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的孤幼檢校政策及其執行

———兼論南宋的“女合得男之半”

羅彤華

提要: 孤幼不僅存在撫育的問題，還有財產遭侵奪的危機。
漢唐政府沒有把照顧孤幼視爲政府的責任，直到宋代，纔有專門針

對孤幼生活與財產的制度設計。孤幼檢校法有保障孤幼生活，與

保全其財產的作用。兒女分產法是專爲分配孤幼家產而立的新

法。前者只要有宗親族人願意撫育孤幼，國家就不强制執行該法。
後者源自張詠的判例，是由男子承分中撥出部分作爲孤幼的生活

費，而調整男、女的財產比例，遂出現“女合得男之半”的特別法。
但《名公書判清明集》所引兒女分產法極爲簡略，實際運用上有模

糊空間，又可能與父系成員的利益發生衝突，所以該法只見於南

宋，往後便不再行用。
關鍵詞: 宋代 孤幼 孤幼檢校法 兒女分產法 女合得男之半

一 前 言

《禮記·禮運》曰:“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



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①這是中國自

古以來就擘畫的社會理想藍圖，意在哀憫恤養無依無靠的弱勢者。

本文所論的孤幼就是其中的一類人。在凶禮中，無父者稱孤，無母

者稱哀，父先亡母後亡者亦稱孤。② 易言之，孤子可能無父，也可

能父母雙亡; 在年齡上，或長或幼都可稱孤子。無父之孤子，尚有

寡母撫育; 年長之孤子，已有自謀生計之能力，故最可憐的就是父

母雙亡，年幼無依的孩童。《孟子·梁惠王下》: “老而無妻曰鰥，

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

民而無告者。”③則孤幼正是人倫有缺憾，生活需照料，苦痛無處說的

窮民。《管子·入國》有所謂的“恤孤”:“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

孤幼，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④此乃政府將

無父無母的孤幼，托諸鄰里親故來長養，以免其不能自濟而轉死溝壑。

孤幼欠缺處事的行爲能力，也不知該如何保護自我的權利，在

其成長過程中，很容易被人欺負，不僅生活無人照料，連父母留給

他的家財也可能遭覬覦而被侵占。中國自古已有恤孤政策，但唐

以前政府對孤幼的照顧與重視程度似不如老寡，直到宋代情形纔

有明顯改變。宋代不僅有系列性的慈幼措施，⑤更有專門針對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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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正義》卷二一，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 年，頁 1414 上。
敦煌文獻 P． 3442《吉凶書儀上下卷》:“凡無父稱孤子，父在無母稱哀子，……父先

亡母在後亡亦稱孤子。”《法藏敦煌西域文獻》( 24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218 上。參見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臺北，新文豐公司，1993 年，頁 183，

325，357。
《孟子注疏》卷二上，十三經注疏本，頁 2676 下。
《管子》卷一八，四部叢刊縮印本，78 册，頁105 上。
如居養院、養濟院也收養孤幼或棄兒，舉子倉、舉子田救助貧困之家無力養男女者，

嬰兒局、慈幼局、慈幼莊則專收棄兒或孤幼。有關討論見王德毅《宋代的養老與慈

幼》，收入《慶祝蔣慰堂先生七十榮慶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68 年，頁 377—
384; 郭文佳《宋代社會保障研究》，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 年，頁 177—180，190—
199; 張文《宋朝社會救濟研究》，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02—223。



幼生活與財產的制度設計。所謂“孤幼財產，官爲檢校”，①是政府

收管孤幼家財，運用之以撫養孤幼的辦法。然何謂孤幼? 公權力

在什麽情況下纔得檢校孤幼財產? 政府介入民間私家事務，固然

有哀矜孤幼之意，但也會引起不少官營耗竭之弊，本文將檢討孤幼

檢校法的形成與演變，分析該種撫育孤幼的方式有何特色與利弊

得失，並評議政府的管理與懲治措施的成效。宋代的孤幼檢校政

策體現了儒家的社會理想，是中國古代首度出現政府在積極照顧

孤幼，其意義非比尋常。

孤幼的財產危機還來自家產分配不平，自漢宋以來，政府已處

理過不少孤幼的爭產案。由於孤幼不能明瞭父母處理財產的真實

心意，不能作出有利於自己的證據行爲，更不能阻止不肖者的意圖

占奪。等到長大後想要爭回自己的權利，卻往往面臨家財已空，舉

證困難的窘境。孤幼的財產危機，常來自於有近水樓臺之便的親

人，這使得孤幼的爭財之途，倍極艱辛。爲了維護社會的公平正

義，也爲了保障孤幼的財產權利，南宋政府特別製訂了一個兒女分

產法，以補充傳統繼承法之不足。然兒女分產法“女合得男之半”

