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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本書於2012年在五南書局出版，當時作者對於清代法

制的研究著重在《大清律例》，對於清朝整體法制的全貌

瞭解有限。這次改版時，將書名增加副標題改為：《清代

法制新探──以《大清律例》為核心》，主要說明清代法

制的全貌並非僅有《大清律例》。清朝還有各部會則例，

如《吏部則例》、《戶部則例》、《禮部則例》等具有法

典形式的法規範。 

本次出版調整原書之結構並修改各章內容與論述角

度，可謂是初版。希望讀者閱讀本書之後，對於清代法制

能有比較初步且全面的認識。本書主要立基於2015年出版

的《多元觀點下清代法制》、2017年出版的《向法規範回

歸之清代法制研究》及2020年《中國法律史：比較法觀

點》等書的研究基礎。 

本書作者在上世紀八○年代於德國取得雷根斯堡大學

法學博士學位後，無意間接觸到《唐律疏議》並因此開啟

長達30多年的中國法制史研究歷程，並在1994年開始研究

德國法制史且出版《德國法制史──從日耳曼到近代》

（2007）及《德國近代刑法史》（2014初版，2016二版）

二書。由於原書的兩章：〈傳統中國法律與德國近代刑法

典之比較〉及〈傳統中國法律對於外國人之規定〉已經收

錄在其他專書中，因此，本書不再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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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清代法制（大清律例與各部會則例）與當代

歐盟各國法典化的法律體制一樣，都是具有完整結構且被

認真對待的法規範。清代法制是清朝統治不同民族（滿、

漢或旗、民）的重要工具。清代法制在268年間，協助清代

的統治者統治一個可以類今日歐盟的政治體。清朝不是我

們今日理解的一般國家，而是一個超國家的政治組織。理

解清代整體法律體制及其多元的審判體系與運作經驗，將

對於人類社會在法規範理論與法規範實踐具有重要意義。

清代法制的沒落歷程與背後因素對於當代法律主流之一，

以法典化為主的西歐法律體制具有重要參考意義。本書僅

著重分析清代整體法制中的一環：《大清律例》，主要從

法學角度分析之並希望從規範體系與規範實踐的角度呈現

清代法制的面貌。 

作為一個在臺灣受過大學法學教育並在德國完成法學

博士論文的法學研究者，作者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前，從來

不知道中國傳統社會有《唐律》、《大明律》與《大清律

例》及清代的各種則例，如果不是1988年偶然在海德堡馬

普克外國公法與國際公法研究中心圖書館接觸到《唐律疏

議》，我和不同地區的華人社會當代法學研究者一樣，以

為中國傳統社會沒有法律，或者雖然有法律，但主要是刑

法，且沒有被實際運用。 

過去30多年來，有關中國法制史的研究讓本書作者深

刻地理解到中國傳統社會曾經存在一個體系完整且被實踐

的法律制度。因為想要瞭解為何一個有完整體系且被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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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制度，在當代社會不被看見或者被貶低，成為作者

