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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歷時四年的碩士班生涯，終於隨著這份論文的完成，畫下美好的句點。

對我而言，研究所不僅是一個學位的追求，更是人生歷練與方向的追尋。

回想這四年的經歷，真的充滿祝福，一切甚好。 

    第一年下學期，我體悟到以國際關係理論來研究中國國際關係時的缺

陷，偶然間找到一篇廖敏淑教授的期刊論文，深受啟迪。在得知廖教授就

在本校歷史系任教後，我開始旁聽歷史系廖敏淑教授的課，並且決定轉從

歷史學來理解中國國際關係。那一年暑假，我決定請廖老師指導論文。第

二年，我得到前往北京大學就讀的機會，且就在廖老師的鼓勵下，我前往

北京拓展視野，不僅收集了更多中俄關係的史料，也在閒暇中尋幽訪勝。

第三年開始，我因緣際會找到了工作，從此在職就讀，而廖老師依然耐心

地指導我的論文，直到如今。回首就讀碩士班的這四年歷程，不僅是我生

活的轉捩點，也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時光。 

    由於非史學背景出身，我的論文常出現諸多謬誤，廖老師總是以其對

歷史獨到的見解與敏銳的觀察，不厭其煩糾正我的錯誤，再三為我辨析我

的盲點，不僅讓我在論文撰寫中體悟到史學弘遠深邃的啟發，同時也在廖

老師嚴謹的治學態度、批判性的思考下釐清了許多觀念，並學習做為一個

研究者該有的思辨能力。尤其在我開始投入職場後，由於工作因素，我和

廖老師常常只能相約周末的下午，在研究室檢討論文。每當與老師討論論

文，我總是帶著忐忑不安的心，因為工作之後我在論文的全神貫注不如以

往，撰寫進度也放慢許多，總覺得愧對老師，但每次廖老師都願意重申作

為研究者該有的思路過程，甚至還撥冗協助我校閱文字與語病，其細心的

教導，令我沒齒難忘。 

    對我而言，廖老師不僅是我論文的指導教授，也是我人生觀的引導者，

在時勢紛亂或人生困惑之際，能和廖老師聊聊，總會豁然開朗。每當論文

討論結束之後，我都喜歡聽老師解析當今時勢，並在一同用餐時不斷發問。

廖老師常常帶著朋友或學生去學校附近的茶館喝茶，在品茗時高談闊論。

廖老師和我所閒談的話題包羅萬象，可以是國家大事、中日關係或史學見

解，也可以是怪力亂神。我還記得在全季陶樓僅存老師研究室依然燈火通

明的寒冬夜晚，我跟廖老師聊著靈界、鬼怪、神仙和宗教，而老師獨到的

見解，也震撼著我當時的宇宙觀。能和廖老師成為師生，真的是很棒的緣

分。 

    另外，我也必須感謝在我論文撰寫期間曾幫助我、鼓勵我的家人與朋

友。謝謝爸媽，你們一路鼓勵我念書，並且支持我的決定。特別是我在北

京的生活開銷，都是爸媽的資助。感謝東奎、李璐，謝謝你們在北京對我

的照顧，帶我認識北京、討論中國，並且時時關心我在北京的生活，至今

都想念著你們。特別是身為韓國人的東奎，你那流利的中文和對中國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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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讓我完全佩服，而我們彼此分享著心事，成為一生的摯友。感謝鈞業，

謝謝你改變了我對人生的看法，而我人生的價值觀，也因為認識你之後有

所調整。你一直都活躍在我對法國、希臘、西班牙和土耳其旅行的記憶裡，

並成為我今天的一部分。此外，我必須感謝在美國攻讀博士的翔竣，他撥

冗協助我尋找美國國會關於顧盛與〈望廈條約〉的相關檔案，讓我得以順

利推展後續的研究，沒有他，我的論文不可有今天的成果。感謝我工作環

境的可愛夥伴們，常常督促我論文的進度，讓我在工作之際，時時惦記著

我的論文。我也要特別感謝人在美國的政隆就我最後提交論文時的英文摘

要給予充分的建議與指導，幫助我加強英文學術寫作的表達。 

    最後，隨著這份論文的結束，我的心中難免有些惆悵與擔憂。惆悵的

是那段研究過程中與師長討論與思辯的享受、與廖老師三不五時的相談甚

歡，恐怕在工作中漸漸遙不可及；擔憂的是，自己在案牘中無法保持作為

研究者應有的清晰思路與頭緒。但我深知這些終究必須面對，畢竟不要跟

畢業證書這一張紙過不去。 

    我會時時督促自己，學習是一生的功課，我會謹記這這份論文中所學

習到的知識與態度，持續關心中國的發展，並且可望在一生中見證中國復

興的歷程。 

 

                                                     筆者  謹誌 

                                            2015年 4月 4日于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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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國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 

─兼論領事裁判權 

 

摘要 

    每當論及清朝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對外關係，一般都認為是清

朝中國被迫簽訂大量不停等條約之「屈辱外交」的開始，特別是在對

外司法審判的議題上，大多認為清朝給與外國所謂「領事裁判權」的

權利，造成中國司法管轄權的損害。但事實上，這種所謂「領事裁判

權」的現象，在中國本身涉及外人在華犯罪的處置上，是普遍被採行

的作法，不僅是過去中國歷代均有的慣例，就連清朝本身與俄羅斯簽

訂的〈尼布楚條約〉，也被學界公認為是清朝中國第一個對等互惠的

對外條約。姑且不論日後領事裁判權對中國的傷害為何，僅以清朝中

國在簽約當下的時空背景來看，中國給予西方國家「領事裁判權」一

事究竟該如何理解，值得後人重新檢視。 

    本文研究主旨在於用「同時代史觀」的視角，以清朝簽約當下的

時空背景，來重新檢視清朝中國涉外司法審判。本文首先整理了中國

自唐朝至明朝以來對涉外司法審判的沿革，並且爬梳清朝中國涉外司

法審判的模式，從中發現清朝中國給予西方國家「領事裁判權」的做

法，是符合清朝中國對外關係的邏輯思維，並證明清朝中國隊在華外

人的司法態度，與中國自唐代以來的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是一致的。

本文認為，領事裁判權成為「屈辱外交」的意涵，是因為後人以歐洲

近代國際法話語權下的「民族國家」視角來檢視過去清朝中國的對外

關係，並且在不理解清朝中國固有對外秩序的邏輯下所做出的評斷。 

 

關鍵詞：清朝、領事裁判權、涉外司法、蕃坊、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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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uridical Attitude toward Foreigners of Qing Dynasty─

with Analysis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Abstract 

    When it comes to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its “humiliated diplomacy”, especially 

on the issue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since the Treaty of Nanki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The authorization of consular jurisdiction to 

foreign countries is often considered as sabotage for the jurisdiction of 

China. However, the criticism is questionable because offering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s ubiquitous among every dynasty in China. 

Even in Qing dynasty, the juridical attitude of China in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signed in 1689 with Russia is often recognized by academia as 

reciprocity to foreign country. Regardless of the disadvantages in the 

future, this act of giving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by Qing dynasty at 

that time is worth to be scrutinized again. 

With this in mind,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discover the pattern 

of  judgments involving foreigners from Tang to Qing dynasty in China. 

We also discuss about the response of Qing government when it faced the 

request of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rom foreign countries. In addi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attitude toward the judgments involving 

foreigners of Qing dynasty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indigenous order to foreign relations.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settlement of judgments involving foreigners in different dynasties of 

China, confirming the consistency to China indigenous order to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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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 and evolution during the Qing period. At last, this thesis 

overthrew the humiliation impression in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diplomacy in Qing dynasty, arguing such attitude is interpreted later 

by the concept of “nation state” , which is developed from early modern 

European countries to judg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Qing dynasty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Qing dynasty,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eigner-involved 

justice, cons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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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研究動機 

    放眼臺海兩岸，研究中國過去「百年屈辱」的「外交史」，1或者是以此文脈

作為歷史背景的論述，可說是奠基於革命史觀和現代化史觀，而不管是革命史觀

或是現代化史觀，這些都是「後見之明」的歷史認識，未能反映該當時代的歷史

樣貌。「後見之明」的論述，被編寫到教科書中，成為普羅大眾對清朝中國腐敗

無能的刻板印象，可謂影響甚大。近來，越來越多學術成果，不僅反思既有理論

的缺陷，也突破過去研究中國對外關係史的現代化視角，以試圖釐清過去中國對

外關係的原貌。另一方面，以國際關係學界來看，為了有效解釋中國之大國地位

恢復與預測未來國際情勢，國際關係學界也疑惑著中國的對外關係樣貌，是否能

套用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來加以論述，於是開始強調「中國國際關係理論」與

「中國學派」之建構。2許多學者從古代中國經典、思想與歷史的研究中，發掘

了許多有異於西方國際關係的邏輯思考。3
 

    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構想出發、經過

曼考爾(Mark Mancall)的理論精緻化之後所構築的朝貢體系論，一直是討論中國

過去對外關係的理論架構。4雖然該理論帶有濃厚的西方中心史觀，而且也面臨

某些批評與修正的挑戰，卻依然作為理解過去中國對外關係的途徑。5近年來，

陸續有許多研究成果抨擊朝貢體系論的缺失，認為朝貢體系論不能解釋明朝中葉

                                                      
1
 本文題目不使用「外交」而使用「對外關係」之詞彙，也是基於對此立場的反省。外交，或名

外務一詞，是基於歐洲《威斯特發利亞條約》所建立起來的詞彙，是國家主權對內至高、對外平

等之不容侵犯性下的概念，也是現代國際法話語下的術語。然而，在 19 世紀中葉以前，中國固

有的外政秩序，卻不是今天國際法知識所能理解的面貌。 
2
 例如，「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的成立，其第一次研討會於 1987 年在上海外語大學舉行；

第二次於 1998 年在上海復旦大學召開；第三次於 2004 年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行，於此會議中正式

提出「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或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理論，詳見《國際關係：呼喚中國理論》

一書；第四次則於 2009 年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近年來，中國大陸對於「中國特色」、「中國模

式」的風靡，更成為政治正確的術語。 
3
 例如閻學通、徐進編，《中國先秦國家間政治思想選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4
 Mark Mancall, “The Ch'ing Tribute System: an Interpretive Essay”, in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Mark Mancall, 

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Mark Mancall, 

China at the Center: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4).  

關於費正清「朝貢體系」及「朝貢貿易」的概念，參考 John King Fairbank and S. Y. Teng(鄧嗣禹),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 (1941), 135-246, John King 

Fairbank, “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2, 

(1942), 129-149.;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等著作。 
5
 參見廖敏淑，〈清代對外通商制度〉，《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08)，頁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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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中國政府緩解海禁乃至清朝設海關、開海貿易等歷史事實，因此關注互市制

度的建構；6也有學者從清代通商制度的研究中，重新檢視中國對外關係的型態、

駁斥朝貢體系論西洋中心史觀式的「衝擊—回應」理論，並重新認識清代對外通

商制度的多樣性與靈活性。7除了對於通商制度的重新認識之外，還有學者認為，

對於中國對外關係史的理解，可以先從整理儒家經典、發現中國文化的價值，從

而建構出一套原理，試圖用以解釋古代中國外政的運作邏輯。8甚而，也有學者

從戰略研究的「戰略文化」視角，試圖解讀過去中國對外關係的戰略思維。9
 

    近來諸般研究成果，使中國對外關係史的研究，呈現百家爭鳴的面貌，不同

研究者從各自的研究視角切入，論述著中國對外關係的本質。然而，或許是中國

固有的對外關係之多樣性與靈活性的緣故，不論是從史學、政治哲學或是戰略研

究等視角度來研究中國對外關係，大多數對中國對外關係的研究，都是以宏觀、

概括的視角來探討，希望能從各朝代處理對外交涉、建構對外關係的實踐中，找

出一套能解釋中國對外關係的理論性通則。雖然這些學術成果具有啟發價值，也

能突顯以西方國際關係來研究中國國際關係的侷限，但是在尚未精確掌握中國在

不同時期、不同朝代對外關係的差異，甚至未能理解歷代王朝的政權特性、所面

臨不同的對外情勢之下，就以抽象性與概括性的理念來「以偏概全」，往往不能

「一一中的」。或許就因為未能徹底且紮實地研究每個朝代的對外關係，卻希望

創造出一套能解釋中國對外關係的理論，所以企圖建構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學者，

總在空泛與抽象性的語彙中討論中國對外關係，竭力選取符合空泛抽象通則的事

例，忽略不合其通則的史實，結果就是這些理論無法解釋某些史實，也始終無法

完全推翻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途徑，更無法說服崇尚理論的社會科學學者。

有鑑於此，本文認為，欲跳脫西方國際關係視角的窠臼，重新以中國本身為視角

來理解中國固有對外關係與外政秩序，應該回歸歷史研究，以紮實的史料來重建

歷史的真實面貌。 

    本文選擇以清代對外關係為切入點。由於今日中國繼承了清朝的統治基礎，

因此，欲研究今日中國對外關係，就必須對清朝對外關係有所了解。此外，清朝

中國的對外關係，面臨空前多元的交涉對象，也是中國與外國簽訂大量條約的時

代，更是中國固有外政秩序與西方國際秩序兩者對話的肇始。筆者以為，以清朝

                                                      
6
 岩井茂樹，〈16～18 世紀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国際商業と互市体制〉，《東アジア研究》，46(大

阪，2006)，頁 3-24；岩井茂樹，〈朝貢と互市―非「朝貢体制」論の試み―〉，《ニューズレター》，

4(京都，2006.4)，頁 16-19。 
7
 廖敏淑，〈互市から見た清朝の通商秩序〉，札幌：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6 。 

8
 張啟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的緣起：近代中國外交紛爭中的古典文化價值〉，收入吳志攀(等

編)，《東亞的價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106-146。 
9
 此類研究，以江憶恩為代表，詳見 Johnston , Alastair Iain., Culture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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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究時段，除了適逢中西交會，存有較完整且豐富的外交檔案與史料外，也因

為清朝是最接近當代的朝代，可以藉此觀察遭遇西方近代前後的中國對外體制之

面貌，以及中國在面臨西方國際秩序挑戰的情境下如何調處的歷史過程，或許能

從中理解今日中國復興的根源。其中，清朝中國對在華外人的固有司法態度，以

及清末出現的領事裁判權，牽涉到中外對涉外司法的原則，從而得以觀察清朝與

相關國家在圍繞此議題上的邏輯思維，相信是適合用來重新理解清朝中國固有對

外秩序與西方國際秩序異同的課題，故筆者以此作為碩士論文研究的主題。 

 

二、研究主旨與視角 

    清代時期，中外人民發生司法案例，主要是因為外人來到中國通商，因為經

商需要而居留於港口附近，並和當地華人引發衝突或糾紛所致。考察清朝對外通

商制度，從陸路關市、海路市舶以及使節團在館交易，10發現清朝中國的通商制

度，傳承著中國自宋朝以來的固有涉外通商制度，即便是中英〈南京條約〉以後，

清朝在列強步步進逼的要求之下，卻因交易地點在中國，而得以將其整合至中國

固有對外通商秩序中。 

    清末，中國與外國簽訂的通商條約，通常是針對開港、關稅以及一切便利商

業的相關規定，而其中規定了外國可派領事官前來中國對外開放海港，依照該國

法律管束所屬商民，也就是「領事裁判權」。每當論及領事裁判權，多數人都浮

現教科書所灌輸的觀念：不平等條約之下喪權辱國，中國司法審判權受損殆盡。

以中英〈南京條約〉為例，每當論及「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

發給管事官照辦」等條文，後人將之視為「喪權辱國」，因而抨擊清朝政府無知： 

〈南京條約〉公布後，歐美各國商人，爭請訂約通商。清廷於國際事務，

懵然無知，於是不平等條約陸續出現。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清

廷與美、法兩國，分定商約，又將對外商的民刑事裁判權，輕易斷送。11
 

不僅如此，就連最新的大學參考用書之論述，也同樣未改過去的看法： 

真正不平等條約的開端，是在〈南京條約〉簽訂以後，耆英與英方以換文

方式簽訂的〈善後章程〉，其中英國取得了損害中國主權的領事裁判權，

當英國人與中國人在中國領土發生衝突時，排除了中國政府依據「領土高

權」（原文註解二：對人高權指的是主權國家對於其國民有管轄權。領土

                                                      
10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台北：政大出版社，2013)，頁 139-142。 
11

 傅樂成，《中國通史》(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2000)，頁 68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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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權指的是主權國家對於其領土範圍內的人民，包括外國人在內，有管轄

權。）對英國人的管轄權。12
 

但是若進一步思考，為什麼英人由英國法律制裁可以直接等於「損害中國主權」？

重新檢視條約內容，漸漸浮現出本文的問題意識：清朝給與外國「派領事官到對

外商港並依據本國法律審理所屬商民」的權利，是一種喪權辱國的行為嗎？如果

不是，為什麼後人都直接視為一種喪權辱國的行為？或許在清朝眼中（至少在簽

約當下的時空背景），當時歐洲話語霸權下所謂的「領事裁判權」，有不同的內涵。 

  引起本文對「領事裁判權」重新考察的動機，就是清朝中國與俄羅斯於康熙

二十八(1689)年簽訂的〈尼布楚條約〉，條文明訂雙方各自管束屬民，即便發生

司法犯罪而須透過審判，也應透過雙方會審後各自依據各國法律審決。如此看來，

中國在雙方派官各自依據各國法律審理所屬商民的進程還早於歐洲，更何況這種

「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條款，從西方學者的觀點來看還是對等互惠的。13到了

中英〈南京條約〉「派領事官到對外商港並依據本國法律審理所屬商民」的條款，

卻被後人解讀為「輕易斷送對外商的民刑事裁判權」，這兩者詮釋的差異令人玩

味。其實，當中英〈南京條約〉，中國給予英國「派領事官到中國通商口岸並依

據本國法律審理所屬商民」的領事裁判權時，英國並沒有在條約中禁止中國的領

事裁判權，但是事實上，當時清朝中國商人並沒有前往英國通商，從而不具備中

國派領事官到英國通商港口並依據中國法律審理屬民的需要，中國自然沒有（也

不必）向英國要求領事裁判權，因此清朝給予英國領事裁判權的行為，對當時的

中國而言並無不平等的意涵。試看 1871 年中國與日本簽訂的〈中日修好條規〉

中，清朝對領事裁判權的認知，就是在中日雙方將有往有來的情況下，在條規中

依據對等互惠的精神，制定雙方都有的領事裁判權。14換言之，對照 1871 的〈中

日修好條規〉便可知，中英〈南京條約〉下的領事裁判權並不是不平等，而是在

客觀事實上中國不需要用到領事裁判權，英國的領事裁判權才變成了「片面」，

而後人對領事裁判權之不平等的理解，或許就是因為這種「片面性」才有所謂「不

平等」的認知。但無論如何，這種片面性並非中英雙方簽訂條約的初衷，更不是

因為清朝在盲目無知之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不僅如此，歐洲的領事裁判權，原本也未必就是喪權辱國的概念，而是在歐

洲各地商業活動興盛之下（特別是拜占庭帝國之後基督徒與伊斯蘭世界的商業活

                                                      
12

 薛化元，《中國近代史(增訂六版)》(台北：三民書局，2013)，頁 7。 
13

 Luke T. Lee and John Quigley,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8. 
14

 廖敏淑，《清朝中國的外政秩序─以公文書往來及涉外司法審判為中心》(北京：中國大百科全

書出版社，2012)，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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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因各地風俗與宗教信仰差異，而產生派駐專人處理商人之間的商務糾紛與

司法審判。既然如此，讓領事依其國俗審理自己屬民的初衷，應該無關乎「「民

族國家」」視角下的主權觀。 

  本文第三章全面考察這種後人思路的來由，發現其原委乃因後人完全根據歐

洲經驗的近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概念，來預設了「國家」及其主權，

並且也假定了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就如同歷經宗教戰爭、工業革命之後

的西歐國家，具備歐洲經驗之「對內最高、對外平等」的「民族國家」主權觀。

換言之，後人研究近現代中國史，都已經先預設了「民族國家」及其主權至上的

條件，來論斷當時清朝中國在條約簽署上的表現。當時清朝中國的國家結構不同

於歐洲「民族國家」，直接以歐洲人對國家的定義（想像）來檢視清朝時期的中

國，是否公平？而本文考察領事裁判權的源流、今人如何理解領事來判權等議題

的論述，都肯定了歐洲近代國際法下的話語霸權，是促成後人將清朝理解為「懵

然無知、喪權辱國」的原因。為了加強本文的論述，本文特別考察中俄司法審判

的過程，以作對照。關於清朝中國與俄羅斯條約簽訂、俄羅斯成為清朝公開承認

的「與國」以及條約簽訂前後的交涉過程，本文將在第二章探討，同時關於清朝

對與國之司法態度，也將於該章同步概略整理。  

事實上，在考察清朝中國對在華外人的司法審判同時，本文也認為有必要釐

清清朝以前中國固有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早在唐朝，中國律法對於在華外人

的規定，就已經明文規定了管理（化）外人的原則，即是《唐律》「化外人相犯」

條款，而唐朝的廣州蕃坊，就已經有「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風俗，治理回

民」的做法；宋、元兩朝管理市舶的司法案件，也有將外國商人交由外國商人首

領依其律治之的作法。這種做法的背景，正是因為唐朝時期，包含阿拉伯人在內

的各色人種大量來華，其文化、風俗、宗教和生活習慣上互有差異，從而難以統

一管理，因此才特別將特定區域作為外人（僑）居留地，由地方官裁度任命外人

首領管理公事。唐朝之後的歷代政權，都依據唐律的範例訂下了「化外人」條款，

而從史料記載地方官的判例中，也可看出唐朝中國以後對於「化外人條款」的應

用，在地方上外人居留地，都是有效的。特別是本文在整理外人居留地中，發現

澳門自明朝起成為中國領土上的葡萄牙商人居留地，雖然在明、清時期都具有與

蕃坊精神相似的運作現象，但是本文研究發現明朝澳門葡人居留地雖然也具備著

地方官裁度與葡商首領管理葡人事務的做法，但其成因與性質，都不同於中國蕃

坊的精神，反而是清朝中國對澳門涉葡司法審判的定例以及日後加強對澳門的管

理，和唐宋元蕃坊有著相似的模式與精神。關於傳統中國對外人的司法態度，本

文將於第一章做全面的爬梳，而關於澳門葡人居留地在明朝的形成與治理、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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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下澳門的沿革，以及最後澳門在 1887 年以後的變化，也分別在本文各章提

及。 

  既然是清朝中國涉外的司法審判，那麼涉「外」則必須先釐清清朝中國固有

的外政秩序，才能理解清朝中國涉外司法審判的基本邏輯。由於清朝中國固有的

外政秩序可分為具有國交關係的屬國、與國，以及沒有國交關係的互市國等多元

類別，因此其涉外司法審判的處理，必先考量所涉對象屬於哪一類別，再依類別

的屬性進行交涉。本文第二章將完整論述清朝中國對外關係中，屬國、與國、互

市國多元類別的內涵，並且介紹清朝中國是在此三種對外關係下，分別呈現出什

麼樣的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本文研究發現，清朝中國既能繼承傳統中國對在

華外人的司法態度，並且在多個類別的對外關係下，進一步發展中國的涉外司法

審判模式。不僅如此，即使在道光二十二(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之後，各國

爭相與清朝簽訂條約，清朝中國大致仍能以其固有的外政秩序因應之，足見清朝

中國對外關係的韌性與多元。關於這部分，本文同樣在第三章一併探討。 

  總之，本文的研究主旨，在於用同時代史觀的視角，15以清朝簽約當下的時

空背景，來重新檢視清朝中國涉外司法審判。有別於教科書從歐洲近代國際法話

語權下的「民族國家」視角，本文將以清朝中國自身的歷史經驗與政治環境來考

察其對外法律的制定，以及處理在其境內外人犯罪問題的實例。為了考察清朝中

國與中國固有涉外司法審判的沿革，本文觀察包括清朝時期的中國固有涉外司法

態度。最後，將回到本文的問題意識，討論中國給予西方國家「領事裁判權」一

事，以清朝中國在簽約當下的時空背景來說，究竟是不是一種屈辱而不平等的意

涵，進而也能驗證當代中國對外關係史研究的論述是否仍具有盲點。 

 

三、研究現狀 

    研究清朝中國的涉外司法審判，當先探究清朝中國對外關係與外政秩序的開

展。 

   就清朝中國外政秩序的研究，長期以來都是以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費正清的

構想並經過曼考爾的理論精緻化之後所構築的朝貢體系論，作為討論中國過去對

外關係的理論架構，也成為華人歷史教科書用以向後人介紹中國對外關係的範本。

縱然該理論帶有濃厚的西方中心史觀，而且也面臨某些批評與修正的挑戰，卻依

                                                      
15

 同時代史觀，是指將視角回歸研究課題所處的時空背景，盡量以當時人物的眼界來觀察事情，

以建構一個接近當時氛圍的歷史情境之史學視角。參考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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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作為理解過去中國對外關係的途徑。16近來有學者通過全面探討清朝固有通商

及外政制度，重新歸納清朝中國對外關係的三個類別，即屬國、與國以及互市國，

並且發現清朝中國處理對外事務上，尤其是與朝鮮、越南、俄羅斯和英國的互動

中，確實會考量到各該當國家分別與中國的關係與深淺身分親疏之別，而有不同

的做法。以具有正式封貢關係的屬國為例，清朝對待具有封貢關係的朝鮮和越南，

其親疏程度可以從各自接待單位的差別上觀察出來。在公文書往來上，朝鮮國王

是與中國的六部(主要是禮部)直接平行往來；越南國王主要是與中國兩廣的地方

督撫直接平行往來。另一方面，俄羅斯作為清朝「與國」，雙方具有條約關係，

一切依據條約規範往來，與歐洲近代國際法之主權平等的精神，並無二致；17至

於在 1842 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以前，屬於「互市國」的英國，和中國只存

在通商關係，沒有正式的國交關係，雙方除了透過民間商人(英國東印度公司之

大班、廣州洋行商人)交涉外，沒有常態性的官方文書往來機制，也沒有清朝認

可專責管束英國人之英方官廳，所以涉及公領域的涉外司法審判時，清朝只能依

照中國法律審判。這樣的情形一直到中英〈南京條約〉簽訂，英國成為與清朝有

條約關係的與國後，兩國的關係開始以條約做為規範。是故，清代對外體制的原

貌，是由各個雙邊關係所構成，每個雙邊關係對於中國而言，都有親疏遠近、國

交有無的差別，從而清朝對待對方的態度也各自不同。例如，同是屬國的朝鮮與

越南，清朝對待兩國的關係也依據中國分別與對方國家的個別關係而量身訂作合

宜的往來機制，故在具體的往來細節上，中國對於朝鮮與越南的安排也各自不同

等等，在在都能證明清代對外關係的多元性和靈活性。 

    另一方面，關於中國歷代王朝的涉外司法審判之課題，筆者幾乎找不出能完

全對應到此課題的專著。不過，有一些學者的論文討論到個別朝代的涉外法律，

例如，在唐朝涉外法律制度方面，日本學者仁井田陞首先界定了唐律「化外人相

犯」條作為唐朝解決涉外法律衝突的準則，日後學者漸漸將唐律「化外人相犯」

作為唐朝中國涉外司法審判的研究途徑，推動唐朝涉外法律之研究；18針對唐律

「化外人相犯」條，也有很多學者試圖釐清「化外人」的涵義，是否與「外國人」

相類等議題，認為「化外」不同於外國人的概念，其律法主要著眼於調整與禮教、

法律文化有差異或衝突之民族法律適用問題。19相較於唐朝，關注宋朝涉外法律

                                                      
16

 參見廖敏淑，〈清代對外通商制度〉，《近代中國、東亞與世界(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08)，頁 443。 
17

 廖敏淑，《清朝中國的外政秩序─以公文書往來及涉外司法審判為中心》，頁 126-127。 
18

 仁井田陞，〈中華思想與屬人法主義、屬地法主義〉，收入《中國法制史研究‧刑法》(東京：

東京出版會，1991)，頁 398-445。 
19蘇欽，〈唐明律「化外人」條辨析—兼論中國古代各民族法律文化的衝突和融合〉，《法學研究》，

第 5 期(北京，1996)，142-152；楊勤峰，〈論化外人相犯〉，《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

第 4 期(哈爾濱，2004)，頁 45-47；鄒敏，〈關於唐律「化外人相犯」條的再思考〉，《貴州民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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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較少，多是關注在法律本身的法學思想、法制、形式等法學研究，而關於

其對外關係，則多關注宋朝與遼、金等政權在政治與外交的交涉層面。整合上述

研究的專書，則是大陸學者呂英亭針對唐宋兩代涉外法律的全面性探討。20呂氏

分別整理了唐朝與宋朝涉外法律的論述，並且分別探究民事、刑事、繼承、居住

（留）、婚姻等層面的法律。就其研究性質而論，呂氏所關注的涉外法律，是傾

向僑民與外國人在中國生活的權利義務，雖然是比較偏向法律制度的研究，但呂

氏在涉外法律上的探討，是本文爬梳中國歷代王朝涉外司法審判的參考之一。 

    關於前述中國歷代王朝涉外司法審判，學界認為「蕃坊」內中國政府賦予外

人一定程度自治權利，是化外人條款的實踐。蕃坊是古代外來僑民在華的聚集區

和居留地，主要分布在沿海重要外貿口岸，如廣州、泉州等地，因此蕃坊涉及了

外人來華的居住權、涉外司法審判等議題。21就現有研究成果來看，研究蕃坊的

焦點主要集中在蕃坊出現的背景、蕃坊的結構、蕃坊的性質等問題上。22這些研

究都看到了蕃坊內部司法審判的運作模式中的外人自治現象，有些學者認為是

「治外法權」的肇始。事實上，唐宋蕃坊的外人自治，是否可視為中國古代的治

外法權，一直是研究蕃坊時的熱門議題，而經過 20 多年的研究後，學界一致認

為，唐宋時期中國政府對蕃坊有完整主權，縱然有允許蕃坊依照其本俗法管理蕃

坊內部的司法爭議，但這並非治外法權範疇。 

    從上述蕃坊研究觸及治外法權的議題來看，當學者以「治外法權」的視角來

看蕃坊內部外人自治時，等於是用歐洲近代主權國家的理解來看蕃坊的運作，因

此難免有扞格不入的研究障礙。事實上，「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的研究，

在民國初期就已有中外學者加以討論。在民國初期，由於時勢所需以及民族意識

高漲，民初學者特別關注了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的差異，其中，郝立輿在其著

作《領事裁判權問題》中釐清了治外法權之外交性質，認為治外法權的解釋存在

著兩種理解，一種是「exterritoriality」，也就是具有代表國家資格之人，如元首、

公使等在外國境內所享受一種法律上之特權；另一種是「 extraterritorial 

                                                                                                                                                        
究》，第 5 期(貴陽，2006)，頁 157-161；姜歆，〈唐朝「化外人」法律地位探析〉，《寧夏社會科

學》，第 2 期(銀川，2006)，頁 80-86。 
20

 呂英亭，《唐宋時期涉外法律》，(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 
21

 呂英亭，《宋朝涉外法律初探─以外國人來華、歸明人歸正人為中心》，濟南：山東大學中國

古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頁 8。 
22

 詳見賴存理，〈唐代「住唐」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待遇和生活〉，《史學月刊》，第 2 期(開封，

1988)，頁 35-39；范邦瑾，〈唐朝蕃坊考略〉，《歷史研究》，第 4 期(北京，1990)，頁 149-150；

廖大珂，〈蕃坊與蕃長制度初探〉，《南洋問題研究》，第 4 期(廈門，1991 年；邱樹森，〈唐宋「蕃

坊」與「治外法權」〉，《寧夏社會科學》，第 5 期(銀川，2001)，頁 31-37；賈賀敏，〈試論唐朝的

蕃客及蕃坊的建立〉，《黑龍江史志》，第 19 期(哈爾濱，2011)，頁 4-5；湯開建，〈明代管理澳門

仿唐宋「蕃坊」制度辯〉，《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全科學版)》，第 2 期(蘭州，2011)，頁 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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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sdiction」，也就是凡在領土以內，無論任何國人，均須受其國主權之支配。23

然而，或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參戰之後地位的提升，從而漸漸收回領

事裁判權等緣故，領事裁判權已經不再是國人的切身之痛，後代研究對外關係的

學者，除了一以概之「不平等條約」的論述以外，已經甚少看到針對領事裁判權

本身的整理。此外，後代研究領事裁判權的學術成果，也沒有將研究範圍擴及到

中國歷代王朝涉外司法審判的原則、運作狀況，或者將這些涉外司法原則、模式

與清末以來領事裁判權的發展相對照，從而後人甚少知悉中國固有的涉外司法原

則。直至今日，國人對領事裁判權的理解，似乎持續停留在「不平等條約」的思

維中。 

    因此，本文研究的重點，在於補強既有研究範圍的空缺，將上述既有研究中

國歷代王朝涉外司法審判及固有秩序的模式略加整理，並且延續觀察至清朝中國

時期。有別於既有涉外司法審判研究並未關注該當朝代的對外關係，本文在研究

清朝中國時，採用廖敏淑所提出清朝對外關係之多元架構，即屬國、與國和互市

國的對外關係等，來理解中國固有涉外司法原則在不同形式對外關係下的沿革。

此後，在清朝中國固有涉外司法原則遭遇到歐洲近代國際秩序領事裁判權挑戰，

特別是在中英〈天津條約〉的會審制度、中英〈煙台條約〉的觀審制度下，各國

領事「可以逐細辯論」中國涉外司法審判過程的情境下，清朝中國如何以中國固

有的對外秩序來理解，亦是本文研究的內容。 

 

四、研究史料與方法     

    本文主要以歷史學的實證研究進行撰寫，包括使用綜合分析法和歸納法。綜

合與分析法是經過歸納與比較之後，綜合既有研究成果。歷史學研究的基礎與推

進，不能不從大量的二手判斷（second-hand judgment）中尋找起點，即便是既有

研究有所缺陷，卻依然是學科進步與研究開展的重要動力。而始自英國學者培根

（Francis Bacon,1561-1626）的歸納法，是曾經被視為「最科學」的歷史研究法。
24該法認為，史學家盡量蒐集史料，等到史料齊全之後，真相自然呼之欲出，因

此結論也隨之客觀。然而，已有許多史學家對歸納法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加以抨擊。
25有鑑於此，本文使用歸納法，是蒐集史料，作為衡量學者研究成果的適當性與

否，並且在盡力客觀歸納的事蹟下，探討中國對外關係與涉外司法審判的面貌。 

                                                      
23

 郝立輿，《領事裁判權問題》，頁 22。 
24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臺北：三民書局，2008），頁 67-89。 
25

 關於對歸納法的批評，可參考 Karl R.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New York : Harper & 

Row , 1957), p.34；David H.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1),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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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本文採用的是歷史學實證研究，不使用任何學理架構或理論途徑。

誠如學者嚴耕望所言，模式理論有時固然可以幫助理解問題，但過分強調、盲目

套用，其研究不免落入先入為主的概念或「想像中的結論」，進而未經批判或思

考，就將許多史料填入理論框架而自圓其說。26筆者認為，研究對外關係史的方

法，不同於國際關係學門與外交學門等政治科學，因為外交檔案與官方文件都已

經一一解密與開放，學者不再需要依靠國際關係理論、政治學理論等途徑去研究。

面對歷史，就是直接接觸一手、二手史料，並且進行學者杜維運所言的「內容分

析」（context analysis），也就是依照文獻所出現的用語，來「發掘人物的思維與

時代邏輯」。
27
 

    本文直接蒐集固有史料與官方文書紀載，作為衡量學者研究成果的適當性與

否，並且在盡力客觀歸納的事蹟下，探討清朝中國涉外司法審判的面貌。在史料

選用上，以清朝各朝實錄、奏摺、條約約文與檔案為主要基本史料。本文從皇帝

實錄與中外交涉的檔案彙編，來觀察清朝中國與不同國家定位的國家之雙邊關係，

並且參考學界先進在蕃坊制度、歷代王朝涉外法律的研究成果，來整理中國固有

涉外司法審判的模式，從而能與清朝中國在涉外司法審判的做法相對照。最後，

依據條約文本以及條約簽署前後官方的溝通文件，來判斷簽約國家當時的思維。

當涉及領事裁判權的論述時，本文綜整國內外研究領事裁判權的二手研究，並以

這些研究成果，來重新審視領事裁判權在清朝中國對外關係的意義。 

 

 

 

 

 

 

 

 

 

                                                      
26

 嚴耕望，《治史答問》（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 46。 
27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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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唐朝到明朝中國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 

 

    研究清朝中國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應該先釐清中國固有對在華外人的司

法態度，才較能掌握清朝中國管理在華外人的作法，是否具備著繼承性與開創性。

筆者認為，研究中國固有的法律概況，當從秦代中國開始。首先，秦朝是第一個

建立起皇權國家結構的朝代，也就是中華帝國成形的開始。在秦朝統治下的中國，

完成了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與郡縣制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成為日後中國國家

結構與政治制度的基礎。秦朝以後，至少到清朝為止，歷代政權都以秦朝樹立的

政治制度與國家結構來建政統治。因此，秦朝當是研究中華帝國的開始。 

    然而，據目前史料來看，至晚到唐朝以前，由於史料缺漏不全，縱然學界已

初步掌握目前一些出土的斷簡殘篇，但其尚不足以重構秦、漢時期的法律體系。

就史料保存的狀況來看，保存中國歷代法律條文最完整的朝代，目前只能追溯到

到唐朝高宗時期制定的《唐律疏議》，而《唐律疏議》即是學界公認法律體系完

整的法律。28因此，本文擬先從唐律開始窺探中國對在華外人的傳統司法態度，

並且概覽唐朝以後至清代以前歷代中國對在華外人在司法審判上的管理作為。 

 

第一節  唐朝  

   唐朝對外商的貿易分為海路、陸路等，其中因為海路的史料具有居留地、蕃

坊等較可具體考察的依據，因此本文選擇從海路管道來窺探唐朝對外商的司法審

判。 

  隨著海路市舶於中國對外海港互市的昌盛，唐朝中國時期的外商經常停留於

互市海港，其中不乏阿拉伯人、波斯人等各色人種，基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因

素來到中國。這些外商長期在中國貿易，漸漸居留在互市海港，蕃坊也在這樣的

背景下逐漸形成。蕃坊是古代外來僑民在華的聚集區和居留地，主要分布在沿海

重要外貿口岸，如廣州、泉州等地。根據范邦瑾的研究，蕃坊發展於唐朝，盛於

宋、元，至明清以後漸趨衰落，近代則以租界取代之；29其中居留於廣州、泉州

等地蕃坊的外人（僑），大多是經由南洋前來中國貿易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30
 

  關於唐朝蕃坊的史料較缺，最早在文獻中明確提到「蕃坊」一詞的，是《宋

                                                      
28 何平，〈中華法系與唐律關係探究〉，《法制與社會》，第 2 期(昆明，2014)，頁 7-15。 
29

 范邦瑾，〈唐朝蕃坊考略〉，頁 149。 
30

 參考賈賀敏，〈試論唐朝的蕃客及蕃坊的建立〉，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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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傳》卷一載，開元（713-741）年間釋不空「及將登舟，採訪使召誡番禺界

