原则，以调协为主的调解方法，使得民间调解出现了不稳定性。因此，

调解方换得的只是暂时的安静，当外部条件适宜时，财利的诱惑力又会使得个人

私欲冲破那薄薄的一纸约束。从小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官员将道德问题摆在首

位，而迫于物质生活压力的普通百姓则更加关心实际利益。 

    在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并且词讼繁多的城镇，社会需求足以维系非法律师的长

期存在。 

再次，在清代，涉及户婚田土钱债的讼案被官府视为民间细故。而清代官员

出于对官途的考虑，往往将司法资源着重放在刑案、重案上而对民间细故不加关

心。对于“细故”的当事人来说，如何能让官府收受状书成诉是 为关心的问题，

当事人必须寻求更多的诉讼技巧，清代民众多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不懂律例，

离开讼师的法律帮助，基于官府的“息讼”观念，当事人很可能在通向成诉的道

路上举步维艰。所以，清代官府重刑轻民的 度对非法律师行业的长期存在起着

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严惩“教唆词讼”背后的法律深意 

以儒学为官治之道的中国传统社会，既将法律作为御民之术，又仅仅

将其列为与情和理相得益彰的一种社会调控手段。严治讼师立法背后的真实

意图，是由于非法律师的介入，直接冲击了法约刑简的儒家法律理念。 

清代法制理念的基础来源于“息讼”的传统观念，而这与儒家法律思想如出

一辙。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重义轻利”观念是形成清代民事执行中浓

                                                        
17 前引 2。 



王玻羚 中欧法学院 2011 级 2 班 学号：1101301710 
 

 6 

厚伦理化色彩的深层次意识基础，法律和司法的尊严为此受到重创已无须赘言。

学界普遍认为，“无讼”是中国传统官方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民众厌讼心理也

深受其影响。没有纷争的和谐社会一直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目标，清代统治者极

力将无法实现的传统“无讼”理想转化为“息讼”理念，企图宣扬、制造忍让“息

讼”的美好境界。清代官府认为，诉讼的起源乃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

此必须对个人进行伦理道德教化，促使邻里、家庭自相慈爱，以“忍”为先，委

曲求全，方可心底清静，相安无事，以免倾家荡产，亲友失欢。如清人陆陇其听

讼时，据说往往如此劝导双方当事人：“尔原被非亲即故，非故即邻，平日皆情

之至密者，今不过为户婚、田土、钱债细事，一时拂意，不能忍耐，致启讼端。

殊不知一讼之兴，未见曲直，而吏有纸张之费，役有饭食之需，证佐之亲友必须

酬劳，往往所需多于所争。且守候公门，费时失业，一经官断，须有输赢。从此

乡党变为讼仇，薄产化为乌有，切齿数世，悔之晚矣。”18 

对于生活在专制权力下从事自然经济的民众说来，严惩“教唆词讼”所培养

的不是“法律意识”，而是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贯穿始终的“息事宁人”的思

想因素，顿挫了民众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的精神，使得民众竟然也产生了厌讼之

心。 

    这种官方息讼思想的社会根源，是来自于在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下，和睦共

处、和谐无争的儒家生活准则基本主宰了清人的思维与意志，同时影响了人们对

财产冲突解决方式的选择：诉诸法律解决财产纷争不如求助于纲常礼教和族长林

右的调解。这种“息讼”文化土壤滋生出“以讼为耻”的大众心理，人们普遍认

为，兴讼是道德败坏的标志。兴讼者与讼师被视为社会稳定的敌对方。这种大众

心理成为推动严惩“教唆词讼”和传播“息讼”观念的润滑剂。另外，刑等于法

的法律观让不少人认为将纠纷提交官府解决会给自己及家族“空播羞痛”，于是，

“切勿讼于官”之类的叮咛之语一再出现，由诉讼而带来的无穷讼累，也使得人

们视讼为畏途。清代司法体制及操作中的种种弊端降低了民众对国家法制系统的

支持程度，为官方“息讼”观念提供了较为适宜的生存土壤。 

                                                        
18 《续客窗闲话》卷三，（清）吴炽昌，载周红兴（主编）：《中国历代法制作品选读》（下册），文化艺术

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第 1 版，第 263 页。转引自《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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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刑事法律为主导的古代律令中对民事规制的法律缺失，严格意义

