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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研究清代大赦與死刑在立法與實踐上的關係，以釐清

目前研究中對兩者之關係理解中存在的誤解。文章首先討論清朝的

死刑制度及其歷史特徵，然後梳理清代大赦制度之演變，著重研究

以「常赦所不原」為中心之死刑與「大赦」的相互之演變關係。最

後，文章透過對乾隆登極年與乾隆三年秋審情況之比較，具體考察

大赦年與正常秋審年中死刑犯人的赦免情況，以求了解清代大赦制

度對死刑犯人的實際赦免效力及其實踐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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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赦免與死刑的分門研究成果已經十分豐碩，1而對於二者間

關係的討論似乎還不那麼充分。筆者多年從事中國死刑制度及其實踐

史的研究，發現中國歷史上立法者很少質疑死刑制度的合法性與合理

性，但卻十分重視對死刑適用範疇及其頻率的限制，其中，赦免制度

就是死刑適用的限制性制度之一。由於歷史上赦免形式繁多，如常見

的針對某些犯罪或特定的犯罪人免除刑罰的特赦、針對個別罪人的別

赦、針對特定地區的曲赦等，本文以大赦為中心展開研究，以求了解

這種赦免形式與死刑的具體關係。 

赦免與死刑基本上隸屬政治與法律兩個不同的領域。如果說法律

是對社會行為規範的一種強力約束的話，那麼赦免就是對這種約束的

緩解與鬆綁，是對司法判決的解除或者說取消，二者因此成為既互補

又對立的國家統治形態。法律一旦建立，則相對獨立於政治考量而成

為社會生活的規誡，具有常規性、穩定性與可預見性。赦免，是相對

於法制的一種君主政治性特權，具有超越法律的效力。從其特性上

講，它需要避開常規性與可預見性。特赦、別赦與曲赦都突出體現了

赦免的這一特徵，但我們將要研究的清朝的大赦相對特殊，因為它與

法律制度的逐漸磨合而變成一種「常赦」機制，進而具有一定的常規

性與可預見性，雖然從其性質與程度上看，它與法律的常規性及可預

見性有別。 

1 死刑研究方面比較突出的中國學者的近期研究成果有孫家紅，《清代的死刑监候》（北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胡興東，《中國古代死刑制度史》（北京：法律出版
社，2008）。關於赦免制度的通史研究有沈家本，《歷代刑法考．赦考》（北京：中華書
局，1985），徐式圭，《中國大赦考》（上海：商務，1934），郭金霞、苗鳴宇，《大
赦、特赦：中外赦免制度概觀》（北京：群眾出版社，2003）。而赦免制度斷代史方面的
研究，則有臺灣學者陳俊強針對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的專著《皇恩浩蕩─皇帝統治的另一
面》（臺北：五南出版社，2005，又名《皇權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臺灣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杜欽1992年撰寫的碩士論文《漢
代大赦制度試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陳宗乞1993年的碩士論文《兩漢大赦制度考
察》，鄔文玲，《漢代赦免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論文，2003），何榮，《唐
代赦免與減降制度探析》（政法大學法律史碩士論文，2007），田紅玉，《唐代大赦研
究》（首都師範大學，隋唐五代史碩士論文，2002），郭豔豔，《宋代赦書研究》（河南
大學中國古代政治史博士論文，2011）。此外，西方學者馬伯良對中國古代赦免制度的研
究，Brian E. McKnight, The Quality of Mercy: Amnesti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Justice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1)，日本學者佐竹昭對中日恩赦制度的對比研
究之作《古代王權と恩赦》（東京：雄山閣，1998）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筆者感謝兩位
匿名評審的批評與建議，使得本文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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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法律規誡社會的極限手段的死刑，自然保有法律的常規性與

穩定性，但它同時也具有某種政治特殊性，因為它在非常狀態下，能

變成君主的「法外」需要之「法內」利器。在這一點上，死刑與赦免

具有某種共同特性，即「法外」性或「例外」性。只是由於它們功能

上的截然不同，前者被當做必要的「惡」合法化地被使用，後者則被

美譽為君主的「法外之仁」。它們最重要的區別在於赦免可作用於死

刑，而死刑不能反作用於赦免。只是赦免對死刑的作用常常是有條件

的，這些條件因時、因事而異，具有很強的歷史性，不宜過度理論

化。 

中國從上古到二十世紀有漫長的死刑與赦免傳統，二者的關係並

不是一成不變的。文獻中就能看到它們自上古以來的各種實踐印跡：

漢代死刑與大赦呈平行發展的趨勢，雖有法定限制，但具體實施過程

中，似乎缺乏常規性。唐代雖然「常赦所不原」的規定入了律，但赦

書具體規定的內容與律文并不常常一致，死罪的赦免規範並不穩定。

北宋再次出現「急」法與「頻」赦相互競爭發展趨勢。明清以後，二

者的相互配合才逐漸通過「常赦」的進一步制度化而走上法制正軌。 

本文試圖通過筆者所掌握的文獻，討論有清一代大赦與死刑在制

度安排與司法實踐上的相互關係及得失。文章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

部分論述清朝的死刑制度之特點及其在中國死刑歷史上的定位。第二

部分討論清代的大赦情況，著重比較《大清律例》中「常赦所不原」

條款與前朝的區別、變化，梳理與分析它涉及死罪與死刑的具體條

款，釐清其核心立法邏輯。第三部分比較乾隆登極年與乾隆三年的死

刑執行與赦免情況，具體觀察死囚在大赦年與普通秋審年中的實際境

遇，以求釐清清代大赦制度對死刑犯人的實際效力。 

清代直接繼承并完善了明代中期以後逐步成型的兩大制度性成

果：大赦法制化與死刑監候規模化、制度化，並將二者進行更有效的

配合，因而更嚴格、更有效地限制了「濫」赦2與死刑實際執行量。 

                                               
2 比較典型的情況是北宋。據馬伯良的研究，趙匡胤在位十六年，有三分之一的月份，犯罪

者可以避過司法懲罰，一半以上的罪人可以逃避司法追究。而宋徽宗執政的二十六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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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清代的死刑制度 

一、死罪的立法及分類 

清代死刑制度的第一個特點，是它繼承了明朝中後期律例並用的

遺產，在立法上成為唐以後法定死罪最多的朝代。如果僅從律文規定

的死罪來看，該朝的法定死罪並非總是趨於增加，甚至是略呈減少之

勢。如順治朝直接繼承《大明律》中的262個死罪罪名，到雍正三年

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只有190條律文規定了死刑的適用，而乾隆五

年修訂的《大清律例》，僅載有189條關於死罪的規定。但是例文中

新增的死罪罪名確逐漸攀升：順治朝通過條例新增了275個死罪罪

名，雍正三年的《大清律集解附例》載有198條關於死罪的條例，如

表1顯示；而乾隆五年修訂的《大清律例》，則含有250條規定死罪的

例文，如表2顯示。 

表 1 雍正三年（1725）《大清律集解附例》中死罪數目與分類3 

淩遲 斬 絞 執行種類 

罪名種類 律 例 律 例 律 例 
總數 

立決 11 5 23 74 11 11 135 
真犯死罪 

監候   76 29 59 76 240 

雜犯死罪   5 2 5 1 13 

11 5 104 105 75 88 
類計數 

16 209 163 
388 

 

                                               
即1100至1126年間，60%的死刑犯人可以免死。就是其他皇帝治下，宋代35%到50%的死
刑人犯可以死裡逃生。Brian E. McKnight, The Quality of Mercy: Amnesti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Justice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1), p. 78. 

3 此表根據〈大清律例總類卷之六〉內容統計，原目錄載雜犯絞6條，雜犯斬7條，絞監候135
條，斬監候125條，絞立決22條，斬立決97條，淩遲處死16條，共408條，但筆者根據每項
具體羅列的條目反覆統計後發現，斬監侯細目僅有105條，沒有總目給出的125條。（清）
朱軾、常鼎等，《大清律集解附例三十卷圖一卷服制一卷律例總類六卷》（雍正三年內府
刻本，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第一輯，冊26，頁59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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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乾隆五年（1740）《大清律例》中的死罪數量與分類4 

淩遲 斬 絞 執行種類 

罪名種類 律 例 律 例 律 例 
總數 

立決 11 6 22 80 11 14 144 
真犯死罪 

監候   75 63 60 84 282 

雜犯死罪   5 2 5 1 13 

11 6 102 145 76 99 
類計數 

17 247 175 
439 

 

將這三個時代涉及死罪的律例相加，法定死罪就數量相當可觀

了：順治朝死罪多達537個，雍正朝降至388條，乾隆朝有回升至439

條。乾嘉之後，由於大清社會更趨動盪，死刑條款的立法又呈增加之

勢，以致到清末改革之時，清代的法定死罪罪名竟多達840餘個。5 

清代死刑制度的第二個特點是清朝繼承了明朝的三個實質性的死

罪分類，6即「真犯死罪決不待時」、「真犯死罪秋後處決」與「雜犯

死罪」，並將其制度化。其中，第一類死刑案件從一審上報、刑部複

核到皇帝旨批執行的程序相對迅速、簡化與直接，其特點我們下文在

涉及乾隆元年廣東省處決該類死刑人犯的情況時會進一步討論。第二

類死刑案件，在清代全部被納入日趨完善的死刑監候制度，而第三類

死罪基本「免死準徒」，并非屬於嚴格意義上的死刑案件。由於這三

項分類直接關涉死罪赦免問題，因此有必要嚴格地進行梳理。首先讓

我們介紹一下這三大類死罪分類在康、雍、乾時期的制度性變化。 

如上述二表顯示，雍正三年「決不待時的真犯死罪」共有135

個，占全部死罪罪名的35%，并包括三種不同的行刑方式：16個罪名

要被淩遲處死，97個斬決處置，22個絞決執行，它們的共同特徵為針

                                               
4 此表據〈大清律例卷四十六總類〉內容統計，《大清律例》（田濤、鄭秦點校本，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9），頁759-907。 

5 （清）沈家本，《沈家本全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卷4，〈死刑之
數〉，頁71-71。林乾，〈清代赦宥制度的特點〉，http://www.qinghistory.cn/qsjj/qsjj_ 
zz/363622.shtml，查閱時間：2015年6月10日。林乾統計的死罪數目與沈家本當年統計的
840相比，多出七個死罪罪名。 

6 按照傳統法律定義，死罪嚴格的分類是兩大類，即真犯死罪與雜犯死罪。但在實際操作
中，具有實質性分析價值的死罪應分為三大類，特別是明清以後。 



58 《法制史研究》第二十八期 

 

對惡性重罪所採取的死刑執行「決不待時」的快捷程序；「秋後處決

的真犯死罪」共有240個罪名，占全部死罪的62%，包括兩種常規死刑

執行方式，即斬決（105個）與絞決（135個），其共同特點為針對部

分非極端惡性的死刑案件進行反覆複核或延緩執行時間的「監候」複

審程序，而第三類為「雜犯死罪」，罪名只有13個，僅佔全部死罪罪

名的3%，其共同特徵皆針對政治社會道德影響面不大的死罪。這個

分佈到乾隆五年出臺的《大清律例》中發生了如下變化：淩遲罪增加

了1個，斬立決增加了5個，絞立決增加了3個，也就是說第一類「真

犯死罪」共增加了9個罪名；斬監候增加了33個，絞監候增加了9個，

即第二類「真犯死罪」共增加了42項罪名；只有「雜犯死罪」維持原

數不變。僅從前兩類死罪數量的增加上看，乾隆朝顯然加强了死刑立

法的力度。有研究表明乾隆四十年（1775）開始到嘉慶六年（1801）

之間，出現了將監候罪名大量改為立決罪名的立法變化：嘉慶六年的

律例修訂結果顯示，50個斬監侯罪名被改為斬立決，19個絞監候罪名

被改為絞立決，立決死罪共增加了69個，7這種將第二類「真犯死罪」

改成第一類的做法，意味著死刑的實際執行量增加。要充分了解這個

問題的性質，還得進一步分析清代的死罪分類結構與死刑實際執行的

關係。總的來說，跟明朝的情況相似，「真犯死罪決不待時」的立決

犯人全部逃不掉當年被處決的命運，而「真犯死罪秋後處決」的監候

犯人，只要入了秋、朝審系統，大多數可以避免被實際執行死刑，

「雜犯死罪」人犯在清朝立法中是直接「免死準徒」的，故第一類死

罪的增加，就意味著死刑執行數量的實際增加。 

二、死刑複核程序 

由於「真犯死罪」案件才是名符其實的死刑案件，因而也就只有

第一、第二類案子才真正進入死刑審理與複核程序。這兩類案件的勘

                                               
7 胡興東，《中國古代死刑制度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頁363-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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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刑訊等調查取證及預審權，跟所有案件一樣，都在縣一級司法行

