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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局从重打击教唆词讼，背后有哪些可以意会而未明言的法律政策？  
《大明律》即列有处罚“教唆词讼”的专门律条。1承接《大明律》，及至清

朝，“教唆词讼”规定于《大清律例·刑律·律 340》。2律 340 下又分 12 条细分

条例，使得教唆词讼规制内容较之前多样而细致。这 12 条条例，大致区别出五

类不同的规范重点：一是自讼师中区别出某些犯罪情节特别重大者，加重处罚的

刑责（340-01、340-02、340-06）；二是加强官员主动查缉地方讼师的行政责任，

并对官员未能事先察觉举发讼师唆讼制订罚则（340-04、340-08、340-11）；三是

更明确规定雇请讼师诬告他人者、受雇诬告他人者之间的刑责，有时相同，有时

差异，做了更细致的区分与列举（340-05、340-09）；四是改良并增强官代书的

职掌，希望藉此减少讼师干预诉讼的管道（340-10、340-12）（这一点作用是在

“明言”打击教唆辞讼的法律政策外，通过加强代书功能，借以减阻讼师介入司

法的空间）；五是特别立法禁止讼师秘本的流传（340-07）。3 
    讼师中确实有“无事生非的嗦讼者，唯利是图的吓财一族，颠倒是非﹑混淆

曲直的挠法一族”，4然而这些行为，即使放到当今社会，也是不合职业伦理的行

为，不可以之判定古代讼师的全貌。反而，在夫马进对于讼师秘本的一些考证中，

发现讼师也确实有教诲﹑告诫，也有伦理，5只是这些教诲的出发点是教人怎样

打官司而已，6而这对以情﹑理﹑法为断案标准的古代官员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因为一个出色的讼词，可能左右官员的心理。7 
官府之所以对于讼师采取打压﹑厌恶态度8，似乎并不仅仅是冠冕堂皇所说

之因为讼师不合伦理的行为这么简单。本文认为，欲探求当局从重打击教唆词讼

                                                        
1大致承袭自《唐律》，合并了唐律中“为人作辞碟加状”与“教令人告事虚”两条律文。 
2律 340：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至死者减一等〕。若受雇诬告人者与自诬

告同〔至死者不减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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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夫教令奸妇诬告其子不孝依谋杀造意律〕。 
3林乾概括这十二条的内容为“重刑主义﹑惩罚客体由告诉者转移至教唆者﹑事实上废止了教令得实者勿论

的立法原旨﹑意欲从源头阻断讼师学习讼师秘本的潜在力量﹑订立官员连坐责任”等五项特点。本文作者

对其余四点表示认同，只认为第四点可以描述为“意欲从源头阻断讼师案源及技术传承”。另查邱澎生于其

另一篇文章中概括这五点内容为“加重讼师诬告刑责﹑官员查拿讼师连带责任﹑加重民众雇请讼师之刑责

﹑查拿讼师秘本等讼学知识传播管道，以及透过官代书书写呈状而压缩讼师经营空间等方法。注 46 页 652。 
4霍存福.唆讼、吓财、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6：129-137. 
5具体包括:第一，因为诉讼是万不得已鸣人心之不平，所以合乎万物自然的天意；第二，然而诉讼能避免则

避免，不要试图通过诉讼取胜，通过调停和解才是上策；第三，在尽管如此也未能避免兴讼的情况下，必

要的是情﹑理﹑法三者，不得通过诬告陷对方于罪，自己的言词必须是至公的。夫马进.讼师秘本的世界，

北大法律评论，2010，11-1：210-238。 
6 更详细的内容可见夫马进.注 9 及夫马进.讼师秘本《珥笔肯綮》所见的讼师实象，邱澎生、陈熙远编著:
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7 当时参酌情的审判标准也成为了打压讼师的原因之一，后文将进一步介绍。且举读到的一个小例子，展

示官员对于讼师又爱又怕的心理：《小豆棚》载，浙江湖州女讼师，外号“疙瘩老娘”，刀笔美名远近闻名。

当地一富家儿媳，夫死打算改嫁，公公不许，强迫守寡。她向疙瘩老娘求援，以一千六百两银子的重金，

换来一张十六字的状子:“氏年十九，夫死无子，翁壮而鳏，叔大未娶。”按照国法，公公与儿媳私通为死

罪，弟弟娶寡嫂同是死罪。从状子上看，守节难免失节，改节方可全节。无怪乎，状子呈上去，县官读后

大惊失色，立刻提笔大书：准嫁准嫁速嫁。 
8 不少明清官员都强调，讼师之所以令人厌恶，是因为他们挑拨是非﹑从中得利而危及民众生活。相关史

料很多，如“无风起浪，缦天结网，如许刁健，不重创之，风何可长！（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等等很