蕃客大首領伊習賓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師子國，宜約束船主，好將三藏……國

信等達彼，無令疏失。」31番禺就是廣州，南天竺獅子國就是斯里蘭卡。從這段

史料至少可以知道，開元年間已經出現了「番禺界蕃客大首領」，並受中國官員

的「召誡」，命其「約束船主」。唐人房千里《投荒錄》一書也提到蕃坊的情況，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在書中曾引《投荒錄》說道：「頃年在廣州番坊，獻

食多用糖蜜，腦麝，有魚俎，雖甘香而腥臭自若也。」32由於房千里在太和中

（827-835）年間被貶謫高州，而在太和末年北歸，而《投荒錄》一書是他北歸

期間途中所見奇風異俗的紀錄，33因此可以推知，蕃坊最晚應該在太和末年就已

存在，但其雛型之形成，應該是開元至太和（八世紀至九世紀初）期間。顧炎武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 120 也說道：「唐始置布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設市

區，令蠻夷來貢者為市，稍收利入官」34這裡所設之「市區」，應該就是外商雲

集的市場，外商應該也多駐地於此。可見，這時駐華外商很有可能已有了組織，

才有了類似照管外商事務的「蕃客大首領」並有固定的商業活動場所。學者范邦

瑾認為，這意味著可能蕃坊的雛形己經形成。35
 

  關於唐朝蕃坊中的司法審判，已有多數學者以唐律「化外人相犯」條款來檢

視： 

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 

【疏】議曰：「 化外人」，謂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制法不

同。其有同類自相犯者，須問本國之制，依其俗法斷之。異類相犯者，若

高麗之與百濟相犯之類，皆以國家法律，論定刑名。36
 

在檢視唐朝中國使用「化外人相犯」條款之對外司法審判之前，有必要先釐清「化

外人」的定義。何謂「化外人」？在《唐律疏義》做初步解釋，也就是風俗與制

度不同於中華帝國的「蕃夷之國」。有學者認為化外人就是外國人，37但對照唐

                                                      
31

 詳見﹝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7。 
32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 104，轉引自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二冊，（北京：

中華書局，2003 年），頁 841。 
33
”《文獻通考》卷 205，「南行錄 」條引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唐人房千里撰，太和中

（827 一 835 年）謫高州。既北歸，編山川物產之奇，人民風俗之異為此書，一名《投荒雜錄》。」 
34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 130，轉引自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二冊，頁 834-835。 
35

  范邦瑾，〈唐朝蕃坊考略〉，頁 149-150。 
36

 (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卷第 6，名例 6，化外人相犯。 
37

 認為化外人即是外國人的見解，如仁井田陞，〈中華思想與屬人法主義、屬地法主義〉、張晉

藩主編，《中國法制史》(北京：群眾出版社，1982)，頁 215。陳惠馨〈唐律「化外人相犯」條及

化內人與化外人間的法律關係〉，收入高明士編，《唐朝身分法制研究 以唐律名例律為中心》(臺

北：五南出版社，2003)，頁 1-30。等。廖敏淑認為，主張是「外國人」的學者多半是具有近代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6&cad=rja&uact=8&ved=0CDcQFjAFOAo&url=http%3A%2F%2Fwww3.nccu.edu.tw%2F~hschen%2Fbook_summary%2F2003-04-(01).htm&ei=O_TEU6e6KoemkwWwrYDQCg&usg=AFQjCNFDRYXMDyVwrQRHS4jTX-TBW9sPnQ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6&cad=rja&uact=8&ved=0CDcQFjAFOAo&url=http%3A%2F%2Fwww3.nccu.edu.tw%2F~hschen%2Fbook_summary%2F2003-04-(01).htm&ei=O_TEU6e6KoemkwWwrYDQCg&usg=AFQjCNFDRYXMDyVwrQRHS4jTX-TBW9sP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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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本身使用化外人詞彙的行文脈絡，可知化外人是指「聲教之外，四夷之人」，38

也就是來自儒家名分秩序與中華禮儀之外地區的人。此外，考量到來唐的外人，

可能是來自立有君長之國，可能來自唐朝版圖外的民族部落，也可能是在唐朝治

下尚未華化的民族部落或外國人，化外人的概念應該不能單純以歐洲近代「民族

國家」的概念的外「國」人來理解之，而應用比歐洲近代「「民族國家」」更為廣

泛、透過文化與風俗差異的概念來理解。 

  言歸《唐律疏議》的化外人相犯條。該律法可以說是是唐朝審理涉外案件的

審判依據，也就是「化外人」在中土發生糾紛，若涉事雙方為同國或同部族，則

適用該國或該部族的法令或習俗論斷；若涉事雙方分屬不同國或不同部族，則根

據唐朝的法律論斷。這樣的法令原則也落實在唐朝的蕃坊。由於唐朝中國早已認

知到有一群在中華禮儀之外的化外人居留於中國領土（蕃坊）內，因此唐朝政府

對蕃坊的管理，傾向不直接對蕃坊行使司法權，而是透過中國地方官專設之「蕃

長」或「都蕃長」領之。39學者范邦瑾認為，蕃長是由居留在蕃坊的外商共同推

舉，最後經由唐朝政府許可承認並任命之，而唐朝政府中直接與蕃長有聯繫的地

方官，主要有節度使、經略使、採訪使和市舶使等。40
 

  關於蕃長的功能及職責，唐宣宗大中五（851)年，曾經前往印度與中國諸地

經商的阿拉伯商人蘇烈曼（Suleiman）在其遊記中所述廣州蕃坊情況： 

中國商埠為阿拉伯人麇集者曰康府（即今廣州）。其處有回教牧師一人，

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賈既多聚廣府，中國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

依回教風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數日專與回民共同祈禱，朗讀先

聖戒訓。終講時，輒與祈禱者共為回教蘇丹祝福。判官為人正直，聽訟公

平。一切皆能依《可蘭經》、聖訓及回教習慣行事。故伊拉克商人來此地

方者，皆頌聲載道也。41
 

                                                                                                                                                        
西方式教育、特別是法學教育背景者。 
38

 (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卷第 16，擅興，征討告賊消息：「諸密有征討，而告賊消息者，

斬；妻、子流二千里。其非征討，而作間諜；若化外人來為間諜；或傳書信與化內人，并受及知

情容止者：並絞。 

【疏】議曰：或伺賊間隙，密期征討，乃有姦人告賊消息者，斬；妻、子流二千里。其非征討，

而作間諜者，間謂往來，諜謂覘候，傳通國家消息以報賊徒；化外人來為間諜者，謂聲教之外，

四夷之人，私入國內，往來覘候者；或傳書信與化內人，并受化外書信，知情容止停藏者：並絞。 
39

 《唐國史補‧卷下》有「蕃長為主領」之語，又有唐末劉恂《嶺表錄異‧卷中》有「恂曾於

番酋家，食本國將來者(波斯棗)餌之，乃火爍水蒸之味也。」詳見邱樹森，〈唐宋「蕃坊」與「治

外法權」〉，《寧夏社會科學》，第 5 期(銀川，2001)，頁 31-37。 
40 范邦瑾，〈唐朝蕃坊考略〉，頁 151。 
41

 《蘇烈曼遊記》，見張星烺主編，《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756-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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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蘇烈曼的記載，由唐朝政府所「任命」的判官依照「回教風俗」來管理，其

訴訟、審判過程也都由這位「判官」負責，42實具有商人自治的精神。值得一提

的是，根據蘇烈曼的記載之「中國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一語，吾人也可窺

知，雖然蕃長是由外商共同推舉，具有僑民自治的意涵，但蕃長的最終任命權還

是在於中國政府。也就是說，中國法權仍是蕃長管理蕃坊之司法管轄權的依據，

所有法權和外人居留區的領袖或官員之任命權，都是中國政府的權力，可見中國

可以接受不同於中華風俗習慣的化外人在中土居留，並且依照其風俗習慣許其自

治，但是其司法管轄權必須由中國認定。 

  依據史料，目前只能看到唐朝的涉外法律，並且後代也以唐律為藍本，因此

我們能推論中國涉外法律最遲在唐朝已經建立，並且後代各朝亦以唐朝政府管理

外國人的模式為基礎。換言之，唐律確立了日後各朝代管理外國人的模式。43只

是，明朝除外，其化外人的解釋已經不同於唐朝，而轉變為歸附或來降明朝的外

人，其法律之適用，也完全依據明朝律法論斷。關於明朝的部分，本文將在後段

論及明朝的篇章詳述之。 

 

第二節  宋朝 

  宋朝的海上貿易興盛，尤其是東南沿海的廣州、泉州等地，都是海外商人前

來中國貿易的據點。宋朝時期，設置「提舉市舶司」來管理海路貿易，大港由市

舶司、小港由市舶務或市舶場管理。市舶機構實際管理的業務包括對外船洋貨課

稅、政府專賣或專用財貨的確保、經營官營貿易、管理中外民間貿易、招攬及接

待海外商人、流通海外財貨等。44從《文獻通考》記載可知： 

唐有市舶使，以右威衞中郎將周澤為之，見柳澤劾慶立疏。唐朝宗廣德

元年，有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宋開寶四年下，廣南以同知廣州潘美尹、

宗珂艺兼市舶使通判，謝處玭兼市舶判官。咸平二年九月庚子，令杭州、

明州各置市舶，聽蕃官從便。熙寧中，始變市舶法，泉人賈海外者，往

復必使東詣廣，否則沒其貨。……哲宗即位之二年，始詔泉置市舶偁子

齋之父也 偁傅廷平志。蕃制雖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領。元豐中始令轉運

司兼提舉，而州郡不復預矣。45
 

                                                      
42

 范邦瑾，〈唐朝蕃坊考略〉，頁 151。 
43

 邱樹森，〈唐宋「蕃坊」與「治外法權」〉，頁 34。 
44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32-33。 
45

 ﹝元﹞馬端麟，《文獻通考》，卷 62，職官考，職官考十六，州郡二，提舉市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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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宋神宗元豐三（1080）年〈市舶法〉制定前，「提舉市舶司」多由沿海州

郡地方官兼任，但不論是州郡地方官兼任，或是由專人專任，市舶官員都必須和

這些外商交涉。這些外商來華從商，自然會聚集在港口城市，而宋朝政府通常是

聽任其居止。46而在管理外國人的法律上，宋朝參照唐朝法律，其主要法典《宋

刑統》是仿照唐末的《大中刑律統律》、後唐的《同光刑律統類》和後周的《顯

德刑律統類》制定，且律文只是《唐律疏議》的翻版。其中《宋刑統‧卷六‧名

例律》在〈化外人相犯〉的規定，全款與唐律無異。47
 

    事實上，宋朝設置的「提舉市舶司」管理海路貿易、接待海外商人，也承擔

的照顧外商在華貿易的職責。南宋時期，曾任桂林縣尉的周去非（1135-1189）

曾在其著作《嶺外代答》一書中寫道： 

今天下沿海州郡，自東北而西南，其行至欽州止矣，沿海州郡類有市舶。

國家綏懷外夷，於泉、廣二州置提舉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難之欲赴訴者，

必提舉司也。48
 

可知，宋朝的提舉市舶司，除了在各對外商港就海關稅收與貨物控管的業務加以

管理外，也是外商在通商口岸時需要協助的窗口，這也體現了宋朝對海外貿易的

高度重視與照料外商的人道精神。 

  同樣承襲唐朝對外貿易的慣例，唐朝蕃坊在宋朝的廣州也持續存在，宋朝朱

彧在其《萍洲可談》提到宋朝廣州蕃坊的情形： 

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所居住。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切招邀

蕃商入貢，用蕃官為之，巾袍履笏如華人。49
 

從這段著名的史料可知，宋朝蕃長和唐朝蕃長的職權基本上一致，都是具有代傳

政令、管理對外貿易和代行司法權力。前文已述，蕃長是中國政府在管理在華外

人（僑）事務上的一個重要窗口，而宋朝廣州蕃坊的蕃長也是由中國政府任命之，

其主要解決交易爭端或衝突。如果是外人之間的紛爭或是發生教派鬥爭，一律由

蕃長處理，這點在朱彧的記載中可以證之。50
 

                                                      
46

 《宋史》，卷 186，志 139，食貨下 8，互市舶法：「初，廣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廣州貿易，

聽其往還居止，而大食諸國商亦丐通入他州及京東販易，故有是詔。」 
47

 《宋刑統‧卷六‧名例律》：「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

論。疏議曰：化外人，謂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制法不同。其有同類自相犯者，須

問本國之制，依其俗法斷之。異類相犯者，若高麗之與百濟相犯之類，皆以國家法律，論定刑名。」 
48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 3，轉引自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 2 冊，頁 826-827。 
49

 ﹝宋﹞朱彧，《萍洲可談》卷二，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 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 2 冊(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2310。 
50

 廖大珂，〈宋元時期泉州的阿拉伯商人〉，《回族研究》，第 2 期(廈門，2011)，頁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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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宋朝蕃坊的蕃長，其職掌內容與性質，和唐朝蕃坊之蕃長無異，縱

然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但法權的來源還是中國當局透過地方官員之任命以作為

蕃長法權為依據，此點由一實例亦可證之： 

熙寧中，其使辛押陀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又進錢銀助修廣

州城，不許。六年，都蕃首保順郎將蒲陀婆離慈表令男麻勿奉貢物，乞

以自代，而求為將軍，詔但授麻勿郎將。51
 

這段史料在《宋會要》記載稍詳： 

神宗熙寧五年六月廿十一日詔，大食勿巡國進奉使辛押弛羅辭歸番，特

賜白馬一匹、鞍轡一副。所乞統察蕃長公事，令廣州相度。其進助修廣

州城錢銀，不許。52
 

辛押陀是大食來宋的使節，在去宋歸國時，請求蕃長由大食自己遴選的權利，南

宋政府面對這樣的提議，是交給廣州地方去裁度。因此，從這樣的記載可知，中

國在處理蕃長的安排上，是由廣州地方政府來掌握，不接受蕃長公事由外人統察。

因此，在這兩段史料中，吾人可以看出，宋朝時期廣州蕃坊的蕃長由地方官遴選

並在中國法權下行使部分自治，此與唐朝無異。 

  然而，相較於唐朝蕃坊，宋朝蕃坊在部分刑罰上的作法已經出現了差異： 

蕃人有罪，詣廣州鞫實，送蕃坊行遣，縛之木梯上, 以藤杖撻之，自踵

至頂，每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蓋蕃人不衣褲袴，喜地坐，以杖臀為

苦，反不畏杖脊。徒以上罪則廣州決斷。53
 

從上面《萍州可談》關於宋朝廣州蕃坊的史料可明確知道，雖然唐宋兩朝都是以

因俗而治、僑民自治的理念，來管理在華從商或定居的外人，但是宋朝對蕃坊內

部的外人犯罪，不再全然以本俗法審判，而是按其所犯罪刑的輕重來才判定刑罰

的大小與審判方式，其中允許由外人自我管理審判，僅以徒刑以下為限，涉及徒

刑以上的犯罪，則須交由廣州當局決斷。然而，如何界定徒刑標準，以至於是否

依照本俗法或中國法審問之，則是依地方行政官吏的裁量而定了。「蕃客殺奴，

市舶使據舊比，止送其長杖笞。煥之不可，論如法。」54雖然我們無法從這一史

料看出該「蕃客」所殺害的奴隸是中國人還是外商自己帶來的外國奴隸，但至少

此一史料之「市舶使依照舊比」一語可以看出宋朝蕃坊的作法，一般是交給外人

                                                      
51

 ﹝元﹞馬端麟，《文獻通考》，卷 339，四裔考 16，西 7，大食。 
52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二○(北京：中華書局，1957)，頁 7849。 
53

  ﹝宋﹞朱彧，《萍洲可談》卷二，頁 2310。 
54

 《宋史》卷 347，〈王煥之傳〉，頁 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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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管理內部犯罪情事。只是在此段史料中可知，宋朝政府的廣州知州王煥之處

理外商殺人事件時，乃是推翻過去市舶使以本俗法審判之的舊例，並用中國法律

重新審判。最後，王煥之認為此事涉及人命等刑事案件乃徒刑以上，因此需用中

國法律。同樣，《宋史》亦載：「（昷之）徙廣南京路轉速使，夷人有犯，其酋長

得自治，而多慘酷，請一以漢法從事」。55事實上，這些史料體現了宋朝司法審

判的作法有其特殊性，雖然舊例作為審判的依據，但是地方官參考舊例之餘，還

會再依據當時社會道德來裁判。再看下面兩段史料： 

故事蕃商與人爭鬥，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

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56
 

蕃商雜處民間，而舊法與郡人爭鬥，非至折傷，皆用其國俗，以牛贖罪，

寖亦難制。公號於眾曰：「安有中國而用蕃俗者，苟至吾前，當依法治之。」
57

 

結合這兩段史料可知，宋朝泉州對於外人之犯罪，以「折傷」為分界，折傷以下

即按照外人之習慣以牛贖罪。然而在汪大猷（1120-1200）擔任知泉州時，汪大

猷認為外人既然在中國，就該一律按照中國法律判決。汪大猷作為一個地方官，

代表中國政府的執法者，因此可知，宋朝一直存在著「舊法」，也就是依照犯罪

情事知輕重大小來區分適用法律，輕罪則用其俗，而最終採用何種法律的權力，

還是在中國政府地方官的手中。 

 

第三節  元朝 

元朝中國時期，中國的海上交通更加繁盛，其海路市舶的管理，可見於《元

史》載： 

元自世祖定江南，凡鄰海諸郡與蕃國往還互易舶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

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

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大抵皆因宋舊制而為之法焉。於是至元十

四（1277）年，立市舶司一於泉州．令忙古得領之。立市舶司三於慶元、

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撫使楊發督之。每歲招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

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三十（1293）年．又

                                                      
55

 《宋史》卷 303，列傳 62，〈張昷之〉。 
56

 《宋史》卷 400，〈汪大猷傳〉，頁 12145。 
57

 ﹝宋﹞樓鑰撰，〈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贈特進汪工行狀〉，《攻媿集》卷 88， (臺北：新文

豐出版，1984)，頁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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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市舶抽分雜禁，凡二十二條。……泉州、上海、澉浦、溫州、廣東、杭

州、慶元市舶司凡七所，獨泉州於抽分之外，又取三十分之一以為稅，自

今諸處，悉依泉州例取之。58
 

可見，元朝的市舶互市制度，除了市舶機構設置之港口、稅則調整等規定的

修改以外，大抵「大抵皆因宋舊制而為之法焉」，只是更加重視國家對海外貿易

的掌握和自主權，不僅船舶出入須登記往返地點並檢查貨物，也加強徵稅。59而

從官書的記載也知道，在元朝明定的對外商港之泉州、廣州、杭州等港口，海船

雲集，其中泉州港更加繁荣，其市舶司需要招集商船至外國買派以抽解。泉州的

繁榮，可從元人吳澄的記載可以窺知：「泉，七閩之都會。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

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60可知泉州在元朝中國

是為一大商港，而且外商雲集，其商業盛況比起宋朝廣州，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於筆者尚未找到元朝對於外商在華犯罪之司法態度的具體實例，因此以下

只能依據元朝對外人的相關規範，來推估元朝政府對外商可能的立場。 

    關於唐宋蕃坊在元朝的實踐，有學者認為「回回哈的司」是元朝的蕃坊形式。

根據學者邱樹森的研究，元朝「回回哈的司」的基本職能沿襲唐宋蕃坊的制度，

由謝赫‧伊斯蘭（總教長）總管穆斯林宗教事務；另有法官（哈的）一人，處理

他們的刑名、戶婚、錢糧、詞訟、大小公事，或者總教長與法官由一人兼任，61

但是從元朝律法來看「回回哈的司」之設置，62「回回哈的司」應該只適用於以

歸入元籍的穆斯林屬民，與本文「在華外人」之研究對象不同，因此「回回哈的

司」議題不列入本文討論範疇。 

    既然回回哈的司不納入討論，而可能涉及管理在華外人的職官，應該就是對

外商港的市舶機構。以元朝泉州市舶司的記載為例，《泉南雜志》載：「蒲壽庚其

                                                      
58

 《元史》卷 94，志 43，食貨 2，〈市舶〉。 
59

 孫文學，〈元朝市舶制度論〉，《內蒙古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呼和浩特，1987)，

頁 22。 
60﹝元﹞吴澄，《吳文正公文集》卷 16，收入《吳文正公文集》(臺北：新文豐公司，1983)，頁。 
61

 邱樹森，〈元「回回哈的司」研究〉，《中國史研究》，第 1 期(北京，2001)，頁 94-103。 
62

 《通制條格》卷二十九，僧道‧訴訟條：至大四年十月初四日，中書省欽奉聖旨：哈的大師

每只教他每掌教念經者。回回人應有的刑名、戶婚、錢糧、詞訟、大小公事，哈的每休問者，教

有司官依體例問者。外頭設立來的衙門並委付來的人每，革罷了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皇慶二年六月十七日，欽奉聖旨節該：今後管民官休管和尚每者。依在先聖旨體例，奸盜詐偽，

致傷人命，但犯重罪過的，管民官問者。除這的之外，和尚每自其間不揀甚麼相告的勾當有呵，

各寺院裡住持的和尚頭目結絕了者。僧俗相爭田土的勾當有呵，管民官與各寺院裡住持的和尚頭

目一同問了斷者。合問的勾當有呵，管民 衙門裡聚會斷者。和尚頭目約會不到呵，管民官依體

例斷者。他每誰遲了勾當呵，監察廉訪司官人每依體例察者。和尚每無衙門麼道，管民官休搔擾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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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西域人，與兄壽宬總諸番互市，因徙於泉，以平海寇得官。」63以上史料可知，

元朝泉州市舶司曾經由一位在南宋擔任泉州提舉市舶司的蒲壽庚擔任元朝泉州

市舶提舉司。蒲壽庚家族來自阿拉伯地區，很早就來到中國從事海外貿易，並且

最後在福建泉州定居。到了宋朝末年，泉州一帶海盜猖獗，宋朝政府無力控制，

蒲壽庚與其兄蒲壽宬，為保持商路暢通，自行組織船隊，擊敗海盜，維持泉州地

區的安寧。64《讀史方輿紀要》云：「壽庚西域人，與其兄壽崴以互市歸於宋。

壽庚以鷹犬微功，過假之以祿位，擅市舶利者三十年，官招撫使。」65原來在至

元十四（1277）年，元初大臣董文炳極力向元世祖推薦蒲氏說：「昔者泉州蒲壽

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權事，使為我捍海寇，誘諸蠻臣服。」蒲壽

庚因平海寇有功而得官，並且具有「主市舶，謂宜重其權事，使為我捍海寇，誘

諸蠻臣服」等總理外商在華互市事宜的經驗，而隨後蒲氏也被升為福建行省中書

左丞，管理在泉州的中外市舶事宜。不僅如此，蒲壽庚集政治與經濟權力於一身

的結果，讓蒲氏家族「擅市舶利者三十年」。明朝史料載明：「元以壽庚有功，官

其諸子若孫，多至顯達。泉人避其熏炎者數十餘年，元亡乃已」66可知，終元一

代，蒲壽庚家族都掌握著元朝泉州港的對外貿易。 

    從上述蒲壽庚的事蹟可以知道，蒲壽庚作為一市舶機構的官員，降元後又得

到重用，負責招攬外商，促成泉州的繁榮。蒲壽庚官商合一、財權兼備的條件下，

其家族勢力足以影響泉州的海外貿易；蒲壽庚應該也會依照南宋擔任提舉市舶司

的經驗，來處理泉州商港的事務，也就是如同唐朝開元年間已經出現的作法，與

「番禺界蕃客大首領」交涉、使其受中國官員的「召誡」命其「約束船主」。換

言之，就是在有了類似照管外商事務的「蕃客大首領」並有固定的商業活動場所

之下，由中國行政機構之市舶司負責「稍收利入官」。因此，若發生涉及外商的

犯罪案件，市舶機構的官員，應該也會參與涉外司法審判。 

    基於這樣的線索，元朝中國的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也應該承襲唐、宋蕃

坊處理外商司法犯罪問題的態度，由外商首領處置。本文雖然尚未找出元朝中國

地方官直接任命外人擔任「蕃長」並給予其依其風俗施以自治的直接證據，但是

從蒲壽庚的事例，或許可以推估，元朝中國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並未與唐朝

以來的作法有太大的出入。 

    最後，關於元朝中國時期外國人在中國居住並涉及司法審判的情況，或許可

                                                      
63

 陳懋仁，《泉南雜志》下卷，《叢書集成初編》第 316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1。 
64

 《元史》，卷 156，列傳 43，〈董文炳士元士選〉。 
65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福建讀史方輿紀要敘》卷 95，(上海：中華書局，1955 )，頁

3960 。 
66﹝明﹞何喬遠，〈方域志〉，《閩書》卷 7(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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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南宋遺臣陳大震看到廣州外商雲集所產生的偏見與感慨，來窺知一二： 

二廣據五嶺之南，凡四十餘州，而番禺為鉅鎮，至於士人之知名者獨少，

而業文擢第，及劣於他州，其故何哉？按州圖，去京師四千七百里，帶山

並海，依險阻以為固。秦漢以來，常為姦雄桀黠竊據其地，其後廢國為郡，

置吏統治。至者彈擊豪強，鉏剪寇盜之不暇，尚何及教化之事哉？蓋水陸

之道四達，而蕃商海舶之所湊也。羣象珠玉，異香靈藥，珍麗瑋怪之物之

所聚也。四方之人，雜居於巿井，輕身射利，出沒波濤之間，冒不測之險，

死且無悔。彼既殖貨浩博，而其效且速，好義之心，不能勝於欲利，豈其

勢之使然歟？又其俗喜游樂，不恥爭鬬。婦代其夫訴訟，足躡公庭，如在

其室家，詭辭巧辯，喧嘖誕謾，被鞭笞而去者無日無之。巨室父子，或異

居焉；兄弟骨肉，急難不相救。少犯長，老欺幼，而不知以為非也。嫁娶

間有無媒妁者，而父母弗之禁也；喪葬送終之禮，犯分過厚，蕩然無制。

朝富暮貧，常甘心焉。豈習俗之積久，而朝廷之教化未孚歟？抑長上之人，

不能廉己正身，以先百姓，使百姓無所視效歟？此楶所以日夜責躬自咎，

又痛為廣人惜之也。67
 

根據陳大震的敘述，「婦代其夫訴訟，足躡公庭，如在其室家，詭辭巧辯，喧嘖

誕謾，被鞭笞而去者無日無之」，雖然無法確切得知這個場景的具體事例，但是

至少可以看出在外商聚集地區的風俗民情，而司法訴訟案件應該也並非依循中國

人民所熟悉的審問程序。 

 

第四節  明朝 

一、明朝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 

    在明朝的互市制度中，「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

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所以通

夷情、抑姦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釁隙也」68可知明朝中國的陸路互市為

「東有馬市，西有茶市」，海路貿易則允許前來中國朝貢的貢舶攜帶貨物與中國

貿易。事實上，唐宋蕃坊與元朝中國時期蕃商首領統馭商港的情形，到了明朝則

不復見。「明初廣州合三城為一，有外國人不得城居之禁，洪武三十一（1398）

年四月禁廣東通番，番船及夷人無法如前代各朝一樣與中國人雜居於廣州城。至

                                                      
67﹝元﹞陳大震，《元大德南海志殘本》附錄二，南海志輯佚，章楶撰廣州府移學記，頁 160。 
68

 《明史》，卷 81，食貨志 5，〈市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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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三（1405）年始置懷遠驛於城外十八甫以館外國貢使。」69學者黃文寬指出

「置懷遠驛於城外」可以說是明朝之後對外人的防備。事實上，明朝中國時期來

華外商和宋、元時期的外商，在性質上有很大的差別，這是因為明朝中國的對外

貿易具有其特殊性，從而也造就了在華外商地位不同於以往。明朝的建立是基於

「驅除胡虜、恢復中華」70，而在朱元璋討伐元朝的檄文可以顯示，「中國」、「中

華」的概念被緊縮到充滿漢人本位色彩的華夷觀。在這種情況下，明朝建國的環

境又受到北方元末蒙古貴族勢力（北虜）南方沿海的海寇（南倭）的威脅，因此

明太祖對外人的態度傾向警戒與保守。71
  

    明朝對外貿易區分為陸路貿易的互市（馬市、木市、茶馬貿易）、海路貿易

（從對中國恭順的國家來航的貢舶貿易），以及使節團貿易。72陸路貿易主要是

與周邊少數民族的官營、私營貿易，大致符合中國向來的互市原則；海上貿易方

面，明朝中國繼承宋、元時代因中國生產力、造船技術發達與中國商船活躍於海

上等因素，持續存在著以中國與中國商人為中心的亞洲海上物資流通網路。然而

明朝中國海上貿易之特殊性，在於因應「倭寇」而祭出的海禁政策。明朝政府嚴

防倭寇而實施海禁，並且只允許對中國恭順、尊崇中國為上國的「貢舶」前來貿

易。換言之，有別於前朝除了官營貿易外還有繁盛的中外民間商船貿易，明朝中

國的海上貿易是結合了「海禁」與「朝貢」的「官方壟斷貿易」。73在海禁下，

明朝市舶司的服務對象不再是過去以民間性質為主的中外船隻，而是接待使節、

保管及轉運貢品、管理貢舶附帶貿易的交易等，而不具備宋、元時期市舶機構管

理中外民間商船的性質。74因此，在明朝能透過海上貿易而來到中國的外商，基

本上都是跟隨具有官方性質的「貢使」而來的使節團成員，因此明朝政府自然不

會將這些外商視為一般平民商販而直接以中國法律管束。   

這些來到中國的外商，其身分通常依附在貢使之下，並且依照明朝海上貢舶

貿易的體制，隨同前來京師朝貢的使節入宿會同館，而且獲得准許在會同館進行

貿易，不予課稅。75事實上，在中國歷代王朝史上，外國使節為了謁見皇帝來到

                                                      
69

 黃文寬，〈宋朝廣州西城與番坊考〉，《嶺南文史》，第 01 期(廣州，1987)，頁 35。 
70

  ﹝明﹞宋濂，〈諭中原檄〉收錄於《國史鏡原》(臺北：時報出版，1986)，頁 98。 
71

 《皇明祖訓》，祖訓首章：「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

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

也。 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

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收入《明朝開國文獻》第三冊，臺

北：臺灣學生書局，國立北平圖書館原藏本，1966。 
72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42-62。 
73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64-65。 
74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54。 
75

 〔明〕李東陽纂，申時行重編，《大明會典》，卷 108，禮部 66，朝貢 4，朝貢通例。，收入《元

明史料叢輯第二輯》第十四至十八冊(，臺北：文海，明萬曆十五年司禮監刊本，19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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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都，途中都會攜帶貨物在中國境內進行貿易。當外國使節進入中國境內，

王朝派出地方官或陪官負責接待、護送至首都，而在前往首都的途所停留的館舍，

使節團通常都帶著本國商品與當地商人進行貿易。使節貿易通常是因為個人利益，

用以補貼沿途費用或為該國當局利益籌謀，76而且使節貿易之舉行，就在使節居

住的館舍驛站（例如都亭驛、會同館等地）進行。以宋朝為例，宋朝將外國使節

（如西夏）安排在京師的都亭驛等處，並且採取「入貢至京者縱其為市」77與「規

免市徵」78之態度，允許外國使節團攜帶大量貨物，在使節團來到京師之際中國

商人進行免稅交易。對中國來說，給予使節在館舍進行貿易，不僅具有懷柔遠人

的精神，也是提供到訪京師的外國使節補貼團費的一種方法，而這種做法一直延

續到清朝。 

    從史料來看，明朝涉外法律的史料中，可直接參考的是明朝的律法。對照唐、

宋律法，可知明律除了在標題上將「化外人相犯」修改為「化外人有犯」之外，

對「化外人」的定義也不同以往，而是「外夷來降之人，及收捕冦散處各地方者

皆是。言此等人原雖非我族類，歸附即是王民，如犯輕重罪名，各譯問明白，並

依常律擬斷，示王者無外也。」79也就是說，明朝政府將化外人視為歸附的王民

或來降者，並且一律適用中國法律。綜覽明朝刑律，正因為外人都是「王民」，

並無對外人的特殊優待，也不存在同類自相犯的法律；此外，對於來華的外人亦

無什麼特殊規定，所有犯罪者，一律按明朝法律判處。或許是因為明朝對外通商

僅開放官方性質的貿易，加上明朝華夷之防的思維下，甚少有中外商人之間的司

法案件（唯澳門有葡萄牙人居留，然其性質特殊，容後節詳述），以致明朝中國

在處理涉及外商之司法審判的判例並不多，較常見的案例通常是涉及外國來使的

犯罪問題。試看一例：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日本國遣使使入貢，已至甯波府。凡番使入中國，不

得私載兵器、刀槊之類鬻於民。具其禁令，宜命有司，會檢番舶中有兵器

刀槊之類，籍封送京師。上曰：外夷向慕中國，來修朝貢，危踏海波，跋

涉萬里，道路既遠，貲費亦多，其各有賫以助路費，亦人情也，豈當一切

拘之禁令？至剛復奏刀槊之類，在民間不許私有，則亦無所鬻，惟當籍封

送官。上曰；無所鬻則官為凖中國之直市之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寬大之意，

                                                                                                                                                        
1588-1589。 
76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37。 
77

 《宋史》，卷 186，食貨志下 8，〈互市舶法〉，引自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篇三種》第

5 冊(台北：景文出版，1979)，頁 4563。 
78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83，大中祥符七年十一

月乙未條，頁 1902。 
79

 《大明律例》卷一，《名例》，化外人有犯條，引自〔明〕鄭繼芳等訂正，洪啟睿等校，《大明

律例集解附例》第一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頁 34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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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阻遠人歸慕之心。 

明成祖永樂元（1403）年，日本使節違反中國禁令，攜帶刀械兵器在民間買賣。

禮部尚書李至剛（1355-1426 年）建議成祖查禁沒官，但明成祖認為中國對來朝

的使節給予貿易特權，具有補貼盤纏的意涵，因此對使節特別寬容。此一案例可

以證明明朝對具官方身分的使節，其司法審判自然不會依照一般對外人適用中國

法律待之，而是「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寬大之意，且阻遠人歸慕之心」，足見明朝

政府對使節之待遇不能與一般外來民人相論。另外，憲宗成化四（1468）年十一

月，「（日本）使臣清啟復來貢，傷人於市。有司請治其罪，詔付清啟，奏言犯法

者當用本國之刑，容還國如法論治。且自服不能鈐束之罪，帝俱赦之。自是，使

者益無忌。」 
80成化十七（1481）年七月，暹羅、蘇門答臘兩國貢使回國途中，

私買貧民子女載運私鹽，並從事不法之事，明朝當局查獲後並未以明朝律法直接

對使臣判刑，而是告知兩國國王依其法律治罪，並且曉諭國王更換使臣，明確告

誡遵守中華法度。81同樣的情形發生在同年十月，來自西域番王的使臣，同樣行

使不法之事，憲宗皇帝依然是用同樣的態度，告誡該國「必選曉知大體、謹守禮

法者」。82如果從歐洲近代國際法的概念來理解以上兩例，或許可以理解是一種

中國給予「外交人員法律豁免權」的範疇，基於禮遇來使的思維而不將使節的犯

罪審判以中國法律來審問之，而是將此權力留給對方國家處置。 

   

二、明朝中國對澳門葡萄牙人居留地的管理 

    若撇開明朝中國來華使節不談，真正具有非官方人員於中國領土從事商業活

動的在華外人，應為澳門的葡萄牙人。只是澳門成為葡萄牙人居留的的歷程，並

不同於蕃坊，因此本文有必要於此詳細探討。 

    葡萄牙人最早在明朝正德年間（1506-1521）來到中國東南沿海。事實上在

隆慶元（1567）年以前，明朝厲行海禁，當時各國商船只能聚集在廣東珠江口屯

門澳等閩粵沿海進行走私貿易，而葡萄牙商船也在其中。83雖然葡萄牙人來華初

期，試圖與中國地方官廳交涉，甚至利用重賄宦官江彬（？－1521）的手段，來

製造與明武宗見面的機會並要求在中國海上貿易的權利，但依然無法取得明朝政

府的信任與許可。84根據《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匯編》的整理，在明武宗逝世

                                                      
80

 《明史》卷 322，列傳第二百十，外國三‧日本。 
81

 《明憲宗實錄》卷 217，成化十七年七月丁酉條。 
82

 《明憲宗實錄》卷 220，成化十七年十月癸卯條。 
83

 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台北：永業出版社，1994)，頁 39--41。 
8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匯編》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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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三十餘年，葡萄牙商船在粵、閩、浙沿海侵擾走私於廣東沿海，甚至入寇屯門，

闖入廣州。85雖說如此，地方官員、中外商販與外國商船的貿易未曾停歇，前來

中國貿易的外國商船多停泊在廣州外海的海澳，葡萄牙人遂看中了廣州外海的澳

門。86
 

  嘉靖三十二（1553）年葡萄牙商船以「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

借地晾曬」的理由，行賄於當時廣東海道副使汪柏，87希望讓汪柏允許葡萄牙人

能在澳門搭建臨時性蓆蓬數間，而汪柏也因受賄而首肯。此後，葡萄牙人每年向

汪柏繳納賄金銀五百一十五兩（通稱五百兩），漸漸將臨時搭建的蓆蓬改為磚瓦

木石的房屋，儼然將濠鏡(澳門)作為在從事中國沿海貿易的立足點。88直到汪柏

調離廣東後，繼任的海道副使才在一個公開場合提到此賄賂金，而將這些原本不

為人知的賄賂金，變為繳交官庫的地租。89
  

    針對葡人入住澳門之議題，引起明朝有識之士的討論，90但考量到嚴防海寇

勾結與廣東向葡萄牙商船「抽分」的收入，明朝政府才同意葡萄牙人居留，其後

明朝對澳門的管理，以兩廣軍務巡撫張鳴岡和霍與瑕等人在《廣東海防輯覽》中

所提出「建城設官而縣治之」的做法為藍本。91《澳門記略》紀載「香山澳稅隸

市舶司，而稽察盤驗責於香山縣」，92可知明朝政府將澳門劃歸香山縣管轄，兼

受廣東海道副使（官階正四品）管轄，設提調司和任命提調（掌管海賊、姦偽鞫

補等事宜）、備倭（掌管流動巡查緝捕奸究事宜）和巡輯等守澳官，分別掌管查

驗外商船舶進出口、徵收船鈔貨稅事宜。93也就是自從明朝政府決定「建城設官

                                                      
85

 《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 4，正德十六年秋七月己卯條；《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 24，嘉靖二

年三月壬戌條。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頁 58-60。 
86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頁 60-61。 
87﹝明﹞郭棐《廣東通志》卷 69，明萬曆三十年刻本：「嘉靖三十二年，夷舶趨濠鏡者言托言舟

