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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杖於朝堂
———隋唐皇帝與官僚群體互動的一幕

王德權

一、 前言

筆者考察唐代官人貪贓行爲ꎬ稍留意到决杖於朝堂這種懲處官人的方式ꎬ其

後讀«日知録»ꎬ始知亭林已揭出其事:“唐時贓吏多於朝堂决殺ꎬ其特宥者乃長

流嶺南ꎮ”〔 １ 〕唯亭林未作深論ꎬ後之學者亦鮮見專論此現象者ꎮ

不妨想像一下ꎬ朝堂中間是受到决杖處分的官人ꎬ品級不等的百官佇立兩

旁ꎬ隨著木杖起落ꎬ陣陣哀嚎聲充塞在圍觀者耳中ꎬ在百官面前上演著令他們怵

目驚心的一幕ꎮ 從這個場景看來ꎬ與其説這幕戲的主角是受杖的官人ꎬ不如説是

駐足圍觀的百官ꎮ 隋唐官人决杖於朝堂ꎬ此前所未見ꎬ律條亦無明文規定〔 ２ 〕 ꎮ

此一始見於隋唐的處分方式ꎬ其獨特性不是决杖本身ꎬ而是處罰地點與公開儀

式ꎮ 朝堂的公開儀式寓有宣示百官周知、傳遞政治訊息的目的ꎮ 如ꎬ隋文帝開皇

十五年(５９５)六月庚寅ꎬ“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ꎬ命焚之於朝堂”〔 ３ 〕 ꎮ 唐玄

宗開元初ꎬ“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ꎬ若山積而焚之ꎬ示不復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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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録»卷一七«除貪»ꎬ明倫出版社ꎬ１９７０ 年ꎬ３９３ 頁ꎮ
一般情况下官人决杖的地點ꎬ«唐律疏議»«唐六典»皆未載明ꎬ推測多在司法裁判的場所

爲之ꎮ 又ꎬ«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員外郎»條在描述杖制後ꎬ記載:“殿庭决杖者ꎬ皆背受ꎮ”但«唐
律律疏»卷二九«斷獄律»“諸决罰不如法”條ꎬ描述杖制後ꎬ並無此語(中華書局ꎬ１９８５ 年ꎬ５５７ 頁)ꎮ
按ꎬ隋文帝世雖有决杖殿廷之事ꎬ唐世未見其例ꎬ姑置於此ꎮ

«隋書»卷二«高祖紀下»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７３ 年ꎬ４０ 頁ꎮ



也”〔 ４ 〕 ꎮ 不難想見ꎬ皇帝下令在朝堂焚毀綾布或金銀珠玉時ꎬ百官也佇立一旁ꎬ

公開宣示皇帝不接受臣僚進奉、不愛奇珍異寶的决心ꎮ 又ꎬ高宗死後ꎬ武后稱制ꎬ

“四方争言符瑞ꎮ 嵩陽令樊文獻瑞石ꎬ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 ５ 〕 ꎮ 在朝堂展示祥

瑞ꎬ向百官傳達太后稱制主政的正當性ꎮ 與其説决杖於朝堂著重在懲處官人過

犯ꎬ不如説是皇帝通過集眾圍觀的儀式ꎬ傳達政治訊息給圍觀的百官ꎬ未登場的

皇帝才是這幕戲的導演ꎬ其間透露皇帝與官僚群體互動的消息ꎮ

官人决杖於朝堂ꎬ宜自漢唐間朝堂性質及演變理解其意義ꎮ 歷來鮮見相關

討論ꎬ晚近ꎬ漢唐都城研究漸興ꎬ稍見論及者ꎮ 楊寬先生從禮制與政治結構的變

遷ꎬ探討古代都城建築變遷〔 ６ 〕 ꎮ 郭湖生考察南朝城巿空間結構ꎬ揭示東晋南朝

政争時朝堂的重要性〔 ７ 〕 ꎮ 渡邊信一郎踵其後ꎬ從皇帝議政體制與政治空間勾勒

漢唐間朝堂的面貌ꎬ提供我們賡續探討的線索〔 ８ 〕 ꎮ

渡邊氏指出:以正殿、朝堂舉行朝議的空間結構ꎬ萌芽於西漢中晚期ꎬ形成於

東漢ꎮ 東漢朝堂是以公卿爲中心的官僚會議場所ꎬ其政治機能表現在三方面:

(１)與皇帝權力相對、獨自形成官僚集團意志ꎻ(２)傳達皇帝政令ꎻ(３)朝廷的禮

儀空間ꎮ 魏晋以後ꎬ正殿與朝堂繼續作爲議政空間ꎬ但因“貴族制”的成立ꎬ朝堂

成爲貴族勢力集結、超越個别貴族利益、形成貴族集體意志的場所ꎮ 皇帝不參加

朝堂會議ꎬ意味皇帝不干涉高級官僚與貴族的集議ꎬ顯示貴族制相對於皇權的獨

立性ꎮ 東晋南朝議政空間的變化顯示朝政結構趨於分散ꎬ日常朝政向“私的性

質”轉化ꎬ這是皇權稀薄化與分散化的反映ꎮ 同時ꎬ以朝堂爲中心的貴族官僚議

政開始出現沈滯現象ꎬ顯示此期國家整體統治能力的衰退ꎮ 不同於東晋南朝ꎬ北

朝發生重大變化ꎬ北魏孝文帝開始臨御朝堂ꎬ直接干涉朝堂議政ꎬ加強將貴族官

僚從屬於皇帝ꎬ表現出以皇帝爲中心的朝政一元化企圖ꎮ 北朝末沿襲此趨勢ꎬ皇

帝介入朝堂逐漸例行化ꎮ 隋唐國政空間發生重大變化ꎬ尚書省從移向宫外ꎬ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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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嘉話»卷下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９１ 年ꎬ４８ 頁ꎮ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ꎬ光宅元年八月條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９５ 年ꎬ ６４２１ 頁ꎮ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指出ꎬ西漢至東漢的都城結構由東西軸向改變爲南北軸

向ꎬ這個變化與當時禮制、尤其是元會禮關係密切ꎮ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１９６—２００ 頁ꎮ
郭湖生«台城辯»ꎬ«文物»１９９９ 年第 ５ 期ꎮ
渡邊信一郎«元會的建構»ꎬ溝口雄三、小島毅編«古代中國的思維世界»ꎬ孫歌等譯ꎬ江蘇

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ꎮ



釐定三省關係ꎬ尚書省的議政地位日漸低落ꎻ原居宫内的朝堂向宫城正門承天門

兩側移動ꎬ不再如六朝般成爲官僚議政的場所ꎮ 原本相對獨立的朝堂與皇帝正

殿的區隔逐漸消失ꎬ代之而起的是皇帝爲中心的一元議政空間ꎮ 最後ꎬ渡邊氏指

出:隋唐庶民與朝堂的關係呈現制度化的傾向ꎬ如ꎬ上書、匭制與登聞鼓制等ꎬ這

是政治體系與社會加強聯繫的結果ꎮ

渡邊氏揭出北魏孝文帝介入朝堂議政一事ꎬ至爲緊要ꎬ其解釋雖見深入ꎬ但

若干論點有待進一步梳理〔 ９ 〕 ꎮ 首先ꎬ日本學界熱衷“貴族制”論ꎬ渡邊氏在這個

人事構成的脈絡下ꎬ強調貴族制相對皇權的獨立性ꎬ認爲魏晋隋唐朝堂是貴族勢

力集結、形成貴族集體政治意志的場所ꎮ 這個看法存在事實上的疑問ꎬ在“貴族

制”成立以前的漢代ꎬ朝堂已是公卿百官進入内廷議政的場所ꎬ且漢代皇帝也未

介入朝堂議政ꎬ可見漢、魏晋朝堂與皇帝的關係無根本不同ꎬ以貴族制爲由解釋

朝堂性質ꎬ並不充分ꎮ 其次ꎬ渡邊氏從唐宋間的社會變遷ꎬ解釋隋唐朝堂與庶民

的聯繫ꎮ 單就現象面來看ꎬ這麽説似不爲過ꎬ卻可能予人唐宋變革期庶民階級崛

起導致國政組織變化的聯想ꎬ忽略以皇帝爲首的朝廷相對於社會的自主性〔１０〕 ꎮ

揆諸史實ꎬ庶民與朝堂的制度聯繫始於隋世ꎬ隋文帝朝ꎬ朝堂外移ꎬ並於朝堂置登

聞鼓ꎬ庶民得訴枉屈ꎮ 煬帝大業元年(６０５)ꎬ下詔奬勵臣庶上書朝堂ꎬ以正刑政

之得失ꎮ 至唐前期ꎬ朝堂與庶民的聯繫進一步制度化ꎬ確立登聞鼓制ꎬ成立匭制ꎮ

由此觀之ꎬ以“生産力—庶民階級崛起—政治體系的因應”爲由解釋隋唐朝堂與

庶民的聯繫ꎬ恐待斟酌ꎮ

基於上述思考ꎬ本文擬從漢唐間朝堂位置與機能的演變ꎬ分析隋唐朝堂的性

質ꎬ以及官人决杖於朝堂、庶民與朝堂聯繫的政治意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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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窪添慶文«北朝後期の政争と意志决定» «北朝の議»ꎬ氏著«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

究»ꎬ汲古書院ꎬ２００３ 年ꎮ 又ꎬ松本保宣分析唐代御前會議與朝政空間ꎬ氏著«唐王朝の宫城と御前

會議»ꎬ晃洋書房ꎬ２００６ 年ꎮ
近代學者習以庶民階級崛起爲由ꎬ解釋唐宋間國制、禮儀、思想文化變化ꎬ這個近於馬克

思“下層結構—上層建築”的因果解釋ꎬ儼然成爲通説ꎮ 筆者以爲作此論斷宜稍謹慎ꎬ成果豐碩的

“唐宋變革”研究ꎬ迄今仍未能明確界定生産力變動下庶民階級崛起的進程ꎮ 庶民階級的崛起涉及

各地域内部生産力結構的變化與差異還不明朗ꎬ“生産力變動—庶民階級崛起—文化政治思想變

遷”的因果解釋ꎬ基礎並不穩固ꎮ 又ꎬ庶民階級崛起是一回事ꎬ庶民階級崛起後“如何”或者“在什麽

脈絡下”ꎬ與政治、禮儀、文化或思想體系發生聯繫ꎬ又是另一回事ꎬ不宜未加檢證地作出二者具因

果關係的陳述ꎮ



二、 朝堂的來歷、機能與性質

(一)朝堂的來歷

傳存文獻未記載朝堂的來歷及其機能ꎬ據筆者所見資料ꎬ西漢史籍尚未出現

“朝堂”一詞ꎬ東漢始見其例ꎬ唯未記載其具體位置ꎮ «周禮正義»卷八四«考工

記»“匠人”條載:

内有九室ꎬ九嬪居之ꎻ外有九室ꎬ九卿朝焉ꎮ (鄭玄註:九室ꎬ如今朝堂

諸曹治事處ꎮ)

鄭玄雖未明言朝堂的位置ꎬ但據此註ꎬ朝堂是九卿入朝之地ꎬ位在九嬪所居的

“内有九室”之外ꎬ也就是説ꎬ朝堂位在禁苑外的宫内ꎮ 班固«西都賦»也説:“左

右庭中ꎬ朝堂百寮之位ꎮ”朝堂位在“左右庭中”的宫内ꎬ也可佐證鄭玄此説〔１１〕 ꎮ

又ꎬ鄭註“諸曹治事處”ꎬ顯示治事於朝堂的機構内部ꎬ已見諸曹的組織分工ꎮ 鄭

玄雖未言明諸曹所指爲何ꎬ但以東漢前期朝堂位處宫内的情况觀之ꎬ諸曹大概不

會是外朝丞相府(或三公府)轄下的諸掾曹ꎮ 漢世位處内朝ꎬ又有諸曹組織分工

的機構ꎬ非尚書莫屬ꎮ 换言之ꎬ東漢朝堂是指位居宫内的尚書機構分曹治事之

所ꎬ也是外朝九卿入朝議事之地〔１２〕 ꎮ

朝堂是尚書機構分曹治事的場所ꎬ也是尚書機構本身附屬的議事場所ꎮ 朝

堂的形成ꎬ與尚書機構的成立、功能分化和擴大有關ꎮ 西漢中後期ꎬ尚書機構還

處在初期發展階段ꎬ内部逐漸發生諸曹的政務分工ꎮ 朝堂作爲尚書議事場所可

能出現在這個時期ꎮ 朝堂與尚書機構的關係ꎬ可舉出兩個旁證:(１)南朝蕭梁天

監元年詔書云:“尚書中有疑事ꎬ先於朝堂參議ꎬ然後啓聞ꎮ”〔１３〕 尚書官員若遇疑

事ꎬ須先行在朝堂參議ꎬ然後上奏皇帝裁决ꎬ説明朝堂原是尚書諸曹討論政務的

地方ꎬ是尚書機構附屬的空間ꎮ (２)南北朝都城的空間結構裡ꎬ朝堂皆位處宫

内ꎬ且與尚書省相連ꎮ 北魏洛陽城的朝堂位在太極殿東側、尚書省北端ꎬ與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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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卷四〇上«班固傳»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６５ 年ꎬ１３４１ 頁ꎮ 據班«賦»ꎬ西漢似已有朝堂ꎬ
且位居宫内ꎮ 唯西漢朝堂之記載僅此一例ꎬ且爲東漢人所記載ꎬ尚無確證ꎬ姑置之以俟後考ꎮ

祝總斌«兩漢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ꎬ１９９０ 年ꎬ１２６ 頁以下ꎮ
«通典»卷二二«尚書省總論»ꎬ王文錦等點校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８８ 年ꎬ５８８ 頁ꎮ



省相連ꎬ南朝梁陳朝堂也在相近的位置ꎬ與班固“左右庭中ꎬ朝堂百寮之位”的描

述一致ꎮ 朝堂是尚書省附屬的議政空間ꎬ應無疑義〔１４〕 ꎮ
朝堂原爲尚書分曹治事參議之所ꎬ隨著尚書職權與組織的擴大ꎬ逐漸成爲公

卿百官入朝議政之地ꎮ 西漢中葉以來ꎬ頻見以大司馬大將軍召集外朝公卿百官

至内朝會議之例ꎬ尚書屬内朝管轄ꎬ召集會議的地方可能就在朝堂ꎬ唯彼時未著

其名耳ꎮ 東漢初ꎬ光武帝懲西漢末外戚以領尚書事掌握權柄ꎬ致有王莽竊國之

事ꎬ故不置領、録尚書事ꎮ 至此ꎬ尚書職能反而獲得發展機會ꎬ組織規模持續擴

大〔１５〕 ꎮ 東漢一代ꎬ每當國家有大政事ꎬ多命外朝公卿至朝堂共同參議ꎬ唯皇帝不

親臨與議ꎮ 東漢朝堂舉行的公卿會議ꎬ可能由内朝大臣(章帝以後又置領、録尚

書事)或尚書臺首長(尚書令、左右僕射)主持ꎮ
朝堂既位處宫内ꎬ和皇帝的關係原本親近ꎬ但東漢皇帝未親臨朝堂會議ꎬ而

是派遣中常侍監臨公卿議政〔１６〕 ꎮ 皇帝未親臨、介入朝堂議政ꎬ魏晋尚書省成立

後亦然ꎮ 皇帝與朝堂關係發生變化ꎬ始於北魏孝文帝ꎮ «魏書»卷二七«穆亮

傳»載:
後高祖臨朝堂ꎬ謂(穆)亮曰:“三代之禮ꎬ日出視朝ꎬ自漢魏已降ꎬ禮儀

漸殺ꎮ 晋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ꎬ亦無天子親臨之文ꎮ 今因卿等

日中之集ꎬ中前則卿等自論政事ꎬ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ꎮ”遂命讀奏案ꎬ高祖

親自决之ꎮ
孝文帝明確指出漢晋間皇帝無朝堂議政之舉ꎬ顯示他是有意識介入朝堂議政ꎮ
孝文帝此舉不是禮儀行爲ꎬ而是“命讀奏案ꎬ親自决之”ꎬ參與“論政事” “共議

(政事) ”ꎮ 如ꎬ遷洛之際ꎬ孝文帝親臨朝堂ꎬ“部分遷留”〔１７〕 ꎬ討論、安排遷都的程

序ꎬ顯示孝文帝介入朝堂是主持朝堂的日常國政ꎮ
渡邊信一郎指出:孝文帝太和早期已在皇信堂引見王公以下群臣ꎬ辨忠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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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南北朝朝堂與尚書省的空間位置ꎬ參見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の王權と天下秩序»ꎬ
校倉書房ꎬ２００３ 年ꎬ１５２—１５４ 頁ꎮ 此外ꎬ南朝地方官府也有“朝堂”ꎬ如«南史» (中華書局點校本ꎬ
１９７５ 年)卷二四«王綸之傳»的“郡朝堂”( ６５３ 頁)ꎬ唯其例單出ꎬ性質不詳ꎮ

東漢光武帝懲王莽之篡ꎬ未置領、録尚書事ꎬ明帝朝亦然ꎬ至章帝始復置之ꎮ 參見祝總斌

«兩漢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ꎬ１１２—３ 頁ꎮ
«後漢書»卷五六«陳球傳»ꎬ１８３２ 頁ꎮ
«魏書»卷七下«高祖紀»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７４ 年ꎬ１７４ 頁ꎮ