政機關。它們與其他案件的區別，始於巡撫或總督等省一級司法機

關，其判決建議將分為「立決案」與「監候案」兩大類向皇帝與刑部

分別奏咨。具體程序如《清史稿》所載：「有關人命及流以上，專咨

由部彙題。死罪係謀反、大逆、惡逆、不道、劫獄、反獄、戕官，并洋

盜、會匪、強盜、拒殺官差，罪干淩遲、斬梟者，專折具奏，交部速議。

殺一家二命之案，交部速題。其餘斬、絞，俱專本具題，分送揭帖於法司

科道，內閣票擬，交三法司核議。如情罪不符及引律錯誤者或駮令覆審，

或徑行改正，合則如擬核定。議上立決，命下，釘封飛遞各州縣正印官或

佐貳，會同武職行刑」。8而「監候」案件，則分別按期納入當年或翌

年的朝審或秋審。由於死刑「監候」案件的審理過程是清朝死刑制度

的重要特徵，比「立決」死刑案件的審理程序複雜，涉及的死刑犯人

人數更多，與赦免制度的關係也更為錯綜複雜，因而需要重點考察。 

死刑監候制度起步於明朝而完成於清朝，具體時間如薛允升所

言，「朝審之例，起于前明天順，秋審始於康熙年間，係仿照朝審之

例辦理，乃秋曹中一大典章」。9與明朝不同的是，這個以皇帝為核

心的會審死刑案件的制度，從康熙年間才開始惠及全國「〔京城〕內

外死罪人犯」，10而其整體性、制度性的完善則發生在雍正與乾隆年

間，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下面幾個時間節點上的變化： 

（一）秋審、朝審死刑犯覆奏制度化 

雍正二年（1724）四月，一條欽定例將三覆奏的程序推及外省死

刑勾決人犯： 

〔朕〕獨念朝審重囚，其情實者，刑科必三覆奏，聞勾除者方

                                               
8 《清史稿．志一百十九 刑法三》，（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4207。（清）席裕福、

沈師徐，《皇朝政事類纂．刑四十三 斷獄 有司決囚等第》（臺北：文海出版社，
1983），卷411，頁9246。 

9 （清）薛允升，《讀律存疑．刑律二十五 斷一下 有司決囚等第 條例》，胡星橋，鄧又
天，《讀律存疑點注》（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1994）卷49，頁846。 

10 《大清律例》，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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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處決，而外省情實重囚，惟於秋審後法司具題，即咨行該

省，無覆奏之例，朕思中外一體，豈在京諸囚宜加詳慎，在外

省者獨可不用詳慎乎？人命攸關，自當同仁一視，自今年為

始，凡外省重囚經秋審具題，情實應決者，爾法司亦照朝審之

例三覆奏，聞以副朕欽恤慎罰之至意，爾部即遵諭行，特

諭。11 

然而，雍正皇帝的這一「慎重人命」之創舉僅推行了二十五年，

由於行政程序過繁、成本過高，加上京城與直省「內外」有別及死刑

犯人數增加，於乾隆十四年（1749）被高宗帝下諭改為一覆奏： 

朝審情實人犯，例由刑科三覆奏，其後各省秋審亦皆三覆奏。

慎重民命即古三刺三宥遺制，謂臨刑之際，必致詳審，不可稍

有忽略耳。非必以三為節也。朕每當勾到之日，置招冊於旁，

反覆省覽，常至五六遍，必令毫無疑義，至臨勾時，猶必與大

學士等斟酌再四後予勾。豈啻三覆也哉？若夫三覆奏，本章科

臣匆遽具題，不無豕亥。且阻於時日，豈能逐本全覽？嗣後刑

科覆奏各省皆令一次。朝審仍令三覆。12
 

在沈家本的記錄中，此諭還有被省略了的下述這段文字，它解釋

了此舉所關注的司法行政弊病： 

朕思為政，惟當務實，而師古不在徇名。三覆之例行之雖久，

實不過具文。若不詳閱招冊，即照例十覆亦不過照例稟旨，此

廷臣所共知者，徒事繁文，何益於政？嗣後刑科覆奏，各省皆

令一次，朝審仍令三覆，亦足寓存革之意，實敦行簡之風。欽

此。13 

                                               
11 朱軾、常鼎等，《大清律集解附例．刑律 斷獄 有司決囚等第》，卷28，頁451-452。 

12 《皇朝通志．刑法略四 刑制 秋朝審》（上海：上海圖書集成局，光緒二十七年，1901）
卷78。 

13 沈家本，《沈家本全集．敘雪堂故事》，卷2，〈秋朝審覆奏本〉，第2冊，頁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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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同樣的理由，嘉慶二十年（1815）九月，仁宗皇帝最終將

秋、朝審死刑案件統一簡化為一覆奏： 

乾隆十四年將直省秋審，改為一覆奏。朝審與秋審事同一例，

嗣後朝審亦著改為一覆奏，已足以存舊制。至向來覆奏之本，

皆於黃冊進呈後，隨即奏上，距勾到之時甚遠，嗣後黃冊仍於

八月中旬呈進。其秋審、朝審覆奏之本，皆於本省勾到前五日

覆奏一次。朕批閱時，再同黃冊詳加酌覈，以昭慎重，著為

令。14
 

（二）秋審行政時空安排制度化 

雍正三年（1725）的《大清律集解附例》規定了秋審死刑犯人的

分類招冊依各省地理遠近、交通情況而擬定的上報時限及違限責任追

究規則： 

秋審時，督撫將重犯審擬情實、緩決、可矜具題，限七月十五

日內到部。刑部將原案貼黃及法司看語並督撫看語，刊刷招

冊，進呈御覽，仍送九卿、詹事、科、道各一冊，八月內在金

水橋西，會同詳核情實、緩決、可矜，分擬具題，請旨定奪。

其盛京等處案件，亦造入各省秋審案內具題，俟命下日，先後

咨行直省，將情實犯人于霜降後冬至前正法。其諮文到地方限

期，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福建限四十日；江西、

浙江、湖南、甘肅限二十五日；江南、陝西、湖北限十八日；

河南限十二日；山東、山西限九日；直隸限四日；盛京限十五

日；甯古塔限一個月。俱入次年秋審。 

此條顯然從康熙十二年下述相關規定演變而來： 

令該督撫會擬情真、緩決、矜疑，分別具題。每年於七月十五日

                                               
14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刑部．刑律 斷獄十二 有司決囚等第六》（北京：商務印書局，光緒

三十四年，1908年出版，宣統元年1909年再版），卷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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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到部，若限內不到者，將該督撫交該部議處。各犯原案俱在刑部，

將該督撫所題貼黃，加三法司會議看語，并該督撫會審情真、緩決、

矜疑看語，刊刷招冊，進呈預覽後，分送九卿、科道官員各一册。八

月内在天安門外會議情真、緩決、矜疑，分擬具題，請旨定奪。俟命

下之日，咨行直隸各省，將情真犯人於霜降以後、冬至以前正法。雲

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福建俱限四十日，江西、浙江、湖

南、甘肅俱限二十五日，江南、陝西、湖廣俱限十八日，河南限十二

日，山東、山西俱限九日，直隸限四日，盛京限十五日，甯古塔限一

個月，將咨文封面上明注所到限期發行。若沿途該地方官限內遲延不

到者，該督撫查明題參。至直省督撫將情真、緩決、矜疑者審擬具題

以後，有續發事件，不必具題，俟來年秋審。其盛京等處監禁重犯，

亦造黃冊，入在直省秋審內具題完結。15
 

顯然，康熙朝題準的內容更明顯地帶有針對直省督撫責任的要

求，說明當時秋審制度正在推行之中，此外，中央會審地點也不同於

雍正朝。但秋審制度的其他地理與時間要素都已具備，隨後經過雍乾

兩朝的進一步制度化而最終成為清朝行之有效的定制。16 

而且乾隆朝還新增了關於外省秋審人犯的解審以及外省勾決犯人

的行刑時間的規定： 

秋審斬、絞重犯有三次俱擬緩決及三次俱擬情實，該督撫察其

情罪無可更定者，只令有司敘由詳報，核招具題，停其解審。

如該犯雖經三次審定，該督撫揆其情罪，尚涉可疑者，仍提解

親鞫。至三次中有前擬情實後改緩決，前擬緩決後改情實，仍

照例解審。秋審應決重犯，冬至以前文到者，照例行刑。已過

冬至或正值冬至齋戒日期文到者，仍牢固監禁，俟次年秋審應

                                               
15 《大清會典》（康熙二十九年內府刻本），卷130，頁4-5。 

16 朱軾、常鼎等，《大清律集解附例．刑律斷獄 有司決囚等第》卷28，頁452。《大清律
例》，頁58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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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人犯，一併題明處決，其遲延各官，交部議處。17 

（三）秋審處的建立與秋、朝審分類標準的完善 

雍正十二年（1734），皇帝准許刑部奏請，正式在該部下設秋審

處，取代此前專辦秋審事務的四川司。乾隆七年（1742），秋審處正

式轉變工作性質，針對秋審案件進行實質性地核訂情節、分別實、緩

工作，以避免審判過程中審判標準畸輕畸重的弊病。到乾隆中期，秋

審處的行政職能更為重要，成為刑部主持歷年秋審事務的核心機構。18 

至於秋朝審分類標準，也有一個逐漸完備的過程，順治年間的材

料表明當時的分類標準有一個從「情真」、「矜疑」、「有詞」三項

（順治十年，即1653年）19變為「情真」、「應緩」、「矜疑」三項

（順治 十 五 年 ， 即 1658 年） 20 的轉變。這 一 分類於康熙十九年

（1680）在《刑部現行則例》中被細分為四類：「情真」、「緩

決」、「矜」、「疑」。雍正年間出於「矜恤罪人之親以廣孝治」的

考量新增了「留養承祀」的類別，規定「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

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家無以次成丁者有司推問明白。開具所犯罪

名，并應侍緣由。奏聞，取自上裁。若犯徒、流而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侍養

者，止杖一百，餘罪收贖，留存養親」。

21乾隆以後，這一分類進一

步以制度的方式固定下來，一直延續到清朝解體。 

（四）對「緩決」人犯的恩減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針對秋審「緩決」犯人長期滯留獄中所導致的

獄制壓力而出現的改進措施：乾隆四年（1739），將秋審「緩決」五

次以上之人犯，酌其情罪稍輕，尚可貸以生路者，比照凶盜免死之

                                               
17 《大清律例》，頁588-589。 

18 鄭小悠，〈清代刑部秋審處及其司官〉，《中華文史網清史參考》http://www.qinghistory. 
cn/qsck/407467.shtml，查閱時間：2015年7月25日。 

19 《清實錄．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77，第三冊，頁611。 

20 《清實錄．世祖實錄》卷120，頁932-933。 

21 朱軾、常鼎等，《大清律集解附例．名律例 犯罪存留養親》卷1，頁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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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充發邊遠煙瘴地方。22乾隆十六年（1751）開始，「緩決」三次

以上人犯逐漸成為恩赦實踐的常態「酌減」對象，23乾隆三十六年

（1771）以後，對此類死囚的定期減免一度成為定制。由於乾隆三十

九年（1774）五月的上諭模式此後成為貫徹此項制度的標誌，故特錄

如下： 

向來秋、朝審人犯如通計數及萬人，即敕部將三次緩決者分別

減等，以示法外之仁。令自乾隆三十六年以來距今歲秋讞時，

約計人犯又有萬餘，其三次以上緩決者，至期原在應行查辦之

例，但為時尚有數月，此際尚須滯繫囹圄，現因京師及近畿地

方甘霖未沛，農田待澤方殷，已降旨將刑部及直隸省軍流以下

罪名減等發落，至此等緩决人犯不但三次者，今秋應予減免，

即緩決一、二次者，其情罪本輕，再隔數年，亦仍歸於寬減。

若令早為查辦，使刑獄一清自更，足以昭欽恤而召和甘，著刑

部即將曾經緩決一、二次以上人犯，逐一查明，酌量所犯案情

以次辦理奏聞，分別減等，副朕矜慎祥刑之至意。24 

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有〈查辦秋朝審緩決三次以上人犯條

款〉出臺，將緩決三次以上死囚減等的標準進一步細化、制度化。可

獲減流的此類犯人包括「鬥毆、共毆、擅殺罪人、毆妻致死、姦夫擬

抵、奴婢毆死良人、毆死本宗外姻卑幼、毆死兄弟妻、姦婦不知情、

毆死妻前夫子女、受惠頂兇、背夫逃走、良人毆死他人奴婢、毆死夫

妾、羞忿自盡、毆死功服僱工、威力主使制縛致死、比照大逆緣坐之

伯叔減流，其祖父釋放比照大逆缘坐之伯叔减流、其祖父釋放」等18

項，另外還有可獲減流近邊者5項、邊遠者4項、極邊四千里者6項、

伊犁與烏魯木齊等處2項，黑龍江等處11項，共計46項條款。而不准

                                               
22 《清實錄．高宗實錄》，卷176，第八冊，頁268。 

23 乾隆十六年正月，乾隆十八年四月，乾隆三十年八月，乾隆三十六年五月都分別對此類人
犯進行減免。其中，乾隆三十年，有緩決十次以上的三百三十三名囚犯獲得了寬減。《皇
朝通典．刑十 赦宥》（上海：上海圖書集成局，光緒二十七年，1901）卷89，頁1-7。 

