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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疑罪处理，经历了一个曲折迂回、主干硕壮而枝桠繁芜的漫长演变过程。在此过程

中，先人们聪慧理性、文明进步的力量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疑罪处理实践的过程和结果成为法制巨

作的宏伟篇章。追溯古代疑罪处理的历史，借鉴先民的成功经验，对于今人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诉

讼理论体系，正确判定和处理疑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

疑罪处理的相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疑罪处理的主干——“罪疑从有惟轻”

我国奴隶社会疑罪处理的演变轨迹，清晰地呈现为从“疑罪从神”到“疑罪从人并从有惟轻”。只

不过，“疑罪从神”作为主干的时间并不长久，应属初民社会“神判”方式的沿袭或遗迹。取而代之的

“疑罪从人并从有惟轻”中，“从有”虽然在实践中得到适用，但并未被立法所明确规定，亦罕见为人们

所言及；而“惟轻”则不仅得到倡导，而且在实践中亦得到较好体现。进入封建社会，对于疑罪的处

理则与慎刑恤刑的理念密切相关。所谓慎刑，是指司法应当公正、用刑必须慎重；所谓恤刑，是指怜

悯受刑人之苦，用刑尽量宽缓，减少酷刑重罚，防止冤枉无辜。历代不少封建统治者和法律思想家，

都力主慎刑恤刑。在慎刑恤刑理念的引领下，疑罪处理总体上趋于有利被告，亦即一直秉持“罪疑惟

轻”。

封建社会疑罪处理的主干，可以概括为“罪疑从有惟轻”。自秦至清，“罪疑惟轻”为历代推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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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并形成“罪疑从有惟轻”的实践机制。在此机制下，疑罪的具体处理方式多种多样。这些方式，

有的贯穿于封建社会始终，有的则主要显现于某些朝代；有的与立法、司法及封建统治者、法律思想

家的见解相得益彰，有的则仅得到倡导、采用而并未被规定于律令之中。从史料记载看，“罪疑从有

惟轻”的具体处理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 疑罪从轻 “疑罪从轻”与“罪疑从有惟轻”几近同语，是封建社会处理疑罪的主要方式之一。

由秦至宋，一直世代沿用。元、明、清时期，法律虽未明确规定，但仍得到一定程度的倡导和执行。

秦时有无“疑罪从轻”，未见明确记载。但是，从法律渊源上讲，先秦时期的“罪疑惟轻”应对秦产

生一定影响。1983年12月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的《奏谳书》似可佐证。《奏谳书》共228简，记录

了16个汉朝的案例和6个秦朝的案例。从其中的“疑毋忧罪，……敢谳之，谒昌报”等记述看，《奏谳

书》载有疑狱谳议制度的内容。汉朝承袭先秦时期的“罪疑惟轻”，疑罪谳议的结果不少为从轻处理。

《奏谳书》的作者将秦朝与汉朝的疑案汇编在一起，由此可以推测，秦时的谳议制度及疑罪处理，与汉

朝应有相承抑或类同。如是则秦时受先秦时期“罪疑惟轻”的影响，亦采“疑罪从轻”应为题中之义。

汉朝时期，疑罪从轻得到较好实行。西汉时，文帝刘恒主张实行“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的

政策。昭帝年间，廷尉于定国“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张释之“罪疑者予民”[1]（颜师古注：

“罪疑者予民”为“从轻断”）。“汉武时，启河右四郡，议诸疑罪而谪徙之”。东汉时，和帝年间，廷尉陈

宠“数议疑狱，……每附轻典，务从宽恕，帝辄从之”[2]。安帝年间，“……河间人尹次、颍川人史玉皆坐

杀人当死，次兄初及玉母军并诣官曹求代其命，因缢而物故。尚书陈忠以罪疑从轻，议活次、玉”[3]。

由上可知，“疑罪从轻”在汉时既为统治者认同，亦在实务中通行。

汉以后的三国两晋时期，“疑罪从轻”得到沿袭。三国中，吴蜀两国司法方面的史料极端贫乏，迄

今尚未发现直接反映疑罪处理的法规、论述或案例。但是，根据吴国文献通考“多依汉制”的记述，可

以推断吴国当是沿袭汉朝的“疑罪从轻”。而蜀国则因君主刘备以“中兴汉室”为政治目标，势必一体

遵循汉律，沿用汉朝疑罪从轻的做法。魏国司法方面的史料虽然也少，但不乏疑罪从轻的记载。例

如，《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郎传》载：王朗为政，“务在宽恕，罪疑从轻”[4]。两晋的史料中，均有关

