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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張九齡是玄宗朝名相，學界對他的研究不少，其中絕大部分都是關
於他的文學成就，幾乎沒有探討過他參與國家治理及其法律思想。
本文所說法律思想，包含對秩序的理解、制度的建立、禮法的看法
、法律的見解等。
整體而言，我們看到張九齡受到傳統儒學教養影響深遠，對於「秩
序」的原理，既有來自天的監督力量，也有來自人為的努力空間。
他相信有一個「人格天」的存在，能對於世間萬物具有裁判的功能
，並能夠獎善罰惡，可說是世間一切秩序的主宰者。在回應「天」
的監督力量時，他主張用「制度化」的手段，解決唐代官員「內重
外輕」（或說「重中央、輕地方」）的現象，確保地方治理的良善
。對於維護社會治安方面，他相信「禮教」遠高於「法律」的作用
。他既重視司法體制的維護，也相信「法」應該隨著社會變遷而有
所調整。

中文關鍵詞： 張九齡、法思想、唐玄宗、唐朝、禮教

英 文 摘 要 ： Zhang Jiuling was a famous Prime Minister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zong, and there has been no shortage of
academic research into his life, the vast majority of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his literary accomplishment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almost no investigation of either his
involvement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empire, or of his
legal philosophy. This paper uses the term “legal
philosophy” to include his understanding of ord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remonial and law, as well as his interpretation
of laws, among other things.
On the whole, we can see that Zhang Jiuling w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his Confucian education, and that his
understanding of order included the supervisory power of
heaven, as well as role of human striving. He believed in
the existence of a heavenly will which functioned as a
judge to all worldly beings, with the power to reward
righteousness and punish evil -- an master of the order of
the world. As a response to the supervisory power of
heaven, he advocated the use of systematization as a method
to remedy the phenomenon of highly valu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le despising the local officials among Tang
dynasty officials, thus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at the local government. With regards to maintaining social
law and order, he believed that the Confucian ethics were
far more useful than the law. And, while he value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he simultaneously
believed that the law should be adjusted as society
changed.

英文關鍵詞： Zhang Jiuling、legal philosophy、emperor Xuanzong、Tang
dynasty、Confucian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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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士人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第三年結案報告 

 

本年度主要完成「張九齡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和「張說的國家治理與

法律思想」。2019年 7月 26-28日，本人獲邀參加德國明斯特大學漢學暨東亞學

系所舉辦國際會議：“Law and Society in Premodern East Asia”（「古代東亞之法律

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即以「張九齡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之英文稿發表，

題為：Zhang Jiuling’s Approach to Governance and Legal Philosophy。 

以下為該文稿之中、英文文稿（英文為當日講稿，因發言時間有限，僅能

就各節要點進行英文報告） 

 

張九齡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 

陳登武 

摘要 

張九齡是玄宗朝名相，學界對他的研究不少，其中絕大部分都是關於他的

文學成就，幾乎沒有探討過他參與國家治理及其法律思想。本文所說法律思想，

包含對秩序的理解、制度的建立、禮法的看法、法律的見解等。 

整體而言，我們看到張九齡受到傳統儒學教養影響深遠，對於「秩序」的

原理，既有來自天的監督力量，也有來自人為的努力空間。他相信有一個「人格

天」的存在，能對於世間萬物具有裁判的功能，並能夠獎善罰惡，可說是世間一

切秩序的主宰者。在回應「天」的監督力量時，他主張用「制度化」的手段，解

決唐代官員「內重外輕」（或說「重中央、輕地方」）的現象，確保地方治理的良

善。對於維護社會治安方面，他相信「禮教」遠高於「法律」的作用。他既重視

司法體制的維護，也相信「法」應該隨著社會變遷而有所調整。 

 

一、前言 

張九齡（678～740），是玄宗朝名相，為張說所舉薦提拔，曾讚許他為「後

來詞人稱首也」。在政治上他確實也與張說屬同一集團。但即便如此，張說在建

議玄宗封禪之後，張九齡對於張說濫加封賞的作為也表達不同意見，認為「官爵

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在宇文融

事件上，他也事先提醒張說應加以防範，但張說「又不從其言」，後來張說果然

遭宇文融彈劾，「罷知政事，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尋出為冀州刺史」。張說卒後，

玄宗召拜九齡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再遷中書侍郎。尋丁母喪歸

鄉里。開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起復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次年遷

中書令，集賢院令知院事兼修國史。開元二十三年（735），加金紫光祿大夫，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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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始興縣伯。開元二十四年（736）秋八月天長節（玄宗生日，又稱千秋節），群

臣「悉以金寶鏡進獻」，獨張九齡上《事鑑》十章，分為五卷，「述帝王興衰以為

鑒戒」，希望玄宗以「明鏡」自詡，名曰《千秋金鏡錄》。史書雖稱「帝甚嘉美」，

實則玄宗已開始疏遠他，也就在這一年他被「罷知政事」。開元二十五年（737），

玄宗就利用周子諒案，貶逐張九齡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周子諒為張九齡所薦

舉，自長安尉為監察御史，後來「以妄陳休咎，上親加詰問，令於朝堂決殺」，「妄

陳休咎」，罪屬「祅言」，《唐律疏議》雖有律條，但其實是非常容易入人於罪的

思想罪。被貶逐的張九齡，自然憂憤不已，徐浩形容他「每讀韓非《孤憤》，涕

泣沾襟」。 

開元二十八年（740）春，請歸鄉拜墓，五月七日在家鄉曲江病逝，享年 63

歲。徐浩稱張九齡「學究精義，文參微旨，或有興托，或存諷諫，後之作者，所

宗仰焉」，也認為他以「致君堯舜」自我期許。復引玄宗之言，認為張九齡確是

「王佐之才」。1 

玄宗貶逐張九齡，啟用李林甫，唐人崔群認為是唐代歷史發展「治亂」之

關鍵，「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

（《新唐書‧崔群傳》）足見唐人對張九齡的肯定與推崇。 

學界對於張九齡的研究也不少，顧建國〈張九齡研究百年綜論〉，已經作了

綜合性回顧。2其中絕大部分還是集中在於對他的文學成就或詩文方面的討論，

從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的討論，可說幾乎沒有。本文所說法律思想，包含對秩序

的理解、制度的建立、禮法的看法、法律的見解等。 

有關張九齡文集之校注或研究，目前最重要的版本有熊飛校注《張九齡集

校注》，3同氏另有《張九齡年譜新編》4。顧建國也有《張九齡年譜》，5二氏對張

九齡若干生平事蹟見解不同，可互為參照。 

 

二、天與賞罰 

張九齡對於「秩序」原理的看法，因受儒家「天命觀」影響，而有明確的

想法。例如，他相信有一個「人格天」的存在，能對於世間萬物具有裁判的功能，

並能夠獎善罰惡，可說是世間一切秩序的主宰者。6這樣的觀念普遍存在於他的

                                                      
1以上關於張九齡生平，參看《舊唐書》，卷 99，〈張九齡傳〉，頁 3097-3100；（清）董誥，《全唐

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0440，徐浩，〈唐尚書右丞相中書令張公神道碑〉，頁 4489-4492；

熊飛，《張九齡年譜新編》，板橋：花木蘭出版社，2012。 
2顧建國，〈張九齡研究百年綜論〉，《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2 卷，2000年

第 3期。 
3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4熊飛，《張九齡年譜新編》，板橋：花木蘭出版社，2012。 
5顧建國，《張九齡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 
6有關儒家「天命觀」，相關論述甚多。可參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第十六章〈原命上：先秦天命思想之發展〉、第十七章〈原命中：秦漢