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狥賄許之，僅蓬累數十間，復工商牟利者

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為舶首矣。」 
8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匯編》，

頁 1。 
89

 Montal 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2
nd

.ed. (Macau: Salestaion Printing and Tipografia Mercantil, 

1926), p. 42. 轉引自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頁 92-9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匯編》，頁 2。 
90

 主張驅除葡萄牙人並加強對澳門管制的，以御史龐尚鵬和給事郭尚賓等為代表，要求飭令葡

人拆除私建房屋堡垣，限期撤出澳門，僅允許葡船在指定地點貿易，事畢即返航；90另一主張以

武職將領俞大猷和廣東省本籍士紳、舉人盧延龍等為代表，要求「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海，

還我濠鏡故地」的方針，主張以武力驅逐之。詳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

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匯編》，頁 9。 
91

 《明神宗實錄》卷 527，萬曆四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條；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

頁 95-96。 
92［清］印光任、［清］張汝霖纂，《澳門記略》上卷，〈官守篇〉，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

第 676 冊。據乾隆西阪草堂刻本影印。 
93

 ﹝清﹞印光任、［清］張汝霖纂，《澳門記略》上卷，〈官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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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縣治之」後，徵收舶稅的職責是由廣州市舶司委托香山縣負責管理收稅。爲加

强對澳門的管理，萬曆元(1573)年設立廣州府海防同知於雍陌，負責稽查澳門水

陸兩路貿易，協助市舶提舉司管理澳門的税收等。94簡言之，澳門是由葡萄牙人

通過賄賂，而後賄金轉為以每年繳交地租的方式，變成了葡萄牙人的一塊海外居

留地，而澳門也成為明朝政府徵收舶稅的商港。不僅「建城設官而縣治之」，明

朝政府也曾在澳門積極推行保甲制度來對澳門葡人進行管束。郭棐《廣東通志》

紀載： 

近者，督撫蕭陳相繼至，始將諸夷議立保甲，聽海防同知與市舶提舉約

束。陳督撫又奏，將其聚廬中有大街，中貫四維，各樹高柵，榜以「畏

威懷德」四字，分左右定其門籍，以《旅獒》「明王慎德，四夷威賓，無

有遠邇，畢獻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東西為號，東十號，西十號。

使互相維譏察，毋得容奸，諸夷亦唯唯聽命。95
 

  從上述明朝政府對澳門的行政管理措施，包括軍事、財政與社會方面來看，

明朝政府完全將葡萄牙人視為領土內的屬民，並且試圖嚴格控管之。除了前述的

守澳官與香山縣令對澳門的收稅與行政管理外，在明朝政府對澳門葡萄牙人的司

法審判上，則依據前面所提及明朝的法律，對於在華外人的管理，一律以〈大明

律例〉中的「化外人有犯」治之，並且將澳門葡人視為「外夷來降之人……原雖

非我族類，歸附即是王民，如犯輕重罪名，各譯問明白，並依常律擬斷，示王者

無外也」。 

就明朝政府的主觀認知上，上述管理的落實可將澳門葡人劃歸於中國地方官

廳管轄，但客觀事實是，葡萄牙人卻往往透過行賄地方官的方式，免除葡萄牙人

受中國法律的束縛。例如澳門葡萄牙人自行成立的自治機構。自從葡人入澳居留

後，澳門葡人人口漸增，葡人便組織了包括三名最高長官：地方長官（Capitao da 

terra）、大法官（Ouvidor）和主教（Bispo）的自治機構，自行依照葡萄牙國法律

管束澳門葡人。96萬曆十（1582）年，當兩廣總督陳瑞發現此事後質問之，澳門

司法官員彭瑞拉（Mattia Panella）與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便透過

厚禮來賄賂陳瑞，讓陳瑞默認了葡萄牙人在澳門自行選舉成立的市政委員會，97

並且不久之後，明朝政府對市政委員會的長官稱呼為「夷目」。98如此，在明朝

                                                      
94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匯編》，頁 9；《廣東省誌‧粤港澳關係志》 
95

 (明)郭棐，《廣東通志》，卷 69。. 
96

 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頁 118-122。 
97

 利瑪竇，《利瑪竇全集》，第一冊，收入，《中山文獻》(台北：學生書局，1965)，頁 118-119。 
98

 Eudore de Colomban, Resumoda Históriade Macau, 2omilheiro, Macau, 1927, pp.14-15; Antónioda 

Silva Rego, ApresenÆ a de Portugal em Macau, pp. 76-77.萬曆皇帝封澳門議事會檢查官為「督理濠
鏡澳事務西洋理事官」之事，未見明朝史籍記載，即使在清代，廣東官府與澳葡當局的往來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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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的貪腐下，葡萄牙人規避了中國法律的管轄權，即便是澳門葡人深知中國法

律在澳門的管轄權，但葡萄牙人總是想方設法不讓中國司法管轄權行使在葡萄牙

人身上，這點在日後清朝官員的調查中，也反映了明朝澳門葡萄牙人技巧性迴避

地方官管轄的現象： 

臣等伏查，澳門一區，夷人寄居市舶，起自前明中葉，迄今垂二百年，中

間聚集番男婦女不下三四千人，均係該國夷王分派夷目管束，番人有罪，

夷目俱照夷法處治，重則懸於高竿之上，用大礮打入海中，輕則提入三巴

寺內，罰跪神前懺悔完結。惟民番交涉事件，罪在番人者，地方官每因其

係屬教門，不肯交人出澳，事難題達，類皆不稟不詳，即或通報上司，亦

必移易情節，改重作輕，如斬殺作爲過失，冀倖外結省事，以故歷查案卷，

從無澳夷殺死民人抵償之案。99
 

    當然，這不意味著明朝政府全然將司法管轄權交由澳門葡人的自治機構，因

為就法理而論，香山縣地方官是可以直接管理澳門葡萄牙人，並且葡萄牙人也必

須聽令於地方官的指示。試看下例香山知縣直接對澳門葡人行使直接管轄權： 

蔡善繼，字五岳，湖州人，以進士萬歷三十六年任。多異政，發摘若神，

境內豪訟者咸相戒匿影。甫履任，偵知澳彝情形，條議制澳十則，上之，

大中丞悉如其議。未幾，澳弁以法繩彝目，彝叫囂，將爲變。善繼單車馳

澳，數言解散，縳悖彝至縣堂下痛笞之。故事，彝人無受笞者，善繼素以

廉介，爲彝人所懾，臨事控制有法，故彝凜凜弭耳受笞而去也。100
 

同樣的記載也見於《澳門記略》： 

香山知縣蔡善繼甫履任，即條議制澳十則上之。未幾，澳弁以法繩夷目，

夷譁將爲變，善繼單車馳往，片言解，縳悍夷至堂皇下，痛笞之。故事夷

人無受笞者。善繼素廉介，夷人懾之，故帖息。101
 

如上所述，香山縣知縣蔡善繼餘萬曆三十六（1609）年到任，就制定〈制澳十則〉，

並且對葡萄牙「夷目」施以笞刑，引起葡萄牙人譁然，最後蔡善繼出面彈壓，才

落實中國法律管束葡人的管轄權。這些〈制澳十則〉實踐情形無法知悉，但至少

從這段史料可以看出地方官廳對澳門葡人具有管轄權，且於蔡善繼任期內也執行

                                                                                                                                                        
中，「督理濠鏡澳事務西洋理事官」之稱謂亦不常見。轉引自黃慶華，〈澳門與中葡關係〉，《中
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2 期(北京，1999），頁 17；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
頁 104-105。 
99

 〈廣州將軍策楞等奏報辦理晏些盧扎傷商人陳輝千致死案緣由摺〉，《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

匯編(一)》，頁 198-199。 
100

 暴煜主修，《香山縣志》(乾隆十五年刊刻)卷 4，頁 46。 
101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官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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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明律例管理「王民」的司法權力。此外，再看四十二年(1614)，海道副使俞

安性為了加強對澳門葡萄牙人的管束，發佈〈澳夷禁約五事〉，102嚴禁葡萄牙人

在澳門畜養倭奴，禁買人口、禁兵船騙餉、禁接買私貨、禁擅自興作等，事實上，

〈澳夷禁約五事〉顯然是明朝政府在驅逐日本滯澳居民出海並加強對澳門的管制，

這也證明了明朝只允許葡萄牙人可以居住澳門，其他外人沒有居留澳門的權利。

萬曆四十八（1620）年，葡萄牙人假借防禦荷蘭的名義，在青洲建造房屋和防御

工事。兩廣總督陳邦瞻和廣東巡撫王尊德，即於天啟元（1621）年，派出布政使

司參政「馮從龍等毀其所築青洲城，番亦不敢拒」103。 

  綜上所述，不論如何明朝中國對於澳門葡萄牙的管理，是讓葡萄牙自治議會

進行自治，或是由香山地方官直接管理，就明朝政府對葡萄牙人的主觀認知，葡

萄牙人是徹底被當作「歸附的王民」來統治，並且依據〈大明律例〉化外人有犯

條治之。只是在客觀事實上，因為明朝地方官的貪污納賄、行政怠惰，葡萄牙人

才得以未經明朝許可就自行設立議會，並且以「大事化小」的方式迴避中國法律

的管轄權，再同樣用賄絡方式取得明朝地方官對自治議會的默認。這樣的結局雖

然和蕃坊「中國地方官直接任命外人擔任「蕃長」並給予其依其國俗施以自治」

的現象一樣，但其精神是不一樣的，因為葡萄牙人的自治是通過賄賂而來，並不

符合明朝對化外人的法律精神，也違反明朝管理化外人的原則與國法的，更何況

明朝中國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是完全不同於唐、宋、元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

度。總之，明朝主觀上將澳門對葡萄牙人視為歸降的化外人，因此以〈大明律例〉

的化外人有犯條，將之視為「王民」而治之。只是在客觀事實上，葡萄牙人入住

後，經常使用賄賂手段，而不讓中國法律直接施行於葡萄牙人身上。 

 

第五節 小結 

  本章作為研究課題的開展，先爬梳了清朝以前，中國在歷代政權的摸索下，

所樹立的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礙於史料的限制下，本章只能從唐朝開始窺探

中國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並且以蕃坊等外人在華居留地為中心，來概覽唐朝

以後至清代以前各朝代在華外人在司法議題上的管理作為。 

  唐朝在唐律「化外人相犯」條作為其管理外商的法令原則下，以文化、宗教、

風俗的概念來區分律法之適用。在多元而開放的唐朝，其律法允許本俗法之適用，

又將「化外人相犯」條納入唐律，不僅尊重外人文化、風俗，在行使中國法律時

                                                      
102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官守篇〉。 
103《明史》卷 325，《外國傳六佛郎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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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所斟酌、另加裁量，以達到合情又合理又不牴觸中國法律適用性的審判。這

樣的法令原則也落實在唐朝的蕃坊。外商居留於海港，形成蕃坊，中國政府透過

地方官員從外商中任命蕃長，統領蕃坊內司法與其他行政事宜。宋朝蕃坊基本上

和唐朝蕃坊的運作模式相類似。只是就史料所看到關於宋朝蕃坊涉外司法審判，

其與唐朝蕃坊有所差異之處，很有可能是因為宋朝史料記載之案件涉及華人；此

外，宋朝的華夷觀念和唐朝已有不同，宋朝是第一個大量由知識份子通過科舉任

官的朝代，其地方官出身科舉，是信奉儒家傳統的知識份子，認為「原情定罪」

以瞭解原來的實情，並從人之常情觀看事實，透過閱讀歷來案牘推斷案情與定罪，

而透過「援法據理」依據讀書人辨識道理的能力，依程序與法規處理。104也就是

說，在士大夫「情理法」的思維之下，認為法律裁量應依據案情透過審判者，而

適時調整。因此，宋朝地方官常常會參考其他省分地區的作法，並依據自己管轄

地區的情況來衡量法律而做出審判。 

  元朝中國海上貿易以泉州港最為發達，政府對海外貿易之重視，不下於前朝

對海港之經營。元朝的通商制度，大抵因循宋朝制度，因此可以推論唐、宋的蕃

坊在元朝中國依然存在，然囿於史料之不足，筆者只能從蒲壽庚之實例，來推論

認為元朝中國（特別是泉州）對於外商的管理，應不出宋朝蕃坊之例。但無論如

何，元朝承襲宋制，而其市舶機構又舉用蒲壽庚；蒲壽庚既然擔任過南宋泉州提

舉市舶司，降元後繼續擔任元朝的市舶官員，因此或可以證明，蕃坊在元朝中國

也應該是存在的。 

  明朝由於其特殊的對外關係而形成貢舶貿易，在隆慶朝之前厲行海禁的局勢

下，其涉外審判通常只存在具備官方性質的人員。由於其具備官方性質，因此明

朝當局對他們的司法審案，自然會考量到兩國國交關係而有所調整，因此也難以

窺見明朝中國對在華不具官方身分之外商的管理模式。嚴格來說，澳門是真正明

朝中國具有外人居留的領土（租地），然而澳門成為葡人居留地的脈絡並非蕃坊

的精神，而是葡萄牙人賄賂下的產物，而直到澳門葡萄牙人已經居留後，明朝政

府只能就既定事實而「建城設官而縣治之」。此後，明朝政府就主觀認知上允許

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居留，並且透過〈大明律例〉將葡萄牙人視為歸附的「王民」，

而依據「化外人有犯條」施以管理，並沒有如同唐、宋、元蕃坊治理居留中土之

外人的精神，但在客觀事實上，葡萄牙人熟悉明朝官場的習性，往往透過賄賂明

朝地方官的方式取得葡人自治的權力以及明朝官員對自治機構的默許。因此，明

朝澳門葡萄牙人的自治，雖然與前代蕃坊之中國地方官任命蕃長給予自治權利的

結果相符，但就精神而論，明朝澳門葡萄牙人的自治權利違反了明朝對外人司法

                                                      
104

 劉馨珺，〈論宋朝獄訟中「情理法」的運用〉，《法制史研究》，第 3 期(臺北，2002)，頁 9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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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與原則。但無論如何，至少從唐朝以來，中國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都是

傾向在其固有的居留地劃設為一特定區域（蕃坊），在中國地方官以中國法律作

為最高原則的管轄之下，允許其一定程度的自治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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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清朝中國的涉外司法審判 

 

    自從清朝入關統治中國並逐步將周邊民族納入版圖以後，其統轄範圍之廣，

讓中國邊境之遼闊遠勝明代，因此其所面臨的國際情勢，必然也比過去更為複雜。

清朝的涉外司法審判，也因清朝中國與各個國家之間的關係而有所不同。清朝中

國繼承中國固有外政秩序，其與屬國的宗屬關係自然依循中國華夷秩序的內涵，

然而，清朝政權的建立者並非漢人，對「中國」以及「華夷秩序」的詮釋不同於

明朝，因此，清朝在處理涉外議題上的思維，想必也有別於明朝的思維。此外，

在多元的對外關係下，清朝中國與俄羅斯也在此時加深接觸，讓清朝在維繫傳統

中國對外秩序的同時，也發展出有別於以往宗屬關係的對等平行國交關係，這都

讓清朝中國的對外關係有著與明朝不同的面貌。 

    從清朝在處理通商事務的過程來看，國交關係的有無，是一個重要的前提。

國交關係的建立，意味著清朝對每一個外國（部落政權）名分的識別，從而訂定

出雙方交往的原則。對清朝而言，具備國交關係者，包括了屬國、與國，而不具

備國交關係卻僅維持互市關係者，即稱之為互市國（例如 1842 年中英南京條約

以前的英國、1871 年中日修好條規以前的日本等）。本章在探討清朝中國對在華

外商的司法態度之前，擬先分別就不同類別的對外關係，來探討清朝中國對外關

係的多元性，再依據清朝對不同國家名分之識別以調整其司法管轄權的情形，來

窺探清朝中國涉外司法審判的樣貌。 

 

第一節 屬國 

    清朝中國繼承歷代中原王朝對外關係，不僅時常有外國前來中國朝貢，與鄰

近或相接壤的國家之間，也通常有著冊封與進貢的宗屬關係。宗屬關係的確立是

透過清朝當局冊封程序的完成，來表示這些冊封國正式成為中國的屬國。清朝中

國的屬國眾多，但與中國的關係最為密切的是朝鮮，而中國與朝鮮在宗屬關係上，

也多被學者認為是清朝中國對外關係中最為典型的宗屬關係之實踐。在與歷代中

國王朝的往來中，朝鮮都承認中國的宗主地位，屢屢接受冊封，多次向中國派遣

朝貢團。不僅如此，對朝鮮來說，與中國王朝的宗屬關係鞏固了朝鮮內部政治的

正統性，更是國防、經濟與文化交流的保證。除了與朝鮮之宗屬關係，清朝中國

與安南、琉球等國家的宗屬關係，也是其帝國對外關係中宗屬關係典型的重要成

員。以下，將以清朝與朝鮮的司法審判為討論重點，分別舉出清朝在處理涉及朝

鮮的司法審判之實例，來證明清朝處理屬國司法審判作法的一致性與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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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數朝鮮與中國的雙邊關係，最遲可知從三國時代開始（427-660 年），一直

馬關條約為止，長期作為中國的屬國，承認中國的宗主國地位。由於地緣因素，

以及朝鮮王朝施行海禁政策的緣故，朝鮮與明、清中國的通商形式多以陸路貿易

為主。明清之際，朝鮮雖然存在著同時與明朝及與後金並行的互市，與後金的關

係也經歷過一段對等的「兄弟關係」，105但在大清崇德元（1636）年征服朝鮮之

後，規定了邊境互市（義州、會寧、慶源），106朝鮮與後金的陸路貿易也漸為定

制。在朝鮮與後金還處於對等關係時期，兩國之間就已經互派使節團並各自帶著

商人前往雙方首都，除了報聘慰問、國書傳遞與公文書往來等政治性活動以外，

跟隨使團之商人都可以進行貿易。崇德二（1637）年元月，朝鮮國王李倧向已經

改國號為「清」的清朝稱臣，朝鮮正式成為清朝屬國，107而互市活動也持續不斷。 

    清朝尚未入主中原成為「中國」以前，其政權處於軍事擴張的階段，需要大

量資源，因此清朝與朝鮮保持密切的使行貿易和邊境互市，而且這些貿易通常都

是以官方資本進行的。然而清朝入主中原後，物資逐漸豐沛，清朝不再倚靠清朝

使節的使行貿易，並減少使節成員。108相反的，邊境互市一直是朝鮮邊民換取物

資的重要管道，而對朝鮮官方而言，與中國的商業更是提供其國內其他重要非農

產業物資的手段；加上朝鮮厲行海禁政策，只以官方的方式維持與中國和日本的

通商關係，因此朝鮮前往中國境內的商人，通常是官方色彩濃厚的御用商人。109

換言之，順治十五(1658)年後，中國不再派遣使節前往朝鮮境內貿易，只有朝鮮

使節團往返北京，並在中國的使節住所進行「在館貿易」。前文已經提及，「在館

交易」是中國歷朝給與外國使團因來貢的優待，具有「懷柔遠人」的精神。清朝

對待屬國，也同樣給予「在館交易」的優惠，試看以下慣例： 

附律條例一，凡外國人朝貢到京，會同館開市五日，各鋪行人等，將不係

應禁之物入館，兩平交易。染作布絹等項，立限交還，如賒買及故意拕延

騙勒遠人，至起程日不能清還者，照誆騙律治罪，仍於館門首枷號一月；

若不依期日，及誘引遠人潛入人家，私相交易者，私貨各入官，鋪行人等，

以違制論，照前枷號。謹案此條係原例。原文係騙勒遠人久候不得起程者

問罪。嘉慶六年改。又於鋪行人等下增以違制論四字。110
 

                                                      
105

 《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卷 2，天聰元年春正月丙子條。 
106

 (清)伊桑阿(等纂修)，《大清會典(康熙朝)》卷 72，禮部 33，〈主客清吏司‧外國貿易〉。 
107

 《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卷 33，崇德二年春正月庚申條。 
108

 「諭禮部。朕撫御萬方。中外臣民、皆同一視。朝鮮恭順有年。尤厪體恤。聞遣使該國多員、

貿易滋擾。朕心殊為不忍。嗣後凡有事差往使臣。止用正使副使各一員。務擇諳習禮儀、任事謹

恪者。其八分人員隨往、及貿易、俱行停止。若遇有審察事情。該部酌其事之輕重、奏請選差。

以昭朕字愛藩服至意。」(《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121，順治十五年十一月戊申條。) 
109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199。 
110《大清會典事例》，卷 765，刑部 43，戶律市廛，把持行市，附律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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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段史料可知，清朝對待來華朝貢的使節團予以貿易之權利，並且立法保護使

節團在館交易的獲利，足見清朝照顧遠人之心。因此清朝中國管理中國境內活動

的朝鮮商人，通常因其隸屬使節團成員而具有代表朝鮮官方之性質，對其處置遂

與一般清朝中國對待在華（民間）外人的作法有所區別。 

    至於非官方的朝鮮民人之犯罪問題，或許是因為中朝關係的穩定程度不同，

不同皇帝因而對中朝司法犯罪問題的處置有些微差異，但是作為宗主國的中國法

律，必然是審理中朝司法案件的最高依據，並且由中國皇帝作為最後的裁決者。

例如順治十二年發生朝鮮人越境伐木殺人事件。朝鮮將處理這一案件的經過透過

禮部上奏給清朝皇帝。雖然朝鮮當局已經處置越境伐木的人犯裁處並上報，但清

朝皇帝對於朝鮮國王所奏報之處置方式依然不滿。事實上，朝鮮人民越境伐木，

乃是受命於官廳，其伐木打算用於軍事目的，而這次朝鮮人越境伐木殺人事件所

突顯的朝鮮企圖建造軍用設施之意圖，111恰恰違反了崇德二年清朝禁止朝鮮當局

修城整軍的規定，因此這次朝鮮國王的奏書才會閃爍其詞。112對此，順治皇帝認

為有再詳查的必要，因此再派人前往朝鮮與國王會同審理。113經過清朝官員會同

審理後，順治皇帝： 

已准三法司所擬。金忠一、申銀山、李起男、立行正法。蔡允岦等、應依

律分別。流徙徒杖。事在赦前、各免罪。仍革職。因原審招詳、殊多朦徇。

隨經禮部議奏、國王不行確察。即據承問各官、草率成招具奏。理應擬罪。

一品官、降職四級。二品以下官、降職三級。職掌刑名各官、革職為民。

朕念國王歸順已久。忠心慎行。特免議王罪。……特遣官會同國王再加詳

審。務期允協。又念遣官多員、所費必多。今止命少保兼太子太保內翰林

國史院大學士額色黑、齎敕前去。同前別遣太子太保議政大臣哈世屯等、

就便會審。確擬應得之罪。國王具疏來奏。以憑裁處。」
114 

這裡的「依律」應該是依照大清律法，將蔡允岦從原本朝鮮法律所判之死刑，改

判為流徙徒杖，再用大赦而免罪並革職。雖然禮部議奏應懲處國王，但順治皇帝

                                                      
111

 《大清世宗章皇帝實錄》，卷 92，順治十二年七月癸巳條：「前禮部奏、爾國姦人、違犯禁例、

越境伐木殺死庫爾喀部落葉克樞、葉勒木二人。因事關重大，命爾察奏，凡事內應罪之人、不容

枉縱。各人應得之罪、不宜含糊。今覽來奏、雖經鞫審、情節尚未詳明。……太宗皇帝立法甚明。

爾君臣共宜恪守。該地方府鎮、竟不嚴察屬下、縱容違禁肆行、何得無罪。爾為一國之主、事前

當申明禁令。事發當詳擬罪名。况朕意欲存柔遠。於越境事情、歷經寬宥。爾國應懷恩奉法。茲

遣內大臣吳拜、侍郎覺羅科爾昆、學士折庫訥、齎敕前去。王即同吳拜等、將前項情節、逐一研

審。凡應罪之人、應得之罪、詳確擬議、王具疏奏聞、以憑裁處。」 
112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213。 
113

 事實上，朝鮮國王為了避免與清朝官員共同審理有損顏面，避走別宮，留下三宮六卿、禁府

刑官與兩司長官等大臣與清使會同審理。詳見《朝鮮王朝孝宗實錄》，卷 15，孝宗六年九月癸未

條。 
114

 《大清世宗章皇帝實錄》，卷 92，順治十二年七月癸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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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在免除國王失責之罪後，依然派員會同國王再審，由根據國王之來奏，由清

朝皇帝以憑裁處。這個司法案例說明了清朝中國面對涉及屬國（朝鮮）司法犯罪

的律例，作為宗主國的清朝是有權依照中國法律審問裁處屬國的人犯。法律位階

是如此，但實際執行又有不同考量。由於這些罪犯還包括朝鮮官員，清朝通常不

會主動將這些人員直接治罪，而是尊重他們的官員身分，採用較輕或寬免的立場

來處理。 

    上述案件中清朝對朝鮮的嚴厲處置，或許是因為清朝中國與朝鮮之間仍存在

自崇德年間以來的緊張關係，因而嚴格執行宗主國的法律，而上述案件也可觀察

出清朝在處理中國境內犯罪的朝鮮罪犯的作法，通常是會動用清朝的法律來審理，

或由清朝派遣大臣（敕使）前往朝鮮執行中國法律之審理，或是允許朝鮮依照朝

鮮法律將審問與處置人犯的情形奏報清朝，再由中國皇帝決定最終處置。但隨著

兩國關係漸趨穩定，清朝中國對朝鮮的司法案件之處置，也逐漸放鬆，經常只命

令禮部移咨朝鮮國王自行詳審擬罪，115甚至到乾隆朝時，清朝甚少再主動透過朝

鮮將其國人治罪。116但若是犯罪情事涉及兩國關係的穩定，清朝的做法還是較為

謹慎嚴厲。 

    以上是案情屬於民間，且又涉及兩國關係的案件時，清朝的處理方式。但若

是犯罪者本身是代表官方、具有官方身分的屬國人員涉及司法案件，清朝除了考

量其官方身分以外，還要評估當時的兩國關係、犯罪情事輕重，再依照既有法律

來決定最後裁處。康熙皇帝繼位之際，發生盜買軍用品的事件，但這次犯罪者是

具有官方身分的使節： 

朝鮮國進貢使臣盜買硫黃，其民越江刨參，盜買銅、馬。國王李棩上疏引

咎云：臣守藩無狀，民各為心，致令進京從人、邊上頑氓節次冒犯禁制。

臣誠惶悚無以自容，恭候大朝處分，乃蒙皇上特施寬典，非但不加譴責，

亦不許遣官查問。止令該部移咨詳審擬罪，字小之恩，柔遠之德，視古無

前，與天同大，臣與一國臣民不勝感戴。謹將各犯責供擬罪奏聞。得旨、

該部核擬，其本內有不合處，免其察議。117
 

                                                      
115

 「諭大學士等曰，朝鮮國王李焞敬慎素著，其國人越界行刦，隨經捕獲監禁，奏請勘斷，此

案不必復遣大臣前往察審，可即令該國王審明擬結具奏」，詳見《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216，

康熙四十三年夏四月戊寅條。 
116

 例如順治九年沈尚義等越境盜蔘案，清朝派遣敕使偕同朝鮮審理，以朝鮮法律治罪(《大清世

宗章皇帝實錄》，卷 70，順治九年十一月乙亥條)；乾隆二十九年皇帝明令對於朝鮮罪犯不必再

解回朝鮮而直接正法(《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703，乾隆二十九年春正月庚五條)。 
117

 《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2，順治十八年五月癸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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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繼位之際，朝鮮使節利用往返北京的路上，盜買了屬於清朝嚴禁貢使購買

的軍用品，同時其邊境人民還越境偷採人蔘、盜買銅礦與馬匹。清朝中國面對涉

及屬國（朝鮮）司法犯罪的律例，作為上國的清朝，雖有權依照清朝法律審問裁

處屬國的人犯，康熙皇帝卻不再大動作干預朝鮮對於此次犯罪的處置作為，也沒

有多加譴責朝鮮國王。雖然禮部核擬其本內有不合處，但清朝還是寬免了察議，

只由禮部移咨審判定罪是由，也就是交由朝鮮政府自行處置。究其原因，應該是

因為使節畢竟代表國家，中朝兩國之關係在康熙繼位之際也已經趨於穩定，朝鮮

對於中國也沒有敵意或威脅，加上這次使節所犯情事，並沒有直接威脅到清朝政

權或中國國內安定，因此清朝通常不會直接依照中國法律來定罪這些使節，而是

交由朝鮮依照朝鮮法律管理之。 

    簡言之，清朝中國對待在華外人的司法問題時，如該外人是屬於屬國人員，

作為宗主國的清朝，可直接依照中國法律來審理定罪。法律是如此，但在實踐上

清朝通常會審時度勢，依照情節大小、雙邊關係來調整處理涉外司法審判的方式。

在雙邊關係穩定之下，若犯罪情節不影響清朝內部的穩定，中國皇帝通常不直接

干預屬國使用自己法律來管理人民，並尊重屬國對其人民的處置作為。 

 

第二節 與國 

    「與國」在《漢典》定義為「盟國、友邦」，118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

訂本》則解釋為「友邦，相交好的國家」。119古代文獻中使用「與國」一語的，

也多半含有友好、親近之國的意涵，例如《三國志》：「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

遂為與國。」120《管子》：「與國不恃其親，而敵國不畏其彊。」、《史記》項羽本

紀：「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此句裴駰《集解》引

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可見，「與國」至少有同盟、友好、黨與

之意，其地位應為對等。121雖然清朝當局並未對與國作出明確的定義，但根據廖

敏淑的研究，只要有與清朝締結對等條約，清朝就視對方為與國，122而事實上，

清朝中國在道光二十二（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以前，唯一簽訂對等條

約並承認的與國，只有俄羅斯一國。123
 

                                                      
118

 《漢典》，http://www.zdic.net/c/e/151/336156.htm(2014 年 4 月 20 日引用) 
119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篡，《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cond=%BBP%B0%EA&pieceLen=50&fld=1&

cat=&ukey=2023555561&serial=1&recNo=0&op=f&imgFont=1(2014 年 4 月 20 日引用)。 
120

 《三國志》，卷 35，〈蜀書‧諸葛亮傳〉。 
121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82。 
122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83-84。 
123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548，乾隆二十二年十月辛酉條：「俄羅斯乃我朝與國，從前定

http://www.zdic.net/c/e/151/336156.htm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cond=%BBP%B0%EA&pieceLen=50&fld=1&cat=&ukey=2023555561&serial=1&recNo=0&op=f&imgFont=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cond=%BBP%B0%EA&pieceLen=50&fld=1&cat=&ukey=2023555561&serial=1&recNo=0&op=f&imgFo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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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中國與俄羅斯最早的交涉，是起因於俄羅斯帝國在十六世紀下半葉以

來不斷向西伯利亞的擴張，透過斯特羅干諾夫家族（Строганов）征服伏爾加河

流域諸汗國之後所招募的一群以葉爾馬克（Ерма́к Тимофе́евич，?－1584）為首

領的哥薩克東進西伯利亞來到黑龍江流域，並在黑龍江流域與清朝發生邊界與屬

民爭端而開始。124事實上，俄羅斯很早就透過中亞商人和蒙古人間接聽聞中國的

存在，125而真正刺激俄羅斯決心找出前往中國的通路之原因，是越來越多歐洲國

家試圖找尋前往中國道路之際，英國向俄羅斯要求借道前去中國之刺激。126為了

搶得先機找到通往中國的陸路貿易，俄羅斯更透過斯特羅干諾夫家族所招募並組

織的哥薩克持續在東進拓土的同時，找尋歐陸通往中國的陸路。這批哥薩克終於

在再清朝初期抵達中國東北邊界，並且哥薩克和清朝多次發生黑龍江流域的邊界

爭端，以及零星的衝突。於此，俄羅斯已經久聞中國富裕，因此俄羅斯積極開展

對華貿易的先期工作，透過商人和使節團多次前往中國。在中俄交涉初期，俄羅

斯使節通常是由政府委託為沙皇做生意的富商擔任，例如在順治年間來到清朝的

兩個使節團，伊特庫爾‧阿勃林（Сеиткул Аблин，1653-1672）和巴伊科夫（Фёдор 

Исакович Байков，1612－1663）前往中國，而這些富商都是在帶有官方任務色

彩之下來從事市場調查，並為日後俄羅斯對中貿易鋪路；俄羅斯官方透過這些富

商與清朝官員接觸，並藉由清朝當局給與使節團貿易的機會，了解到對華貿易的

利潤，再逐漸提升前往中國之使節的等級。在俄羅斯派出一批批商人使節團後，

要一直到派出學識淵博的希臘人尼古拉‧加夫里洛維奇‧斯帕法里（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Спафалий，1636-1708，中國史料稱為「尼果賴」）攜帶沙皇國書前

往北京之際，俄羅斯才算對清朝有較清晰的認識，而清朝也逐漸認識到俄羅斯的

大國地位。127因此，在清代中俄建立正式國交關係與簽訂條約以前，清朝接觸的

俄羅斯人，通常是來犯的哥薩克、俄羅斯邊民，以及具有代表俄羅斯官方性質的

                                                                                                                                                        
議，彼此不許容留逃人。……俄羅斯素守舊約，自應即為縛獻。」 
124 張維華、孫西，《清前期中俄關係》(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77)，頁 27-28。 
125

 根據葉柏川引自俄羅斯學者米亞斯尼科夫的見解，促成俄羅斯派出第前往清朝中國的使節─

巴伊科夫(Фёдор Исакович Байков，1612－1663)出使中國的直接原因，是西元 1625 年來到莫斯

科之蒙古使節向俄羅斯當局傳遞與中國貿易的資訊，以及帶來產自中國的禮物引起沙皇興趣。可

見，蒙古人一直是中俄交流的媒介。葉柏川《俄國來華使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頁 27。 
126 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等編、廈門大學外文系《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編譯小組譯，《十

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一冊，第 3 號文件(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頁 52-53。 
127 《十七世紀俄中關係》曾收錄當時斯帕法里從中國回到俄羅斯後的回國報告。根據這份斯帕

法里的回國報告，該報告曾經提到使節透過兩名耶穌會士的談話，詢問康熙皇帝關於此次斯帕法

理使節團來華的想法。耶穌會士告訴斯帕法理說，康熙皇帝對俄羅斯感到疑慮，因為以前清朝根

本不相信俄羅斯的領土廣闊到可以逼近中國版圖，但此次斯帕法里的到來，確實讓清朝相信了俄

羅斯領土之廣，也因此康熙皇帝不是很高興。斯帕法理使節團來華，讓清朝對俄羅斯的定位正式

轉變，從游牧政權的認知，轉變到超級大國的定位。詳見《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第一卷第三冊，

第 183 號文件，頁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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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節團，或是為沙皇經商來到中國並在北京的貿易活動的商人團體等。 

 

一、〈尼布楚條約〉以前清朝對在華俄羅斯人的司法態度 

  由於清朝中國和俄羅斯尚未簽定任何條約，俄羅斯也尚未與中國建立起國交

關係，因此清朝面對來犯的哥薩克、俄羅斯邊民逃亡越界、殺人偷盜等案件的處

理作法並沒有明文之規定。在清朝尚未認知俄羅斯、也不知道哥薩克為俄羅斯所

屬時，清俄雙邊司法案件多半是邊民與哥薩克人的衝突，而面對哥薩克人，清朝

的處理方法傾向屬於本國人犯案交由行政機關議處申飭；哥薩克犯案，則視為邊

境外族遊民偷盜侵擾的層次。順治十(1653)年，清朝在登記東北部落進貢的方物

時，發現狐皮、貂皮等織物，詢問部落頭目才知道甫喇屯部落殺死欲前往北京的

俄羅斯雅克薩人一事，128遂將此案件交付禮部和戶部公議，並將其雅克薩的物件

由戶部接收。順治皇帝最後下令日後若遇到前往京城的俄羅斯人應「逕行起解，

毋得擅殺」。129事實上，此時的清朝尚未知悉俄羅斯，面對本朝屬民殺死外人，

清朝當時的做法是交由行政機關議處申飭，還談不上與對方共同處理涉外司法審

判的層次。然而在康熙年間，清朝在俄使米洛瓦諾夫使華前已經得知哥薩克為俄

羅斯所屬，130尤其是在斯帕法里使節團之後，清朝中國已經清楚俄羅斯與中國同

為大國，在涉俄的司法案件的處理上作法，也不再是過去單純將越境事件視為邊

境遊民偷盜侵擾的層次，而是轉向透過俄羅斯當局要求引渡遣回己方逃人。康熙

皇帝回覆斯帕法里的國書中，涉及兩國引渡的司法案件，則是對居住於尼布楚一

帶的索倫（達斡爾）佐領根特木爾的引渡要求。131在康熙九(1670)年康熙皇帝透

過俄使米洛瓦諾夫給予俄沙皇的國書中提及歸還根特木爾一事，要求引渡逃人；

康熙二十二(1683)年理藩院給予占據雅克薩俄官的諮文也提及引渡根特木爾一

事。132但無論如何，較能清晰觀察清朝處理與俄國之間的涉外司法審判邏輯，還

是要等到明文化規定之後的兩國交涉，方才有較為具體的內容。 

                                                      
128

 〈胡世安等題遵議宜庫塔等殺死赴京俄人事本〉，《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料選編》，第一編上冊，

第 13 號文件，頁 14。 
129

 〈胡世安等題遵議宜庫塔等殺死赴京俄人事本〉，《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料選編》，第一編上冊，

第 13 號文件，頁 14。 
130

 〈康熙帝為索還逋逃根特木爾事致俄沙皇國書〉，《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料選編》，第一編上冊，

第 21 號文件，頁 21。 
131

 根特木爾，原是居住於石勒喀河流域與尼布楚附近的一個達斡爾族酋長，清朝曾授予四品佐

領官職。順治十五(1658)年間，清軍與俄羅斯哥薩克在呼瑪爾斯克的斯捷潘諾夫發生第四次武力

衝突時，根特木爾並未加入對抗俄羅斯的戰鬥，在康熙六年(1667)，根特木爾帶著家屬與其所屬

部落投誠俄羅斯，並居住在尼布楚(涅爾琴斯克)。詳見(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俄中兩

國外交文獻滙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 29-30。 
132

 〈理藩院為要俄遣還逃人撤出侵地事致雅克薩俄官咨文〉，《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

一編上冊，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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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尼布楚條約〉以後「商務官員」的作用 

有鑑於哥薩克人占據雅克薩城並遲遲不退，康熙二十四至二十五（1685-1686）

年間向哥薩克發動兩次雅克薩戰役，清朝取得軍事優勢，終於促成俄羅斯派遣戈

洛文（Фёд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ловин，1650-1706）討論邊界爭端與條約簽署，