議刑政ꎬ開啓爾後皇帝介入朝堂議政之端緒〔１８〕 ꎮ 北魏前期諸帝經常在西宫處理

政事〔１９〕 ꎬ恐爲北魏前期君主制運作的型態ꎮ 由此觀之ꎬ孝文帝親御朝堂議政ꎬ與

拓拔氏入主中國的北族權力結構有關ꎮ 窪添慶文認爲孝文帝介入朝堂議政ꎬ是

將北族議政傳統包攝其中〔２０〕 ꎬ其説可從ꎮ

孝文帝介入朝堂議政ꎬ爲其後北朝君主繼承ꎬ揭開隋唐皇帝臨朝主政的序

幕ꎮ 同時ꎬ北朝後期逐漸展開中央集權ꎬ尚書省之組織與職能相應擴大ꎬ權勢達

到巔峰ꎮ 至隋代釐定三省關係ꎬ尚書省重要職權上移中書、門下兩省ꎬ爲皇帝臨

朝主政鋪平道路ꎮ 尚書省移至宫外ꎬ朝堂也外移至宫城門口兩側ꎮ 外移後的朝

堂不復爲日常國政的議政場所ꎬ形成以皇帝爲中心、“内、中、外”三朝〔２１〕 的一元

議政體制ꎮ 尚書省議政空間移至尚書都省的都堂ꎬ朝堂與尚書省分離ꎬ隋唐朝堂

脱離成立以來不輟的議政傳統ꎬ機能發生重大變化ꎮ

朝堂演變既如上述ꎬ唯“(尚書)都堂”與“朝堂”的關係尚待釐清ꎮ 隋代尚

書省外移ꎬ朝堂與都堂明確分在二地ꎬ都堂專指尚書省各曹司的議事場所ꎮ 唯都

堂非始於隋唐ꎬ漢六朝的都堂與朝堂是否爲同處異名? 或分在二地? 史料不足

徵ꎬ但以出現頻率觀之ꎬ漢六朝都堂出現次數甚少ꎬ僅得七例ꎬ與頻繁出現的朝堂

不成比例ꎮ 且鄭玄提到漢代朝堂是“諸曹治事之所”ꎬ是尚書省本身的議事場

所ꎮ 魏晋以降ꎬ尚書省成爲國政樞紐ꎬ是否另以都堂作爲尚書省的議事之地? 雖

不無這種可能ꎬ但前引蕭梁天監元年(５０２)詔書:“尚書中有疑事ꎬ先於朝堂參

議ꎬ然後啓聞ꎮ”顯示朝堂不僅是百官議政空間ꎬ仍是尚書省本身的議事場所ꎮ

史缺有間ꎬ不得而詳ꎬ據目前所見資料研判ꎬ漢六朝的朝堂與都堂可能是同處異

名ꎬ直到隋代尚書省外移ꎬ都堂、朝堂始分爲兩地ꎮ

(二)漢唐間朝堂的機能

現存典籍未明確界定朝堂機能ꎬ朝堂起於漢代尚書的議事空間ꎬ政事是主要

機能ꎬ其後衍生禮儀機能ꎬ成爲舉行重要典禮的場所ꎮ 北朝後期開始出現以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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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邊信一郎«天空の玉座»ꎬ柏書房ꎬ１９９６ 年ꎬ８６—７ 頁ꎮ
«魏書»卷二«太祖紀»ꎬ天賜元年ꎬ北魏道武帝“幸西宫ꎬ大選朝臣ꎬ令各辨宗黨ꎬ保舉才行ꎬ諸

部子孫ꎬ失業賜爵者二千餘人”ꎮ 又ꎬ明元帝朝的政治運作ꎬ亦與“西宫”關係密切ꎮ
窪添慶文«北朝の議»ꎬ氏著«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ꎬ４３１ 頁ꎮ
參見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ꎬ１７１—５ 頁ꎮ



官人爲對象的奬懲機能ꎮ 以下分爲政事、禮儀與奬懲機能等三方面説明ꎮ
１. 政事機能

朝堂是百官入朝議政之所ꎬ漢晋以降ꎬ隨著尚書朝向日常國政機關演變ꎬ平
日是尚書諸曹治事之地ꎬ當朝廷有大政事或重要制度釐革時ꎬ多命外朝公卿至朝

堂商議ꎮ 如ꎬ東漢中期議伐匈奴〔２２〕 、東晋議法律〔２３〕 ꎮ
朝堂是權臣議廢立之地ꎬ漢末以降權臣謀廢立ꎬ多於朝堂集合百官公然爲

之〔２４〕 ꎬ體現朝堂獨特的權力意涵ꎮ 東晋南朝ꎬ朝堂成爲權力攘奪之際各方軍事

行動的焦點ꎬ頻繁出現“入屯朝堂”“入守朝堂”“入攻朝堂”的記載〔２５〕 ꎬ顯示五朝

朝堂在權力交替期的特殊地位ꎮ
朝堂是百官、庶民上書的場所〔２６〕 ꎬ隋唐朝堂外移後ꎬ仍爲百官上表陳情或訴

冤之所〔２７〕 ꎮ «全唐文»收録此類表文頗多ꎬ不具ꎮ 又ꎬ百官亦於朝堂上封事或請

行封禪〔２８〕 ꎮ 個别臣僚上表陳請、投訴冤屈ꎬ也在朝堂〔２９〕 ꎻ庶民上書歷代皆有ꎬ帝
王奬勵庶民上書ꎬ多是針對官僚不法的行爲〔３０〕 ꎮ 漢代以來庶民上書多爲“詣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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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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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卷四七«班勇傳»ꎬ１５８７ 頁ꎮ
«晋書»卷三〇«刑法志»載晋元帝令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９５ 年ꎬ９３９—９４０ 頁ꎮ
«後漢書»卷六四«盧植傳»載董卓“乃大會百官於朝堂ꎬ議欲廢立”ꎬ２１１９ 頁ꎮ «晋書»卷

三一«武悼楊皇后傳»載賈后欲廢楊太后事ꎬ９５５—９５６ 頁ꎮ «晋書»卷八«廢帝海西公紀»載桓温在

朝堂集合百官ꎬ廢晋帝爲海西公ꎬ２１４ 頁ꎮ
郭湖生«台城辯»對南朝台城、朝堂等有較深入的説明ꎬ也注意到南朝政局動盪之際“入

屯朝堂”“入守朝堂”“入攻朝堂”等事例ꎬ但未提出解釋ꎬ６２—６５ 頁ꎮ
東漢和帝時ꎬ公卿上書朝堂ꎬ進諫竇憲北擊匈奴事ꎬ見«後漢書»卷四五«袁安傳»ꎬ１５１９

頁ꎮ
«資治通鑑»卷一九六ꎬ貞觀十六年九月丁巳條ꎮ 又ꎬ瀏覽«全唐文» (山西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百官上表的場所不只朝堂ꎬ還包括銀臺門、光進門等地ꎬ其間差異與演變之軌跡有待探

究ꎬ此非本文討論焦點ꎬ從略ꎮ
百官上封事ꎬ見«隋書»卷二«高祖紀»載隋文帝開皇十一年詔ꎬ３６ 頁ꎮ 請行封禪事ꎬ見

«唐會要»卷七«封禪»ꎬ貞觀十一月己亥條ꎬ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９３—９４ 頁ꎮ
«隋書»卷六六«陸知命傳»載開皇年間ꎬ陸知命“詣朝堂上表ꎬ請使高麗”ꎬ１５６０ 頁ꎮ 又ꎬ

官人受命撰述經史、法典ꎬ亦見於朝堂進呈之例ꎮ 上書朝堂訴冤曲事ꎬ見«隋書»卷三七«梁睿傳»ꎮ
又«太平廣記»卷二六九«誣劉如璿惡黨»條引«御史臺記»載樊某之子“訟冤於朝堂”事ꎬ中華書局ꎬ
１９６１ 年ꎬ２１０８—９ 頁ꎮ «資治通鑑»卷二〇四ꎬ垂拱四年夏四月ꎬ“郝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冤”事ꎮ «舊
唐書»卷九七«張説傳»載張説兄張光“詣朝堂稱冤”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７５ 年ꎬ３０５４ 頁ꎮ

«魏書»卷一一一«刑罰志»ꎬ北魏太延三年條ꎬ２８７４ 頁ꎮ



上書”ꎬ“闕”指宫門〔３１〕 而非朝堂ꎮ 隋以前朝堂猶處宫内ꎬ庶民無上書朝堂的可

能ꎬ隋代朝堂外移ꎬ始見庶民上書朝堂之例〔３２〕 ꎮ

朝堂也是理刑政、録囚之地ꎬ此類事例晚出ꎬ始於北魏前期命重臣於朝堂理

刑政、録囚徒〔３３〕 ꎮ 重臣録囚與皇帝親録仍有不同ꎬ皇帝親録始於東漢光武帝臨

朝聽訟ꎬ以強化吏治ꎬ但”臨朝”非指朝堂ꎬ而是殿廷舉行的朝會〔３４〕 ꎮ 皇帝親至朝

堂録囚ꎬ始於北魏孝文帝〔３５〕 ꎮ 漢世皇帝臨朝聽訟、録囚ꎬ但朝會非日常國政議事

之所ꎬ與北魏皇帝親臨朝堂録囚不同ꎮ 漢世皇帝録囚事例極少ꎬ隋唐屢見其例ꎬ

唐代皇帝多在朝堂親自録囚〔３６〕 ꎮ 皇帝録囚雖以民爲對象ꎬ也包括有過犯的官

人〔３７〕 ꎮ 此外ꎬ隋唐朝堂表現出制度化的傾向ꎬ如ꎬ置三司受事、三司推事ꎬ受理冤

屈與大刑獄〔３８〕 ꎮ 反映唐代朝堂在刑政運作上的特殊性ꎮ

朝堂是策試上計吏、秀孝、銓選百官之所ꎬ其例晚出ꎬ始見於北魏末胡太后掌

政時〔３９〕 ꎮ 北齊亦時見皇帝親臨朝堂策試秀孝〔４０〕 ꎮ 北朝後期ꎬ皇帝親試秀孝、上

計吏於朝堂ꎬ宜與漢制較其異同ꎮ 漢制是丞相在三公府策問上計吏ꎬ頗見上計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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詣闕的“闕”ꎬ依都城的空間結構與方位座向而有不同ꎬ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指出ꎬ西漢詣闕上書在北門ꎬ東漢在南門ꎬ１３７ 頁ꎮ

«隋書»卷三«煬帝紀»ꎬ煬帝即位初ꎬ大業元年三月戊申下詔ꎬ“宜聽(庶民)詣朝堂封

奏”ꎬ６３ 頁ꎮ 以名稱來説ꎬ漢唐庶民上書地點不同ꎬ漢世爲闕ꎬ隋唐爲朝堂ꎬ二者位置都在宫城門口ꎬ
但性質不同ꎬ朝堂是象徵百官的政治空間ꎬ庶民上書朝堂寓有濃厚的針對性ꎬ即約束百官的不當作

爲ꎮ 參見本文第四節的討論ꎮ
«魏書»卷三«太宗紀»ꎬ５１ 頁ꎻ又見«魏書»卷二四«崔玄伯傳»ꎬ６２２ 頁ꎻ«魏書»卷二五«長

孫嵩傳»ꎬ６４５ 頁ꎮ
«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ꎮ 漢代朝議ꎬ參見永田英正«漢代の集議»ꎬ«東方學報»(京

都)第 ４３ 册ꎬ１９７２ 年ꎮ
«魏書»卷七下«高祖紀»ꎬ１７２ 頁ꎮ
«隋書»卷二五«刑法志»載隋文帝“每季親録囚徒ꎬ常以秋分之前ꎬ省閱諸州申奏罪狀”ꎮ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ꎬ太宗“幸朝堂ꎬ親覽冤屈”ꎬ３５ 頁ꎮ 太宗縱囚故事即其著例ꎬ參見«資治通

鑑»卷一九四ꎬ貞觀七年九月條ꎬ６１０３ 頁ꎮ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ꎬ貞觀二年三月壬子ꎬ太宗下令:“自今三品已上犯罪ꎬ不須引過ꎬ聽

於朝堂俟進止ꎮ”此事亦見«通典»卷一七〇ꎬ４４１２ 頁ꎮ
唐代爲受理冤訟、大刑獄ꎬ置三司受事、三司推事ꎬ其處理冤訟、刑獄的地點就在朝堂ꎬ參

見«通典»卷二四«侍御史»ꎮ
«魏書»卷一三«宣武靈皇后胡氏傳»ꎬ３３８ 頁ꎮ
«通典»卷一四«歷代制中北齊»«隋書»卷九«禮儀»«北齊書»(中華書局ꎬ１９７２ 年)卷

七«武成帝紀»河清二年正月乙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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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三公賞識ꎬ辟召爲公府掾吏之例ꎬ未見皇帝親試上計吏於朝堂之事ꎮ 北朝後

期ꎬ皇帝在朝堂親試上計吏ꎬ透露出“朝廷—郡國”關係發生變化的消息ꎬ與五世

紀末以來朝廷介入鄉里的進程一致ꎮ 隋代改革元會禮ꎬ以朝集使取代上計

吏〔４１〕 ꎬ“朝廷—郡國”關係發生“五服之内ꎬ政决王朝”的變化〔４２〕 ꎬ此後不復見皇

帝策試上計吏、秀孝於朝堂之例〔４３〕 ꎮ

北魏初ꎬ拓拔燾曾在西宫大選百官ꎬ北魏後期始見皇帝在朝堂銓選官人之

例〔４４〕 ꎬ當時銓選以尚書吏部爲中心ꎬ皇帝至朝堂主持銓選ꎬ透露北朝後期尚書省

重要人事權上移的消息ꎮ 隋代釐定三省關係ꎬ皇帝不再介入銓選ꎬ但以北朝後期

皇帝介入朝堂爲媒介ꎬ分割吏部銓選之權ꎬ六品以下仍屬吏部ꎬ五品以上轉移至

中書、門下二省〔４５〕 ꎮ
２. 禮儀機能

禮儀支配旨在建構以皇帝(天子)爲媒介、由天到人的世間秩序ꎬ南郊禮與

元會禮是核心禮儀ꎮ 南郊禮以祭天爲主軸ꎬ著重表達以皇帝爲中心之世間秩序

的根源ꎻ元會禮表現“朝廷—郡國—四夷”構圖下以皇帝爲中心的世間秩序〔４６〕 ꎮ

正殿是元會禮締結君臣關係的場所ꎬ東漢元會禮締結君臣關係的順序是

“畿内公卿百官—四夷君長郡國上計吏—宗室”ꎬ體現何休“内其國而外諸夏ꎬ内

諸夏而外夷狄”的“王畿—郡國—四夷”的構圖ꎮ 漢六朝内外有别國家型態下ꎬ

以兩種不同儀式締結君臣關係:(１)王畿公卿百官委質爲禮ꎬ個别地與皇帝建立

君臣關係ꎻ(２)郡國上計吏以貢納禮ꎬ代表郡國與皇帝締結君臣關係ꎻ前者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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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關於漢代上計與唐代朝集使制的比較ꎬ參見雷聞«隋唐朝集制度研究—兼論其與兩漢上

計制之異同»ꎬ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 ７ 卷ꎬ北京大學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ꎮ 又ꎬ渡邊信一郎«元會的建

構»指出ꎬ隋唐元會禮的變化是“從財政到人事”的轉變ꎬ３９８—４００ 頁ꎮ 筆者«序論:士人、鄉里與國

家»(«爲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風氣»ꎬ政大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以爲朝集使制成立的意義是古代貢

納制背後封建制意涵的削弱ꎬ凸顯“類封建”國家型態下地方長官之“諸侯”角色之消逝(５０—５１
頁)ꎮ

“五服之内ꎬ政决王朝”ꎬ語出«通典»卷一七«選舉典雜議論中»引開元中左監門録事

參軍劉秩論曰ꎮ 關於“核心—四方”國家型態ꎬ參王德權«序論:士人、鄉里與國家»ꎮ
唐代雖無皇帝親策秀孝等舉士於朝堂之例ꎬ但有親策制舉於含元殿之例ꎬ參«舊唐書»卷

八«玄宗紀»開元九年夏四月甲戌條ꎬ１８２ 頁ꎮ
«魏書»卷三八«刁整傳»ꎮ ８７２ 頁

嚴耕望«唐代尚書省的職權與地位»ꎬ氏著«唐史研究叢稿»ꎬ新亞研究所ꎬ１９６９ 年ꎮ
關於漢唐間元會禮ꎬ參見渡邊信一郎«元會的建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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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的原理ꎬ後者寓有封建制的意涵ꎮ 元會禮的朝堂是郡國上計吏、貢士會集

之所ꎬ象徵各鄉里(“郡國”)共同構築成帝國這個政治世界ꎮ 帝國的公共性ꎬ體

現在以朝堂爲節點展示的“朝廷(國)—郡國(諸夏)—四夷(夷狄) ”關係上ꎮ

隋代改革元會禮ꎬ取消王畿百官委質、郡國貢納禮ꎬ建立内外無别的國家型

態ꎮ 無論内、外官ꎬ所有官人一體地以舞蹈之禮表達對皇帝的臣從ꎬ朝堂原有的

“鄉里”意涵消失ꎮ «大唐開元禮»的朝堂止於百官整緝班序的場所ꎬ不復如漢六

朝具有象徵各郡國共同參與帝國政治世界的意涵〔４７〕 ꎮ

隋唐朝堂是册拜大官爵的場所ꎮ 隋制親王受册於朝堂〔４８〕 ꎬ唐制稍有不同ꎬ

册拜大官爵ꎬ依官爵高低分爲臨軒册授、朝堂册授ꎬ王爵屬臨軒册授〔４９〕 ꎮ 此制不

知始於何時ꎬ唯可追溯至高宗顯慶元年〔５０〕 ꎮ 但唐制的運作也有例外ꎬ如ꎬ睿宗即

位後ꎬ御承天門册立李隆基爲太子ꎬ受册於朝堂〔５１〕 ꎬ而不是臨軒册命ꎮ

朝堂是爲異姓大臣舉哀和燕享群臣的場所ꎮ 王公大臣有功於國ꎬ當其亡故ꎬ

皇帝多於朝堂舉哀ꎬ以示崇敬〔５２〕 ꎮ 王公大臣身故是否舉哀於朝堂ꎬ與其身分有

關ꎮ 晋武帝咸寧二年詔書:“國家爲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ꎬ爲異姓公、

侯、都督發哀於朝堂ꎮ”〔５３〕其説與東晋王彪之“爲外族及大臣於朝堂舉哀”同〔５４〕 ꎮ

皇帝爲異姓(含后族)大臣舉哀於朝堂ꎬ在“東堂”爲同姓皇族舉哀ꎮ 同姓或異姓是

决定舉哀地點的基準ꎬ“異姓”是皇家(皇帝私家)之外來自各鄉里共同維繫帝國秩

序的百官ꎬ揭示朝堂寓有非皇室私家的公共性質ꎮ

朝堂也是宴請異姓臣子的場所ꎬ高宗時ꎬ“皇后宴親族鄰里故舊於朝堂”〔５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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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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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卷一二三ꎬ３１５１ 頁ꎮ
文帝開皇年間ꎬ在西朝堂立楊廣爲晋王ꎬ參«隋書»卷四七«柳機傳»ꎬ１２７５—１２７６６ 頁ꎮ
«通典»卷一五«歷代制»引開元令ꎮ
«通典»卷一九«歷代官制總序»ꎮ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ꎬ景雲元年條ꎬ１６８ 頁ꎮ
魏晋尚書令薨ꎬ於朝堂發哀ꎬ«通典»卷二二ꎬ５９３ 頁ꎮ 東晋尚書王彪之也表示:“若至尊ꎬ