于疑罪从轻的记述。《晋书·江统传》载，江统为廷尉正，“每州郡所疑，断处从轻”。《折狱龟鉴》载，东晋

时，卒士韩怅逃亡归来自首一案，王坦之认为对韩怅“宜俯罪疑从轻之例”；刘毅出行被县吏陈满误射

一案，何承天议曰：“狱类情断，疑则从轻”。

南北朝时期，“疑罪从轻”得到大力推崇。永定元年三月甲午，高祖发布诏曰:“……罪疑惟轻，布

在方策”。世祖即位后，与众臣议法。都官尚书周弘正议曰:“夫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罪疑惟轻，功疑

惟重。斯则古之圣王，垂此明法。”[5]对此，世祖深以为然。武成帝主张，“自今诸应赏罚，皆赏疑从重，罚

疑从轻”，并下令赵郡王叡修律体现罚疑从轻的思想。在统治者的意旨引导下，疑罪从轻自然成为实务

做法。《周书·苏绰传》载苏绰断案“……有疑则从轻，未审不妄罚，随事断理，狱无停滞……”，可为佐证。

隋朝时制定的《开皇律》、《大业律》等在宋朝以后均已佚失。因此，后人研究隋律，或作辑佚，或

行“倒推”。史料载：隋武帝即位后，力主赏疑从重、罚疑从轻；隋律“多采后齐之制”，而后齐适用“疑

罪从轻”原则。据此以及由唐朝盛行从赎、从轻而“倒推”，可以断定隋朝时亦适用“疑罪从轻”原则。

只不过由于隋朝封建统治者隋文帝、隋炀帝非但没有身体力行《开皇律》等轻刑律令，反而肆意破坏

法律，“更立严刑，勑天下盗窃已上、罪无轻重，不待奏闻，皆斩”，实际用法与律令规定相去甚远，“疑

[1]转引自崔永东：《中国古代证据制度三题》，〔北京〕《人民法院报》2011年4月15日，第五版。

[2]《后汉书》卷四十六，郭陈列传第三十六。

[3]转引自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76页、1777页。

[4]转引自刘柏纯：《我国疑罪处理原则的嬗变》，〔广州〕《政法学刊》2009年第5期，第14页。

[5]转引自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上册，一），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资料室存书，第325页。

-- 156



法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6 期

罪从轻”原则的适用可能大打折扣。

唐朝时，立法宽简，用刑宽平。在此历史背景下，“罪疑惟轻”被作为一项司法原则得到较好遵

循。其时，对疑罪除“各依所犯以赎论”外，还针对不同情形实行“从轻”处理。对此，史料载有不少案

例。例如，莫诚为救兄而杀人一案，依律应以杀人罪处莫死刑。但据案情，莫杀人还是伤人存疑。为

此，柳宗元以“罪疑惟轻”为由，上奏力谏对莫诚予以免于死刑的处罚。永徽二年，唐高宗令大臣议决

华州刺史萧龄之受贿案，众皆言处萧龄之死刑，惟御史大夫唐临以“罪疑惟轻”为由提出异议。唐高

宗采纳唐临谏议，免除萧龄之死刑。等等。

宋朝时期，农民起义频繁，少数民族政权与宋王朝长期对峙，封建统治危机四伏。在此历史背景

下，统治者主张采用重典和重刑。但是，仍有宽典并对某些种类的案件从宽处罚。而且，亦沿用唐代

的“疑罪从轻”。据史料载，宋初，“其君一以宽仁为治……狱有小疑，复奏辄得减宕”[1]。建隆四年，宋

太祖下诏命窦仪等沿袭唐律修订《宋刑统》。该法典中的《疑狱》一篇，与《唐律》关于疑罪的规定完全

相同。宋仁宗即位不久，对上奏的疑狱不知如何裁决。问计于下臣，吕夷简曰：“凡奏狱必出于疑，疑

则从轻可也”。仁宗认为此言有理，故在位期间对疑狱一律从轻发落[2]。

元代法律“附会汉法”“参照唐宋之制”是其显著特点。元英宗至治三年颁行的著名法典《大元通

制》不仅在篇目体例上仿唐宋律，而且一脉相承地体现着唐宋律的基本精神。其中，《诉讼》一篇的内

容，与唐律的《斗讼》、《断狱》基本相同；“诸疑狱在禁五年以上不能明者，遇赦释免”的规定，与“疑罪

从轻”意旨相近。《元史·刑法志》载：“世祖谓宰臣曰：……自后继体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国有疑狱，必

