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節  埋葬銀制度的歷史淵源與適用 

 

一、前言 

 
何謂「調姦本婦致本婦羞忿自盡」？以現代人的觀點，似乎沒有辦法想像

因為調戲或強姦一名婦女未成，導致該名婦女或其丈夫、父母或公婆因此羞忿自

盡，而從事調姦行為的行為人，要因此被處以絞監候的刑罰。這從現代的刑法理

論來討論其因果關係，似乎是很難被想像的。因此，本章將以此類型的案件作為

討論的重心，並以其中的「埋葬銀」作為論述主軸。 
 
傳統中國法制史的研究因侷限於資料的不足與匱乏，因此研究者往往得要

如傅斯年氏所云：「上窮碧落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料。」但所能研究的主題與

對象往往只能侷限在歷代的律文規定與二十五史的〈刑法志〉之中。但隨著近來

考古的新發現1、傳統中國官方文書檔案2的整理與開放以及新型態的資料，如官

員的判牘3及文人的筆記小說等等，未來的法史學研究者仍舊得要動手動腳找材

料，但所擔憂的問題將不再是資料的匱乏，而是將得要擔憂浩如煙海的檔案史料

將可能淹沒研究者本身。尤其是數量龐大的「內閣刑科題本」4，可能改變未來

研究的型態。 
 
由於乾隆時期的刑科題本數量龐大，又以微捲的型式分別收藏於近代史研

究所、台灣史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使用上實屬不易。加上由近代史研究所

賴惠敏研究員所印出、目前收藏在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乾隆元年至七年

                                                 
1 近年來重要的考古發現主要有：湖北睡虎地秦墓竹簡、江陵張家山漢簡。1975 年 12 月於湖北

省雲夢縣城關睡虎地十一號墓所出土的秦代竹簡，睡虎地秦簡的大部份內容是法律、文書，雖

然非為秦律的全部條文，但是仍保留了秦律的部份內容，對於研究秦律及中國古代法律的發展

有很重要的價值。1983 年 12 月至 1984 年 1 月，在湖北省江陵張家山M247、M249、M258 三座西

漢前期古墓，出土共一千餘枚竹簡，其中以漢代法律史料為主，漢律與〈奏讞書〉竹簡約七百

餘枚，這批史料的出土，對於漢代法律史料的不足，將具極大的補充作用。﹝參考：武樹臣主

編，《中國傳統法律文化辭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426-429。﹞ 
2 如北京第一歷史檔案館所藏清代〈內閣刑科題本〉，及南京第二歷史檔案管所藏之民國〈大理

院判決〉等檔案。 
3 如明‧顏俊彥著，《盟水齋存牘》﹙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陳全倫、華可娟、呂

曉東主編，《徐公讞詞—清代名吏徐士林判案手記》﹙山東：齊魯書社，2001﹚。 
4 目前中央研究院院所收藏之〈內閣刑科題本—婚姻姦情案件〉檔案，主要是於一九九八年，以

蔣經國經基金會贊助「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計畫之經費，向中國北京第一歷史檔案館洽購，

這些檔案均由第一歷史檔案館複製成微捲，目前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

中。﹙參考：賴惠敏，〈檔案介紹：清代（內閣題本刑科婚姻命案類）〉《近代中國婦女研究》第

七期，1999 年 8 月，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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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刑科題本，共一百五十七冊，約只佔乾隆年間的刑科題本總數的十分之一。而

北京第一歷史檔案館為此所制作的《清內閣題本：刑科—“命案‧婚姻姦情”專題

目錄》共兩冊，亦只記載到乾隆九年。是故筆者在刑科題本抽樣上，將以乾隆前

期及後期做為取樣的範圍，在文中不特別強調要對案例作出逐年的比較，而將觀

察前期及後期的題本案例，以探討法律條文的規定及實際運作的關係。 
 

二、埋葬銀之歷史淵源—簡論由元到明之規定 

 