自應舉哀外族於朝堂ꎮ”«通典»卷八一“皇后爲親屬舉哀議”ꎬ２２１３ 頁ꎮ «隋書»卷一«高祖紀»ꎬ隋文

帝開皇元年五月辛未ꎬ“介國公薨ꎬ上舉哀於朝堂ꎬ以其族人洛嗣焉”ꎬ１５ 頁ꎮ
«通典»卷八一«凶禮»“天子爲大臣及諸親舉哀議”ꎮ
«通典»卷八一«皇后爲親屬舉哀議»ꎬ晋尚書王彪之議ꎮ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ꎬ顯慶五年三月丙午條ꎬ８０ 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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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族爲異姓ꎬ故設宴於朝堂ꎮ 武后朝ꎬ也有宴請百官於朝堂的記載〔５６〕 ꎮ 此外ꎬ皇

帝多在朝堂賜百官食ꎮ 如ꎬ玄宗開元初年誡勵縣令ꎬ在其返回任所前ꎬ在朝堂賜

食〔５７〕 ꎮ 無論異姓戚屬ꎬ還是百官ꎬ都體現出朝堂寓有非皇室私家的公共性質ꎮ

漢魏時期ꎬ凡命將出征ꎬ皆授節鉞於朝堂〔５８〕 ꎮ 命將以專征之權ꎬ故授其節

鉞ꎬ漢魏皆於朝堂爲之ꎮ 西晋改爲皇帝臨軒(正殿前的平臺)册拜ꎬ其間變化饒

富意義ꎬ宜自漢晋間軍事體制的變化理解其事ꎮ 西晋承襲並強化曹魏中軍體制

與都督制ꎬ致力克服外軍(郡國兵)可能造成漢末群雄般的離心力ꎬ軍事權力朝

向朝廷這一方移動ꎮ 中軍體制尚未成立時ꎬ“郡國兵 ＝ 鄉里”ꎬ故命將於朝堂ꎮ

中軍體制成立後〔５９〕 ꎬ塑造“中(内)—外”的軍事結構ꎬ命將地點由朝堂改爲皇帝

臨軒册拜ꎬ這個變化凸顯出朝堂寓有“鄉里”象徵的意涵ꎮ 隋文帝開皇十年改革

府兵制ꎬ完成魏晋以來軍事體制的中軍化ꎬ命將禮儀遂承西晋不改〔６０〕 ꎮ

３. 奬懲機能

朝堂以個别官人爲對象的奬懲機能晚出ꎬ始於北魏孝文帝ꎬ盛於隋唐前期ꎬ其

事與南北朝後期至唐初個體化官僚制的形成有關〔６１〕 ꎮ 朝堂奬懲機能標誌皇帝介

入朝堂議政ꎬ與官僚群體關係的變化ꎬ開啓皇帝與官僚群體互動的新形式ꎮ

朝堂是評定官人考績的空間ꎮ 北魏孝文帝在朝堂大考百官ꎬ“六品以下ꎬ尚

書重問ꎻ五品以上ꎬ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ꎮ 北朝後期漸成慣例ꎬ宣武帝亦循

５０１

决杖於朝堂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舊唐書»卷九六«宋璟傳»載宋璟侍宴朝堂事ꎬ３０３０ 頁ꎮ
«全唐文»卷三六«勉新授縣令勅»(天寶十三載六月)ꎮ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ꎬ開元二十

四年二月甲寅條ꎮ
«藝文類聚»卷五九«戰伐»摯虞«新禮»議引«漢魏故事»:“遣將出征ꎬ符節郎授鉞於朝

堂ꎮ «新禮»:遣將ꎬ御臨軒ꎬ尚書授節鉞ꎮ 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ꎮ”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８２ 年ꎬ１０６４
頁ꎮ 參«晋書»卷二一ꎬ６６２ 頁ꎮ

何兹全«魏晋的中軍»ꎬ氏著«讀史集»ꎬ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８２ 年ꎻ唐長孺«西晋分封與宗

王出鎮»ꎬ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論拾遺»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８２ 年ꎮ
朝堂舉行的禮儀包括:群臣爲皇帝上壽(«後漢書»卷二«明帝紀»ꎬ１２１ 頁)、外蕃朝貢

(«北史»卷七四«李雄傳»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７４ 年ꎬ２５５８ 頁)、宣露布(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四«露布»
«通典»卷七六«軍禮»“宣露布(唐)”條ꎬ２０８４ 頁)ꎮ

唐代承襲南北朝後期官僚個體化的演變ꎬ貞觀初以散階制爲主軸ꎬ建立階職勳封四類官序

並立的官僚制ꎮ 參見王德權«序論:士人、鄉里與國家»ꎬ５３—６１ 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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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ꎬ“五品以上ꎬ引之朝堂ꎬ親决聖目ꎻ六品以下ꎬ例由敕判”〔６２〕 ꎮ 隋代以皇帝臨

朝主政爲媒介調整三省關係ꎬ五品以上人事權上移中書、門下兩省ꎬ不復見皇帝

在朝堂考課官人之例ꎮ

朝堂既爲皇帝黜陟、奬懲百官之所ꎬ因而延伸爲官人獲罪時待罪之所ꎮ 兩漢

官員有罪ꎬ多待罪“闕下”或“□□門外”ꎮ 官人待罪朝堂始於隋文帝〔６３〕 ꎮ 唐承

隋制ꎬ規定官人有罪ꎬ待罪於朝堂〔６４〕 :御史彈劾多在正殿ꎬ被彈奏的大臣須趨出

正殿ꎬ至朝堂待罪〔６５〕 ꎮ

决罰官人於朝堂ꎬ明確記載始於隋ꎮ 史載隋文帝好决罰官人於殿廷、朝堂ꎻ

不唯决杖ꎬ連死刑(斬、絞、杖等)也包括在内〔６６〕 ꎮ

朝堂也是賞賜百僚之所在ꎬ唐代“賜”的對象是五品以上官人ꎬ地點在朝堂ꎮ

若有别敕賜六品以下官人ꎬ亦於朝堂給之〔６７〕 ꎮ “賜”的基準是官人的本品(散

位)〔６８〕 ꎬ反映官人是以個人身分(本品)進入朝堂ꎬ這是唐代個體化官僚制的

反映ꎮ

(三)隋唐朝堂的性質

朝堂始於公卿百官議政的場所ꎬ其後衍生禮儀機能ꎬ成爲聯繫“朝廷—鄉

里”的空間ꎮ 北朝後期開始出現以個别官人爲對象的懲戒機能ꎮ 隋代皇帝臨朝

主政ꎬ日常國政空間從原屬丞相政治空間的朝堂ꎬ轉移到皇帝的殿廷ꎮ 朝堂外

移ꎬ政事機能急遽衰退ꎬ不復發揮“朝”的機能ꎮ 朝堂雖仍保有百官上表、册拜官

爵、命將、宴享異姓等禮儀機能ꎬ但重大典禮只是參加禮儀的百官整緝班序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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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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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６８〕

«魏書»卷一九中«任城王度傳»ꎬ４７８ 頁ꎻ«魏書»卷八八«明亮傳»ꎬ１９０４ 頁ꎻ«魏書»卷八

«世宗紀»ꎬ２１４ 頁ꎮ
«隋書»卷八〇«陸讓母»ꎬ１８０７—１８０８ 頁ꎮ
«通典»卷二四ꎬ６７４—６７５ 頁ꎮ
«舊唐書»卷六六«房玄齡傳»ꎬ２４６１ 頁ꎮ 唐代典籍所謂“舊制”ꎬ其意非一ꎬ以官人待罪朝

堂一事而言ꎬ隋世始有其例ꎮ
朝堂斬刑之例ꎬ如«隋書»卷六二«趙綽傳»ꎮ 又ꎬ«舊唐書»卷五〇«刑法志»載太宗貞觀

初斬廣州都督盧祖尚事、玄宗處置皇后妹壻長孫昕原本也是令“朝堂斬昕”ꎮ
«新唐書»卷四八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７５ 年ꎬ１２６３ 頁ꎮ
«唐會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錢»ꎬ乾封元年八月十二日詔ꎬ調整官人俸料ꎬ“其課及賜ꎬ各依本

品”ꎮ 乾封以前ꎬ官人俸禄以本品爲基準ꎮ 此年實施泛階ꎬ多數官人散位往上提升ꎬ增加國家財政負擔ꎮ
防閤、庶僕、俸料改依官人的職位之品級支給ꎬ但課、賜仍以本品(散位)爲基準ꎮ



所ꎮ 相較於政事與禮儀機能的衰退ꎬ奬懲機能卻反向成長ꎬ其間反映隋唐朝堂性

質的變化ꎮ

筆者以爲宜從政治體系的變化出發ꎬ檢視隋唐朝堂性質的變化ꎮ 以下從漢

唐間“核心—四方”國家型態變化、皇帝臨朝主政制度化和個體化官僚制成立三

方面ꎬ展開討論ꎮ

１. 漢唐間“核心—四方”國家型態的變化

漢六朝朝堂性質表現爲“朝廷—鄉里(郡國)”的連結ꎬ是各鄉里參與帝國秩

序的節點ꎬ漢晋間命將禮儀的變化印證了這一點〔６９〕 ꎮ 隋代承襲北朝後期的變

化ꎬ展開“政决王朝”的國制調整ꎬ改變漢六朝内外有别國家型態〔７０〕 ꎮ 漢六朝朝

堂是貢士脱離鄉里、入仕王廷的起點ꎬ隋唐朝堂外移ꎬ就出現下面這種不協調的

現象ꎮ «唐會要»卷七六«緣舉雜録»載:

長壽二年十月ꎬ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伏見比年以來ꎬ天下諸州所貢

物ꎬ至元日ꎬ皆陳在御前ꎮ 唯貢人獨於朝堂拜列ꎬ但孝廉秀異充歲貢ꎬ宜列王

庭ꎬ豈得金帛羽毛升於玉階之下ꎬ賢良文學ꎬ棄彼金門之外ꎮ 恐所謂貴財而

賤義ꎬ重物而輕人ꎮ 伏請貢人至元日引見ꎬ列在方物之前ꎬ以備充庭之禮ꎮ”

制曰:“可”ꎮ

漢六朝朝堂猶處宫内ꎬ不致出現貢物陳列於殿廷而貢士棄彼金門之外的現

象ꎮ 隋代朝堂外移ꎬ於是發生貢物猶列王庭而貢士固已疏外的結果ꎮ 武后改爲

貢士與方物同集王廷ꎬ不復集於朝堂ꎬ自此朝堂不再是貢士入仕朝廷的起點ꎬ而

是在含元殿前召集貢士〔７１〕 ꎮ 朝堂與鄉里貢士的脱勾ꎬ反映朝堂“鄉里”意涵的消

逝ꎬ這是隋唐朝堂不同於漢六朝的首要特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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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王公舉哀、燕享群臣等禮儀體現非皇室私家之公共性質ꎬ也是承此脈絡而來ꎮ
自宫崎巿定以來ꎬ學者已注意到南北朝後期國制演變的新動向ꎬ如ꎬ唐長孺«南北朝後期

科舉制的萌芽»探討南北朝後期科舉制的萌芽ꎬ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論叢續編»ꎬ河北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５７８ 頁以下)ꎻ谷川道雄有“從門閥主義到賢才主義”之説ꎬ氏著«隋唐帝國形成史論»ꎬ李
濟滄譯ꎬ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２５４ 頁以下ꎮ 筆者以爲南北朝中後期國制演變的總趨勢ꎬ可名之

爲”去鄉里化”的國制重組ꎬ包含人事、軍事、國制、禮儀等諸多層面的變化ꎬ隋代國制調整即承此趨

勢而來ꎮ
«南部新書»卷丙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８５ 年ꎮ



２. 皇帝臨朝主政的制度化

隋代汰除漢六朝内化於禮儀、法制的“鄉里”機制ꎬ集權中央ꎬ地方資源與權

力向上流動ꎬ爲了管理這些資源與權力ꎬ朝廷相應展開組織與制度更新ꎮ 以皇帝

臨朝主政爲主軸釐定三省關係ꎮ 魏晋以來事無不綜的尚書省ꎬ重要職權轉移至

中書、門下兩省ꎬ兩省國政機能增強ꎮ 朝廷核心部權力向上移動ꎬ爲皇帝臨朝主

政鋪平道路ꎮ 隋唐皇帝成爲日常國政運作的主體ꎬ形成以皇帝爲中心的一元議

政體制ꎬ朝堂自此退出“朝”的行列ꎬ不再具有議政機能ꎮ

隋唐皇帝臨朝主政ꎬ確立“内—中—外”三朝的議政空間〔７２〕 ꎮ 唐代三朝前後

頗有變化ꎬ稍早太極宫體制賦予外移的朝堂以外朝之名ꎬ但已不具日常國政機

能ꎬ只是形式上的外朝ꎬ發揮日常國政機能的空間是太極、兩儀殿ꎮ 至太極宫向

大明宫體制轉移後ꎬ朝堂完全退出“朝”的行列ꎬ完成以皇帝爲中心的三朝空間ꎮ

«大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員外郎”條載:

(Ａ)宫城在皇城之北ꎮ 南面三門:中曰承天ꎬ東曰長樂ꎬ西曰永安ꎮ 若

元正、冬至大陳設、燕會、赦過宥罪、除舊佈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ꎬ

則御承天門以聽政(蓋古之外朝也)ꎮ 其内曰太極殿ꎬ朔、望則坐而視

朝焉(蓋古之中朝也)ꎮ 其内曰兩儀殿ꎬ常日聽朝而視事焉(蓋古之内

朝也)ꎮ

(Ｂ)大明宫丹鳳門内正殿曰含元殿(今元正、冬至於此聽朝

也)ꎮ 夾殿兩閣ꎬ左曰翔鸞閣ꎬ右曰棲鳳閣(閣下即朝堂ꎬ肺石、登聞鼓ꎬ

如承天之制)ꎮ 其北曰宣政門ꎬ内曰宣政殿ꎮ 宣政北曰紫宸門ꎬ其

内曰紫宸殿(即内朝正殿也)ꎮ (編號爲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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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楊寛«中國都城制度史研究»ꎬ１７１ 頁以下ꎮ 唐代三朝政治空間的成立有兩方面的意義:
(１)大明宫體制下的“紫宸—宣政—含元”三殿ꎬ雖實現«周禮»三朝政治空間觀ꎮ 唯«周禮»三朝猶

有“公私混雜”的現象ꎬ唐代三朝完全是皇帝處理國政的“公的空間”ꎬ不復存在“燕朝”之類君主私

人空間ꎮ «周禮»三朝尚未脱卻王之“私”的色彩ꎬ唐代三朝業已成爲以皇帝爲首之“公”的世界ꎬ顯
示古代皇(王)權性質的演變是逐漸汰除“私”的成分ꎬ走向“公”的世界ꎮ (２)大明宫體制的成立ꎬ
標誌魏明帝以來“太極—兩儀”殿政治空間退出歷史舞臺ꎮ 太極、兩儀源出«易經»ꎬ屬於儒教天道

觀的範疇ꎬ含元等殿的命名ꎬ卻是以皇帝爲世間秩序的起點ꎮ 由太極宫到大明宫政治空間的變化ꎬ
反映世間秩序原理從天道觀走向以皇帝爲中心的“人”的世界ꎬ這是因應隋唐之際皇帝臨朝主政而

生的變化ꎮ



«六典»使用“古—今”對比的形式ꎬ描述太極宫與大明宫空間的政治機能ꎮ (Ａ)

採取“蓋古之□朝”的形式ꎬ(Ｂ)使用“今於此聽朝”“即内朝正殿”ꎬ委婉表

達日常國政空間從太極宫向大明宫轉移ꎮ 隋代朝堂外移至宫城正南門的承天

門ꎬ即(Ａ)“古之外朝”ꎮ (Ｂ)雖未具體指出“外朝”所在ꎬ但在敘述含元殿:“今

元正、冬至於此聽朝ꎮ”對照前段資料ꎬ舉行元正、冬至大朝會的地點是朝堂ꎮ 含

元殿的描述裡ꎬ“閣下即朝堂”ꎬ説明朝堂業已不具“朝”的機能ꎮ «六典»的對

比ꎬ意指外朝已由“古”之朝堂向“今”之含元殿轉移ꎬ(Ｂ)的朝堂只是陳設肺石、

登聞鼓的地點ꎮ 楊寛先生引用這段史料ꎬ就直指含元殿爲“外朝”〔７３〕 ꎮ 朝堂失去

政事機能ꎬ退出“朝”的行列ꎬ發生在皇帝主政的脈絡中ꎬ這是理解唐代朝堂性質

的第二個線索ꎮ

３. 個體化官僚制的成立

隋唐朝堂喪失政事、禮儀機能ꎬ退出“朝”的行列ꎬ以個别官人爲對象的奬懲

機能日益興起ꎮ 這個變化與當時個體化官僚制的成立有關ꎬ這是理解唐代朝堂

性質的第三個線索ꎮ

由漢至唐ꎬ官僚制發生顯著變化ꎬ漢代官僚禄秩繫於其職位〔７４〕 ꎬ士人尚未具

有不同於農工商的法制身分ꎮ 魏晋九品官人法成立ꎬ士人成爲法制身分ꎬ“士庶

之别ꎬ國之章也”ꎮ 開始出現從屬於官(士)人一己之身分ꎮ 當時官、士劃爲兩

橛ꎬ官品秩序下的“本人之品”概念雖已浮現ꎬ僅止於初步萌芽ꎮ 在士的身分方

面ꎬ當時内外有别國家型態下ꎬ士人代表鄉里入仕王廷ꎬ士人身分仍涵攝在“鄉

９０１

决杖於朝堂

〔７３〕

〔７４〕

楊寛«中國古代都城制度研究»ꎬ１７３—４ 頁ꎮ 如果我們同意楊寛的看法ꎬ漢唐間的外朝ꎬ
從漢代位居宫外的丞相府(百官朝會殿)ꎬ一轉成爲魏晋南北朝位居宫内的尚書省朝堂ꎬ再轉而爲

唐代大明宫體制下皇帝政治空間的含元殿ꎮ 過去”丞相—外朝”的理解不足以涵蓋這個變化ꎮ 與

其視外朝爲丞相的政治空間ꎬ不如從“内(核心)—外(四方) ”的角度來理解ꎮ 凡處理全國政務(外
事)之所在即爲外朝ꎬ無論是漢晋南北朝的丞相政治空間ꎬ還是唐代皇帝的殿廷皆然ꎮ 自西周王畿