遣官覆谳而从轻……”。可见，元代对疑罪的处理亦循“疑罪从轻”原则。

明代在法律制度上虽无唐、宋律令那样明确的疑罪从轻规定，但在理念上仍予以肯定，法律中仍

有所体现。例如，洪武十四年九月辛丑，明太祖敕刑部尚书胡祯等，提出疑罪从轻的要求。明世宗主

张，“死罪矜疑，乃减从谪发……”[3]。《大明律》《断狱》篇规定，对于情可矜疑的，免死发戍。《明史·刑法

志》载：“成化初，……狱上，杖其情可矜疑者，免死发戍……。”明朝实行的会审制度中，可矜、可疑案

件的囚犯，经过朝审大多可以减刑。等等。

清代法律亦无唐、宋律令那样明确的疑罪从轻规定，但在理念上和实务中仍有疑罪从轻的主张

和做法，法律中亦有所体现。例如，高宗自诩“朕慎重刑狱，罪疑惟轻。”[4]雍正明确肯定罪疑惟轻的矜

民、宽典、恤刑作用:“康熙十五年定例……此皆我皇帝矜惜愚民，罪疑惟轻，故改从宽典也”[5]。乾隆南

巡时对大学士李侍尧受贿一案，采纳江苏巡抚闵鹗元的宽处意见，诏曰“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对

李改处斩监候。等等。清初，对疑罪曾采用九卿审理并奏请皇帝后再减等的处理办法。康熙十年夏

四月，“诏清理庶狱，减矜疑一等”[6]。康熙五十三年二月，“诏停今年秋审，矜疑人犯，审理具奏，配流

以下，减等发落”[7]。《清律·犯罪事发在逃》一条规定：共同犯罪中，在案犯与在逃犯二者的刑事责任孰

大孰小存在疑问且在案犯称其刑事责任小于在逃犯时，应当作出有利于在案犯的判定、处理。《清律·

犯奸》一条规定：在强奸与和奸的判定上存疑时，应按较强奸刑罚为轻的和奸处罚。《清律·强盗》一条

之例文规定：续获强盗的犯罪事实如果得到证据证实，即应判处立决；而“无自认口供，赃迹未明伙盗

已决无证者”，则应判处监候。等等。

[1]《历代刑法志》，〔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331页。

[2]参见《厚德录》卷四。

[3]《明史·刑法志》。

[4]《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

[5]《清史资料·第四辑》。

[6]《清史稿》本纪六，圣祖本纪一。

[7]《清史稿》本纪八，圣祖本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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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疑罪从赎 疑罪从赎是封建社会采用“罪疑从有惟轻”原则处理疑罪的主要方式之一。它源

于奴隶社会对疑罪适用“金作赎刑”的刑罚制度，为封建社会历代王朝基本沿用。

先秦时期，刑律设有财产刑罚锾。其中，罚锾即为疑罪而设，具有赎刑的性质。《秦简》中“赎黥”、

“赎耐”、“赎迁”、“赎鬼薪鋈足”、“赎宫”、“赎死”的规定，在适用对象上与疑罪“罚锾”相同。汉朝继续

对疑罪适用赎刑。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载：“北地守谳：奴宜亡，越塞道。戍卒官大夫有署出，弗得，

疑罪。廷报：有当赎耐”。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仍然保留疑罪从赎的做法，并在可用以赎刑的事物

上有所扩大，如“后魏以官及爵当刑，陈设官当之制”等。隋朝时，“刑之减轻，最常用的方法即是‘赎

罪’。《隋书·刑法志》曰：‘合赎者谓流内官及爵秩比老小阉疑并过失之属”[1]。及至唐朝，疑罪从赎的

原则已经制度化，被明确地规定于唐律之中。《唐律·断狱律》规定：“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该条

疏议：“各依所犯以赎论，谓依所犯之罪用赎法收赎。”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代，基本上均沿用唐律

关于疑罪从赎的规定。

需要指出：疑罪从赎是以财物、官、爵等赎真刑。对涉案的贫穷百姓而言，即便其罪疑，也会因无

财物、官、爵等可赎而被处以真刑。正是因为此，历代对疑罪从赎多有诟病。应当说，古人所诟病者

确实存在。较之富人、达官贵人，疑罪从赎对穷人、平民百姓而言，委实有失公平；较之疑罪从轻，疑罪

从赎的理据确有不足。但是，疑罪从赎对于“矜刑”和防范冤案发生所起的正向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

3. 疑罪从赦 疑罪从赦亦是封建社会采用“疑罪从有惟轻”原则处理疑罪的一种方式。清末法

学家沈家本甚至将其视为“罪疑惟轻”的同义语，认为“罪疑惟轻，即《吕刑》刑疑有赦、罚疑有赦之制

也。‘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一语，尤为用刑者之所当寻绎”[2]。

疑罪从赦起源于奴隶社会，在封建社会得到沿用。不少朝代的法律，都有疑罪从赦的规定。例

如，唐律规定，疑狱固三考即应释之。而且，“诸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受而为理者，

以故入人罪论”[3]。宋代法律规定，赦免的对象除包括已决罪犯外，还包括未决罪人和尚未发现犯罪

之人。而未决罪人和尚未发现犯罪之人中，即有疑罪之人。元刑律《大元通制》规定：“诸疑狱在禁五

年以上不能明者，遇赦释免”。等等。由汉至宋，都有大量诏令赦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