﹙一﹚元代之規定 

 
「燒埋銀」為元代法律術語，即燒紙埋葬的銀兩，是由殺人犯的家屬支付

給被害人家屬的喪葬費用。5「燒埋銀」亦可說是少數民族所特有的法律規定，

在《元史》〈刑法志〉的記載中，提及「燒埋銀」一詞者共有三處，分列於姦非、

殺傷及盜賊三個章節之下，而律文之規定如下： 
 
諸姦夫姦婦同謀殺其夫者，皆處死，仍於姦夫家徵燒埋銀。 
 
諸圖財謀故殺人多者，凌遲處死，仍驗各賊所殺人數，於家屬均徵燒埋銀。 
 
諸殺人者死，仍於家屬徵燒埋銀五十兩給苦主，無銀者徵中統鈔一十錠，會

赦免罪者倍之。 
 

從《元史》〈刑法志〉的記載中可以得知，關於燒埋銀的三種規定中，除

了向殺人者的家屬徵燒埋銀這一類情況，具體地規定燒埋銀的數額為五十兩外。

其餘兩種情況則未明確規定，因此在實際的運作上，是否對於燒埋銀的數額有更

細緻的認定標準？由於資料不足的限制，因此在此並不再加以討論。 
 

﹙二﹚明代之規定 

 
《大明律》是傳統中國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法典，它上承《唐律》，下啟

《清律》，其形式與內容較之《唐律》有很大發展，幾乎完全被《清律》所繼承。

                                                 
5 武樹臣主編，《中國傳統法律文化辭典》，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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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代的立法活動主要集中於洪武年間，《大明律》、《大明令》、《諸司職掌》及《大