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動力。 

在這本書出版的此刻，我要感謝曾經為我的書寫序的

賴惠敏研究員、陳登武教授及王曉丹教授。我也要感謝選

擇我擔任指導教授，撰寫法制史相關論文的碩、博士學生

們，包括：萬晉、邱唐、世偉、郁如、聖棻、弘孟、孟如、

侑儒、亮瑩、偉倫、昕蓉、威任、珊儀、小晴、啟超、 

湘怡、湘筌等，以及修習我的法制史課程的學生們，因為

你們在課堂的報告與討論，讓我能更多元的以法學角度觀

察清代法制。我也在此向史學界的老師及朋友們致謝，尤

其要謝謝高明士老師及參加高老師帶領的「唐律讀書會」

朋友們，你們的報告擴張了我的史學知識。尤其要向登武、

俊強、澎生、馨珺、如蕙、美芳、如鈞、重方等無私分享

史料的朋友們致謝。跟你們的交流與對話，擴大我的法制史

研究視野。我也在此特別感謝北京中國政法大學的張晉藩

教授與朱勇教授，邀請我參與各種法制史會議，讓我有機

會與來自各地的中國法制史研究者對話。我也要謝謝人民

大學的朱騰教授與高仰光教授，2016年在人民大學短期的

講學與交流，給我認真理解戶部則例的動力。最後謝謝  
胡錦媛教授給予本書英文名稱。 

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最後僅以此書紀念我的父親

陳廷棟律師（2021年離世）及我的母親陳王秀菊女士

（2003年離世），能夠成為他們的子女是我最大的幸福，

他們的生命態度以及對我的愛與支持是我勇敢前進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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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我也感謝我的配偶顧忠華教授及兩個小孩（及他們

的配偶）與孫女帶給我的快樂與滿足。 

退休之後，可以專心從事喜愛且著迷的法制史研究，

是一種幸福。希望這本書可以讓讀者認識清代法制的面

貌。我非常期待讀者們的討論與批評。 

陳惠馨 
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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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代的法制是什麼 
── 一個當代法理學的提問

1 

一、前 言 

本章中主要從西方當代法理學學者論述法規範理論觀點，

分析清代法制是什麼，目的在於讓讀者從當代法學的角度，認

識清代法律的面貌。傳統中國的法律體制與印度或伊斯蘭的法

律體制在當代社會不再是實證法的主流。當代法律人在討論法

律時，往往從英美的普通法系或歐陸的法典體系之法律觀念、

法律分類或法律制度角度出發，並以此來論斷傳統中國法制、

印度或伊斯蘭的法律體系。某些中國傳統法律的研究者，因此

論斷中國傳統社會並無法律體制，也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法

律是落伍的。事實真的如此嗎？ 
有無可能當我們從當代法規範理論出發，運用一般法學或

規範理論分析傳統中國法制，並從法社會學觀點出發，針對目

前出版各種傳統中國的成文法規範、訴訟檔案及官箴書等等文

                                                        
1  本章在2012年及2014年五南書局出版的《清代法制新探》一書中被
放在第二編（Part 2）第一章中。在這次新版本中，全書的結構有
大的變化。第一編各章之內容跟清代法制本身有直接關係，第二編

主要透過比較法觀點呈現清代法制的獨特面貌。新的編排方式在於

讓讀者先瞭解清代法制的面貌後，再進一步透過比較讓讀者瞭解清

代法制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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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時，可能得出完全不一樣的結果。本書主要透過各種面向分

析清代法制，希望能重現其更清晰的面貌。 

二、清代法制研究方法：「清代的法律是什麼？」

⎯⎯  一個當代法理學的提問 

本書作者在2006年出版的《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

⎯⎯中國法制史的研究與方法》一書中提到，中國傳統法制與

近兩百年來影響世界的西方英美或歐陸法律體制之間的差異，

可以分為兩個層面討論：一是有關法規範形式體制的設計；另

一個則是有關法規範價值內涵。傳統中國法律體系跟當代西方

法律體制分屬不同的法規範體系；在法規範的架構、原理與原

則的設計上，各有差異。這個差異，導致任何僅是簡單的有關

法規範條文規定的比較，都將因為其彼此之間的不可共量性，

而產生難以進行比較的困境。本書作者認為，當代中國法制史

的研究者，必須努力創造一個超越個別條文或制度的比較模

式，呈現清代法制的面。本章嘗試從當代法規範理論角度，探

討清代法制是什麼這樣的議題，希望以此探討傳統中國法制與

當代法律體制的相同與相異之處2。 
為何進行中國傳統法制或清代法制史的研究，必須進行比

較法的研究？主要基於當代臺灣、中國大陸、香港或澳門等華

人社會，目前的法律體系與法學研究現況的考量。由於當代上

述曾經受到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影響深遠地區，現行的法律制度

或法學研究，主要受到當代日本、德國、美國、英國甚至葡萄

牙等法律制度的影響；在上述地區教授法律課程，主要教授的

                                                        
2  參考陳惠馨，《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中國法制史的研
究與方法》，五南，2007年，2版，自序，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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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繼受或學習自上述地區的法律制度與法學思想。因此，要讓