的囚犯。这些被赦免的囚犯中，即有疑罪之人。录囚和大赦的对象中，亦有疑罪案件的嫌犯。明洪

武元年八月，初元大赦天下诏：“自洪武元年八月十一日昧爽以前，除……外，其余已未发觉、已未结

证，罪无轻重。咸赦除之。”[4]“已未发觉、已未觉证”者中，显然存在疑罪的情形，因而当属“疑罪从赦”

的对象。

需要注意的是：封建社会历代均行赦免，且不少朝代的赦免较为频繁。为此，不少有识之士均反

对赦宥。应当说，反对滥赦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若仅就疑罪从赦而言，则又另当别论。将疑罪之人

予以赦免，虽然可能放纵有罪之人，但对无罪之人免受冤枉却系重要保障。相较之下，“与其杀不辜，

宁失不经”当是理性选择。

二、疑罪处理的枝桠——“从去”、“从滞”、“从却”、“从经”、“从神”

封建社会的疑罪处理，在主干之外尚有如下几枝较粗桠条：

1. 疑罪从去 “疑罪从去”与“疑罪从无”相近，含有从无和从宽要求。封建社会虽然不乏“疑罪

从无”之举，但在称谓上却少有“疑罪从无”之说，而是大抵表述为“疑罪从去”。直至清末，才改称为

“疑罪从无”。与“疑罪从去”异曲同工的，还有“罚疑从去”。例如，《汉书·冯野王传》载：“罚疑从去，

[1]转引自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上册，一），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资料室存书，第268页。

[2]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页。

[3]《通典》卷一百四十三，刑法典。

[4]《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三册《皇明诏令》之《太高祖皇帝中》“宽宥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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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慎刑，阙难知也。今释令与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违阙疑从去之意。”此外，有的情形下，虽然并

不直接言称“从去”，但实际是作从无、从宽规定或从无、从宽处理。

在封建社会，“疑罪从去”虽然不入主流，但代代均有繁衍。历代施行的“疑罪从赦”制度中，对疑

罪之人赦而免予刑事追究，即具有“疑罪从去”之意旨。历代刑事法律中，亦有不少“疑罪从去”的规

定。例如，《唐律》规定，被告人为议、请、减之人且系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的，虽有人证证明

其犯罪，但因人证未达到“满三人”的证据要求而致使案件存疑的，即应对其作无罪处理；被告人涉嫌

犯罪，但其“拷满”仍不供认，案件由此缺乏定罪必需之证据“口供”并导致存在疑问的，则应将其取保

释放。《清律·盐法》例文规定：“私盐事发，止理见获人盐，如获盐不获人者，不追，获人不获盐者，不

坐”。《清律·犯奸》条规定：“非奸所捕获及指奸者，勿论”。根据上述规定，私盐犯罪案件中，倘若没有

做到人盐俱获，则不予追究；奸罪案件中，如果没有“奸所捕获及指奸”，则不予追究。人盐之一被获，

奸非捕获或指认，都属于疑罪情形，即存在有或无两种可能性。在此情形下不予追究，显然体现着

“疑罪从去”的精神。

2. 疑罪从滞 “疑罪从滞”意指对疑罪案件暂不处理，将被告人予以羁押，等待将来查清事实后

再作判处。从史料看，它的表现形式为案件“淹滞”，与当今的“久押不决”大抵相同。“淹滞”的成因，

除有按照法律需将疑罪案件层报上级司法机关谳议、上级司法机关需要会审、复审、封建皇帝有时需

要审批等以外，还有疑罪的认定和判处大多较为困难以及慎刑恤民等方面的考量

在封建社会，案件“淹滞”现象较为普遍。“淹滞”的对象中，即含有大量疑罪案件。据史料载，汉

高祖时全国疑狱久滞不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的情况十分严重，高祖遂下令在全国

实行疑狱谳报制，以图遏止疑罪淹滞现象。而疑狱谳报制的建立，虽然使得不少地方积累的疑案通

过层报上级司法机关得到解决，但同时也导致不少案件的办理时间因谳报而更长，疑罪淹滞现象并

未得到遏止。此外，报囚制的施行，也助推疑罪淹滞。例如，汉和帝永元十六年诏令，“其一切囚徒，

于法疑者无决，以奉秋令。方察烦苛之吏，显明其罚”[1]。上述规定，无疑拉长了疑罪案件办理的时

间。唐开元《狱官令》规定：“诸若禁囚有推决未尽、留系未结者，五日一虑。若淹延久系，不被推诘，

或其状可知而推证未尽，或讼一人数事及被讼人有数事，重事实而轻事未决者，咸虑而决之。”[2]而“淹

延久系”的“不被推诘”、“推证未尽”、“轻事未决者”中，显然即有疑罪者。虽然该项规定意在防范淹

滞，但却传递着其时疑罪淹滞的信息。

为防止疑罪案件淹禁不决，不少朝代都有相应措施，但成效不大。例如，明朝严禁将包括疑犯在

内的待决囚犯无限期地长期“淹禁”，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明《皇明成化二十三年条例》之“禁约