誥》等，都是在此一期間制定的。後因《大明律》有所不足，明孝宗弘治年間又

制定《問刑條例》，加以補充。又弘治年編修完成《大明會典》，成為有明一代最

重要之典章，《大明會典》是明代司法制度史上的一大成就。 
 
朱元璋命令群臣制定《大明律》的時間長達三十年，過程極為慎重，力求

完美。吳元年﹙西元一三六七年﹚十月，命李善長等人制定律令，洪武元年正月

頒行《大明律》。《大明律》共二百八十五條，分為吏律十八條、戶律六十三條、

禮律十四條、兵律三十二條、刑律一百五十條、工律八條。洪武元年﹙西元一三

六八年﹚的《大明律》現已佚失。7《明史‧刑法志》記載：「蓋太祖之於令也，

草創於吳元年，更定於洪武六年，整齊於二十二年，至三十年始頒示天下。日久

而慮精，一代法始定。中外決獄，一準三十年所頒。」8

 
洪武元年頒布的《大明令》中提到：「洪武元年正月十八日欽奉聖旨：朕惟

律、令者，治天下之法也。令以教之于先，律以齊之於後。古者律、令至簡，後

世漸以繁多，甚至有不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不犯栽！人既難知，是啟

吏之奸而陷民於法。朕甚憫之。今所定律、令，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

庶幾人人易知而難犯。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令而不蹈於律，刑措之

效，亦不難致。茲命頒行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欽此。」9因此可以發現

在《大明令》中，因為到要使人民容易了解，因此在文字運用上，仍較為簡單。

關於埋葬銀的規定，則規定有：10

 
凡殺人償命者，徵燒埋銀一十兩。不償者，徵銀二十兩。應償命而遇赦原者，

亦追二十兩。同謀手下人，驗數均徵。給付死者家屬。 
 

此時的條文規定，由於距元未久，因此在用法上可能受到元代法律用與的

影響，埋葬銀仍承繼元代的稱法，稱之為「燒埋銀」。在洪武三十年的〈御製大

明律序〉中則提到：「至朕有天下，倣古為治，明禮以導民，定律以繩頑，刊著

為令，行之已久。奈何犯者相繼，由是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不犯，作大

誥以昭示民間，使知所趨避，又有年矣。然法在有司，民不周知。特勑六部、都

察院官，將大誥內條目，撮其要略，附載於律。其遞年一切榜文條例，盡行革去。

今後法司祇依律與大誥議罪。合黥刺者，除黨逆家屬並律該載外，其餘有犯，俱

                                                 
6 參考：懷效鋒點校，《大明律》〈點校說明〉﹙北京：法律出版社，1999 年 9 月初版一刷﹚，頁 2。 
7 那思陸，《明代中央司法審判制度》﹙台北：正典，2002 年 6 月初版一刷﹚，頁 20。 
8 《明史》，卷九十三，刑法一。 
9 懷效鋒點校，《大明律》〈附錄—大明令〉，頁 231。 
10同前書，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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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黥刺。雜犯死罪並徒、流、遷徙、笞、杖等刑，照今定贖罪條例科斷。編寫成

書，刑佈中外，使臣民知所遵守。  洪武三十年五月」11

 
經過長達三十年的立法過程，《大明律》的條文規定較之前代，更為精簡細

緻，而在文字的運用上也有改變，元代的「燒埋銀」改稱為「埋葬銀」，而在《大

明律》中關乎埋葬銀的規定有二： 
 

1、窩弓殺傷人 
 
凡打捕戶，於深山曠野，猛獸往來去處，穿作坑穽，不立望竿及抹眉小索者，

笞四十。以致傷人者，減鬥毆傷二等。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徒三年，追徵

埋葬銀一十兩。 
 
2、威逼人致死 
 

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若官吏公使人等，非因公務，而威逼平民致

死者，罪同。並追埋葬銀一十兩。若威逼期親尊長致死者，絞；大功以下，

遞減一等。若因姦、盜而威逼人致死者，斬。 
 
在《大明律》的規定中，對於因事威逼人致死的加害人，除了刑之執行的

處罰外，另要再追埋葬銀一十兩，茲引二明代關於威逼人致死的判決為例： 
 

人命何賢杖12

 

審得梁日新之兄梁日華傭工於何俊家俊開鋪羅定州地方。今年五月適以民亂

挈家移省，止劉日華看守鋪房，原無家伙重托。六月十九夜，據華稱失盜亡

犬一隻。亦無幾耳。乃何賢者，以俊遠族，稱華自盜，具稟州衙，私自毆打

嚇挾，致日華情逼自縊身死。雖無毆傷重情，然非相逼，何便輕生？合坐威

逼之條擬杖，量追銀三兩給屍地日新領埋兄棺。何俊不在與事免擬，招詳。 

 

海道批：何賢僅以一犬之微，威逼梁日華自縊，杖有餘辜，仰加責二十板，

姑依擬贖罪發落，仍追埋葬，餘如照，庫收領狀繳。 

 

 

                                                 
11懷效鋒點校，《大明律》，〈御製大明律序〉，頁 1。 
12﹙明﹚顏俊彥著，《盟水齋存牘》﹙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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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黃公萃杖追埋署府准理13

 
審得黃公萃，曾得梁廣業之產，搆怨已非一日。近因抽田，不復與耕。告其

強割，牽其侄之牛以抵夙逋。廣業貧農，情何以堪，甘心自刎。非公萃孰致

之？該縣斷銀貳兩，而擬賢仰、華仰以杖，意不能平，復有是訟。今坐公萃

以威逼之條，追葬銀十兩，給屍親領埋。而豁賢仰、華仰之罪，庶情法得其

平也。 
 

三、《大清律例》中埋葬銀相關規定之討論 

 

﹙一﹚《大清律例》之條文規定 

 