當代上述華人社會法律人對於中國傳統法制，尤其是清代法律

制度產生興趣，必須要有比較法制史以及當代法理論的面向，

讓當代這些華人社會的法律人更容易理解清代法制。 
作者認為，中國傳統法制，尤其是清代法制的發展，是一

個超越當代人想像的另外一種完整發展且實際運作的法制。對

於清代法制的研究，可以啟發當代法學研究者，更深刻瞭解到

法規範對於社會的意義及其侷限。而，要進行清代法制的研

究，有必要跟上述華人社會中正在運作的來自西歐或美國的法

律體制、概念與理念進行對話。讀者在本書中可以注意到，作

者努力尋找超越以當代西方法律的語言或觀點角度，論述清代

法制的面貌的可能。目的在於呈現清代法制比較真實與比較全

面的面貌。 
作者之所以要提出所謂超越當代西方法律體制中的個別條

文，或法律分類及法律語言的觀點分析或研究清代法制，主要

希望找到研究清代法制的新視野。當前有關清代法制的研究，

基本上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在中國法制體系的邏輯中分析清代

法制；另外一種研究方向則是以西洋法律體制的理念、結構與

價值分析或評價清代法制。 
前者的研究方法，主要用傳統中國法律語言、制度分析清

代法制中的十惡、八議、官當、存留養親等等法律規定。這樣

的分析方式，有可能讓多數僅認識西方法律語言或法律體制的

當代法律人，甚或一般人民，從實用主義觀點，認為既然當代

自己所處的社會法制，已經跟清代法制不同，認識清代法制沒

有任何實用的意義。上述的研究取向可能使多數當代法學者或

者一般閱讀者，失去瞭解清代法制的動機並因此放棄瞭解清代

法制或進行清代法制的研究。另外一種研究清代法制的研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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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是以西方法律制度的觀點，分析清代法制的面貌。這種研

究取徑，可能產生的缺點是，從現代西方的法律體制的分類、

語言等分析清代法制的方法，可能讓清代法制真實面貌被改

變，或產生誤解與錯誤的評價。這樣的研究成果使得當代法學

者或一般人認為，由於清代法制缺乏當代人其他法制的某些面

貌，因此是落後的，所以沒有研究的意義與價值3。 
清代法律的面貌為何？真的沒有類似當代民法般，處理人

民跟人民間的生活法規範嗎？如果有，它的呈現方式為何？有

無可能，清代處理人民跟人民生活的法規範，不同於歐陸近代

發展的《民法典》，如果以歐陸的《民法典》型態在清代法律

中尋找民法相關規定，當然找尋不到。根據本書作者的研究，

清代除了《大清律例》之外，還存在著各種不同類型的法規

範；例如由清代吏部、戶部、禮部、兵部或工部等部會所頒

發，跟《大清律例》位階相類似的《則例》。在清代的《戶部

則例》中有許多規範人民跟人民間生活的法規範。但很遺憾的

是，今日多數中國法制史或清代法制的研究者很少將研究視野

放到清代各部會的《則例》。從目前出版的清代地方衙門的訴

訟審判文書，及各種關於人民買賣土地，或跟婚姻、家庭等有

關的「契」、「合同」、「婚書」、「鬮書」等文件，以及各

種的《官箴書》，可以確定清代的法規範確實體系完整，法律

                                                        
3  當代法國的中國法制史研究者鞏濤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對於當
代很多的傳統中國法制史的研究者，他們仍然傾向於相信，除了找

尋近代法律概念的蛛絲馬跡外；沒有其他方式可以逼近清代法律；

而若非植根於司法、民事司法，且至少是對契約法與財產權的直覺

式理解，則中國法律文化便根本不值一提。參考鞏濤著，黃世杰

譯，〈地毯上的圖案：試論清代法律文化中的「習慣」與「契

約」〉一文，收於邱彭生、陳熙遠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

文化》，中央研究院、聯經，2009年，頁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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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作與修正有其自成一套的系統4。 
上述這些分析如何說服當代人，尤其是當代法律人，讓他