淹禁致死”条载，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府县不拘大小事情，一概行（捉）〔提〕原被证佐，俱发监

禁。应剖断者，迁延而不决断。申详发勘查者，怠缓而不申勘。事情牵连者，固难一时明白。其可结证

事，亦淹禁三四个月，或七八个月。……诚恐各处亦有此弊，仍乞通行禁约”[3]。该段记述中提及的淹滞

现象和“诚恐各处亦有此弊”的推断以及“仍乞通行禁约的”请求，足以表明其时淹禁的效果并不明显。

应当指出，疑罪从滞的案件中，有的蕴含着慎刑恤民的考量。在此情形下，疑罪从滞无疑具有一

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许多疑罪案件的从滞却是司法官员的懈怠、推诿、无能或枉法所致。而因司法

官员推避懈怠，以案件系疑虑可悯之狱为由奏谳而造成的疑罪淹滞，显然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在

此情形下，疑罪从滞即仅有负面意义。

3. 疑罪从却 “疑罪从却”是封建社会再审、复审的一种疑罪处理方式，为不少朝代所推崇。所

[1]《后汉书·和帝纪》。

[2]《唐令拾遗·狱官令》“禁囚有推决未尽”条。

[3]《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二册《明代条例》之《皇明成化二十三年条例》之“禁约淹禁致死”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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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疑罪从却，即疑罪“具狱”后“却（退）狱”，近似于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发回重审，指上级司法机关发现

下级呈报的案件存在疑点或者认为由下级办理更为有利而将案件发回重审。

据史料载，在汉代，如果证辞疑点颇多，案件呈报上级司法机关后，即可能遭到“却狱”。而一旦

被“却狱”，则会对司法官吏的升迁带来不利。尤其是奏请皇帝被“却狱”，后果可能更为严重。为此，

司法官吏们均“上奏畏却”。在唐代，刑部复审案件时，如果发现疑案且疑犯被判处徒刑、流刑以下刑

罚，除可以自己审理外，还可以退回原审州、县重审。在宋代，对疑罪除可发回重审外，还有以下两种

方式：一是“移司别推”，即由原审机关将需要复审的疑案移送另一审判机关重新审理。二是“差官别

推”，即由上级司法机关将下级司法机关呈报的疑案指令到另一下级司法机关重新审理。在明代，大

理寺复核案件“详拟罪名”时，对招词含糊、事情不明的疑案，可以驳回再问；“参详罪名”时，对疑案可

以“照驳”（驳回原判机关再审）或“番异”（发交其他审判机关审理）。而且，“却狱”的次数没有限制，

数次“却狱”的情形经常发生。在清代，省级按察使复审直隶州、直隶厅审转上报的徒刑案件，如果发

现案件存在疏漏、供证不符或囚犯翻证翻供等疑情，即可采取驳斥、发回重审、发送首府首县审理、转

交他县更审等灵活多样的“却狱”方式予以处理。对死刑案件，地方督抚复审后，认为存在疑问并宜

“却狱”的，即行驳回重审。

需要说明的是：“疑罪从却”虽然并不涉及实体处理，但“从却”的结果却可能是实体改动。而实

体改动的情形，自然包括无罪、罪轻。就此而言，“疑罪从却”亦是一种疑罪处理方式，抑或可谓一种

间接的疑罪处理方式。在案件存在疑问的情况下，采用“疑罪从却”的处理方式，对于防止冤假错案

的发生，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

4. 疑罪从经 “疑罪从经”是封建社会一度盛行的“春秋决狱”的重要组成部分，指以儒家《春秋》

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为依据处理疑案。它的本质为“原情”、“原心”定罪量刑，即，处理疑罪案件应看被

告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春秋经义”，如果违反则应定罪处刑；反之，则不应定罪处刑。

“疑罪从经”始于汉武帝时代，为著名汉儒董仲舒所倡导。《九朝律考》中董仲舒以儒家经义裁决

的疑罪案件，在“汉以春秋决狱之例”一节和“汉论事援引春秋”一节中即各列有25例、31例。例如，

《通典·礼二十九》载：“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

甲，甲藏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

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甲窝藏杀人的养子乙，是否定罪存疑。董仲舒以

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经义为据，认为甲不构成犯罪。最终，甲被判处无罪。在董仲

舒等人的倡导下，汉代“疑罪从经”的做法蔚然成风，并为封建统治者所认同。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

“……决淮南狱，……以《春秋》之义正之……”[1]。廷尉张汤“以古法决疑狱”[2]，陈宠“数议疑狱，……每

附经典……”[3]。“董仲舒后……依据儒家经典裁决重大或疑难案件却已经是蔚然成风，不可逆向”[4]。

汉代确立的“疑罪从经”处理方式，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不少朝代的审判中，对疑罪都有“从