魏晉天命思想之發展〉，頁 322-375；徐復觀，〈先秦儒家思想的轉折及天的哲學的完成—董仲舒

《春秋繁露》的研究〉，收入氏著，《兩漢思想史（第二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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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中。 

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張九齡撰〈龍池聖德頌（並序）〉，深刻呈現他

對「天」的看法。玄宗為臨淄郡王時，「所居宅外有池，水浸溢頃餘，望氣者以

為龍氣」，即位後，遂以此池為「龍池」。7張九齡奉命撰文〈龍池聖德頌（並序）〉。

他說：「上帝何言？必見意於休徵」、「道周萬物者其神充，功濟生人者其祥大」，

並且將上古以來的重大歷史演變與來自「天」的徵候進行連結，因為「古之興王，

必有所感」，從而闡述「龍池」正是來自上天的祥兆，「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

聖」，預示玄宗承接天命的象徵。8 

玄宗並非長子，其獲登大位，正當性或有不足之處，甚至他與父親睿宗之

間，是否存在政爭問題？史學界有不同看法，因非本論文要旨，暫時不論。9惟

張九齡從「天命」角度闡述玄宗政權正當性，自然有利於玄宗政權，難怪玄宗對

該文高度評價，他說：「卿之詞旨，度越前輩，曲成意義，多所發揮，實靈命之

克彰，因斯文之不朽」。10 

除了「天命」做為支持唐玄宗政權正當性之外，「天」的「賞善」表現在以

祥瑞肯定俗世政權；以水旱等災異作為「懲惡」的表徵。張九齡說「天固已儲祥

以俟時」，11「天表聖則，嘉瑞托於群生」，12都是指天降祥瑞的意義。 

反過來說，如果地方發生冤獄，則可能遭受到來自於天的「懲罰」。張九齡

在〈上封事書〉一文，提到肯定玄宗確實期許能夠建立一個富強、安康的太平盛

世，但實際的情況卻仍是水災、旱災困擾百姓，人民無法得以休養生息。他引述

漢代地方官因為冤殺東海孝婦，遭到上天降禍，因而有三年旱災報應的典故，說

「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為之旱，以昭其冤」，從而提到當時地方吏治敗壞，

地方官素質不佳，可想而知天下冤枉之事，豈止孝婦被殺一事而已？是以天下當

然水旱為患不已。13 

開元二十二年（734），已經擔任宰相的張九齡，奉敕撰〈敕慮囚〉，其中「時

向炎蒸，人或冤繫，豈忘仁恕？因須審察」，14不儘下令慮囚，並指示審理司法

案件的原則，包括：「徒已下罪，各諉所由長官據情狀量決罰便放。死罪已下，

遞降一等，有情狀難容合決格杖者，決訖準例處分」。將炎熱的天氣，歸因可能

                                                                                                                                                        
182-269。 
7（宋）王欽若等編、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卷 21，〈帝王部‧

徵應〉，頁 211。 
8參見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5，〈龍池聖德頌（並

序）〉，頁 373-377。 
9近年來指出玄宗與父親睿宗政治矛盾或有政爭的文章不少，均指向玄宗政權正當性之不足。可

參看李錦繡，〈「蒲州刺史充關內鹽鐵使」與景雲政治〉，收入氏著，《唐代制度史略論稿》（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頁 167-182。李錦繡，〈讀陳寅恪《讀書劄記·新唐書之部》〉，《中

國文化》第 5期（1991），頁 209-212。唐雯，〈唐國史中的史實遮蔽與形象建構——以玄宗先天

二年政變書寫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12 年第 3期，頁 182-204。 
10參見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卷 15，〈進龍池聖德頌狀〉「御批」，頁 830。 
11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卷 5，〈開元正勸握乾符頌（並序）〉，頁 407-410。 
12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卷 13，〈洪州進白鹿表〉，頁 708。 
13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卷 16，〈上封事〉，頁 846-849。 
14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卷 7，〈敕慮囚〉，頁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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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有冤獄，這種思維也是來自於張九齡對於「天」與「賞罰」之間關係的理解。 

 

三、舉用人才法制化 

張九齡非常重視國家人才的舉用，並提出他舉用人才法制化的具體構想。 

上文提到張九齡〈上封事書〉，時當玄宗先天元年（712），這一年張九齡 39

歲。他提出國家治理的根基在於善用好的人才，以協助帝國進行良好的治理，而

政府人才進用的措施顯然有問題，因此提出他法制化的建言。 

上文已經說過張九齡一如傳統的儒學論者，相信水旱現象是來自上天的警

訊，其根源則在於地方未獲得良好的治理；而地方之所以未獲得良好治理，就是

因為沒有建立好的人才進用制度。 

張九齡說非常多縣令或刺史等地方官都不適任，而這些地方官是「陛下所

與共理」的官員，也就是和天子共治天下的官員，如果不能選任優秀人才，當然

無法建立良好的吏治。之所以地方官無法任用好的人才，張九齡提出幾個原因：

一、中央官因受到牽連，或任官期間沒有聲名，因而被貶逐到地方；二、有的因

為靠關係而獲得高昇，等到他的靠山垮台，這些官員也被指責不適任京官，因而

被流放到地方當官；第三、若干武官或流外官，靠著長年資歷而積累成官，因而

有機會在地方任職。這些表現不佳或才能不好的人都到地方當官，地方吏治當然

不好。 

對於這種「內重外輕」（或說「重中央、輕地方」）的現象，張九齡認為影

響極深。他說：「蓋氓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為好進者所輕；承弊

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也就是說治理天下百姓，是國家的根本，而承擔這個

任務的官員，卻遭到有進取心的官員輕視；遭受各種弊端傷害的百姓，卻還要受

到這些沒有才幹的地方官的叼擾，這就難怪國家無法建立太平盛世的理想了。 

張九齡認為正因為「京師」地區匯聚了所有的好處，士人汲汲營營於追求

名利者，都希望留在中央；在外官員也想盡辦法想回到中央，這樣的情況下，有

誰願意到地方任職呢？張九齡因而提出他的解決之道，就是要「懸以科條，定其

資歷」，也就是要將官員任官與資歷予以法制化規範。他提出的辦法是： 

一、「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就是說凡是

沒有經歷過都督或刺史這些重要的地方官者，即使通過考試獲得高第，也不可擔

任侍郎、列卿等中央官職。 

二、「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也就是沒有經

歷過縣令，並且獲得良好的治理成果者，也不能進入中央擔任御史臺、尚書省、

中書省等要職。 

三、建立中央、地方輪調機制，不能十年內都擔任京官；也不能十年內都

擔任地方官。 

張九齡說：「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寧」，也就是說如

果能夠將以上這些辦法予以法制化規範，應可以改善長期以來「重中央、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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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失，那麼中央、地方都能獲得良好的治理，百姓也可以獲得安寧。 