1、埋葬銀之相關規定 

 
在《大清律》中將元代的「燒埋銀」稱之為「埋葬銀」，由字義觀之，其功

用似與元代之「燒埋銀」並無明顯之差異，主要的功能仍是作為對於埋葬犯罪被

害者的費用補貼。而在與本文所討論之類型案例相關之《大清律例》規定中國中，

關於「埋葬銀」之規定，則分別出現在「戲殺誤殺過失殺傷人」的條例及「威逼

人致死律」中，茲分述其規定如下： 
 

﹙1﹚戲殺誤殺過失殺傷人條例14

 
一、應該償命罪囚，遇蒙赦宥，俱追銀二十兩己付被殺家屬。如果十分貧難

者，量追一半。 
 
一、收贖過失殺傷人絞罪，與被殺之家營葬，折銀十二兩四錢四分。其過失

傷人收贖銀兩數目，另載圖內。 

 

一、凡捕役拿賊，與賊格鬥而誤殺無干之人者，仍照過失殺人罪，於犯人名

下追銀十二兩四錢二分，給付死者之家。 
 

                                                 
13﹙明﹚顏俊彥著《盟水齋存牘》，頁 63。 
14﹙清﹚吳壇著；馬建石、楊育裳主編，《大清律例通考校注》﹙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

頁 8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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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因戲而誤殺旁人者，照因鬥毆而誤殺旁人律減一等，杖一百、流三千

里，仍追埋葬銀二十兩。 
 
一、瘋病殺人者，從犯人名下追取埋葬銀十二兩四錢二分，給付死者之家。 

 
一、各省及八旗，凡有瘋病之人，其親屬、鄰佑人等，即報明地方官，該佐

領處，令伊親屬鎖錮看守。如無親屬，即令鄰佑、鄉約、地方族長人等嚴行

看守。倘容隱不報，不行看守，以致瘋病之人自殺者，照不應重律，杖八十；

致殺他人者，照知人謀害他人不即阻止當首報律，杖一百。如親屬鄰佑人等，

已經報明，而該地方佐領各官，不嚴飭看守，以致自殺及致殺他人者，俱交

部議處。 
 
一、凡各項埋葬銀兩，地方官照數追給，取具嫡屬收領，然後將該犯釋放，

報部存案。若不給付，該犯係管押者仍管押，係監禁者仍監禁，勒限追給。

如捏稱給付、將本犯釋放者，告發之日，本犯不准援免，地方官一并從重議

處。 
 
﹙2﹚威逼人致死律15

 
凡因事戶婚、田土、錢債之類威逼人致自盡死者，審犯人必有可畏之威。杖一百。

若官吏公使人等，非因公務而威逼平民致死者罪同。以上二項。並追埋葬銀

一十兩。給付死者之家。若卑幼威逼期親尊長致死者，絞。監候。大功以下，遞

減一等。若因行姦為盜而威逼人致死者斬。監候。姦不論已成與未成，盜不論得財

與不得財。 

 
﹙3﹚威逼人致死條例16

 
如前所述，「調姦本婦致本婦羞忿自盡類型案件」均是以「威逼人致死條例」

例文之規定來解決，茲將「威逼人致死條例」之規定列舉如下： 
 
一、凡因姦威逼人致死人犯，務要審有挾制窘辱情狀，其死者不論本婦、本

夫、父母、親屬，姦夫亦以威逼擬斬。若和姦縱容，而本婦、本夫愧迫自盡，

或妻妾自逼死其夫或父母、夫自逼死其妻、女，或姦婦以別事致死其夫，與

姦夫無干者，毋得概坐因姦威逼之條。 

                                                 
15﹙清﹚吳壇著；馬建石、楊育裳主編，《大清律例通考校注》，頁 809。 
16同前書，頁 80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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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有因強姦將本婦立時殺死者，擬斬立決。若強姦既成，本婦羞忿自盡，