的方式如何產生? 它的主要作用是什麽? 該法是否意味着女性的

財產權提升? 它對傳統的繼承法有何衝擊? 本文擬對這個學界爭

議不斷的問題，提出另種解釋。

二 漢唐孤幼的財產危機

恤養無告窮民的大同理想，自漢文帝開始漸落實於政策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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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六二“民產雜錄”哲宗紹聖三年二月十日條，北

京，中華書局影印，1957 年，頁 5904 下。



漢唐之間不時出現對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的賑給或賜恤。然遺憾

的是，賜給的布帛穀物，不但數量有限，而且次數太少，吾人與其視之

爲養老慈幼恤貧的社會政策，不如當成政府行仁德、施惠政的一項

宣示。再者，孤幼在政府心目中的分量，能否與老寡等量齊觀，也是

問題，因爲政府賜恤的對象時而名之爲孤老、高年孤獨、孤寡老疾、孤
老貧疾，這裏的孤可能爲孤單、孤寂之意，未必指無父母的孤幼。因

此從政策層面來看漢唐政府對孤幼的照顧，可能是不足的。

特別將孤幼標示出來作爲其施政重點的，首見於南朝劉宋。

宋文帝元嘉三年( 426) 詔:“其高年、鰥寡、幼孤、六疾不能自存者，

可與郡縣優量賑給。”又，宋孝武帝即位赦: “高年、鰥寡、孤幼、六

疾不能自存，人賜穀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①魏晉南北朝時期對

孤幼的撫恤不僅是給賜而已，相關思維的多元化，顯示政府即使沒

有一套完整的慈幼政策，也已注意到孤幼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

曹魏時有所謂的“四孤論”，其中一孤爲:“有生而父母亡，無緦親，

其死必也者。”大臣們議論以爲，如他人收養此孤幼，乃“恩逾父

母”，不需受“異姓不爲後”所限。② 宋齊梁等朝曾對軍人需扶養孤

幼或煢獨而養孤者，則有遣還、蠲田租的優待; 而於臨陣致命及疾

死者之遺孤，則政府收恤之。③ 南朝最有突破性意義的是設立專

責收養機構，照顧孤幼等弱勢者。《出三藏記集》卷一二提到齊

文皇帝“給孤獨園記”，這個給孤獨園，或許與梁武帝置於京師的

孤獨園有同樣功能，在使“孤幼有歸，華髮不匱”。④ 南朝諸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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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書》卷五《文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75; 又，卷六《孝武帝紀》，頁 110。
杜佑《通典》卷六九《禮·嘉禮》“異姓爲後議”，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 年，頁

1914，1915。
《宋書》卷二《武帝紀中》，頁 35; 《南齊書》卷三《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2
年，頁 50;《梁書》卷一《武帝紀上》，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頁 14。
參見《大正藏》( 55) ，頁 93 上;《梁書》卷三《武帝紀下》，頁 64。



慈幼措施，皆以生活照顧爲主，從來沒有介入孤幼家庭，幫助其

處理財產的想法。至於北朝，政府對孤幼的重視似遠不如南朝，

除了傳統的賜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之外，鮮少看到更積極、具

針對性的作爲。

齊梁的孤獨園，可能源自佛教社會福利的理念，寺院專置悲田

病坊以收養“貧窮孤老乃至蟻子”，①這其中應包含孤幼在內。唐

代官方踵繼齊梁之後，也響應佛教的慈悲情懷與福田思想，只是玄

宗以前國家可能僅以利錢稟給寺院病坊，②以助其“矜孤恤窮，救

老養病”，③直到武宗毀佛，李德裕纔建議官方全面接手寺院悲田

坊，以免“貧苦無告”者失其所養。④ 總之，無論是寺營官助的悲田

坊，抑或是純官方性的養病坊，所收恤的對象似不應排除孤幼。不

過值得注意的是，唐政府對官方設專責收養機構的意願並不强烈，

它把社會救濟的責任更加付托在親鄰身上。《唐令拾遺》卷九《戶

令》開元二十五年( 737) 令:“諸鰥寡孤獨貧窮老疾不能自存者，令

近親收養。若無近親，付鄉里安恤。”⑤唐政府對孤幼的照顧，除了

傳統性的賑給或聽任機構、親鄰收養外，還有就是任其養爲異姓男

女以供驅使，⑥或對流貶亡歿者之幼弱不能自濟者，量給棺櫬優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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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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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法決疑經》，《大正藏》( 85) ，頁 1336 中。
唐前期官方未必自置病坊，但用官本錢取利補貼病坊。見拙作《唐代官方放貸之研