另一方面，張九齡對於當時的「銓選制度」也提出改革構想。 

張九齡認為每年聚集到京師的選人，動輒上萬，其中賢愚混雜，卻往往只

憑兩首詩和一道判判定好壞，遂使賢人君子反因而被遺漏。因此，「選部之法，

弊於不變」，也是另一個國家用人制度的嚴重問題。張九齡也提出他制度化的變

革辦法：先由刺史、縣令，考核地方官員，有才能與德行均佳，表現優異者，薦

送台省，台省從中加以選擇任用，並就地方官所薦送而被重用的比例多寡，作為

考課州縣政府政績的項目。如此一來，州縣自然會謹慎推舉人才，而吏部也不至

誤用諸多平庸之人。15 

張九齡希望透過這個法制化的制度，對抗當時追求名利，以致講求人情阿

私的風氣。他認為如果朝廷重視虛名，士人也會追求虛名而獲利，如此一來，名

利並不是因個人修為而來，反倒多因人情，很容易就變成阿諛私人，最後很容易

就形成朋黨。對張九齡而言，此事關乎「興衰之大端，焉可不察」？ 

張九齡顯然對於當時國家舉用人才制度感到憂心，因此向玄宗進建言。隔

年，也就是玄宗先天二年（713），張九齡又寫〈上姚令公書〉給後來被視為玄宗

朝名相的姚崇，這封信讓我們看到張九齡批評姚崇用人「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

舉」，也就是講人情、重視關係網絡。信中提到姚崇拜相以後，士人爭相趨炎附

勢，靠各種關係期待獲得提拔，甚至盛傳「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

以求進」。16這封信一方面讓我們看到當時人才舉用的弊端；另一方面讓我們看

到張九齡之正直無私，17更讓我們看到他期待建立人才舉用法制化制度的現實因

素。 

張九齡重視人才推舉法制化的思想，終於在擔任宰相以後得以實踐。《舊唐

書》載開元二十二年（734）二月「辛亥，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18「九齡在相

位時，建議復置十道採訪使」。19徐浩說他：「由是去循資格，置采訪使，收拔幽

滯，引進直言，野無遺賢，朝無闕政」，可見十道採訪使的任務之一，就是落實

他希望去除循資格，拔擢地方人才的具體作法。 

 

四、先禮教後法律 

開元二十一年（733），張九齡撰〈敕歲初處分〉，論及社會犯罪的起因，多

在於百姓「未聞義方」、「不識善道」、「任小智而為詐」、「見小利而苟得」，「愚妄

之徒，類多自陷，訟獄之弊，恒由此作」。但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又在於「教之

                                                      
15以上所論均見於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卷 16，〈上封事〉，頁 846-849。 
16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卷 16，〈上姚令公書〉，頁 854-546。 
17《資治通鑒》評玄宗朝宰相說：「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

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稱許張九齡「尚直」。《通鑑‧唐紀》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條，頁 6825。 
18《舊唐書》，卷 8，〈玄宗下〉，頁 200。 
19《舊唐書‧張九齡》，卷 99，頁 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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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也」。刑罰，是最後的手段，「蓋刑罰者，不獲已而用之」，「何必用威，然後

致理？先務仁恕，寧不懷之？」也就是主張教化為先，刑罰為後，期許能夠到「刑

措不用」的理想。 

這篇文章展現了張九齡先仁恕禮教，後刑罰用威的思想。張九齡這種先禮

後刑的法律思想，也表現在他對於「復仇」」司法案件的態度上。 

玄宗朝曾發生張瑝、琇兄弟為父親復讎案，引起朝臣討論。事情起於玄宗

開元十九年（731）雟州都督張審素被密告貪贓枉法，朝廷派遣殿中侍御史楊汪

前往調查，雟州總管董元禮派兵 700人包圍楊汪，並殺掉告密者，更威脅楊汪應

妥善處理張審素案。後來救兵解圍，董元禮被殺，楊汪以張審素謀反罪上奏結案，

張審素被斬殺，二子並遭流放嶺南。20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張瑝、琇兄弟

回京，伺機復仇，三月襲殺楊汪（當時已改名楊萬頃），並在斧頭上繫書表為父

訴冤，在準備前往江外追殺當年同謀陷害父親的人時，遭到逮捕。 

本案經司法審判之後，最後張氏兄弟被處死。《通鑑》載時人與君臣對此事

的看法： 

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穉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

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如此，壞國法，上以為然，謂九齡曰：「孝

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啟也。」乃下敕曰：「國

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

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

士民皆憐之，為作哀誄，牓於衢路。21 

張九齡在這個復仇殺人案件中，屬於主張張氏兄弟免死的態度，雖使書沒有他確

切觀點或論述，但顯然他是站在禮教的立場，認為為父親報仇是盡人子之孝。在

玄宗頒佈的〈決殺張瑝等兄弟敕〉中說：「張瑝等兄弟同殺，推問款承。律有正

條，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喧嘩，衿其為父復讎，或言本罪冤濫」，22張九

齡應該也是「頗有喧嘩」的士庶之一。反對張九齡立場的是裴耀卿、李林甫和唐

玄宗。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縱報仇」，23獲得玄宗肯定。玄宗說：「孝

子之情，義不顧死」，應該是回應禮教立場者的看法；「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

啟也」，則是表達國家執行法律的態度。 

 

五、法有彈性：法與社會變遷 

唐代前期賦稅制度為租庸調法，政府收稅主要以布帛之類實物為主，學者

或稱之為「自然經濟」。24但隨著社會型態的變遷，商品經濟的日漸發達，市場

                                                      
20《通鑑》卷 214〈唐紀〉「玄宗開元十九年（731）冬十月丙申」條，頁 6796。  
21《通鑑》卷 214〈唐紀〉「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春正月」條，頁 6811。  
22《全唐文》，卷 35，玄宗皇帝〈決殺張瑝等兄弟敕〉，頁 388。 
23《舊唐書》，卷 188，〈張琇傳〉，頁 4933。 
24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0本（上海：1948），頁 73-173，

並收入《中國經濟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上冊，頁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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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貨幣流通加大，貨幣需求不斷擴大，甚至政府官鑄錢幣的產量無法因應市場需