制成立以來ꎬ“内—外”構成國制的根本框架ꎬ直到王畿制消失的宋代ꎬ完成朝廷對全國的組織控

制ꎬ這個框架才消失在歷史舞臺上ꎬ這是理解古代國制的重要概念ꎬ西周以來的公卿大夫士身分等

級ꎬ至宋代消失ꎬ即其顯例ꎮ 參見王德權«從官人章服制看唐代君臣關係»ꎬ張廣達主編«唐宋時代

的名分秩序»ꎬ臺北ꎬ政治大學人文研究中心ꎬ待刊ꎮ
參閻步克«漢代禄秩之附麗于職位»ꎬ氏著«品位與職位»ꎬ中華書局ꎬ２００２ 年ꎮ

Wang te-chuan
刪劃線



里”的範疇中〔７５〕 ꎮ

隋行科舉ꎬ過去察舉、九品官人法形式下“士人—鄉里”的制度聯繫斷裂ꎬ成

士過程脱離鄉里的羈絆ꎬ士人以個體形式入仕ꎬ不復有鄉里之意涵ꎮ 反映在官僚

制的建構上ꎬ歷經北朝後期的頻繁調整ꎬ貞觀初成立階職勳封四類官序並列的官

僚制ꎬ以官人的散位爲“本人之品(本品)”ꎬ在“官士一軌”的制度架構下ꎬ呈現

個體入仕的個體化官僚制特徵ꎮ 反映在朝堂機能上ꎬ北朝後期起ꎬ朝堂開始出現

以個别官人爲對象的奬懲ꎮ 及至隋唐ꎬ無論是官人决杖朝堂ꎬ還是在朝堂賜物ꎬ

都是發生在這個制度脈絡中ꎮ

在“朝廷—鄉里”國家型態的變化、個體化官僚制成立的脈絡下ꎬ隋唐朝堂

從原本的“鄉里”象徵ꎬ轉變爲象徵百官的政治空間ꎮ 唐人每以朝堂泛稱百官ꎬ

武后聖曆三年(７００)ꎬ狄仁傑病故ꎬ則天哀傷地表示:“朝堂空矣ꎮ”〔７６〕 在皇帝臨

朝主政的背景下ꎬ朝堂成爲皇帝向百官傳達政治訊息的場所ꎮ 武后稱制後ꎬ嵩陽

令樊文獻瑞石ꎬ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ꎮ”開元四年(７１６)正月ꎬ皇后妹婿長孫昕

毆擊御史大夫李傑ꎬ玄宗欲在朝堂斬昕ꎬ“以謝百官”〔７７〕 ꎮ 無論“示百官”ꎬ還是

“謝百官”ꎬ都是皇帝與百官的互動ꎮ 隋唐皇帝在朝堂的活動ꎬ無論是理刑政ꎬ决

杖官人於朝堂ꎬ還是賜物ꎬ其意義是皇帝臨朝主政下以百官爲對象的權力展示ꎬ

這是皇帝與官僚群體互動的新形式ꎮ

歸納本節討論ꎬ漢六朝朝堂是日常國政的議政場所ꎬ也是舉行重要禮儀的場

所ꎬ當時國家型態下ꎬ朝堂成爲“朝廷—鄉里”聯結的象徵ꎮ 北朝後期ꎬ在皇帝介

入朝堂議政、個體化官僚制萌芽的趨勢下ꎬ朝堂逐漸衍生以個别官人爲對象的奬

懲機能ꎮ 隋唐之際“政决王朝”ꎬ皇帝臨朝主政ꎬ日常國政轉移至皇帝的殿廷ꎬ自

此朝堂不再發揮日常國政的議政機能ꎬ退出“朝”的行列ꎬ“鄉里”象徵意涵逐漸

消逝ꎮ 隋唐時期ꎬ出現諸多與朝堂有關的新事務ꎬ無論是决杖於朝堂、庶民上書

的制度化ꎬ還是朝堂裡的刑政運作(皇帝録囚、三司受事)ꎬ都選擇在朝堂舉行ꎮ

這個現象顯示隋唐朝堂褪去“鄉里”意涵後ꎬ轉化爲象徵百官的政治空間ꎬ成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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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７６〕

〔７７〕

筆者所謂“士人涵攝在鄉里範疇”ꎬ意指定義士人資格或身分的權柄在於鄉里ꎬ而非國家

(朝廷)ꎬ詳見«序論—士人、鄉里與國家»ꎬ５３—６１ 頁ꎮ
«資治通鑑»卷二〇七ꎬ久視元年七月ꎬ６５５１ 頁ꎮ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ꎬ１７６ 頁ꎮ



皇帝以官僚群體爲對象展示其權力的場所ꎮ

三、 决杖於朝堂

隋唐朝堂機能的變化ꎬ主要是以個别官人爲對象的奬懲ꎬ其中又以决杖於朝

堂最受人注目ꎮ 兹歸納隋、唐前期相關事例ꎬ如本文«附表»ꎮ

(一)官人受杖

考察官人决杖於朝堂事例前ꎬ宜先認識官人决杖之始末ꎮ 現存«唐律»未説

明官人受杖始於何時ꎬ劉俊文列舉漢代郎官受杖之事例〔７８〕 ꎬ雖未明言官人杖刑

始於漢世ꎬ卻予人其制始於漢代之聯想ꎮ 清趙翼已論及漢代郎官受杖〔７９〕 ꎬ北宋

方勺是較早作出此論斷者:

國家治贓吏至有决杖者ꎬ或以爲太峻ꎮ 予曰:“今人但見唐韓、杜諸詩

謂判司簿尉不離棰楚ꎬ獨不知自後漢時ꎬ郎官猶不免杖責ꎮ 侯汶爲侍御史ꎬ

賦貧民廩糜不實ꎬ獻帝令杖之五十ꎮ 唐禮部侍郎令狐峘忤宰相楊炎ꎬ德宗欲

杖而流之ꎮ 然獻帝、德宗不足法也ꎬ至若贓吏貪黷ꎬ何足恤哉!”〔８０〕

方勺指出漢代郎吏受杖ꎬ並本著刑不上大夫的立場ꎬ批評漢獻帝、唐德宗杖責士

人的作法ꎬ認爲士人不應受到决杖的處分ꎮ 不過ꎬ他也強調士人若因貪贓而受

杖ꎬ是理所當然的ꎬ”何足恤哉”ꎬ隱微透露他對當時官人貪贓問題的關切ꎮ

漢代郎吏受杖顯有實據ꎬ宜採此説ꎬ視官人决杖爲漢代以來懲處官僚之常

規ꎮ 深思之ꎬ此説不足以解釋爲何魏晋至北朝末幾不復見官人受杖之例ꎮ «顔

氏家訓»卷四«涉務篇»:

晋朝南渡ꎬ優借士族ꎬ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ꎬ擢爲令僕已下、尚書郎中書

舍人已上ꎬ典掌機要ꎻ其餘文義之士ꎬ多迂誕浮華ꎬ不涉世務ꎬ纖微過失ꎬ又惜

行捶楚ꎬ所以處於清高ꎬ蓋護其短也ꎮ 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ꎬ竝

曉習吏用、濟辦時須ꎬ縱有小人之態ꎬ皆可鞭杖肅督ꎬ故多見委使ꎬ蓋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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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７９〕

〔８０〕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９６ 年ꎬ２４—８ 頁ꎮ
«陔餘叢考»卷一七«唐時簿尉受杖»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６３ 年ꎮ
«泊宅編»卷七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９７ 年ꎬ３８ 頁ꎮ



長也ꎮ

“惜行捶楚”與“鞭杖肅督”對言ꎬ揭示士與吏的身分差異ꎬ士吏之間猶若士庶之

際自天隔般懸遠ꎮ 在官(士)、吏有别的立場下ꎬ吏人不免於鞭責ꎬ而士人固已免

於刑戮矣ꎮ 宫崎巿定表示:“漢代郎吏受杖至少延續到曹魏ꎬ其後ꎬ隨著“貴族主

義”的發達ꎬ這種做法被取消了ꎬ但對令史的杖罰卻一直保留下來ꎮ”〔８１〕如果考慮

受杖者的身分ꎬ官員受杖雖可上溯兩漢ꎬ但漢唐官員同受杖責只是表面相似ꎬ以

受杖者身分觀之ꎬ實有不同ꎬ關鍵是漢唐間官員身分發生從“官吏無别”到“官吏

有别”的轉變〔８２〕 ꎮ 漢代官員以吏的身分受杖ꎬ而吏人受杖至隋唐以降未絶ꎮ 反

觀魏晋以降ꎬ士人獲得不同於農工商的法制身分ꎬ得以登載士籍ꎮ 官人與吏人身

分的區隔ꎬ是魏晋以降官(士)不復受杖的制度背景ꎮ 從這個角度看ꎬ不宜視漢

代郎吏受杖爲隋唐官人受杖的源頭ꎮ

北朝後期ꎬ官(士)人不受杖責的慣例發生變化ꎬ成爲隋唐官人受杖的直接

根源ꎮ 北齊君主數行决杖〔８３〕 ꎮ 隋唐官人受杖之事轉多ꎬ當時去南北朝未遠ꎬ官

人猶本著士庶有别的立場ꎬ批評“(官人)受杖於朝ꎬ有若卒伍”“决杖贖死ꎬ恩則

甚優ꎻ解體受笞ꎬ事頗爲辱ꎮ 上可施之徒隸ꎬ不當及於士人”〔８４〕 ꎮ 認爲杖刑的對

象是吏卒、徒隷ꎬ不應施用在官(士)人身上〔８５〕 ꎮ 開元十年ꎬ廣州都督裴伷先下

獄ꎬ中書令張嘉貞奏請决杖ꎬ張説向玄宗進言:過去姜皎以三品官身分决杖朝堂ꎬ

並處流刑ꎬ誠屬非宜ꎬ“勳貴不可輕行决罰”ꎬ何况“决杖廷辱ꎬ以卒伍待之”〔８６〕 ꎮ

玄宗雖同意張説建議ꎬ似止於一時之舉措ꎬ其後仍頻見官人受杖之例ꎮ

北朝末出現官人决杖之例ꎬ但官人受杖終究和受杖於朝堂不同ꎬ差别在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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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宫崎巿定«九品官人法研究»ꎬ韓昇、劉建英譯ꎬ中華書局ꎬ２００８ 年ꎬ１７７ 頁ꎮ 關於”官吏分

途”ꎬ另見葉煒«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ꎬ北京大學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ꎮ
«通典»卷一六«選舉典雜議論上»引“(梁)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ꎮ 一如閻步克的考

察ꎬ漢家體制“以吏道畜之”ꎬ官員被視爲“吏”ꎬ其禄秩附麗於其職位ꎬ當官員不任職時ꎬ並不具備

“個人身分”ꎬ尚未形成魏晋以降從屬於官人本身的法制身分ꎮ
«北史»卷三八«裴澤傳»ꎬ１３７８—１３７９ 頁ꎮ «北史»卷五一«馮翊王潤傳»ꎬ１８６８ 頁ꎮ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ꎬ開元二十五年五月條引左丞相裴耀卿上疏ꎬ６８２８ 頁ꎮ
«舊唐書»卷一〇一«張廷珪傳»ꎮ «新唐書»卷一一八«張廷珪傳»載此事爲“詔决杖朝

堂”ꎬ ３１５３ 頁ꎮ
«舊唐書»卷四九«張嘉貞傳»ꎬ３０９１—３０９２ 頁、«通典»卷一六七«刑法五»“雜議下”大唐

開元十年十一月條ꎬ４３２０—４３２１ 頁ꎮ



儀式與受杖地點上ꎮ 在象徵百官政治空間的朝堂裡ꎬ採取集眾的公開儀式處分

官人ꎬ除了懲處官人過犯ꎬ更是向百官傳達特定的政治訊息〔８７〕 ꎮ 肅宗朝ꎬ唐軍從

安史叛軍手中收復長安ꎬ處置叛降之臣的措施ꎮ «舊唐書»卷五〇«刑法志»載:

初ꎬ西京文武官陸大鈞等陷賊來歸ꎬ崔器草儀ꎬ盡令免冠徒跣ꎬ撫膺號

泣ꎬ以金吾府縣人吏圍之ꎬ於朝謝罪ꎬ收付大理京兆府獄繫之ꎮ 及陳希烈等

大臣至者數百人ꎬ又令朝堂徒跣如初ꎬ令宰相苗晋卿、崔圓、李麟等百僚同

視ꎬ以爲棄辱ꎬ宣詔以責之ꎮ

天寶昇平盛世裡ꎬ安史叛軍攻入長安ꎬ官人驚慌失措ꎬ投僞叛國者眾ꎮ 其後ꎬ

唐軍收復京城ꎬ爲此安排處分降叛官人的儀式ꎮ 低階叛臣的處分是採“集眾”的

方式ꎬ聚集金吾與京兆府縣人吏圍觀ꎬ地點不詳ꎮ 但由集眾圍觀後始“於朝謝

罪”看ꎬ應不在朝堂ꎮ 處分丞相等高階叛臣是在朝堂“免冠徒跣”待罪〔８８〕 ꎬ聚集百

官圍觀ꎮ 在朝堂决杖ꎬ不僅是懲處有過犯的官人ꎬ更寓有以百官爲對象的宣示

意味〔８９〕 ꎮ

(二) “决杖於朝堂”事例分析

唐代受决杖於朝堂處分者ꎬ包括宗室〔９０〕 、宦官〔９１〕 、庶民〔９２〕 ꎬ大抵以百官爲

主ꎮ «唐律»無决杖於朝堂的規定ꎬ説明此類處置具有“法律之外”的性質ꎮ 决杖

數雖未必踰越法條〔９３〕 ꎮ 但在朝堂决杖ꎬ意義即有不同ꎬ宜視爲針對百官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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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唐代以百官爲主體的”集眾”ꎬ地點不外朝堂與殿廷ꎬ隋世雖有决杖殿廷之例ꎬ但唐代已

不復見ꎮ 隋文帝朝當國制更新之際ꎬ决杖地點包括朝堂與殿廷ꎬ雖可能出於一時之處置ꎬ卻開啓日

後官人决杖朝堂之端緒ꎮ 隋煬帝也曾在朝堂杖殺進諫的官員ꎬ如ꎬ«資治通鑑»卷一八三ꎬ大業十三

年條ꎮ 唐代朝堂决杖官人ꎬ與朝堂爲象徵百官政治空間的性質有關ꎮ
«漢書»卷八一«匡衡傳»ꎬ３３４５ 頁ꎮ 按ꎬ免冠與徒跣是官人待罪的基本儀態ꎮ
决杖於朝堂之際ꎬ往往令御史監杖ꎬ如開元二年ꎬ蔣珽擔任御史ꎬ監督行刑的標準較爲寬

鬆ꎬ被認定失職而受杖ꎮ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ꎬ開元三年春正月ꎬ宋璟擔任御史大夫ꎬ因“坐監朝堂

杖人杖輕”ꎬ被貶爲睦州刺史ꎮ 又ꎬ除了在朝堂集眾决杖ꎬ有時也就近在地方治所ꎬ集眾處分犯贓的

地方官ꎮ 如ꎬ開元中ꎬ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ꎬ玄宗命决杖六十ꎬ流古州ꎬ裴耀卿曾針對此事上疏ꎬ能
«舊唐書»卷九八«裴耀卿傳»ꎬ３０８２ 頁ꎮ

«舊唐書»卷六〇«長平王叔良傳»ꎮ
宦官决杖於朝堂ꎬ參«南部新書»卷戊“開元二十五年西幸ꎬ駐蹕壽安連曜宫”條ꎮ
庶民决杖於朝堂ꎬ如ꎬ«資治通鑑»卷二〇五ꎬ長壽元年春一月條ꎬ６４７８ 頁ꎮ
«唐律»决杖數的規範ꎬ如决一頓ꎬ或决三十、六十之類ꎬ參見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ꎬ

２５—２８ 頁ꎮ

Wang te-chuan
插入號
見



舉動ꎮ 檢視所見事例ꎬ都發生在“帝怒”的情境裡ꎬ顯示這類處置來自皇帝在“法

律之外”的權力展示ꎮ 在時間上ꎬ集中在唐前期ꎬ尤其是武后、玄宗二朝ꎬ安史亂

後僅見肅宗一例〔９４〕 ꎮ 歸納而言ꎬ包括幾項特徵:“帝怒”的情境、集眾懲處的方

式、皇帝獨斷與有司守法間的衝突ꎬ這三點都圍繞著隋唐皇帝臨朝主政而展開ꎬ

其對象主要是百官ꎬ其背景是臨朝主政的皇帝與官僚群體的互動ꎮ

明確記載决罰官人於朝堂之例ꎬ始見於隋文帝世〔９５〕 ꎮ «通典»卷一七〇«刑

法»“峻酷”隋文帝條:

隋文帝性猜忌ꎬ素不悦學ꎬ既任智而獲大位ꎬ因以文法自矜ꎬ明察臨

下〔開皇〕十年ꎬ尚書左僕射高熲、理書侍御史柳彧等諫ꎬ以爲朝堂非殺

人之處ꎬ殿廷非决罰之地ꎬ帝不納ꎮ 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ꎬ曰:”陛下子育眾

生ꎬ務在去弊ꎬ而百姓無知ꎬ犯者不息ꎬ致陛下决罰過嚴ꎬ皆臣等不能有所裨

益ꎬ請自退屏ꎬ以避賢路ꎮ” 帝不懌ꎬ乃令殿内去杖ꎬ欲有决罰ꎬ各委

所由ꎮ

高、柳諫請文帝不宜在朝堂决罰ꎮ 官人受杖朝堂不是法律規範ꎬ多來自皇帝“赫

斯怒”的法外處置ꎬ妨礙法律的正常運作ꎮ 皇帝是世間秩序的源頭ꎬ其權威猶在

法律之上〔９６〕 ꎮ 帝王特旨雖超越法律ꎬ但在國制組織化的進程下ꎬ法律是維繫組

織運作的根基ꎬ有司“守法”的訴求ꎬ一定程度爲法律的客觀性留下些許餘地ꎮ

但當“怒甚”的皇帝採取法律之外的裁處時ꎬ即使有司要守法ꎬ未必能獲得預期

的效果ꎮ 高熲、柳彧以個人進退之姿勸諫文帝ꎬ意在阻卻皇帝的法外作爲ꎬ將案

件交付有司根據法律裁處ꎬ維持法律客觀運作的空間ꎮ 高、柳進諫雖引起文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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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９５〕