24 《皇朝通典．刑十 赦宥》卷89，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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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等的32項含括如圖財強嫁、因姦謀殺本夫、謀叛未成、減等人犯復

犯死罪、姦職官妻、枉法贓、監候待質、威逼期親尊長致死等」。25

這78項具體規定，將針對「緩決」人犯的有規律減等配合「恩赦」，

即切實改善了秋審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即長期積壓死囚所造成的獄制

壓力，又有效展現了「皇帝之仁」。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制度化「法外

之仁」與它所排除在外的另一種「在監病斃，得免肆市」26之「法外

之仁」間的關係，關於這一點，我們下文還將展開討論。 

在死刑監候制度的形成與完善過程中，清代幾位皇帝的親力親為

是該制度得以運行的重要基礎，尤其是皇帝親自參與秋朝審終審環

節，使得死刑監候制度演變成為清代的國朝大典之一。 

三、皇帝在秋審中的作用 

過去由於史料公佈的不足，秋審制度給西方學者留下一個謎點，

那就是這樣一個基於高度理性設計并耗費巨大行政成本的死刑複核制

度，在最後的決定時刻，卻是以皇帝任意勾決之舉結束，這個意象幾

乎可以頃刻之間摧毀這項制度的全部合理性。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之

後，大量清代文獻得以逐步公諸於世，使史家可以重新描述并接近這

個制度的運行細節，尤其是皇帝在此制度中的具體作用與實際參與情

況。在筆者對清代帝王的《起居注》27的查閱中，發現康、雍、乾、

嘉四位皇帝都親自參與秋審與朝審的死刑犯勾決覆審的決定過程。儘

管年幼的帝王在這些過程中完全缺席，比如同治、光緒與宣統，他們

的起居注中皆沒有親自主持秋審的記錄，但前期四位皇帝的親自介入

可以說奠定了這個制度的基礎。 

                                               
25 沈家本，《沈家本全集．敘雪堂故事》卷2，〈緩決三次人犯減等條款〉，頁420-424。 

26 嘉慶五年（1800）上諭：「所有罪應斬、絞人犯，除立決外，餘令監禁秋後處決者，原係
於執法之中。寓哀矜之意，該犯等於未屆勾到以前，或在監病斃，得免肆市，亦屬法外之
仁」。《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刑部 刑律 断獄十二 有司決囚等第六》，卷849。 

27 清代正式設立起居注館是在康熙九年，除康熙五十七年至六十一年間該館被裁撤，其他時
間始終記注未停。目前所存的清代起居註冊起於康熙十年九月，迄於宣統二年十二月。中
間有缺失，已不完整。《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一册，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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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皇朝通典》所錄，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間，停止全国秋審、

朝審八次，停決秋决人犯十八次，還有一次停決南方地區的秋決人

犯。28現存的《康熙起居注》顯示，康熙帝曾親自參與了表3顯示的

十年之中一共十三次朝審與秋審，其中五次朝審分別舉行於康熙十二

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四十四年，八次秋審分別發生

在康熙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四十五

年、五十四年和五十五年。其中三年，即康熙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和

二十五年，康熙帝同時參與了朝審和秋審。 

表 3 《康熙起居注》所見的朝審與秋審記錄29 

年號／公曆
停決年

記錄 
朝審 秋審 日期 各省情實人犯數 資料來源 

康熙十二年 

（1673） 

 朝審    第1册，頁131 

十月二十一日  

十月廿三日 矜疑人犯 

十月廿六日 緩決人犯 

康熙十八年 

（1679） 

  秋審

十一月十二日 秋決重犯 

頁449 

頁450-451 

頁463-4 

 

九月十八日 江南、江西 

九月二十日 秋決重犯 

十月六日 

十月十三日 

 

三覆奏 

康熙十九年 

（1680） 

  秋審

十月廿三日 重犯處決 

頁615-617 

頁621-612 

頁624-625 

頁630-631 

 

 秋審 九月廿一日 江南、山東 

朝審  十月十四日 京城 

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十月廿八日 三覆奏 

第2册，頁1071-2 

頁1080-1 

頁1093-5 

九月廿五日 廣東、雲南、福

建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秋審

九月廿六日 

十月三日 

十月十二日 

十月十六日 

十月廿二日 

十月廿三日 

貴州 

江西 

廣西 

山東 

山西 

情真原免 

頁1364 

頁1368 

頁1374 

頁1377 

頁1381-3 

頁1386 

頁1391 

                                               
28 《皇朝通典．刑十 赦宥》，卷89，頁1-7。 

29 《康熙起居注》包括康熙十年九月至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九年，四十五年，五十三年至
五十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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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號／公曆
停決年

記錄 
朝審 秋審 日期 各省情實人犯數 資料來源 

   

朝審 

 十月三日 

十一月十一日 

京城  

 秋審 九月廿三日 直隸缓决 

朝審  十月十六日 京城 

康熙二十五年 

（1686） 

 

  十月廿八日 三覆奏 

頁1540 

頁1547-8 

頁1553-4 

康熙四十四年 

（1705） 

 朝審    第3册 

頁1945 

康熙四十五年 

（1706） 

  秋審 十月廿二日 

十月廿三日 

十月廿五日 

十月廿八日 

十一月一日 

十一月八日 

十一月十三日 

山東、山西、直

隸 

頁2030 

頁2033-4 

頁2036 

頁2038-9 

頁2041-3 

康熙五十四年 

（1715） 

十一月

八日決

定停決 

 秋審 十月四日 

十月十日 

十月三十日 

福建、盛京、浙

江、直隸、山西 

頁2202 

頁2204-6 

頁2208-10 

頁2214-5 

九月二日 廣西 

九月十七日 盛京 

九月廿四日 浙江 

康熙五十五年 

（1716） 

十月二

日決定

停決 

 秋審

十月二日 江南 

頁2305 

頁2308 

頁2311 

頁2318 

頁2321 

 

細看此項統計不難發現，審核的秋審人犯名單分別來自十二個

省，它們是江南（四次）、直隸、山東、福建、山西（分別各三

次）、廣東、廣西、雲南、盛京、浙江（分別各兩次）、江西與貴州

（分別各一次）。皇帝參與朝審與秋審的時間大致在陰曆九月到十一

月初之間，有時有他三天的參與記錄，有時他則會花七天的時間參與

此項活動。不過，與雍正、乾隆朝之後的情況相比，康熙帝參與審核

的死刑犯人分類，並不十分規律，有時是「矜疑」人犯、「缓决」人

犯、「秋决」重犯，有時是「情真原免」犯人。有時一天只審理一個

省的死刑犯人，有時則審理幾個省的。 

《皇朝通典》的文獻表明，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間，八次停止了

秋決，它們分別是雍正元年、二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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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年與十三年。30而《雍正朝起居注冊》31則記錄了雍正皇帝親

自主持的三次秋、朝審的詳情，它們分別是雍正三年（1725）的朝

審、六年（1728）年與十二年（1734）的秋審，如表4顯示： 

表 4 《雍正朝起居注冊》所見的朝審與秋審記錄 

複審類別
年號 

停止秋審

或停決 朝審 秋審 
地點與日期 各省情實人犯數 頁碼 

雍正三年 

（1725） 

 朝審  懋勤殿 

十一月七日 

情實犯人74名 頁608-612 

雍正四年 

（1726） 

停止處決

情實人犯 

  十月五日  頁801 

九月廿三日 云、貴、川、廣西情

實犯人38人 

頁2264 

九月廿五日 盛京、陝西情實應勾

決75人 

頁2271-2277 

九月廿六日 湖廣、浙江、江西情

實應勾決84人 

頁2279-2285 

雍正六年 

（1728） 

  秋審

九月廿七日 江南情實應勾決90人 頁2287-2294 

九月廿二日 雲、貴、川、廣西情

實應勾決44人 

頁4013-4016 

九月廿二日 廣東、福建情實應勾

決45人 

頁4019-4021 

九月廿六日 盛京、陝西。湖廣情

實應勾決45人 

頁4026-4028 

十月三日 浙江、江西、安徽、

江蘇情實應勾決46人 

頁4040-4042 

十月六日 河南、山東情實應勾

決人犯54人 

頁4047-4049 

雍正十二年 

（1734） 

  秋審

十月七日 山西、直隸情實應勾

決人犯51人 

頁4052-4053 

 

其中關於雍正六年的記錄，這兩個文獻似有出入，前者顯示當年

秋決停止，後者則表明雍正帝主持了該年的秋決大典。但將這兩個記

錄與乾隆十一年（1747）的一則上諭做一比較，疑問即可引刃而解。

該上諭寫道：「〔…〕雍正六年各省勾到，惟朝審未勾，內有擬入情

                                               
30 《皇朝通典．刑十 赦宥》，卷89。 

31 《雍正朝起居注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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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者五案」。32也就是說，該年停決只限於朝審死囚，秋審審理的外

省死刑犯人如期進行了勾決。 

細讀《雍正朝起居注冊》中的內容可以發現，雍正皇帝親自主持

的兩次秋審所舉行的時間，均在農曆九月底到十月初之間，而朝審的

舉行時間則在農曆十一月（先舉行秋審後進行朝審的這一順序，此後

在乾隆朝一以貫之）。兩次秋審都將地理上相近的省份放在一起審

理，比如雲、貴、川、廣西放在一組，廣東與福建放在一組，盛京與

陝西在一組，分幾個工作日進行。其中，雍正十二年的秋審人犯之省

別組合情況，十分接近乾隆五年修訂的《大清律例》中的法定標準。

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細節是，與康熙皇帝不同，雍正帝只參與審理

「情實」應勾決人犯的終審，他逐一聽聞每個案件的摘要，提出具體

的意見，給出「勾決」、「緩決」、或予以減免的理由。下面是雍正

三年與六年，他參與朝審與秋審案件審理過程中，對一些個案所發表

的具體處理意見： 

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七日辛丑辰時，上御懋勤殿，參與朝審「情

實」人犯應勾決七十四人的終審。 

聞至斬犯二小子、陸七禮等勒索伊主希福納，除賣身文契并訛

詐銀數百兩一案。上曰：『此案歷年已久，其案內多人俱已減

等發落，此中別有情由，即伊主希福納亦無心欲特此二人正法

之心，著從寬免死，減等發落』。 

又聞至斬犯李元璽、絞犯佟九等將應追入官銀入己，捏稱蔣集

之借欠未還，令伊子誑閽一案。上曰：『此係大光棍，法無可

貸，朕特欲再將伊禁一年，姑緩決』。 

又聞至斬犯六格賄賂隆科多，謀捏道員、斬犯張六從充發地方

逃回，又為六格鑽營過付一案。上曰：『此與岳周一案情事相

                                               
32 《欽定大清歷年事例．戶部 戶律 倉庫四 挪移出納》，http://lsc.chineselegalculture.org/eC/ 

HDSLXB/2.3.9.136.1，查閱時間：201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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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羹堯、隆科多謀利營私以致伊等犯法。因有納賄者，方

有行賄者必予受，皆斬用法始得其平。今尚未將年羹堯、隆科

多正法，伊等應俱從寬免死。六格、岳周俱著僉妻發往黑龍

江，張六著發往廣西煙瘴地方當兵丁苦差，令地方官嚴加管

束』。 

又聞至斬犯普順因宿忿，率領僧徒打死同居僧竇權一案。上

曰：『著改絞予勾』。 

〔…〕 

又聞至斬犯黑爾庫因索債情急打死小高一案。上曰：『著改絞

予勾』。33 

雍正六年九月秋審雲南、四川、貴州、廣西「情實」罪犯應勾決

者三十八人，雍正在審議開始前就具體表態說：「朕於此情實各案俱

已細閱，人命至重，今值勾決，尤當詳慎。爾等茍有所見，務須盡言

無隱，凡從前緩決者，非兇從寬宥有一線可生，即暫免勾，以示再三

審慎之至意」。「朕意凡以刀刃殺人者，罪抵死，其以他物傷人而誤

至死者，當酌其情罪量予減等」。 

在聽完雲南斬犯武生楊之琦毆死阿保一案的細節彙報（楊之琦曾

借阿保馬一匹，屢討不還，阿保發言詈駡，之琦喚阿保至家，責其無

禮，阿保以頭撞之琦之時拳毆阿保殞命）後，雍正皇帝批示：「楊之

琦倚恃武生毆凌百姓原屬可惡，今細閱招冊，阿保以頭相撞，楊之琦

拳毆至死，非故殺，著緩決」。34 

乾隆繼承并常規化了雍正晚期的秋審實踐。筆者根據《高宗實

錄》錄得乾隆在位六十年中，有四十四年舉行了秋審與朝審，只有十

六年停止舉行的記錄。參與省份最多時有全國十七個省，如1742年和

1759年，最少時只有四個省，如1756年。乾隆帝也經常親自參加應勾

                                               
33 《雍正朝起居注冊》，頁609-610。 

34 《雍正朝起居注冊》，頁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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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實」犯人的終審。 