多。 



背后的可以意会而未明言的法律政策，可以从打压讼师的原因切入分析，从而了

解中央政府何以采取打击教唆词讼以及其所采取的相应政策。 
1﹑遵循无讼﹑息讼的传统 
从儒家的传统精神来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9儒家认为，

天人感应相同，合而为一，天道之自然和谐的秩序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秩序的样板

和准则，其强调社会秩序与自然规律相联系。因此，统治阶级提倡教化为先，德

治为本；即使发生纠纷，提出诉讼，也要设法调处息讼；息讼不成，也要努力通

过刑罚达到“无刑”的效果，这些都是法律儒家化的体现。儒家所倡导的礼的精

神和有时是礼的具体规范，被直接写入法典，与法律融合于一。10 
从法律与自然的和谐，即法的自然化来说，有关法律的认识，只是中国古代

“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方面，“无讼”观念的产生与存在正反映了这种对于天

人关系的观念。11中国古代对于天道的遵循与认同表现在对秩序的和谐的 终追

求中。如果按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认为的原因，那么似乎与古代中

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有关。这种经济天然地形成了人对自然的依赖和亲近关系，人

们探究自然的规律，并使自己的行为与之契合。基于对于和谐秩序的追求，在司

法审判方面同样追求没有争端的社会秩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官方与士人阶

层的正统意识形态的宣教， 竭力劝谕甚至警告人们不要进出官府，卷入诉讼。12 
在此想要补充的是，这种息讼的思想还和我国的宗法结构有关，倾向将矛盾

在宗法关系的内部加以解决，而家族内部争议双方与裁决者之间的关系是稳定

的，因此可以尽量避免诉讼。13 
2﹑满足维持统治的需要 
除了儒家精神之外，官方与士人阶层竭力息讼，本质上与维护其自身的统治

需要有关。 
首先，传统中国往往被认为是厌讼的社会，然而通过阅读史料发现，自两宋

以后，社会上健讼的风潮盛行。清代地方官蓝鼎元曾记载潮州地区的健讼风俗14，

而在经济发达的苏南一带，健讼被称为江南之 。15夫马进统计嘉庆二十一年仅

有 23366 户的湖南宁远县居然在一年间提出了约一万份诉讼文书。16在农业社会，

田宅是 重要的财产，因此健讼往往与此有关。在司法实践中，秉承无讼﹑息讼

理想的儒家官员，会采取“拒绝”﹑“拖延”﹑“教化”等具体措施，来进行息

讼。17而息讼的第四种方式即为通过打击讼师。可见打击讼师的背后，确实有政

                                                        
9 语出论语·颜渊。 
10 早提出法律儒家化的是瞿同祖，其在《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中对法律儒家化的问题作了详尽的阐

述。另可参见德克布迪，克拉伦斯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 25 页“法家的胜利

与法律儒家化”。 
11 又比如说行政措施中的特赦，它经常是根据对自然现象的考虑而发布的。又比如秋冬行刑。 
12 潘宇.中国传统诉讼观念辨析，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4 卷 2 期：27-30。 
13 《宗法结构与中国古代民事争议解决机制》（毛国权）一书介绍了宗法结构对于我国争端解决的影响。

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是，之所以讼师会受到禁止，是因为其在诉讼中没有符合五伦的位置。这是从

另一个角度解释打击讼师的原因。 
14 蓝鼎元.鹿州公案·五营兵食，刘鹏云﹑陈方明�注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页 5。转引自邓建鹏.
清代健讼社会与民事证据规则.中外法学，2006，5：610。 � 
15 语自清·沈起凤。有关江南地区健诉，（清）汪辉祖《学治臆说·治地讼师之法》中有论及。 
16 此外还有乾隆年间湖南湘乡县一年间约收受了 14400 至 19200 份呈词等。参见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