仍照因姦威逼致死擬斬監候，至於強姦未成，或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者，

俱擬絞監候，秋審時分別情實、緩決，奏請定奪。 
 
一、凡強姦人妻、女，其夫與父母親屬聞聲赴救，姦夫逞凶拒捕，立時殺死

夫與父母親屬者，照定例斬立決。若強姦既成，其夫與父母親屬羞忿自盡，

仍照威逼致死本律擬斬監候。至於強姦未成，或但經調戲，其夫與父母親屬

羞忿自盡者，俱擬絞監候。 
 
一、凡村野愚民，本無圖姦之心，又無手足勾引挾制窘辱情狀，不過出語褻

狎，本婦一聞穢語，即便輕生。照強姦未成本婦羞忿自盡例減二等，杖一百、

流三千里。 
 
一、強姦內外緦麻以上親之妻，若妻前夫之女，同母異母之姊妹未成，本婦

羞忿自盡者，俱擬斬監候。其強姦已成，本婦羞忿自盡者，俱擬斬監立決。 
 
一、凡強姦未遂，將本婦毆傷，越數日後因本傷身死者，照因姦威逼人致死

律，擬斬監候。 
 
一、婦人因姦有孕，畏人知覺，與姦夫商同用藥打胎，以致墮胎身死者，姦

夫比照以毒藥殺人，知情賣藥者至死減一等律，杖一百、流三千里。若有服

制名分本罪重於流者，仍照本律從重科斷。如姦婦自倩他人買藥，姦夫果不

知情，只科姦罪。 
 
一、凡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重傷，及成殘廢篤疾者，雖有自

盡實跡依律追給埋葬銀兩，發給埋葬銀兩，發邊衛充軍。 
 
一、凡因事威逼人致死一家二命，及非一家但至三命以上者，發邊衛充軍。

若一家三命以上，發邊衛充軍，仍依律各追給埋葬銀兩。 
 
一、凡子孫威逼祖父母、父母，妻妾威逼夫之祖父母、父母致死者，俱比依

毆者律斬。其妻妾威逼夫致死者，比依妻毆夫至篤疾者絞，俱奏請定奪。 
 
一、凡婦人，夫亡願守志，別無主婚之人，若有用強求娶，逼受聘財因而致

死者，依律問罪，追給埋葬銀兩，發邊衛充軍。 
 
一、凡軍民人等，因事威逼本管官致死，為首者，比依威逼期親尊長致死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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絞，為從者，枷號三個月，發邊衛充軍。 
 