並於康熙二十九（1689）年達成中俄兩國簽定〈尼布楚條約〉。〈尼布楚條約〉不

僅就中俄兩國於黑龍江邊界爭端上訂出劃界協議、兩國人民越界偷盜之司法審判

處理方式外，也確立了俄羅斯取得與中國的正式通商權利，從此，俄羅斯可以派

遣商團前往中國貿易，北京城從此充滿了許多俄羅斯商人。〈尼布楚條約〉對於

俄羅斯人的犯罪問題，規定如下： 

二、俄人在雅克薩所建城障，應即盡行除毀。俄民之居此者，應悉帶其物

用，盡數遷入俄境。兩國獵戶人等，不論因何事故，不得擅越以定邊界。

若有一、二下賤之人，或因捕獵，或因盜竊，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繫，遣

送各該國境內官吏，審知案情，當即依法處罰。若十數人越境相聚，或持

械捕獵，或殺人劫略，並須報聞兩國皇帝，依罪處以死刑。既不以少數人

民犯禁而備戰，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約訂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罷論。自兩國永好已定之日起，嗣

後有逃亡者，各不收納，並應械系遣還。133
 

〈尼布楚條約〉對於邊境人民越境、盜竊等犯罪的處置方式，是將犯人拘禁手腳

之後，交由各個犯罪者所隸屬的國家之邊境官吏依法處罰，這點已經具備「各國

各官各管各人」的作法。若是集體（十數人以上）犯罪者，還需要報聞兩國皇帝，

依罪處以死刑；逃亡者，兩國不應收納而須引渡遣還。條約簽訂以後，清朝不僅

多次與尼布楚長官或西伯利亞總督等俄方官員協調送還逃人與處理邊境犯罪問

題等，134俄羅斯也透過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交涉兩國人犯引渡之問題，135可知清

朝在管理邊境犯案之俄方人民，是透過俄羅斯地方官廳對其屬民的約束來完成的。

至於如何審理前往北京貿易的俄羅斯商人之犯罪，則無法從〈尼布楚條約〉的原

                                                      
133

 王鐵崖編，〈尼布楚條約〉，《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北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

1957)第 1 冊，頁 1-2。 
134

 例如康熙三十二(1692)年五月〈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為禁止俄羅斯人越界打貂事致尼布楚城

長官文〉、康熙五十一(1712)年五月〈理藩院為貿易逃人侵地築城等十二項事致俄西伯利亞省總

督咨文〉等相關透過俄羅斯官聽商討司法審判之文件，請參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

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上冊。 
135

 〈俄尼布楚城長官位蒙古台吉收留其逃人事致索額圖文〉，《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

一編上冊，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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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明確知悉。但事實上，中俄締約以來，由於俄商雲集於北京與其沿途，這項

條約內容並未規定任何在華俄羅斯人的犯罪審理；前文也提及，通常前往中國貿

易的商人，本身就是具有沙皇授權的官商，因此面對具有官方身分之俄羅斯犯罪

人員，應該也會透過尋找一個對口單位來管理之。 

    西元 1698(康熙三十七)年開始，俄羅斯政府頒布了〈對中國貿易的一般規定〉

命令，決定打擊私商以徹底壟斷官方對華貿易，希望將對華貿易之利潤全歸國有，

從此中俄貿易進入新的階段，官方商隊取代私人商隊，136而次年尼布楚長官給予

清朝官員的咨文中，中文譯文也開始出現「官商」、「官貨」等稱呼。137自西元

1698 年起至 1717 年暫停中俄北京貿易的期間，俄羅斯共派遣了十個官方商隊前

去清朝貿易，值得一提的是，俄羅斯政府自西元 1710 年起，將俄羅斯商隊隊長

改為具有官方性質的商務專員（commissary，科密薩爾），除了負責經營貿易以

外，還需處理商務活動、監督商隊貿易情形以及處理可能糾紛。138西伯利亞總督

加加林曾告知清朝派遣商務專員前去處理商業糾紛，理藩院對此並未阻止，也沒

有特別為此事多做評論。139關於商務專員之設立，有學者認為這是領事裁判權與

治外法權的肇始，140但究竟是不是如同歐洲國家那樣的領事裁判權，本文在第三

章將詳細探討。不過不可否認的是，商務專員作為商人首領之性質，有管理其商

人在外國貿易的意義，清朝也逐步以俄方商人首領作為管理在華俄羅斯人的窗口，

並且透過該員與俄方交涉邊境犯罪案件。事實上，這種商務專員的作用，很類似

於日後中外貿易中的「領事官」，都是外人與中國貿易期間，用以專門處理外人

事務的角色。不同的是，領事是常駐於通商口岸，但由於此時中俄貿易僅限於俄

羅斯商隊來到北京時進行的京師貿易，並非常態的互市口岸，因此商務專員並沒

有常駐於北京。 

    商務專員作為管理中國境內俄羅斯人事務的考察，可試看一例。康熙四十三

年，則發生俄羅斯人瓦西裡殺死幫忙飼養馬匹的克喇沁旗披甲巴顏達裡一事。141

                                                      
136

 葉柏川，《俄國來華使團研究》，頁 226。 
137

 〈俄尼布楚城長官為莫斯科官商來華貿易事致薩布速咨文〉，《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

第一編上冊，頁 185。 
138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俄中兩國外交文獻滙編》，頁 96-97；張維華、孫西，《清

前期中俄關係》，頁 161-162。 
139

 〈伊爾庫次克長官為遣專差致俄商務專員處事致理藩院函〉、〈俄商務專員為請轉俄商逾額入

境貿易事致土謝圖汗呈文〉，〈理藩院為貿易逃人侵地築城等十二項事致俄西伯利亞省總督咨文〉

等，《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上冊，頁 309-316。 
140

 張維華認為是當時中國政府尚未注意到治外法權的問題，詳見《清前期中俄關係》，頁 162；

李齊芳則認為這個是領事裁判權的開端，詳見李齊芳《中俄關係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

頁 77。 
141

 〈理藩院為要俄解送殺人罪犯瓦西裡事致俄議政大臣諮文〉，《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

第一編上冊，頁 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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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裡既然是俄羅斯人，且所犯殺人罪情勢是發生在邊境，因此清朝必須將瓦西

裡送到國界去正法。清朝決議將瓦西裡交由俄羅斯處置，因此告知當時的商隊首

領伊萬‧薩瓦捷耶夫立刻將瓦西裡解送至國界處正法。只是當時伊萬‧薩瓦捷耶

夫並未授予執行死刑的權力，因此向清朝說明只能帶回瓦西裡，未能立即處置。

清朝尊重俄羅斯給予俄羅斯商隊首領的權力，允許伊萬‧薩瓦捷耶夫不立刻將瓦

西裡押送前來，但仍呼籲解送正法才是兩國原先商議的條約規定： 

據此，查德先前爾方解送我逃人時，我達沃爾逃人阿弼達殺死爾俄羅斯人。

為此，奉我聖主諭旨：將阿弼達交付前來貿易之俄羅斯使臣，解往該處即

行正法。……爾接此文後，當即報聞爾俄羅斯察罕汗，按照我方將阿弼達

交爾處決之例，速派人將瓦西裡解送前來。如此，才不違原先議定之友好

條約。142
 

    以上這些交涉往來的過程中，可以清楚突顯清朝在處理在華俄羅斯人的犯罪

問題時之事，是將人犯之解送、管理、行刑等作為透過「前來貿易之俄羅斯使臣」

來完成，也就是俄羅斯所屬之人由俄羅斯官員管束，而非俄羅斯屬民者則應照清

朝之規定辦理。清朝確實信守〈尼布楚條約〉的各項規定，並且參考過去自己屬

民逃往俄境的判例，向俄羅斯地方與中央當局要求引渡逃人，因此面對在北京的

俄羅斯商人，也認為應同樣適用透過俄羅斯官員來處理之慣例。因此，在瓦西裡

案的作法中，可以清楚觀察到清朝在條約框架下，尊重俄羅斯的司法案件處理辦

法，不強行執行瓦西裡的死刑，而是要求俄羅斯官員將罪犯押送前來，這充分說

明瞭清朝與與國俄羅斯之間的司法審判，在兩國締約後十餘年已經有透過商人首

領來完成其管束在華外國人的做法。 

 

三、〈恰克圖條約〉將「管理商隊官員」與「邊境官廳」的管理職責明文化 

    清朝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曾經在康熙晚年經歷一段低潮。雖然俄羅斯在〈尼

布楚條約〉簽訂以後，在積極擴大對華貿易的同時，卻在蒙古地區過持續與清朝

有為數不少的的逃人與邊界糾紛，且俄羅斯不依條約與中方交涉的消極態度讓清

朝不滿；143同時，清朝對俄羅斯商團在北京貿易的混亂、144俄羅斯當局欲聯合準

                                                      
142

 〈理藩院為要俄解送殺人罪犯瓦西裡事致俄議政大臣諮文〉，《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

第一編上冊，頁 229。 
143

 例如康熙四十七年八月，理藩院曾就俄羅斯在黃郭羅依地方築城之事，向俄羅斯樞密院大臣

抗議，請見理藩院為要俄立即拆除在黃郭羅依地方所築之城事致俄近侍大臣咨文〉，《清代中俄關

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上冊，頁 301。 
144

 請參考中俄雙方對於貿易過持混亂的探討：〈理藩院為俄方來文不足憑信暫停入境事致俄近侍

大臣咨文〉、〈理藩院為俄方來文不足憑信暫停入境事致尼布楚長官咨文〉，《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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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爾等議題上消極處理的情況深感不滿，因此清朝決定暫停俄羅斯前來北京的權

利。經過俄羅斯多次派人與清朝交涉，又適逢兩國君主在相近時期變更，促成了

兩國決定修補友好關係，透過再次簽訂條約，以釐清〈尼布楚條約〉規定不詳細

之處，並且將數十年來雙方多次交涉所形成的慣例加以明文化。這個條約也就是

簽訂於雍正五（1727）年的〈恰克圖界約〉。有鑑於〈尼布楚條約〉簽訂以來，

俄羅斯官商與一般商人混雜的情況，在〈恰克圖界約〉中也做出了區分，以及相

應的接待規格。關於涉及兩國司法審判的條文如下： 

第一條 自議定之日起，兩國各自嚴管所屬之人。 

第二條 嗣後逃犯，兩邊皆不容隱匿，必須嚴行查拿，各自送交邊吏但逃

亡在締約前者毋論。 

第四條  按照所議，准兩國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數仍照原定，不得過二

百人，每間三年進京一次。除兩國通商外，有因在兩國交界處所零星貿易

者，在恰克圖尼布楚擇好地建蓋房屋，情願前往貿易者，准其貿易。周圍

牆垣柵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稅。均指令由正道行走，倘或繞道，或有

往他處貿易者，將其貨物入官。 

第十條 所屬之人有逃走者，於拿獲地方即行正法。如有持械越境殺人行

竊者，亦照此正法。如無文據而持械越境，雖未殺人行竊，亦酌量治罪。

軍人逃走或攜主人之物逃走者，於拿獲地方，中國之人斬，俄國之人絞，

其物仍給原主。如越境偷竊牲畜者，一經孥獲，交該酘人治罪；其罪初犯

罰者，估其所盜之物價值，罰取十倍，再犯者罰二十倍，三犯者斬。凡邊

界附近打獵，因圖便宜，在他人之處偷打，除將其物入官外，亦治其罪，

均照俄使所議。145
 

〈恰克圖界約〉可說是明確將康熙三十年代以來所形成慣例的貿易明文化，其中

在談判過程中討論到的商隊之管理，則在策凌上奏給雍正皇帝的奏摺中提到： 

今兩國定界，不得容留逃人。既已定和好之道，既照薩瓦所議，允准兩國

通商。既已通商，人數仍按原定，不得過二百人。每隔三年，通商一次。

既然伊等均系商人，則食物盤費等項，照舊停止供給。商賈人員，均不徵

稅，商人抵達邊界，預先呈明來意，而後委派官員接入貿易。沿途應用之

馱馬人夫，自行雇備。責成管理商隊官員，嚴管屬下人等。倘有爭端，秉

公處理。其隨同商隊前來之官員，其為較大官員，則照大員禮節優加款待。

                                                                                                                                                        
料選編》第一編上冊，頁 269-271。 
145

 王鐵崖編，〈恰克圖界約〉，《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頁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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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貿易物品，均不禁止。兩國違禁之物，不准貿易。如欲私自留居者，若

非經其頭人准許，即不收留。其病故者，將所有財務各交本國人員。上述

各節均照薩瓦所議辦理。除兩國通商外，兩國邊境地區之零星貿易，應於

尼布楚、色楞格兩處，選擇妥地，建蓋房屋，以准自願前往貿易者貿易。

其周圍房屋、牆垣、木柵亦准酌量修建，亦不徵稅。所有兩國一體酌派官

兵，令其同心照看辦事之處，均照薩瓦所情施行。146
 

可知，對於前來中國貿易的俄商，清朝直接賦予俄羅斯所派之「管理商隊官員」

權力，用以管束該國商人在中國的活動。不僅如此，〈恰克圖條約〉直接重申了

「兩國各自嚴管所屬之人」，可知清俄兩國確立了商人首領的管理權力，和各國

各管其人的處理通則。兩國在關於人民私自越境、偷盜、殺人搶掠事件的作法，

很明顯是依照兩國自〈尼布楚條約〉之後幾番交涉之後的慣例作法，除了重大的

殺人搶掠案件外，兩國互相移送對方罪犯給對方邊境官員執法懲處，充分顯示了

兩國尊重對方法律審判裁量權的對等性質。147從〈恰克圖界約〉也能反證過去在

〈尼布楚條約〉簽訂之後條文上未詳細規定的司法審判處理，因此中俄兩國在司

法審判的機制上，大約是在康熙三十年代逐漸形成定例，也就是透過邊境官廳互

相審理。 

    舉實例說明，例如雍正十（1732）年，自北京做完生意的俄羅斯人色門，時

逢準噶爾騷亂，這群俄羅斯商人在中方筆帖式和領催的護送下行經車臣汗牧所，

筆帖式和領催卻留下俄商一行人而離去，而俄商也在未有護送之下遭受喀爾喀人

的劫掠與射傷。148在這一案件中，清朝官員「除必須查清搶奪俄羅斯馬畜之人、

嚴加治罪外，其所有搶掠馬畜照數徵收，歸還俄羅斯。其射傷俄羅斯之喀爾喀人，

務必察拿，嚴究正法。其如何辦理之處，著上書特古忒咨照俄羅斯。」149雍正皇

帝在此份文件末段的決議，是依照清朝在處理俄商為喀爾喀所傷的案件中，除了

彌補俄羅斯人的損失外，也同時與俄羅斯討論兩國人民刑案的處理方法。事實上，

這種兩國官員共同商議人民司法案件的做法，也在日後成為慣例。再看乾隆八

（1741）年的事例： 

理藩院奏，前據管理恰克圖事務員外郎增保呈稱，俄囉斯兵謝哩萬等二人，

醉後在恰克圖界上毆死商人金成禮、李萬興一事，經俄囉斯楚庫拜星首領

                                                      
146

 〈策凌等奏與俄使議定恰克圖條約折〉，《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下冊，頁 518。 
147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317。 
148

 〈豐盛額等奏為遵議喀爾喀人搶劫俄商馬牛等事折〉，《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

下冊，頁 587。 
149

 〈豐盛額等奏為遵議喀爾喀人搶劫俄商馬牛等事折〉，《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

下冊，頁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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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固布諮稱，伊處醉後殺人者，向無擬斬之例，喀屯汗因念兩國和好，欲

將謝哩萬等，即於恰克圖梟首示儆等因。查臣衙門原定十一條內，兩國之

人執持軍器越境殺人者抵償，今謝哩萬等係醉後殺人，遽議斬首未免過重，

請行文增保會同俄囉斯首領等看視絞決，並飭知土謝圖汗敦丹多爾濟等，

曉諭蒙古商人等，嗣後如遇爭毆致死人命者，俱照此絞決，著為例。從之。
150

 

    理藩院依據〈恰克圖條約〉的共識來處理涉及兩國的案件，本該將俄兵斬首，

但乾隆皇帝認為此罪犯只是過失致死，並非蓄意殺人，因此改判絞刑，並將此案

做為新的判例以供後世遵循。廖敏淑認為，此案件可觀察清俄兩國在實際處理兩

國司法案件時，是經由兩國邊境官員的初步交涉後，由各自邊境官員報告中央官

廳（中方為理藩院），再由理藩院提出決議，徵求皇帝同意後執行。151
 

    上述兩例可知，清俄在簽訂〈恰克圖條約〉之後，除了沿用兩國自〈尼布楚

條約〉以來的共識與漸成之慣例以外，也透過越來越多的司法案例做為日後判例，

包括經由兩國邊境官員交涉的會審機制，也在上述第二例中出現；清朝謹守條約，

一切以條約的規範為原則，也要求俄羅斯依照條約的精神處理諸如中國逃人等司

法案件。 

 

四、〈修改恰克圖界約第十條〉明文規定中俄邊境官廳之交涉與會審機制 

    自從喀爾喀蒙古於康熙三十（1691）年歸附清朝而納入中國版圖後，俄羅斯

商人也漸漸捨棄通過尼布楚前往北京的路線，而多選擇通過蒙古地區進入北京的

路線。因為俄羅斯商隊改走蒙古地區往返北京，遂促進蒙古地區中俄貿易的興盛，

喀爾喀地區的庫倫等地發展成中俄邊境的互市場所。152〈恰克圖條約〉規定以位

於庫倫北端的恰克圖作為互市市場，各民族部落的人民、商賈等，都來到恰克圖

做生意。由於恰克圖緊鄰庫倫，開市之後，其流通的商品結構也都是邊境人民需

要的日常生活品，而且銷路廣、銷量大，所獲得的利潤遠比俄國商隊前往北京貿

易時還要大，因此邊境貿易最終取代了商隊貿易，成為中俄貿易之間熱鬧繁忙的

主要市場。153恰克圖互市市場市場成立後，中國以晉商為首的商人，也發展了中

國內地經蒙古到恰克圖的商道，俄羅斯商隊遂漸漸不再前往北京貿易。不過，雖

                                                      
150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02，乾隆八年十月上癸亥條。 
151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318。 
152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88。 
153

 祁美琴、王丹林，〈清代蒙古地區「買賣城」的概念及其特徵〉，《中國邊政》，第 171 卷(臺北，

2007)，頁 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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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乾隆二(1737)年清朝決定終止俄羅斯商隊在北京的貿易，而嗣後之中俄貿易統

歸恰克圖辦理，154但根據俄羅斯的檔案記載，俄羅斯官方商隊至少在乾隆二十

(1755)年都還曾經前往北京貿易。155
 

    前文論述〈恰克圖條約〉作為中俄兩國的交往規範，但乾隆二十七年間，俄

羅斯又再次讓清朝深感不滿，因為「俄羅斯等背原定價值，加增貨稅，一切諸事

推託支吾，不肯簡速辦理」，156因此乾隆皇帝決定以關閉恰克圖市場作為懲處手

段，迫使俄羅斯於乾隆三十三年派遣使節交涉，並且簽訂了〈修改恰克圖界約第

十條〉。這個條約起因於俄文漏寫關於邊民越境處理細則，因此清朝將滿文規定

明定為條約，用以針對兩國邊民越境與犯罪司法裁判的情事所制定的細則。其中，

主要的處理安排如下： 

如發現軍民持軍械越境，由守卡官兵報告中國之札薩克台吉及俄國札薩克

頭人，中國之札薩克台吉會同俄羅斯官兵到犯事地方詳細查訊，在稟報專

管交界事務之處，該處即選派一公正明白之人到犯事卡倫，會同札薩克頭

人，公同再行察遜一次，仍稟報專管交界事務之處，如係中國人犯案，均

由審問衙門審明，治以死罪，如係俄羅斯人犯案，由俄國行司審問科罪，

如與中國人同犯一案，定案後，各應解至交界地方，當眾行刑。157
 

〈修改恰克圖界約第十條〉只是將兩國會同審理的細則條約化、明文化：先由守

卡官兵報告邊境的扎薩克等兩國官吏初步會審後，稟報專管交界事務之處（應是

指俄羅斯邊境事務官與中國的庫倫辦事大臣或土謝圖汗），該處再派專員到該守

卡會同審訊並回報該處，並且在依據罪犯的身分決定後續刑罰審判的執行。158換

句話說，〈修改恰克圖界約第十條〉在兩國司法審判的機制上，增加了「兩國會

同審理」的細節，而在會審之後，才有「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做法，可見這些

規定的原則，依然是延續各國各自管束屬民的精神。這個精神可以從以下案例得

到證實： 

又諭曰：桑齋多爾濟奏稱，拏獲俄羅斯斐嶽托爾私行進口賣馬。章京巴達

爾呼遣人知會瑪玉爾，令其前來會審。瑪玉爾自謂銜大，不肯同章京辦事，

僅遣其屬人頗羅楚克前來，章京巴達爾呼飭令回歸等語。俄羅斯邊界有事，

                                                      
154

 《清朝文獻通考》，卷 300，四裔考，俄羅斯：「乾隆二年，監督俄羅斯館御史赫慶奏言，俄

羅斯互市止宜在于邊境，其住居京城者，請禁貿易止，令以貨易貨，勿以金銀相售；在京讀書子

弟，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內地情形；輿圖違禁等物，禁勿售與。」 
155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編，《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頁 293。 
156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734，乾隆三十年夏四月上乙未條。 
157

 王鐵崖，〈修改恰克圖界約第十條〉，《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頁 27-28。 
158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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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係內也章京，會同該處瑪玉爾辦理。今新任瑪玉爾、自謂銜大，遣屬人

頗羅楚克前來。甚屬非是，巴達爾呼飭令回歸，令瑪玉爾自來。甚是。但

瑪玉爾既未來，即不應見其來使。巴達爾呼於此節未免姑息。桑齋多爾濟

暫停其貿易，諮示固畢爾納托爾，所辦甚是。看來瑪玉爾不來會審。蓋知

其屬人私行進口非是，難以同內地之人辦理，恐固畢爾納托爾治罪，意存

迴護。桑齋多爾濟行文時。即應將此事添入，則雖欲迴護，亦不能矣。再

索琳欲親自前往辦理此事，甚善，但伊至彼處，瑪玉爾若欲求見，斷不可

見。一切事宜，俱通知巴達爾呼，令其會同瑪玉爾辦理。著傳諭桑齋多

爾濟等遵辦。 159
 

從上述案例乾隆皇帝的說明可知，中俄邊境的事務，向來就是中方章京會同俄羅

斯瑪玉爾(守卡官員)共同辦理，章京必須稟報管理俄羅斯事務的（土謝圖汗部）

蒙古王公、庫倫辦事大臣等以進行審理；而蒙古王公、庫倫辦事大臣與俄國的固

畢爾納托爾（即總督）之間咨行文書，以進行司法審理等交涉。160
 

    前文提及對俄羅斯商人之管理也多透過蒙古王公為之，因此蒙古王公也是清

朝處理涉俄司法審判的對俄窗口。嘉慶十六(1811)年議定： 

土謝圖汗、車臣汗、二部落蒙古民人交涉人命盜案，由庫倫辦事大臣辦理；

蒙古與蒙古盜案，由盟長辦理其蒙古與蒙古尋常人命案件，該盟長審明擬

罪，報明庫倫辦事大臣詳審無異，轉為報院，儻案情不確，錄供擬罪與例

不符者，該大臣飭駮另審；如緊要命案，該盟長實不能審辦者，該大臣親

提案內人犯審擬，應報院者報院，應奏者具奏。其札薩克圖汗、三音諾彥、

二部落案件，由定邊左副將軍照庫倫辦事大臣一體辦理。161
 

此定例確立了庫倫辦事大臣的司法權限，也就是作為土謝圖汗、車臣汗司法層級

的上級，並對於重大案件咨報中央理藩院或上奏皇帝，因此在處理俄羅斯的犯罪

案件，庫倫辦事大臣也同樣是邊境最高層級的中方官廳，與俄羅斯進行會同審理

後，再咨報中央理藩院或上奏皇帝。162因此，清朝和與國之間的涉外司法審判，

至少在乾隆年間的條約約文中已經兼具固有「各國各官各管各人」之類似屬人主

義式審判和雙方官會同審理機制這兩種原則。 

  最後要強調的是，以俄羅斯為例，可以觀察出清朝對與國的司法審判程序上，

是在涉及雙方民人的司法案件時，採用兩國官員會審並確定犯罪情事與責任歸屬

                                                      
15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056，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上丁卯條。 
160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322。 
161

 《大清會典事例》，卷 997，理藩院 35，刑法 4，審斷，嘉慶十六年條。 
162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3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5 

後，才有「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後續執行程序。 

 

五、「匡蘇勒」 

    乾隆二十二(1757)年，清朝平定阿睦爾撒納叛亂並取得準噶爾地。由於恰克

圖互市場所是唯一透過雙方條約簽定的合法場所，而早在簽訂〈恰克圖界約〉同

時所議訂的〈喀爾喀會議通商定約〉第四條提及「……均由官定路徑行走，如有

繞道或赴他處貿易者，將貿易貨物入官」之文句可知，或許是出於邊境安全考量，

清朝嚴格禁止不在恰克圖進行的中俄走私貿易。163雖說如此，清朝並不禁止哈薩

克、安集延、布魯特等民族前往俄羅斯貿易，加上新疆又做為中亞地區的重要城

市，因此在十八世紀下半葉起，新疆出現了以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人為仲介

的中俄間接貿易。164十九世紀，清朝為了管理新疆地區的對外貿易，加強在進出

卡倫內互市場所─貿易亭的邊防檢查，除了查緝走私品（大黃、茶葉、硝磺等），

也做好外國人出入境管制： 

所有行茶之法，應安設官商經理，著烏魯木齊都統陝甘總督酌定伊犂、塔

爾巴哈台兩處行商，無論南商北商，均屬便於稽察。其未定官商以前，商

民所販之茶葉大黃，著於經過烏魯木齊時，由該都統發給印票，註明名色

斤數，以便查察，並於緊要隘口，派委官兵驗明，與票相符，方准放行……

並著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派員在所屬之奎屯地方設卡嚴查，逐起備文

報明伊犂、塔爾巴哈台兩城。及販至伊犂，由該大臣等派委官兵，在塔爾

奇第一臺站復行稽查；已到之後，責成撫民同知設立循環簿，按月彙數詳

報。並著知照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等一體辦理。至伊犂境內各卡倫，每於

哈薩克貿易事畢，派協領等員稽查，疊加並無私販茶葉大黃出卡甘結。如

有偷漏私販，將出結加結之員嚴參懲辦……卡外各部落商販往來，均由霍

罕經過。嗣後於喀浪圭卡倫外明約洛地方，建設貿易亭，修葺堡卡，派員

彈壓稽查。一切均照伊犂官鋪章程辦理。凡貿易各物，當以貨易貨，商民

回子中有以銀置貨者，一經查出，將貨入官，仍從重治罪。165
 

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熟悉回疆事務的欽差大臣那彥成的擘畫下，貿易亭是清朝

在邊境貿易為外國商人設立的住所，成為管理新疆對外貿易的一種模式：「在托

胡薩克回莊修建夷館，以資安頓」、「在亮噶爾業已奏設兵堡，建有貿易亭、夷館

                                                      
163

 王鐵崖編，〈喀爾喀會議通商定約〉，《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頁 11。 
164

 酈永慶，〈「中俄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再研究〉，《近代史研究》，第 3 期(北京，1995），

頁 252-272。 
165

 《大清會典事例》，卷 983，邊務二，蒙古民人貿易，道光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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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供棲止。」166這種模式加強了官廳對邊境貿易的控管，因而中央採納那彥成的

建議，在回疆地區的城市也設置類似的管理機制。 

    於此同時，十九世紀上半葉俄國的農奴制逐漸走向解體，日趨增多的商品迫

切需要市場，而中俄恰克圖互市市場已經不能滿足俄羅斯商品的傾銷，因此中亞

與新疆地區的對華貿易成為俄羅斯商人急欲前往的目標。由於清朝禁止恰克圖以

外的中俄貿易，俄羅斯多次向清朝提出增開通商口岸的需求，總是遭到清朝多次

婉拒，在這情形下，俄羅斯商人商人甚至還穿上了穆斯林服裝，裝扮成哈薩克等

中亞商人來新疆貿易，因此也先後開闢了前往新疆的路線。167道光年間，眼見英

國靠著鴉片戰爭取得沿海五口通商的權利，俄羅斯仍冀望於不同皇帝有通融的可

能，遂於道光二十七年透過住京神父佟正笏呈請在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等

三處通商，清朝回以「所請與例不符。且各該處距中國較遠。人煙稀少。內地商

人。斷不肯跋涉前往。於該國實無裨益。」拒絕增設通商口岸；168隔年，其商船

再度嘗試從上海通商，然而清朝同樣以「俄囉斯向在北路陸地通商。不比西洋各

國。航海貿易。上海非該國應到之地。所請自難准行。……以後該國商船。如果

再來嘵瀆。該督等惟當循照定章。以理阻卻。斷勿令其時存覬覦。致啟效尤之漸。」
169拒絕俄羅斯之所請。連番幾次拒絕後，俄羅斯仍然持續與理藩院交涉，以「近

因生齒日繁屬下人眾，所有在恰克圖貿易貨物，實不敷用。請於恰克圖之外，准

其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三處添設貿易，一併通商」為由，堅持請開上

述三處通商。170清朝認為「俄囉斯暗中貿易，已難掩人耳目。若明准其各處通商。

其有流弊。又何待言。惟該國諮文。此次居然堅請於伊犁等三處。添設貿易。似

不便徑行拒絕。致激事端。」因此決定在推託之餘，派人詳細評估三處地方設置

通商之可行性。最後，清朝同意開放伊犁和塔爾巴哈台通商貿易。 

    關於〈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對兩國屬民司法審判的管理辦法如下： 

一、兩國商人互相交易，雖係自定價值，不能不為之設官照管，中國由伊

犁營務處派員，俄羅斯國專派管貿易之匡蘇勒官照管。遇有兩邊商人之事，

各自秉公辦理。 

                                                      
166

 ﹝清﹞那彦成撰，《那文毅公奏議》卷七十七，道光八年八月初三日奏，收入章佳容安輯，《那

文毅公(彥成)籌劃回疆善後事宜奏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頁 2、11。 
167

 酈永慶，〈「中俄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再研究〉，《近代史研究》，第 3 期(北京，1995），

頁 254。 
168

 《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443，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戊午條。 
169

 《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458，道光二十八年八月辛酉條。 
170

 《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475，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戊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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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羅斯商人前來貿易亭居住，自有俄羅斯管貿易官管束；兩國商人交

易之事自行往來貿易。如俄羅斯商人前往街市，必由俄羅斯管貿易官給與

執照，方准前往，不得任意出外。如無執照者，即送俄羅斯管貿易官究辦。 

一、兩邊為匪逃逸人犯，彼此均不準容留，務須嚴行查拿，互相送交，各

自究辦。 

一、俄羅斯商人前來，必有騎駝、牲畜，即在指定伊黎河沿一帶自行看牧。

其塔爾巴哈台，亦在指定有草地方牧放，不得踐踏田苗、墳墓。倘有違犯

者，即交俄羅斯管貿易官究辦。 

一、俄羅斯商人前來貿易，存貨、住人必需房屋，即在伊犁塔爾巴哈台貿

易亭，就近由中國指定一區，令俄羅斯商人自行蓋造，以便住人、存貨。
171

 

上述〈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條文最後一條關於「由中國在貿易亭就近指定

一區讓俄羅斯人建造住屋與倉儲空間」的規定，是俄羅斯在伊犁、塔城兩地建立

貿易圈，亦稱貨圈、買賣圈子的最初條約根據。貿易圈在翌(1852)年夏開工修建，

次年落成。以後貿易圈的占地越來越大，圈內俄人由俄羅斯貿易官管束，應該是

比照了清朝在在道光二十五(1845)年與英國簽訂〈上海租地章程〉「中華地方官

必須與英國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議定於何方、用何房屋及基地，係准英人租賃」

的作法，類似租界的安排，172但即便是比照〈上海租地章程〉的做法，貿易亭一

直是哈薩克等中亞商人在伊犁、塔爾巴哈台等互市市場中行之有年的傳統。173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規定了中國專員與俄羅斯

「匡蘇勒官」進駐互市地點，並賦予其專管各國所屬商人之貿易事務，包括了發

予各國商人前往的貿易執照、處理商務活動事務。再者，兩國就犯罪者與逃逸之

士的查緝，也是各國各官依照自己國家的處置作為來互相送交；對於前來中國領

土的俄羅斯違紀者（例如踐踏田苗墳墓之舉）的管理，在條文上也寫明了送交俄

羅斯官員究辦處置。綜觀《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的規定，基本上「通商原

為兩國和好，彼此兩不抽稅」是恰克圖條約及其增修條文之後的慣例，不足為新，

同樣可視為向來慣例的明文化；「中國由伊犁營務處派員，俄羅斯國專派管貿易

之匡蘇勒官照管」一條，匡蘇勒即是領事（Consul）之譯音，符合清朝對外通商

                                                      
171

 王鐵崖編，〈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頁 78-80。 
172

 酈永慶，〈「中俄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再研究〉，《近代史研究》，第 3 期(北京，1995），

頁 263-264。 
173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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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國自行派員管理自己國民之事務的邏輯，並非新創，頂多只是名稱與先前不

同；174在司法裁判上，條文直接準用「恰克圖現辦之例」，同樣是依循「各國各

官各管各人」的邏輯，各自官員處理各自屬民的司法案件，並且互相送交對方的

犯罪者各自處置。至此，「領事」（匡蘇勒）也正式出現在兩國條約中，成為明文

化的規定。 

  此後，在英國、美國和法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都紛紛藉著與清朝簽訂

條約，而從原本清朝的「互市國」一躍變成「與國」。從此清朝的與國數量開始

增加，清朝面對新增的與國的涉外司法審判，也給予了與國應該有的待遇，尤其

是允許上述三國的領事在通商口岸自行管束自己屬民；中英、中法、中美之間的

各自涉及兩國人民司法審判的作法，也和中俄之間的原則一致，而同樣的，中俄

之間即便在清朝與國增加的情況下，其中俄〈北京條約〉的涉及兩國人民的司法

審判，依然是依循固有中俄自〈尼布楚條約〉以來的慣例而定。 

    綜上所述，可見「各國各官各管各人」是清朝處理涉及與國人民司法案件的

基本原則，並且這個原則是依據〈尼布楚條約〉以來的規範所形成的，即便到了

道光二十二(1842)年以後清朝中國與歐洲國家簽訂的條約，也都是依循中俄〈尼

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以來的模式。與其說中英〈南京條約〉是「清廷於國

際事務，懵然無知」175、「真正不平等條約的開端」，176不如說是清朝在簽約當下，

不認為歐洲國家所要求的「領事裁判權」具有所謂的「不平等」意涵，而且給予

與國「領事裁判權」也就是「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類似屬人主義司法態度，符

合清朝中國的國際秩序。 

 

第三節 互市國 

   「與國」是對等之國，是和清朝在政治上有所互動，並且確立了國交關係的

國家。所謂的國交關係可以是通過封貢程序來確立的「宗屬關係」，也可以是如

同清朝與俄羅斯等簽訂條約後所確立的與國關係。177確立國交關係之後，清朝即

承認對方的國家地位與管轄權力，對清朝而言，對方具備了可以信任往來的官廳

與官員。中國面對沒有國交關係而僅有通商關係的「互市國」，則不存在常態性

                                                      
174

 廖敏淑認為，俄羅斯商人「專派管貿易之匡蘇勒官」照管一條，雖然不同於先前在恰克圖的

瑪玉爾守卡官，但或許是受了歐美等國在中國沿海通商口岸派遣照料商人的領事官之影響。雖說

如此，其互相派官照管商人和處理貿易事務的本質上並無二異，也與中國固有的互市市場秩序相

同。請參見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327。 
175

 傅樂成，《中國通史》，頁 681-682。 
176

 薛化元，《中國近代史(增訂六版)》，頁 7。 
177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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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方文書往來，而僅能透過民間團體的中介，來表達中方的意向，這點可由英

國尚未與中國簽訂中英〈南京條約〉之前雙方的交涉過程中窺知：英方必須透過

中國行商來向兩廣總督傳遞訊息，而清朝中央也將朝廷旨意通過兩廣總督交由行

商來向英人轉達。 

    有別於與中國完成封貢程序之屬國，這些與清朝中國互市卻未與中國建立國

交關係、不向中國稱臣納貢，也未與中國國交平行往來的互市國，基本上，不與

清朝中國有政治上的接觸。178互市國，通常在清朝中國沿海對外商港與中國行商

貿易，清朝當局並不干涉民間商業活動，而如果需要聯繫外商、或外商想要與清

朝當局交涉時，主要透過中國行商作為中介，來傳遞清朝官方命令，或接受外商

的陳情。這樣的模式，也使互市國在清朝涉外司法審判的處理模式，不同於有國

交關係的屬國或與國。 

    除了上述中英〈南京條約〉以前的英國，相對於歐洲其他國家較早來到中國

貿易，歐洲其他互市國都是直到十九世紀以後才來到中國，而此時清朝已經存在

了一百多年。對於互市國的司法態度，可看以下案例。乾隆十九年，發生法國商

船的船長傷斃英國商船水手事件，對與乾隆皇帝的裁決是：「外洋夷人互相爭競、

自戕同類，不必以內地律法繩之，所有時雷氏一犯，著交該夷船帶回咈囒哂國，

並將按律應擬絞抵之處，行知該夷酋，令其自行處治。」179這個案件，可以說是

清朝傳承著唐律「化外人相犯」的實踐，因為這案件沒有涉及中國人，皇帝可以

依照案件的背景並考量當時環境而指示審判處治，若案情不嚴重、不涉及中方人

民，有時基於「懷柔遠人」的精神而「令其自行處治」，180其依然在中國法權的

「令」下執行，而這也顯示了清朝處理無國交關係國家之司法案件時，與中國自

唐朝以來涉外司法審判的傳統一致，也就是以中國法權為最高原則的情況下，在

不涉及中國人的案件中，尊重不同風俗予以依其本俗法自治。 

  當然，也不是每個涉外事件都能給予外人自治，若涉及皇帝認為的與內地平

民勾結、意圖擾亂社會秩序等潛在重大情事，則逕行採用清朝的法律，如乾隆四

十九(1784)年英國噲嗛船在艙眼放礮時，轟傷內地民船水手，造成吳亞科王運發

死亡的事件，乾隆皇帝認為： 

尋常鬥毆斃命案犯。尚應擬抵。此案啲些嘩放礮。致斃二命。况現在正當

查辦西洋人傳教之時。尤當法在必懲。示以嚴肅。且該國大班吐蔑、未必

                                                      
178

 尤淑君，《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頁 63-67。 
17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476，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上己丑條。 
180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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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係委員鎖拏進城。啲些嘩、亦不必果係應抵正兇。既據吐蔑供出。即應

傳集該國人眾。將該犯勒斃正法。俾共知懲儆。何得仍請發還該國。試思

發還後、該國辦與不辦。孫士毅何由而知乎。181
 

對比前述案例，此次案件涉及外國人傷及本國人，又是在查辦西洋人傳教之時，

因此對本案犯罪的外國人，應該加強中國法律對外人的管束，避免其他外人有意

圖擾亂社會秩序的機會。乾隆皇帝堅決要求將人犯依照清朝法律，不管是否是人

犯本人，都要一命抵一命，以儆效尤。對比前述案例，這次案件則是皇帝指示完

全依照清朝法律審判。這兩個判例可知，清朝涉及互市國的司法審判，若案件情

節單純，且不涉及中國人，則由互市國自行審理，但如本次案件涉及中國人，則

依據清朝法律定罪。 

    除了涉及社會安定的案件必須由中國法律管轄以外，涉及中國人民的司法犯

罪，更必然是由中國法律管轄。看看道光年間的案例。道光元(1820)年八月，兩

廣總督阮元向朝廷報告一名美國水手向中國民婦買水果，卻因現金不夠與該民婦

發生糾紛，誤傷民婦並致其落水溺斃。182清朝當局的做法是將該名美國人犯「飭

委廣州府鍾英會督廣糧通判河浴池、南海縣知縣吉安、番禺縣知縣汪元任提集屍

親人證審明議擬；由署皋司費丙章覆訊」。183在審訊過程中，因為涉及中國人民

的人身事故，因此清朝將該名美國人犯以大清律例施審判之，施以絞刑。同樣在

道光初年，英國船隻停泊在外洋伶仃山，英國水手赴山汲水，卻發生與中國人鬥

毆，阮元上奏：「飭諭該國大班及該國兵官交出兇夷，彼此互相推諉，當將貨船

封艙，禁止貿易。該夷兵狃於該國被傷致死無須抵償之例，延不交兇，旋即畏罪

潛逃。該大班寄信本國奏知國主照例究辦。現仍著落交兇，並諭飭辦理。」184道

光皇帝則指示： 

凡鬥毆致死人命。無論先後動手。均應擬抵。該夷兵在內地犯事。應遵內

地法律辦理。至該國兵船。係為保護貨船之用。該大班承管買賣事務。其

兵船傷斃民人。豈得藉詞延諉。今兵船既已揚帆駛逸。兇夷自必隨往。著

照所議、准令各船開艙下貨。仍飭該大班、告知該國王。查出兇夷。附搭

貨船。押解來粵。按名交出。聽候究辦。185
 

                                                      
181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218，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上壬戌條。 
182

 故宮博物院，〈兩廣總督阮元奏審辦米利堅夷船水手傷斃民婦一案摺〉《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

(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頁 22-26。 
183

 故宮博物院，〈兩廣總督阮元奏審辦米利堅夷船水手傷斃民婦一案摺〉，《清代外交史料(道光

朝)》，頁 24。 
184

 《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31，道光二年三月壬子條。 
185

 《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31，道光二年三月壬子條。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1 

從「該夷兵在內地犯事，應遵內地法律辦理」一句可知，外國人在中國土地上犯

罪，應由中國法律管束定罪，因此認為英國人應該將該名水手交出正法，即依照

清朝法律審問之。事實上，這次案件中道光皇帝之「該夷兵在內地犯事，應遵內

地法律辦理」反映了清朝中國在涉及沒有國交關係的互市國的犯罪審判，其首先

要考量的是該案件是否涉及中國人民，當沒有國交關係的外國人與中國人發生司

法犯罪情事，由於缺少能夠直接交涉的官廳與官員，清朝只能依據中國律法有關

化外人條款，來審理涉及中國人的外國人犯罪案件。這些判決結果與處理方式，

最後都會稟報皇帝，皇帝得參考既有法律與判例，在依照當時時空背景、事件來

由與態勢，適時調整裁決結果，指導官員較為妥當的處理。這種管轄原則，在互

市國商民的眼中，就認知為清朝對其領土及其上人民的絕對管轄權。在第一次鴉

片戰爭後中英簽訂〈南京條約〉之際，與清朝當局談判中美〈望廈條約〉的美方

代表顧盛（Caleb Cushing，1800-1879）曾說到清朝中國對在領土領水內一切人

等行使完全排他的管轄權，186或許就是對互市國司法審判的一個註解，也再次映

證清朝中國對於涉及無國交關係人員之涉外司法審判的原則，認為應當以清朝法

律來審理在中國犯罪的外人，並依照中國的法律裁處定刑。 

 

第四節  清朝對澳門葡人的司法態度 

    本文在第一章論及明朝管理在華外人的管理模式，特別概述了明朝政府對澳

門葡萄牙人的管理。葡萄牙人得以居留在澳門，最初是因為「舟觸風濤，縫裂，

水濕貢物」而賄賂廣東海道副使汪柏「借地晾曬」，此後賄賂金行之有年之下，

繼任的海道副使才將賄賂金上繳國庫，而改為地租。雖然明朝政府將澳門「建城

設官而縣治之」，劃歸在香山縣並施以徵收舶稅和行政管理，但葡萄牙人設立自

治機構是靠賄賂而得來的權利，是違反明朝國法的。 

  到了清朝時期，清兵進關南下，1647 年 1 月 20 日進佔廣州，當年 6 月 5 日

清朝首任兩廣總督佟養甲有鑑於澳門問題關係到兩廣居民生計上的需求，上奏清

廷中央，請准許濠鏡澳(澳門)通商貿易以阜財： 

……粵省西南海邊至香山縣而止，此外俱係大洋，獨去縣二百里有餘地一

片……狀如吐舌，名爲濠鏡澳，所名佛朗西國人住居百餘年矣。此國之人

種係西洋來……向年乘潮至高州電白海濱停泊，搭蓋茅寮與粵賈爲市。市

                                                      
186

 原文請見 Senate Documents 58, 28
th

 Congress, 2
nd

 Session.。另可參考威羅貝(Westel W. 