诉讼制度，载资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

页 392-394。 
17 以上三点为古代息讼之术一文的小节题目。马作武另外提到的第四点即为严厉打击教唆词讼。可见教唆

词讼为息讼之方法，其打击背后的法律政策即为息讼。马作武.古代息讼之术，武汉大学学报，1998，2：
47-51。 



府维持统治﹑进行息讼的法律政策需要。 
相呼应的一点就是“京控”的问题。对于“越诉行为”，明清法律会给予严

厉惩处。18然而在同条律例附言规定，在“本管官司不受理，或受理而亏枉”的

情况下，准许“赴上司陈告”。越诉是例外的诉讼手段，允许越诉的原因，与平

反冤抑有关，但更为深层的理由则是控制司法官员和疏导民情，此外，还有天子

和官员必须为百姓“伸冤枉雪”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因此，尽管政府和地方官员

并不情愿，然而却不可能明言禁绝百姓越诉呈控地方官员审判不公的活动空间。

过多的“奸民”到京城“鼓状”，给地方官造成很大的压力，中央政府也会面临

在准许民众伸冤以及造成地方上“株连﹑骚动”的两难选择，愈来愈领教到“京

控”诉案的复杂性。因此，尽管协助民众到北京京控的“奸民”，当然不都是比

较熟悉各类公文执照与诉讼呈词的讼师。但是在许多官员眼中，私下协助民众诉

讼的各地讼师，不论其是否具有更好的法律素养，也当然被视为鼓动民众诉讼与

京控的“奸民”。19因此，对于涉及协助京控﹑上控诬告案的讼师加强查察处罚，

也是法律政策之一。20 
可见，对于律师打击，其背后的“息讼”的法律政策，固然有古代儒家传统

的影响。然而在过多的诉讼有可能影响到国家稳定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情况

下，官府一般都希望原被告双方能够息讼, 使争讼不需要判决就可以和解，包括

对讼师进行打压，均是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21 正如张晋藩先生所评价的：“调

处息讼适应于封闭的小农经济基础和深厚的血缘、地缘关系，依赖的是家族势力

和专制国家权力，凭借的是礼与法相结合的各种法律渊源，维护的是三纲五常和

伦理秩序。” 
3﹑ 审判模式 
首先是法官中心主义的模式。地方行政长官同时又作为审判的法官，其在诉

讼中处于中心地位。正如地方官员被称为“父母官”，一方官员，就好像一个地

方的大家长，不仅是人民如此视之，官员也自认为自己是“民之父母”，因此其

对人民之间的争讼，也有一种家长的心态，认为自己是正统思想﹑法律制度的化

身。佐证是在官员在谈论到禁止讼师的原因的时候，多数是站在“父母官”的立

场上去阐述理由，比如《�旴江治牍》�中的《�禁讼师示》�。22 这与我国的

                                                        
18 《明律》卷 22，《大清律例》卷 30 均有规定。 
19 注 46。 
20 在雍正七年（1729）八月七日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奏折中，对于当时福建省讼师如何协助该省民众上

控的情形，有很具体的描述：“今查，福建省城讼师， 为可恶，外府州县之人有事欲控，往往不亲来省，

但寄一信，省中讼师即为代写﹑代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编.上海：江苏古籍

出版社，1989-1991，第 16 册，页 253。可见，讼师通过包讼的方法，不须当事人亲赴省城，即可代其上诉。

这无疑增加了上诉的数量。 
21 关于这一点，清中期的崔述是第一个公 著文反对息讼的人。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如陈景良.崔述反“息