一、凡奉差員役，執持勘合、火牌，照數支取，而該地方官不能措辦，因而

自盡者，勿論。若奉差員役，額外需索，逼死印官者，審實，依威逼致死律，

杖一百，加徒三年。若有受賄實跡，仍依枉法從重論。 
 
一、凡喇嘛、和尚等，有強姦致死人命者，照光棍例，分別首從，定擬治罪。 
 
在上述之條文規定中，在事用強毆打人致死、威逼致死一家三命，及用強

求娶、逼迫夫亡願守志且無主婚人之婦女受聘財因而致死這三種情況中，均規定

要依律追給埋葬銀兩。若按律本文之規定，則此時屍親所收領的埋葬銀應為一十

兩。但除強求娶明顯是與戶婚相關外，其他兩種情況，是否亦合乎律本文所規定

的「事」係指「戶婚、田土、錢債」？則仍有疑問。在本文所探討之類型案件中，

在所應適用的例文規定中，卻未見到例文中對埋葬銀作出規定。 
 

﹙二﹚《大清律例》在具體個案中的適用 

 
在實際的案例中，卻可以發現官方處理這類型的案件時，有不同的態度。由

乾隆元年七月二十一日開始，計算至乾隆元年年底，共有二十二件17「調姦致本

婦羞忿自盡類型案件」為例，在二十二件案例中，共十二件案例中有處理埋葬銀

的問題。其中除一件案例未明確記載埋葬銀的數額外，有一件案例埋葬銀的數額

是十兩，十件案例的數額是二十兩。但筆者再觀察乾隆四十六年、乾隆五十八年、

乾隆五十九年及乾隆六十年共三十二件的同類型案件，卻未發現任何一件案件有

處理埋葬銀的問題。例如在以下乾隆五十九年所發生的案例中，則未出現有任何

關於埋葬銀的討論：18

 
刑部等衙門…..臣阿桂等謹題，為呈報事，該臣等會看得：魏廣等強搶孀婦

郭李氏，致氏羞忿自縊身死一案。據兩江總督兼署江蘇巡撫印務蘇凌阿疏

稱：魏廣、魏朝幹與郭李氏之父李子志素相識。郭李氏先嫁郭士禮為妻，嗣

因夫故孀守。衛廣圖娶為妻，乾隆五十九年六月間，聞李氏歸寧回家，經魏

廣聞知，於七月初十日，令弟魏光文往向李子志求親，李子志不允。魏廣起

意強搶。八月初三日，探知郭李氏欲回婆家，魏廣往糾族姪魏朝幹並伊弟魏 

                                                 
17由乾隆元年七月二十一日開始計算，至乾隆元年年底，共有二十三件案例，但因有二件為相同

之案例，僅分別由福建巡撫及刑部尚書具題，因此計算為二十二件。 
18二全宗一九七六卷第十二號案，乾隆五十九年八月初四日，「魏廣等強搶孀婦郭李氏致氏羞忿自

縊身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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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文、魏火一共四人前往。適李子志之兄李子鎬正送郭李氏出門，魏廣上前

將郭李氏搶抱先行，魏朝幹等在後助勢，經李子鎬喊同李子志並鄰人魏邦安

等趕上，將郭李氏奪回，魏廣等畏懼逃逸。郭李氏回家羞忿莫釋，即於是夜

乘間投繯殞命，報驗審供不諱。查魏廣因郭李氏夫王孀守，圖娶不遂，輒起

意強搶以致郭李氏羞忿自盡，殊屬不法，將魏廣擬絞，魏朝幹擬流。郭李氏

附請旌表等因具題前來。應如該屬署撫所題，魏廣合依強奪良家妻女，中途

奪回，未被姦污而自盡者，照「強姦本婦未成，本婦羞忿自盡擬絞例」，擬

絞，監候秋後處決。魏朝幹應照「為從減一等例」，杖一百，流三千里。逸

犯魏光文等緝獲另結。查孀婦郭李氏被魏廣強搶，即捐軀明志，洵屬節烈，

應比照「強姦不從致死之例」准其旌表。臣等未敢擅便，謹題請旨。 

 
如前所述，乾隆元年的案件中，大多有一個相當重要的特徵，即在雍正十

三年九月二十一日前發生的案件，因為舊帝崩殂，新帝登基，大赦天下，是故除

十惡不赦外，其餘人犯，不論輕罪重罪一律援免。19

 
在所有援免的案件中，並定會出現「臣部於雍正十三年九月二十一日將朝

審內應赦人犯摺奏，本日奉旨：赦非善政，古人論之詳矣。但朕即位之初，聿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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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不寬貸也。著詳悉曉諭