的民事条款亦不存在，规则的不确定将削弱法律的推理作用。非法律师的介入，

使得原本就漏洞百出的司法制度受到威胁。以民间细故为主要案源的非法律师被

认为是诉讼源头而受到严厉打击。在官方视野中，讼师乃是诉讼产生的重要源头

──“清讼累先清讼源，穷讼源当寻讼师。”19在清代“息讼”的观念之下，非法

律师的活动被认为促使了词讼的增加，由此而来的大量积案令官府承受极大压

力，非法律师的行为还被认为破坏了家庭与邻里间的关系，侵夺当事人的财产。

因此，讼师受到各级衙门的严厉规制。官员对讼师的规制表明衙门力图去除讼师

的所有相关活动，实现无讼的理想世界。 

    具体到法律实践层面，由于在清代多讼被认为是官吏“德薄望浅”和缺乏政

绩的表现，于是，清统治者不断强调地方官治民之责，同时，许多深受儒家思想

影响的各级执法者也要以各种方式不遗余力地宣扬“终讼则凶”。由此，“教唆词

讼”者在当时首当其冲地受到官府压制。 

再次，清代官员既是地方的行政长官又是司法 高负责人的制度框架下，非

法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的行为必然影响到地方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以及地方

官的仕途前景。非法律师的存在是对地方官府司法能力的具大挑战，地方官只有

通晓律例才能与公堂上的讼师进行较量，然而这个基本要求却是清代官员难以达

到的，这个问题源于清代的官员选拔制度并没有关于法律的考核。 

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一样，清朝廷从上到下都在宣扬耻讼理念。在清统

治者努力营造的耻讼环境中，清代民众的“厌讼”观念日渐浓厚，与官方“息讼

观”互为表里，消磨着人们以法律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志。当然，导致清代民

众厌讼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无需官员劝导，森严的等级结构，官员出行时威风

百般的仪仗已对百姓心理造成了诸多威慑力。在这一心理作用下，民众对诉讼由

“畏”而“避”，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不与官府有任何瓜葛乃是一生之幸事，于

是，厌讼观念油然而生。 

                                                        
19 《风行录》卷之四《清究讼源》，（清）张五纬，嘉庆十八年重印本，载《历代判例判牍》第八册，杨一

凡、徐立志（主编），齐钧（整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82 页。另可参见（清）

庄纶裔：《卢乡公牍》卷二《谕各代书于呈词内书明来稿条告文》，（序）清光绪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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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将息讼安民作为地方官员政绩的考察之一，用法律来

定纷止争固然是好，但是我们更倾向于一种脉脉含情的和谐状 。司法制度

的运作也需要一套完备的机器，依法而治的社会成本会很高。这些都导致了中国

古代采取息讼的保守做法，而对教唆词讼者的惩戒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四、“息讼”观念对民间纠纷解决的影响 

    由于限制诉讼，对于民间纠纷的解决，民众更倾向于选择调解方式。有些尊

长出面调解家族内的纷争是因为“老来厌闻骨肉无义争讼，须与族人和议”。族

中长老主动参与调解纠纷与“家丑不外扬”这一观念有很大关系。基于这种观念，

调解人通常会劝告纠纷当事人不要为自己争取权利和利益，即使这种争取是正当

的。 

虽然民间调解存在许多的不稳定性和不合理性。但是和诉讼相比，当事人更

愿意接受调解的缘由还是有很多的。例如，考虑到昂贵的诉讼成本，有相当一部

份当事人，在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后放弃诉讼的念头。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

日后的诉讼支出与目前所费的权衡。第二，“一场官司十年仇”，一旦兴讼，无论

胜诉或是败诉，当事人原来的人际关系都有可能受到破坏。同时，与官府诉讼相

比，纠纷当事人往往更易接受族人的调解。因为家族组织既有血缘关系，又是同

一个生产、生活的集体，在这个有着盘根错节的宗法人伦关系的社会实体中，人

们的生死荣辱和家族的兴衰紧紧连在一起。儒家传统思想的渗透和教化，已深入

渗透到人们心灵深处，遵照等差格局的要求去行事成为人们的准则。 

    无处不在的民间调解，是对儒家倡导的“和谐”社会伦理的践行；纠纷背后

所涉及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当事人之所以接受调解，在某些时候，乃是实用主

义生活哲学的体现。 

    民间调解有着阶级性的烙印，因为运作于社会差序格局的不平等权利关系

中，在纠纷双方地位极不对等或见证人、中间人不甚公正等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

响下，民间调解不能成为一种保护弱者反抗强权的制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许

多民间调解能够获得成功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对人们本意进行压抑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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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结果，因此，要靠民间调解来纠正恃强凌弱并非易事。 

    清代民众之所以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除了是因为官府限制诉讼，还有很大

一部分原因是安分守己、耻讼等主观心理与无钱打官司、法律信息不对称等客观

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限制诉讼不仅导致民众倾向于选择调节方式解决纠纷，令

诉诸法律成为“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的选择，更使得民众了产生根深蒂固的厌

讼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