〔９６〕

肅宗以後ꎬ唐世未見官人决杖朝堂之例ꎬ應與中晚唐政治結構下皇帝與官僚群體之互動

形勢有關ꎬ五代、宋初仍偶見其例ꎬ如«資治通鑑»卷二八三ꎬ天福八年十二月條ꎬ記載五代(閩國)决
杖於朝堂之例ꎮ 又相傳宋太祖雖立不殺士大夫之令ꎬ但曾在朝堂杖殺犯贓的官員ꎮ «宋史»卷四二

«理宗紀»嘉熙二年二月癸己ꎬ大宗正丞賈似道上疏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７７ 年ꎬ８１５ 頁ꎮ 相較於隋、唐前期ꎬ
中唐以降至宋世的事例幾可謂寥若晨星ꎮ 可見官人决杖於朝堂是皇帝臨朝主政初期階段的現象ꎬ
至於爲何中唐以降事例急劇减少ꎬ如何從政治體系運作的角度理解ꎬ擬另文討論ꎮ

渡邊信一郎引用北周樂運例(«北史»卷六二«樂運傳»ꎬ２２２０—２２２２ 頁)ꎬ認爲是决罰朝

堂之例ꎮ 筆者以爲«北史»卷三四«宋遊道傳»更早於北周樂運ꎮ 但這兩項事例皆不完整ꎬ姑置於

此ꎮ
«大唐新語»卷四載武后末ꎬ馬懷素上奏:“陛下當生殺之柄ꎬ欲加之罪ꎬ取决聖衷足矣ꎮ

今付臣推勘ꎬ臣但守法耳ꎮ”中華書局ꎬ１９８５ 年ꎮ



悦ꎬ最後仍下令殿内去杖ꎬ“欲有决罰ꎬ各委所由ꎮ”透露决杖朝堂是法外裁判ꎬ引

發皇帝獨斷與有司執法間的矛盾ꎬ焦點在“守法”上〔９７〕 ꎮ

揆諸實例ꎬ隋唐决杖(或其他處罰)官人於朝堂ꎬ多發生在皇帝盛怒的情境

中ꎬ也經常引起皇帝與官僚群體間“守法”與否之争議ꎮ 如ꎬ«唐會要»卷四«儲

君雜録»:

貞觀十六年六月ꎬ苑西守監穆裕農囿不脩ꎬ太宗怒甚ꎬ命于朝堂斬之ꎮ

侍臣戰慄ꎬ莫敢進言ꎮ 太子承乾諫曰:”人者有生最靈ꎬ一死不可復活ꎮ 命

即斬之ꎬ理恐未盡ꎬ請付法司推鞫ꎮ”太宗意解ꎬ即笞而釋之ꎮ

太宗以農苑不修ꎬ欲殺守監ꎬ由“侍臣戰慄”一語觀之ꎬ不難看出當時太宗怒甚的

程度ꎬ反映皇帝震怒之餘法外决斷的傾向ꎬ連身邊的兩省侍從官爲之噤口不語ꎮ

太子承乾以理恐未盡爲由ꎬ諫請太宗交付法司推鞫ꎮ 此例决罰朝堂與“有司”間

的對照ꎬ顯示這類處置來自皇帝在法律之外的獨斷ꎮ

若將皇帝盛怒下採取决杖朝堂的法外裁决ꎬ視爲個别皇帝的偶然作爲ꎬ無法

説明這類現象屢屢發生在隋唐之際的理由ꎻ宜將此類行爲置於當時政治體系運

作的脈絡ꎬ理解其意義ꎮ 貞觀初ꎬ張玄素評論隋室亂亡之由:

張玄素ꎬ貞觀初ꎬ太宗聞其名ꎬ召見ꎬ訪以理道ꎮ 玄素曰:”臣觀自古已

來ꎬ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ꎮ 豈非其君自專ꎬ其法日亂ꎮ 向使君虚受於上ꎬ臣

弼違於下ꎬ豈至於此ꎮ 且萬乘之主ꎬ欲使自專庶務ꎬ日斷十事ꎬ而有五條不中

者ꎬ何况萬務乎以日繼月ꎬ乃至累年ꎬ乖繆既多ꎬ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鑑危亡ꎬ

日慎一日ꎬ堯舜之道ꎬ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ꎮ〔９８〕

張玄素分析隋祚速亡的主因是“其君自專ꎬ其法日亂”ꎮ “其君自專”是指皇帝臨

朝主政起點的隋代二主過度專斷ꎬ“日斷十事ꎬ而有五條不中者”ꎬ意指皇帝决斷

國政發生的失誤ꎬ日積月累將産生不利的影響ꎮ 張玄素的議論揭露皇帝臨朝主

政衍生的難題ꎬ表達臣下對皇帝獨斷的重重憂慮ꎬ君主專斷造成决策失誤ꎬ從側

面道出皇帝統治須“與眾(百官)共之”的期待ꎮ 張玄素的發言ꎬ獲得太宗認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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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

〔９８〕

隋唐之際頻生“守法”爲主題的争議ꎬ參見王德權«隋唐之際“守法”争議的一試論»ꎬ宫
澤知之主編«唐宋変革研究通訊»第 ６ 期ꎬ中國史研究會(京都)ꎬ２０１５ 年ꎮ

«大唐新語»卷一«規諫»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８４ 年ꎬ１３ 頁ꎮ



深納之ꎮ

然而ꎬ“其君自專”與“其法日亂”有何關聯? 隋代集權中央ꎬ朝廷展開組織

化進程ꎬ管理從地方抽調上來的權力與資源ꎮ 在朝廷組織化的脈絡下ꎬ以法律規

範各部門、各官職的權責〔９９〕 ꎬ成爲組織與官員間互動的憑藉ꎮ 在法律規範帶來

的“可預期性”基礎下ꎬ維繫複雜組織内部各機構與官員間的互動ꎮ 隋代二主在

臨朝主政的衝動下ꎬ罔顧法律的客觀運作ꎬ恣意自專ꎬ前敕後詔相違ꎬ終致官僚群

體無法可守、“其法日亂”的結果ꎮ “其法日亂”固不止於法律本身受到干擾ꎬ更

意味著官僚體系失去運作能力而危及統治ꎮ 皇帝臨朝主政ꎬ採取超越法律規定

的法外處置ꎬ導致官僚體系運作失去可預期性的後果ꎬ加深法律與國政運作的不

穩定ꎬ這是隋唐之際頻繁發生“守法”争議的主要理由ꎮ

接下來討論哪些行爲導致官人受到决杖朝堂的處分? 根據«附表»ꎬ引發這

類處置的事由不一ꎬ可區分爲 ５ 類:(１)執行職務的過犯、(２)帝王有意藉機立

威、(３)觸及政治敏感問題、(４)官人貪贓、(５)違反敕令與法律ꎮ

第(１)類事例是官員執行勤務時的違失與過犯ꎬ引起皇帝震怒ꎮ 如ꎬ前引太

宗以苑囿不修爲由ꎬ欲杖死苑監ꎮ 又ꎬ開元二年ꎬ蔣珽擔任御史ꎬ監督行刑的標準

較爲寬鬆ꎬ被認定失職而受杖ꎬ也是屬於職務的過失ꎮ

第(２)類事例是帝王有意藉事立威ꎬ如ꎬ開元四年正月ꎬ長孫昕恃其爲皇后

妹婿ꎬ毆擊御史大夫李傑ꎬ玄宗“大怒”ꎬ令“朝堂斬昕以謝百官”ꎮ 有司以陽和之

月不可行刑爲由上表陳請ꎬ玄宗不爲所動ꎬ仍下令杖殺〔１００〕 ꎮ 依情節觀之ꎬ原不致

作如此嚴厲的處分ꎬ玄宗堅持嚴厲處置有其現實背景ꎮ 歷經武后權貴政治、中睿

宗朝皇親國戚長期政争ꎬ爲統治階級帶來前所未有的混亂ꎮ 即位未久的玄宗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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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９〕

〔１００〕

北朝後期至隋唐ꎬ«律»«令»之外發展出«格»與«式»法典ꎮ «律»«令»以統治事項爲編

纂基準ꎬ«格»«式»的編纂是以行政機構六部爲基準ꎬ如ꎬ«吏部格»«禮部式»ꎬ這個變化正出於國制

組織化的進程ꎮ 綜觀古代中國法典編纂基準ꎬ包括統治事項與統治機關兩類ꎬ前者如户、田、倉等ꎬ
後者以六部爲基準ꎮ 秦漢六朝法典以統治事項爲基準爲主ꎬ北朝後期開始出現依統治機關編纂的

法典ꎮ 唐宋時期這兩種法典編纂形式並存ꎬ明清以六部爲基準的法典成爲主流ꎮ 顯示歷代法典編

纂是從統治事項到統治機構的變化ꎬ反映古代國家組織化進程下法典編纂相應發生變化ꎮ 由唐至

宋六部制的確立ꎬ標誌傳統國政組織的完成ꎬ成爲法典編纂朝向以六部爲基準的背景ꎮ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ꎬ１７６ 頁ꎮ 傳文雖未記載杖殺地點ꎬ據«新唐書»ꎬ應是决杖於朝

堂ꎮ



意改革ꎬ首要之務就是肅清吏治ꎬ整頓官箴ꎬ杜絶皇親國戚横干政治之風習ꎮ 開

元二年發生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案ꎬ爲御史彈奏ꎬ薛王爲之請ꎮ 玄宗令紫

微、黄門覆按ꎮ 姚崇等奏請不可縱捨ꎬ玄宗從之ꎮ 同年稍後ꎬ又發生申王成義奏

官事ꎬ亦爲丞相姚崇阻攔〔１０１〕 ꎮ «資治通鑑»在這兩件事之後ꎬ分别寫下“由於貴戚

束手”“由是請謁不行”的評論ꎬ揭示玄宗遏止皇親權貴干政的態度ꎮ 因此ꎬ開元

四年發生長孫昕毆擊朝廷大僚事件時ꎬ玄宗遂採取嚴厲手段處置ꎬ以儆效尤ꎮ 史

言玄宗此舉的目的是“謝百官”ꎬ選擇在朝堂行刑是出於宣示百僚周知的目的ꎮ

在玄宗整頓朝綱、遏止權貴干政的姿態下ꎬ長孫昕成爲玄宗貫徹其政治意志的犧

牲者ꎮ 再者ꎬ這個事件裡ꎬ有司或大臣未能提出具説服力的法律或政治見解ꎬ

“時令不宜”的發言顯得軟弱無力ꎮ 開元前期ꎬ鋭意改革的玄宗數度表現不重視

天的態度ꎬ開元四年接連發生滅蝗、太廟倒塌兩個事件ꎬ玄宗都選擇接受宰相姚

崇的建議ꎬ排除傳統天道觀的拘束〔１０２〕 ꎮ 意欲有爲的玄宗ꎬ此時頗具“天命不足

畏”的姿態ꎬ時令不宜的發言無法阻卻玄宗藉機展現其政治意圖ꎮ

第(３)類事例是官人上書或言論事涉敏感ꎬ甚至觸動當時政治禁忌ꎬ如ꎬ«新

唐書»卷一一七«裴伷先傳»:

〔裴〕伷先未冠ꎬ推蔭爲太僕丞ꎮ 炎死ꎬ坐流嶺南ꎮ 上變求面陳得失ꎬ后

召見ꎬ盛氣待之ꎬ曰:“炎謀反ꎬ法當誅ꎬ尚何道?”伷先對曰:“陛下唐家婦ꎬ身

荷先帝顧命ꎬ今雖臨朝ꎬ當責任大臣ꎬ須東宫年就德成ꎬ復子明辟ꎬ奈何遽王

諸武、斥宗室? 炎爲唐忠臣ꎬ而戮逮子孫ꎬ海内憤怨ꎮ 臣愚謂陛下宜還太子

東宫ꎬ罷諸武權ꎮ 不然ꎬ豪桀乘時而動ꎬ不可不懼!”后怒ꎬ命曳出ꎬ杖之朝

堂ꎬ長流瀼州ꎮ

裴炎死後ꎬ兄子伷先以上變爲由ꎬ要求武后“復子明辟”ꎬ甚至語帶威脅地説出

“豪桀乘時而動”的話ꎬ則天震怒ꎬ予以决杖於朝堂而後長流的處分〔１０３〕 ꎮ 檢視相

關事例ꎬ這類觸及權力核心敏感問題的事件ꎬ嚴重者多决杖後處死ꎬ情節稍和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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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資治通鑑»卷二一一ꎬ開元二年元月條、閏二月丙子條ꎮ
關於玄宗開元四年滅蝗、太廟倒塌事件ꎬ參見王德權«重構“爲士之道”»ꎬ氏著«爲士之

道»ꎬ２３２—２３７ 頁ꎮ
長流始於高宗初年長孫無忌建議的“别勅長流”ꎮ 參見«朝野僉載補輯»ꎬ中華書局ꎬ

１９８５ 年ꎮ



者决杖後長流或配流ꎬ也有流放途中賜死的例子ꎮ

又ꎬ開元後期ꎬ玄宗欲拜牛仙客爲相ꎬ宰相張九齡表示反對ꎬ引起玄宗不

悦〔１０４〕 ꎮ 此時ꎬ監察御史周子諒上書反對仙客拜相ꎬ並“引讖書爲證”ꎬ玄宗震怒ꎬ

“命左右暴(子諒)於殿庭ꎬ絶而復蘇ꎻ仍杖之朝堂ꎬ流瀼州ꎬ至藍田而死”〔１０５〕 ꎮ 事

後ꎬ李林甫向玄宗表示ꎬ周子諒擔任御史是張九齡所推薦ꎮ 張九齡“坐引非其

人”ꎬ再貶爲荆府長史ꎬ被逐出朝廷ꎬ此事成爲開元之治的轉捩點〔１０６〕 ꎮ 一般而言ꎬ

諫官或御史上書評論朝廷人事ꎬ雖可能引起皇帝不悦ꎬ但受到如此嚴厲懲處並不

尋常ꎮ 傳文提到周子諒引讖書爲證ꎬ大抵是言國休咎ꎬ事涉敏感而觸怒皇帝ꎮ 事

後ꎬ李林甫又見縫插針地道出周子諒與張九齡的人事關係ꎬ落實張九齡的黨派嫌

疑ꎬ順勢將九齡逐出朝廷ꎮ

第(４)類事例是官人貪贓ꎬ這是官人决杖朝堂事例裡最多的一類ꎬ因而爲顧

炎武所重視ꎮ 相較於以上三類涉及高層權力、敏感的政治事件ꎬ貪贓者的處分顯

然較特殊ꎮ 官人貪贓引發皇帝強烈反應ꎬ甚至受到和事涉權力或敏感政治事件

相同的處置ꎬ且其例偏多ꎬ顯示皇帝高度關注官人貪贓行爲ꎮ

犯贓受杖或决死朝堂ꎬ始見於高宗永徽二年(６５１)華州刺史蕭齡之〔１０７〕 ꎮ 蕭

齡之擔任廣州都督時收受賄賂ꎮ 至調任華州刺史後ꎬ廣州犯贓事發ꎬ高宗下令百

官集議ꎮ 百官集議後上奏ꎬ皇帝大怒ꎬ下令“在朝堂中處置”ꎮ 唐臨認爲蕭齡之

犯贓ꎬ死有餘辜ꎮ 但既交由百官詳議ꎬ“終須近法”ꎬ須根據法律裁處ꎮ 根據“八

議”之條ꎬ蕭齡之皆不致處死ꎮ 再者ꎬ皇帝既許百官集議ꎬ卻在百官集議外另“加

重刑”ꎬ並不妥當ꎮ 據唐臨奏文ꎬ不難想見高宗看到百官集議後“大怒”ꎬ下令“在

朝堂中處置”ꎬ被唐臨認爲是法外處置的“重刑”ꎮ «舊唐書唐臨傳»雖未明言

高宗欲如何處置ꎬ但據«新唐書»卷一一三«唐臨傳»作“詔戮于朝堂”ꎬ可能是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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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６〕

〔１０７〕

«大唐新語»卷七«識量»ꎬ１０４—１０５ 頁ꎮ
一説作”杖死於朝堂”ꎬ一説是子諒受杖後離京ꎬ死於途中ꎮ 又«舊唐書»卷一〇三«牛仙

客傳»的記載(３１９６ 頁)ꎬ與其他典籍頗有出入ꎬ唯«資治通鑑»未採此説ꎮ
«舊唐書»卷九九«張九齡傳»ꎮ
«資治通鑑»卷一九七ꎬ貞觀十九年ꎬ滄州刺史席辯坐贓污ꎬ“詔朝集使臨觀而戮之”ꎬ６２１６

頁ꎮ 此事不見他書ꎬ朝集使會集之地應在京師ꎬ但臨觀於何處不明ꎬ可能是在朝堂ꎬ但未能確認ꎮ 無

論是否戮於朝堂ꎬ此例採集眾處置的方式ꎬ對象同爲地方長官、上佐擔任的朝集使ꎬ具有強烈的針對

性ꎬ對地方長吏的政治宣示意味濃厚ꎮ



或絞殺於朝堂ꎮ 最後ꎬ唐高宗接受唐臨“近法”的建議ꎬ處以“除名ꎬ配流於嶺南

遠處”之刑〔１０８〕 ꎮ 這個事件透露决杖於朝堂之際ꎬ皇帝獨斷與有司守法間潛在衝

突的消息ꎮ

玄宗朝决杖於朝堂事例較多ꎬ尤其是官人貪贓〔１０９〕 ꎮ 開元十年ꎬ洛陽縣主簿

王鈞爲丞相張嘉貞修繕宅第ꎬ求入爲御史ꎮ 王鈞納贓求官事發ꎬ玄宗“特令朝堂

集眾决殺”ꎮ 張嘉貞促所由儘速處刑以滅口ꎬ並將責任推給御史大夫韋抗和御

史中丞韋虚心ꎬ二人皆受貶黜〔１１０〕 ꎮ 此處“特令”一語雖無直接材料説明其意義ꎬ

歸納相關史料ꎬ决杖於朝堂的官人主要是朝官ꎬ外官受此處分者多爲刺史等地方

長官ꎮ 從這個角度看ꎬ“特令”或可解讀爲地方佐貳官犯贓ꎬ一般不在决杖於朝

堂的範圍内ꎮ 但此事敗壞官箴ꎬ且事連丞相ꎬ有朋黨之隱憂ꎬ故玄宗“特令”在朝

堂處置ꎬ以儆效尤ꎮ

開元二十年六月ꎬ幽州長史趙含章坐盗用庫物ꎬ左監門員外將軍楊元方接受

含章饋餉ꎬ兩人並於朝堂决杖ꎬ流瀼州ꎬ皆賜死於路〔１１１〕 ꎮ 值得注意的是同年三

月ꎬ趙含章剛立下大破奚、契丹的戰功〔１１２〕 ꎬ數月後竟以貪贓獲罪ꎬ决杖配流ꎬ甚至

賜死道路ꎬ其間必有情故ꎮ 唯史傳未詳其事ꎬ不知原委ꎮ 事實上ꎬ這個事件牽連

甚廣ꎬ甚至可能引發一場政治風暴ꎮ 顔真卿«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

側記»提及此事:

開元末ꎬ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ꎬ多以金帛賂遺朝廷之士ꎬ九品以上ꎬ

悉皆有名ꎮ 其後節度范陽ꎬ事方發覺ꎮ 有司具以上聞ꎬ玄宗切責名品ꎬ將加

黜削ꎮ 公一無所受ꎬ乃進諫焉ꎬ玄宗納之〔１１３〕 ꎮ

此事可能有複雜的政治背景或考量ꎬ如ꎬ邊帥勾結朝官之類ꎬ從“九品以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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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１１２〕

〔１１３〕

«舊唐書»卷八五«唐臨傳»ꎬ２８１２—２８１３ 頁ꎮ 此事又見«册府元龜»卷六一六«刑法部
議讞»ꎮ

開元中裴景仙犯贓事ꎬ雖未明確記載是否决殺於朝堂ꎬ但此事表現出决杖於朝堂的諸要

素ꎬ即“帝怒”“集眾殺之”“皇帝獨斷與有司執法間的衝突”ꎬ可能是决杖於朝堂的一例ꎮ 唯無確證ꎬ
姑置於此ꎮ 見«通典»卷一六九ꎬ４３８３—４３８４ 頁、«舊唐書»卷一百«李朝隱傳»ꎬ３１２６—３１２７ 頁ꎮ

«舊唐書»卷九九«張嘉貞傳»ꎬ３０９１—３０９２ 頁ꎮ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ꎬ開元二十年六月庚寅條ꎬ１９８ 頁ꎮ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ꎬ開元二十年三月條ꎬ１９８ 頁ꎮ
«全唐文»卷三三八顔真卿«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側記»ꎬ２０３８ 頁ꎮ



悉皆有名”看來ꎬ不難想像朝官普遍收受賄賂ꎬ此事爆發將引起官僚群體普遍不

安ꎮ 起初ꎬ玄宗表現出嚴厲處置的態度ꎬ欲“切責名品”ꎬ追究到底ꎮ 如此一來ꎬ

將導致政局動盪ꎬ宋璟爲此上表切諫ꎬ避免事態擴大ꎮ 最後ꎬ玄宗接受宋璟的建

議ꎬ趙含章决杖配流ꎮ 玄宗餘怒未息ꎬ下令賜死於路ꎬ也就不難理解了ꎮ

又ꎬ天寶三載(７４４)ꎬ柳升“坐贓”ꎬ於朝堂决殺之〔１１４〕 ꎮ 此事始末ꎬ據«舊唐

書»卷一〇五«王鉷傳»ꎬ韓朝宗爲京兆尹ꎬ引柳升爲長安令ꎬ柳升以賄敗ꎮ 又據

«新唐書»卷二二三上«李林甫傳»ꎬ柳升之敗ꎬ源自李林甫對韓朝宗的政治鬥争ꎮ

但無論是“以賄敗”ꎬ還是“坐贓”ꎬ都成爲政敵攻訐的罪名ꎬ受到皇帝重視而决殺

於朝堂〔１１５〕 ꎮ

官人貪贓行爲無代無之ꎬ不無可能是出於個人選擇而帶有偶然性ꎮ 但唐代

官人貪贓成爲重大問題ꎬ有其制度與結構層次的原因ꎮ 唐前期官多於職的銓選

之弊漸現ꎬ待選、遊宦生活的經濟困境成爲官人的難題ꎮ 追逐權勢的朋黨、掊克

取財的貪贓ꎬ成爲當時士風敗壞的兩個面向ꎮ 官人貪贓成爲唐代以降重大政治

問題ꎬ宜從官僚制結構的角度理解之〔１１６〕 ꎮ

第(５)類是忤旨或違反法律、敕令之類ꎮ 忤旨之例較早見於貞觀初年ꎬ交州

都督盧祖尚受命拜官過程反覆ꎬ激怒太宗ꎬ命斬於朝堂ꎮ 此事涉及唐代死刑三覆

奏制ꎬ筆記小説與相關典籍頗載其事ꎮ «舊唐書»卷六九«盧祖尚傳»詳載此事

原委:

貞觀初ꎬ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冒得罪ꎬ太宗思求良牧ꎬ朝臣咸言祖尚

才兼文武ꎬ廉平正直ꎮ 徵至京師ꎬ臨朝謂之曰:“交州大藩ꎬ去京甚遠ꎬ須賢

牧撫之ꎮ 前後都督皆不稱職ꎬ卿有安邊之略ꎬ爲我鎮之ꎬ勿以道遠爲辭也ꎮ”

祖尚拜謝而出ꎬ既而悔之ꎬ以舊疾爲辭ꎮ 太宗遣杜如晦諭旨ꎬ祖尚固辭ꎮ 又

遣其妻兄周範往諭之曰:“匹夫相許ꎬ猶須存信ꎮ 卿面許朕ꎬ豈得後方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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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ꎬ天寶三年五月戊寅條ꎬ２１８ 頁ꎮ
«全唐文»卷三二玄宗«誅柳升詔»ꎮ
官僚貪贓無代無之ꎬ但唐宋以降ꎬ官僚貪贓逐漸成爲當時政治一大難題ꎬ這個現象與國制

變動下官僚制及其運作有關ꎬ如ꎬ待選、遊宦、内重外輕、俸禄等ꎮ 唐人對此已有深刻的認識ꎬ他們認

爲士風惡化非一二人心所致ꎬ而是“制法守度使之然也”ꎮ 參王德權«無鄉里之選»ꎬ氏著«爲士之

道»ꎬ９７—１０１ 頁ꎮ

Wang te-chuan
插入號
見



宜可早行ꎬ三年必自相召ꎬ卿勿推拒ꎬ朕不食言ꎮ”對曰:“嶺南瘴癘ꎬ皆日飲

酒ꎬ臣不便酒ꎬ去無還理ꎮ”太宗大怒曰:“我使人不從ꎬ何以爲天下!”命斬之

於朝ꎬ時年三十餘ꎮ 尋悔之ꎬ使復其官蔭ꎮ

«舊唐書»卷五〇«刑法志»亦載此事ꎬ唯記爲“以忤旨ꎬ斬於朝堂”ꎮ 可知“斬之

於朝”就是“斬於朝堂”ꎮ 盧祖尚受命後尋又反悔ꎬ太宗再三遣人曉喻ꎬ據«資治

通鑑»記載ꎬ太宗甚至親自説服盧祖尚ꎬ但他推諉如故ꎬ仍不受命〔１１７〕 ꎮ 太宗大怒ꎬ

認爲君令不行ꎬ將何以爲政、治天下ꎬ於是下令斬於朝堂ꎮ 這則故事顯示决罰於

朝堂出於皇帝“赫斯怒”的法外處置ꎮ 太宗尋亦追悔ꎬ故有死刑三覆奏制的

成立ꎮ

因忤旨而受到决杖朝堂處分的記載ꎬ亦見於開元中吴兢的上奏ꎮ 吴兢批評

玄宗不積極受諫ꎬ以致臣下進諫之風息ꎬ“比見上封事者ꎬ言有可采ꎬ但賜束帛而

已ꎬ未嘗蒙召見、被拔擢ꎮ 其忤旨ꎬ則朝堂决杖ꎬ傳送本州ꎬ或死於流貶ꎬ由是臣下

不敢進諫”〔１１８〕 ꎮ 違逆皇帝意志的忤旨行爲ꎬ成爲决杖於朝堂的可能理由ꎮ

至於違反敕令之例ꎬ如ꎬ武后朝ꎬ酷吏侯思止被决殺於朝堂ꎬ罪名是“私蓄

錦”〔１１９〕 ꎮ 此事涉及則天朝文官對酷吏的鬥争ꎬ«資治通鑑»亦載此事ꎬ但在敘事前

記載:武后長壽二年(６９３)二月乙亥ꎬ下令“禁人間錦”〔１２０〕 ꎮ 唯未説明禁止人間

用錦的原由ꎬ不得蓄錦不見於«唐律»ꎮ 侯思止因違反“私蓄錦”的敕令獲罪ꎬ决

殺於朝堂ꎮ

開元十年ꎬ秘書監姜皎“坐漏洩禁中語”ꎬ爲嗣濮王所告ꎬ玄宗敕中書門下詳

查ꎮ 嗣濮王爲王守一妹夫ꎬ王守一是玄宗親信ꎬ參與先天二年逼迫睿宗退位ꎮ 中

書令張嘉貞希王守一意ꎬ構成姜皎罪名ꎬ奏請:“先决杖ꎬ配流嶺外ꎮ”玄宗下制ꎬ

指姜皎“假説休咎ꎬ妄談宫掖”ꎮ 原本應“處極刑”ꎬ但以其爲勳舊ꎬ故免其一死.

“宜决一頓ꎬ配流欽州”ꎮ 姜皎受杖後ꎬ至汝州而卒ꎮ 此事雖涉及政争ꎬ但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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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太宗親自説服盧祖尚ꎬ見«資治通鑑»卷一九三ꎬ貞觀二年冬十月條ꎮ
«新唐書»卷一三二«吴兢傳»ꎬ４５２６ 頁ꎮ
«朝野僉載»卷二ꎬ３２ 頁ꎮ «舊唐書»卷八七«李昭德傳»亦記載侯思止爲李昭德所繩ꎬ“榜

殺之”ꎬ２８５５ 頁ꎮ «資治通鑑»應是引用«朝野僉載»的説法ꎮ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ꎬ長壽二年二月乙亥條ꎮ



層面而言ꎬ“漏洩禁中語”原爲法律明文規範〔１２１〕 ꎬ可歸類爲違反法律所作的處置ꎮ

天寶十一載四月ꎬ故鴻臚少卿之子邢縡潛構逆謀ꎬ欲引右龍武軍萬騎謀誅楊

國忠、李林甫等ꎬ事發被捕ꎮ 王銲與邢縡交情深厚ꎬ王銲異母兄王鉷亦受牽連ꎬ

“(王)鉷緣邢縡事ꎬ朝堂被推”〔１２２〕 ꎮ 結果ꎬ王銲决杖於朝堂而後死ꎬ王鉷則是賜

自盡於三衛廚〔１２３〕 ꎮ

歸納本節所論ꎬ决杖於朝堂明確記載始於隋世ꎬ但較集中發生在玄宗朝ꎮ 决

杖於朝堂多表現出“帝怒、集眾、皇帝與有司間守法之争議”等現象ꎬ是皇帝在法

律之外、針對百官的權力展示ꎮ 因此ꎬ“守法”争議經常伴隨此類事例出現ꎬ成爲

隋唐皇帝與官僚群體互動的顯著現象ꎮ 在皇帝臨朝主政、個體化官僚制等背景

下ꎬ在象徵百官政治空間的朝堂裡懲處官人ꎬ顯示這是皇帝針對官僚群體採取的

處置ꎬ寓有濃厚的政治宣示意味ꎮ 官人受决杖於朝堂處分的原因不一ꎬ包括:職

務違失或過犯、帝王有意立威、觸犯政治禁忌、貪贓、忤旨、違反敕令法律等ꎬ其

中ꎬ貪贓事例最爲常見ꎬ所以顧炎武作出“貪吏多於朝堂决杖”的論斷ꎮ 這個現

象反映當時官人貪贓風氣盛行ꎬ危及統治的穩定性ꎬ因此皇帝採取法律之外的懲

處ꎬ遏止此類行爲的擴大ꎮ

四、 隋唐朝堂與庶民聯繫的“表”與“裏”

隋唐之際ꎬ朝堂脱卻原本“鄉里”象徵之意涵ꎬ成爲象徵百官的政治空間ꎮ

皇帝踰越法律規範ꎬ在朝堂决杖官人ꎬ不僅是懲處官人ꎬ更寓有臨朝主政下的皇

帝與官僚群體互動的意義ꎮ 與此同時ꎬ庶民與朝堂的聯繫ꎬ無論是上書、匭制ꎬ還

是録囚ꎬ也頻繁發生且逐漸制度化ꎮ 渡邊信一郎認爲唐代朝堂接受庶民上表、訴

訟ꎬ發揮與社會連結的作用ꎮ 渡邊氏的提法易予人唐宋變革期“生産力變動—

庶民階級崛起”的聯想ꎬ視朝堂與庶民的聯繫爲政治體系被動接受社會變遷的

結果ꎮ 以時序觀之ꎬ登聞鼓制、庶民上書朝堂皆始於隋世ꎬ從生産力變動和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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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唐律疏議»卷九«職制律»“漏洩大事”條ꎬ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ꎬ頁 ７６０—７６３ꎮ
«舊唐書»卷一八六下«吉温傳»ꎬ４８５７ 頁ꎮ
«舊唐書»卷一〇五«王鉷傳»ꎬ３２３１—３２３２ 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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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崛起的時程看ꎬ如何可能將時間提得如此之早? 筆者以爲朝堂與庶民聯繫

的加強ꎬ源自當時政治體系運作的需求ꎬ其間寓有國家相對自主性的意涵ꎬ不宜

簡化爲政治體系被動接受社會變遷的結果ꎮ

隋唐朝堂與庶民的聯繫ꎬ寓有“表”與“裡”兩方面含義ꎬ庶民擊鼓上書、投匭

是“表”ꎻ臨朝主政的皇帝獲取統治訊息、監控官僚群體行政是“裡”ꎮ 從前者看ꎬ

反映皇帝臨朝主政下“君—民”關係的加強ꎮ 隋唐之際皇帝日親庶政ꎬ直接關係

到生民福祉ꎬ於是強化“君—民”聯繫的理念ꎬ鞏固皇帝主政的正當性ꎬ這一點也

反映在大明宫“含元、宣政、紫微”諸殿的命名上ꎻ皇帝在朝堂處置刑政、録囚ꎬ表

現慎刑愛民的形象ꎬ也與此有關ꎮ 然而ꎬ將皇帝録囚繫諸慎刑愛民ꎬ不足以説明

爲何選擇在朝堂這個空間進行ꎬ有必要在慎刑愛民外ꎬ從政治體系的運作究其原

委ꎮ 筆者以爲皇帝臨朝主政ꎬ亟需加強與官僚群體的“政治溝通”ꎬ汲取統治訊

息作爲决斷國政之依據ꎮ 庶民上書朝堂ꎬ成爲皇帝獲得訊息、監控官僚行政的管

道ꎮ 又ꎬ隋唐朝堂成爲象徵百官的政治空間ꎬ皇帝在朝堂接受庶民上書、處理刑

政ꎬ不單是“君—民”間互動ꎬ更寓有皇帝監控官僚群體的意涵ꎮ

皇帝臨朝主政是塑造隋唐政治體系的原動力ꎬ不僅改變皇帝與官僚群體、朝

廷組織的互動ꎬ制度設計、儀制、法律乃至政治理念皆相應發生變化〔１２４〕 ꎮ 從政治

功能的角度看ꎬ在國制集權化、組織化的背景下ꎬ主政的皇帝深知一人不能獨治ꎬ

須借助組織與官僚ꎬ在君臣共治的形式下維繫廣土眾民帝國的國政運作ꎮ 因此ꎬ

皇帝决斷國事ꎬ須與官僚保持緊密的“政治溝通”ꎬ皇帝期待官僚提出建言ꎬ確保

决策的合理性ꎬ這是當時政治體系内部的“反省”機制ꎬ也是君臣共有之認識ꎮ

專斷自負的隋煬帝ꎬ清楚認識到皇帝角色的變化ꎬ他表示:“非天下以奉一人ꎬ乃

一人以主天下也ꎮ”〔１２５〕但煬帝也瞭解一人不能獨治ꎬ皇帝必須與官僚群體合作ꎬ

始能實踐主天下之職分ꎮ 煬帝即位之初ꎬ下詔表示:“天下之重ꎬ非獨治所安ꎬ帝

王之功ꎬ豈一士之略ꎮ”〔１２６〕表達他對君臣共治的期待ꎮ 不僅如此ꎬ煬帝也認識到

皇帝决策可能的失誤ꎬ有待官僚提出諫諍ꎬ因而展開制度建構ꎬ將原本分散的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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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１２５〕

〔１２６〕

參見張分田«隋唐諸帝成熟且完備的君道論»ꎬ劉澤華主編«中國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

明清卷)ꎬ浙江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ꎮ
«隋書»卷三«煬帝紀»ꎬ仁壽四年十一月癸丑詔ꎬ６１ 頁ꎮ
«隋書»卷三«煬帝紀»ꎬ大業三年正月甲午詔 ꎬ６７ 頁ꎮ



官組織化ꎮ 以官僚進諫爲媒介ꎬ強化皇帝與官僚群體的政治溝通ꎬ目的在“救君

之謬”“廣皇帝之明”〔１２７〕 ꎮ 惜煬帝徒知其理而不能行ꎬ以至國滅身亡ꎮ

唐初國制承襲隋世ꎬ貞觀君臣多聚焦在政治體系之運作的層次ꎬ反省隋祚速

亡之由ꎮ «貞觀政要»以爲君之道、爲臣之道爲基礎ꎬ闡述“君臣道合” “君臣共

治”理念ꎬ即其表現ꎮ 唐太宗闡述爲君之道:“夫六合曠道ꎬ大寶重任ꎬ曠道不可

以偏治ꎬ故與人共治之ꎮ 重任不可以獨居ꎬ故與人共守之ꎮ”〔１２８〕強調皇帝與人(官

人)共治是爲君之道的表現ꎬ“重任”一語更是皇帝責任意識的表達ꎮ 武后也有

相同的認識:“九域之至廣ꎬ豈一人之獨化ꎬ必佇材能ꎬ共成羽翼ꎮ”〔１２９〕他們都認識

到皇帝臨朝主政ꎬ有賴與官僚共治ꎬ皇帝與官僚群體的政治溝通是致治的關鍵ꎬ

“察納雅言、兼聽能斷”構成爲君之道的主旨ꎮ 相對於爲君之道ꎬ唐初君臣也著

重闡述爲臣之道ꎬ以因應皇帝主政的需求ꎮ 官僚有責任“救君之謬”ꎬ對皇帝不

當的决策提出建言ꎬ“恪盡職守、弼違忠諫”成爲爲臣之道的主要内涵ꎮ 當皇帝

處在盛怒的情境ꎬ作出踰越法律規範的裁决時ꎬ官僚須據其職守ꎬ堅請皇帝“守

法”ꎮ “守法”争議頻繁出現在隋唐之際ꎬ表面上是君臣間的“衝突”ꎬ其深層意涵

卻是“君臣道合”理念下爲君、爲臣之道的具體實踐〔１３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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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７〕