Willoughby)著，王紹坊譯，《外人在華特權和利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

頁 343。轉引自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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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焚寮而去。前朝嘉靖年間漸入至濠鏡澳，僑居蓋造房屋。每年輸廣省布

政司地租五百兩，曰水米椒銀。……通商阜財，勢所必須，然仍准澳人入

市廣省，則又通商之源也。187
 

    澳門葡萄牙人自治機構的市政議員（Vereador，中文文獻為唩嚟哆）透過香

山提調澳官吳斌臣等轉呈給巡視海道兼市舶李士璉，李士璉再透過廣東巡撫李棲

鳳的奏文，向清朝當局呈遞表文表明希望清朝依據明朝給予他們的條件，允許葡

萄牙人繼續僑居於澳門： 

哆籍在西洋，梯山帆海觀光上國，僑居濠鏡澳，貿易輸餉百有餘年，茲際

清朝闓澤，舉澳叟童莫不歡聲動地。前月拾玖日已有狀投誠香山參將代爲

轉詳。惟祈加意柔遠，同仁一視，俾哆等得以安生樂業共享太平。188
 

清廷對李棲鳳等廣東地方官員的意見沒有表示異議，實際上是認可了葡人繼續僑

居於澳門。可以看出，由於葡萄牙人已在中國貿易居留多年，清朝將澳門葡人視

為世代居留中國的外人，並且與內地居民一視同仁。俟清朝攻取臺灣之後，清朝

立即開放海禁以發展生產，恢復對外貿易。康熙二十三(1684)年，設立江、浙、

閩、粵四海關，而澳門一口則歸屬粵海關管理。     

    此外，清朝面對明朝以來居留於中國領土上的澳門葡萄牙人，不僅恢復在明

末已被禁止的蕃舶通市，又免除澳門葡人數年地租，還正式封授澳門議事會民政

長官為督理濠鏡澳事務西洋理事官189。 

    在康熙前期，基本上裁撤了明朝在澳門城內設置的一切職官，僅以一香山縣

令進行管轄。從康熙五十一(1712)年廣東巡撫丕滿巡查澳門的奏摺可知，190廣東

巡撫作為香山縣令的上級，而澳門也屬於廣東巡撫的所轄範圍。雍正八(1730)

年： 

議者以澳門民蕃日眾，而距縣遼遠，移香山縣丞於前山寨，改爲分防澳門

                                                      
187

 〈兩廣總督佟養甲題請准許濠鏡澳人通商貿易以阜財用本〉，《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匯編

(一)》，頁 22。 
188

 〈廣東巡撫李棲鳳題報澳門夷目呈文投誠請同仁一視等情本〉，《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匯編

(一)》，頁 23。 
189 Eudore de Colomban, Resumoda Históriade Macau, 2omilheiro, Macau, 1927, pp.14-15; 

Antónioda Silva Rego, ApresenÆ a de Portugal em Macau, pp. 76-77.萬曆皇帝封澳門議事會檢查官
為「督理濠鏡澳事務西洋理事官」之事，未見明朝史籍記載，即使在清代，廣東官府與澳葡當局
的往來文書中，「督理濠鏡澳事務西洋理事官」之稱謂亦不常見。轉引自黃慶華，〈澳門與中葡
關係〉，《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2 期(北京，1999），頁 17；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
頁 104-105。 
190

 〈廣東巡撫滿丕奏報巡查澳門等地接見西洋人諭令守法並訓誡駐澳副將等員摺〉，《明清時期

澳門問題檔案匯編(一)》，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十二日，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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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丞。乾隆八年，以按察使潘思榘、總督策楞議移縣丞駐望廈村，設海防

軍民同知於前山寨。用理猺南澳同知故事，增設左右哨把總、馬步兵、哨

船，於香虎二協改撥，别爲海防營，隸督標轄。番禺、順德、東莞、香山，

凡香虎各營春秋巡洋，及輪防老萬山官兵沿海汛守機宜，皆關白辦理。潘

思榘奏略。(略)而前山之勢益重。191
 

因澳門「民蕃日眾，而距縣遼遠」，清朝將香山縣丞移置蓮花莖東北約一公里（今

珠海市拱北區）的前山寨分防澳門，專責察理民蕃事務。按清代官制，縣丞是知

縣的副職（官階七品），說明清朝政府管理澳門的機構相當於副縣級。爾後至乾

隆八(1743)年，清朝又以肇慶府同知改設前山寨為海防軍民同知（官階五品，又

稱澳門同知），「移縣丞駐望廈村」，主管澳門附近海域防務及外商進口申報事宜。
192

 以上清朝對澳門的管理，其中用「理猺南澳同知故事」，足見清朝是援用管理

中國版圖內少數民族的方式，委派少數民族組織中一些頭人為「猺長」、「猺練」

的統治模式設立海防軍民同知，仿照理猺的方式來管理澳門上的葡萄牙人。193
 

    從清朝對澳門的司法管理來看，基於澳門是中國版圖，自然是用中國法律管

理。實踐層面上，清朝也隨著司法案件的處理經驗，而制定出施行細則。乾隆八

(1744)年發生澳門商人陳輝千因與葡萄牙人晏些盧打架而遭晏些盧用小刀刺死

案件。乾隆八年十月十八日，在澳門從事貿易的商人陳輝千，一日酒醉後，與葡

萄牙人晏些盧發生口角打架，最後陳輝千被晏些盧用小刀戮傷身死。針對這次涉

及中國人民的重大案件，葡萄牙人以過去葡萄牙人在澳門犯罪向來不會交出罪犯

與中國官廳審問為由，而拒絕將晏些盧引渡予清朝當局問審，並且向策楞等廣州

地方官員表示交出葡犯予外國當局，有違葡萄牙法律，因此希望比照舊例，由葡

萄牙人自行審理後再告知中國地方官其處置結果。
194 

  以上奏摺，至少可知，在乾隆八年以前，涉及中葡民間司法犯罪的處分，並

未有明確條例可循，一般沿用明朝官員在受賄之下而漸漸形成的做法，也就是澳

門葡萄牙人自行依照葡萄牙法律管束自己的商民，在《澳門記略》可以看到葡人

審理的方式： 

夷目有兵頭，遣自小西洋，率三歲一代。轄蕃兵一百五十名，分戍諸炮台

                                                      
191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官守篇〉；祝淮：《道光香山縣誌》卷 4，《海

防》。 
192

 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頁 104。 
193

 關於清朝的理猺概況，可參考瑤族簡史編寫組，《瑤族簡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頁

50。 
194

 〈廣州將軍策楞等奏報辦理晏些盧扎傷商人陳輝千致死案緣由摺〉，《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

匯編(一)》，乾隆九年正月十五日，頁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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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三巴門。蕃人犯法，兵頭集夷目於議事亭，或請法王至，會鞫定識，籍

其家財而散其眷屬，上其獄於小西洋，其人屬獄候報而行法。其刑或戮或

焚，或縛置炮口而燼之。夷目不職者，兵頭亦得劾治。195 

策楞等廣州地方官對此次案件的考量如下： 

臣等公同酌核，此等事件似應俯順夷情，速結爲便。惟照夷法，礮火轟死，

未免失之過慘，隨飭司檄委該府，督同該縣前往妥辦去後。兹據按察使陳

高翔詳據廣州府知府金允彝詳稱，遵即宣佈聖主德威，嚴切曉諭，並將兇

犯應行絞抵之處明白示知，各夷目遂自行限日，眼同屍親將兇犯晏些盧於

本月初三日用繩勒斃，闔澳番人靡不畏而生感。等情前來。臣等查核原供，

釁起於撞跌角毆，殺非有心，晏些盧律應擬絞，既據該夷目已將兇犯處治，

一命一抵，情罪相符。 

  除批飭立案外，所有臣等辦理緣由，理合奏明。抑臣等更有請者，化

外之人有犯，原與內地不同，澳夷均屬教門，一切起居服食，更與各種夷

人有間，照例解勘成招，夷情實有不願，且兇犯不肯交出，地方官應有處

分，若不明定條例，誠恐顧惜考成，易啓姑息養奸之弊。可否仰邀聖明，

特降諭旨，嗣後澳夷殺人罪應斬絞，而夷人情願即爲抵償者，該縣於相驗

之時，訊明確切，由司核明，詳報督撫再加覆核，一面批飭地方官同夷目

將犯人依法辦理，一面據實奏明，並鈔供報部查核。庶上申國法，下順夷

情，重案不致稽延，而澳夷桀驁不馴之性，亦可漸次悛改矣。196
 

策楞等廣州地方官員依然認為本次案件須考量過去慣例的原委，應該是奏文提及

「化外之人有犯，原與內地不同，澳夷均屬教門，一切起居服食，更與各種夷人

有間，照例解勘成招，夷情實有不願」的考量，但在這件陳輝千案，策也發現過

去慣例所存在的弊端： 

臣等伏查，澳門一區，夷人寄居市舶，起自前明中葉，……均係該國夷王

分派夷目管束，番人有罪，夷目俱照夷法處治，……惟民番交涉事件，罪

在番人者，地方官每因其係屬教門，不肯交人出澳，事難題達，類皆不稟

不詳，即或通報上司，亦必移易情節，改重作輕，如斬殺作爲過失，冀倖

外結省事，以故歷查案卷，從無澳夷殺死民人抵償之案。197
 

                                                      
195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下卷，〈澳蕃篇〉。 
196

 〈廣州將軍策楞等奏報辦理晏些盧扎傷商人陳輝千致死案緣由摺〉，《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

匯編(一)》，乾隆九年正月十五日，頁 198-199。 
197

 〈廣州將軍策楞等奏報辦理晏些盧扎傷商人陳輝千致死案緣由摺〉，《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

匯編(一)》，乾隆九年正月十五日，頁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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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奏摺明確指出葡萄牙人「……惟民番交涉事件，罪在番人者，地方官每因其

係屬教門，不肯交人出澳，事難題達，類皆不稟不詳，即或通報上司，亦必移易

情節，改重作輕，如斬殺作爲過失，冀倖外結省事，以故歷查案卷，從無澳夷殺

死民人抵償之案」等積習已久的弊端。這些弊端顯示，葡萄牙人常常在遇有人命

重案時以金錢疏通中國官府，不讓中國官府審判定罪，轉往廣州處決。198可見，

過去澳門葡人的司法審判，就有具備輕罪由葡人自行審理、重罪則由中國法律管

轄的作法，只是事實上葡萄牙人為了避免受中國法律管轄，而常常將重罪描繪成

輕罪後才報中國地方官。 

  在本次事件中，策楞雖然考量到過去慣例之下葡萄牙人的做法，但因為此事

乃是涉及民蕃命案的「重罪」，因此連同其他官員介入葡人司法審判，最終以會

審的方式並採用中國的刑罰，以絞刑抵命。     

  另外，為避免上述弊端再次發生，策楞在處理這次陳輝千案件後，也建議朝

廷應盡速對於澳門華洋刑事案件訂定出具體的處置規定。針對策楞的建議，《澳

門記略》載明了中央刑部在〈一件奏明事劄付〉給予的回應，基本上是認同這樣

的提議： 

嗣後澳夷殺人，罪應絞斬者，該縣於相驗之時，訊明確切，通報督撫詳加

復核。如果案情允當，該督撫即行批飭地方官，同該夷目將該犯依法辦理，

免其交禁解勘，仍一面據實奏明。並將招供報部存案。199
 

    總而言之，這次陳輝千案可說是涉及華民與外人的「重罪」，而策楞等官員

對本案的處理，可說是確立日後清朝對澳門葡人司法審判的機制。本案處理過程

就可以看出，清朝對澳門葡人的涉外司法審判，依然是其固有司法態度，在涉及

民蕃的司法犯罪上，依照罪刑大小來定出審判權則，而此次案件也訂定出日後處

理澳門葡萄牙人司法犯罪的處理規範，而前引刑部回應所訂定出的條例，也成為

日後清朝與葡萄牙人訂定十二款〈澳夷善後事宜條議〉的司法態度：      

五、夷犯分別解訊。嗣後澳夷除犯命盜罪，應斬、絞者，照乾隆九年定例，

於相驗時訊供確切，將夷犯就近飭交縣丞，協同夷目，於該地嚴密處所，

加謹看守，取縣丞鈐，記收管備案，免其交禁，解勘；一面申詳大憲，詳

加覆核，情罪允當，即飭地方官眼同夷目依法辦理。起犯該軍、流徙罪人

犯，止將夷犯解交承審衙門，在澳就近訊供，交夷目分別羈禁收保，聽候

律議，詳奉批會，督同夷目發。如止杖、笞人犯，檄行該夷目訊供，呈復

                                                      
198

 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頁 108。 
199

 ﹝清﹞印光任、﹝清﹞張汝霖，《澳門記略》上卷，〈官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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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管衙門，核明罪名，飭令夷目照擬發落。 

可見在乾隆九年陳輝千案後，清朝對於涉及中葡司法案件，已經訂出一套處理程

序，也就是依照犯罪刑責的大小，將重罪且涉及中方人民的葡萄牙罪犯以中國法

律審問，並率同葡人長官依（中國）法辦理會審，決定後續刑責的處理方式，或

輕罪交由葡人依律發落，再行稟報承審衙門。 

    這個處理程序，在日後的案件隨即派上用場。乾隆十三(1748)也發生葡萄牙

士兵啞嗎嚧、安哆呢因兩名中國人李廷富、簡亞闖入居所而將其殺害並棄屍入海

案件，當時廣東巡撫岳濬則比照前例流放罪犯，但葡萄牙拒絕交出人犯，因此岳

濬則讓葡萄牙人將啞嗎嚧、安哆呢兩人帶到地滿（即今帝汶島）流放。200此種處

置引起乾隆皇帝的不滿，認為岳濬的作法根本無法確定人犯是否伏法，隨即改派

兩廣總督碩色重審發落。201在公文書的一來一往之下，待碩色重審之際，葡萄牙

人早就把兩名人犯載走，202後來是葡印總督改任命美露（Joao Manuel do Melle，?）

並派高等法院官庇利那（Antonio Peireira da Silva，?）前來協議，訂定十二款〈澳

夷善後事宜條議〉，才解決中葡紛爭。203
 

    事實上，乾隆皇帝的不滿其來有自，因為岳濬根本沒有按照乾隆九年以後的

定例來執法，反而是用陳輝千案以前的權宜之計來審理，也難怪引來皇帝的非議。

因此，從本次李廷富、簡亞命案也可看出，乾隆九年之後的定例，確立了清朝對

澳門葡萄牙人的司法態度，而這樣安排也就是庇利那於乾隆十四(1749)年抵達澳

門處理李廷富、簡亞命案所引起之中葡糾紛時，與張汝霖、香山縣令暴煜協議後，

訂定〈澳夷善後事宜條議〉第五點的規定。 

  至於乾隆十三年的〈澳夷善後事宜條議〉，則是要求葡萄牙人承認中國對涉

及中葡司法案件的處理程序，換言之，〈澳夷善後事宜條議〉只是要求葡萄牙人

承認中國對於澳門葡人的司法管轄權，並非另訂新議，即依照斬絞罪刑以上者，

偕同葡人首領看管，而葡人首領也隨同中國地方官根據中國法律辦理罪犯處分；

如果是軍、流徙罪人犯，則由中國地方官廳審問，再交由葡人發落，同時由地方

官督察之；若只是杖、笞人犯，葡萄牙人只需要將審判結果提報地方衙門備查。

可見，清代的澳門葡人一直由中國法律實際管轄，中國法律也一直作為澳門葡人

                                                      
200

 〈廣東巡撫岳濬奏聞啞嗎嚧等毆斃民人李廷富等依法辦理情形摺〉，乾隆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匯編(一)》，頁 238-239。 
201

 〈廣東將軍錫特庫奏聞啞嗎嚧殺傷李廷富等按岳濬辦理錯誤奉旨申飭現由碩色辦理摺〉，乾隆

十四年正月二十日，《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匯編》，頁 240。 
202

 〈兩廣總督碩色奏報啞嗎嚧等以搭船回國請准照夷例完結摺〉，乾隆十四年二月初三日，《明

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匯編(一)》，頁 243-244。 
203

 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頁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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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審判的最高法律。 

    同樣於乾隆三十一年，也發生澳門葡人打死中國人的司法案件：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初二日，有香山縣民鄭亞彩至澳門探望表親黃亞養，即

在黃亞養舖內歇宿。初六日晚定更時分，鄭亞彩就近往三層樓海邊路上出

恭，適澳夷水手伊些呢回船支更，路過海邊，嫌其汙穢，拾石擲去，致傷

鄭亞彩左後脇，倒地喊救……詎鄭亞彩傷重，移時殞命……204
 

這件案件，當時的兩廣總督楊廷璋即是參考乾隆九年的定例，只要是達到斬絞以

上的罪刑，則批飭地方官同葡人長官依照中國法律辦理。因此，本次案件的處分，

則是「飭令夷目提出兇夷伊些呢，於本年十月初九日照例用繩勒死，以彰國法，

闔澳夷人靡不俯首允服。」205可見，乾隆十三年起明文化中國法律對澳門葡人的

司法權利，也成為日後在澳門涉及中澳司法審判的處理依據。道光六(1826)年正

月初五發生澳門民人嚴亞照被葡萄牙人少校法瓦喬（José Castro Fava cho，?）的

僱工瑪帑厄爾殺死，清朝最後的做法是： 

澳門地方民番鬥毆等案，若夷人罪應斬絞，定例由該縣驗訊明確，通報督

撫，詳加覆覈，即飭地方官眼同該夷目將該犯依法辦理，免其交禁解勘，

仍一面據實奏明，並將供招報部，歷久遵行在案。今夷人瑪帑厄爾致傷民

人嚴亞照身死，訊認明確，照例擬絞，情罪相符。隨行司飭委廣州府知府

高廷瑤前往澳門，會同署香山協副將曹耀清、署前山營游擊馬成玉，率同

代理澳門同知馮晉恩、香山縣知縣蔡夢麟，飭令夷目提出該兇夷瑪帑厄爾

審明，於本年二月初五日照例絞決，用彰國憲，由兼署按察使翟錦觀具詳

前來。206
 

即是根據前隆九年定例由中國官員率同葡萄牙官員將罪犯「照例絞決，用彰國

憲」。  

  綜上所述，清朝對於澳門葡萄牙人的管理，是將居留在澳門的葡萄牙人視為

世居於中國領土上的（化）外人或少數民族，在乾隆九年訂定出涉澳門葡人司法

審判的審決機制，而此機制也於乾隆十三年透過中葡簽署〈澳夷善後事宜條議〉，

讓葡萄牙人正式承認清朝中國對澳門葡人的法律管轄權。與明朝不同的是，清朝

                                                      
204

 〈署兩廣總督楊廷璋等奏報水手咿盜呢擲傷民人鄭亞彩致死已在澳門勒死摺〉，乾隆三十一年

十一月初四日，《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匯編(一)》，頁 382-383。 
205

 〈署兩廣總督楊廷璋等奏報水手咿盜呢擲傷民人鄭亞彩致死已在澳門勒死摺〉，乾隆三十一年

十一月初四日，《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匯編(一)》，頁 382-383。 
206

 〈兩廣總督阮元等奏報遵例審辦致斃民命之夷人絞決摺〉，道光六年二月十三日，《明清時期

澳門問題檔案匯編(二)》，頁 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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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澳門葡人自治機構的態度，是以清朝固有的涉外司法審判來加以承認，也就

是由中國地方官以中國法律管轄的原則，透過中國地方官承認的葡萄牙人首領對

澳門葡人施以管轄權，從而在司法犯罪的輕罪上許可澳門葡人自治機構一定程度

的自治，這點和唐、宋時期中國對於蕃坊的管理，是有異曲同工之妙。最後要強

調的是，從中國固有對在華外商的理解來看清朝對澳門的管理，澳門是中國領土，

而考量到葡萄牙人的特殊性，清朝和過去中國對在華外人居留的態度一樣，許可

其一定程度的自治，但無庸置疑的是，清朝時期的拘留於澳門的葡萄牙人，長期

由中國法律實際管轄。 

 

第五節 小結 

  清朝中國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首先取決於對涉案人員所隸屬的國家名分

之識別，依照不同國家與清朝中國的雙邊關係，來決定其司法審判之處理原則。

在清朝多元且彈性的對外關係中，包括了具有宗屬上下關係的屬國（朝鮮、越南

等），和對等平行的與國（俄羅斯），以及不具有國交關係、僅止於貿易往來的

互市國。 

  在具備國交關係之屬國方面，清朝中國在面臨涉外司法問題時，如該外國人

是屬國人員，作為宗主國的清朝，可直接依照中國法律來審理定罪。法律是如此，

但在實踐上清朝通常會審時度勢，依照情節大小、雙邊關係來調整處理涉外司法

審判的方式。在雙邊關係穩定之下，若犯罪情節不影響清朝內部的穩定，中國皇

帝通常不直接干預屬國使用自己法律來管理人民，並尊重屬國對其人民的處置作

為；而具備對等國交關係之與國方面，透過雙方條約協議彼此往來的行政窗口，

並且訂定彼此承認之職官作為往來機制，由雙方官員依據各自法律來管束自己的

屬民。與國是具有對等國交關係的外國，與中國之間有固定官廳和往來機制，小

型案件在會同審訊後，由兩國各派官員來約束管理自己的屬民，至於案件情事重

大或影響兩國關係之發展時，則傾向對條約之重申，除了明文化過去司法審判之

慣例外，也重新在章程或細節條款中調整至雙方同意的審判處理依據。雖說是重

新調整，但在清朝中國採用歐洲近代國際法之前，清朝和與國之間的司法審判，

也不出最初由中方草案所形成的〈尼布楚條約〉框架，頂多是在細節上調整而已，

故和俄羅斯與國之間的涉外司法符合清朝固有的司法秩序。 

  在不具備國交關係之互市國方面，原則上依據清朝法律之化外人條款，以中

國法律審理。然而，若案件無涉及中國人，透過皇帝的命令允許外人自行依據本

俗法來審判自治；但若涉及影響社會秩序的案件，或是涉及中國人的司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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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依據中國法律來論斷。清朝中國對澳門的管理，也符合上述的法律精神與原

則。雖然清朝澳門的諸多管理措施，是延續明朝政府對澳門的安排，並且更加強

管轄的強度，但兩朝對澳門的主觀認知截然不同，明朝政府主觀上是將澳門葡人

視為來降王民，企圖以對屬民的方式嚴格管理之，但因為客觀事實上無法達成，

而有類似蕃坊管理的現象；清朝政府則是將澳門葡人視為「世居於中土的外人」，

對於澳門則是以中國法律管轄權之下給予一定程度的自治，和唐、宋蕃坊有著相

近的態度。事實上，學者湯開建就認為，在處理澳門主權問題時，應該將明、清

兩朝分開討論，雖然清朝固然延續明朝諸多措施，但兩者差異極大，尤其是清朝

對外人的態度與明朝截然不同，207而且兩朝背後的政治和法律精神是不一樣的。 

  經過筆者對清朝涉外司法審判在分別涉及屬國、互市國和與國人員之差異的

整理後，我們也可歸納出清朝中國對外關係的思維。前文已經提到，清朝對與國

的涉外司法審判，是具有類似屬人主義的「各國各官各管各人」原則，這種原則，

只存在清朝與清朝有對等國交關係後、清朝承認對方國家的官方地位並信任對方

國家的官廳，才具備的作法，而且「各國各官各管各人」原則是要在兩國官員雙

方交涉並透過「會審」機制後，才有的做法。正是因為俄羅斯乃清朝與國，在康

熙年間就已經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常態性官方溝通機制，清朝也早在簽訂〈尼布楚

條約〉之際，對俄羅斯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在簽訂〈尼布楚條約〉後，清朝可

以放心將俄羅斯人的犯罪案件，交由俄羅斯官員自行處理，頂多再用公文書知會

中國其處置情形。學者廖敏淑認為，對清朝中國來說，涉外官司中能找到外國一

個對口單位，並且有可以信任往來的官廳和官員來自行管束該國的屬民，是最理

想的狀態： 

在中英簽約以前，清朝認為英國不過是偶爾前來進貢的小國，而中英之間

的接觸也幾乎僅止於英商來市，兩國在政治外交上並無常態性的官方往來

管道，也無從交涉、規定所有對於彼此人民的待遇問題，在中國土地上也

不存在能負起責任來管理英人的英國官員，因此當英人在中國土地上涉及

司法糾紛時，自然得依照中國法律審理；而兩國簽訂條約後，清朝基本上

將英國視為「與國」，承認其所派遣來華的領事官、管事官等官員的官方

身分，也隨即將約束英人以及審判英人的權利交給英官，對此，清朝並不

感到有失國格。208
 

 

                                                      
207

 湯開建，〈明朝管理澳門仿唐宋「蕃坊」制度辯〉，《西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2 期(蘭州，2001)， 頁 62。 
208

 廖敏淑，《清朝中國對外關係新論》，頁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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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清朝涉外司法態度與西洋近代領事裁判權 

 

  前兩章已經整理了中國對在華外人的固有司法態度，並非如今天所理解的領

事裁判權的內涵，而是依據中國對化外人在文化、風俗與宗教不同之下，斟酌適

用中國法律的作法。從前兩章的整理也可知道，明朝中國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

不同於唐、宋以來對蕃坊的管理，相較於明朝，清朝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則

是針對不同的雙邊關係而訂出不同的做法，對於有對等條約關係的與國，採納具

有國交關係之「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做法，而對於沒有國交關係的互市國，則

採取以中國法律為最高適用原則的做法。無論何種做法，清朝都繼承與發展中國

固有涉外司法審判的精神。此外，清朝中國時期，無論任何涉及外人的司法審判

情節之輕重，都必須奏聞皇帝，亦即「涉外無小事」，突顯中國對涉外事件的重

視，因此在未能理解清朝中國將所有發生在中國領土上的「外國人審理外國人」

現象的歷史背景下，今人的眼光遂將其判斷為「喪權辱國」，是誤解了清朝中國

固有涉為法律的態度。 

  然而，這種「外國人審理外國人」連結到「喪權辱國」的概念，是如何建構

在今人的腦海當中，是本章所欲探討的重點。事實上，領事發源甚早，其伴隨著

人類商業活動的發展，領事裁判權也在此脈絡下有了今日的面貌。眾所周知，領

事裁判權應該是近代由歐洲人傳入的語彙，那麼其源流演變為何？是否與今日的

領事裁判權概念一致？中國商業活動史上是否有相似的產物，並且擁有如同歐洲

人領事概念的脈絡？同時，上一章著重在討論清朝中國固有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

度，本章則要結合並延續前章討論的結果，來探討當越來越多國家靠著條約成為

清朝中國的與國時，清朝是如何調適過去固有秩序，以因應歐洲各國紛紛以武力

和條約達到其目的的局勢。 

 

第一節 西洋近代領事裁判權的淵源 

    「領事」的出現，在人類現有的紀錄來看，起源甚早。領事可能發源自古代

希臘城邦的「proxenos」（希臘文：πρόξενος）。209《牛津古典辭典》定義「proxenos」：

「由於希臘城邦不向外派遣長期性的外交代表，因此在當地由住在城邦之對方城

                                                      
209

 中文學界並未對「proxenos」下準確的定義。有學者翻譯成「外國人代表」，但筆者認為，既

然「proxenos」是在希臘城邦體制下的語彙，而城邦時代並未對「國家」有明確的概念與認知，

或當時「國家」的概念不同於今日，因此用「外國人代表」來翻譯「proxenos」是不妥當的。為

避免與現代化下的「國家」概念相混，本文直接使用原文，並將在後文繼續使用原文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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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之公民（該人取信於雙方）擔任 proxenos，用以照顧其它城邦的利益。210根據

王龍曉碩士論文中以語源與詞根學的角度對「proxenos」之研究，「proxenos」與

傳統意義上的領事（consul，在另一國家內保護本國人民的利益的代表）不同，

「proxenos」源自於更古早於城邦時代私人與私人的「禮節性朋友關係」，後來

因城邦制度的發展，而將本來分屬於兩個城邦的兩個人間的交往關係擴大到一個

城邦和另一個傑出人物之間的關係。211「proxenos」可以從派遣地的公民中，甚

至從派駐地的公民中推選出來，除了代表派遣城邦，在政治上還可以提供母邦公

民保護、為母邦公民貸款作保等。212至於現代英語之領事「consul」一詞，則出

自於拉丁文，羅馬共和時期的「執政官」一語，也就是每年由貴族選舉出來負責

協議處理國政的最高職務；213而從 consul 一詞的字根也可以看出，在羅馬時代

具有「合議共商」之意，但並未有類似近代以來「領事」的意義。214
 

    事實上，相對於執政官，羅馬共和時期負責處理外事糾紛的，是由副執政官

擔任裁判官來執掌，稱為「外事副執政」（Praetor Peregrinus）。215大約在第一次

布匿戰爭結束之際（西元前 241 年左右），羅馬共和時設立數個副執政官來承擔

執政官掌理事務之一部分，其中負責管理外國人之間、外國人與羅馬人之間的司

法審判之責任，被賦予第二位副執政，也就是前文提及之外事副執政，依照國籍

原則（jus gentium）並依據外國法律和貿易慣例來審理。216雖然專設第二副執政

掌理外事糾紛，但是在西元前三世紀期間被羅馬共和併吞的領土中，外事糾紛之

管理業務卻很少有專設的官廳來處理。根據美國學者泰瑞‧布瑞南（T. Corey 

Brennan）的研究，外事副執政是西元前 240 年代之際，羅馬在與迦太基軍事衝

突的背景下所設立官職，負責指揮並管理帝國行省之內的外事糾紛，但在第二次

布匿戰爭（The Hannibalic War，因此又稱「漢尼拔戰爭」）期間，外事副執政官

                                                      
210

 Hornblower and Spawforth,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p. 1268.：「Since Greek states did not send permanent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s abroad, 

local citizens served as proxenoi to look after the interests of other states in their community.」 
211

 王龍曉，《試論古希臘的「proxenos」》，吉林：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頁 7-9。 
212

 Luke T. Lee and John Quigley,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 
213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The title of the two annually elected magistrates who exercised 

conjointly supreme authority in the Roman Republic; the title without the function was retained under 

the Empire”, http://www.oed.com/ (2015 年 2 月 28 日引用) 
214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consultation……from com- "with" + *selere "take, gather (the 

Senate) together," from PIE root *sal- "to take, seize."” ,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term=consultation&allowed_in_frame=0 該字典也在「consul」

條目中提及，「consul」要一直到十三世紀起從西班牙文的字根中才漸漸衍伸出類似近代「領事」

之意義，參見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term=consul&allowed_in_frame=0。 
215

 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Vol. I, 8
th

 ed. (London: 

Longman, 1992), p. 829. 
216

 Luke T. Lee and John Quigley,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p. 5. 

http://www.oed.com/%20(2015年2月28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term=consultation&allowed_in_frame=0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term=consul&allowed_in_fram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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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在重要任務中缺位，反而是行省當地負責處理市民事務的「城市副執政官」

（Praetor urbanus）時常掌理司法裁判的審判體系。217
 

    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歐洲開始經歷各王國與教會的統治，商業活動也漸漸

發展。當時歐洲大陸西南、南部地中海區域（今日義大利、西班牙和法國等地區）

的城鎮中，一些來自外地的商人已經有了自行推選仲裁者解決商務糾紛的習慣，

稱為「商人領事」、「選任領事」或「仲裁領事」，218而隨著貿易的持續發展，這

些做法都曾出現在鄰近大西洋、北海和波羅地海沿岸。219在中古時期的地中海貿

易圈中，以威尼斯的商業實力最為顯著。威尼斯在西元九世紀發展為海洋商業城

邦，其海軍力量逐漸在亞得里亞海到黎凡特（Levant，中東托魯斯山脈以南、地

中海東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達米亞以西的一大片地區之統稱）之間的

海上貿易中取得優勢，而拜占庭帝國君士坦丁堡正是當時地中海貿易的重要樞紐，

威尼斯商人因此也經常往返拜占庭之間，並在君士坦丁堡逐步建立其勢力。220拜

占庭帝國為了對付北部和東部的土耳其人之威脅，非常重視威尼斯海軍力量幫助

帝國的防禦，經常向威尼斯海軍求援，並以商業優惠權利做為報酬。221西元 1060

年，威尼斯取得派遣地方行政官去君士坦丁堡處理涉及威尼斯人的司法審判權利，

而這一權利在西元 1199 年拜占庭帝國阿歷克塞三世皇帝（Emperor Alexius III，

1153－1211）的敕令下，擴大適用於既涉及威尼斯人又涉及拜占庭帝國臣民的爭

訟案件。222
 

    這樣看來，拜占庭帝國給予威尼斯商人自行依其國俗管理威尼斯人之司法審

判權利，是一種作為利益交換的內涵。雖說是一種政治力介入之下產生的權利，

而非自然狀態下拜占庭帝國與外國商人逐步形成的慣例，但是至少這個阿歷克塞

三世的敕令，反映了在地中海地區商人在不同文化之下依照本國法律處理司法犯

罪問題是普遍的意向，拜占庭帝國只是循著這個趨勢，而將長期來以來固有傳統

加以明文化，用以保證此般權利的落實而已。因此可知，地中海地區貿易往來促

成商人首領的審判權，依然是固有做法。在隨後的幾十年，熱那亞（西元 1204

年）、蒙彼利埃（西元 1243 年）、納博納（西元 1340 年）等城市，都得以派遣官

員前往君士坦丁堡處理商務與司法裁判。223
 

                                                      
217

 T. Corey Brennan, The Praetorship in the Roman Republ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04 
218

 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p. 829. 
219

 Biswanath Sen, A Diplomat'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 3
rd

 rev. ed. (Dordrecht :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8), p. 5-6. 
220