然而，有了如此完善的秋、朝審制度，赦免是否就基本與死刑犯

不相干了呢？如果不是，它們之間又是怎樣的關係呢？ 

貳、清代的大赦 

一、赦宥制度的實踐理念與種類 

成書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的《皇朝通典》，在介紹該朝的

赦宥制度專章中這樣簡述其制度理念與實踐原則： 

赦宥之典，議之者眾矣。蓋不赦，無以昭天地之和。數赦，易

以長奸宄之漸。不姑息以壞法而又不威克以損恩，則聖之時德

之至也。我世祖我章皇帝定鼎之初，蕩瑕滌垢，咸與維新。自

時厥後民風丕變，逢慶典則赦，值眚災則赦，有問歲而舉，有

數十歲而舉，民之沐浴膏澤者，浹髓淪肌，而非其時不赦也。

又赦有常格，十惡不得予赦，有三次緩決，減等開釋。情實重

犯不與彼抵網觸禁。自速厥辜者，又豈有幸焉？故民卒不聞以

幸赦之心，輕罹憲典，而上益得以好生之德敬迓天庥。聖祖仁

皇帝諭曰：自古不以頒赦為善政，以其便於惡人而無益於善人

也。百餘年來祗率盛典不疏不數，與時偕行。故自開國以迄於

今，赦典凡數十，見國恩有節，民慶無疆，和氣祥風，彌綸周

浹，溯唐虞三代之盛，莫與比隆者也。 

這段文字首先闡述了清朝赦免制度的政治哲學思想，它顯然直接

繼承傳統「天人合一」政治理念，強調社會治理中「法」與「德」的

辯證統一。隨後介紹清代赦免實踐之時間規則與法律準則，即「非其

時不赦」與赦與不赦之「常格」。最後論證赦免雖非「善政」，但只

要「國恩有節」，即可「民慶無疆，和氣祥風，彌綸周浹」，以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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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不過，這段文字並不能讓我們歸納出理念後面具體的制度安排

與種類，我們還得藉助其他的文獻。 

據《清史稿．刑法志》記載，清代的「赦典有恩赦、恩旨之别

〔…〕恩赦死罪以下俱免，恩旨則死罪以下遞減。」這個劃分只能用

來區別赦免的兩部份內容，一是赦罪釋放，另一種是減刑處置。由於

免罪與減刑在實踐中常常配合使用，故不能用此劃分作為區分赦免類

型的標準，更不能用它來釐清死罪與赦免制度的關係，因為它將「死

罪」全部排除在赦典之外，似乎「恩赦」與「恩旨」皆與死罪無關。

為此，我們只好藉助我們對原始材料的分析來進行重新歸納。 

《皇朝通典．赦宥》羅列了的從天命六年（1621）到乾隆五十年

（1785）一百六十四年間大清皇帝的赦宥記錄，我們至少可以區分出

四種情況的赦：大赦或大赦天下、曲赦、特赦與減等發落，如果停止

秋決或停止秋審也算恩惠形式的話，就共計有六種形態。其中惠及全

體臣民的大赦或大赦天下，共計41次。35只惠及某地、某兩地或數地

某類犯人的曲赦計40次，36僅惠及某類罪犯或特定犯人而不限於某地

區的特赦則有47次，37以「恩旨」形式出現的減等共38次，而且最後

這一形態的赦宥自康熙以後，常常涉及死刑犯人。再有就是停止秋朝

審與停止秋決，我們錄得這一百六十四年間，停止秋審9次，停止朝

審6次，全國性的停止秋決39次，地區性的停止秋決3次。而在光緒十

二年（1886）版的《欽定大清會典事例》中記錄的從嘉慶元年到道光

三十四年共一百一十三年間，載有嘉慶帝在位二十五年（1795-

1820）內，停決年計有6次，分別是嘉慶元年、三年、四年、九年、

十二年與十五年；道光帝執政三十年（1820-1850）中停決年有5次，

分別是元年、十一年、十五年、二十一年與二十五年；咸豐帝在位十

                                               
35 順治前稱大赦，順治統治中國後稱大赦天下。 

36 如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康熙帝下江南，「詔赦山東、江南、浙江經過地方死罪以下人犯，
除十惡外，餘悉寬釋，停止秋決」，乾隆三十年闰二月，「上南巡，命寬減江蘇、安徽、
浙江三省軍流以下人犯」。 

37 如雍正七年十二月，「諭八旗包衣發遣人犯三年無過，酌予赦宥」，乾隆二年五月，「赦
釋配所年老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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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1851-1875）共停決2次，分別是元年與十年；同治朝十四年

（1861-1875）中僅在元年停決1次；而光緒朝的三十年（1875-1908）

內亦有5次停決年記錄，分別是元年、二年、七年、十年與十一年。

38本文下面將著重圍繞大赦與死刑犯人的關係展開討論，其中死囚赦

宥的其他重要相關形態，如「停刑年」會不斷浮出檯面。 

二、大赦頻率與名目 

大赦只是赦典中的一個類型，但它最具代表性。首先它惠及對象

最廣，不以特定的人為限，凡在某一時期內犯某些罪的罪犯，都可受

惠，具有普適性；其次，它具有一定的常規性，具有制度層面的研究

價值；其三，它涉及的赦免方式最多樣也最複雜，因此我們以它為中

心來考察清代死刑與赦免制度的關係，會比較有著力點。 

據學者統計，「清代自顺治元年至宣統三年（1644-1911）的二

百六十八年間，共有81次大赦」，39平均每三年多大赦一次，似乎比

明朝略為頻密。但與兩漢、唐、宋的情況相比，都屬歷史上少赦、

「吝」赦的朝代。不過，與前朝盛世少赦、亂世頻赦的情況相反，清

朝在康、庸、乾盛世期間，大赦較頻，共計52次大赦，其中顺治朝13

次，平均每一年零五個月赦一次；康熙朝26次，平均每兩年零五個月

一赦；雍正朝7次，平均每一年十個月赦一次；乾隆朝19次，平均約

三年一赦；而從乾隆朝末期開始，清朝步入內外交困的衰落期，大赦

的施行的頻率則漸弱，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绪五朝112年間

「共大赦16次」，40平均每八年零四個月才大赦一次。 

相對於前朝，清朝大赦的規範更加嚴格，名目也相對減少，如雍

正帝取消了立皇子赦。據《清史稿．刑法志》記載，清代「歷朝登

極、陞祔、冊立皇后、皇上五旬以上萬壽、皇太后六旬以上萬壽及武

                                               
38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刑部 刑律 斷獄 有司決囚等第第六》卷849-850。 

39 林乾，〈清代赦宥制度的特點〉。 

40 林乾，〈清代赦宥制度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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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克捷之類」是該朝大赦的基本名目，而在這六項名目中，前三項與

最後一項是最為常見的大赦節點，它們在實踐中得以持續落實。清朝

從順治到宣統共有十位皇帝登極，九位皇帝陞祔，如表5顯示。41 

表 5 清朝十位皇帝登極與九位皇帝陞祔大赦年表42 

登極年份 皇帝年號及生卒年 享年 在位年數 陞祔年份 廟號 

1644年 順治（1638-1661） 22歲 18年 1661年11月 世祖 

1662年 康熙（1654-1722） 68歲 61年 1723年9月5日 聖祖 

1723年 雍正（1678-1735） 56歲 13年 1737年3月 世宗 

1736年 乾隆（1711-1799） 87歲 60年 1799年9月19日 高宗 

1796年 嘉慶（1760-1820） 61歲 24年 1782年3月28日 仁宗 

1821年 道光（1782-1850） 67歲 30年 1850年3月 宣宗 

1851年 咸豐（1831-1861） 31歲 11年 1864? 文宗 

1862年 同治（1856-1875） 19歲 14年 1878? 穆宗 

1875年 光緒（1871-1908） 37歲 33年 1908 德宗 

1909年 宣統（1906-1967） 61歲 3年  遜帝 

 

將武功克捷作為傳統大赦的理由，清代較為常見，如順治元年

（1644）十月定鼎京師，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亂，乾隆二

十年（1754）六月平定伊犁，乾隆二十四年（1758）十一月，平定回

部，嘉慶七年（1802），平白蓮教，都有大赦天下的記錄。但以天

災為由的大赦，則相對於前朝要少，它更多地適用於曲赦或特赦。當

然，清朝也有其獨有的大赦名目，比如，乾隆帝首創的即位十年赦，

此制得到除道光皇帝外其他各帝的維繫，如表6所示： 

表 6 清代皇帝即位十年赦年表 

即位十年赦時間 皇帝年號 

1745年 乾隆十一年 

1806年 嘉慶十一年 

1842年 咸豐十一年 

1867年 同治十一年 

1885年 光緒十一年 

                                               
41 故宫博物院編，〈清代宫廷大事表〉，http://www.dpm.org.cn/www_oldweb/China/g/g1/g1b4. 

htm。查閱時間：2015年6月20日。 

42 此表以《清實錄》的材料為主，其中咸豐、同治二帝陞祔時間未見於《清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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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赦的法定程序與「常赦所不原」的原則 

清朝的大赦雖然由皇帝頒發赦詔或赦令，但落實大赦實施細則的

卻是刑部。刑部減等處43負責其常規性事務，如在赦詔落實前向皇帝

上報具體「恩赦條款」和「減等條款」，由皇帝欽定後才開始實施。

大赦的受惠對象包括全體臣民，即官、吏、兵、民、也包括一般刑囚

與死刑犯人。一般情況下，除了律例上規定的「常赦所不原」的罪名

外，其他不在此規定內的罪行，全部可獲免罪釋放，或免死減等。因

此，了解何為「常赦所不原」就是把握大赦原則的重點。所謂「常

赦」，指的是一般性依常律進行的赦免，所謂不原，即不原宥，不免

除罪責或不減輕刑罰。完整地解釋就是遇赦不能減免而依然得按照常

法處罰的罪行。 

早在漢代，就存在「不當得赦」44與赦「殊死以下」45此類規範

赦免條件的做法，作為法定用語而在後世律法中常見「常赦所不原」

的表述始見於北齊赦書之中，46到隋唐以後才正式出現在律法中。而

且，從《唐律》到《宋刑統》，此項規定都並不處於法典的核心地

位。 

（一）「常赦所不原」立法與原則之確立 

在《唐律疏議》中，「常赦所不原」這一表述載於最末一門卷三

十的〈斷獄律．赦前斷罪不當〉條內：「諸赦前斷罪不當者，若處輕

                                               
43 該機構無額定職官，由刑部尚書酌派郎中、員外郎、主事數人在該處辦事。遇國家大赦慶

典，該處彙集各省及現審案件，核議是否符合減免條件，隨後送江蘇清吏司審查具奏。 

44 鄔文玲，《漢代赦免制度研究》，頁2。 

45 如「高帝（前206─前195）五年春，其赦天下殊死以下。高帝六年，赦天下殊死以下。
〔…〕高帝十年春，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漢書高帝紀》（北京：中華書
局，1985），頁51。 

46 據陳俊強的考證，「赦書出現『常設所不免』的法定用語，最早見於北齊孝昭帝皇建元
年」。見該氏《皇權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頁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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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宜改從輕。處重為輕，即依輕法。其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

47在《宋刑統》中，它出現在第十門〈斷獄律．官司出入人罪〉專條

中，內容未變，只是所處位置與條目的名稱上有所變動。48此觀念真

正成為原則性的規定始於明朝，它在《大明律》中，名正言順地成為

了「名例律」中的正條，獲得了具有法定原則性的地位。「名例律」

第十六條規定： 

凡犯十惡、殺人、盜係官財物，及強盜、竊盜、放火、發塚、

受枉法不枉法贓、詐偽、犯姦、略人略賣、和誘人口，若姦

黨、及讒言左使殺人、故出入人罪，若知情故縱、聽行藏匿引

送、說事過錢之類，一應真犯，雖會赦並不原宥。謂故意犯事得罪

者，雖會赦，皆不免罪。其過悞犯罪，謂過失殺傷人、失火，及損毀、遺

失官物之類。及因人連累致罪，謂因別人犯罪連累以得罪者，如人犯罪失

覺察，關防、鈐束，及干連聽使之類。若官吏有犯公罪，謂官吏人等，因

公事得罪，及失出入人罪，若文書遲錯之類。並從赦宥。謂會赦皆得免罪。

其赦書臨時定罪名特免，謂赦書不言常赦所不原，臨時定立罪名寬宥

者，特從赦原。及減降從輕者，謂降死從流、流從徒、徒從杖之類。不在

此限。謂皆不在常赦所不原之限。49 

明代與前朝最大區別，並不在於《大明律》對「常赦所不原」的

解釋加長，也不在於它更為細化了的具體的不赦罪名，而在於它特別

強調要區別赦宥對象是否故意犯罪或因過誤、失察而犯罪或被連累入

罪，將「常赦所不原」的基本原則嚴格定位在「故意」犯事之上，使

得前朝已有的實踐進一步從立法上得以明晰。另外，它還特別指出

「常赦」與「特赦」、恩旨「減降」的區別，將後兩者明確排除在

「常赦」規定之外。 

                                               
47 《唐律疏議》（劉俊文校點版，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卷30，頁608。 

48 （宋）竇儀等攥，《宋刑統》（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490。 

49 黃彰健編著，《明代律例會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上冊，〈大明律集解
附例〉（1610），頁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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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關於「常赦所不原」的立法直接繼承於明。正律中的規定僅