讼”思想论略，中南政法学院学报，2000，5：116-123。本文认为崔述仅从打破传统儒家思想的角度进行

分析，而并没有看到其维护统治的本质，是为其时代的局限性。 
22 （清）魏锡祚.�旴江治牍：夫民之患，莫深于水火，而讼师尤烈；莫惨于盗贼，而讼师尤甚。��彼其

刀笔心螫，��无中生有��逞射人之谋智，亦惑形迹诡秘。工迷好讼之徒，计策奸雄巧取。悭囊之蓄，索

手，索谢仪，难厌其伊贪；诱夤缘，巧贿赂，尽肥己橐。多方笼络，树欲静风而不宁，岁终羁縻家已破，

而足难息��盗掠偷害犹有底，而讼师之残虐竟无穷极。��合亟出示严禁，各宜阅示猛省，��痛绝讼师，

远之如水火，防之如盗贼，切勿听信投托，自罹罗网。至凡夙有教唆词讼之癖者，速宜焚弃笔墨，缄口裹

足，改图营业，保全自己性命，免累他人受殃。胆敢怙终不悛，��本府定以扑除水火之心，扑除若辈，以

惩处盗贼之法，惩处尔曹，轻则枷责，重则杖毙。再有罪大应刑者，当为曾天佐之续，决不姑息，留害地

方。 
    这个告示向阅读之人传达了如下信息:其一，讼师教唆词讼、无中生有，贪财为恶；其二,，听信讼师涉

讼的后果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其三，官员对于讼师的厌恶之情，以及严治讼师的决心。这则告示非常

典型地体现了官员的为民父母的心态。 



政治制度也是有关的，州县官为任一方，替皇帝办事。按照国家统治的思想，皇

帝极权独揽，是一切法律之源。地方官作为皇帝在地方上的代理人，其也递延的

享有了皇帝对于这一地方的极权。并且如同在中央一样，地方上也不存在“民间

社会”或独立的司法﹑立法，以及执行机构来对权利进行制约。 
这种法官中心制的司法审判模式，必然会导致官员对于挑战其权威，给自己

带来无限麻烦的讼师采取排斥的态度。讼师的这种代表一方进行诉讼，有一种抗

辩制的味道，会使官员速结案件变得困难（下文将介绍）。从某种意义上说，讼

师也像是法官判案的一种监督者。23而权利拥有者对于监督者的排斥﹑打击也是

天然存在的。 
4﹑主观断案与调判制度 
作为父母官的法官不希望讼师来干预案件，原因在于讼师有对于案件的干预

的可能。而之所以讼师能够对案件造成很大影响24，这与我国古代判案并非以

“律”为标准，而是考虑情﹑理﹑法的调判制度密不可分。有关前近代的中国审

判中的某种普遍性的判断标准，滋贺秀三曾经将此作为问题进行考察,他认为这

种具有普遍性的判断标准就是情=人情，理=道理，法=国法25。何勤华教授也认

为，在审理案件适用国法的同时，兼顾人情和天理，是中国传统法学世界观的重

要内容。26道光末年江西省潘阳县官吏沈衍庆在一则判词中 卷就声称：“盖闻

父子夫妇，并重于大伦。国法人情，必衷诸天理。27这种判决的制度，使得法官

在判案中多了几分主观的色彩。首先官员作为无所不知的父母官，没有必要援引

律例来为判词作辩护。28使得熟谙写作技巧的讼师，通过写出“要句句合律, 字
字精奇, 言语壮丽”的文章，使府县易为决断，操纵负责审判的地方官的心理，

并左右审判结果。29正如注 11 中所举之“疙瘩老娘”女讼师的例子。其对于审

判结果的影响，也是前文提及的极权官员厌恶，进而对其进行打击的背后的政策

来源。30 

                                                        
23 如通过前文提到的京控，讼师的存在使得京控变得简单，其包讼的方法使得只要一封信即可以上诉。此

外，古代对于自己有自信的官员，喜欢公 进行审判，以显得合情合理。清代汪辉祖的《学说臆说》卷上

《亲民在听讼》里介绍：“一般官员听讼往往乐居内衙，而不乐升大堂。盖内衙简略，可以起止自若；大堂

则终日危坐，非正衣冠，尊睑视不可。且不可以中局而止，形劳势苦，诸多未便。不知内衙听讼止能平两

造之争, 无以耸旁观之听; 大堂, 则堂以下拧立而观者, 不下数百人。”不喜在大堂庭审，自然也会有讼师的

因素，使局势往往会出乎官员的预料。而当官员 庭时碰到疑义而无所适从时，其实并不方便在众目睽睽

的法庭上唤请幕友询问。转引自瞿同祖.范忠信、晏锋译，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页 163。 
24曾读到过一个图表，列举了讼师可以对杀与不杀﹑轻罪与重罪造成的影响。有学者评价：“他们对法律知

识的看法与立场，透过全国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法律判案、调解程序与诉讼技巧，既左右民众的权益，