 Par Alain Ducellier 著，劉增泉譯，《拜占庭帝國與東正教世界》(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

頁 119-213。 
221

 羅春梅，〈12 世紀末威尼斯企圖征服拜占庭帝國原因探析〉，《江西社會科學》，第 1 期(南昌，

2009)，頁 157-158。 
222

 Luke T. Lee and John Quigley,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p. 5. 
223

 Luke T. Lee and John Quigley,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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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可知，領事是隨著貿易活動的擴大而自威尼斯商人以來形成的一種慣例，

而且這種慣例原本與國家主權並無直接的關係，純粹出於處理來自不同語言文化

的商務與商人間之問題。拜占庭帝國在面對歐洲城市商人前來所發展出來的「領

事」，也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沿用，尤其是在處理基督徒和伊斯蘭教徒之間的糾

紛；此外，也因為領事習慣在土耳其地區的流行，也間接推動領事制度的進一步

發展，賦予領事更多權力，除了處理商人之間的商務糾紛與司法審判外，也可以

處理非關商務的公民犯罪問題。224西元 1536 年，法蘭西與鄂圖曼土耳其簽訂了

「關於外僑權利的國際條約」（Capitulation treaty），鄂圖曼土耳其給予法國任命

的領事按照當時通行的歐洲國際法，處理在土耳其的法蘭西人民刑案件，並給予

法蘭西要求蘇丹官員協助執行判決之權利。225換句話說，要一直到十六世紀歐洲

開始流行國家的概念開始並於〈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主權官開

始盛行後，226領事制度的性質才發生質變，由近代意義的國家介入領事之設立。 

    領事裁判權既然是在一國領土內之外國人得以免除當地法律的約束，而使用

該外國人的本國法來審判的權利，這種「他國法律在本國行使」的態樣，和當時

歐洲國家之間漸趨成熟的「治外法權」（exterritoriality）的模式非常類似。事實

上，治外法權的概念發軔於十五世紀「民族國家」與主權風潮之下，歐洲國家以

近代主權國家視角，對於常設使節權確立之際。227民國初期學者吳頌皋研究治外

法權就已經提到： 

當時國際社會，方在萌芽時代，歐洲各國對於互派使臣辦理交涉一事，漸

漸視為一種實際的需要。但以國際公法學說尚未發達，領土主權的原則尚

未確定之故，那時候各國政府對使臣個人，只承認他是一種不可侵犯的人

物，隨時隨地，予以特別優待與保護而已。到了 17 世紀初葉，西洋法律

上的屬人主義，已代以屬地主義，同時複受了自然法家格老秀斯的學說影

響，領土主權的重要，在國際公法上已成為一個公認的原則。於是為保障

使臣的特殊地位，與尊重國家的使節權起見，不得不從「不可侵犯」的觀

念上面，形成兩種外交官應得的權利，置在法律保護之下。一為使臣個人

不可侵犯,，一則為使館的不可侵犯。228
 

換言之，治外法權之概念，主要是在由主權促成國家對領土一切之絕對管轄權成

                                                      
224

 Luke T. Lee and John Quigley,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p. 5 
225

 Luke T. Lee and John Quigley,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p. 6 
226

 耿曙，〈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收入陳義彥編，《政治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06），頁

271-272。 
227

 趙曉耕，〈試析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8 卷第 5

期(鄭州，2005.09)，頁 72-76。 
228

 吳頌皋，《治外法權》(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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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最高原則、領土主權至上等概念的脈絡下，漸漸成為當時歐洲國家間慣例的背

景下，229因歐洲國家交流頻繁、國際事務日趨複雜，對於派往他國增進兩國友好

關係的外交人員來說，絕對主權管轄將窒礙難行，因此在對等與尊重各國國家主

權的原則下，有必要禮遇來使以示友好，也就是依照當時歐洲慣例，只有一國元

首、外交人員、領事、軍政人員等可享有當國法律的豁免權。230參照領事裁判權

的發展歷程可知，領事制度在十六世紀開始由近代意義的國家介入領事設立而質

變後，領事裁判權在實踐上變得和治外法權的實踐表現上類似，同樣都屬於外國

人享有的「特權」，只是其性質不同而已。也因為兩者在表現上類似，因此在二

十世紀初期的英、美學者，多使用「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等字樣代稱領事

裁判權。231
 

    理解這點之後，再回顧中國的發展，則發現中國也不乏賦予在華居留外人一

定法律自治的相應制度。前文提及，中國至少早在唐朝的廣州蕃坊，就已經有「任

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風俗，治理回民」的做法；宋、元兩朝管理市舶的司法

案件，也有將外國商人由市舶使或外國商人首領依其律治之的「舊法」。一直到

清朝管理澳門的方式，也類似這樣的做法。前文已經提過，在清朝與俄羅斯的雙

邊關係中，清朝中國很早就給予俄國官員依照屬人主義的精神各自管理自己的屬

民，而且這個權力也僅止於和清朝有條約（國交）關係、被清朝承認的，如俄羅

斯一類的「與國」。清朝在處理在華俄羅斯人的犯罪問題時之事，是將人犯之解

送、管理、行刑等處置透過「前來貿易之俄羅斯使臣」來完成，也就是與國俄羅

斯所屬之人由俄羅斯當局管束，而非與國屬民者則應照清朝之規定辦理。至於在

清朝中國與俄羅斯的貿易方面，清朝確實信守〈尼布楚條約〉的各項規定，並且

參考過去雙方逃人透過官廳互相交還的判例，在面對北京貿易的俄羅斯商人，在

康熙年間已經有透過商人首領來完成其管束在華外國人的做法，而俄羅斯政府自

西元 1710 年(康熙四十九年)起，將俄羅斯商隊隊長改為商務專員（commissary，

科密薩爾），負責經營貿易和處理商務活動、監督商隊貿易情形以及處理可能糾

紛。這些例子都可以說明清朝不乏類似歐洲國家在貿易時以專人專管寄居在他國

之本國屬民的作法。 

    事實上，西伯利亞總督加加林曾告知清朝，將派遣商務專員前去處理商業糾

                                                      
229

 趙曉耕，〈試析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頁 72-76。 
230

 Luke T. Lee and John Quigley,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p. 7-8.. 
231

 郝立輿，《領事裁判權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頁 23。郝立輿於此直接將「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稱呼為「治外法權」。有鑑於「治外法權」此一術語在本文有國際法之意義，郝氏

並未註明有哪些英美學者使用此一詞彙，也未指出使用此一語彙的文獻，筆者只能懷疑，當時的

英美學者使用此一語彙應該不是混淆了領事裁判權與治外法權的意涵，他們可能僅是表達「在本

國領土以外的法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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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理藩院對此並未阻止，也沒有特別為此事多做評論，也就反映了清朝從來不

將「有約與國派專員前來處理該國人民問題」當作是一個有失主權的議題。對於

學者認為俄羅斯改商隊隊長為商務專員一事，是一種領事裁判權與治外法權的肇

始，但事實上，清朝的條約與官方檔案中都沒有出現「領事裁判權」一語，在條

約談判過程中，皇帝與負責與俄羅斯官員談判條約的責成官員，也認為具有「各

國各官各管各人」原則的條文，才是符合中國固有國際秩序。 

 

第二節1840年代中外條約中的領事裁判權 

    固有研究多半認為 1840 年代鴉片戰爭之後中英所簽訂的〈南京條約〉，是中

國對其領土之司法自主權喪失的開始，也就是在城下之盟式的「不平等條約」之

下被迫給予西方國家「領事裁判權」。事實上，道光二十二(1842)年中英所簽訂

的〈南京條約〉並未載明關於英國領事管理英國商民的條款，而關於中英之間涉

外司法審判的規定，在翌（1843）年中英雙方所簽定作為補充〈南京條約〉具體

通商往來細節的〈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之第十三條規定： 

英人華民交涉調訟一款。凡英國稟告華民者，必先赴管事官處投稟，候管事

官先行查察誰是誰非……間有華民赴英官處控告英人者，管事官均應聽

訴……倘遇有交涉詞訟，管事官不能勸息……即移請華官公同查明其事……

秉公定斷……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華

民如何科罪，應治以中國之法，均應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後條款辦理。232
 

道光二十四(1844)年中美〈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望廈條約）中關於涉及雙

方司法審判的規定： 

第四款 合眾國民人既准赴五港口貿易應須各設領事等官管理本國民人事

宜；中國地方官應加款接；遇有交涉事件，或公文往來，或會晤面商，務

須兩得其平。如地方官有欺藐該領事各官等情，准該領事等將委曲申訴中

國大憲，秉公查辦；但該領事等官亦不得率意任性致與中國官民動多抵

牾。 

第二十一條 嗣後中國民人與合眾國民人有爭鬥、詞訟、交涉事件、中國

民人由中國地方官捉拿審訊，照中國例治罪；合眾國民人由領事等官捉拿

                                                      
232

 王鐵崖編，〈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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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訊，照本國例治罪；但須兩得其平，秉公斷結，不得各存偏護，致啟爭

端。233
 

此後，無論是咸豐八(1858)年中國與俄國、美國、英國、法國所簽訂之〈天津條

約〉，以及兩年後(1860)年作為補充〈天津條約〉的〈北京條約〉等，也都依循

著「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原則，中國都賦予與國領事官充分管理自己商民的權

利，由這些外國官員會同管理涉及與中國司法審判的人事與物產，並且也維持會

同審理的慣例，「由中國地方官與領事官會同審辦，公平訊斷」。234
 

    在探討清朝中國在 1840 年代中外條約中給予歐洲國家「領事裁判權」的討

論中，多半都是利用西方國際法的視角來看待清朝此舉之「喪權辱國」。有鑑於

此，本節將從中國史料與外國史料兩相對照，來考察歐洲國家向清朝政府要求「領

事裁判權」的原委，以及清朝給予此項權利的思維。本文以中美〈望廈條約〉作

為對照，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與美國之間並沒有發生戰爭，因此條約簽訂之際，

並沒有砲艦外交的意涵，更無不平等可言；此外，美國來華時間較晚，而當中英

兩國簽訂〈南京條約〉之際，美國在華貿易的利益尚未如英國等國來得久遠；再

者，美國獨立於英國，其立國初衷強調與大英帝國的不同，因此當英國向中國要

求「領事裁判權」時，自詡為清教徒的美國人也重新思索領事裁判權的來由，從

而重新理解歐洲「領事裁判權」。最後，美國國力尚未稱霸於世，對中國的態度

較為對等友好，也亟欲保持與中國和諧與對等的貿易關係，235如果依照今人對清

朝「喪權辱國」批判的邏輯來看，直接將「中國在連戰爭都沒有的情況下還依然

願意給予美國領事裁判權」，歸結於清朝官員的顢頇無知，是非常粗糙的解釋。

事實上，當極欲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美國向中國要求「領事裁判權」，而中國

在完全沒和美國戰爭的情況下依然願意給予，這其中的原委，應該很值得加以探

討。 

    在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原本已在中國貿易多年的歐洲國家，也急欲向

中國取得如同英國在中國的權利。1839 年 5 月 25 日，廣州美商聯名上書國會，

要求政府制定措施，促進和中國的關係以有助於發展美中貿易，而眾議院才開討

論就對華貿易與中美關係之美國的立場，236隨後透過東印度艦隊司令勞倫斯‧加

尼（Lawrence．Kearney，1789-1868）在 1842 年之際，向中國請求與英國相同

                                                      
 

233
王鐵崖編，〈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頁 51-57。 

234
 王鐵崖編，〈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頁 42。 

235
 眾議院外事委員會主席弗蘭西斯·皮肯斯曾對中國問題明確地表示美國「唯一目的是把我們的

貿易置於與其他國家平等的基礎之上。」，請見《美國國會議事錄》(Congressional Globe)，VⅡ。 
236《美國眾議院議事錄》(Journal of the House of Reptesentatives)第 26 屆國會，第 1 次會議，頁

76、189；《美國眾議院檔案》第 71 號，第 26 屆國會，第 2 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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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體貿易」之權利，而清朝也基於「一視同仁、一體均霑」的對外立場，同

意美國的請求。237於此同時，美國又派遣了全權大使顧盛（Caleb Cushing, 1800

－1879）前往中國，希望與中國簽訂如同英國在〈南京條約〉所得到的條約與權

利。 

    從顧盛的眼光來看西方國家向中國爭取領事裁判權的最初目的，也可以證實

清朝當初給予領事裁判權之作法，是一種頗合時宜的安排。西元 1844 年 7 月 3

日，美國全權大使顧盛與耆英，分別代表美國和中國簽訂中美〈望廈條約〉，美

國也取得了在華美國人民對中國法律的豁免權。從內容上來看，中美〈望廈條約〉

與中英〈南京條約〉與〈五口通商章程〉所給予英國權利大同小異，而這也是清

朝堅持與美國之條約不許超越與英國之條約權利之立場。其中第二十一條是關於

中美司法審判的安排，如果從英文版條約原文，或許更能明白「領事裁判權」的

具體內涵： 

Subjects of China who may be guilty of any criminal act towards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arrested and punish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China: and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 may 

commit any crime in China, shall be subject to be tried and punished only by 

the Consul, or other public function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reto authoriz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order to the prevention of all 

controversy and disaffection, justice shall be equitably and impartially 

administered on both sides. 

這條〈望廈條約〉第二十一條的中文條文稍微概略，但從英文可看出，在華美國

人犯罪，「只能由領事官或其他美國法律受權單位處分」，這其實符合清朝承認與

國官廳與官方對口單位後，才給予外國人自行管束的邏輯。除第二十一條不僅包

括了「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精神之外，第二十四條則明定在雙方人民爭議不平

之下，兩國官員需「公議察奪」： 

……And if controversies arise between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237《籌辦夷務始末補遺》，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祁𡎴奏條：「兩廣總督革職留任臣祁𡎴

跪奏，為咪唎堅夷人先後投逓文稟，懇求二事，臣與將軍撫臣商酌諭復，謹將各件抄錄恭摺奏聞

事。竊照本年九月初十日據咪唎堅國夷目咖呢投逓文信，其意欲懇求代為奏請施恩，許該國夷商

得與英咭唎夷商一體貿易。臣當與靖逆將軍奕山、撫臣梁寳常公同商酌，復令聽候欽差大臣到粵

會同查核再行辦理。」；《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 63，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乙卯條：「祁𡎴奏，

咪唎𠼤夷人投遞文稟一摺。咪唎𠼤國夷人，向稱恭順。該夷伯理，以伊熟習天文算法，懇求進京

效用，業經祁𡎴正言諭止。其夷目咖呢，所陳貿易事宜，著伊里布於到粵後會同祁𡎴，悉心籌議

總當循照舊章，不可有所增改，或洋商苛累該夷之處。著伊里布等查明示禁，以昭體恤。儻敢覬

覦設立馬頭等事，務即剴切諭止，斷不准稍有遷就。總期於懷柔遠人之中示以天朝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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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s of China, which cannot be amicably settled otherwise, the same shall 

be examined and decided conformably to justice and equitably by the public 

officers of the two nations acting in conjunction. 

此條款具備著如同清朝與俄羅斯早在〈修改恰克圖第十條〉中添加「會審」的做

法，也就是對於爭議與任何不滿，兩國都必須公正無私來交涉，並且共同討論出

合理的解決辦法來審理。 

    條約簽訂之後，同年九月，顧盛將此條約送交參議院等待批准生效時，曾經

對參議院議員發表了他為美國向中國爭取領事裁判權的立場與原委。在長達十頁

的論述中，顧盛爬梳了領事與領事裁判權的歷史演變，認為： 

在本國領土以外的裁判權之慣例，本為歐、亞、非通見之事，是基督教國

家保護自己人民不受異教法律不公平對待的慣例。這種權利在歐洲各邦王

國合併統一之後，在「絕對排他之領土管轄權」盛行下逐漸成為治外法權。

所以在本國領土以外的裁判權，應視為考量伊斯蘭教國家的國際法規，免

於我國人民生命與自由受非基督教國家律法的剝奪。……基督教國家之間

有一致意向，在行使公權力中有共同的宗教與才智來約束彼此的人民並維

持友好，因此這些在基督教國家發展起來的國際法應該只能適用在基督教

國家之間。……這些條文是符合基督教國家與非基督教國家交往的原則，

而我堅信向中國要求美國人民對中國法律之豁免權利可以保護美國人民。
238

 

    顧維鈞曾經引用顧盛的這一段文字，而認為這是西方國家挾著歐洲文化與基

督教的優越感所作出的辯解，而大力抨擊顧盛此番立場之謬誤。239但是從英文原

文來看顧盛的考量，筆者認為，顧盛這份遊說參議院批准條約的論述，是要強調

「基督教國家發展起來的國際法應該只能適用在基督教國家之間」，而對照其上

下文提及「部分歐洲人無法認清中華帝國之「特別性」（原文使用「怪誕，peculiar」

一語來形容）而仍一昧遵守中國法律」，240顧盛應該是在提醒參議員們不要奢想

清朝政府會照著歐洲人的遊戲規則來走。誠然，當時清朝中國的法律有其邏輯，

對於不同文化背景的歐洲人來說，自然是相當怪誕的體系。對清朝來說，給予與

                                                      
238

 以上中文乃筆者重新翻譯，節譯部分內容。欲悉全文請參閱本文附錄：United States, Congress 

Senate,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Communicating an Abstract of th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hinese Empire, 28
th

 Congress, 2
nd

 Session. Senate Documents 58, 

Washington: GPO, 1845. 
239

 顧維鈞，《外人在華之地位》(長春：吉林出版集團公司，2010)，頁 114-116。 
240

 根據《牛津英文字典》對「peculiar」解釋為「不同於正常的或預期的(different to what is normal 

or expected)，可見顧盛心中所認定之「正常」的法律是基督教國家的法律樣態。詳見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ttp://www.oed.com/ (2015 年 2 月 28 日引用) 

http://www.oed.com/%20(2015年2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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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官員管轄其人民的規定原本就符合「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中國固有對在華居

留外人之司法態度。因此，顧盛基於風俗相異的考量向中國爭取領事裁判權，對

中國來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建議。在某種程度上說，領事裁判權，就算經歷了主

權國家之後的質變，但其本身作為「免除異教風俗對本國國民之不公平對待」之

初衷，是依然存在的。從顧盛的這番言論也可以知道，最初歐洲人要求領事裁判

權乃是基於對中國法律的不適應，而不是「將中國主權視若無物，拿它做為侵略

中國的工具」，241而日後歐洲列強將領事裁判權無條件上綱從而極度擴張其管轄

權限，以致做出對中國主權侵害的行為，則已經是後續發展的議題，但無論如何，

至少在清朝簽約的當下，對於歐洲人要求領事自行管束自己屬民的態度，並不認

為不平等，反而與顧盛的考量相似，也就是不同文化與風俗之下的作法。 

    至於清朝中國方面，對於美國要求美國官員管理美國商民一款，耆英在評估

美國提出的要求時，所上奏朝廷中央的想法認為「商船進口停泊，應歸領事管束，

而該夷使則有應請中國統轄護理，儻遇別國淩害，仍請中國代為報復一款。外國

自相爭鬭，中國無從鈐制」，242耆英於此就直接聲明「商船進口停泊。應歸領事

管束」，其所顧慮的就是美國人要求中國官員審理裁判傷害美國人的外國人，不

符合中國從來不干涉外人之間糾紛的做法，因而做出的回應。這種「外國自相爭

鬭，中國無從鈐制」也是和唐律「化外人相犯」之固有精神相同，耆英反而完全

不覺得「美國人將不受中國官員管束裁判」是一種「喪權辱國」的要求。除此之

外，當耆英與顧盛商妥條文內容後，軍機大臣穆彰阿對耆英與顧盛所訂的條文內

容見解如下： 

又民夷有詞訟交涉事件，各由本官捉拏審訊；又民夷有要事辯訴者，查係

事在情理，方准官為轉行查辦。儻有因事相爭，公議察奪；又該夷有不安

本分，逃至內地避匿者，即行查拏送交該領事等官治罪。；如內地犯法民

人逃至該夷寓所及商船潛匿者，地方官亦即行文該領事等官，捉拏送回。

如互有倚強滋事，輕用火器傷人，釀成鬬殺重案者，地方官及該國官員，

均應執法嚴辦，不得稍有庇徇。又該夷有擅向別處不開關之港口，私行貿

易，或走私漏稅，或攜帶鴉片等項違禁貨物至中國者，聽中國地方官自行

辦理治罪。以上六條。或禁蠧役之需索、或杜民夷之爭端，或為嚴防偷漏，

私帶違禁貨物起見，均應如所奏辦理。……此外各條，如設領事、雇引水、

約束夷人、勿許閑遊滋事，認明旗號、不准假借營私。若與他國相爭，仍

聽自行辦理，並申強取之禁，以免擾累之端。悉如所約。妥協辦理。奉旨

                                                      
241

 中國國民黨北平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傳部，〈為撤廢領事裁判權告民眾書〉，收錄於張研、

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9)，頁 3。 
242

 ﹝清﹞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 72，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己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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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議。243
 

可見當時清朝政府認為顧盛提出「各國各官各管各人」，是符合清朝的期待，也

是合乎過去清朝對待外國人的作法，至於美國同意將從事鴉片貿易的美國人受中

國司法機關判處，則是由於美國在華傳教士長期反對鴉片貿易活動之下對中貿易

的基本立場，因此願意將違反此項條規的商人交給中國官員處置。244
 

 

第三節  1887 年以後澳門的變化 

    在本文第二章已經論述了清朝對澳門的管理，在乾隆九年的定例明文化了中

國地方官對澳門葡人的司法管轄權，而這個定例一直到光緒十三(1887)年中葡簽

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之前，都沒有改變。但實質上，自從中英〈南京條約〉

後，葡萄牙眼見英國獲得香港的權利後，也希望完全擁有對澳門的主權，因此在

道光二十三(1843)年葡萄牙的澳門總督邊度向欽差大臣耆英提出仿照〈南京條約〉

的要求，245針對其第一項廢除澳門地租的要求，清朝不曾答應；道光二十九(1849)

年澳門葡人兩次以武力驅逐駐守在澳門城牆以內的中國海關官員以及駐紮在澳

門城牆以外不遠的望廈村香山縣承衙門，片面取得在澳門的排他性權利。246
 

    葡萄牙人強行佔據澳門，並不被中國承認，因此自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英簽

訂〈天津條約〉後，葡萄牙人積極尋求與中國談判澳門問題並簽定條約的機會。

經過多年的談判與折衝後，於光緒十三(1887)年 3 月，中葡兩國在里斯本草簽〈中

葡會議草約〉商議了葡萄牙可以「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

無異因」，並且在同年 12 月 1 日依據〈中葡會議草約〉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

約〉，中國明文確立了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門」的權利，247而葡萄牙則同意未經

                                                      
243

 ﹝清﹞文慶等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 72，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丁卯條。 
244

 甘開鵬，〈美國來華傳教士與晚清鴉片貿易〉，《美國研究》，第 20 卷第 3 期(北京，2007)，頁

103-115。 
245

 一、豁免地租銀五百兩； 

  二、將自關閘自三巴門一代地方，俱歸大西洋撥兵把守； 

  三、各國商船聽其赴澳門貿易； 

  四、將澳門貨稅船錢，較新訂章程略為裁減； 

  五、要求葡船赴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貿易； 

  六、要求將澳門修理房屋船隻，請領牌照費用概行革除； 

  七、要求華商運赴澳門貨物，即在澳門上稅，不必訂以擔數。 

以上詳見﹝清﹞文慶等，《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 70，頁 1456-1457。 
246

 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頁 143-146。 
247

 〈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第二條：大西洋國永居、管理澳門之第二款，大清國仍允無異。惟現

經商定，俟兩國派員妥為會訂界址，再行特立專約。其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現時情形

勿動，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引自王鐵崖編，〈和好通商條約〉，《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頁 52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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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允許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並且協助中國海關徵收由澳門運往中國之洋藥的

稅釐。248事實上，自道光二十九(1849)年起葡萄牙人就擁有對澳門實質的管轄權，

然而並無中國明文上的承認，即便〈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中國同意葡萄牙「永居

管理澳門」的權利，但也僅止於「管理」，條約上並未如中英〈南京條約〉「給

予（香港島）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這樣明確

將香港主權交給英國的承認，而未涉及澳門領土主權問題。 

  無論如何，本文關注的是清朝中國對於簽定〈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後，在葡

萄牙作為與中國沒有國交關係的國家轉變為與國關係的變化下，對於澳門的安排

及其性質變化後的差異。綜觀〈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葡萄牙確實得到了如同英、

法、美等國的與國待遇，即國交平行與派駐領事官致中國通商口岸的權利，而且

在司法審判上依據與國關係中「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模式。〈中葡和好通商條

約〉涉及澳門的司法審判的條文為第四十五條： 

 2.前在大西洋國京都理斯波阿所訂預立節略內，大西洋國永居、管理澳

門之第二款，大清國仍允無異。惟現經商定，俟兩國派員妥為會訂界址，

再行特立專約。其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現時情形勿動，彼此均

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 

   3.前在大西洋國京都理斯波阿所訂預立節略內，大西洋國允准，未經

大清國首肯，則大西洋國永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之第三款，大西洋國仍允

無異。 

   4.大西洋國堅允，在澳門協助中國徵收由澳門出口運往中國各海口洋

藥之稅釐，其如何設法協助並助理久長，一如英國在香港協助中國徵收由

香港出口運往中國各海口洋藥之稅釐無異。其應議協助章程之大旨，今另

定專約，附於本約之後，與本約一體遵行。 

45.大清國大西洋國交犯一節，除中國犯罪民人有逃至澳門地方潛匿者，

由兩廣總督照會澳門總督，即由澳門總督仍照向來辦法查獲交出外，其通

商各口岸，有犯罪華民逃匿大西洋國寓所及船上者，一經中國地方官照會

領事官，即行查獲交出；其大西洋國犯罪之人有逃匿中國地方者，一經大

西洋國官員照會中國地方官，亦即查獲交出，均不得遲延袒庇。249
 

                                                      
248

 〈中葡和好通商條約〉關於澳門地位與稅釐的條款，乃根據 1887 年 3 月雙方於里斯本所草簽

的〈中葡會議草約〉四條所定，此草約原文只有英葡兩種文字，中文譯文是根據《中外條約彙編》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詳情請見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註 52，頁 174。 
249

 王鐵崖編，〈和好通商條約〉，《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頁 52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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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條文來看，雖然葡萄牙不能未經中國同意而決定澳門的領土主權，但

澳門的管轄權卻由葡萄牙完全掌握。第四十五條更可看出，中國官員已經無法直

接管轄澳門葡人，其法律制度完全由葡澳當局訂定，且犯罪審理不用再如過去乾

隆九年定例後，依照罪情輕重由中國地方官率同葡官審理，而是就連中國罪犯逃

入澳門的追查，也需要透過兩廣總督照會澳門總督。換句話說，澳門已非過去由

葡萄牙人向中國繳付租金的租地，也已經不是葡人來華居留、受中國地方官依據

中國法律來管轄的外人居留地，而是透過道光二十九(1849)年葡萄牙人強行占領

澳門，並透過條約取得完全管轄澳門的權利，儼然就是〈馬關條約〉後俄、德、

法三國以干涉還遼向中國邀功，而各自透過條約向中國簽訂租借膠州灣、廣州灣

等條款的「租借地」（leased territority）。 

    試看光緒二十四（1898）年中德〈膠澳租借條約〉中，中國「允許離膠澳海

面潮平周遍一百里內，准德國官兵無論何時過調，惟自主之權，仍全歸中國」、「德

國所租之地，租期未完，中國不得治理，均歸德國管轄，以免兩國爭端」、「因膠

澳內海面均歸德國管轄，德國國家無論何時，可以定妥章程，約束他國往來各船」

等條款250，可知膠澳租借地已經完全由德國治理的「國中之國」，中國的治權完

全無法深入膠澳租借地，只有在條約上仍保留領土主權。同樣的，光緒十三（1887）

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中澳門的管轄權，已與租借地無異。既然「租借地」已

經是通過條約將該領土上的管轄權完全讓與另一國，那麼清朝中國完全無法依照

中國法律來管理澳門，自然也就沒有所謂「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前提，而所謂

「由中國地方官任命蕃長、依其國俗治理蕃人」的蕃坊模式，也因完全讓出管轄

權而消失。 

    回顧清朝對外秩序以及自乾隆九年以來中國對澳門葡人的司法態度來看，在

中葡兩國尚未簽約成為與國關係、中國視澳門葡人為「世居中國領土的化外人」

的期間，澳門葡人一直受中國法律與地方官廳的管轄，如同唐、宋時期的蕃坊，

涉及中國的刑案，適用中國法律。隨著道光二十九(1849)年年葡萄牙人強佔澳門、

光緒十三(1887)年葡萄牙與中國簽訂條約、中葡兩國成為與國關係後，葡萄牙人

具備了與清初的俄羅斯、鴉片戰爭後的英國、法國等一樣的地位，有各國各官各

管各人的權利，也在條約中取得「永居管理」澳門之如同「租借地」的權利。澳

門在〈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之後成為葡萄牙人完全管轄的「租借地」，一直到西

元 1999 年澳門回歸中國以前，中國無法管理澳門。 

 

                                                      
250

 王鐵崖編，〈膠澳租借條約〉，《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頁 73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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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租界」與清朝涉外司法審判的關係 

    根據范邦瑾的研究，蕃坊在明、清以後衰落，而由租界取代之。251租界的概

念，最早應該肇生於外人的居留地，而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英、法等國透過條約

向中國取得租地，這些租地在局勢發展之下逐漸擺脫中國政府的行政管理，而成

為外國自治的區域，因此被稱為租界。252事實上，中英在〈南京條約〉最初協議

劃設租地，都未曾出現過「租界」一詞，「租界」一詞出現在官方文書中，要一

直到 1861 年中英協議漢口英租地時，湖北布政使唐訓方（1809─1876）等人與

巴夏禮（Sir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交涉時，才在條約中將這種外人

租地稱為「租界」，而「租界」一詞才正式出現在中文文本中。253因此本文後續

論述，也將依據年代而適時使用租地或租界一詞。254
 

    從前面章節關於中國傳統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整理來看，外人在華居留，

甚至世居許久，中國政府在考量到風俗文化差異下，傾向採取規劃出一區域，並

且在中國法權至高的原則之下，讓外人在其區域內依照本俗法自主管理。事實上，

這些清朝的租界，最初是在清朝在與簽約國有了對等國交關係後，允許簽約國在

通商口岸通商上，基於通商需要而允許外國人居留所形成的區域，其概念與廣州

固有的夷館，以及哈薩克等中亞商人在伊犁、塔爾巴哈台等地互市市場的貿易亭

相似（詳見第二章論述）。 

    試看中英〈南京條約〉的第二條：「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大英國人民帶同

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

商無礙。且大英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翌年，

根據〈南京條約〉而制訂的附件〈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進一步規定英國人到

這五個城市居住，「中華地方官必須與英國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議定於何方，

用何房屋及基地，係准英人租賃。」255事實上，中英〈南京條約〉內文提及清朝

願意給予沿海一處讓英國修補遠渡重洋而損壞的商船，而且也載明給予香港島一

事，但是並沒有提到在上海劃予英國任何租界之協議，而提出在上海劃分一領域

給予英國人的想法，起因於上海道台宮慕久。宮慕久擔心中國人和英國人雜處之

下，容易引起爭端滋事而影響個人仕途，於是自願劃出上海縣黃浦江的河灘上一

塊不毛之地予英國作為英國人前來通商貿易需要的租地，因此在道光二十五

                                                      
251

 范邦瑾，〈唐朝蕃坊考略〉，頁 149。 
252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頁 19。 
253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頁 26。 
254

 依照費成康對租界的定義，費氏似乎認為「租界」一詞已經含有擺脫中國行政管轄權的』國

中之國」的意義。詳見費成康，《中國租界史》，頁 9、頁 20。然而本文使用「租地」乃至於後續

論述的「租界」，純粹是依照史料出現的時代而客觀稱呼之。 
255

 王鐵崖編，〈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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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與英國簽訂〈上海租地章程〉。當時英國軍隊已撤離大清國土地，而英

方與宮慕久談判並簽約的是領事巴富爾，過程中英國軍方沒有參與談判。〈上海

租地章程〉其中提及（節錄）： 

一、商人租地，地方官憲應會同領事官劃定界址，註明步、畝，樹立界碑；

其有道路之處，界碑應靠近圍牆，以免防礙路人；碑上刻明，實際界址向

外伸出若干尺。華民應稟明分巡蘇松太兵備道、上海知縣及海防同知衙門，

以便轉報上級官憲；洋商應稟請領事官備案。原業主與租戶出租、承租各

字據，經查核鈐印，交還收執，以憑信守，並免違犯。 

十、洋商租地後，得建造房屋，供家屬居住並供適當貨物儲存；得修建教

堂、醫院、慈善機關、學校及會堂；並得種花、植樹及設娛樂場所。但不

得儲藏違禁物品，亦不得亂放槍彈；更不得擊槍射箭，或作擾亂行為，傷

害他人，驚嚇居民。 

二十、道路、碼頭及修建閘門原價及其後修理費用應由先來及附近居住租

主分擔。後來陸續前來者以及目前尚未分擔之租主亦應一律按數分擔，以

補缺款，使能公同使用，杜免爭論；分擔者應請領事官選派正直商人三名，

商定應派款數。倘仍有缺款，分擔者亦可公同決定徵收卸貨、上貨一部稅

款，以資彌補。一切均應報明領事官，聽候決定遵辦。款項之收據、保管、

支出及賬目等事均由分擔者一體監督。256
 

從字面上可以理解，租地作為租賃性質，在章程內文中可以看見出租人和承租人

的權利義務。租地本身的劃定，必須經過英國領事和中國官員共同選定，經過租

賃程序後，承租人定期繳納租金後，可以享有在土地上的建屋、倉儲並依照本國

禮俗來自主管理，其中允許承租人建造會堂一款，也可看出作為出租人的清朝允

許英國人建造自己的法庭，因此應該可以認為是清朝賦予其依照英國法律處理租

界內部的司法糾紛。此後，歐美各國利用這個條文所制定的架構，先後在通商口

岸劃與清朝商議其商人在中國的通商口岸的居住地區，而且也逐步要求更多在租

地內部的自治權利，這樣就形成了日後各國透過條約要求租界的基礎。第二次鴉

片戰爭以後，咸豐八(1858)年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又規定在新開設的牛莊、

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各通商口岸，允許英國人「聽便居住、賃房、買屋，

租地起造禮拜堂、醫院、墳塋等事，並另有取益防損諸節，悉照已通商五口無異」，
257可知清朝當初給予外商租地的邏輯，和蕃坊之「劃設一地予外人自治」的概念，

是極為相似，更可觀察出清朝對外的通商態度，與唐、宋中國的開放精神是一樣

                                                      
256

 王鐵崖編，〈上海租地章程〉，《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頁 65-70。 
257

 王鐵崖編，中英〈天津條約〉，《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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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至於各個租地內的司法制度，根據學者的研究，大抵上是依照清朝中國對與

國以「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為原則的涉外司法審判，258但是在中國內亂不斷之下，

英、法、美等領事曾在戰亂之中接管租地內部的司法事務，雖然日後中國政府恢

復對上海的管轄權，但上海地方官府對司法案件的消極處理方式，讓駐滬領事團

與中國政府協議出中外混合的司法審判制度，也就是同治八(1869)年八月十九日

（由駐北京的公使團（英、法、美、普、俄各國公使）簽訂的〈上海洋涇浜北首

租界章程〉，將上海英美的租地區域改名為上海公共租界，並依據〈上海洋涇浜

設官會審章程〉正式成立「審判機關會審公廨」，專門受理租界內的案件。259
 

  依據〈上海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會審公廨設正會審官一人，副會審官六

人，陪審官若干人。正會審官由中國人擔任，而陪審官由各國組成領事團之中推

選懂中文而且受過法律教育的領事官或副領事官擔任。因此正會審官作為中國官，

與陪審團作為外國官，具備著清朝與俄羅斯早已發展持慣例的「會審」精神。涉

及中國人與外國人司法審判的具體安排如下（節錄）： 

一、遴委同知一員，專駐洋涇浜，管理各國租地界內錢債、鬥毆、盜竊、

詞訟各案件，立一公館，置備枷杖以下刑具，並設飯歇（押所）。凡有華

民控告華民，及洋商控告華民，無論錢債與交易各事，均准其提訊定斷。

並照中國常例審訊，准其將華民刑訊、管押，及發落枷杖以下罪名。 

二、凡遇案件牽涉洋人，必須其到案者，須領事官會同委員審問，或派洋

官會審。若案情只係中國人，並無洋人在內，即聽中國委員自行訊斷，各

國領事官無庸干預。 

四、華人犯案重大，或至死罪，或至軍流徒刑以上，中國例由地方正印官

詳請臬司審轉，由督撫酌定奏咨，應仍由上海縣審斷詳辦。倘有命案，亦

歸上海縣相驗，委員不得擅辦。 

六、華洋互控案件，審斷必須兩得其平，按約辦理，不得各懷意見。如係

有領事管束之洋人，仍須按約辦理，倘係無領事管束之洋人，則由委員自

行審斷，仍邀一外國官員陪審，一面詳報上海道查核。倘兩造有不服委員

所斷者，准赴上海道及領事官處控告複審。 

七、有領事之洋人犯罪，按約由領事懲辦，其無領事之洋人犯罪，即由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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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頁 125-126。 
259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頁 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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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酌擬罪名，詳報上海道核定，並與一有約之領事公商酌辦。至華民犯罪，

則由該委員核明輕重，照例辦理。 

十、委員審斷案件，倘有原告捏砌訴詞誣控本人者，無論華洋，一經訊明，

即由該委員將誣告之家，照章嚴行罰辦，其罰辦章程，即先由該委員會同

領事官酌定，一面送道核准，總期華洋一律，不得稍有偏袒，以昭公允。
260

 

可知，會審公廨的權限包括錢債、交易等方面的民事案件，以及鬥毆、盜竊等刑

事案件等「發落枷杖以下罪名」的案件。罪至軍、流、徒以上的案件及人命案，

仍歸當地的中國官府審斷。〈上海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融入了咸豐八(1858)年