有細微的改變，如雍正三年律文中只有下文黑體字部分的變動。 

凡犯十惡、殺人、盜係官財物，及強盜、竊盜、放火、發塚、

受枉法、不枉法贓、詐偽、犯姦、略人略賣、和誘人口，若姦

黨及讒言左使殺人、故出入人罪，若知情故縱、聽行藏匿引

送、說事過錢之類，一應（真）50實犯，雖會赦並不原宥。皆有

心故犯其雖遇赦並不原宥謂故意犯事得罪者，雖會赦皆不免罪。過悞犯

罪，謂過失殺傷人、失火，及悞毀、遺失官物之類。及因人連累致罪，

謂因別人犯罪連累以得罪者，如人犯罪失覺察，關防鈐束及干連聽使之類。若

官吏有犯公罪，謂官吏人等因公事得罪，及失出入人罪，若文書遲錯之

類，皆無心誤犯。並從赦宥。謂會赦皆得免罪。其赦書臨時欽定實犯

等罪名特賜宥免，謂赦書不言、常赦所不原，臨時定立罪名寬宥者，特從

赦原。及雖不全免，減降從輕者，謂降死從流、流從徒、徒從杖之類，

不在此限。謂皆不在常赦所不原之限。51
 

（二）「常赦所不原」涉及的死罪與非死罪 

「常赦所不原」所排除的首要對象是「十惡」罪。自唐以後，

「常赦所不原」的基本原則就被常常簡稱為「十惡不赦」。不過，十

惡罪並非人們常常誤認為的那樣皆為死罪。十惡罪包括死罪與非死罪

兩大類：死罪包括謀反、謀大逆、惡逆等，而非死罪則包括如內亂、

不睦內容中的某些罪行。52只是無論它們是死罪或非死罪，都為「常

赦所不原」之罪。更為值得一提的是，這條原則在具體實踐中也并不

一定總是得以落實的。比如，「唐代恩赦時曾四十九次提及『十

惡』」， 而且「其 中絕大 多數都 是申明不 赦 的 」，但有唐一代赦

                                               
50 为了避諱雍正的名字胤「禛」，改為「實」。 

51 朱軾、常鼎等《大清律集解附例．名例卷一 常赦所不原》，頁57-58。 

52 關於此問題的討論，可參看陳俊強《皇權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中的第五
章第一節〈「常赦所不免」和「十惡」〉，頁20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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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十惡」之罪的例子卻不少見，53如唐代宗寶應元年（ 762）即

位赦 文所示：「可大赦天下，自寶應元年五月十九日昧爽以前，大

辟罪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巳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常赦所不

免者，罪無輕重，咸赦除之」。

54這條赦文同時表明「常赦所不原」

罪並非都不可赦，而且也並非皆為死罪。 

另一個跟「常赦所不原」有關的誤區是殺人罪均不可赦。的確，

殺人罪皆為死罪，但卻分為可赦與不可赦兩大類，比如故意殺人罪不

可赦，但誤殺、戲殺、擅殺等殺人罪卻是可赦的。 

第三個容易使人混淆的相關問題是，所有非死罪都是可赦的，其

實不然。非死罪中也分為「有心故犯罪」與「無心」誤犯或「過失」

犯罪，前者不可赦，如「知情故縱、聽行藏匿引送、說事過錢」，後

者卻是可赦的，甚至是可獲免罪或減等的，特別是因「過誤連累及官

吏公罪」等無心誤犯，哪怕是死罪，亦「并準原宥」。

55 

（三）「常赦所不原」罪名的立法補充與增減 

有清一代，立法者還通過條例的增減以適應時局之變，對「常赦

所不原」之內容加以修訂與調整。表7可見從雍正朝（1723-1736）到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一百八十二年間關於該規定的一些立法變

化，其中黑體字部分為新增條例。 

                                               
53 陳俊強，〈「常赦所不免」和「十惡」〉，頁203-211。 

54 如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即位赦文曰：「可大赦天下，自寶應元年五月十九日昧爽以前，
大辟罪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巳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常赦所不免者，罪無輕重，
咸赦除之」。（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帝王 即位赦上》（北京：商務印書館，
1959），卷2，〈代宗即位赦〉，頁9。 

55 朱軾、常鼎等纂修《大清律集解附例．名例 常赦所不原》卷1，頁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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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清朝關於「常赦所不原」的條例變化表 

律例名稱與 

頒佈時間 

條例內容 

《 大 清 律 集 解 附 例 》

（1725） 

〔清〕朱軾、常鼎等纂

修《大清律集解附例三

十卷圖一卷服制一卷律

例總類六卷》，雍正三

年 內 府 刻 本 ， 頁 57-

58。 

1. 凡殺死本宗緦麻以上尊長及外姻、小功尊屬者，俱不准

援赦。（死罪） 

2. 問刑官、番役妄用腦箍、連根毛竹大板及竹籤、烙鐵等

刑，至斃人命者，以故殺論，不准援赦。（非死罪） 

3. 誣告叛逆，被誣之人已決者，誣告之人擬斬立決，被誣

之人未決者，擬斬監候，不准援赦，俱不及妻、子、家

産。（死罪） 

4. 誣告平民因而拖累致死三人以上者，以故殺論，不准援

赦。（死罪） 

5. 十惡條內謀反、謀叛犯人妻、妾、子女、家産應入官，

謀反干連人犯應流，謀叛犯人之父母、祖孫、兄弟及干

連人犯應徒者，不准援赦，雖遇熱審，亦不減等，其干

連強盜、謀殺、故殺等罪者，軍、流、徒、杖人犯，俱

遵赦豁免。（非死罪） 

6. 欽定例，凡關係軍機、兵餉重大事務，俱不准援赦寬

免。（包括死罪與非死罪） 

《大清律例》（1740）

鄭秦、田濤校點，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9 頁

97-98。 

1. 凡殺死本宗緦麻以上尊長及外姻、小功尊屬者，俱不准

援赦。（死罪） 

2. 番役誣陷無辜，妄用腦箍及竹籤、烙鐵等刑至斃人命

者，以故殺論，不准援赦。（非死罪） 

3. 誣告叛逆，被誣之人已決者，誣告之人擬斬立決。被誣

之人未決者，以故殺論，擬斬候者，不准援赦，俱不及

妻、子、家産。（死罪） 

4. 誣告平民因而拖累致死三人以上者，以故殺論，不准援

赦。（死罪） 

5. 凡關係軍機、兵餉事務，俱不准援赦寛免。關係行間兵

餉者，乃坐。（包括死罪與非死罪）
 

6. 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以其罪罪之。若係干錢糧、婚

姻、田土等項罪，雖遇赦寬免，事須究問明白。應追取

者，仍行追取，應改正者，仍行改正。（非死罪） 

7. 捕役誣拿良民及曾經犯竊之人，威逼承認除被誣罪名，

遇赦尚凖原免者，其反坐之番役亦得援赦免罪外，若將

平民及犯竊之輕罪人犯逼認為謀殺、故殺、強盜者，將

捕役照例充軍，遇赦不准原免。（非死罪） 

8. 凡遇恩詔內開有軍、流俱免之條，其和同誘拐案內，係

民人改發煙瘴稍輕地方者，即准寛免，係旗下家人於誘

拐案內發遣為奴人犯，亦許一體援免。（非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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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例名稱與 

頒佈時間 

條例內容 

大清律例（1905） 1. 凡殺死本宗緦麻以上尊長及外姻小功尊屬者，俱不准援

赦。（死罪） 

2. 凡關係軍機、兵餉事務，俱不准援赦寛免。關係行間兵

餉者乃坐。（包括死罪與非死罪）
 

3. 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以其罪罪之。若係干錢糧、婚

姻、田土等項罪，雖遇赦免，事須究問明白。應追取

者，仍行追取，應改正者，仍行改正。（非死罪） 

4. 誣告叛逆未決應擬斬候者，不准援赦。又捕役誣拏良民

及曾經犯竊之人，威逼承認，除被誣罪名遇赦，尚准援

免者，其反坐捕役，亦得援赦免罪外，若將平民及犯竊

之輕罪人犯逼認為謀殺、故殺、強盜者，將捕役照例充

軍，遇赦不准援免。（非死罪） 

5. 凡遇恩詔內開有軍、流俱免之條，其和同誘拐案內，係

民人改發煙瘴稍輕地方者，即准寛免，係旗下家人於誘

拐案內發遣為奴人犯，亦許一體援免。（非死罪） 

6. 直省地方偶值雨澤愆期，應請治理刑獄者，除徒、流等

罪外，其各案內牽連待質及笞、杖內情有可原者，該督

撫一面酌量分別減免省釋，一面奏聞。（非死罪） 

7. 凡察哈爾、蒙古及札薩克地方，偷竊四項牲畜，罪應發

遣賊犯，遇赦俱不准減等。（非死罪） 

8. 傳習白陽、白蓮、八卦、紅陽等項邪教，為首之犯，無

論罪名輕重，恭逢恩赦，不准查辦，並逐案聲明遇赦不

赦字樣，其為從之犯，亦俱不准援減。（包括死罪與非

死罪） 

9. 凡在京、在外已徒而又犯徒，律應總徒四年及原犯總徒

四年，准徒五年者。若遇赦減等，俱減一年。其誣告平

人死罪未決，應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者，如

徒役未滿，遇赦減等，減為總徒四年。若再遇赦，仍准

再減一年。如已到流配所，加徒役已滿者，即照尋常流

犯，減為徒三年。（非死罪） 

10. 凡侵盜倉庫錢糧入己，數在一千兩以上，擬斬監候之

犯，遇赦准予援免。如數逾一萬兩以上者，不准援免。

（非死罪） 

11. 凡觸犯祖父母、父母發遣之犯遇赦，查詢伊祖父母、父

母，願令回家，如恩赦准其免罪者，即准釋放，若祇准

減等者，仍行減徒。其所減徒罪，照親老留養之例，枷

號一箇月，滿日釋放，毋庸充配。儻釋回後再有觸犯，

復經祖父母、父母呈送，民人發往新疆，給官兵為奴。

旗人枷號兩箇月，仍發黑龍江當差。（非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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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例名稱與 

頒佈時間 

條例內容 

 12. 凡宗室覺羅及旗人、民人觸犯祖父母、父母呈送發遣圈

禁之犯，除恭逢恩赦，仍遵定例查詢辦理外，若遇有犯

親病故，許令親屬呈報各該旗籍，咨明宗人府，並行知

配所督撫、將軍查覈原案。祇係一時偶有觸犯，尚無怙

終屢犯重情，並察看本犯果有聞喪哀痛迫切情狀，如係

宗室覺羅，由宗人府奏請釋放；如係旗人、民人，由各

督撫、將軍咨報刑部覈明，奏請釋放；如在逃被獲，訊

明實因思親起見，又有聞喪哀痛情狀者，即免其逃罪，

仍發原配安置，不准釋回。其逃回後自行投首及親屬代

首者，遇有犯親病故，准其察看情形，如實係聞喪哀

痛，免其發回原配，仍照不應重律，杖八十。若本係桀

驁性成，屢次觸忤干犯，致被呈送發遣，情節較重之

犯，俱不准釋回。（非死罪） 

13. 文武官員、舉人、監生、生員及吏典、兵役，但有職役

之人，犯姦、盜、詐偽并一應贓私罪名，遇赦取問明

白，罪雖宥免，仍革去職役。（非死罪） 

 

顯然，這些新增的赦免條例，多數內容並不涉及死罪，雍正三年

的六條條例中，有三條關涉死罪，兩條涉及非死罪，另一條包括死罪

與非死罪。乾隆五年的八條條例有三條是新增的，它們全部都不涉及

死罪。而光緒三十一年的13條條例中，有7條新增例。全部條例中，

只有1條涉及死罪，10條涉及非死罪，另外2條包括死罪與非死罪。可

見乾隆以後，「常赦所不原」的補充條例，多數涉及的是死罪以下的

其他類型的故意犯罪。而最為典型的是官員犯公罪的情況，其中，三

類官犯是清代「常赦所不原」的重點：軍務犯罪、非法刑訊、侵貪入

己。56 

上述材料均充分表明，死罪未必不可赦，生罪未必都可赦。換言

之，「常赦所不原」的規定，并不能幫助我們直接區分可赦與不可赦

                                               
56 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一月的一條上諭，特別明確地解釋了官犯不能隨便赦免的理由：

「至秋朝審情實官犯，有經十次停勾者，并著查明，加恩改為緩決。其既改緩決以後，即
有再閱秋朝審三次者，亦不得與常犯一例議減。朕辦理庶獄，每寬於民而嚴於官，蓋以身
為職官之人，自罹法網，與無知之小民不同。業由情實改入緩決，已邀寬典，自不當因其
又經三次，遽予矜原。此次刑部辦理緩決減等各案，其官犯即照此，止須將其由實改緩，
并閱過次數，另列清單呈濫。此等或有應加恩者，候朕隨時酌量降旨，刑部不得為之申
請，著為令，該部即遵諭行」。《清實錄．高宗實錄》，卷1094，第23冊，頁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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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死罪與非死罪，因為「常赦」與死刑之間并不存在一種簡單的互相