也影响了官员的判断”（潘宇）。 
25 滋贺秀三.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创文社，1984 年版, 第四章“民事的法源の概括的检讨—情﹑理﹑法。 原
载《东洋史研究》第 40 卷第 1 号，1981 年。 
26 何勤华.明清案例汇编及其时代特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3：107-115。 
27 《槐卿政迹》卷六。转引自滋贺秀三.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创文社，1984 年版，页 268、269 。 
28 正如 Mark Allee 所说，在民事案方面，知县作判决时很少援引具体的律例条文。Mark Allee.Northern 
Taiw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aw, Society & Culture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29 襟霞阁主人.刀笔精华·解铃人语·状词十段要诀.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页 120-122。此十诀也现于：

上海图书馆本《萧曹遗笔》卷一，十段锦用法：第八段名曰截语。此款乃一状中之总断也。务要句句合律，

字字精奇，言语壮丽。如状之中，有此一款，名曰关门状。则府县易为决断。 
30 关于传统中国的司法裁判依据究竟是法律还是情理，学界争议很大。比如滋贺秀三﹑贺卫方﹑黄仁宇等

学者，认为“由于传统中国缺乏独立的法律精英与专门的法律研究，从而形成了司法的非职业化与实质化

的特征。[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贺卫方.中国古典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
对此也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从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中明确指出的“所有判决必须遵从现行的律令”

为发端，在《中华帝国的法律》中也有类似的判断[页 442-443]。本文目的并非在于讨论是否严格依法判决，

在阅读了一些讼师辩护的案例之后，本文作者认为，官员有律确实应当依律，然而究竟事实为何，这是官

员有着相当大主观裁量余地的。同时，所依何律，也是可以主观选择的，这就为讼师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



另一方面来说，我国古代的审判，严格来说并不是审判，而是衙门作为催化

剂，促成争端解决。讼师的存在，显然有违这种制度。 
而在黄宗智教授对于清代纠纷处理机制的考察中，其得出一些结论。知县在

处理民事争端时，只是要求促使诉讼双方袒露实情，并在此基础上，让当事双方

自愿形成一个解决方法。原则上州县官对民事案跟对刑事案一样，都不作出判决。

由于只有一些零散而不具体的条文，县官们并不像裁判员按既定规则给比赛做裁

判，而是在“教谕的调停”中做家长般的说服调解。他们所谓审判“带有强烈的

调解色彩”。 其认为“同时借助官方与非官方、同时依靠道德劝诱与司法实践”

的做法，正是清代（法律）体系的 基本特征。31通贯全书，黄氏强调他所观察

到的司法体系中存系中存在着一种矛盾的本质：这种体系同时依赖官方审判、非

官方调解，或者是兼用官方与非官方两种手段；而兼用两种手段的处理方式，即

是他称为民事司法的“第三领域”（the third realm）。本文无意对于其理论进行深

入研究，只是想说明，讼师的存在，与这种带有“强烈的调解色彩”的法律政策

是不符的。 
    5﹑总结 

总的来说，对于讼师的打击，其背后有着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法律政策。

起初政府对于“教唆词讼”的打击，可能所关心的是如何用它来规范吏治以及解

决百姓之中的“健诉”风气的问题，其所体现的是 原始的中央集权的政权以及

法家的精神与手法，即为中央集权的法律政策。然而，其更深层的原因是，伴随

着法律的儒家化，其在本质上并不是赋予人民某种权利或者是保护民众的民事﹑

刑事权利，而是法律的本质在于维护现存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国家的德化与仁

治说教。32换言之，法律成为了一种统治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其必然对于善

于钻法律空子﹑善于影响法官判案的讼师，采取一种抵制﹑打击的态度。 
二﹑为什么古代法严惩教唆词讼而非法律师仍然生生不息？  
党江舟在《中国讼师文化》中，归纳了讼师现象的成因：1﹑社会经济的发

展，人们有利益冲突的要求；2﹑旧有政治制度控制衰崩，使整个社会政治秩序

和人们的政治思想发生了变化；3﹑辩学的发展为讼师提供了支持；4﹑成文法的

公布，使得人们有求教于讼师的需要；5﹑文化选拔制度，为讼师提供了人才基

础；6﹑统治阶级的立法不完善，使得讼师“有机可乘”。除了以上原因，非法律

师的存在，当然还与讼师本身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有关。33 
非法律师得以生生不息，乃是有很多原因导致的。本文无意对以上较为显见