〔１２８〕

〔１２９〕

〔１３０〕

臨朝主政的皇帝ꎬ擴大與官僚群體間的政治溝通ꎬ是認識隋唐政治體系運作的重要課題ꎮ
隋煬帝與武后朝強化諫官體制ꎬ見«通典»卷二一«拾遺補闕»)ꎮ 其意義是加強皇帝與官僚群體

的政治溝通ꎬ確保决策的合理性ꎬ鞏固以皇帝爲中心的一元議政體制ꎮ 毛漢光從“政治溝通”的角

度ꎬ分析唐代封駁與君臣溝通文化ꎬ誠爲卓識ꎮ 參毛漢光«論唐代之封駁»ꎬ«中正大學學報»第 ３ 卷

第 １ 期ꎬ１９９２ 年ꎻ毛漢光«論‹貞觀政要›中的君臣溝通文化»ꎬ«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４１ 期ꎬ１９９４
年ꎮ

唐太宗«帝範建親第二»ꎮ
«全唐文»卷九六武后«求訪賢良詔»ꎮ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

研究»(允晨文化ꎬ２００３ 年)以君臣共治爲題檢討北宋政治ꎬ強調士大夫爲政之主體意識ꎮ 余氏此説

固然抉出宋代士大夫爲政之姿ꎬ但未能從政治體系的宏觀視野ꎬ理解君臣共治非一時人心之顯現ꎬ
而是政治體系内在之需求ꎬ易使讀者誤以爲君臣共治爲宋人之發明ꎮ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指出ꎬ就體裁論ꎬ«帝範»«臣軌»雖屬創舉ꎬ但其内容不出”老
生常談”之範圍ꎬ聯經出版公司ꎬ１９８２ 年ꎬ４３１ 頁ꎮ 渡邊信一郎«臣軌»小論———唐代前半期の國家

とイデオロギ»也指出«臣軌»的理論運用ꎬ承襲魏晋以來的君臣同體論ꎬ氏著«中國古代國家の思

想構造:専制国家とイデオロギー»ꎬ校倉書房ꎬ１９９４ 年ꎬ２９３—３３６ 頁ꎮ 胡寶華«從“君臣之義”到

“君臣道合”»(«南開大學學報»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指出ꎬ唐宋間君臣關係從“君臣義合”向“君臣道

合”演變ꎬ提供我們深入理解唐代君臣互動的線索ꎮ 唯胡氏所論ꎬ尚待從唐代政治體系的角度深入

探究ꎬ擬另文討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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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臨朝主政ꎬ唯有兼聽納諫ꎬ維持與官僚群體的政治溝通ꎬ始能確保决策

的合理性ꎮ 唐太宗強調人主不能自專ꎬ指出古帝王之衰敗ꎬ“皆爲蔽其耳目ꎬ至

於滅亡”〔１３１〕 ꎮ 魏徵也勸諫太宗“兼聽則明”ꎬ臣下進諫ꎬ旨在成就皇帝之“明”ꎬ

“人君兼聽廣納ꎬ則貴臣不得壅蔽ꎬ而下情得以上通也”〔１３２〕 ꎮ 在國政權力往上集

中的制度形式下ꎬ皇帝兼聽ꎬ始能穿透官僚制運作的重重阻隔ꎬ掌握統治訊息ꎮ

兼聽雖被視爲皇帝的美德ꎬ具有普遍意義ꎬ可運用在其他時代ꎻ但此類訴求頻繁

出現在皇帝臨朝主政伊始的隋唐之際ꎬ實有深刻的當代意義ꎬ貞觀君臣正是從這

個層次檢討隋代二主的作爲ꎮ

臨朝主政的皇帝ꎬ亟需慎思、明辨的能力ꎬ吸收、消化龐雜的訊息ꎬ避免爲表

面現象蒙蔽ꎮ 但一人之智不足以周徧萬物ꎬ即使是後世公認的“明君”唐太宗ꎬ

也曾陷於“不明”的處境而不自知ꎮ «大唐新語»卷九載:

太宗貞觀十四年ꎬ尚書右丞韋悰勾:司農木橦七十價ꎬ百姓者四十價ꎬ奏

其乾没ꎮ 上責有司ꎬ召大理卿孫伏伽ꎬ亟書司農罪ꎮ 伏伽曰:”司農無罪ꎮ”上

駭而問之ꎬ伏伽曰:”只爲官木橦貴ꎬ所以百姓者賤ꎮ 向使官木橦賤ꎬ百姓無由

賤矣ꎮ 但見司農不識大體ꎬ不知其過也ꎮ”上乃悟ꎬ顧謂韋悰曰:”卿識用不逮

伏伽遠矣ꎮ”遂罷司農罪焉ꎮ

太宗看了韋悰的上奏ꎬ認定司農有罪ꎬ於是召大理卿孫伏伽定其罪ꎬ但孫伏珈的

分析卻令太宗大爲驚駭ꎬ才明白事件原委ꎮ 此例反映皇帝决斷之際思慮未周的

一面ꎬ若非孫伏珈的説明ꎬ太宗就可能在背離事實的情况下作出裁决ꎮ 對太宗來

説ꎬ“爲君實難”、人主不能獨治的感嘆殆非虚語ꎬ這是他屢屢要求臣下對其决策

“執言”“執奏”的動力ꎮ

隋唐諸帝經常表達獲取訊息的迫切期待ꎬ以廣其“聰明”ꎮ 貞觀十四年ꎬ有

人上書建議太宗“親覽表奏ꎬ以防壅蔽”ꎮ 太宗諮詢魏徵的意見ꎮ 魏徵從君臣共

治的角度回答道:“斯人不知大體ꎬ必使陛下一一親之ꎬ豈惟朝堂ꎬ州縣之事亦當

親之矣ꎮ”〔１３３〕姑且不論太宗是否接受魏徵的回應ꎬ太宗的垂詢流露出皇帝獲得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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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文»卷一〇李世民«民可畏論»ꎬ１２２ 頁ꎮ 又ꎬ魏徵也指出ꎬ帝王受諫ꎬ“則貴臣不得

壅蔽ꎬ而下情得以上通也” ꎬ«貞觀政要集校»卷一ꎬ北京ꎬ中華書局ꎬ２００３ 年ꎬ２ 頁ꎮ
«資治通鑑»卷一九二ꎬ貞觀二年正月條ꎮ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ꎬ貞觀十四年條ꎮ

Wang te-chuan
插入號
充分認識



治訊息、以防壅蔽的心情ꎮ 又ꎬ武后創立匭制ꎬ史言其目的是“欲通知天下之

事”ꎬ也是出於相同的動機ꎮ

皇帝處理國政所需訊息ꎬ仰賴以行政部門爲主的公文書ꎬ以及各類國政會議

上皇帝與官僚的政治溝通ꎮ 但公文書奏可能因官僚權力結構等緣故ꎬ削弱乃至

扭曲訊息的傳遞ꎬ使皇帝無法獲得貼近現實的訊息ꎬ而陷於不聰、不明的處境ꎮ

皇帝獨斷國事ꎬ唯有獲得並綜合不同來源的訊息ꎬ始能作出周延的决策ꎮ 因此ꎬ

隋唐皇帝亟思建立制度ꎬ在正式管道的公文書奏外ꎬ建立非正式的訊息上達管

道ꎮ 隋唐以降ꎬ皇帝通過被動、主動方式汲取訊息ꎮ 庶民上書朝堂正是被動獲得

訊息的方式ꎮ 宋代以降ꎬ更設置專責蒐集訊息的特務機關ꎬ主動掌握訊息〔１３４〕 ꎮ

從唐到宋ꎬ建立並擴大被動獲取訊息的管道ꎬ甚至建立主動蒐集訊息的機構ꎬ源

於皇帝臨朝主政的需求ꎮ 隋唐庶民與朝堂的聯繫ꎬ宜置於這個脈絡理解其意義ꎮ

庶民上書非始於隋代ꎬ漢代以來即不乏其例ꎬ但通常只是個别帝王(如漢武

帝)的作爲ꎬ未出現制度化的傾向ꎮ 隋唐以降ꎬ庶民上書日益制度化ꎮ 通過臣庶

上書言事ꎬ不僅提供皇帝廣泛的訊息來源ꎬ更寓有皇帝監控官僚群體、尤其是地

方行政的意涵ꎮ 隋代展開”政决王朝”的國制調整ꎬ朝廷人事權的觸角延伸到州

(郡)内部ꎬ“一命以上咸歸吏部”ꎬ此舉固然強化中央集權ꎬ但爲數眾多的地方長

官與佐貳人選未盡皆賢ꎬ未能確保地方官的素質ꎬ地方治理遂構成潛在的政治

難題ꎮ

強化監控地方行政ꎬ成爲隋唐之際建構制度的重要方向〔１３５〕 ꎮ 隋文帝開皇

初ꎬ置登聞鼓ꎬ作爲庶民陳訴枉屈的管道〔１３６〕 ꎮ 登聞鼓即俗稱擊鼓上書ꎬ相傳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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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１３５〕

〔１３６〕

特務組織的建立爲宋代以後中國政治史的重要特徵ꎬ宋代特務組織的研究ꎬ參見佐伯富

«論宋代的皇城司»(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５ 卷ꎬ中華書局ꎬ１９９２ 年)、«宋代

走馬承受之研究»(魏美月譯ꎬ«東方雜誌»復刊第 １３ 卷 ８、９、１０ 期ꎬ１９７９ 年)二文ꎮ
隋代集權中央ꎬ一命以上人事咸歸吏部ꎬ如何有效監控地方行政成爲難題ꎮ 煬帝重視地

方治理、強化監控地方官ꎬ仿傚漢制ꎬ重置十三州刺史ꎬ分區監察地方行政ꎬ也是著眼於此ꎬ唐初

“道”制即徇此脈絡而來ꎮ 歷來視貞觀十道爲“地理名詞”ꎬ成一農歸納唐前期以道爲單位的政治運

作ꎬ指出道的設置與地方人事、地方治理有關ꎬ貞觀十道的職能主要體現在地方治理的黜陟與安撫

上ꎮ 成氏此説契合當時政治體系面臨的難題ꎬ可從ꎮ 參見成一農«唐代的地緣政治結構»ꎬ李孝聰

編«唐代地域結構與運作空間»ꎬ上海辭書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ꎮ
根據«隋書»卷二五«刑法志»“文帝又以律令初行”條的記載(７１２ 頁)ꎬ開皇律頒行於開

皇三年ꎬ這個記事裡州郡尚存ꎬ置登聞鼓當在此年廢郡存州以前ꎮ



始於晋武帝ꎮ 或以晋武帝此舉爲庶民上書ꎬ但西晋朝堂仍在宫内ꎬ庶民應無進入

宫内擊鼓上書的可能ꎬ將此事繫諸庶民ꎬ未諦ꎮ 晋武此舉只是仿效«周禮»肺石

之制ꎬ以達下情ꎬ擊鼓陳情的主體不是庶民而是百官ꎬ其意義是君主納諫ꎮ 及至

隋世ꎬ朝堂外移至宫門口ꎬ庶民擊鼓陳情始成爲可能ꎬ開啓朝堂與庶民制度化聯

繫的端緒ꎮ 煬帝即位後ꎬ以“謀及庶民ꎬ故能審刑政之得失”爲由ꎬ下詔奬勵庶民

上書於朝堂ꎬ詔書明白指出:“州縣官人政治苛刻ꎬ侵害百姓ꎬ背公徇私ꎬ不便於

民者ꎮ”顯示煬帝意在通過庶民上書ꎬ約束“州縣官人”的不當施政ꎬ焦點在地方

統治的“政”與“刑”ꎬ揭示庶民上書與強化地方治理的内在聯繫ꎮ

唐承隋制ꎬ庶民與朝堂的聯繫進一步制度化ꎮ 太宗即位之初ꎬ下敕:“中書

令、侍中於朝堂受詞訟ꎬ眾庶已上有陳事者ꎬ悉令封上ꎬ朕將親覽焉ꎮ”〔１３７〕 在兩省

宰相的協助下ꎬ在朝堂接受官庶上書ꎮ 代宗大曆元年(７６６)ꎬ刑部尚書顔真卿

上疏:

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ꎬ有急奏者ꎬ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ꎬ無

得關礙ꎮ”所以防壅蔽也ꎮ〔１３８〕

爲了防範壅蔽ꎬ甚至形諸法制ꎬ成爲規範有司的式文ꎮ 貞觀二十二年ꎬ“中書侍郎崔仁

師坐有伏閣自訴者ꎬ仁師不奏ꎬ除名ꎬ流連州”〔１３９〕 ꎮ 崔仁師未將伏閤自訴者的訊息上

奏皇帝ꎬ竟受到除名配流的嚴厲處分ꎬ可見太宗重視訊息上達管道的程度ꎮ

唐代庶民與朝堂聯繫的制度化ꎬ表現在復置登聞鼓與實施匭制上ꎮ 隋文帝

已置登聞鼓ꎬ其後是否或者何時中絶ꎬ不得而知ꎮ 唐高宗顯慶初ꎬ“兩京皆置登

聞鼓”〔１４０〕 ꎮ 武后垂拱元年二月癸未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ꎬ不須設守ꎮ 有

撾鼓立石者ꎬ令御史受狀以聞ꎮ”〔１４１〕 由御史收受並上呈擊鼓者的陳請〔１４２〕 ꎮ 由唐

至宋ꎬ登聞鼓制與庶民上書結合ꎬ成爲經制ꎮ 至於登聞鼓的政治功能ꎬ«舊唐書»

卷一二六«裴諝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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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

〔１３８〕

〔１３９〕

〔１４０〕

〔１４１〕

〔１４２〕

«唐會要»卷五三«雜録»引貞觀二年五月二日敕ꎮ
«資治通鑑»卷二二四ꎬ大曆元年刑部尚書顔真卿上疏ꎮ
«資治通鑑»卷一九八ꎬ貞觀二十二年條ꎮ
«唐會要»卷三〇«大内»ꎬ顯慶五年八月ꎮ
«資治通鑑»卷二〇三ꎬ垂拱元年二月癸未條ꎮ
«唐會要»卷六二«御史臺雜録»引垂拱二月制ꎮ 玄宗朝登聞鼓與肺石之制ꎬ見開元七

年、開元廿五年公式令ꎬ參仁井田陞«唐令拾遺»ꎬ東京大學出版會ꎬ１９６４ 年ꎬ６００ 頁ꎮ

Wang te-chuan
插入號
見



建中初ꎬ上以刑名理天下ꎬ百吏震悚ꎮ 時於朝堂别置三司以决庶

獄ꎬ辯争者輒擊登聞鼓ꎬ諝上疏曰:“夫諫鼓謗木之設ꎬ所以達幽枉ꎬ延直言ꎮ

今輕猾之人ꎬ援桴鳴鼓ꎬ始動天聽ꎬ竟因纖微ꎮ 若然者ꎬ安用吏理乎!”上然

之ꎬ悉歸有司ꎮ〔１４３〕

德宗初即位ꎬ意欲有爲ꎬ以刑名理天下ꎬ另置三司决獄ꎬ此舉衝擊了當時的官僚體

系ꎬ造成“百吏震悚”的效果ꎮ 裴諝以爲庶民因纖介之事ꎬ擊鼓上書ꎬ將干擾官僚

行政的正常運作ꎬ建議德宗取消此制ꎬ顯示庶民(擊鼓)上書與官僚行政(“吏

理”)的對應關係ꎮ 德宗雖接受建議ꎬ將刑獄之事歸於有司ꎬ但登聞鼓制並未

中絶〔１４４〕 ꎮ

武后更於朝堂創設匭制ꎬ史言武后實施此制的目的是 “欲通知天下之

事”〔１４５〕 ꎮ 庶民投匭上書ꎬ内容包羅萬象ꎬ成爲皇帝獲取决策所需訊息的管道ꎮ 下

面這個故事説明武后欲通知天下事的傾向ꎬ有一天ꎬ武后問宰相陸元方以“外

事”ꎬ元方對曰:“臣備位宰相ꎬ有大事不敢不以聞ꎻ人間細事ꎬ不足煩聖聽ꎮ”武后

不悦ꎬ元方因而去相〔１４６〕 ꎮ 武后或許只是出於一時政治目的而創設匭制ꎬ但此制

根源自皇帝臨朝主政、擴大訊息的需求ꎬ故未及身而止ꎬ爲爾後唐宋諸帝所

繼承〔１４７〕 ꎮ

隋唐以降皇帝致力擴大訊息來源ꎬ一旦開啓訊息由下而上流動的大門ꎬ勢必

導致各種有用、無益的訊息一起湧入ꎬ面臨如何從中篩選有益訊息的困難ꎮ 訊息

的浮濫以及如何篩選有用的訊息ꎬ成爲皇帝擴大汲取訊息時的兩難ꎮ 庶民上書

可能成爲匿名攻訐政敵的管道ꎬ造成政局不穩定ꎮ 高宗永徽六年ꎬ下詔禁止匿名

書ꎬ避免出現僞濫之黑函〔１４８〕 ꎮ 武后置匭於朝堂、收天下表疏ꎬ“不逞之徒ꎬ或至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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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

〔１４４〕

〔１４５〕

〔１４６〕

〔１４７〕

〔１４８〕

«新唐書»卷一三〇«裴諝傳»略同ꎮ 據«唐會要»卷七八«諸使雜録上奏薦附»引大曆十

四年六月三日敕ꎬ即傳文“悉歸有司”之意ꎮ
黄純豔«宋代登聞鼓制度»ꎬ氏著«唐宋政治經濟史論稿»ꎬ甘肅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ꎮ
«封氏聞見記校注»卷四«匭使»條ꎬ中華書局ꎬ２００５ 年ꎮ 又見«通典»卷二一«諫議大夫»

原註ꎮ
«資治通鑑»卷二〇六ꎬ久視元年正月條ꎬ６５４５ 頁ꎮ
宋太宗也表示爲君之道在”廣聞外事”ꎬ轉引自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ꎬ稻

鄉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５１ 頁ꎮ
«唐會要»卷四一«雜記»引永徽六年十一月二七日詔書ꎮ