经”处理的做法。《刑罚志》载：北魏太平真君“六年春，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请疑狱皆付中书，以古经义

论决之”。《旧唐书》载，唐朝时，买得为救父而伤害张莅致张死亡一案，在如何处理上存在疑问。最

终，以儒家经义为据作出“减死罪一等”的处理。《宋史·太宗本纪》载，宋朝时，对安崇绪控告继母冯氏

霸占遗产一案是否应当适用“告祖父母、父母者，绞”的律条发生了疑问。最终，太宗采纳了按儒家

“仁道”经义不予适用的意见。《明史》载，嘉靖时，十三岁少年崔鉴“忿父妾凌母，手刃之”。对崔应当

判处何种刑罚，存在疑问。刑部主事吴桂芳“著论拟赦”，尚书闻渊赞同，认为“此董仲舒《春秋》断狱，

[1]《史记·儒林列传》。

[2]《汉书·儿宽传》。

[3]《后汉书·陈宠传》。

[4]王充：《论衡·程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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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子厚《复讎议》也”。最终，“鉴遂得宥”。《清史稿》载：湖广人护嫁母伤人一案，在护嫁母能否与（护）

母同科上存在疑问。最终，司法官员引用母亲与儿子断无决断之理的儒家经义，作出“护嫁母、从母，

均当与母同议，减斗杀罪”的判决。等等

需要指出，“疑罪从经”所涉疑罪之疑，虽不乏“事疑”，但大多却是“罪疑”，主要表现为在法律没

有规定、或者法律规定模糊、或者法律规定与儒家经义冲突的情形下，援引儒家经义来定罪处刑。将

此置于法治发展的进程看，“疑罪从经”无疑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从积极作用看，“疑罪从经”强调定

罪处刑应当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故意或过失以及伦理道德、民间习俗、特定社会原因等因素，从

而对于纠正“客观归罪”偏差和解决情与法冲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从消极作用看，“疑罪从

经”要求在法与经相冲突时按照经义作出判决，直接导致了“刑名渐废”、“有法不依”的后果。同时，

它片面强调主观而忽略客观，要求在疑罪情形下考量是否定罪时，仅看行为动机是否符合经义而不

顾案件事实和“疑”的具体情形，从而为惩罚“思想犯”、“腹诽犯”提供了错误依据。

5. 疑罪从神 封建社会，“疑罪从神”在法律上几近绝迹，仅有少数朝代偶有近似规定。例如，清

《理藩院则例》入誓条规定，“本犯恃无赃证踪迹坚不承认，事涉疑似者”，如肯誓称未行犯罪，则可藉

此对其“加具保结”。从司法层面看，“疑罪从神”在不少朝代留有痕迹。例如，《史记》载，西汉时，窦

太后好《老子》，太傅辕固生却认为《老子》是“家人言”。 窦太后闻之大怒，欲以罪治辕，但犹豫不决。

后，窦太后令辕入圈与豕（猪）搏斗，以神（豕）的意旨决定是否对辕治罪。辕用汉景帝偷偷递给的利

刃将豕刺死，窦太后不复加罪。《论衡·乱龙》载，李子长处理疑罪案件，求助于用梧桐木做成并埋入土

坑的木囚。木囚不动，则囚犯有罪；木囚从土坑中露出，则囚犯无罪。《太平御览》载，北宋时，东南边

境一代盛行“血迹神判”。若有人家被盗，“……即以米一升诣神庙乞神见盗者。以米著神脚下，明白

取米呼户中，奴婢分令啮之。盗者口中出血，米完不碎。不盗者入口即败。”《折狱龟鉴》载：南宋时，

陈述古断一窃案，让数名嫌疑人至“灵”钟前，“引囚以手入帷摸之。出而验其手，皆有墨，一囚独无

墨，乃是真盗，恐钟有声，不敢摸者。讯之，即服”。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文献中，载有不少其时“疑罪从神”的案例。例如，乾隆时的五台山僧袁枚

在其著作《续新齐谐》中载有“沸油神判”方式，即根据嫌疑人到沸油里取钱的手是否被烫坏来决定其

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有罪者手臂会被烫伤糜烂，无罪者则会毫发无损。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其著作《广