中英〈天津條約〉「彼此均須會同審斷」的會審，如果案件涉及「有約國」的人

員，讞員須與該國領事官或他所派出的官員共同審理；如「無約國」的人員涉訟，

讞員可「自行審判」，但須邀一名外國官員「陪審」。審判中給外國人酌擬的罪

名，應該報上海道等上級官員核查，並與一名領事「公商酌辦」。如果是外國人

雇傭、延請的華人涉訟，領事官或其所派的官員可到場「聽訟」。 

    結合本文在第一章分析了宋朝蕃坊與清朝中俄〈修改恰克圖條約第十條〉的

內容，可知會審公廨所提出的安排，都是中國曾經採用過、且並未逸出清朝中國

對在華外商的傳統固有司法態度。首先，宋朝蕃坊依據唐、宋兩代「因俗而治」

的理念審管理在華從商或定居的外國人時，按其所犯罪刑的輕重，來做刑罰上的

裁奪，而且外國人自我管理審判，也僅以徒刑以下為限，涉及徒刑以上的犯罪，

則須交由廣州當局決斷；「市舶使依照舊比」，將中國屬地畫予外人自治區中的司

法審判權，交給外國人自行管理內部犯罪情事。如今，在清朝上海公共租界的會

審公廨中之下，也同樣出現了中國官員與外國官員的會審機制，並在會審中依照

犯罪情事大小來決定適用何國法律，從而確立了由何國審判官專管之「各國各官

各管各人」的做法，只是會審公廨負責管理上海公共租界，只有在一般紛爭下的

華洋訴訟，才會依「中國常例審理」，這依然符合中國將外人居留地劃予外人自

治的邏輯。而且租界之內這種「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屬人主義原則更為明顯，

各國領事只能管理自己屬民，即便租界之內中國人民的訴訟，各國領事也不得因

而干預。 

    第二，〈修改恰克圖界約第十條〉規定了先由守卡官兵報告邊境兩國官吏初

步會審後，稟報專管交界事務之處（俄羅斯邊境事務官與中國的庫倫辦事大臣或

土謝圖汗），該處再派專員到該守卡會同審訊並回報該處的「兩國會同審理」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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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鐵崖編，〈上海洋徑浜設官會審章程〉，《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頁 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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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並確立庫倫辦事大臣做為邊境最高層級官廳與俄羅斯進行會同審理、咨報中

央理藩院或上奏皇帝的涉俄事務之司法權限。而在清朝租界的會審公廨之下，如

果該罪犯屬於該國領事管理，領事官須會同委員審問；如果是不具備領事管束之

的罪犯，依然回歸由中國官員擔任審判官之。一直到光緒二十七（1901）年，英

美租界會審公廨才更名為公共租界會審公廨，設秘書處、華洋刑事科、華洋民事

科、洋務科、管卷室等內設機構。     

    值得一提的是，涉及中外司法案件的會審機制，在光緒二(1876)年的中英〈煙

台條約〉以明確定義了「會同」的範圍： 

 至中國各口審斷交涉案件，兩國法律既有不同，只能視被告者為何國之人，

即赴何國官員處控告；原告為何國之人，其本國官員只可赴承審官員處觀

審。倘觀審之員以為辦理未妥，可以逐細辯論，庶保各無向隅，各按本國

法律審斷。此即條約第十六款所載會同兩字本意，以上各情兩國官員均當

遵守。261 

亦即「會同審理」到了中英〈煙台條約〉後，已明確定義為「觀審」與「逐細辯

論」。學者應俊豪認為中英〈煙台條約〉中「觀審」的明文化，是英國在華享有

觀審權的確立，262但若考察清朝自〈修改恰克圖界約第十條〉以來清朝中國的涉

外司法審判，以及中英簽訂〈五口通商章程〉之清朝中國對涉外司法審判的脈絡，

可知中國允許英國領事在被告主義原則進行會審到觀審的進程，都是「倘遇有交

涉詞訟，管事官不能勸息，又不能將就，即移請華官公同查明其事，既得實情，

即為秉公定斷，免滋訟端」的衍伸制度，而中英〈煙台條約〉條文訂立「觀審」，

只是將行之有年的原則加以明文化。263對清朝而言，包含英國在內的有約與國，

都有觀審並逐細辯論的權利，這是符合中國固有涉外司法審判的原則。 

    由於租地具備著租地人和承租人的租賃關係，租地最初的成立，本身有特別

的存在，不能任意以近代主權國家之喪權辱國的觀點來看待。對傳統中國對在華

外人的司法態度來說，畫設外人居留地給予有約與國自行派官員管理，反而是既

落實華洋分治的理念，也是避免中外糾紛過度的有效辦法。租地既然已出租，承

租人有使用土地的權益，租地上面承租人內部自行的行政管理、司法制度等，自

然是作為租地人的清朝政府無須干預的。雖說如此，以這觀點來看待清朝租地所

形成的租界之涉外司法審判，卻依然可以看出清朝中國對涉外司審判的態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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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鐵崖編，中英〈煙台條約〉，《中外舊約章彙編》第 1 冊，頁 350。 
262

 應俊豪，《「丘八爺」與「洋大人」─國門內的北洋外交研究(1920-1925)》（台北：國立政治大

學歷史系，2009），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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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敏淑，《清代中國的外政秩序─以公文書往來率司法審判為中心》，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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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著與傳統向來無異的立場。在中國歷代對外通商所形成的司法審判慣例中，「蕃

坊」之內的「蕃長」，都是經過過中國官廳並給予其管束之權力下，中國對外華

外商的固有做法，因此租界也有異曲同工之妙。租界必然是在最初租地條約簽訂

之後的產物，因此租界內各國領事之官方身分行政管理單位，早已透過條約來獲

得中國政府的承認；租界會審公廨之「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相關規章，一直都

是適用於兩國建立對等國交關係後，清朝政府得以確認對方的有一行政往來窗口

與承認並信任其擁有管理能力的之官廳之情形下所採取的立場。因此，透過租界

內的司法審判機制，依然可以證明清朝涉外司法審判在中英條約前後均保有的一

致性。 

    只是，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後來的發展，因著清朝滅亡前最後幾年會審公

廨的混亂，於辛亥革命期間會審公廨陷於癱瘓，駐滬領事團接管會審公廨的人事

任免以及財政預算，並且將會審公廨改造成西式法庭，最後擴大了會審公廨固有

的司法管轄權限，得以管理上海租界內一切的司法案件，而外國會審官的權限也

擴大至所有刑事與民事的案件。264因此清朝「各國各官各管告人」式的類似屬人

主義原則，被駐滬領事團以類似屬地主義之對租界內領土內絕對管轄權的概念所

取代，而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人採用歐洲近代國際法的視角，來理解上海租界會

審公廨，由於中國行政與司法權無法管轄租界內部，因此成為當時國人眼中外國

人獨攬司法管轄權的境外之地，從而成為廢除所謂領事裁判權、收回國權的聲浪

中的首要目標。 

 

第五節  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洋近代領事裁判權的認識 

    中英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簽訂〈南京條約〉，隨後繼續簽訂作為〈南京條

約〉具體通商往來細節的〈五口通商章程〉。透過〈南京條約〉第二條：「自今以

後，大皇帝恩准大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

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

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與各該地方官公文往來；令英人按照下條開敘之例，清

楚交納貨稅、鈔餉等費」的協議，清朝承認了英國官員與中國地方官公文往來的

對口機制，而透過條約的簽訂，也表明了清朝和英國之間建立起對等國交關係，

清朝政府有了可以信賴與交涉的英國官廳。從清朝中國對外關係的角度來看，英

國從過去的偶貢小國，一躍而成為清朝的「與國」。由於文化差異造成的司法關

念之不同，對歐洲國家來說，中國法律不符合西方法律程序正義，其處置方式也

                                                      
264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頁 14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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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乎其基督教國家的律法精神，因此英國利用與中國簽訂條約之際，要求加入

領事裁判權之款項。在〈五口通商章程〉中涉及英國人的司法審判上，清朝同意

給予英國官員管理英國商民的權利。 

    了解清朝涉外司法審判是至少從唐、宋以來就沿用的且樹立出成熟的模式，

也考察了中俄自〈尼布楚條約〉以來在涉及雙方司法審判的處理作法後，再來看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可知清朝依照這種類似屬人主義的原則給與英國領事裁

判英國人的作法，和清朝給與俄羅斯「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做法並無二致，對

於清朝來說，既然英國已經成為「與國」，雙方建立了常態化的官方溝通機制，

英國也具備了可以信任的官廳和官員，來對在中國之英國人負起管理之責任，因

此給予英國管事官自行管理英國人的司法審判權，是符合過去清朝給與俄羅斯管

事官裁判權的固有涉外司法原則。只是後來列強一系列行為漸漸超出條約本身的

權利義務，清朝也漸漸意識到當初依據條約給予的權利，在列強所設定的遊戲規

則下是侵害與損失。 

    以前文提及租界發展為例，最初的租地乃是符合清朝中國對外秩序的做法，

但後來包括太平天國、小刀會起義等內亂時期間接促成英、法、美各國領事協議

在上海的租地內部組織義勇兵並建立防禦工事自保後，從而外人的行政管理取代

了租地內中國政府的管理，而且在戰亂頻仍之下，各國領事也傾向以自己武力管

理租地內部運作，如此一連串的作為，造成日後中國政府無法插手過問租界內部

的日常行政事務，儼然形成「國中之國」的現象，265而這些租地發展的結果，成

為日後列強每每與中國戰爭後透過條約索求這種「國中之國」模式的租界，而租

界在日後中國人採用歐洲近代國際法的視角後，就在心中成為侵略的代名詞。266

因此，民國之後，有多數學者對於清朝涉外司法審判中給予外國人自行管理自己

在華的國民感到不滿，將之抨擊為「不平等條約」，認為將「領事裁判權」讓與

列強，使其在華享有「治外法權」，傷害了中國國家主權與領土的完整。267
 

    前文稍微提及了英、美學者將「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等字樣代稱領事

裁判權，或許因為英、美學者這樣的使用，多少也造成當時中文翻譯上的混淆。

事實上，民初學者早就關注到領事裁判權與治外法權互相混用的情況，而且也對

兩者之內涵做了一翻清晰的介紹。民國初期的學者郝立輿在其著作《領事裁判權

問題》中釐清了治外法權之外交性質，認為治外法權的解釋存在著兩種理解，一

種是「exterritoriality」，也就是具有代表國家資格之人，如元首、公使等在外國

                                                      
265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頁 19-20。 
266

 費成康，《中國租界史》，頁 53-54。 
267

 一系列對清朝的抨擊，可以參考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 215》(鄭州市：大象出

版社，2009 年)，頁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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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所享受一種法律上之特權；另一種是「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也就是凡

在領土以內，無論任何國人，均須受其國主權之支配。268郝氏也承認，在當時的

知識份子，很多人只看到領事裁判權在中國變調成一連串「治外的法權」而將兩

者混唯一談之現象。269
 

    有鑑於領事裁判權和治外法權的混用，郝立輿和陳騰驤曾經將領事裁判權與

治外法權的差異一一羅列出來，試圖向國人釐清兩者之區別，筆者將其論述整理

成表 3-1： 

               表 1，郝立輿對領事裁判權與治外法權區別之理解 

 治外法權 領事裁判權 

法理地位 根據國際法而自然存在 依條約規定而發生 

締 約 兩 國

之 間 的 國

家地位 

由兩國互相尊敬，為國際間交

換的禮儀 

由弱國受強國之脅迫而發生，唯

一種強制的行為 

國際間平等的待遇，不分強弱

大小 

不公平待遇，惟強國對於弱國使

得享有之 

國際間相互的權利 強國享有片面的權利，弱國片面

的義務 

時效性 永久的、悠遠的、永無消滅之

時 

短暫的、暫時的，終有消滅之時 

適 用 身 分

範圍 

僅限於具有代表國家資格者 無論何人……一律全體享有 

法 律 的 主

動被動性 

消極（免除其法律上之義務） 積極（享受本國法律之保護） 

賦 予 對 方

該 權 利 之

國 家 的 影

響 

無損本國領土主權 限制本國領土主權 

不須何種設備 須設種種設備（領事、法院） 

範圍極廣，不限司法審判 僅限裁判事件 

終止 得依情勢變更 除非條約終止否則不得變更 

                                                      
268

 郝立輿，《領事裁判權問題》，頁 22。 
269

 郝立輿，《領事裁判權問題》，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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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郝立輿，《領事裁判權問題》，頁 24-26；陳騰驤，〈領事裁判權闡說〉，

收錄於東方雜誌社纂編，《領事裁判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頁 60-62。 

 

    郝立輿和陳騰驤的見解應該可以反映民國時期多數知識份子對於領事裁判

權的觀點，而從這些觀點可以看出，民初知識分子在理解中國對外關係時，已經

完全採用西方近代主權國家式的觀點，也就是認為近代主權國家才是國際社會的

自然狀態。循此視角來觀察中國對外關係，就不難理解為何民初學者會把領事裁

判權被視為「國際法之例外」，是一種弱國遭受強國欺凌之「強制行為」了。究

其立場，郝立輿等這一派知識份子應該是把領事裁判權之下外國僑民自治的權利

與治外法權等量齊觀，認為領事裁判權所給與外國商民的權利，是一種「升等」

為外國公使級待遇的過程，從而本質上懷疑了領事裁判權的正當性。也因為他們

認為近代主權國家才是正常，所以他們也就把作為主權國家之間相互平等待遇的

治外法權看成是一種「永久」、「常態」、「自然發展」的存在，把領事裁判權看成

是「變異」、「暫時性」、「非自然發展」的異類。 

    考量到民國初期的中外關係，當時學者對領事裁判權與治外法權之此番理解

有其時空背景，並不算全然謬誤，畢竟當清朝晚期無法再以中國固有對外關係的

運作模式來因應歐洲式的國際關係之入侵之際，即便領事裁判權有其歷史積累的

自然發展脈絡，但在當時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大行其道之下，領事裁判權對於外國

人的保護，以及租界內外國司法管轄權大行其道，確實讓多數中國人不滿。再者，

民國政府乃推翻清朝而建立的政權，對於清朝政府的「迂腐」，勢必更大書特書

以維護其推翻前朝之合理性，因此這種氛圍下，自然形成了「清朝喪權辱國」的

感知。 

    依照清朝中國處管理與國司法審判的原則，清朝給與簽約國家「各國各官各

管各人」，本來就是一種符合中國固有涉外司法原則的做法。雖然歐洲人認為清

朝中國法律不人道或不公平，而紛紛在十九世紀時向清朝要求屬人主義式的領事

裁判權，270但是筆者不認為，這是「西方人為了佔盡中國人的便宜，而刻意將治

外法權擴大適用於在中國的所有外國人，導致兩者相混淆」的陰謀論。或許西方

學者習慣了以西方近代主權國家概念來看待與清朝簽訂的各種屬人主義的涉外

司法審判條款，因而也認為是一種侵害主權的作為，271但是筆者認為，從清朝中

                                                      
270

 Luke T. Lee and John Quigley, Consular Law and Practice, p. 7-8.. 
271

 關於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概念之混淆與區別，可參見耿習道，〈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

何勤華、李秀清編，《民國法學論文精萃-國際法律篇》，(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頁 175-182；

1930 年 5 月；劉師舜〈領判權盛衰史〉，何勤華、李秀清編，《民國法學論文精萃-國際法律篇》，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頁 183-243；趙曉耕，〈試析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頁 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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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立場為出發點來看，若以清朝中國最初與外國簽訂條約中給予外國領事依照

外國法律審理外國人司法案件之權利，就因此苛責清朝政府喪權辱國，是不了解

中國固有傳統的涉外司法審判原則，並且以近代化主權國家概念來理解清朝，才

有如此的批判。經過本文一連串的整理，可知清朝未必全然迂腐，若以「同時代

史觀」的立場來評價清朝的作為，只能說清朝政府當初給予與國領事裁判權時，

無法未卜先知，不知道一甲子後這些與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挾著更強大的物質力量

來扭轉中國行之千年的涉外秩序，從而將歐洲國際秩序強加在中國與周邊國家之

上，以至於民國之際領事裁判權在西方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推波助瀾下，成為西

方國家在華享受特權的結果。民國政府一連串撤回領事裁判權之運動，有其必要

性與正當性，在現實主義下的國際社會，也勢必要如此。 

    如今時過境遷，中國已經可以掌握來自歐洲慣例的國際法，也能從中國固有

對外關係模式切換成西方人規定的國際關係模式，並可充分運用國際法來保障中

國的權益。後人再次回首清朝涉外司法審判的作法，如果依然詆毀清朝政府給予

領事裁判權是一種「喪權辱國」，顯然已經不合時宜，畢竟，清朝也只是沿革中

國固有的涉外司法審判機制並加以成熟運作罷了。 

 

第六節 小結 

    論及清朝中國對在華外商的涉外司法審判時，在研究對外關係史中，不可迴

避的議題，就是領事裁判權的理解與解讀。領事裁判權是歐洲近代國際法語境中

的詞彙，其本身的意義無法直接對應到中國固有對在華人的司法態度。 

    領事最早源自於希臘時代，但真正具有保護屬民商人利益意義的領事裁判權，

應該源自於羅馬共和時，依照國籍原則（jus gentium）並依據外國法律和貿易慣

例來審、負責管理外國人之間、外國人與羅馬人之間的司法審判之責任的外事副

執政。羅馬共和之後，隨著商業活動的開展，地中海地區（例如拜占庭帝國與威

尼斯商人）多處也出現了在外貿易之商人首領，負責與貿易地區官員交涉、依據

本國法律審理的慣例。領事是隨著貿易活動的擴大而自威尼斯商人以來形成的一

種慣例，而且這種慣例原本與國家主權並無直接的關係，純粹出於處理來自不同

語言、文化的商務與商人間之問題真正國家意義的領事，直到鄂圖曼土耳其與法

蘭西正式以歐洲近代盛行「民族國家」的姿態簽署條約，領事制度的性質才發生

質變，領事才具有近代主權國家的意義。這樣的質變，讓領事制度和近代歐洲主

權家之外交慣例中的「治外法權」（exterritoriality）兩相混淆，特別是清末民初

的知識份子，在崇拜西學的浪潮中，大量接觸歐洲國際關係知識以及其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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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將這兩種概念混為唯一談。 

    回歸中國固有對在華外商的司法態度，來考察道光二十(1840)年以後的中外

條約中的領事裁判權，可知清朝中國在面對有約與國之際，都依循著「各國各官

各管各人」的原則，來賦予外國領事官管理自己商民與會同審理的權利。特別是

中美〈望廈條約〉的簽約過程中，代表美國簽署條約的顧盛，特別向其國會說明

向中國要求領事裁判權的理由，從其理由可以窺見，美國並未將領事裁判權當作

是侵犯中國主權的手段，而是將領事裁判權回歸其本質，作為在實務上保護在外

國之美國商民人身財產權益的工具。無論是咸豐八(1858)年之際，中國與俄國、

美國、英國、法國所簽訂的條約，也都是依照清初之際與俄羅斯建立起來的模式。

至於租界的設立，則是由古代居留地與蕃坊對在華外人管理模式的基礎、結合清

朝中國對涉及與國之司法審判的原則發展而來，而清朝本身在廣州夷館、新疆邊

境之哈薩克貿易亭的經驗，也讓清朝本身對「劃一地區予外商集結自理」的作法

採肯定的立場。透過與有約與國簽訂條約、承認其所派官員的官方權利，允許外

人聚集區域的自治，而其會審公廨之「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等司法審判機制，也

與過去蕃坊內依照罪刑大小以及是否涉及中方人員等考量來區分審判層級的作

法相似，在會審公廨中保留會審機制，這些都可以證明清朝在涉外司法審判上對

與國態度的一致性，可見清朝中國有自己的國際秩序，此秩序既符合中國歷代王

朝的規則，並沒有在中英〈南京條約〉後全然喪失了中國固有對外秩序。雖然會

審公廨與租界後來的發展，逐步在歐洲近代國際法語境下成為侵略中國主權的事

實，也漸漸背離了清朝中國固有對外人司法態度的原則，但是至少在清朝與英國

簽約的當下，清朝是以其固有對外秩序的立場來簽約，並非一味遷就。只是列強

後來的行為一在超越當初與中國簽訂的權利義務，甚且還透過不斷以戰爭或其他

壓力逼迫中國另訂新約的手法，滿足他們在中國的利益。 

    後人對於「領事裁判權」多有負面評價，或許是因為承襲著自民國初期以來

知識份子所目睹之國內外情勢，而做出對領事判權的評價，而其負面意涵，也或

許是因為清末民初之際的中國，漸漸採用歐洲近代國際法以及歐洲「民族國家」

的視角，知識分子也直接將「中國」理解為如同當時歐洲國家般的「民族國家」，

並且用近代歐洲國際法來看待清朝中國的條約簽訂，而直接給予的負評。不僅如

此，民國做為推翻清朝的後繼政權，政府官方也多用清朝簽訂了許多所謂的「不

平等條約」來做為其後繼政權正當性，並且當作團結民心的工具。無論如何，清

朝中國涉外司法審判的秩序，繼承了中國歷代王朝所發展出來的模式，而這模式

是完全迥異於宗教戰爭與工業革命之後歐洲近代國際法的思考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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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有鑑於既有研究多從歐洲國家發展出來的國際關係與歐洲近代國際法的立

場來討論對外關係史，卻不能從中國歷代王朝的立場與觀點來理解清朝中國涉外

司法審判的沿革，從而忽略了中國固有涉外司法審判的原則，本文以清朝中國對

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為基礎，並通過「領事裁判權」的論述來探討既有研究的盲

點，希望能重建包括清朝在內的中國固有對外商的司法態度。在結論部分，本文

將綜合前三章對於中國固有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清朝中國涉外秩序以及後代

學者之論述的探討，並回應今日學界對中國的評論。 

 

一、以「清朝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證明清朝對中國固有對外秩序

的沿革 

(一) 清朝繼承中國固有的對外秩序 

  中國對外關係的思想，源自於上古時期華夏族體形成時期，與其他族體在宗

教、風俗與文化差異之下，所遭遇的一切問題，以及在周代天子與諸侯分際混亂

的局面下所催生出諸子百家在「名分」上的討論，而這些名分與禮法的思想，推

及到中國與周邊族群的關係時，就形成了華夏與周邊政權或華人與外人之間的名

分秩序。隨著中國版圖日趨擴大，融合周邊諸多部落政權與少數民族並以「中華」

作為統合四方的概念時，中國對外關係的實踐也日趨多元。囿於目前史料，目前

可知，中國將這種華夷秩序付諸於律法文字規範，最晚可追溯至唐朝中國時期，

而諸多學者也已經探討了中華法系的特點，也就是在隋、唐之際完成儒家思想法

律化與法律制度儒家化的工作。272唐律之中規範中國處理外人犯罪問題的原則，

可見於《唐律疏議》的化外人相犯條，並實踐於蕃坊。這種對外人的司法態度，

也可以作為觀察中國華夷秩序實踐的視角。從唐、宋蕃坊到清朝中國對在華外人

的司法態度可知，中國對於居留在對外商港的外商之司法態度，原則上是以中國

法律作為至高法權位階，透過地方官任命外人居留地的外人首領來行使管轄權，

而中國政府擁有對在華外人犯罪問題的最終司法審判與處分權，足見清朝中國的

對外秩序，都繼承著過去唐、宋以來中國的對外秩序，尤其是其涉外司法審判。 

    本文著眼於清朝中國，發現清朝中國對外商港居留的在華外人的管理是如此，

在中國對外秩序的宗屬關係上也是如此，在沒有國交關係的互市國亦是如此，而

                                                      
272

 何平，〈中華法系與唐律關係探究〉，《法制與社會》，第 2 期(昆明，2014)，頁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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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澳門葡萄牙人的安排上，更是如此。本文第二章探討清朝對在華外人的司

法態度發現清朝中國在多元的對外秩序中，完整延續中國傳統對外關係，並且更

加徹底而完善地實踐。在宗屬關係中，宗主國法律順位高於屬國法律，而中國皇

帝也能依據中國法律來審斷屬國人民、官員甚至是國王；對於互市國，則以《大

清律例》之化外人條例來審理在中國涉案之外國人，並且在中國法律的授權下，

視罪刑大小以及是否涉及華人等性質與範圍，來決定是否允許外國人內部依照本

俗法審理裁奪。一直到 1887 年澳門淪為「租借地」以前，清朝對澳門的管轄，

乃是以「世居於中土的外人」立場來理解，而涉及華民與葡萄牙人的司法犯罪問

題，則在乾隆九年陳輝千案確立的定例下，依照罪刑大小區分中國法律管轄或葡

人自治，此定例凸顯中國法律的至高法權位階，這點與過去中國蕃坊有著異曲同

工之妙。 

    因此，至少就清朝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可知，清朝完整繼承了中國自唐朝

以來確立的固有對外秩序，維持中國法律對在華外人的最終管轄權，並且落實對

外商港外人居留地的管理，這點和唐、宋、時期的蕃坊模式與精神是一致的。無

論如何，清朝中國對領土之內的外國人擁有司法管轄權，這點是無庸置疑的，清

朝中葉以後所發展出來的各種管理在華外人之模式，也不離此原則。 

     

(二) 鴉片戰爭後中西國際秩序視角下的「領事裁判權」 

  有別於宗屬關係的屬國以及無國交關係的互市國，清朝中國與「與國」的關

係，讓中國固有涉外秩序有了新的面貌。在清朝中國與俄羅斯的長期交涉之下，

清朝深知俄羅斯與中國同為大國，而如何將這個同為大國的外國納入中國世界觀，

同時又必須顧及與內政的協調，就成為清朝對外關係靈活發展的動力。對於與清

朝中國有對等國交關係的「與國」，清朝中國透過條約確認與國（俄羅斯）的司

法以及公文書往來窗口，也承認俄羅斯地方官廳的行政權力，因此開展出「各國

各官各管各人」的作法。要強調的是，即便是這種類似屬人主義的司法態度，也

只有在中國政府透過條約確認與國的行政窗口、並輔以會審制度達到兩國官員都

滿意的審判程序之前提，各國各官各管各人才得以成立。簡言之，只有作為與中

國對等、具備國交關係的「與國」，清朝才同意開展這種模式，這點本文已經在

第二章一一論述。但是更值得後人省思的是，清朝對外關係所靈活發展出來的「與

國」模式，成為日後清朝中國國力衰弱之際，面對歐洲列強予取予求、條約談判

之際的對應之道，而清朝中國在這樣過程中的考量與思維邏輯，這部分也就是本

文在第三章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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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當歐洲商船來到中國時，他們無法理解中國固有涉外秩序，對於中

國在對外通商、司法審判、公文往來的運作模式都迥異於歐洲近代國際法之思考

邏輯的情況下，從起初遭受清朝中國的拒絕，到最後用軍事力量強力要求中國依

照自己接受的方式來交涉。多數後代學者認為清朝是屈服了列強的願望，滿足了

列強的獅子大開口，但是經過本文在第三章的研究，回歸本文在緒論所提出的問

題意識：清朝給與歐美各國「領事裁判權」，是一種喪權辱國的行為嗎？    

  以收取地租的澳門以及後來租界的劃設來看，在對外開放的口岸上，將一定

範圍的領土給予海外商人居留的做法，本來就無關喪權辱國，而且在中國法權至

上的原則下，許可外人一定程度的自治，是固有的作法。雖然明朝政府允許澳門

葡萄牙人自治議會審理葡萄牙商人是違反明朝國法，和中國固有蕃坊精神並不相

符，但清朝中國於乾隆九年訂出對於澳門葡萄牙人的司法審判原則，是符合清朝

以及過去中國固有的對外司法態度，也就是中國法權至高位階與在地方官認可之

下的自治，從來就沒有喪權辱國。對清朝來說，租地本身是過去中國曾經採用的

經驗，和廣州夷館、哈薩克貿易亭等經驗類似，並且直到中英〈南京條約〉之際

都不曾脫離中國管轄範圍的澳門，讓清朝不覺得租界的作法有喪權辱國的意涵，

而經過本文在第三章對於領事裁判權的探討，發現事實是，清朝在簽約當下並非

以歐洲近代國際法之主權國家的意識，而是依據中國固有涉外司法之原則，來理

解條約內容，從而以源自中國固有對外秩序下「在地方官的認可下，將一範圍領

土給予海外商人居留」的思維，來給予英、美、法等新與國領事裁判權，而此舉

恰巧也符合這些國家的願望。 

    此後租界內部的會審公廨（所），也同樣可以看出清朝對中國與歐洲國際秩

序存在差異的因應之道。由於歐洲國家無法接受中國法律的刑罰思維，而對他們

而言，中國對人犯的處置方式也不合乎基督教國家的司法觀念，因此當他們面對

涉及中國司法審判的議題上，已經多次向中國要求依照自己法律來審判自己的罪

犯。如今雙方透過規範雙方司法審判的原則，歐洲國家得以用自己的律法精神審

判己方罪犯，同時對清朝中國來說，這些簽約的歐洲國家成為中國的有約與國，

使得清朝對與國關係之「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司法態度，也正好得以行使於租

地之上，如此不僅符合中國固有司法態度，也有助於解決中外司法審判的困難與

麻煩。從這角度來看，在後人眼中所謂「領事裁判權」的給予，也不過是清朝固

有通商秩序中夷館、貿易亭結合「與國模式」，成為清朝中國因應歐美等國要求

依據西方法律審理西方人的做法，而與過去中國給予蕃坊中的外人一定程度的司

法自治相類似。即便在現代人眼中清朝給予外國這些條約權利是多麼令人難以置

信，但回到當時清朝所處的時空背景可知，給予與國這些權利，同時符合清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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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國固有的對外秩序。簡言之，清朝中國「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做法，一直

是清朝避免華洋雜處可能產生治理困難，而依據過去中國固有對在華外人管理模

式所發展出來的做法，而在中英〈南京條約〉以後，又能與歐洲國際秩序中的「領

事裁判權」不謀而合。至於租界日後會審公廨的脫序發展，則是另一個議題。 

    是故，中國對與國「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司法態度，與歐洲國際法下領事

裁判權的精神是相通的，並沒有喪權辱國的內涵；換言之，當清朝面對歐洲各國

提出與中國固有對外秩序相同的做法，可謂「一拍即合」，因此清朝與歐洲各國

簽訂之條約，並無喪權辱國。即使中國與歐洲國際秩序有不同的發展歷程與思維，

但兩者至少在鴉片戰爭後領事裁判權的議題上，是兩者都可以接受的條款。 

 

二、中國對外關係研究的傳統盲點 

  既然清朝給與歐美各國「領事裁判權」並非喪權辱國，為何後人會將這種行

為判定為喪權辱國？ 

  過去學界對於中國對外關係研究，特別是「領事裁判權」一直是帶有革命史

觀與民族主義色彩的論述，也一直被推翻清朝的政權作為其政權正當性的工具之

一，並成為現在歷史課本的基本論述。由於下文探討之需要，筆者認為有必要再

強調本文於緒論所引述的文字： 

〈南京條約〉公布後，歐美各國商人，爭請訂約通商。清廷於國際事務，

懵然無知，於是不平等條約陸續出現。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清

廷與美、法兩國，分定商約，又將對外商的民刑事裁判權，輕易斷送。286
 

每每論及領事裁判權的論述，都是上面這樣的立場，抨擊清朝盲目無知又顢頇迂

腐。面對這樣預設立場論斷清朝對國際法的無知與迂腐，質問清朝何以不經掙扎

就簽署了「不平等」條約，從而傷害中國的主權，本文卻更加好奇著在領事裁判

權的談判中，清朝「幾乎沒有協商與抗議，就同意給予外國派領事處理其屬民的

司法審判」。從本文的討論可知，這類論調一直是民國以來學者以西方近代主權

觀來探討過去中國的途徑，可謂一大盲點。 

  針對上述學者的盲點，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清末民初之際，知識份子眼見歐

洲國家在全世界的宰制，對照於中國在制衡歐洲各國艱難和各層面的衰弱，漸漸

認為西學強於中學，從而全面轉向對西學的認同，因此，歐洲近代國際法以及西

                                                      
286

 傅樂成，《中國通史》(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2000 年第 9 版)，頁 68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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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國際關係中的「民族國家」的概念也早已深植人心；同時，領事裁判權的給予

之後約二、三十年，中國人民陸續看到華洋訴訟下外國人不受中國法的審判，乃

至外國領事超越條約權利，以列強姿態強迫法庭作出有利外國人的判決等等，而

且這種現象到了民國初期依然盛行，因此國人眼中的領事裁判權，自然是喪權辱

國。即便歷經中國參與二戰、中共建政，直到今日，領事裁判權已經成為歷史名

詞，後代史學家仍不自覺地以西方近代主權觀與西方國際關係視角來研究清季以

後對外條約簽訂的過程，自然也覺得當年清朝條約之談判甚為迂腐，而完全不對

領事裁判權加以抗議，從而歸結於清朝無知。但事實上，以同時代史觀的角度來

整理中國歷代涉外司法審判的態度，並重新理解清朝最初在與俄羅斯之後其他與

國的條約，便能理解在歐洲國際關係的遊戲規則尚未在亞洲大行其道之際，清朝

所秉持的原則與邏輯，也不過是依照中國行之千年的外政秩序與對外關係，所採

取之自然且合理的反應。 

 

三、中國固有國際秩序的啟示意義 

  英國歷史學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其著作《躁動的帝國─從乾隆到

鄧小平的中國與世界》的結論寫道： 

中國人喜歡提醒我們，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源遠流長，有時候反而壞事……

即使我們應該尊重中國對過去的執著，也不應該被他所嚇倒。中國今天最

重要的方面是，他要如何接受全球在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發生的一系列變

化，使他成為今天中國的一部分。287
 

今日中國面對歐洲憑著軍事武力在全世界的擴張掠奪、全球在十九世紀及二十世

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以及在那段歲月中所遭遇的一切，確實還在理解、消化對

於過去的經歷，而且記憶猶新，而這些中國過去的經歷，也一直影響著今天中國

對外政策中話語的使用。當下國際關係學界的主流，仍然使用歐美經驗的國際關

係理論來詮釋今天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以兩極對抗、性惡論以及無政府狀態的

現實主義觀點來評價今日的中國，並且定調為「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時，
288這些所謂的主流，卻完全忽略了中國在千年以來逐步發展出來的固有對外秩序，

甚至也窄化了地球上各種對民族、族群、團體、國家的定義，從而造成全球各地

紛爭未歇。 

                                                      
287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著，林添貴譯，《躁動的帝國─從乾隆到鄧小平的中國與世界》(臺北：

八旗文化，2013)，頁 389。 
288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4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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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區域經濟整合不斷加深、歐洲國家持續以歐盟形式加深連結，全球都不斷

歌頌歐盟作為人類政治的一大進步之際，姑且不論歐盟這種區域整合的模式與宗

教戰爭以前歐洲尚未有明確國界的世界是否有多大的出入，光是中國傳統對外通

商秩序早就已經展現超越近代主權國家政權的貿易網絡、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

早在清朝以前就以各種不同形式的雙邊關係組成的完整系統等歷史事實，就足以

說明「國家」的觀念，不是現代學者在主權國家之下所設想的如此狹隘，而國際

政治也不是只有現實主義學者所以為的以「無政府狀態」(Anarchy)、「權力極大

化」(Maximize its Power)、「權力才是國家的保障」的前提。至少歐洲宗教戰爭

後依據「主權國家」概念所建立起來的國際關係，不僅引起諸多地區領土分裂、

爭議不斷、戰爭頻仍，還引發兩次世界大戰，甚至這些「遺毒」仍然左右著今天

世界各地領土爭端，令人不禁省思這樣的國際關係還值得今人追隨、歐洲人至今

是否還服膺這種狹隘的國際關係理論呢？甚至歷經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蘇兩

國也依然奉行源自歐洲的國際關係邏輯，將其他國家拉入各自陣營，成群結黨地

將世界分化為兩大集團，結果就是將人類推進核武大戰的陰影，隨時恐懼末日的

到來。 

    對照於全球各地區的歷史發展，歐洲歷史經驗發展出狹隘的主權國家觀、現

實主義下的排他性國際關係，並且在這種脈絡下發展出來之變異的領事裁判權，

其內涵迥異於伊斯蘭教地區與中國地區「允許外人依其國俗自治」的初衷。如果

說明朝中國的對外關係是中國歷代對外關係史上的特例，那麼歐洲在〈西伐利亞

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後所發展出來的國際關係，也真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怪

誕」(peculiar)的「特例」。 

    確實，今日的西方世界不用被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給「嚇倒」，中國也從來

不以自身歷史去強迫西方國家接受，但當中國還在思考過去百年經歷對中國自己

意義的同時，西方自己是否也應該要反省自己在歐洲近代狹隘的國家觀念、排他

性的國際關係、使世界上其他國家同受其害，以及至今仍不少國家在為過去歐洲

海外擴張時留下的遺毒而付出苦難的現勢？正如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國際關係理

論的建構主義學派興起之際，他們對於冷戰造成的兩極世界體系與過去百年來國

際關係的抨擊：無政府狀態是國家造成的，而當時國際關係的權力政治，也是因

為西方各國都堅信沒有權力就隨時會被滅亡，因而建立起認知共同體，並在在零

和遊戲的恐懼之下建構起國際無政府狀態。289
 

  中國統治著遠比歐洲廣大的土地、管理著遠比歐洲人口還要多的眾民，能有

                                                      
289

 Wendt. Alexander,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2(1992), p.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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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統治長達千年以上，並且不斷沿革出多元的固有涉外秩序，是否也意味著中國

固有涉外秩序，才是確保中國與周邊國家長治久安的途徑？或者至少是適合中國

發展的一套模式？無論如何，中國在今天全球化的進程中，其經濟力已經深入全

世界各地，主權國家的概念也已經不像十八世紀以來那麼風行，國家的角色也不

再那麼強烈，中國固然要接受過去經歷帶給他的影響，但中國固有涉外秩序以及

對過去的記憶，作為「中國特色」，也許會影響外國與中國交往時的發展。待中

國重返大國地位，或許中國固有對外秩序的原則與邏輯，能刺激當代國際關係的

發展、國際法的制定與國際建制(Regime)的進化。 

無論如何，當整理中國固有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清朝中國涉外司法審判

之模式，並且重新檢討領事裁判權之評價，也給後人再次提醒：國際關係未必只

能是歐洲人在〈西伐利亞條約〉後所建構的一種模式，而透過爬梳清朝對外關係

後，可知人類歷史上存在著多元而包容的「國」際關係。如今，再考察中國歷史

的進程，應當能給予世人深遠而有意義的啟示。 

 

四、未來課題 

    本文研究清朝中國涉外司法審判，並且針對學界固有對領事裁判權的論述，

以同時代史觀的視角，來重新審視清朝簽署領事裁判權的思維邏輯，從而得知清

朝中國是以中國固有涉外司法原則，來理解條約，認為領事裁判權不僅符合中國

固有慣例，在當時時空背景下，清朝中國如此思維也是自然而然的。即便是西方

國家透過清朝一體均霑的對外思維而索求無度，清朝也竭力將歐洲近代國際法的

遊戲規則整合在固有傳統外政秩序中。然而，誠如本文在論述中也提及，清朝中

國並非盲目懵懂或迂腐不堪，在歐洲國家漸漸將他們遊戲規則帶入中國與周邊國

家、中國漸漸知悉歐洲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後，清朝也漸漸意識到當年依照

中國固有涉外司法審判之邏輯所給予的領事裁判權，在列強壓迫下，將侵害採用

了西方國際秩序的中國之主權。因此，將來的課題，可以關注在清朝中國在歐洲

近代國際法的外交時代下，如何調整自己的涉外司法審判機制，迎接來自列強接

踵而來的挑戰。這種調整是全盤摒棄中國固有涉外司法審判之慣例，或是融合著

中國歷代王朝發展出來的邏輯？即便是在清朝中國採用西方國際秩序、西式外交

禮儀、進入中華民國時期之後，甚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之後的中國，其固有

的涉外司法審判之運作邏輯，是否依然存在於中國？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課題，

進一步理解清朝固有外政秩序與歐洲近代外交制度相遇後的調整。 

    除此之外，本文第一章爬梳唐朝至明朝的中國固有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1 

但筆者尚無能力研究唐朝以前中國涉外司法審判。事實上，西元 1975 年於湖北

省雲夢縣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簡稱為《睡虎地秦簡》，其中收藏諸多律法文件之

抄本，因此也可認為是秦代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從而提供了一些窺探秦代律法

的契機，得以理解秦代律法的初貌。290然而，由於《睡虎地秦簡》僅為部分法律

文件之抄本，秦朝以來的法律史料仍缺漏不全，縱然學界已初步掌握目前上述出

土《睡虎地秦簡》斷簡殘篇的幾條律法，但其尚不足以重構秦朝時期的法律體系。

此外，秦朝透過兼併其他各諸侯國之後，建立起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的多民族帝國，

但或許因為當時中國的對「外」關係，並不具備今日邊界與主權國家概念分明的

內涵，也不同於清朝中國對屬國、與國和互市國的理解，而是中央與少數民族、

「蠻夷」等的關係，因此更添增研究的困難。他日若有更多秦、漢時期的史料出

土，得以窺探秦、漢時期法律體系下對於屬邦、屬國以及其他形式之對外關係的

涉外司法審判，並結合既有對唐朝以前中國對外關係的研究成果，一定更有助於

了解唐朝中國以前中國對在華外人的司法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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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慶云，〈秦漢時期民族關系的法律調整—以《屬邦律》和《蠻夷律》為中心〉，《曲靖師 

範學院學報》，第 4 期（曲靖，2007），頁 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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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th CONGRESS,
2d Ses.sion.