求，因而開始出現「私鑄錢」問題。 

由於私鑄問題，嚴重破壞市場經濟的貨幣流通，因此，唐中央多次頒訂敕

令，嚴禁私鑄。高宗永淳元（682）年五月敕： 

私鑄錢造意人及句合頭首者，並處絞，仍先決杖一百。從及居停主人

加役流，各決杖六十。若家人共犯，坐其家長；老疾不坐者，則罪歸

其以次家長。其鑄錢處，鄰保配徒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決六十。

若有糾告者，即以所鑄錢毀破并銅物等賞糾人。同犯自首免罪，依例

酬賞。25 

對於私鑄者，科以絞刑的最重處分，一方面顯現國家嚴懲盜鑄的決心；一方面也

顯示社會盜鑄問題之嚴重，不用重法，恐不足以遏止其風；更重要的是，對於查

察私鑄，採取「鄰保制」的連坐法。鑄錢，是一項大工程，即使最簡便者，起碼

也會有鑄爐；既然如此，鄰里之間，總應該知道。所以高宗敕文實施連坐法，只

要查到鑄錢處，而鄰里竟不知者，鄰保、里正、坊正都要受到連坐處分。同時鼓

勵針對私鑄「糾舉告官」，因而破案者，並受到獎勵。至於共同合鑄者，若自首

則免罪，並酬賞。此一周密的敕文，到中宗神龍元年（705）得到繼受，並寫入

〈神龍散頒刑部格〉律條中。26 

《唐律疏議‧雜律》「私鑄錢」條（總 391）： 

諸私鑄錢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備，未鑄者，徒二年；作具未備者，

杖一百。若磨錯成錢，令薄小，取銅以求利者，徒一年。（頁 480） 

按唐律對於「私鑄錢」判處「流三千里」；作具已備，即如鑄錢爐等作具已備，

即屬未遂，判「徒二年」；甚至「作具未備」，僅在「預備」階段，也要處「杖一

百」。連「未遂」、「預備」都可以刑罰，可見國家之嚴防、嚴罰私鑄錢。此外，

如果「磨錯成錢」，以求取利潤者，也處以徒一年。準此，依唐律最重罪至「流

三千里」，但若依前引高宗永淳元（682）年五月敕，則可處絞刑。可見國家對私

鑄錢犯罪之重視。 

即使國家法律嚴厲打擊私鑄錢犯罪問題，但現實情況是即使官鑄錢幣不斷

增加，卻仍無法滿足市場需求，以致國家對於私鑄錢現象也存在著部分寬容的態

度。如高宗儀鳳年間，下詔允許私錢減重較少的可以流通，「其厚重徑合斤兩者，

任將行用」。武則天時期長安年間規定：「非鐵錫、銅蕩、穿穴者，並許行用」，「熟

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27 

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張九齡建議玄宗開放私鑄錢幣，玄宗遂而指示張

九齡撰詔書〈敕議放私鑄錢〉：  

敕：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菽粟不可以杪勺貿有無：故古之為錢。將

                                                      
25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錢幣下‧大唐〉，頁 200。 
26參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P.3078；S.4673 神龍散

頒刑部格殘卷〉，頁 249。 
27以上高宗、武則天時期禁令，並見《舊唐書》，卷 48，〈食貨志〉，頁 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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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貨幣，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頃者耕織為資，迺稍賤而傷本；磨鑄

之物，卻以少而貴。頃雖官鑄，所亡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

之閒，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

雖見非於賈誼，亦無費於賢君。況古往今來，時異事變，反經之事，安

有定耶？終然固拘，必無足用，且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僚，

詳議可否，朕將親覽。擇善而從。28 

敕書頒佈於開元二十二年（734），《冊府元龜》記此事說：「因中書侍郎平章事九

齡奏也」。但經百僚詳議以後，「皆建議以為不便。事竟不行，但敕郡縣嚴禁惡錢

而已」。29「鑄私錢」為犯罪行為，律法明訂，張九齡當時身為宰相，不可能不

知道。但法也應與時俱進，貨幣問題本來就錯綜複雜，影響市場經濟與商品流通，

關乎者大。張九齡主張開放私鑄錢的理由之一，就是官鑄不足以應付市場需求。

敕書說：「公私之閒，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古往今來，時異事變，

反經之事，安有定耶」，表示他注意到法也需要因應時勢變遷而有所調整。 

 

六、重視司法體制 

唐代社會有所謂「別宅婦」問題。30唐人「妻妾」都要經過正式婚禮程序或

儀式，才構成合法條件。「別宅婦」，指的應該是情婦，沒有任何婚約關係的同居

生活，這樣的女性，在唐代適用「無夫姦」罪條。31玄宗曾因「別宅婦」問題，

兩次下詔書提出解決方案。 

唐玄宗開元三年（715）二月制曰： 

帝王之政，必厚風俗；男女不別，深蠹禮經。至如別宅婦人，久未悛革。

近今檢括，配入掖庭，將示小懲，使及知禁。朕愍其愚惑，尚在含宏，

思屈常憲，許其遷善，持放出令，府縣即配嫁，不得影認，更為藏匿。

畜別宅人，容其自新，並宜放免。自今已後，更有犯者，並準法科斷。

五品以上，仍貶授遠惡處官，婦人配入掖庭。縱是媵妾，亦不得別處安

置，即為常式。32 

制書的大意說男女應該有別，男女不別深害於禮經。社會上的「別宅婦」現象一

直沒有被革除，政府展開檢括行動，只要搜查到這些情婦，就應直接收入後宮為

奴婢，以示薄懲，讓人們瞭解國家禁令。但玄宗願意採取寬恕態度，只要「別宅

婦」拿著「放出令」，地方官府就幫她配嫁，不能偷偷藏匿。 

唐玄宗開元五年（717）又下詔曰： 

別宅女婦，先施禁令。往年括獲，特以寬容，何得不悛，尚多此事？國

                                                      
28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卷 7，〈敕議放私鑄錢〉，頁 499-500。 
29（宋）王欽若等編、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卷 501，〈邦計部‧錢幣第三〉，頁 5685。 
30黃正建，〈唐代「別宅婦」現象小考〉，收入鄧小南編，《唐宋女性與社會》（上海：上海辭書出

版社，2003），頁 252-262。 
31 參看羅彤華，〈唐代社會的無夫姦現象〉，《新史學》，第 20 卷第 3 期（2009.9），頁 53-97。 
32（宋）王欽若等編、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卷 159，〈帝王部‧革弊〉，頁 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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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常法，宜寘於理方，畫一於後刑，故三令以先德，俾從輕法，以愧其

心。今所括獲者，見任官徵納四季祿，前資準見任。自餘諸色，並準九

品官祿數納粟。婦女並放出掖庭，即令京兆尹李朝隱求匹配嫁遣之。京

都作戒天下，敢更犯者，一依常格。33 

可能前次詔書處理方式效果不彰，因此再次重申政府禁止「別宅婦」的決心，官

員如有情婦，則處以罰俸。一般人就比照九品官俸祿懲罰。情婦都放出後宮，由

京兆尹長官李朝隱將強配嫁。有敢再犯者，就依照一般姦罪論處。 

針對別宅婦問題，當時的黃門侍郎張廷珪曾兩次上表〈論別宅婦女入宮〉，

其第一表提及「別宅婦女，皆遣入宮」，34張廷珪之前已表示反對，但玄宗並未

接受，甚至「制獄益嚴」，因而上奏此表。但這次上表，顯然還是沒有被接收，

因而有第二表，就歷史與法律面提出他的看法。他說： 

檢貞觀永徽故事，婦人犯私，並無入宮之例。準天授二年有敕，京師神

都婦女犯姦，先決杖六十，配入掖庭。至太極修格，已從除削，唯決杖

六十，仍依法科罪。今不依貞觀永徽典故，又捨太極憲章，而依天授之

法，臣愚竊謂未便。35 

從這裡可以知道，唐代別宅婦現象，自太宗以來已經存在，而當時並沒有將別宅

婦沒入後宮的事例。武則天天授二年（691）下令婦女犯姦罪，決杖六十，並收

入後宮為奴婢。睿宗太極元年（712）已經削除配入後宮的規定，而僅依姦罪論

處。張廷珪認為應該回到貞觀、永徽年間的法律規定，不宜依照武則天時代的辦

法論處。 

張九齡在這一次有關唐玄宗處理「別宅婦」的問題，他也提出他的主張： 

婦女事緣卑褻，縱兩縣檢括，有所阿容，即願宣付憲司，糾摘其罪。今

便收捕入內，別加推逐，道路有云，何急於此？若在外勘當，慮以相寬；

其餘法獄，豈皆應就內，始可以杜其請托，方益威嚴？便是法不肅而吏

不懼，其弊尤重於別宅者也。36 

張九齡的主要主張是針對將別宅婦送到宮廷之內進行司法審判，違背正常司法程

序一事論述。他認為別宅婦即使有罪，也應該「宣付憲司，糾摘其罪」，也就是

應該由司法部門審理，論處其罪。不應該在宮中另外審理。他尤其重視司法管轄

問題，他認為如果將別宅婦送到宮中審理，是為了杜絕不當干預或請託，可能會

從輕審理，難道所有的司法案件都必須送到宮中才能杜絕這些司法弊端？倘真如

此，那就是法律司法不夠嚴正、官員不知畏懼，其嚴重性又遠高於別宅婦問題了。

倘真如此，那就是法律司法不夠嚴正、官員不知畏懼，其嚴重性又遠高於別宅婦

問題了。 

                                                      
33（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卷 109，〈禁別宅婦人詔〉，頁

565。 
34（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卷 624，張廷珪，〈論別宅婦女入宮

表〉，頁 3234。 
35《文苑英華》，卷 624，張廷珪，〈論別宅婦女入宮表（第二表）〉，頁 3235。 
36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卷 16，〈論內勘別宅婦女事狀〉，頁 72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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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九齡的看法，恰好跟張廷珪提到「制獄益嚴」相呼應。可知當時宮廷之