中外臣民知之，特諭，欽此。欽遵，應令該撫將□□□詳記檔案，如再干法紀，

加倍治罪。」的字眼。因此是否可據此推論，追埋葬銀予屍親取領的情況，僅適

用於新帝登基前發生的案件？ 
 

在「威逼人致死條例」的規定中，並未見有關於對此類型案件要追給埋葬

銀之規定，反而在「戲殺誤殺過失殺傷人條例」看到原應償命罪犯若遇蒙赦宥，

要追埋葬銀二十兩予死者之家的規定。官員處理案件的結果是，原則上是由加害

人名下追埋葬銀給屍親收領，所追的埋葬銀分別有十兩20、二十兩21的處理情況，

根據該條例的規定，「如果十分貧難者，量追一半。」 
 
由乾隆元年七月二十一日開始計算，至乾隆元年年底的二十二件案例中，

                                                 
19 ﹙清﹚覺羅勒德洪，《大清高宗純﹙乾隆﹚皇帝實錄﹙一﹚—自雍正十三年八月至乾隆二年三

月下》﹙台北：華聯，1964 年 10 月﹚，頁 168-170。 
20二全宗，二十八卷第二號案件，乾隆元年十二月十四日，刑部尚書徐本等題為山西代州五台縣

民李緒昌強姦王氏未成致氏與伊姑先後服毒身死議准杖流事。 
21二全宗，二十三卷第十三號案件，乾隆元年十一月十二日，刑部尚書徐本等題為山東青州府昌

樂縣人趙翠調戲元氏致令自縊身死議准絞監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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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以下的類型：22

 
1、調姦婦女之人被認定為應追埋葬銀之人 
 

﹙1﹚二全宗，十六卷第一號案件，乾隆元年七月二十四日，「凌滔調戲沈運之妻

袁氏致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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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號賜驗埋

事，該臣等會看得：凌滔調戲沈運之妻袁氏致死一案，據署蘇撫顧琮疏稱：

緣凌滔與沈運比鄰而居，沈運曾借凌滔銅杓未還，凌滔前往沈運家索討。適

沈運外出，沈運之妻袁氏獨處。凌滔頓起淫心，遂拉袁氏之手，當場被袁氏

喊詈奔逸。迨沈運回家，袁氏告知前情，沈運訴知凌滔之叔凌才。凌才斥責

凌滔之非，沈運堂兄沈壽聞知，前至沈運家喊罵。凌滔以袁氏誣陷，與沈壽

爭辯，袁氏羞憤，即於是晚投繯殞命。屢審不諱，將凌滔依例擬絞，監候。

援赦免罪等因具題前來，應如該撫所題，凌滔合依「強姦未成但經調戲本婦

羞忿自盡例」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但事犯在恩赦以前，凌滔應援赦免罪，

仍向凌滔名下追埋葬銀二十兩，給付屍親收領。…… 

 
2、二全宗，十五卷第六號案件，乾隆元年七月二十七日，「陸自全之妻陳氏被劉

七調姦自縊身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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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稟報事，

該臣等會議得：陸自全之妻陳氏被劉七調姦自縊身死一案。據直督李衛疏

稱：緣陸自全貿易外出，遺妻陳氏獨居。雍正十三年閏四月二十四日，夜至

五更，陳氏欲赴地拾麥起邀鄰婦作伴，俱未啟戶。陳氏自行回家，適值劉七

醉後赴井飲水，欺陳氏孤行，出言調戲，陳氏急趨進院，劉七跟入，拉陳氏

求姦，陳氏即行喊詈，劉七始行奔逸。陳氏夫兄陸自義聞聲驚起，詢知情由，

偕陳氏赴往斥責，經陸分榮勸止。詎陳氏羞忿莫釋，即於是日投繯殞命。屢

審不諱，將劉七擬絞，援赦免罪等因具題前來。據此，應如該督所題，劉七

合依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例」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但事犯在雍正十

三年九月初三日恩赦以前，應免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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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遵舊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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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悉曉諭中外臣民知之，

                                                 
22 本文中所使用之乾隆元年刑科題本題要之電子檔，係由中央研究院賴惠敏研究員提供，在此

特別感謝賴惠敏研究員之協助。關於該題要之句讀，係由筆者自行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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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諭，欽此。欽遵，將劉七詳記檔案，行令該督，照例向劉七名下追埋葬銀

二十兩，給付屍親收領。…… 

 

在以上兩起案例中，都可以看到官方在題本中提及「照例向□□□名下追

埋葬銀二十兩，給付屍親收領」的記載，但用以判處加害人罪刑的規定，則是適

用「威逼人致死條例」，但從該相關例文的規定中查找，卻又無法找到任何與二

十兩埋葬銀相關之記載及討論，若追給埋葬銀之理由是因為犯人受到援免，因此

所引用的律例是「戲殺誤殺過失殺傷人條例」，該條例規定：「一、應該償命罪囚，

遇蒙赦宥，俱追銀二十兩己付被殺家屬。如果十分貧難者，量追一半。」 
 

﹙二﹚非調姦本婦之人被認定為應追埋葬銀之人23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管刑部尚書事務加三級臣徐本等謹題。為結狀事，該