... ..- r.....

[SEXNATE.)

MESSAGE
TROX..

THE PRESIDENT OF THlE UNITED STATES,

.:n ..at.r.act f te

.In abstra~ct. qfa;h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ed
the Chinese Empire.

JANUARY 22, 1845.
Read, referred to. the Comn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ordered to be printao

To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I communicate, herewith, an abstract of th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Chinesbe Empire, concluded at Wang Hiya en
the 3d of July last, and ratified by the SeiiatW onh the loth instant; aiid
which, having also been ratified, by the Emperor of China, now awaits
only the exchange of the iatificationis in China; from which it wvill be seen
that the special mission authorized by Congress for this purpose has fully
succeeded in the accomplishment, so far, of the great objects for which it
was appointed, and'in placing our relationswith China on a new footing, eii-
nently favorable to the commerce and oiher intre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iew of the magnitude and importance of our national cdnzceriXs,
actual and prospective,-in China, I submit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Cong'e8,
the expediency of providing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thie
subsisting relations of amitv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ither by means of! a permanent minister or comn imsiidner,
with diplomatic functions, as in the case of 'ertain of the Mohammedan
States. It appears, by one of the extracts anrie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China consists both of a plenipotentiary and
also of paid consuls for all the Five Ports, one of whom has tbe'title and
exercises the functions of consul general, and France has also a salaried
consul general ;-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em? in like man6r,
to call for some representation in China of a higher class than an ordinary
commercial consulate.

I also submit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Congress tho expediency of making
some special provision, by law, for the security of the independent and
honorable position which, the treaty of Wang Hiya confers o0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iding or doing busitiess in China. By the 2 istdnd 25th
articles of the treaty, (copies of which are subjoined in e'tienso,)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are wholly exempted, as well in criminal as an
civil matters, from the local jurisdic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made amenable to the laws and subject to Lhe jurisdiction of the ap-

.i 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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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rialt author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Some acfion on the part
of Congress seems desirable, in order to give full effect to these important
concession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JOHN TYLER.
WASHINGTON, January 22, 1845.

ABSTRACT OF THE TREATY. ;

The preamble sets forth,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Ta
Tsing Empire, desiring to establish firm, lasting, and sincer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have resolved.to fix., in a manner clearanrdpoa.
itive, by means of a treaty or general convention of peace, amity, and
commerce, the rules which shall in future be mutually observed in the in-
tercourse of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For which desirable objec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ferred full powers on their Commis-
sioner, Caleb Cushing,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China, and the August Sovereign of the Ta Tsing
Empire on his Minister and Commissioner Extraordinary, Tsiyeng, of the
Imperial House, a Vice Guardian of the Heir Apparent, Governor General
of the Two Kwangs, and Superintendent General of the Trade and For.
eign Intercourse of the Five Ports.
ARTICLE 1;'Provides that there shall be a perfect and universal peace

and a sincere and cordial amity between the Ul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Ta Tsirig Empire.
ART. 2. Provides that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orting to China

for the purposes of commerce will pay the duties of import and export
prescribed. in the tariff annexed to the treaty, and no other duties or charges
whatever; a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participate in any future con-
cession granted to other nations by China.

A;RT; 3. Provides for the admission of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five ports of Kwang-chow, Hiya-mun, Fu-chow, Ning-po, and Shang-

;ART. 4. Provides for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import and sell, or
bux rnd export, all manner of merchandise at the Five Ports.

ART' 6.. Limits the tonnage duty on American ships to five mace per
Ion, if over.one hundred and fifty tons registered, burden; and one mace
per top, if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tons or less. Also, provides that such
Ve6el, having paid tonnage at one of the Five Ports,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pay a second tonnage duty at any other of said Five Ports.
ART. 7.. Exempts boats for the conveyance of passengers, &c., from the.

payment of tonnage duty.
ART. 8. Provides for authorizing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to employ pilots, servants, linguists, laborers, seamen, and persons for
whatever necessary service.
ART. 9. Provides for the employment and duties of custom-house guards

for merchant vessel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ART. 10. Provides that masters of vessels shall deposite their ships'.

papers with the consul, and make a report, &c., within forty -eight hours
after their arrival in port; forbids the discharge of goods without..a.per.-

2-[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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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it,; and authorizes. the vessel to dischargeithe whole of' a1 iat' onlyof
the cargo, at discretion, or to depart without breaking bulk.
ART. 1L Prescribes the mode' of examining' goods, in ord&rto thi eoti-

mation of the duty.chargeable thereon.
ART? 12, Provides for 'regularity and uniformity of 'weightt'and'mbas-

ures astthe; Five Ports..
ART. 13. Provides for. the. time and mode of paying deities; tonnage-

duties being payable on the admittance of the vessel' to entry, and duties-
of import or export on the discharge, or lading of the goods.

ART. 14. Forbids the trarashipment of goods from' vessel to' vessel"in.
port; 'without a permit for the same.
ART. 15. Abolishes the hong. and other monopolies and restrictions on

trade in Chipa.
ART. 16. Provides for the collection -of debts due' from Chinese to'

Americans, or from Americans to Chinese, through the tribunals of the'
respective countries.
ART. 17. Provides for the residence of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struction by ihem of dwellings, storehouses, churches, cemeteries,:
and hospitals, and regulates the limits of residence, excursion, and trade, per-
mitted to citizens of Ahe United States at the Five Ports and the anchor-
ages appertaining thereto.
ART. 18. Empowers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eely to employ-

teachers and other literary assistants, and to purchase books in China.
ART. 19. Provides for the means-of assuring the personal security of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ART.: 20. Provides that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paid du-

ties on goods at either of the said ports, may at pleasure re-export the same
to any other of the Five -Ports, without paying duty on the same-a second
time.
ART. 21. Provides that subjects of China' and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charged with crimes, shall be subject, only 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each, of the laws and officers of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ART. 22. Provides that merchant vessels may freely carry on commerce
between the Five Ports and any country with which China may happen-
to be at war.

ART. 23. Provides for reports to be made by consul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commerce of their country in China.
ART. 24. Provides.for the mode in which complaints or petitions' may

be made by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by subjects of China to the offic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troversies
between them adjusted.'

APT." 25.. Provides that all questions in regard to rights, whether 'of'
person or of property, arising between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and regulat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their own Government.
ART. 26. Provides for the police and security of merchant vessel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aters of China, and the pursuit and punishment
of piracies on the same by subjects of China.
ART. 27. Provides for the safety and protection of vessels or citizens

of tha'United States, wrecked on the coast, or driven by stress of weather.
or otherwise into an.r of the ports of China.
AnT. 28. Provides that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ir vesse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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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pqty, shall not be subject:to any embargo,detitstton,obrother moleith.
tionmn China.

ALIT. 29. Provides for the apprehension in China of mutineersor1eserters
from the vessel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livering lip of ChinreX crimi.
nals taking refuge in the houses or vessels of the Americans; and the mu.
tual prevention of acts of disorder and violence; and that the tmerbhants,
seamen, and other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shall be under
the superintendence of the appropriate officers'of their own Governmrit.

ART. 30. Prescribes the mode and style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officers atd private individuals, respectively, of the two nations.
ART. 31. Provides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communications from thieGov.

crnru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Imperial Court.
ART. 32. Provides that ships of wa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ffi-

cers of the same, shall be hospitably received and entertained at each of
the Five Ports.
ART. 33. Provides that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engaged in contra-

band trade or trading clandestinely with such of the ports of China as are
not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shall not be countenanced or protected by
their Government.
ART. 34. Provides that the treaty shall be in force for twelve years, or

longer, at the option of the two Governments, and that the ratifications
shall be exchanged wvithin eighteen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the signatures
thereof.
The treaty purports to be signed and sealed by the respective plenipo-

tentiaries, at Wang Hiya, the 3d of July, 1844, and is signed-.
C. CUSHING. TSIYENG, (in Manchu.)

Thiefollowing are the 21st and 25th articles, at length.

ART. 21. Subjects of China, who may be guilty of any criminal act to-
war'ds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arrested and punish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China; and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 may commit any prime in China, shall be subject to be
tried and punished only by the consul or other public function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reto authoriz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order to the prevention of all controversy and disaffection, justice
shall be equitably and impartially administered on both sides.

ART. 25. Alt questions in regard to rights, whether of property or
person, arising between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shall be
subject. iTthe jurisdiction and regulat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their own
Government. And all controversies occurring in China between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ubjects of any other Government shall be
regulated by the treaties existing between the United-States and such Gov-
erirnetnts, respectively, without interference on the part of China.

31;-. Cus/siing to Mr. Calhoun.

(No. 97.] IUNITED STATES BRIG PERHY,
September 29,, 1844.

Sni: Amnong the provisions of the treaty of Wang Hiya, there is one
class, to which I ani solicitous to call your attention. I mean the stip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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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which confer the privilege of exterritoriality on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iding or being in China.

In a previous despatch, (No. 22,) I addressed to the Department some
general remarks on the difference, in this respect, in the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nations, as received by the Governments of Christendom, in their
practice among themselves,arnd between one another; and the practice which
prevails between each of them, respectively, and the Mussulman Govern-
ments. Referring to that despatch, I beg leave to add some more particular
remarks on the same subject, and with more especial relation to China.

I might show, by quotations from all the standard authors, how imperfect-
ly theigeneral question is at present understood, and infer the apparent difr-
culties which surround it. Thus, among the elementary writers on the
law -of nations, the most approved,-such as Vattel and Kluber,-omit to
place in a proper light the all-important fact, that what they denominate
the law of nations, as if it were the law of all nations, is, in truth,onily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zChristendorn. The same error is yet more
prevalent among authors of a more popular caste. I content myself with
instancing one only of deservedly high estimation, Mr. McCulloch, 'who
touches upon the subject, though unconsciously, in the article " Consul,;"
of his Commercial Dictionary.

It is doubtless true, as Mr. McCulloch states, that the office of commer-
cial consul "originated in Italy;" and that, soon afterwards the "French and
other Christian nations," trading to the Levant, began to stipulate for liberty
to appoint consuls to reside in the ports frequented by their ships, &c., and
that from thence the practice gradually extended "all over Europe ;" but the
language of this statement evinces that the exact origin and nature of! the
office were not rightly apprehended by Mr. McCulloch.

That the ordinary municipal officers of each important city, especially
in Italy and among the Italian cities, which, by their possession of the
commerceof the Levant, were fast growing up into independent and wealthy
republics, were frequently, ifnot for the m6st part, designated by the Roman
title of consul, is familiarly known to all who are conversant with the history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 Indeed, this phraseology was adopted, by
many of the municipalities in other parts of. Europe, especially:those in
which the Roman or civil law continued in force, while in the boroughs
and cities which grew up in countries where the Saxon, Frankish, and
other northern codes obtained, other terms, such as alderman, bailiffs,
burgomaster, and the like, came into use, and the term consul dis-
appeared from common speech. Even, however, in municipal communi-
ties of the latter class, when writing in the Latin language, it was quite
customary to adopt the word "c consul" as the designation of their municipal
magistrates. The usage still continues, in some parts of the south of Eu-
rope, of applying this tertn to certain of the magistrates or tribunals of the
country itself. In short, the consuls found in Italy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were the domestic or municipalYmagistrates of the cities,
which, having thrown off the feudal authority of tIhe great northern princes,
were now flourishing as republics, and still clung to or revived the name
of the magistracies of the Roman commonwealth.

These republics drew their opulence from the ports of the Levant, and
especially from their trade inl the commodities of Asia, which, prior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passage to the East by the Cape of Good Hope, cam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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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terranean across Egypt and Syria, and were distributed through
Europe by the Italians.
The conquests of the Mohammedans had converted all those regions

into a scene of bloodshed, confusion, and anarchy. There was 'no sys-
tematic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no regular imposts on commerce; above
all, no security for the lives and property of Christians, when committed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local officers of the barbarous and bigoted Saraeons and
Turks. There was little of such security even in the ports which continued
subject to the tottering power of the Greek sovereigns of the LowerErnpire.

Accordingly, we find that at an early period, certainly long before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s the Italians proceeded to resort to the ports
of the Levant in numbers continually increasing, they claimed and ob-
,tained for their people the privilege of exterritoriality; that is, of being
lheld exempt, to a greater or less degree, from any authority except that of
'their own Government. In the ports of the Eastthe Genoese, the 'Pisans,
and others, residing or doing business there, formed, each respectively, a
separate community, governed by their own home laws and by their own
magistrates, to which magistrates they gave the name borne by magistrates
of the same clas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of Genoa and Pisa. This I appre-
liend to be the true origin of the commercial consuls of modern times.

In the despatch above referred to, I have suggested how, in nriy opinion,
it. happened that the various local Governments of the Levant came to be
willing that these foreign jurisdictions should exist in their territories, and
I wi~ll not repeat those remarks in this place.
Mr. McCulloch is right in the general idea that modern commercial con-

suls were found in the Levant before they were in Europe generally.
They were introduced, however, not (as he supposed) by the Fren'Ce and
other Christian nations, but by the Italians, to whom, in common with
other European Christians, the Asiatics, at the time of the Crusades, began,
as they Slave ever since continued, to apply the national designation of
"41.Fianks." Thus, for example, in th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urkey, it is stipulated of th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n the very
case under consideration, the same rule shall be applied to them as to
" other Franks;" thus extending this term even to Americans.
He is right also in supposing that these consuls were appointed "to

watch over {he interests of their countrymen, and judge and determine such
differences with respect to commercial affairs as arose amongst them;" but
he errs in describing their jurisdiction as thus limited for the histories of
that day show that they were, in things generally, the magistrates of their
country, except when superseded by the casual presence of functionaries
ftom. that country of a superior rank; being the ordinary magistrates, es-
tablished as the means of administering law, civil and criminal, so far as
regarded their own countrymen; in a word, as the agents through whom a
Genoese, a Pisan, or a Venetian, in the Levant, became assured of exter-
ritoriality, of exemption from the power of the local barbarians, and of
subjection only to that of Genoa, Pisa, or Venice, as the case might be.
At the period when these exceptional jurisdictions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Levant in favor of the Christians of Europe, they were in unison also, to
a certain degree, with the usages of Europeans themselves; since the
northern conqueror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ir progress, were accustomed
to allow their separate law, an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governed and tried
by it, to such of the conquered Gauls, Italians, &c., as desired it; eac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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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hilnthe'same city might have' its7 ownhldw: the effect of'which w~as, ilie
dsiFltelfei ir various parts'of Europe'6bf ecepti'6nai jIdrisdicti&rg,'analo-
goua, in nially respects, to those permitted in' the cou'itries'c6nquered by
the Saracens.

Btit,'as the several modern European'Governments became co'nu6idated,
the conquerors kind the conquered coalesced'into one people,;'iid't!hese
separate jfurisdictions disappeared, and the how received 'idea e'g 'ito
obtain, that each Goveriimnent is in general to exercise e~&clusive 'iirlsdic-
over all 'persons in Rits'territory, and the privilege of extcrritoriality' wa
gradually restricted to the persons of foreign 'Sovereigns, to their di.ilo-
indtic'" representatives, to troops in transit, to ships' of war in' a &f9eigd
port, and to some few other analogous cases, established or d'efi'nOd e'itheft
by the usage of the nations of Christendom, or by specific treaties; *hile
the old ue§ge remains in full force in the East.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t came to be the received law of nations',
(in Christendorh,) that foreigners as 'Well as subjects, in!any given 6ouiitry,
are amenable to the 'criminal, and in manhy respects to the civil,'jurisdictidon
of the local authoriti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of course, the authority
of commercial consuls, under the same circumstances, that- authority lVeing
only an incident to and element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foreiguet t'sidirg
or sojourning in the given country, when it came to be introduced ~eierhl-
ly ih Europe, was deprived of the judicial or magisterial ftinkti]'i, whih
it continues to possess in the East.
The extended power of foreign consuls, still'.int.itd by 'chitlaiStates as against Mohammedan States, was the original fact; thte Mihiied

power of foreign consuls within Christendom itselfis the newV f(ait br the
innovation, which the several States of Christendom have establsh~d Aid
asserted in favor each of the completeness of its respective ddlfi itnhd
sovereignty.

This fact is indeed the result and the evidence of the asipbribr citrillk&
tion and respect -for individual rights consequent thereon, which: rbfail
in Christend6m, iii presence of which superior civillkatioi; a ferei,
who happens to be in any of the countries of Christendom, d6s'oiest ieed
for his personal security that he should be exempt frohi thtie lldit '$sdi6
tion, but only that there should be 'at hand consular or othi r dffl dif'. &it'
country; through whose iiltdiv'ention he may either e s ire f fistWat-
ment'froin the local Sovereign, or, if need be, make his idi'Miv'idal ase '

public one, and. invoke in his aid the intervention of his diwA 'SWeveign.
In the semi-barbarous Mohammedan States, on the contrary; n6 (1'fiYstffin
feels safe in subjection to the local authorities; 'and there, accordirngly'e'dh
Christian State asserts for its subjects more or less of eseiiiptidr1 'frdru i ib
authority of the local Sovereign.
Mr. McCulloch says, that the powers of consuls differ very ividby ihndif-

ferent States, according to 'express convention or custom ; titiis es-
tablished in England have no judicial power, and the British Gov'e'rn-
ment has rarely stipulated with other Powers for much judicial ddiuthority
for its consuls; but that ";Turkey, however, is an exception t'thisremapr."
He proceeds to give an account of the jurisdiction over British subjects
belonging by treaty and by act of Parliament to British consunl in "T uir-
key." To which he adds, c" other States have occasionally given to consals
similar powers to those conceded to them in Turkey." - As an e'ni'ple of
this, he cites th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 ratifi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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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4th of July, 1818; meaning the fifth article of the treaty of Septem-
ber, 4th, 1816; which treaty is no longer in force, though the same pro-
vision is renewed in the existing commercial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

In all this, Mr. McCulloch assumes that the subjection, of a citizen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oreign country in which he may happen to be,, is the
general fact by convention or custom in the whole commercial world;,that
the case of Turkey, however, is a nearly solitary exception; and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 another exception, and of the same class of
*cases with that of Turkey; while he fails to remark that the wide differences
of which he speaks in the nature of the consular powers in different States)
are differences chiefly out of Christendom; and, in the general tenor of his
observations, as well as go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an example, he im-
plies that, (except in the case-of Turkey,) Great Britain makes no such
stipulation.

In truth and fact, the subjection of foreigners, in all criminal matters,
and in most civil, to the local jurisdiction, and the consequent limitation of
the powers of consuls, is the general fact in the States of Christendom. .,

In States not Christian, on the other hand, the general fact is the ex.
emption of Christians from the local jurisdiction. Where the course of
commerce admits of the residence of consuls. in such non-Christian States,
the exemption of the Christian from such local, jurisdiction is secured
through them; and if there be no consuls there, then through the agency of
other officers appointed by the Christian Covernment.

Tilke the practice of Great Britain as an example. In no part of Asia,
Africa, or America, so far as I remember, ha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ever
admitted the subjection of her people to the local authorities, unless the lo-
cal authorities were Christian, they being, in the latter case, with one or
two exceptions, (such as the Sandwich Islands,) either European colonies
or new States formed of such colonies. At the present time she secures
this exemption in Morocco, in Turkey, in Egypt and the other African
States, of. which Turkey is the real or nominal suzerain, in the dominions
of the Imam of Muscat, and of other independent Arabic or Mohamme-
dan princes in the East, and in China, by means of consuls or other resi-
dent agents of the same character. Forajerly she attained the same object
in 'Turkey' proper, through the instrumentality of the Levant Company, as
she did throughout the countries beyond the Cape of Good Hope by that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hose companies having factories or forts in
the ports of Asia and Africa, for the separate residence and government of
British subjects, which factories or forts, indeed, formed the nucleus of the
British conquests in India. Gradually, as the privileges of the Levant
Company and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were withdrawn or restricted in
scope, British consular establishments took the place of British factories, as
in Turkey and China. And such has been the practice of all the other
States of Christendom, iA their commercial relations and intercourse with
the non-Christian States of Asia and Africa.

In regard to the provision of th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 it is by no means a solitary case. There is a stipulation to the
same effect in the 8th article of the subsisting treaty of commer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a similar power was mutually conceded to
consuls by the (extinct) consular convention betwee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1775; as also in, the treaty of commerce conclud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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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th of August, 1817,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Brazil, which stipulates
that " th'e consuls and vice consuls of the two nations shall, each in his re-
spective.residence, take cognizaice and decide upon the differences which
may arise between the subjects, the captains and crews of the vessels of
their respective nations,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authorities of. the
countries, unless 'the public tranquillity demand it,; or unless the'parties
themselves carry the affairs before the tribunals of, the territories in which
the differences arise.." Here the jurisdiction given to British consuls in
'Brazil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which is given to American consuls in
Sweden and RLissia. In the former case tie j urisdiction is complete,. (with
consent of parties,) and seems to extend to all British. subjects. In the lat-
ter case, it is but a power of temporary arbitration, the effect of which ceases
on te returnof the parties to their own domicil, and applies ooly to con-
troversies betweeii masters and. seamen of merchant ships; a clas, of con-
trove;rsies, which, in Christendom generally, are committed more oruless -to
thjurisdiction of foreign conisuls;. it being a rule of the European law of
nations tiat a ship, even a merchant ship /is to be deemed .in, many rela-
tionis a portion of the territory of the country to which she belongs; iiac-
cordance with which the acts of Con ,ress give to our courts ju.risdiction of
crimes'comriiitted on board American vessels ill foreign ports., Butit1i
British treaty cited apparentlyy covers british subjects on shore, in Brazi1.
And,'izi Portugal, all silbjects: f Great Britain enjoythe. advantagesof a
peculiar and distinct thoughg ia local) magistrate, calledAuiz conservadpr,
as they, did in Brazil, 'when it forniied. an ifitegral part of the Portuguese
iuonarchy. And, if I had the means of research, at hand, I might, .1 doubt
not, find equally pertinent cases of the same sort in the treatie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other States ot Christendom.
But -ieilier the consular jurisdiction' secured in the treaties of commer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and Sweden and Russia, nor that of the British
treaty with Brazil, belongs to the same class with the consular juriqdctio
which Great Britain exercises irk Turkey.

In mnahn parts of Europe, indeed, to this day, foreign consuls exercise,
either of right or by consent of parties, more. or less, of judicial power Qver
subjects of their sovereign, but it is in general limited to commercial.ques-
tionls between their countrymen, especially, the seamen of their, country,
and does not extend tor criminal matters; all which last, in general, fall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local sovereign.'

It is altogether otherwise in the' case of Euiropean subjects, residing or
sojourning in States n6t Christian.

Itii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present time, it is undoubtedly the general
rule of law, that no foreign Power can, of right, institute or erect any court
of judicature, of whatever kind,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unless such as may be warranted by and in pursuance of treaties; and' we
have no subsisting treaties, I believe, which confer on foreign States any
rights of jurisdi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cept of the qualified and limit-
ed nature stipulated for in the treaties with Russia and Sweden. Conse-
quently, though in cases of intestacy, and various other civil questions, the
law of domicil applies to the rights of foreigners residing or sojou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yet the questions are to be adjudicated, or rather the
right's -enforced, in the courts of the; country; and, in criminal matters;
not the ordinary subjects of a foregin State alone, but even its consuls,
are in like mariner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local authorities.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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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fts' df lawiliave had occasion to recognise er8ssly t rysts 9fjeter
ritoriality in the case df 'fordigh minister and fo~eign'ship;' of Mar and
'they'would'undoubted'ly, if bccadidn required, ahd the r'eicy 'fsing,
recogrise it in the other cases, to 'Which it is accorded by the
'indv 'of nations. 'But, with these exceptions, they receive tid on
thefdoctrine that the jurisdictions of the nation is de jure absolute di.de.,
dlusive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Snd our courts do, in terms, attribute to all other nations theiBie ex-
;clusive jurisdiction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trfitories, and the waters tija-
cent thereto; 'from which they 'deduce the general inr'ererice, ',lo, that
6onsts tiniversally, except those in the tarbary Stated, are mqrely And
'kcltiiVely cdim'iercial 'officers, and subject, as stuch,'to the local jtisdic-
tiod. But I Apprehend they have, in 'these cases, while using sich'in-
'glagi of 'absolute generality in this relation, o6mitted to reflect that tihe
trinopies they were 'laying down, instead of meeting with eicption
in 'ite 'Barbaiy St'atbs oily, do, 'in truth, apply to thie interational'i6t~r-
cdurst of no States but those of Christendom. For, ii regard tothi'd ati-
ts Mohamniedan States, which alone, in a largP part of Asia and Africa,
hte pd~esse'd of strength and stability enough to be treated as Governients,
Conceive that the'uniVersality of the practice, anterior to tre'ates, aidtiu
i6te'heh confirmtied in signal instances by treaties, of concedinglto CWNi-

tian foreigners exemption from the local jurisdiction, renders 'such'& pra6-
tko a 'part of the la*r of nations, 'as against tie'm, just as much as in' the
saro way the opposite Yule has come to be the doctrino of the li'*'o a-
ti~tis within the laimts of Christian States.

All'the reason of the thing, Which dictates the assertion of suchi.right
in behalf of Christian foreigners in the' Mohammedan States appilels 'With
OqW4u1'force to the Pagan States of Asia a'nd Africa.

iff ahy ietsona'ble question could exist on the subject, so far as regards
theM'8 ltiilhedahn States, out treaties with the principal ationg them, to wit,
the Barbary States, the Porte, and the ImarM of Muscat, have pu't a'n end
to stidi questions.

In regard 'to Pagan States, there is none of any magnitude, within wiich
eitii-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friend residing, or with which we have
ek'tesiv'e Cornrnircial intercourse, except the great Empire of China, itself
oecupyitig nearly half of Asia.

Questions ofjurisdiction have a'risen'frequently in China, and these q`ues-
tions have not been without difficulty, arising frown the peculiar character
of that Empire, and the want of clear and fixed ideas on the subject 'amrkong
Euro~peans as well as Americans.

Nothing, it would seem, correspondent to our law of nations, is recog-
nised or understood in China. I had some evidence of this in the progress
of'my own intercourse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there is abundance
of public fatts to the same effect. When, for example, Commodore Anion
visited China, in 1741, the Chinese claimed to apply the municipal law to
the Centurion, as they have repeatedly, since then, sought to do in case of
other ships of war,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of Europ'e. In the
ptogress of the' late events, we have s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ubject
a diplomatic agent of Great Britain to personal restraint, and undertake to
restrain the 'consuls of all foreign Powers, in order to enforce the submis-
sion of the subjects of one Power. Subsequently, during the prosecution
of hostilities, the Chinese paid no regard to flags of truce, and t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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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oners of: war of both sexes as cotrimon felons. These things eVince
utter 'liioranbe, or at- least disregard of the law of nations, as iindeislood
in Europe. Similar inference" are'deducible ftom"the fact, that f6in ly,
all ministers of!European States in hina (except perhaps those bf'kia a)
were compelled to. admit,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so'ver"6gnty of
China; for the several Dutch and Portuguese ministers who visited Peking
did homage to the Ta Howaang Tei; and even Lord Macartne'y anhd Lord
Arnhdrst;thotigh the former peremptorily Tefused to do homage, tndithe
latter was' reluctantly persuaded by Sir George Staunton. to refuse it, ret
went to!Peking, both oftthem, knowingly and with tacit acqttiesence de-
signated as tribute bearers.
With stich extravagant political pretences, it is to be supposed, of'cours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assert a complete and exclusive;nktini-
cipal jurisdiction over all the persons within the territory and wvatfrg of the
Empire. Accordingly, when crimes have been committed -by Eirdeans
other than Portuguese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has never failed to,brt
jurisdiction over the case, to 'seize the' accused 'if accessible on land;,aid to
demand his surrender if on board ship in the waters of China; vhicclinim
of surrender has been sometimes successfully resisted, but' has alee been
acquiesced in sometimes by vessels belonging to various Enropean states.

Thns, in 1780, a French seaman, wvho killed a Portuguese seamiah ih ohi
of the 'hongs at Canton, was delivered up to the 'local authorities; byi'*hdi
he was tried, convicted, and executed, for the crime.

In 1784, the gunner of an English merchant ship, which, in firing-a sat-
lute, had accidentally killed a Chinese, was given up, and strangled there-
for, :by the order'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ther&ca'ses have occurred of the same nature, affecting one or Another
of the European Governments, which I pass over to refer to 'the single in-
stance.of surrender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were involved. Thii s
the'ease of ah Italian sailor named Terrannova, on board the Americhfiship
the Emily, who, whether rightfully or not is 'immaterial to the immediate
question was accused of causing the death of a Chinese boat woman','along-
side of the vessel whilst lying, in 1821, at the anchorage of Whampda. Ter-
rannova was demanded by the Chinese, and at !ength surrendered to them,
taken on shore, and strangled. To be 'sure, Terrannova was not an Atieri-
can, but, being a seaman on board an American ship, it was regarded as a
recognition of thbe right of 'local jurisdiction by Atmericans.

In all these cases, Ahe Chinese enforced a reluctant submission oAn the paut
of the foreign residents by stopping or threatening to stop all trade. And
the foreign residents were the less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the
claims of the Chinese, from not having any distinct' perception of the true
principle of public right which governed the subject.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haid a vague idea that they ought not to be

subject to the local jurisdiction of barbarian Governments, and that'the ques-
tion of jurisdiction depended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country weie a
civilized one or not; and this erroneous idea confused all their reasdtifigs
in opposition to tha claims of the Chinese; for it is impossible to deny to
China a high degree of civilization, though that civilization is', in many re-
spects, different from ours; yet the magnitude of the Empire, the stability
of it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great advancement which the Chinese have
made in the arts of life, the sedulous cultivation of letters, as well as the
other useful and ornamental objects of intellectual pursuit, are such a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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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 to China as complete a title to the appellation of civilized, as many
if not most of the States of Christendom can claim. And while re-
pudiating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local authorities inChina,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failed to perceive that the rejection of that jurisdiction implied
the claim and admission of the jurisdiction of their own Government.

Captain Elliott, whose proceedings in China have received less of appro-
bation than they deserve, had a right conception of the true point of this
question! At an early stage of the late controversy between his Government
and that of China, a number of English sailors, charged with homicide by
the Chinese, were demanded of Captain Elliott, which demand he firmly
resisted, himself taking jurisdiction of the case, as the plenipotentiary ofhis
Government, and, after investigation of the facts, refusing to proceed
against the parties, from conviction that they were innocent, or, at any
rate, justifi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fter which, so far as concerned
Great Britain, the whole matter was definitively settled by the late treaties,
which secured to British subjects in China perpetual exemption from the
local jurisdiction, as elsewhere in Asia, and exclusive subjection to the laws
and authorities of their own Government.

It may be that I trespass on your indulgence by entering at so much
length into this question; but it is on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itself, rendered
more so by late events,which give to it a novel aspect in some respects; and,
without such a detailed exposition, I couldnot do justice either to my own
convictions,or to the course which those convictions impelled me to pursue
in the negotiations appertaining to the treaty of Wang Hiva.

I entered China with the formed general convic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ught not to concede to any foreign State, tinder any circumstances,
jurisdiction over the life and liberty of any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un*
less that foreign State be of ourown family of nations; in a word, a Christian
State.
The States of Christendom are bound together by treaties, which confer

mutual rights and prescribe reciprocal. obligations. They acknowledge the
authority of certain maxims and usages received among them by common
consent, and called the law of nations, but which, not being acknowledged
and observed by any of the Mohammedan or Pagan States, which occupy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globe, is infacl only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Christ-
endom; Above all, the States of Christendom have a common origin, a
common religion, a common intellectuality, associated by which common
ties, each permits to the subjects of the other in time If peace ample means
of access lb its dominion for the purpose of trade, full right to reside there-
in, to transmit letters by its mails, to travel in its interior at pleasure, rising
the highways, canals, stage coaches, steamboats,, and railroads of the
country as freely as the native inhabitants. And they hold a regulur and
systematic intercourse, as Governments, by means of diplomatic agents of
each residing in the Courts of the others, respectively. All these facts-im-
part to the.States of Christendom many of the qualities of one confeder-
ated republic.
How different is the condition of things out of the limits of Christen-

dom! From the greater part of Asia and Africa individual Christians
are utterly excluded, either by the sanguinary barbarism of the inhab-
itants, or by their phrenzied bigotry, or by the narrow-minded policy
of their Govern meits; to their courts, the ministers of Christian Govern-
menits have no means of access, except by force and at the head of fl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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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rmies;' 'as between thewi hid ub, Ther~e is no 'comninity of id~eas, no
commons laWr of niationsr no! inierchan'ge'bf good offies'; and it is 'daly
duringthe prsei them imposedby force
of arms or by terror, have begun to' biing'down the great Mohamnedan
and Pagan G&vernments into'a state of' inchoate peaceful a~so6iation with
Christendbm.
To none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is character, as it seemed to he,

was it safe to commit the lives 'and; liberties of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In our treaties with the Barbary States,'with'Turkey, and with Muscat,

I had the precedent of the assertion, on our part; of more or-less of elclu-
sion of the local jurisdiction, in conformity' with the usage, as it~is ex-
pressed inl one of them, observed in regard to the subjects of other Christian
States.
Mr. Urquhart thinks these concessions have been unwise on the part of

the Asiatic and African States. It may be so, for them; but it will be time
enough for them, to claim jurisdiction over Christian foreigners, when these
last can vibit Mecca, Damascus, Eez, or.Peking, as safely and freely as they
do Rome and Paris, and when submission to the local jurisdiction becomes
reciprocal.

Owing'to the close association of the nations of Christendom, and the
right their people mutually enjoy and exercise, of free entry into each
other's country, there is reciprocity i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local jurisdic-
tion. 'Not so in the case of the great Mosleih or Pagan States of Asia and
Africa, whose subjects do not generally frequent Europe and America,
either for trade, instruction, or friendship.

In-China, I found that Great Britain had stipulated for The absolute ex-
emption of her subjects from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Empire; while the
Portuguese attained the same object through their own local jurisdiction at
Macao. And, in addition to all the other considerations affecting the ques-
tions, I reflected how ignominious would be the condition of Americans in
China, if subjected to' the local jurisdiction, whilst the English and the Por-
tuguese around them were exempt from it.

I deemed it, therefore, my duity, for all the reasons assigned, to assert
similar exemption in behalf of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ex-
emption is agreed to in terms by the letter of the treaty of Wang Hiya.
Arid it was fully admitted by the Chinese in the correspondence which
occurred cotemporaneously with the negotiation of the treaty, on occasion
of the death of Shu Aman.
By that treaty, thus construed, the laws of the Union follow its citizenhs

and its banner protects them, even within the 'domai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trea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Barbary Powers and with

Muscat confer judicial functions on our consuls in those countries;' and the
treaty with Turkey places the same authority in the hands of the minister
or consul, as the substitute for the local jurisdiction, which, in each case 'of
controversy, 'would control it if it arose in -Europe or America. These
treaties are, in this respect, accordant with general usage, and -with what I
Conceive to be the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na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non-
Christian Powers. In extending these principles to our intercourse with
China, seeing that I have obtained the concession of absolute and unquali-
fied exterritoriality, I considered it well to use in the treaty terms of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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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8] 1*4
gner~i~y in, d toribingjht;substitute jurisdiction as.,while they.leave,en-
impaired the customary, or law of nations jurisdictiit) do also leave to
Congressthe; full arnd complete_disqretion to define, if it please. to:; do so,
what o!ers, with what powers, and in what form of law, shall be the in.
strument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citizens of.the, United
States.

And.it only remaitis, in case the treaty shall be. ratified, to, adopt such
legislative provisions as. the wisdom of the President and of Congress may
devise or approve, to give effect to the concessions which the Chinese Gov.
ernmeitt have made in this matter, and which seem to me so important in
principle and so essential to the honor and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 am, with great respect, your obedient servant,

C. GUSHING.
Hon. JOHN C. CALHOUN,

Secretary of State.

Mr. Cushing to Mr. Calhoun.

[No. 98.] UNITED STATES BRIG PERRY,
October 1, 1844.

Sit: I cannot forbear to express a strong conviction of the expediency
of making some new and permanent provision for the future official inter-
cours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consideration both of the
magnitude of our existing interests in that empire, and still more of those
which may be expected to grow up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treaty of
Wang;.Hiya.

The. ordinary commercial and other concer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call for the appointment of a public functionary there of a higher
class than a mere unpaid consul, himself engaged in mercantile concerns,
and for that reason not possessing the independence of position which is
desirable in relation to his own countrymen as well as to the Chinese, among
whom commercial pursuits are not held in distinguished estimation.
The force of these considerations is augmented by the fact of the privi-

lege of exterritoriality being conferred on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and great additional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eing thus deferred to
and imposed on our public officers there, as explained in my despatch of
the 29th of September, numbered (97) ninety-seven.
What opinio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entertains of this matter may be

inferred from its practice. In addition to its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t
has a plenipotentiary permanently residing in Hong Kong'; and it has,
besides, paid. consuls in each of the Five Ports, one of whom is of the
rank of consul general. The French have also both a plenipotentiary and
a consul. general.
And I do not well see how our own interests in China can be guarded,

or our national character honorably maintained; without the appointment
of a resident minister or commission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 am, with great respect, your obedient servant,
C. CUSHING.

HOn. JOHN C. CALH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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