中確實另有「制獄」審理別宅婦，難怪張廷珪會說：「冤酷之至，有甚於死」。只

不過張九齡論述要點在司法管轄與國家體制，也就是他所說的「體不可失」，而

且「天子中禁，而有此名」，有損天子聖明，也非常不妥。 

上述玄宗兩次下詔處理別宅婦，同意不將別宅婦配入後宮，應該是受到張

廷珪與張九齡等官員反對之後的作為。 

 

七、結論 

張九齡是玄宗朝名相，學界對他的研究不少，其中絕大部分都是關於他的

文學成就，幾乎沒有探討過他參與國家治理及其法律思想。本文所說法律思想，

包含對秩序的理解、制度的建立、禮法的看法、法律的見解等。 

張九齡對於「秩序」原理的看法，因受儒家「天命觀」影響，而有明確的

想法。例如，他相信有一個「人格天」的存在，能對於世間萬物具有裁判的功能，

並能夠獎善罰惡，可說是世間一切秩序的主宰者。「天」的「賞善」表現在以祥

瑞肯定俗世政權；以水旱等災異作為「懲惡」的表徵。所謂「惡」，就包括「冤

獄」，也就是說，如果發生冤獄，則可能遭受到來自於天的「懲罰」。 

張九齡非常重視國家人才的舉用，並提出他舉用人才法制化的具體構想。

對於「內重外輕」（或說「重中央、輕地方」）的現象，張九齡提出他法制化的建

言，主要包括建立中央與地方輪調制度和加強地方官舉才與考課制度的連結，以

確保地方官可以推薦優秀人才。張九齡重視人才推舉法制化的思想，後來在他建

議設置採訪使得到部分實踐。因為採訪使的任務之一，就是落實他希望去除循資

格，拔擢地方人才的具體作法。 

在改善治安與維護社會秩序方面，張九齡主張教化為先，刑罰為後，期許

能夠到「刑措不用」的理想，這是他先仁恕禮教，後刑罰用威的思想。這種先禮

後刑的法律思想，也表現在他對於「復仇」」司法案件的態度上。張九齡在面對

具有禮法衝突意義的復仇殺人案件，屬於站在禮教的立場，認為為父親報仇是盡

人子之孝的態度。 

儘管張九齡在思想上比較傾向於保守型，但面對唐代嚴重的「私鑄錢」問

題，他卻建議玄宗開放私鑄錢幣，張九齡主張開放私鑄錢的理由之一，就是官鑄

不足以應付市場需求。從他論述開放的理由中，也看到他注意到法也需要因應時

勢變遷而有所調整。 

另外，唐代社會有所謂「別宅婦」問題。「別宅婦」，指的是沒有任何婚約

關係的情婦，在唐代適用「無夫姦」罪條。張九齡在有關唐玄宗處理「別宅婦」

的問題，他針對將別宅婦送到宮廷之內進行司法審判，認為是違背正常司法程

序。在這裡，他更重視的是國家司法體制的維護，而不是情婦所造成的社會問題。

他認為如果將別宅婦送到宮中審理，才能杜絕不當干預或請託，那就是法律司法

不夠嚴正、官員不知畏懼，其嚴重性又遠高於別宅婦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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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我們看到張九齡受到傳統儒學教養影響深遠，對於「秩序」的

原理，既有來自天的監督力量，也有來自人為的努力空間。在回應「天」的監督

力量時，他主張用「制度化」的手段，確保地方治理的良善。對於維護社會治安

方面，他相信「禮教」遠高於「法律」的作用。他既重視司法體制的維護，也相

信「法」應該隨著社會變遷而有所調整。 

 

------------------------------------------------------------------------ 

 

以下為 2019年 7月 26-28日，本人應邀參加德國明斯特大學漢學暨東亞學

系所舉辦國際會議：“Law and Society in Premodern East Asia”（「古代東亞之法律

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之英文發言稿全文： 

 

 

Zhang Jiuling's Approach to Governance and Legal Philosophy 

(speech text) 

 

1.Introduction 

Zhang Jiuling was a famous Prime Minister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zong, and there has been no shortage of academic research into his life, the vast 

majority of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his literary accomplishment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almost no investigation of either his involvement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empire, 

or of his legal philosophy. This paper uses the term “legal philosophy” to include his 

understanding of ord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remonial and law, as well as his interpretation of laws, among other things. 

 

2. Reward and Punishment  Under Heaven  

Zhang Jiuling’s views on the principle of "order"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destiny."  For example, he believed in the existence of a " 

personal deity” with the ability to judge every being on earth, able to reward good and 

punish evil, the master of all order in the world. Such ideas are common throughout 

his writings.  

 In the 23rd year of Emperor Xuanzong’s Kaiyuan era (735), Zhang's 

composition "Ode to the Dragon Pool "（“Longchi Shengde Song” 龍池聖德頌並序）

profoundly expressed his views of "diety." While Xuanzong was still a prince 

governing the Linzi region, a pond outside his residence overflowed. Some said it 

symbolized the “Dragon Qi” (or vital energy) associated with the Emperor, and once 

Xuanzong ascended to the throne, it was given the name “Dragon Pool.” Zhang 

received the order from Xuanzong to compose the article. He wrote, “The g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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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express their thoughts through auspicious signs” and connected these with 

important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that had occurred since ancient times. Thus, the 

"Dragon Pool" was established as a divine omen that foretold Xuanzong had indeed 

received Heaven’s mandate.  

 As Xuanzong was not the eldest son, the legitimacy of his claim to the throne 

could be doubted. There was even a question of potential political strife between he 

and his father, Ruizong. Historians have differing opinions, but because that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t will not be further discussed here. However, Zhang’s use of a 

divine mandate to legitimize Xuanzong’s rise was obviously beneficial the Emperor’s 

authoritative claim. It’s no wonder Xuanzong highly appraised the scholar, 

recognizing his “Ode to the Dragon Pool” with eternal status. 

Zhang Jiuling also believed in Heaven’s function in rewarding and punishing, 

the former expressed through auspicious signs that affirmed worldly power; the latter 

manifested through flood, drought, and other natural calamities. The practice of 

injustice could bring about divine punishment. In the text “Shang Feng Shi Shu”（上

封事書）,Zhang affirmed Xuanzong’s own aspiration of being able to establish a 

prosperous golden age of peace. Yet in reality, floods and doubts still afflicted the 

masses, who were unable to recuperate and thrive. To explain this, Zhang referred to 

an instance during the Han Dynasty, when a woman from Donghai county, known for 

her filial piety towards her in-laws, was murdered by a local official in Shandong. 

Consequently, the official suffered Heaven-sent calamities, and as a result came the 

allusion to retribution of three years of drought. Thus, by bringing up the rampant 

corruption of local officials at the time, the quality of these men being far from ideal, 

it was easy to imagine the great injustice occurring, and so, of course, floods and 

drought were a constant. 