的原因进行讨论。在官府﹑民众﹑讼师三方之间，除了讼师自身生生不息的愿望，

无论官府﹑还是民众，也给了讼师生生不息的作用力。本文希望给出的是另外两

方面的原因：民众的需求以及政府的需要。 
1﹑社会的发展所引发的需求以及政府息讼机制的反作用 
限制诉讼对于民间纠纷的解决的影响是，本文认为限制诉讼对民间讼师的需

求起到了促进作用。前文述及，明清以后，民间“健讼”的风气愈演愈烈。34而

                                                                                                                                                               
作为重要的是，律的本身即包括了情的内容，比如说对于孝的规定。这就使得官员在判案时，依律即为依

情。总之，“情”这一因素，在判决中占有了很大的分量。 
31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页 65﹑页 110，及书第

四﹑五﹑六章。 
32 邓建鹏.清代讼师的官方规制，法商研究，2005，3：第 137 页。 
33 关于讼师的经济人假设，可以参见刘小吾.走向职业共同体的中国法律人，法律出版社，页 156-160。 
34 有关好讼说与厌讼说的讨论，争论颇多，相关研究成果也很多。较为典型的总结可参见徐忠明，杜金.
清代诉讼风气的实证分析与文化解释-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清华法学，2007，创刊号：89。不管厌讼或好

讼，不可否认，根据一些史料，每一类都有不同，但确实有一些表明了诉讼规模较大。因此尽管黄宗智在



健讼风气的产生，并非讼师唆使使然，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利益是人

们争讼的主要的原因所在。35然而，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对有关诉讼的制度进行

了比较严格设定，以帮助达到“息讼”的效果。表现在对审判程序的严格限制，

如对于告诉的形式要件极为严格的要求，对于受理案件的日期上的限制，以及对

上诉案件的严格要求等。36而对于一般百姓，其智虑不足，精力也有限，对于法

律也不甚了解。因此，正应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的这种“息诉”的政策，

是不能满足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的。作为回应，必然产生的是对于讼师的需求，

以此来应对政府的“息讼”政策。这也是为何上文提到，政府的息讼政策，是其

打击“教唆词讼”背后的原因。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作者在黄宗智先生的论述中见到这样一句话：清代官方

材料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律例上所谓“讼棍”﹑“讼师”…清代法律制度起源于一

个相对简单的小农社会，当初是针对它而设计的，以为小农会畏怯法庭的尊严，

甘心接受县官判决。律例并没有准备用来对付社会的商品化和日益分化所带来的

种种后果：富裕的及老练的个人和集团，并不像小农那样，轻易变得畏怯。兴讼

频仍﹑积案加增的原因，并非讼棍﹑讼师的蛊惑，抑或生齿日繁，而是诉讼当事

人的构成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本文认为，结合本文前面的分析，可以蔽之矣。 
2﹑司法与行政制度 

     一方面清政府运用包括立法﹑修法等各种手段，取缔并防堵讼师介入司法，

另一方面讼师在不少地方反而更深刻地介入民间诉讼。这固然可以被解释为清代

官员执法能力不足，然而从深层次来看，这其实反映了当时行政制度以及法律观

念方面的重要变化。 

在司法与行政制度方面，清代前中期日趋严格的实行司法“审转复核”制度
37，以及更加认真的执行官员考核行政制度。因此，其所做的司法判决，以及行

政措施，往往会被讼师以此相威胁，因为讼师可能会向上级长官控告地方官员判

案不公正或者是行政措施失当而遭受惩罚。比如以查拿讼师而闻名的汪辉祖，就

曾遭讼师的多次控告，并 后被讼师利用了当时湖南官场的各种矛盾与可乘之

机， 终被附参革职。38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虽然中央政府明令取缔但地方官员却

不敢严格查捕讼师。用汪辉祖的话来说，地方官员之所以抓不到讼师，关键的原

因在于“不敢究征，非无所见”。按邱澎生的解释，官员与讼师之间是“外张内

弛”的局势，是官员与讼师之间的某种恐怖的平衡。 

因为官员考核的制度，地方官员要面对地方长官查控上控案件﹑民众检举税

务及行政失当的压力；又因为审转制度的加严加密，又要准备中央政府接受京控

驰审而来的“拘齐研究”复案审查。因这些林林总总的潜在威胁，使得讼师有机

                                                                                                                                                               
其《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第 146 页中，表明了大多数民事纠

纷都是通过司法机关以外的调解加以解决，而不是通过法院来处理。同时在其《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