东新语》中载有“以蛇神判”方式，即对原告被告各执一词的疑罪求助于蛇以决是非曲直。具体方法

分为两种：一是将蛇放在原告、被告双方的前面，蛇欲咬者为“曲”，蛇背对者为“直”。二是将用香花

钱米饲养的蛇放入口袋之中，令嫌疑人手入口袋中取蛇，被蛇咬者为“曲”，未被蛇咬者则为“直”。光

绪时的《武网州志·峒蛮志》载有瑶人的吃血神判方式，即对疑罪以是否敢于饮血来判断是非曲直，判

断的方法是：“（犯罪者）其入庙则膝行，股栗莫敢仰视，抱歉者则逡巡不敢饮”[1]。等等。究其原因，是

其时“疑罪从神”现象普遍，还是拟制文献者重点关注发掘，抑或清代留给今人的文献较前代为多，目

前尚不清楚。但从疑罪处理发展的历史轨迹看，后二者似更有充分理据，应为该种现象之成因。

这里，需要注意四点：

其一，“疑罪从神”的适用并不具有普遍性，是否适用与个别司法官吏的审判思路、喜好、需要等

相关。从史料记载看，疑罪从神的情形，法律方面的古籍中少有记述，多散见于文学类的作品中。例

如《聊斋志异·胭脂》、《搜神记》、《拍案惊奇》、《梦溪笔谈》等，都有“疑罪从神”的案例。这种现象表

明，“疑罪从神”仅是个案而非定制。此外，是否适用全凭司法官吏自裁。司法官吏决定适用时，或是基

于对神灵的顶礼膜拜，笃信神明裁判能够辨明是非曲直，或是通过神明裁判的结果来解答自己心中的

[1]参见张冠梓：《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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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或是借助神灵在人们心中的至高威望以促使犯罪者暴露原形，具有明显的个人偏好和个案需求。

其二，宗族、村落组织等势力在审理某些内部人员犯罪案件而遇有疑问时，往往亦采“疑罪从

神”。封建社会的宗族习惯法、村落习惯法中，都有对某些犯罪予以处罚的规定。宗族审理常采“祠

堂公质”形式，村落组织审理多采“聚会众议”形式。无论“祠堂公质”还是“聚会众议”，遇有疑问而无

法解答时，都可能采用誓验、水验、火验、物验等神判方式。这种现象，与封建统治者的默许密切相

关。许多朝代，都存在被统治者默许甚至倡导的强化神灵信仰的社会管理机制。例如，明朝时，官府

即以文件的形式明确神灵效应的存在。《明会典》九四“有司祀典”收录的府州县官祭厉文宣称，“……顽

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报于城隍……良善正直之人，神必达之城隍……灵必无私，一体照报”。

其三，少数民族长期沿袭“疑罪从神”的远古习俗，至今在某些偏远地区仍有保留。在封建社会，

少数民族习惯法中含有大量关于刑事的规定。审理违反这些规定的案件时，由于受农耕、游牧的生

产方式，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极强的地域村社意识，处于口承文化阶段等因素的影响，采用

“疑罪从神”的方式较为盛行。据考证，在我国西南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中，对疑罪的判定主要采用“捞

沸判”、“铁火判”两种“疑罪从神”的方式。“捞沸判”是令嫌疑人在沸腾的开水或油锅内捞取物品，视

其是否被烫伤来判定是否有罪。具体方法，包括“捞肉块”、“捞石块”、“捞斧头”、“捞鸡蛋”、“捞金

环”、“捞虎牙”、“捞戒指”等。“铁火判”是将烧烫的物件放在嫌疑人的手上或脚下，视其是否被烫伤来

判定是否有罪。具体方法，包括“踏斧头”、“捧铁块”、“烙背”、“踩石块”等。至今，在某些偏远地区，

仍有以火审、水审形式判定疑案的习俗。

其四，“神意”与“人意”冲突时，存在人为操纵“疑罪从神”结果的现象。“疑罪从神”之中的“神

意”，有时与裁判者的“人意”相悖。在此情形下，大多按“神意”处断，但也不乏裁判者人为操纵“神

意”以实现自己“人意”的个案。例如，前文提及的窦太后令辕固生与豕搏斗案，汉景帝即人为操纵

“神意”，实现了自己不治辕罪的“人意”。再如，在“捞沸判”中，裁判者有时即采用控制油或水温度的

手段，以实现其“人意”。云南《马关县志·风俗志》载：“发生失盗事件，嫌疑者不肯自承，亦不能指何

人，乃请术人行捞油锅法以判断之，其法露天置油锅，术人以细柴烧于锅底，且烧且咒。当锅热而未

沸腾之时，以清酒一碗加入，冷热相激，油酒不容，遂起泡沸。旁观者见此形势，皆谓油已沸腾。其实

油既未沸，更加冷酒，其热已降低。且不再加柴，尤可保险。斯时投铜钱一枚于油中，术人先将此钱

捞出，以示其法之释。复将钱投油，使嫌者以次捞之。宣言：好人无恙坏人烂，各人做事自己明白，亦

有真盗畏而服罪者，亦有余烬未死，热度渐增后捞伤手好人被诬者，以神决狱，其弊愈深矣。”

综上，我国封建社会处理疑罪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从轻”、“从赎”、“从赦”、“从去”的方式体

现着古训“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精神，并且符合人类刑事诉讼规律和文明发展趋势，因而具有重