Already a Prime Minister, Zhang wrote “Chi Lyu Qiu ,” （敕慮囚）in the 22nd 

year of the Kaiyuan era (734). In the essay, he attributed the sweltering hot weather to 

the possibility of unjust incarceration. This way of thinking is yet another example of 

the scholar’s understanding of Heaven and its relation to reward and punishment. 

 

3. Legal Reform of Talent Recruitment 

Zhang Jiuling valued the selection and employment of state personnel, and he 

put forth his specific view of how the process should function within the legal system. 

In “Shang Feng Shi Shu”（上封事書）, mentioned previously, he proposed that 

the basis of good governance was effective use of human talent to assist the state in its 

administration. At the time, the measures utilized by current government personnel 

were clearly problematic; hence, Zhang declared his own recommendations for leg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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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has been stated, Zhang believed floods and droughts were phenomena of 

divine warning against poor local governance, which in turn was caused by the lack of 

an established system for admitting and employing government personnel. 

Zhang said that a great many local officials 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imperial affairs were unfit for office. Until these positions, such as 

county magistrates or provincial governors, were filled based on outstanding ability, a 

system of good governance would be impossible to establish. Zhang felt the main 

cause of this problem w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ractice of demotion via transfer 

to a local or regional post. Officials who performed poorly or lacked governing ability 

were dealt with in this way. As long as this was common practice, systemic change 

would be out of reach. 

This bias towards central government posts while disregarding those in local 

offices had a deep effect, in Zhang’s opinion, as governing a population was the 

foundation of a state. Personnel who showed initiative were met with contempt, and 

common people, subject to all sorts of abuse and harm by local officials, were forced 

to continue to suffer their incompetent administration. It was no wonder that the 

empire had failed to establish a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ideal. 

Just who would be willing to hold a regional or local post, Zhang thought, when 

all advantages converged 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cholars and those anxiously 

seeking fame and wealth all desired to be there in the capitol, as well. To solve the 

problem, Zhang proposed legislation to standardize how officials were assigned 

positions and how experience qualified them for seniority. The particular measures he 

proposed are as follows: 

First, notwithstanding a high examination ranking, all those who have not held 

an important local bureaucratic post, of either commander-in-chief  or provincial 

governor, cannot hold the office of assistant minister, minister or other central 

government position. 

Second, those who have not served as county magistrate with favorable results 

also cannot join the central bureaucracy as an imperial censor, a high-level examiner, 

a mid-level examiner, or in other key posts. 

Thir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rotational mechanism, 

forbidding one to hold positions within on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in a ten-year 

period, and also forbidding one to hold positions within only local offices within a 

ten-year period. 

Zhang said that if these methods were enacted, they should improve the 

long-held weakness of valuing the central bureaucracy at the cost of local government. 

Both levels of administration would enjoy good governance, and the common people 

would be free from w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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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also put forth ideas to reform another aspect of bureaucracy, the 

candidate selection system. 

All candidates, usually numbering more than 10,000, assembled in the capitol 

each year, both the brightest and least intelligent mixed together. Often only two 

verses of poetry were used to judge a candidate as either good or bad, causing truly 

excellent talent to be overlooked. Zhang accordingly put forth his methods for 

transforming the system. First,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and county magistrate would 

assess local officials. Those with promising talent, moral integrity, and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would be recommended to the central system, from which they would 

then be selected for an assignment. The proportional number of officials who were 

successfully placed from each locality would be considered when assessing that 

government’s achievement record. This way would incentivize local bureaucracies to 

prudently select the best candidates, and the Ministry of Appointments would no 

longer make the mistake of appointing mediocre officials. 

Zhang hoped that this legal systemization would counter the widespread pursuit 

of fame found at that time, which resulted in all-too-common attempts to climb social 

ladders through flattery and opportunism. If the imperial court valued scholars for 

their renown, Zhang felt, they would then seek and even benefit from undeserved 

reputation. Thus, little would be gained from studying and learning but instead from 

scholars establishing social connections, becoming sycophants, and ultimately 

dissociating into cliques. 

It was evident that Zhang worried about the current system of recruiting 

candidates, and as a result, he brought the matter before Xuanzong and put forth his 

proposals in just the second year of Kaiyuan. The next year (713), Zhang also wrote 

“Shang Yao Ling Gong Shu” （上姚令公書）for an esteemed prime minister of the 

imperial court named Yao Chong. This letter shows us Zhang’s criticism of the 

emphasis Yao placed on social connections. After Yao assumed the office of prime 

minister, scholars were falling over themselves to gain his favor. They relied on all 

sorts of connections with an expectation of promotion, it even being common 

knowledge that those who did not know the prime minister had no chance for 

promotion. On one hand, this letter lets us see Zhang’s upstanding unselfishness, yet it 

also allows a view of the backdrop of his pragmatic eagerness to establish regulations 

for the recruitment of officials. 

Zhang took very seriously the idea of candidate selection legalization, and 

finally began carrying out his agenda after becoming prime minister in Kaiyuan’s 

22nd year (734).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as prime minister he set up 

locality-based interviewers. Among their duties was to get rid of conventional 

selection qualifications and effectively recruit the best talent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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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thics Before Law 

In the 21st year of Kaiyuan (733), Zhang composed “Chi Sui Chu Chufen” ,（敕

歲初處分） writing that the main cause of societal crime was common people not 

being properly enlightened, using cleverness to cheat others, and coveting trivial gains. 

In short,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was obscure education. Zhang’s position was that 

education should be come first, with punishment only used as a final means of 

solution, hoping for an ideal where penalty was unnecessary. This piece revealed the 

scholar’s ideology of putting mercy and kindness ahead of penalty and force. 

This ethics-before-law mindset also showed his approach towards judicial cases 

of vengeance. During Xuanzong’s reign, a certain case was heard involving a murder 

committed as revenge for the culprit’s father, causing discussion among officials. The 

suspect was tried and sentenced to death. Throughout the case, Zhang considered the 

man’s crime of remuneration an act of filial duty, arguing that his capital offense 

should be pardoned. But Xuanzong said, “Though the filial son’s action was worthy 

of praise, pardoning a capital offense is unacceptable, conveying the state’s approach 

to enforcing the law.” 

  

 5. Flexibility of the Law: Legal and Social Change 

During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collected taxes mainly on 

textiles and other material goods, known by scholars as a “natural economy.” 

Following changing societal patter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odity economy, 

currency circulation within the market grew. As demand for currency continued to 

increase, the government was unable to mint enough money keep up with market 

requirements. The problem of private minting of coins thus arose. 

The circulation of this currency severely damaged the market economy, so the 

Tang central government repeatedly issued imperial orders forbidding private minting. 

For those found guilty, death by hanging was the most serious punishment. On the one 

hand, this showed just how determined the state was to punish perpetrators. On the 

other, it showed just how severe society’s illegal minting problem was: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repeated decrees, there was simply not enough fear to overcome the 

demand. 

Despite these strong measures, reality was that even as the number of officially 

minted coins increased, the amount still failed to satisfy market demand, to the point 

the government’s attitude towards illegal minting became partially lenient. It was 

within this context that Zhang suggested that Xuanzong legalize private minting of 

currency. However, after thorough official discussion, the proposal was deemed 

inappropriate and not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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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w stipulated that private minting was a criminal act, something 

improbable for Zhang, a prime minister at the time, not to know. But the law also 

should be adjusted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The issue of currency was naturally 

complex, affecting the market economy and flow of goods, both major concerns. One 

of Zhang’s reasons for proposing the legalization of private currency was that official 

currency was unable to handle market demands. He emphasized that “society cannot 

be unaccommodating,” adding that throughout the ages, change is a constant. Law 

was no exception and should also accommodate and be adjusted to current situations. 