們接受清代法制真實面貌，且理解清代法制曾經真實的運作的

事實，不會認為上述有關清代法制的面貌僅是一個研究者的宣

稱呢？在本書中作者企圖透過從法理論、法社會學的角度，分

析對於清代法制，主要重點放在《大清律例》，希望呈現清代

法制某部分的真實面貌。本書作者所謂法理論或法社會學的研

究路徑，指的是從當代法理學所提問關於法律的整體面貌，法

律的概念與法律的本質等角度，分析清代法律體制；而所謂法

社會學的研究路徑，則指從中央、地方檔案以及各種官箴書，

甚至清代小說，分析傳統中國法律在實際生活的運作情形。本

章中，將從當代三位法理學學者的觀點，探討清代法律是什

麼，主要著重分析《大清律例》。這三位學者的理論分別是二

十 世 紀 歐 陸 知 名 的 法 理 學 家 Hans Kelsen 的 《 純 粹 法 學 理

論》、英國Herbert Lionel Adolphus Hart（以下簡稱哈特）

《法律的概念》及美國Ronald M. Dworkin（以下簡稱德沃

金）之《法律帝國》等書中，有關法律是什麼的討論觀點。 
二 十 世 紀 歐 陸 知 名 的 法 理 學 家 ， Hans Kelsen （ 1881-

1973）在他的《純粹法學理論》一書中則嘗試用法律秩序的階

層觀，分析他所處社會的法律5。在他的書中，他提到法的秩

                                                        
4  參考俞江，《清代的合同》一書，將清代合同分為分家合同、家族
合同、邀會合同等共七類（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2月）。 

5 有Hans Kelsen：Reine Rechtslehre純粹法律理論一書，原出版於
1934年，目前在德國於2008年由V. Matthias Jestaedt整理出版，出版
社為Mohr Siebeck，出版地： Tuebingen，網頁： https://www. 
mohrsiebeck.com/buch/reine-rechtslehre-9783161564659?no_cache=1，
上網日期：2022年2月28日；另請參考HANS KELSEN-INSTITUT研
究中心網頁有關Hans Kelsen著作的說明，網頁：https://hki.univie.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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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是一種法規範的體系，這種多元的規範體系建立成一個整體

（Einheit）。Hans Kelsen嘗試在他的書中分析當時的法律秩

序，他將它分為憲法（Verfassung）、法律（Gesetze）等階

層，他同時在書中提出所謂基本規範（Grundnorm）的理念，

認為每個社會都有基本規範，在這個社會中，所有的規範都要

回歸基本規範的理念。這樣的分類到目前為止是臺灣與德國法

學教科書最常參考的法律的分析方式，臺灣一般法學緒論教科

書常用來分析臺灣法律體系的方法，也就是將目前臺灣的法

律，依據法的位階概念：憲法、法律、命令，說明目前臺灣的

法律秩序6。 
如果從清代法制的整體去分析清代法制秩序，可以看到清

代法制也有一個體系完整，各有不同規範效果、不同位階的法

規範。這些法規範顯然指涉一個在系統上屬於一體的法律秩

序。當然目前我們看到的清代各種法規範的名詞有《康熙會

典》、《光緒會典》，由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

部等六部及其他相類似的機構所公布的《則例》，例如《吏部

則例》、《戶部則例》、《刑部則例》、《工部則例》、《督

補則例》、《宗人府則例》及《王公處分則例》等這些清代中

央部會的法規範，至今為止，有關上述這些規範間彼此的關係

為何？還缺乏更深入的研究7。另外，在省的部分，我們看到

清代有各種《省例》來補充《大清律例》或者彌補《大清律

例》所未規範人民生活的某些部分。目前可以看到的例如《福

                                                                                                                 
at/，上網日期：2022年2月28日。 

6  在臺灣多數法學緒論的教科書在論述主要法律之內容時，都會先談
憲法，討論法律的位階問題，參考陳惠馨，《法學概論》，三民，

2019年，修訂16版，目次，頁2、58-59。 
7  關於《六部則例》或相類似的規範，請參考張晉藩主編，《清朝法
制史》，中華書局，1998年，頁16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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