排除關係，事實上它們相互包含，因此很容易使人產生混淆。要澄清

死刑與大赦的關係，還得具體研究大赦年中死刑犯人的具體赦免情

況。 

參、大赦年與正常秋審年中的死囚之

命運：乾隆登極年與乾隆三年之

比較 

一、乾隆登極大赦與死刑犯的命運 

雍正十三年農曆九月初三日，即1735年10月18日，弘曆即帝位於

太和殿，并頒登極詔書於全國，大赦天下，改明年年號為「乾隆」。

這登極之年的大赦詔款具體規定了下述赦免條件： 

官、吏、兵、民等有犯除謀反、叛逆、子孫謀殺祖父母、父

母、內亂、妻妾殺夫、告夫、奴婢殺家長、殺一家非死罪三

人、採生折割人、謀殺、故殺真正人命、蠱毒魘魅、毒藥殺

人、強盜、妖言、十惡等真正死罪不赦外，軍機獲罪、隱匿逃

人亦不赦外，其餘自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昧爽以前，已發

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之，有以赦前事告訴

者，以其罪罪之，欽此。57
 

此赦款中只增加了「軍機獲罪」、「隱匿逃人」兩項不赦罪名，

其餘都在「常赦所不原」的律文規定之內。至於死刑犯人的待遇，我

們從該年的刑部的系列招冊中至少可以看到三種情況，一是各省上報

的不符合赦款規定的入秋審「情實」與「緩決」人犯名單，二是符合

                                               
57 〈清代譜牒檔案內閣刑科秋審題本〉，02縮膠87，第5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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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免條件的人員。比較特殊的情況是一組「決不待時」的死刑犯的已

決名冊夾雜其中。 

（一）不符合赦免條件的死刑人犯 

這一年全國不符合赦免條件的死囚，包括秋審入「情實」與「緩

決」兩類犯人，如下述兩省巡撫上報的招冊所示： 

山西巡撫：題為慎刑奉有恩倫事例，請歸畫一以重民命，以廣

皇仁事，竊照定例內開秋審重犯詳擬情實、緩決、矜疑具題等

因行據署按察使戴永椿除將叁次俱擬情實無可更定者，照例停

其解審外，其餘重犯，俱解至公衙門臣遵即會同司、道等官，

詳加會審，得李大成、秦成名、偏兒門、洪業、張氏、郝昂、

郝雅、張忠、劉四斜眼、韓普照、張世林、車氏、白六、李二

會、李得三、原裕文、趙名廣、賀廷錦、段承貴、閻世耀、武

章、秦琬、張月、葛明擬情實，丁五娃、徐四觔、趙廷匡、寧

岳、任應擢、王鱉子、張祥、梁友、許二虎、和秉命、趙海

完、宋文喜、張萬寶、喬彥、金五、張賜祿、賈隨管、張、

王置左、李需、張土磊、宋大蟲、趙伸、游虎、賈魁、王慶

德、王士法、謝懋德、喬永福、張進褔、高馳、那相、秦高、

金正、楊魁甲、高法、李葉昌、樊中花、張克耀、任慎、李晉

洽、白蛋子、王承統、閻一洪、楊廷正、廉爾俸、任世珍、段

啟祿、李九廝、劉正國、羅懷孝、嚴鳳翔、張義、楊祚珍、楊

春美、冀學全、賀奪子、裴穩穩、張斌、李六子、梁石、郭文

秀、宋貴奇應緩決，以上各犯，臣謹遵例分別情實、緩決議

擬，具題伏候皇上乾斷，謹題請旨。58 

該名單包括24名「情實」犯，其中兩名女犯，與63名「緩決」

犯。「矜疑」犯因符合赦免條件而另外列一名單。同樣的情況也見於

                                               
58 〈清代譜牒檔案內閣刑科秋審題本〉，02縮膠87，第18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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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巡撫的招冊，只是表述略有不同。該招冊籠統強調已入、未入秋

審而不符合赦免條件應當絞斬的人犯，並未具體區分「情實」與「緩

決」兩類。 

四川巡撫：題為欽奉恩詔事，該臣將應請原免、應否原免分別

具題準部覆行令將不應援赦各案補行具題等因，據按察使李如

蘭詳稱，遵恩詔未符不應援免者，已入秋審二十起，未入秋審

四起，共計斬、絞人犯袁述、林貴童、馮元良、王君詔、李

祀、楊磐石、萬爾德、何起理、李志、夏照權、田明、曹仕

龍、陳緒娃子、劉興福、田毓、陳倫山、楊文炳、王榮、陳忠

義、屈開盛、潘言樹、譚士琰、余朝宗、石現比、王來聘、文

興貴、葉維林等，均與恩詔不赦條款相符，分別造冊前來，臣

複查無異，除冊送部外，臣謹具題伏祈皇上睿鑒，敕部核覆施

行，臣未敢擅便，謹題請旨。59 

這一年共有十六個省上報了不符合赦款內容的「情實」與「緩

決」犯人招冊，除以上兩省外，還有雲南、貴州、廣東、廣西、陝

西、山東、河南、湖南、浙江、江西、安徽、江蘇、奉天與直隸。給

我們留下的直接印象是，大赦之年首先排出的是不符合赦款的死刑犯

名單，包括「情實」與「緩決」兩類。其中與大赦年如影同行的停決

詔令也使當年「秋審情實各犯」免於「勾決」。60 

（二）符合赦免條件的死刑犯人 

筆者沒有看到成冊的獲赦死囚名單，只見到一些特殊個案，錄其

中兩例。 

案件1： 

刑部等衙門總理事務兼總理刑部事務和碩果親王、臣允禮等謹

                                               
59 〈清代譜牒檔案內閣刑科秋審題本〉，02縮膠87，第21件貼黃。 

60 《清實錄．高宗實錄》卷398，第14冊，頁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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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白晝入室強姦事，該臣等會看得靜海縣民鄒孫強姦王守榮

妻楊氏一案：據直督李衛疏稱，王守榮籍隸山東，攜妻楊氏在

靜邑租房居住，四面無鄰，與鄒孫隔河相識，王守榮赴地力

作，鄒孫頓起淫心，潛赴楊氏家，閉門求姦，楊氏不從，鄒孫

用手掐楊氏脖項強姦而遁，王守榮歸家，楊氏哭訴前情，投知

縣長拿獲。屢審不諱，將鄒孫依律擬絞，事在赦前援免等因具

題前來。據此應如該督所題，鄒孫合依強姦律，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但事在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恩詔以前，應援免。再

查臣部於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奉旨，赦非善政，古人論之

詳矣。但朕即位之初，肇遵舊制，誕布新恩，凡此罪人，皆因

自取亟宜改悔，永為良民，法司仍宜照例詳記檔案。如既赦之

人再干法紀，朕必將伊等加倍治罪，絕不寬貸也，著詳悉曉諭

中外臣民知之特諭，欽此欽遵，應令該督將鄒孫記檔案，如再

干法紀加倍治罪，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61 

案件2： 

河南巡撫題為報明打死事。該臣看得夏邑縣劉七系打死僧人林

普案內，經前任兼管巡撫印務臣王士俊審，照故殺擬斬，其題

奉旨監候。雍正十三年秋審情實奉旨停止，乾隆元年秋審，經

臣仍擬情實之犯。前據夏邑縣知縣陳忠言申報，劉七耳目雙

瞽，根據按察使隋人鵬詳稱，驗明劉七實係二目俱瞎，訊明禁

卒人等並無捏節情弊，查律載篤疾犯殺人應死者議擬奏上裁。

今斬犯劉其耳目雙瞽，已成篤疾，與律相符等情，取結詳報前

來，除結送部外理合具疏奏聞伏祈睿裁施行，謹題請旨。62 

這兩起案子有如下共同特徵，其一，犯罪性質皆不涉服制，也不

涉社會身份，更非官犯。其二，兩起案子都屬於秋審入「情實」的死

                                               
61 〈清代譜牒檔案內閣刑科秋審題本〉，02縮膠87，第20件貼黃。 

62 〈清代譜牒檔案內閣刑科秋審題本〉，02縮膠87，第27件貼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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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案件，區別只是行刑方式的不同：前一個強姦案處絞監候，後一個

故意殺人處斬監侯。其三，兩起案子皆由地方官員專題請求赦免，雖

然請求赦免的理由不同：直隸的案子是一宗入室強姦已成案，刑部提

出的赦免理由是強姦之「事在赦前」。河南的案子中因故意殺人被判

斬監侯的人犯劉七，則因「耳目雙瞽，已成篤疾」，而符合法定赦免

條件。這些材料給人的印象是大赦之年「情實」犯人的赦免，數量並

不大，而且需要特別情況，特別申請，特別對待。死刑犯人只有部份

人可以成為大赦中的「特赦」對象。 

（三）大赦年處決「決不待時」的死刑人犯 

儘管大赦年停止對所有「情實」類死囚的行刑，也赦免了一些符

合條件的死刑人犯，人們依然對大赦年是否照常執行死刑處決感到疑

惑。一份關於該年「決過」死囚的報表告訴我們，清代的大赦年並不

意味著所有的死刑犯人都不處決，這一年全國「決不待時」的死刑犯

人照常執行了死刑。下面是筆者根據廣東省這一年上報的「決不待

時」死刑人犯「決過」名單報表建立的一覽表（表8）： 

表 8 乾隆元年廣東省「決不待時」死刑犯執行死刑表63
 

罪名 人名 
巡撫 

題報時間 

皇帝 

批准時間 

刑部下達 

執行時間 

地方 

執行時間 

行刑 

方式 
地點 

殺叔弟二

命 

曹泰和 雍正十三年十

二月十一日 

（1736/1/23） 

十二月十九日

（1736/1/31） 

乾隆元年正月

廿五日 

（1736/3/7） 

二月五日 

（1736/3/16）

斬 永安縣 

強盜 李細佬 乾隆元年二月

十六日 

（1736/3/27） 

二月廿三日 

（1736/4/3） 

四月一日 

（1736/5/11） 

四月十日 

（1736/5/20）

斬 曲江縣 

逃脫盜首 廖志魁 乾隆元年三月

四日 

（1736/4/14） 

三月廿三日 

（1736/5/3） 

四月廿九日 

（1736/6/8） 

五月六日 

（1736/6/14）

斬梟 新興縣 

強盜劫殺 鍾亞二 乾隆元年三月

廿日 

（1736/4/30） 

三月廿四日 

（1736/5/4） 

五月五日 

（1736/6/13） 

五月十四日 

（1736/6/22）

斬梟 新寧縣 

                                               
63 〈乾隆元年至六十年內閣題本刑科其他項專題〉，膠卷76利用片，2/1-7/14880/13/0232，中

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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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 人名 
巡撫 

題報時間 

皇帝 

批准時間 

刑部下達 

執行時間 

地方 

執行時間 

行刑 

方式 
地點 

搶奪致死

事主 

聶隆現 三月廿四日 

（1736/5/4） 

四月二日 

（1736/5/12） 

五月十三日 

（1736/6/21） 

五月十九日 

（1736/6/27）

斬 封川縣 

陳亞翁 三月廿一日 

（1736/5/1） 

三月廿五日 

（1736/5/5） 

五月十六日 

（1736/6/24） 

五月十八日 

（1736/6/26）

斬梟 東莞 

陳亞鰲     斬梟  

陳潛士     斬  

行劫貨船 

陳亞伏     斬  

嫁妹殺人

二命 

李嵩堂 四月三日 

（1736/5/13） 

四月七日 

（1736/5/17） 

五月十六日 

（1736/6/24） 

五月廿四日 

（1736/7/2） 

斬 河源 

雍正十三年十

月廿七日 

（1735/12/10）

十一月二日 

（1735/12/15） 

    盜割傷死

兄 

李阿周

乾隆元年四月

四日 

（1736/5/14） 

四月九日 

（1736/5/19） 

五月十九日 

（1736/6/27） 

七月三日 

（1736/8/9） 

斬 朝陽 

伍富新

劉戊弟

行劫 

鄧松保

四月三日 

（1736/5/13） 

四月七日 

（1736/5/17） 

五月廿三日 

（1736/7/1） 

五月廿八日 

（1736/7/6） 

斬 高明縣 

搶劫 黃士賢 四月五日 

（1736/5/15） 

四月十日 

（1736/5/20） 

五月廿三日 

（1736/7/1） 

五月廿八日 

（1736/7/6） 

斬 新會 

強姦幼女 黎文翰 四月六日 

（1736/5/16） 

四月十五日 

（1736/5/25） 

五月廿三日 

（1736/7/1） 

五月廿五日 

（1736/7/3） 

斬 南海 

謀財殺命 符大 四月十日 

（1736/5/20） 

四月十四日 

（1736/5/24） 

五月廿三日 

（1736/7/1） 

七月三日 

（1736/8/9） 

斬 定安 

廖十二

陳紹剛

搶劫 

陳宗一

四月六日 

（1736/5/16） 

四月十一日 

（1736/5/21） 

五月廿八日 

（1736/7/6） 

七月五日 

（1736/8/11）

斬梟 高安 

謀死堂兄 郭振俊 四月廿日 

（1736/5/30） 

四月廿四日 

（1736/6/3） 

六月廿日 

（1736/7/28） 

七月七日 

（1736/8/13）

斬 普寧 

通姦謀死

親夫 

劉氏 五月廿五日 

（1736/7/3） 

五月廿九日 

（1736/7/7） 

七月十一日 

（1736/8/17） 

九月三日 

（1736/10/7）

淩遲 

處死 

長樂 

行劫拒捕

傷殺人命 

王亞李 五月廿九日 

（1736/7/7） 

六月四日 

（1736/7/12） 

七月十六日 

（1736/8/2） 

七月廿一日 

（1736/8/27）

斬 博羅縣 

砍死期服

嬸 

張亞流 六月五日 

（1736/7/13） 

六月九日 

（1736/7/17） 

七月廿七日 

（1736/9/2） 

九月四日 

（1736/10/8）

淩遲 陽江 

李昌 

余亞光

行劫 

范廷駒

七月五日 

（1736/8/11） 

七月九日 

（1736/8/15） 

八月十七日 

（1736/9/21） 

九月四日 

（1736/10/8）

斬 東安 

搶牛傷死 陳志健 七月廿二日 

（1736/8/28） 

七月廿六日 

（1736/9/1） 

九月七日 

（1736/10/11） 

九月廿四日 

（1736/10/28） 

斬 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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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 人名 
巡撫 