臣等看得：李緒昌強姦王氏未成，并王氏與伊姑郭氏先後服毒身死一案，據

山西巡撫石麟疏稱王氏：於雍正十三年六月二十日，向鄰人郝禮家借用棒

槌。郝禮之女銀娃子回稱無有，王氏復向李緒昌借取。李緒昌頓起淫心，誘

王氏入室，先拉王氏之手，繼即抱住將王氏衫襟扯破。王氏喊詈，銀娃子聞

聲出視，李緒昌驚懼放脫。王氏歸家告知夫嫂魏氏，轉告伊姑郭氏。郭氏忿

恨，同王氏至王氏母家告知，經老王氏勸慰而回。郭氏氣忿未釋，因武定國

勸息，李緒昌之姊李氏與伊嫂賈氏聚談李緒昌拉姦之事，郭氏聽聞理論，回

家將王氏詈罵，逼令往李緒昌家尋死。王氏被逼自服砒信24殞命，老王氏以

女死由郭氏毆罵所致，遂至郭氏家吵嚷，郭氏氣忿亦服砒身死。武二小子同

武定國將屍移至李緒昌家前，□縣王琯、□□□李生昌等，囑仵作將郭氏擦

傷隱匿，并賄買屍母、刑書差役、屍夫人等，不令供質，經代州知州審出，

將王琯參革，批委寧武府，會同該州確審，仍令該署縣楊燭拘犯到案。屢審

不諱，王氏之死實因伊姑逼 所致，非李緒昌因姦威逼，將李緒昌擬流，老

王氏、李氏擬杖收贖，武二小子等擬以杖笞，俱援赦免罪等因具題前來。應

如該撫所題：李緒昌依「強姦未成律」，僉妻流三千里。老王氏依「威逼人

致死律」，杖一百。李氏多言起釁，依「不應重律」，杖八十，係婦人俱照律

收贖。……恭逄雍正十三年十一月十四日恩赦，李緒昌等俱免罪，老王氏、

李氏免其收贖，仍照例於老王氏名下追埋葬銀十兩，給付屍子收領。…… 

 
在本例中較為特殊之處是，婦女王氏鄰人所所調戲，而夫母郭氏聽聞旁人

                                                 
23二全宗二十八卷第一號案，乾隆元年十二月十四日，「李緒昌強姦王氏未成，并王氏與伊姑郭

氏先後服毒身死案」。 
24「砒信」係指砒霜，即今日所稱之砷。砒霜又稱「信毒」或「信」，乃因其產自江西信州，故

因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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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論，乃詈罵王氏，逼令王氏尋死，王氏因而服砒信殞命。王氏之母老王氏，以

其女之死係由郭氏詈罵所致，因此至郭氏家吵嚷，郭氏氣憤自盡。因此在本案中，

官認為：王氏之死並非出於李緒昌的因姦威逼，而係出於郭氏逼迫所致；郭氏之

死，而係老王氏吵嚷致郭氏氣忿自盡。因此根據「威逼人致死律文」之規定，應

由老王氏名下追埋葬銀給屍子﹙即郭氏之子，王氏之夫﹚。 
由以上律例規定及案例中，可以發現在威逼人致死的律例規定中，並未有

對「調姦本婦致本婦羞忿自盡類型案件」給予屍親埋葬銀之規定，而從整個題本

的內容觀察，埋葬銀似乎不只是有喪葬費用補償的功能，似乎還有其他的功能。

而關於這部份的討論，將留待在「埋葬銀的性質與功能」一節中再加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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