訐陰私ꎬ謗訕朝政者ꎮ”成爲攻訐政敵的工具〔１４９〕 ꎮ 於是令中書、門下官一人ꎬ“專

監其所投之狀ꎬ仍責識官ꎬ然後許進封ꎮ”排除黑函攻訐的可能性ꎬ其後更置知匭

使專責理匭ꎮ 此舉或可防範上書浮濫ꎬ但知匭使擁有篩選訊息的權力ꎬ得以先行

檢視、篩選投匭文書ꎬ甚至决定是否上達〔１５０〕 ꎬ又將構成皇帝獲得訊息的障礙ꎮ

«資治通鑑»卷二三八ꎬ元和六年閏月”條載:

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ꎬ知上於吐突承璀恩顧未衰ꎬ乃投匭上疏ꎬ稱”承

璀有功ꎬ希光無罪ꎮ 承璀久委心腹ꎬ不宜遽棄ꎮ”知匭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

副章ꎬ詰責不受ꎮ 涉乃行賄ꎬ詣光順門通之ꎮ 戣聞之ꎬ上疏極言”涉姦險欺

天ꎬ請加顯戮ꎮ”戊申ꎬ貶涉峽州司倉ꎮ

此事涉及南衙文官與北衙宦官間的矛盾ꎬ知匭使孔戣“見其副章”後ꎬ不接納李

涉的上書ꎮ 但與前述貞觀朝崔仁師之例不同ꎬ孔戣似未受到責罰ꎮ 又ꎬ«唐會

要»卷五五«匭»載開成三年(８３８)八月諫議大夫知匭使李中敏奏:

臣以爲本置匭函ꎬ每日從内將出ꎬ日暮進入ꎬ意在使冤濫無告、有司不爲

申理者ꎬ或論時政ꎬ或陳利害ꎬ宜通其必達之路ꎬ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ꎮ 若使

有司先具裁可否ꎬ即非重密其事ꎬ俾壅塞自申於九重之意ꎮ 臣伏請自今以

後ꎬ所有進狀及封章ꎬ臣等但爲狀引進ꎬ取舍可否ꎬ斷自中旨ꎮ 庶使名實在

兹ꎬ明置匭之本ꎮ

姑且不論李中敏上奏是否出於當時南衙、北司鬥争加劇的背景ꎬ由奏文觀

之ꎬ臣庶投匭的内容五花八門ꎬ集中在“冤濫無告(刑) ”與“論時政ꎬ陳利害

(政)”ꎬ即前引煬帝詔書“審刑政之得失”的“刑”與“政”兩方面ꎮ 無論是訴冤

曲ꎬ還是陳利害ꎬ皆期以提供皇帝“斷自中旨”所需之訊息ꎬ達到“廣聰明而慮幽

枉”的效果ꎮ 皇帝是“廣聰明”的主體ꎬ顯示匭制與皇帝主政的關聯ꎮ 尤有進者ꎬ

實施匭制的目的是排除“刑獄之冤濫”“訊息之壅塞”ꎬ而造成刑獄冤濫或訊息壅

塞者不是庶民本身ꎬ而是負責裁判、統治的官僚群體ꎬ其間透露皇帝通過匭制監

控官僚行政的消息ꎮ 由此觀之ꎬ庶民投匭上書ꎬ表面上是強化“君—民”聯繫ꎬ實

際上寓有皇帝監控官僚群體行政之意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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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

〔１５０〕

«舊唐書»卷五〇«刑法志»ꎬ２１４２—２１４３ 頁ꎮ
參見«唐會要»卷五五«省號匭»引萬歲通天元年侍御史徐有功上疏ꎮ



徇上所論ꎬ皇帝臨朝主政ꎬ雖須與官僚群體共治ꎬ也有監控官僚群體的需求ꎬ

即使被視爲君臣相知的貞觀朝亦然ꎮ «資治通鑑»卷一九三ꎬ貞觀五年八月:

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ꎬ俱以告訐有寵於上ꎬ由是諸大臣數被譴怒ꎮ 魏

徵諫曰:“萬紀等小人ꎬ不識大體ꎬ以訐爲直ꎬ以讒爲忠ꎮ 陛下非不知其無

堪ꎬ蓋取其無所避忌ꎬ欲以警策群臣耳ꎮ ”上默然ꎮ

太宗深知皇帝臨朝主政ꎬ有賴與官僚群體共治ꎬ但通過權謀對官僚群體進行監控

與權力分配ꎬ也是皇帝維繫其權力運作的重要手段ꎮ 魏徵直指太宗“非不知其

無堪”ꎬ太宗聽到魏徵批評後的“默然”ꎬ説明這是他有意採取的策略ꎬ意在借權、

李二人“警策群臣”ꎬ充分流露皇帝監控官僚群體的心態ꎮ

皇帝監控官僚群體、尤其是地方官ꎬ也反映在隋唐之際的刑政運作上ꎮ 除了

朝廷法司(刑部、大理寺)ꎬ負責裁判者主要是地方官ꎮ 隋唐皇帝監控地方治理ꎬ

表現在法典與法律體系更新與刑政運作上ꎮ 法典更新ꎬ明確制定法條ꎬ使地方官

依據明確的法條進行裁判ꎻ審級制的成立是將地方重要司法裁判權上移朝廷ꎻ頻

繁出現的皇帝録囚ꎬ更是監控地方官司法裁判的重要手段ꎮ 隋唐皇帝録囚頻繁ꎬ

令人印象深刻ꎮ 學者指出:漢世偶見皇帝録囚之事ꎬ隋唐皇帝録囚趨於頻繁ꎬ更

時見以使職形式派遣臣下分赴各地録囚ꎬ因而提出唐代君主更加慎刑的解

釋〔１５１〕 ꎮ 隋唐皇帝頻繁録囚ꎬ誠爲君主慎刑愛民的表現ꎬ但以慎刑這類普遍人性

層次的理由ꎬ解釋特定歷史階段發生的現象ꎬ在因果關係上是不充分的ꎬ有必要

説明:爲何隋唐君主更加慎刑? 尤其是爲何選擇在朝堂録囚? 在象徵百官空間

的朝堂裡録囚ꎬ又遣使四出録囚ꎬ説明皇帝録囚不只是“君—民”的互動ꎬ更寓有

皇帝介入刑政運作、監控地方官司法裁判之意ꎮ 録囚對象雖是以庶民爲主的刑

徒ꎬ但從“民”到“刑徒”的身分轉换是司法裁判的結果ꎮ 皇帝録囚固然是通過對

刑政運作結果的審核ꎬ表現慎刑愛民的形象ꎻ但選擇在象徵百官的朝堂裡録囚ꎬ

其間隱含著警惕、監督量刑定罪之百官的意義ꎻ表面上是強化“君—民”互動ꎬ現

實上卻是皇帝監控掌理刑政的官僚(尤其是地方官)之舉措ꎮ

歸納本節所論ꎬ皇帝臨朝主政是塑造隋唐政治體系的原動力ꎬ掌握訊息是皇

０３１

唐研究　 第二十一卷

〔１５１〕 陳俊強«唐代録囚制試釋»ꎬ高明士主編«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一):教育與政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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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斷决國事之所需ꎮ 這個動向不是出於哪個皇帝的個人意志ꎬ而是當時政治體

系運作的需求ꎮ 無論是武后想“通知天下之事”ꎬ還是後來宋太宗欲“廣聞外

事”ꎬ都是皇帝臨朝主政下“廣其聰明”的自然歸趨ꎮ 唐宋間各類統治訊息上達

管道呈現制度化的傾向ꎬ由正式管道到非正式管道、由被動到主動ꎬ都是出於皇

帝主政的需求ꎮ 我們不宜簡單地認爲皇帝只是被動受到官僚群體制約ꎬ爲了因

應官僚群體的内在分化ꎬ皇帝也有主動監控官僚群體的需要ꎮ 除了地方官素質

不一造成的地方治理問題ꎬ隋唐政治體系運作下有限資源競争日熾ꎬ朋黨、貪贓

等吏治敗壞現象叢生ꎮ 如何有效監控官僚群體ꎬ獲得有利决策之訊息ꎬ成爲臨朝

主政的皇帝當面的難題ꎮ 尤其是無論上書、告密、登聞鼓制ꎬ還是匭制ꎬ都選擇在

象徵百官政治空間的朝堂裡進行ꎬ説明“庶民—朝堂”的關係ꎬ表面上是“君—

民”聯繫的強化ꎬ其實寓有皇帝擴大掌握訊息ꎬ監控官僚群體的深層含義ꎬ這是

隋唐之際皇帝主政下政治體系運作的内在需求ꎬ不宜單從庶民階級崛起理解這

個現象ꎮ

五、 結　 論

朝堂源自尚書機構内部的議事場所ꎬ其後發展爲百官進入内朝議政的空間ꎬ
衍生禮儀機能ꎮ 在漢六朝“核心—四方”國家型態下ꎬ朝堂作爲連結郡國(鄉里)

與朝廷的節點ꎬ象徵帝國是由各“鄉里”共同構築而成的政治世界ꎬ漢晋間命將

禮儀的變化ꎬ充分反映這個意涵ꎮ 而爲王公舉哀、燕享百官等禮儀ꎬ也表現出朝

堂具有非皇帝私家的公共性質ꎮ 從官僚制的角度看ꎬ“朝廷—鄉里”的制度聯繫

下ꎬ漢六朝官僚來自各鄉里(郡國)ꎬ通過鄉里評論ꎬ以鄉里人才的形式ꎬ代表其

鄉里進入帝國這個政治世界ꎬ發揮溝通鄉里與朝廷的作用ꎬ朝堂爲其節點ꎮ 簡言

之ꎬ漢六朝國家型態下的朝堂ꎬ是象徴各鄉里共同參與帝國的空間ꎮ

承襲南北朝後期“去鄉里化”的國制變動ꎬ隋代展開“五服之内ꎬ政决王朝”

的中央集權ꎬ以皇帝臨朝主政爲主軸ꎬ調整三省關係ꎮ 尚書省位置外移ꎬ部分職

權上移中書、門下兩省ꎬ國政運作重心轉移至中書、門下(包括後來的政事堂)ꎮ

原本作爲百官議政空間的朝堂ꎬ外移至宫城門口ꎬ喪失政事機能ꎮ 禮儀機能的變

化上ꎬ隨著原本内化於國制之鄉里機制的消失ꎬ朝堂的禮儀機能已不復從前ꎬ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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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現在象徵帝國整體秩序的元會禮上ꎮ «大唐開元禮»的朝堂ꎬ只是百官參加

各項禮儀時整緝班序的場所ꎮ 相較於朝堂政事、禮儀機能的衰退ꎬ以個别官人爲

對象的奬懲機能明顯增長ꎬ其意義是隋唐之際朝堂作爲“核心—四方”節點的象

徵意義消逝ꎬ在國制組織化進程、個體化官僚制的背景下ꎬ朝堂性質從“鄉里”向

“個别官人”轉移ꎬ轉化成象徵百官的政治空間ꎬ這是理解官人决杖於朝堂、庶民

與朝堂之聯繫等現象的線索ꎮ

唐代朝堂成爲臨朝主政的皇帝與官僚群體互動的場所ꎬ時見盛怒中的皇帝ꎬ

在象徵百官政治空間的朝堂裡ꎬ作出踰越法律規範的懲處ꎮ 决杖於朝堂多採集

眾圍觀、宣示百僚周知的儀式ꎬ寓有皇帝向百官展示其權力意志的意涵ꎮ 歸納决

杖於朝堂的事例ꎬ包括敏感的政治事件、違反皇帝旨意或法律、官人貪贓等ꎮ 其

中ꎬ官人貪贓事例偏多ꎬ意味著隋唐制度變遷塑造的政治結構下ꎬ官人貪贓業已

成爲重大的政治問題ꎬ有必要採取嚴厲手段加以處置ꎬ以遏止此風ꎬ因而提供皇

帝在“法律之外”展示其權力的契機ꎮ

最後ꎬ隋唐朝堂呈現與庶民聯繫制度化的傾向ꎬ如ꎬ庶民上書、投匭、登聞鼓、

皇帝録囚ꎮ 表面上ꎬ都是強化“君—民”聯繫的措施ꎬ深入地看ꎬ寓有皇帝擴大訊

息上達管道、監控官僚行政的意義ꎮ 隋唐之際強化中央集權ꎬ固然帶來強化地方

控制的效果ꎬ但在制度變遷塑造的政治結構下ꎬ衍生出地方治理不良、朋黨、貪贓

等吏治敗壞的難題ꎮ 皇帝雖認識到與官僚共治的必要性ꎬ但爲了有效監控官僚

群體ꎬ確保臨朝主政的皇帝能有效運作其權力ꎬ建立並擴大訊息上達的管道ꎬ成

爲其間皎然可辨之趨勢ꎮ

唐宋間皇權性質及其演變具有兩面性:一方面是在國制組織化的趨勢下ꎬ

皇帝臨朝主政ꎬ但一人不能獨治ꎬ須與官僚群體共治ꎬ“君臣相與盡其道ꎬ以乂

民ꎮ”另一方面是皇帝主政下的獨斷ꎬ伸張皇權ꎬ除了皇帝擴張其一己權力ꎬ也

寓有約束官僚群體内在分化的意涵ꎮ 前者表現爲皇權運作受到官僚群體制

約ꎬ這是當時國制設計原有的内涵ꎬ尤其是強調官僚進諫ꎬ“救君之謬”ꎬ匡濟

皇帝的决策失誤ꎮ 後者是日本學者所謂“君主獨裁”機制的建立ꎬ表現爲統治

訊息的上達管道及其制度化ꎮ 二者本爲一事之兩面ꎬ不宜執其一徧ꎮ

最後ꎬ擬援引祝總斌先生説明古代皇權與相權關係的一段文字ꎬ作爲本文的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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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能簡單否定ꎬ或指責皇帝爲了個人專制而濫用權力ꎮ 而主要應

看到ꎬ在很多情况下ꎬ它起了彌補正常宰相制度出現的某些缺陷的作用ꎮ〔１５２〕

祝先生認爲ꎬ討論皇帝權力有必要兼顧以宰相爲首之官僚群體的動向ꎬ這個

説法雖是就漢制而發ꎬ但提供我們探討古代皇權課題時較全面的思考方向ꎬ讀者

宜三復斯言ꎮ

附表:«唐代决杖官人於朝堂事例表»

年代 姓名 官職 事由與處置方式 備　 　 註

貞觀初 盧祖尚 交州都督

又交州都督盧祖尚ꎬ以忤旨斬於

朝堂ꎬ帝亦追悔ꎮ 下制ꎬ凡决死

刑ꎬ雖令即殺ꎬ仍三覆奏

«舊唐書»卷五〇«刑法志»ꎬ

２１３９—２１４０ 頁ꎮ

«舊唐書»卷六九«盧祖尚傳»

貞觀 １６ 穆裕 苑西守監

貞觀十六年六月ꎬ苑西守監穆裕

農囿不脩ꎬ太宗怒甚ꎬ命于朝堂斬

之ꎮ 侍臣戰慄ꎬ莫敢進言ꎮ 太子

承乾諫曰:”人者有生最靈ꎬ一死

不可復活ꎮ 命即斬之ꎬ理恐未盡ꎬ

請付法司推鞫ꎮ”太宗意解ꎬ即笞

而釋之ꎮ

« 唐 會 要 » 卷 四 « 雜 録 »ꎬ

４４ 頁ꎮ

永徽 ２ 蕭齡之 廣州都督

華州刺史蕭齡之以前任廣州都督

贓事發ꎬ受智遠等金、銀、奴婢ꎬ制

付百官集議ꎮ 及議奏ꎬ帝怒ꎬ令於

朝堂中處置ꎮ

«舊唐書»卷八五«唐臨傳»ꎬ

２８１２ 頁ꎮ

裴伷先
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ꎬ 長流

瀼州ꎮ

«資治通鑑»卷二三〇ꎬ光宅

元年條ꎬ６４２７ 頁ꎮ

侯思止 侍御史

周侍御史侯思止ꎬ醴泉賣餅食人

也ꎮ 羅告準例酧五品ꎮ 於上前索

御史ꎮ 後坐私蓄錦ꎬ朝堂决

殺之ꎮ

«朝野僉載»卷二ꎬ３２ 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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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年代 姓名 官職 事由與處置方式 備　 　 註

周子諒 御史

上怒ꎬ命左右暴於殿庭ꎬ絶而復

蘇ꎻ仍杖之朝堂ꎬ流瀼州ꎬ至藍田

而死ꎮ 李林甫言:”子諒ꎬ張九齡

所薦也ꎮ”

«資治通鑑»卷二一四ꎬ開元

二十五年條ꎬ６８２７—６８２８ 頁ꎮ

長孫昕
毆擊御史大夫李傑ꎬ玄宗命斬於

朝堂ꎬ最後杖死

«舊唐書»卷八«玄宗»開元四

年ꎬ１７６ 頁ꎮ

姜皎 决杖於朝堂ꎬ流ꎮ
«舊唐書» 卷九九 «張嘉貞

傳»ꎬ３０９２ 頁ꎮ

開元 １０ 王鈞 洛陽主簿

開元十年ꎬ洛陽主簿王鈞爲嘉貞

修宅ꎬ將以求御史ꎬ因受贓事發ꎬ

上特令朝堂集眾决殺之ꎮ

«舊唐書» 卷九九 «張嘉貞

傳»ꎬ３０９１ 頁ꎮ

開元 ２０
趙含章

楊元方

幽州長史

左監門將軍

幽州長史趙含章坐盗用庫物ꎬ左

監門員外將軍楊元方受含章饋

餉ꎬ並於朝堂决杖ꎬ流瀼州ꎬ皆賜

死于路ꎮ

«舊唐書»卷八«玄宗紀»開元

二十年六月庚寅(丁丑?)條ꎬ

１９８ 頁ꎮ

天寶 ３ 柳升 長安縣令 坐贓ꎬ於朝堂决殺之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天寶

三年五月戊寅”條ꎬ ２１８ 頁ꎮ

天寶 王銲
銲决杖死於朝堂ꎬ賜鉷自盡於三

衛廚ꎮ

«舊唐書» 卷一〇五 «王鉷

傳»ꎬ３２３１—２ 頁ꎮ

至德 叛臣

初ꎬ西京文武官陸大鈞等陷賊來

歸ꎬ崔器草儀ꎬ盡令免冠徒跣ꎬ撫

膺號泣ꎬ以金吾府縣人吏圍之ꎬ於

朝謝罪ꎬ收付大理京兆府獄繫之ꎮ

及陳希烈等大臣至者數百人ꎬ又

令朝堂徒跣如初ꎬ令宰相苗晋卿、

崔圓、李麟等百僚同視ꎬ以爲棄

辱ꎬ宣詔以責之ꎮ

«舊唐書»卷五〇«刑法志»ꎬ

２１５１ 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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