題報時間 

皇帝 

批准時間 

刑部下達 

執行時間 

地方 

執行時間 

行刑 

方式 
地點 

強姦殺人 姚子敬 九月五日 

（1736/10/9） 

九月九日 

（1736/10/13） 

十月廿一日 

（1736/11/23） 

 斬 海陽 

總計 20起案

件29人

    淩遲2人 

斬梟7人 

斬20人

20個縣 

 

該表彙集了廣東省從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到乾隆元年十月底十個月

內發生的死刑惡性案件二十起，涉及二十九名「決不待時」的死刑人

犯，其中二人處淩遲刑，七人處斬梟，二十人處斬立決。從審理的時

間上看，從地方督撫題報到皇帝旨批的時間在四天到九天之內，二十

起案件中的十起，只用了三、四天的審批時間，三起花了九天，另三

起只用了五個工作日，還有四起分別用了六天或七、八天時間。從皇

帝批准到刑部傳旨執行，一般在三十天到五十七天之內。但從刑部下

達行刑命令到實際執行的間隔，卻沒有規律可尋，最快的兩天後就執

行了，最慢的在五十四天後才執行。而在十天之內行刑的有九人，二

十天內執行的有三人，一個月到一個半月之間內才執行的有五人。另

外從這二十九人的執行死刑日期看，全部在陰曆二月到十月之間，其

中八個人在五月份被執行死刑，五個人在七月份被處死，這充分說明

「決不待時」的死刑犯的死刑執行時間是無所謂春夏秋冬之時令限制

的，所以稱作「決不待時」，而且即便在大赦年中亦與「法外之仁」

不沾邊。 

二、乾隆三年秋審一斑 

《清實錄》上記錄的乾隆三年的秋、朝審從九月開始，有十個省

加上京城「情實」犯人「勾到」，其中湖廣、山西有54人，盛京、浙

江、江西有65人，江蘇、安徽63人、河南66人，山東、山西34人，直

隸75人，京城20人，64共286人。筆者從該年內閣刑科題本看到的記

                                               
64 〈乾隆元年至六十年內閣題本刑科其他項專題〉，02/1-7/14896/5/078/0224-0226、02/1- 



清代的大赦與死刑──制度及實踐中的法與「法外之仁」 89 

 

錄則更為具體，可以作為補充參照材料。 

（一）「可矜」犯人的兩種情況 

乾隆三年的秋審檔案中，「可矜」人犯可能面對兩種處境，一是

被改成「緩決」，65二是得以減流，如直隸省秋審招冊中「有可矜人

犯李天祿等十六名，俱免死減等簽妻流三千里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

十板，除描書紙牌之李二不追埋葬銀兩外，仍照例向李天祥等追埋葬

銀二十兩，給付死者之家」。66如果運氣好，沒有被改判，「可矜」

類人犯在一般情況下均可獲減等，即便不逢大赦。 

（二）「情實」與「緩決」犯人的幾種處理情況 

由於「情實」與「緩決」犯人是秋審制度中處於生死決絕的人

犯，他們的實際命運也是觀察秋審制度利弊的重點所在。從乾隆三年

所見的材料，我們至少可以歸納出這兩類犯人在正常舉行秋審的年份

中可能遭遇到的四種命運：依法勾決、旨停決、改判、瘐斃。 

命運最不濟的是遭遇第一種情況的「情實」犯，他們在最後終審

時被皇帝勾決。在乾隆三年盛京呈報的「情實」重犯招冊上，皇帝的

勾決旨令使下述25名犯人中的17名當年結束了生命： 

這勾了的李枚、劉士貴、吳四、李秋魚，牙五兒、湯成、哈拉

克頓、于三、樊應才、張二、李祥、屠二、扎爾米爾圖、偏

兒、于賓、吳世吉、曲士太，著即決決。崔成、張九、劉老小

子、劉章、胡老各、蔡四、劉大、姚子正著牢固監候。67 

同年江蘇省所呈的「情實」重犯招冊上，有斬犯45名口，全部旨

批勾決，僅9名絞犯未勾。68而山東省「情實」重犯招冊上的49人，
                                               

7/14896/5/078/0231-0235、7/14896/5/078/0254。 

65 〈內閣刑科題本秋審、朝審〉，02/1-7/14896/5/080/0820-0938。 

66 〈內閣刑科題本秋審、朝審〉，02/1-7/14896/5/080/2789。 

67 〈乾隆元年至六十年內閣題本刑科其他項專題〉，02/1-7/14896/5/080/0945-0946。 

68 〈乾隆元年至六十年內閣題本刑科其他項專題〉，02/1-7/14896/5/080/2185-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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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人被勾，10人倖免，被繼續「牢固監候」。這些「未勾」之囚將進

入下一輪的秋審「生死博弈」。這類「未勾」犯的命運與第二種獲

「旨停決」恩惠的「情實」犯的命運幾乎一樣，僥倖地與死神擦身而

過。 

乾隆三年的另一組材料顯示，區別於大赦年全部「情實」犯人獲

停止勾決的情況，正常秋審年中除了上述江蘇與盛京材料顯示的那

樣，有部分省份的部份「情實」犯人獲免勾外，有些省份的全部「情

實」犯人卻可以獲得「旨停決」的待遇，如表9所示的下述十個省。 

表 9 乾隆三年各省「旨停決」情實犯人統計表69 

情實案件類別 
省名 

旨停決情實 

斬、絞犯人數 舊案／仍情實 新案／應情實 改情實案 

浙江 28人 15 12 3 

陝西 37人 26 7 4 

盛京 25人 15 8  

湖廣 35人 19 9 5 

江西 22人 10 9 2 

河南 84人 36 42 4 

江蘇 54人 31 14 9 

山東 49人 30 15 4 

山西 32人 23 7 2 

安徽 27人    

總計：10個省 393 205 123 33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十個省的393名「情實」犯人中，有205名老犯

人，123名新犯人，其中33名犯人由「緩決」改成了「情實」。這正

是我們面對的第三種情況：在秋審中被改判類別的死囚之處境。 

秋審類別當時已分為「情實」、「緩決」、「可矜」與「留養承

祀」四大類，但筆者沒有看到這一年秋審中的第四類案件。這四種分

類決定著死囚的具體命運。其中判「情實」的人犯在正常年份被當年

                                               
69 此表根據筆者所掌握的的材料所制。它們來自〈內閣刑科題本秋審、朝審〉，檔號02/1-

7/14896/5/0344、0396-0427；02/07/14897/1-6/0476-516；02/07/14897/1-6/0596-0614；02/1-
7/14897/3/0675-0715；02/1-7/14896/5/79/1296；02/1-7/14896/5/080/0011-0093；02/1-7/14896/ 
5/080/0369-0422；02/1-7/14896/5/080/0544-0644；02/1-7/14896/5/080/1211，中國第一歷史檔
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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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死刑的可能性最大，「可矜」與「留養承祀」類的人犯基本可獲

減刑，而「緩決」人犯基本可以不被執行死刑。問題是在具體的覆審

過程中，他們常常會遭遇被「改判」的情形，而反覆被「改判」的例

子也不在少數，尤其常見的情況出現在「情實」與「緩決」之間，這

使得理論上的一些處刑分類及其實際後果在具體實行中變得複雜化。

下面摘錄一起乾隆三年「緩決」改「情實」的案子。 

一起為呈報溢死斬犯一名柳六。據河南巡撫尹會一將柳六緩決

具題前來，該臣等覆看得柳六見緦麻服兄柳小之妻閻氏少艾，

蓄意圖姦。乘柳小趕垛麥秸，頓起淫念，潛至柳小家推門入

室，手摸閻氏身體，閻氏驚醒詢係柳六，起而喊罵并拳擊柳六

頭顱，復抓傷胸膛，拉住叫喊，柳六掙脫而遁，閻氏懷忿自縊

殞命。雍正十三年秋審停止，乾隆元年秋審將柳六情實具體奉

旨停決。乾隆二年秋審因該犯犯罪年止十五，將柳六改為緩

決，但查雍正十一年定例，強姦未成或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

盡者，擬絞監候入於情實本內，恭候諭旨等語，嗣於雍正十二

年定例，將強姦緦麻以上親及緦麻以上親之妻未成，本婦羞忿

自盡者，改為擬斬監候附入原例，一體遵行，應將柳六照例改

擬情實。70 

此案發生在雍正十三年，是一個十五歲未成年少年強姦緦麻服兄

之少妻未遂導致少婦自殺的案件，事發當年被判「情實」，因雍正皇

帝駕崩，該年秋審停止，犯人未被處決，隨後於乾隆二年，該犯犯罪

時年僅十五及強姦未成致死人命，成為定罪時討論量刑的兩項要素，

地方一審判決強調年齡要素選擇判「緩決」，而刑部複審後最終被判

「情實」入「絞監候」，隨後更因雍正十二年關於強姦緦麻以上親之

妻未成致死人命的一條例，而被加重改判入「斬監侯」。 

在改判案件中，「情實」改「緩決」的人犯的命運最為特殊。這

                                               
70 〈內閣刑科題本秋審、朝審〉，02/1-7/14896/5/080/0051-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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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筆者僅就所見的該年138個「情實」改「緩決」的案子中，斬犯沙

溥案的情況做一摘要介紹。此犯雍正三年秋審被判「情實」，雍正四

年「未勾」并維持「情實」原判，雍正五年又「未勾」仍維持原判，

雍正六年「著停勾」，仍判「情實」，雍正七年、八年還是「未

勾」，繼續「情實」犯的命運，雍正九年獲改判「緩決」，雍正十年

維持「緩決」原判，雍正十一年再次被改判「情實」，十二年「未

勾」又再次被改判「緩決」，十三年秋審停止，乾隆元年大赦未獲減

等仍判「緩決」，乾隆二年、三年仍維持「緩決」判決。71此人被改

判了三次，第一次在連續五年維持原判「情實」後被改為「緩決」，

兩年後又被改判「情實」，一年後又被改判「緩決」，隨後四年維持

「緩決」原判，一直沒有得到赦免或減等。也就是說他被監候了十四

年，年年等待秋審複審的結果。相對於他漫長的監候生涯，他的很多

同類卻死於監禁之中。 

這就是我們要談的第四種情況──病死獄中的監候人犯。與其他

年份一樣，乾隆三年秋審文獻中，也有各地衙門關於死囚「瘐斃」的

例行報告。下面是雲南按察使張坦熊上報的一起該省死囚亡故的報告

內容： 

昆明縣知縣詳稱，據禁役戴嵩山秉，有奉發監禁恩、元新等

處案內，斬犯曹之義在監染患時癥，當經報明蒙撥醫調治在

案，該犯屢藥弗效，漸加沉重，於乾隆三年七月初四日病故，

理合報明等情到縣，如帶領吏、仵親詣監內，驗得已故斬犯曾

之義面色焦黃，周身並無別故，實係病死，當經照例填具圖結

通詳奉批飭查，後經訊明，禁役、民醫、仵人等咸稱並無凌虐

致死情弊取具各甘結，加具印結，由府加結詳報到來。 

該署雲南按察使張坦熊看得：曾之義係恩、元新等處報案內

擬斬監候本年秋審擬請緩決之犯。前據昆明縣詳報該犯在監患

                                               
71 〈內閣刑科題本秋審、朝審〉，02/1-7/14896/5/080/082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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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當經詳蒙批飭撥醫調治在案。嗣據雲南府知府郭根儀轉據