  

 6. Valuing the Judicial System  

 Tang Dynasty had a “illicit concubine”（別宅婦）problem. These women 

lacked a marriage contract and were unlawful lovers. They could be charged with the 

crime of fornication. 

Because of this issue, Xuanzong had demanded the authorities launch 

operations to round them up. As the women were found, they were to be taken to the 

imperial concubine chambers and punished by becoming female slaves. The people 

would understand the ban on unlawful mistresses. But officials opposed the emperor’s 

request, causing Xuanzong to adjust the policy. He was willing to adopt a forgiving 

attitude and not take the women as slaves. Their illicit identity was still prohibited, but 

local officials instead helped the them find husbands. 

Zhang also made known his position regarding how the “illegal concubines” 

were dealt with. Taking these women to be delivered to the palace to undergo legal 

judgment violated normal judicial procedure. Even if the women were guilty, he felt 

they should still be granted a hearing by the judiciary. Zhang took issues of 

jurisdiction very seriously and taking the women to the palace, where judgment was 

likely lenient, would result in improper intervention or dishonest entrustment. Was it 

necessary for all judicial cases to be taken to the imperial palace to avoid judicial 

malpractice? If so, then the legal system was not strict enough, officials weren’t afraid 

of it, its seriousness of this issue was by far greater than that of housewives. If this 

was the case, then the legal system was not strict enough, officials weren’t afraid of it, 

its seriousness of this issue was by far greater than that of illicit concubines. 

  

 7. Conclusion 

On the whole, we can see that Zhang Jiuling w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his 

Confucian education, and that his understanding of order included the supervisory 

power of heaven, as well as role of human striving. He believed in the existence of a 

heavenly will which functioned as a judge to all worldly beings, with the power to 

reward righteousness and punish evil -- an master of the order of the world.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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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to the supervisory power of heaven, he advocated the use of systematization as 

a method to remedy the phenomenon of highly valu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le 

despising the local officials among Tang dynasty officials, thus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at the local government. With regards to maintaining social law and order, 

he believed that the Confucian ethics were far more useful than the law. And, while he 

value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he simultaneously believed that the law 

should be adjusted as society changed. 

 

本年度同時完成「張說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一文，並將於 2020年 11

月 27-28日由中國唐代學會舉辦「第 14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該

會議由臺灣「中國唐代學會」和「淡江大學」共同合辦。第一天將於淡江大學舉

辦；第二天將於臺北大學舉辦）。由於該論文尚未完全完稿，僅將部分要點摘錄

如下： 

 

張說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 

張說（667～730），是唐玄宗宰相，封燕國公，史書稱他「為文俊麗，用思

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尤長於碑文、墓誌，

當代無能及者」，與許國公蘇頲齊名，並稱「燕許大手筆」。 

永昌元年（689 年），策賢良方正，張說以對策第一，授東宮校書，累官至

鳳閣舍人，曾參與纂修《三教珠英》。因忤旨流配欽州，唐中宗時召還。歷任兵

部員外郎、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加弘文館學士。睿宗即位，遷升為中書侍郎。

開元初年，改任中書令，開元五年（717），貶岳州刺史。開元七年（719），擔任

幽州都督。開元八年（720），擔任天兵軍（駐太原）節度大使。開元九年（721）

任并州長史。開元十年（722 年），任朔方節度使。開元十四年（726），遊說玄

宗至泰山封禪，因而擔任封禪使，並趁機攜女婿鄭鎰隨行，又將女婿連升四級，

樂官黃幡綽曾嘲諷鄭鎰升官為「此泰山之力也」，這也是後世將「泰山」作為岳

父別稱的典故。（《酉陽雜俎》卷 12〈語資〉） 

張說前後三任宰相，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史書對他評價遠遜於他所提拔

的張九齡。時人王冷然曾指責張說貪圖富貴：「今日忘舊日之淒遲，貪暮年之富

貴乎！」（《唐詩紀事》卷 14〈張說〉）張九齡評價張說，他說：「尚書，國之理

本，公悉更之；中書，朝之樞密，公亟掌之……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書令，唐

興已來，朝佐莫比」。（〈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師張公墓誌銘

（並序）〉）事實上，張說自有其成就，自有其貢獻， 他參與國政相當長久，他

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理應獲得重視。（以上有關張說生平事蹟，可參看《舊

唐書》卷 97〈張說傳〉） 

以下依據《舊唐書‧張說傳》，先簡單概述張說參與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 

「則天久視年間，天后屢幸三陽宮，張說曾上疏極諫，力陳其不可之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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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說要點在於行幸所造成的勞民傷財、來往的車駕安全等，希望天后能夠「息

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張說所陳述的四不可之理，

既涉及國家治理，也觸及為君之道，值得深入分析，並從而瞭解張說從政初期的

思想理念。 

睿宗景雲元年秋，張說以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奉命處理譙王重福於東都

構逆案，該案原本「留守捕繫枝黨數百人，考訊結構之狀，經時不決」，張說很

快就審理明確，追得主謀，並將無辜受冤者「一切釋放」，睿宗勞之曰：「知卿按

此獄，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如此？」這是張說實際參與的司

法大案，從而可知他對處理刑獄的態度。 

玄宗在東宮時，張說擔任侍讀，獲得玄宗信賴。景雲二年以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拜相，睿宗曾告訴侍臣：「有術者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

群臣「相顧莫能對」，張說則說：「此是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

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覦路絕，災難不生。」這是一則值得注意的訊息。顯

然睿宗曾懷疑太子李隆基，而擔任東宮侍讀的張說顯然已經屬於太子集團，因而

建議「太子監國」以化解危機。以「太子監國」化解可能「有急兵入宮」的危機，

其間的邏輯關聯為何？自然耐人尋味。有關睿宗與玄宗父子之間的關係，亦可由

此展開追索，或可更為釐清睿宗與玄宗之間政治角力的實情，包括在後來追殺太

平公主，張說也是重要主事者，史稱「說既知太平等陰懷異計，乃因使獻佩刀於

玄宗，請先事討之，玄宗深嘉納焉」，由此可知釐清張說的角色，對於瞭解睿宗、

玄宗、太平公主之間的政治關係，確實相當重要。 

就國家治理而言，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府兵制」改為「彍騎」，

都是張說擔任宰相完成的重要政治制度變革。張九齡說：「尚書，國之理本，公

悉更之；中書，朝之樞密，公亟掌之」究竟這些變革的整體思考為何？當時政治

環境如何？如何透過這些變革，進一步瞭解張說的治國思維？凡此都值得探究。 

又宇文融是玄宗任命的重要括田使，但張說與他不合，因此「融等每有奏

請，皆為說所抑，由是銓綜失敍」，倘若宇文融代表的是玄宗的意志，這是不是

張說與玄宗在國家治理上分歧的開始？宇文融集團的反撲，奏彈張說「引術士夜

解及受贓等狀」，玄宗則啟動三司「就尚書省鞫問」。當日張說處境之危急，從他

的兄長張光必需「詣朝堂割耳稱冤」，亦可想像。（玄宗也因此頒佈敕書，禁止百

官剺耳訴冤）最後在高力士奏稱張說：「曾為侍讀，又於國有功」，才躲過這次可

能的殺身危機。而高力士所言「侍讀」和「有功」的往事，當然涉及張說與玄宗

之間政治關係，乃至於張說參與的各種政治活動有關，亦值得細究。 

除此之外，張說文集有更多與他參與國家治理或足以呈現他法律思想的文

章，值得深入分析討論。如〈獄箴〉一文，既可說是「官箴」，也可說是「治獄

準則」，開頭幾句大原則，就相當深刻「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

防欲。所貴仁恕，非矜窘束。吏苟吹毛，人安措足？」最後提到「匹婦含怨，三

年亢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用的是東海孝婦和戰國

鄒衍受冤的典故，也在強調司法審判需「宜慎宜恤，可畏可敬」。此處尤可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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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東海孝婦」的故事，如何成為士人的記憶？並轉為警戒統治者慎刑的事例？