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第 171 页其进一步指出了：清代民事诉讼的统计数字显示，

清代已是一个“健讼”的社会。相关的观点还可见于《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中，徐忠明

先生在《明清时期民间诉讼的态度与策略》一文中的考察。 
35 正如梁治平所言：“事实上，并不是‘健讼’之风和讼师的存在使得诉讼有增无减，恰恰相反，正是诉讼的

必要性促使民众选择诉讼，并使得讼师能够存在。”梁治平.从“礼治”到“法治”?， 放时代，99,1:82-83. 
36 如瞿同祖先生在《�清代地方司法》中介绍，�在 19 世纪，民事诉讼仅在每月三、八、十三、十八、廿

三、廿八等日受理。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页 446。� 
37 审转复核制度是明清政府维持成文法典的有效推行的一种制度。通过将比较精研法律知识或是娴熟司法

实务的官员集中在上级审判机关，由其对下级司法机关的判决书内容予以查察复核，透过这套审转的法定

程序，维持成文法典的有效性﹑公平性与一致性。 
38 《病榻梦痕录》卷下，乾隆五十八年（1793），页 479-494.转引自注 46。 



会得以挟制官员，使得官员对其不敢究征。39即使是中央政府，在维系“伸雪冤

枉”法律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下，也很难因为需要查拿讼师而缩小京控、驰审中讼

师可能介入的司法空间。这是一个特殊的制度框架，在此框架中，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与讼师，各有其份所当为之事，也各有其适宜遵守之界线，这可谓是清代

中期查拿讼师事件的底层结构。 

另一个是讼师得以存在的制度是官员的审限问题。40从官员应付审限的角度

看问题, 其自然不希望讼师参与，使得案件变得复杂化（这也是为何打击讼师的

理由）。然而若是从讼师介人诉讼的角度看，官员面临审限压力，讼师可以用各

种手段增加官员查证的成本，这正好可以增加讼师操持运作的机会。41因此由讼

师帮委托人胜诉的角度看，讼师在案件里增添愈多需要查证的事项，则官员审理

过程便需增加更多查证时间，讼师即可给官员更多压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假如

一旦官员做成不利己方判决后，涉及证据愈多，讼师即更容易找到官员当初查证

不足的疏失而向上级官员提出有利于己方的上控事由。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审限

这一制度的存在，反而使讼师可以由这项制度受益。42总而言之，邱澎生认为，

讼师在审转与审限制度的加严加密过程中，利用此种制度性变革契机而更紧密地

嵌人当时的司法体系运作中。这也是其得以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43 
不过，上述两个原因相比较，“野火烧不尽，吹风吹又生”的原因，更多的

还是因为清朝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 
� 

                                                        
39 详细论证见邱澎生.十八世纪清政府修订《教唆词讼》下律例下的查拿讼师事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集刊，民国 97 年 12 月。 
40 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讼师的存在可以提高官员的判案效率。本文是不太同意的。见张兴明.清代讼师存在

原因探析.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1 王又槐即对讼师手段有以下观察：“或嘱证佐袒覆藏匿，或以妇女老稚出头；或搜寻旧抵搪，或牵告过

迹挟制。或因契据呈词内一二字眼不清，反覆执辨；或捏造改换字据，形色如旧。或串通书吏捺搁，或嘱

托承差妄禀。诡诈百出，难以枚举”。［清］王又槐.办案要略，《官箴书集成》第 4 册，页 770。这些都是可

增加官员查证时间的拖延谋略。 
42 尝试与现在的诉讼制度相比较。本文认为，现在的民事审判中并不存在律师以审限威胁法官的情况。我

觉得当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首先在于诉讼中证据提交的规定的问题，而根本原因可能在于行政与司

法没有分 。官员的审判作为政绩的标准之一。不过邱澎生“审限制度的加严加密应可增加讼师介入操作

诉讼的机会”这个观点还可以再进一步考证与论述。 
43 对于审限制度的以上观点可以参见邱澎生.以法为名─讼师与幕友对明清法律秩序的冲击.新史学.第十五

卷第四期.页 48-51﹑页 62﹑页 64-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