昆明縣知縣楊大紳詳稱，曾之義屢藥弗效，於乾隆三年七月初

四日病故，驗明填圖具結，通詳奉批飭查行，據該縣訊明禁役

人等咸稱，實係病死，並無凌虐致死情弊，取具各甘結加結，

由府詳報前來，覆查無異，相應詳情查核具題。再曾之義係已

經審結監候，所有管獄官職名例得免議，令并聲明等因到臣。

該臣看得曾之義係恩、元新等處報案內擬斬監侯本年秋審擬

緩決之犯，茲據署按察使張坦熊詳稱，雲南府知府郭振儀詳據

昆明縣知縣楊大紳詳稱，該犯在監患病屢藥弗效，於乾隆三年

七月初四日病故，訊明禁役人等並無凌虐致死情弊，取具印甘

各結轉請具題，并聲明曾之義係已經審結監候，管獄官職名例

得免議等因前來，臣覆查無異相，應具題伏訖皇上睿鑒敕部查

照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72 

這則內容重複的死刑監候犯病亡的行政報告，其重點是要撇清所

有涉案官、吏、役、醫的刑事與行政責任，報告中關於該犯的具體死

因并不十分明確，也沒有多少實質性內容。如歷年的秋審文獻顯示的

那樣，瘐斃獄中的監候人犯不在少數，他們絕大多數是「情實未勾」

及「緩決」人犯。 

比較乾隆大赦元年與乾隆三年這個普通秋審年的上述有限材料可

以發現，在處理死刑犯人的問題上它們有兩項主要區別：一、大赦年

會系統赦免詔款規定不赦罪名外的死刑犯人，包括已入、未入秋審的

死囚。但是儘管大赦年赦免涉及面比非大赦年要廣，受惠的死囚人數

未必更多。二、大赦年中會停決所有入秋審的「情實」犯人，而正常

秋審年則只有部份同類犯人可獲「免勾」。必須強調的是有清一代，

大赦年多為「停決年」，雖然「停決年」未必一定是大赦年。但有一

點是可以確定的，清朝的赦免制度絕對排除「決不待時」的死刑犯

人，無論是什麽年份，他們都與赦免制度無關。 

                                               
72 〈內閣刑科題本秋審、朝審〉，02/1-7/14896/5/081/0682-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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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清朝繼承了明朝的大赦制度之法制化進程，這一進程對死刑制度

的影響是將「常赦所不原」的原則進一步與死罪的三大類型配套落

實。其基本規律是「真犯死罪決不待時」的人犯完全排除在赦典之

外，其審理、複核到執行的程序相當簡潔迅速，不論是否適逢大赦，

也不分春夏秋冬，皇帝批准後，地方接到旨令後立即行刑；而雜犯死

罪一般自動「準徒五年」，此類人犯皆免死，但他們遇赦未必可赦，

特別是官犯。 

真正複雜的情況是「真犯死罪」入秋審的死刑犯人遇赦時的處

境。一般來說，被判處死刑監候分別入「情實」、「緩決」與「可

矜」三類犯人中（這裡不包括雍正朝以後逐漸加入的「留养承祀」

類，因為此類犯人人數不多，而且甄別條件十分嚴格，也屬於基本可

以免死減等的類型），「可矜」人犯的情況相對單純，如果不被改

判，他們基本上都能獲得赦免或減刑，無論是否遇赦。比較複雜的是

「情實」與「緩決」類的犯人遇赦時的具體狀況。 

先談「緩決」犯，他們並不能在大赦年中直接獲赦免刑，但他們

中的很多人卻因為清政府的獄制壓力而成了清朝死刑犯人中特殊的赦

免「受惠專業戶」。康熙三十八年（1699）七月，康熙帝因「恐監禁

緩決人犯甚多，今又增一年人犯，秋審、朝審亦甚冗劇，若久禁囹圄

死者必多」，而下令「寬免監禁緩決人犯」。康熙四十五年（1706）

十月，該帝又「諭刑部緩決人犯至三、四次者，免死減等」。同年十

二月，再「命免直隸緩決人犯死罪時，刑部歷年緩決人犯凡二百二十

五人俱免死減等，并著通行各省照例行」。康熙以特赦的方式減免

「緩決」死囚的做法到了乾隆朝得以頻繁實施：乾隆元年「寬減年久

緩決人犯」後，乾隆四年，又「將秋審緩決五次以上之人犯，酌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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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稍輕，尚可貸以生路者比照凶盜免死之例，充發邊遠煙瘴地方」。73

這一做法在乾隆五年、七年、十二年與十三年繼續施行，從乾隆十六

年（1751）開始連續三年將「緩決」五次以上改成三次以放寬減免時

限，此項「特赦」舉措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開始，基本維持每三

年一次的頻率，具體情形可從表10窺測一般。 

表 10 乾隆三十六年-四十九年減免「緩決」人犯表 

減免時間 緩決犯人數 積壓時間 文獻出處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

（1771） 
－ 1765-1771 《皇朝通典．刑十 赦宥》卷89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

（1774） 
10,000餘名 1771-1774 《皇朝通典．刑十 赦宥》卷89 

乾隆四十一年十月

（1776） 
6,000餘名 1774-1776 《皇朝通典．刑十 赦宥》卷89 

乾隆四十四年 

（1779） 
8,910餘名 1776-1779

《清實錄．高宗實錄》卷1094，

頁679。 

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

（1782） 
8,500餘名 1779-1782 《皇朝通典．刑十 赦宥》卷89 

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

（1784） 
6,372名 1782-1784 《皇朝通典．刑十 赦宥》卷89 

 

嘉慶十七年（1812）一條上諭內容顯示，這個從乾隆四十七年以

固定條款得以制度化的特別之法在該朝得以切實執行： 

向來秋朝審人犯內緩決三次以上者，人數積多，每屆數年。諭

令刑部查明奏請分別減等，以示法外之仁。今自嘉慶十四年查

辦之後，至本年秋讞入緩決者，又積有一萬一千九百餘名。著

刑部將本年秋朝審緩決三次以上各犯，照節次查辦之例，逐一

查明所犯情節，分別減等發落，以昭矜恤，該部即遵諭行。74 

由此看來，定期減免「緩決」人犯之「法外之仁」，似乎演變成

了秋審司法體系的一個「制度性」特徵而失去了它原有的「非常

                                               
73 《清實錄．高宗實錄》，卷176，頁268。 

74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刑部 刑律 斷獄 有司決囚等第第六》卷849，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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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這一規則的啟動必以皇帝的上諭進行，而且仍然以其內含的

「排除法」與「選擇性」而具有「非常規」特點，尤其是在案件關涉

服制與官犯的情況下。道光八年（1828）覆審的一個服制非命案頗能

說明這一情況，它記錄了乾隆五十年（1785）後一個女囚曲折的秋審

經歷： 

乾隆五十年山東省民婦韓氏因與姦夫張可習談笑，經伊翁趙剛

撞遇斥詈。張可習教令誘引翁拏其柄，據使不敢管束以便往

來。該氏聽從乘間勾引伊翁親嘴咬落舌尖，將該氏於應擬斬決

罪上量減斬監侯，入於秋審情實二次，蒙恩免勾，奏改緩決二

十四次。75 

至於「情實」犯，如果他們沒有獲得改判，除了罕見的集體特赦

機會外，如雍正六年，皇上法外開恩「酌減情實人犯」76或獲得特

赦，他們比較好的運氣是在秋審勾決時獲得「免勾」，或者遇到大赦

年、77停決年、秋審停止年78或曲赦情況而受惠於「旨停決」暫不被

執行死刑。其中「停決年」因時常伴隨大赦施行，成為了有清一代最

為常見的惠及「情實」犯的「恤刑」形態，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那

樣，清朝至少有61年的停決年記錄。所謂停決年，一般情況指該年停

止全部秋、朝審應決情實人犯的死刑執行，但有時也指僅停止朝審或

僅停止秋審情實人犯的死刑執行年分，如雍正六年的情形。當然「停

決年」也有例外，如乾隆十九年閏四月上諭特別排除某些死罪人犯的

停決： 

停止勾決之年，情實案內有糾眾聚匪、劫犯辱官及侵蝕虧空各

                                               
75 （清）祝慶祺、鮑書芸，《刑案匯覽．刑律 犯姦 親屬相姦》（上海：上海鴻文書局光緒
九年，1893），卷53，〈調姦義子之妻未成被婦咬傷〉，頁2-3。 

76 《皇朝通典．刑十 赦宥》卷89。 

77 大赦年亦須區分兩種情況，一種是一年數赦，如順治十三年分別與七月與十二月詔赦天
下，康熙四年三月與九月兩次詔赦天下，而雍正元年則一年內有四次大赦天下的記錄，另
一種比較常見的情況是一年一赦。 

78 至於停止秋審年，指的則是該年秋審死刑審理複核工作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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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與尋常謀故殺等犯不同，若輩予以監候已屬法外之仁，使

更久稽顯戮，地方百姓日遠漸忘，非所以尚刑章而示炯戒。嗣

後停決年分，著刑部將情罪重大案犯開具事由，另行奏聞，請

旨正法。79 

由於「往例秋決時，如遇是年有大喜、大赦、及遇有災異，率多

停止」，80「停決年」並非僅僅在大赦年中實施，有時這種「臨時

性」的「皇恩」持續的時間會十分漫長，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到

康熙六十一年（1723）連續十年停止秋決或秋、朝審，如果囚犯命硬

的話，有可能挺過幾十年而終老於獄中，否則，瘐斃獄中應該是他們

的尋常之宿命。也許正是由於這種情形，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與乾隆四

十二年十月分別對「情實」十次的常犯與官犯施行改緩： 

嗣後秋審、朝審情實人犯，有經十次未勾者，著刑部查明，於

下次改入緩決，但不得擅改可矜。 

嗣後秋審、朝審情實官犯，有經十次未勾者，著刑部查明改入

緩決。但官犯非常犯可比，及改緩決後，如遇應查辦緩決三次

以上者，不得與常犯一例減等。其中或有應行寬宥者，俟朕隨

時特降諭。81 

改緩三年連續不變後，如果符合減等條件，才可免死。所以此類

犯人可稱為秋審制度中最為曖昧的「死刑」犯，處在「善政」82與

「法外施仁」83之間，雖然在嘉慶帝眼中，他們就是「在監病斃」因

                                               
79 沈家本，《沈家本全集．敘雪堂故事》，卷2，〈停勾年分情重犯人奏請正法〉，第2冊，
頁381。 

80 沈家本，《沈家本全集．敘雪堂故事》，卷2，〈恤刑之年內外俱停秋決〉，第2冊，頁
379。 

81 沈家本，《沈家本全集．敘雪堂故事》，卷2，〈情實十次改緩〉，第2冊，頁367。 

82 乾隆皇帝於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的詔書中言明，「赦非善政，古人論之詳矣，但朕即
位之初，聿遵舊制，誕布新恩。」見清代譜牒檔案內閣刑科秋審題本，02縮膠87，第20
件，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反之，嚴格執法，不濫赦免乃為善政。 

83 雍正皇帝之語，見於雍正二年四月欽定例，「朕惟明刑所以弼教，君德期於好生。從來帝
王於用刑之際，法雖一定而新本寬仁，是以虞廷以欽恤垂訓，周書以慎罰為辭誠，以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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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免肆市，亦屬法外之仁」。84這類人犯與乾嘉之後日益增多的

「例應永遠監禁」85類人犯，實際上已經屬於另一種刑罰，即現代刑

種中的終身監禁之犯人。所以毫不奇怪，秋審制度在清末改革中最終

輕易地被終身監禁之制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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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nesty and the Death Penalty under  

the Qing Dynasty: Between the Legal System 

and Political Practice of “Benevolence  

outside of the law” 

Zhang Ning*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ath penalty 

and the practice of amnesty under the Qing dynasty. There is a tendency to 

believe that the ten traditional unforgivable Abominations were all crimes 

liable of capital punishment, that all crimes of homicide liable of the death 

penalty were unforgivable and that all unforgivable crimes were liable of 

capital punishment.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larify possible misunderstandings 

regarding these three aspects, relying on available Qing archives.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ly, three historical features 

of the death penalty under the Qing dynasty are highlighted and discussed: 

the particularly high number of legal capital offenses, the systematized 

distinction of three types of such offenses and the fully institutionalized 

practice of the Assizes.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mnesty under the same dynasty in general and its multipl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death penalty in particular. Finally, a comparative study is 

presented based on data concerning the condemned criminals of 1736 (a 

year of general amnesty granted by Qianlong on the occasion of ascending 

the throne) and 1738 (an ordinary year with Assizes being held), in order to 

observe in a concrete way the effective impact of amnesty on death-row 

                                               
*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Geneva 



102 《法制史研究》第二十八期 

 

inmates. 

Keywords: amnesty, death penalty, the unforgivable crimes under the 

general amnesty, Autumn Assizes, case deserving of capital 

punishment, case deserving of deferred execution, year of a 

general amnesty, year of stopping the ex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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