大的积极意义，值得今人借鉴；“从滞”、“从却”、“从经”的方式则精华与糟粕并存，应当弃其糟粕，取

其精华；“从神”的方式充斥愚昧、野蛮、，必须坚决予以摒弃。

三、疑罪处理的特别程序——“疑罪谳议制”

“疑罪谳议制”是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适用的一项疑罪处理的特别程序，内容主要包括下级司法

机关将疑罪呈报上级司法机关，上级司法机关对呈报的疑罪案件进行讨论、审核、批准以及皇帝御

批。它作为疑罪判定及处理的一种程序规制，是封建社会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封建社会的

刑事诉讼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疑罪谳议制”肇始于奴隶社会的西周时期。其时，士师审理疑罪案件，要研究讼词并向上级司

寇提供断案建议和有关法令。“察狱讼之辞，以诏司寇断狱弊讼，致邦令”[1]。乡、遂、县、都等的司法官

[1]《周礼注疏·秋官·司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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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审理疑罪案件和死刑案件，要上报中央司法机关的司寇。中央司法机关的司寇审理后上奏周王，

周王令三公参听，听其意见并多次宽宥罪犯，再由司寇判处刑罚。“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

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后制刑”[1]。对于地方上报的疑难案件，中央司法机关的司寇

在判决前要“集议”。“司寇听之，断其狱，弊（断）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2]。

进入封建社会后，秦朝承继了西周的“疑罪谳议制”。对疑罪案件，下级司法机关审理后都要呈

报中央司法机关。“凡郡国谳疑狱，皆处当以报”[3]。及至汉代，已经形成完备的疑罪谳议制度。从史

料记载看，汉代的疑罪谳议制在汉高祖时期即已成形，后经调整得以日臻完善。汉代“疑罪谳议制”

的主要内容，一是谳议的对象为“疑狱”，包括在定罪上存在疑难和在定罪量刑上存在分歧意见以及

“虽文致于法而人心不厌者”（虽然判决符合现有律令，但人心不服）三种情形；二是谳议的程序为由

下至上逐级呈报、上级机关审核议决，一般情形下逐级呈报的次序为：县、道→二千石官（郡守）→中

央廷尉→皇帝。

汉以后的各朝代，都沿袭汉代的“疑罪谳议制”。在此基础上，各有特点和创新。例如，在唐代，

对身份特殊或影响重大的谳议疑罪案件，往往采用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共同评议的“三司推事”方

式。“……又以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为之，以决疑狱，谓之‘三司使’……”[4]又如，在宋代，对谳

议的疑罪案件，如果大理寺、刑部、中书省意见不一、互相反驳或者皇帝不同意议定的罪名，即由朝廷

召集执宰、谏官、御史、翰林学士、知制诰等重臣进行杂议。“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

若台谏杂议，视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请论驳者，亦时有焉。”[5]再如，明朝时，对谳议的疑罪案

件，采用“圆审”和“会审”的方式。“圆审”是对徒流、迁徙、充军、杂犯死罪，“若亭疑谳决，而囚有番异，

则改调隔别衙门问拟。一次番异不服，则具奏，会九卿鞫之”[6]；“会审”是对经讨论需要再议的重大疑

难案件集法司会同审问，即“议狱者一归于三法司”[7]。等等。

封建社会历代推行的“疑罪谳议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首先，它有利于统一刑事司法，保证

法律公平实施。封建社会的法律较为芜杂，加之缺乏必要的司法解释和通讯、交通不便，司法官吏们

要么对“典者不能遍睹”，要么知晓法律滞后，要么对法条存在歧义解读。这种情况，极易导致产生司

法裁判尺度混乱或司法官吏不敢决、不能决的现象。实施疑罪谳议制，将定罪量刑上的疑问通过上

级“上议”，有关人员“杂议”、中央司法机构“会审”、皇帝“御批”等方式予以解答，并由立法制定出新

的律令以弥补既有法律的不足，显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明正赏罚，一断于法”的作用。其次，它有

利于贯彻慎刑政策，实现刑罚宽平。封建社会不少统治者吸取前代衰亡的教训，力推“恤民慎刑”，

“宽平执法”的刑事政策。疑罪谳议制的实施，即是落实该项政策的一项有力措施。从史料记载看，

在许多朝代，不少死刑疑罪案件谳议到中央司法机构后，都得到减死的处理；非死刑疑罪案件谳议到

上级司法机构、中央司法机构后，有的得到减等处罚，有的经过“春秋决狱”而改判无罪。由此，对贯

彻“慎刑”政策、实现刑罚宽平自然起到了推动作用。再次，它有利于防范错案发生，提高办案质量。

疑罪谳议制中的“杂议”、“会审”等方式，增加了案件评议的次数、人数及等级，此举虽然有碍效率，但

从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把关上看，无疑却是十分有利的。

〔责任编辑：钱继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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