頗值得探討。在張說所提拔的續任宰相張九齡的文章中，「東海孝婦」同樣曾以

警戒為政者的事例出現，應可一併考察。 

張說傳世文章中，還有許多遺愛碑、德政碑、神道碑、墓誌銘，如〈大唐

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贈陳州刺史義陽王神道碑〉、〈恒州長史張府君墓誌銘〉，其中或有與國家治理

有關之理念、或有與法律思想相關之論述、或有與對個別士人成就之推崇，所展

現張說對於士人事功與成就之看法，凡此均值得討論。其中，〈龍門西龕蘇合宮

等身觀世音菩薩像頌〉應該一個非常值得討論，但容易被忽略的文章。 

這篇短文完成於唐中宗景龍元年（707）（參看熊飛《張說年譜新編》），其

實談的是蘇頲在擔任河南縣令的治理地方的事功與成就。「合宮縣」即「河南縣」，

二地名多次更相互用，（參看《新唐書‧地理志》）蘇合宮即蘇頲。該文談觀世音

菩薩造像之源由，細屬蘇頲在河南縣的治績，其中多有與法制建設有關之成就，

因受到地方百姓愛戴，在蘇頲調任中央時，地方百姓決定以蘇頲為形象為觀世音

造像，全文既關教化、也談個人事功，尤其談到地方治理中的法制作為，均可深

入討論。 

當然，張說文集中還有非常多關於國家治理的個別論述的短文，其中或有

關於邊事、或有關於制度、或有關於朝廷事體、或有關於士人事功成就，均值得

研究。 

比較特別的是，在張說的文集中，有一系列對於山川、神祇、士人或戰亡

兵士、士女的祭文，如〈祭城隍文〉、〈禜城門文〉、〈祭江祈晴文〉、〈賽江文〉、〈祭

殷仲堪羊叔子文並序〉、〈祭霍山文〉、〈為河內王作祭陸冀州文〉、〈為魏元忠作祭

石嶺戰亡兵士文〉、〈為魏元忠作祭石嶺沒陷士女文〉等，其中有的關涉教化、有

的關涉國家治理的方法與手段、有的關涉對地方人士的安撫與歷史記憶的喚起，

不應僅以「祭文」視之。倘若深入分析與討論，應可更深入瞭解統治與秩序的原

理。 

 

本年度原本再次獲德國明斯特大學漢學暨東亞學系邀請，擬於 2020年 6月

22-23日參加由該系所主辦國際會議：Text-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文本-翻譯-

闡釋），原先提交大會的論文題目為：Quan Deyu 's Approach to Governance and 

Legal Philosophy（權德輿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可惜因新冠肺炎而無法舉辦

該會議。目前該系規劃希望延長至明年，如果疫情仍無法控制，或將透過視迅方

式舉辦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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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科技部移地研究行程暨紀要 

簡要行程表： 

 

日期 行程 

11/16 搭機前往日本 

11/17 前往京都大學人文研科學圖書館 蒐集與閱讀資料 

11/18 前往京都大學人文研科學圖書館 蒐集與閱讀資料 

11/19 前往京都大學人文研科學圖書館 蒐集與閱讀資料 

11/20 前往京都大學人文研科學圖書館 蒐集與閱讀資料 

11/21 前往京都大學人文研科學圖書館 蒐集與閱讀資料 

11/22 前往京都大學人文研科學圖書館 蒐集與閱讀資料 

11/23 前往京都大學人文研科學圖書館 蒐集與閱讀資料 

11/24 前往京都大學人文研科學圖書館 蒐集與閱讀資料、深夜搭機返台灣 

11/25 清晨抵達台灣 

 

本人獲得科技部補助通過三年期研究計畫「唐代士人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

想」，其中原訂規劃 2018年前往東京大學蒐集資料。後來因聯絡上京都大學辻正

博教授，承蒙辻教授的協助，願意幫助我進入一向不對外開放的「京都大學人文

科學研究所圖書館分館」參觀，並協助之後閱讀與蒐集資料的安排，遂而調整為

前往京都大學進行移地研究。2018年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分館僅

大約 6天時間查閱相關圖書，面對館藏圖書資料豐富且珍貴的「京都大學人文科

學研究所圖書館分館」，深覺時間不足，仍有大量與本計畫相關之圖書需要參閱，

因而規劃 2019年 11/16-25再次前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分館」查

閱相關圖書。 

本次移地研究時間為 2019年 11/16-25。11月 16日自台北飛往關西機場後，

前往京都。停留京都大學期間，均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分館」查

閱相關資料，特別是唐代士人文集之善本圖書。 

由於時間匆促，而館藏資料相當豐富，對個人研究幫助甚大，原本預計再

於 2020年五月中下旬利用補助款餘額前來一次，卻因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疫情

並無趨緩，校內出國亦受約束而無法成行。殊為可惜！ 

 



106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陳登武 計畫編號：106-2410-H-003-075-MY3

計畫名稱：唐代士人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1

「張說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一文
，原訂於2020年5月15、16日發表於「第
14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然因
疫情之故，該研討會延至2020年11月27-
28日舉辦。（該會議由臺灣「中國唐代
學會」和「淡江大學」共同合辦。第一
天將於淡江大學舉辦；第二天將於臺北
大學舉辦）。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1 章

陳登武，〈陸贄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
〉，收入陳俊強主編，《中國歷史文化
新論》（臺北：元華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2020.03）。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本年度原本再次獲德國明斯特大學漢學
暨東亞學系邀請，擬於2020年6月22-
23日參加由該系所主辦國際會議：Text-
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文本-翻
譯-闡釋），原先提交大會的論文題目為
：Quan Deyu 's Approach to
Governance and Legal Philosophy（權
德輿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可惜因
新冠肺炎而無法舉辦該會議。目前該系
規劃希望延長至明年，如果疫情仍無法
控制，或將透過視迅方式舉辦該會議。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0

博士生 1
本年度聘請博士生于曉雯小姐擔任兼任
助理，協助處理本計畫所需之資料蒐集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本年度完成「張說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一文，原訂於
2020年5月15、16日發表於「第14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
討會」。然因疫情之故，該研討會延至2020年11月27-
28日舉辦。（該會議由臺灣「中國唐代學會」和「淡江大
學」共同合辦。第一天將於淡江大學舉辦；第二天將於臺
北大學舉辦）。
本年度原本再次獲德國明斯特大學漢學暨東亞學系邀請
，擬於2020年6月22-23日參加由該系所主辦國際會議
：Text-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文本-翻譯-闡釋
），原先提交大會的論文題目為：Quan Deyu 's
Approach to Governance and Legal Philosophy（權德
輿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可惜因新冠肺炎而無法舉辦
該會議。目前該系規劃希望延長至明年，如果疫情仍無法
控制，或將透過視迅方式舉辦該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