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 年，頁 252—256。
王溥《唐會要》卷四九《病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頁 1010。
傅璇琮、周建國《李德裕文集校箋》卷一二《論兩京及諸道悲田坊》，石家莊，河北教

育出版社，2000 年，頁 221。
仁井田陞著，栗勁等編譯《唐令拾遺》卷九《戶令》37 開元二十五年令，長春出版社，

1989 年，頁 165。
如《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咸亨元年:“令雍、同、華州貧窶之家，有年十五已下不

能存活者，聽一切任人收養爲男女，充驅使，皆不得將爲奴婢。”北京，中華書局，

1975 年，頁 95。



發遣之。① 唐政府沒有把恤養孤幼的責任攬在自己身上，慈幼的

社會政策其實是停滯不前的。
漢唐政府鮮少注意孤幼問題，自然更不會無端介入孤幼之家

的事務，除非是發生財產爭訟。《風俗通義》有兩則故事很令人玩

味。一件是漢宣帝時陳留富人八十餘，死時前妻女已適人，後妻子

方數歲，女欲奪其財，乃誣後妻子非父所生。廷尉丙吉以略帶神異

的斷案方式，判財物歸後母之男，②這正表示漢初以來男優於女的

財產繼承精神。③

另有一件，同樣是一家人，孤幼子爲出嫁的長姐欺負，奪其財

物的例子:

沛郡有富家公，資二千餘萬。小婦子年裁數歲，頃失其

母，又無親近，其大婦女甚不賢。公病困，思念惡 ( 婿) 爭其

財，兒判不全，因呼族人爲遺令云:“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與

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兒大，姊不肯與劍。男乃詣郡，自

言求劍。謹案: 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曰:“女性强梁，

( 婿) 復貪鄙，其父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不能全

護，故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 ……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

足以自活，此女 ( 婿) 必不復還其劍，當聞縣官，縣官或能證

察。……”悉奪取財以與子，曰: “弊女惡 ( 婿) ，溫飽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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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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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全唐文》卷八二宣宗《大中改元南郊赦文》:“流貶人如已亡歿，家口欲還及須歸

葬者，聽隨所便。如緣葬事，幼弱飢窮不能自濟者，委所在長吏量給棺櫬，優恤發

遣。”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3 年，頁 855 下—856 上。
應劭《風俗通義》佚文《獄法》，王利器校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587。
劉欣寧根據《二年律令》簡 312-313，斷定有子男，則女兒、妻子應無繼承田宅權利。
又據簡 379-380，無子男，則依父、母、寡、女等順位繼承。李貞德亦有同樣看法。見

劉欣寧《由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論漢初的繼承制度》，臺北，臺大出版委員會，

2007 年，頁 143—144; 李貞德《漢唐之間女性財產權試探》，收入《中國史新論》性

別史分册，臺北，聯經公司，2009 年，頁 207。



歲，亦以幸矣!”於是論者乃服，謂武原情度事得其理。①

此案也是孤幼子與出嫁女爭財。何武判案如執著於遺令，則小婦

子頂多只能拿回一劍，然何武“原情度事”，推測富家公爲保全此

兒，纔姑且將財屬於女。從何武之言“小兒正得此財”來看，時人

認爲子男應有優先繼承父財的權利。只因小兒年幼，如其父徑與

大筆財產，反而可能肇禍，爲女、婿所害。富家公不依常情來分配

財產，實不得已也; 而其寄望清明縣官證察，亦用心良苦也! 何武

點出“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則一針見血地道破財產權歸小兒，

其姊不過扮演代理人的角色。雖說弊女惡婿占奪家財，也終究撫

養其弟十餘年，故何武僅判還財於弟，其餘便不再追究。

孤幼沒有自我管理財產的能力，自然容易被覬覦者欺負。上

述兩則都還是自家姊姊，如其不幸，則可能遭外人侵占財產。《後

漢書》卷八一《獨行傳·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

疾，元家相繼死沒，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

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

負續逃去。……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

長吏，悉收殺之。②

孤幼李續如非忠僕潛負逃亡，不但財產被瓜分，連性命都不保。方

其略通人事後回歸本縣，纔告官興訟，爭回自己應得之份，並懲處

不肖之徒。

孤幼的財產危機來自家內或家外，但有多少人能在長大後

爲自己的權利據理力爭，又有多少人能碰到像丙吉、何武這樣懂

得原情度事的法官? 父母雙亡的孤幼未必家無長親，只是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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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風俗通義》佚文《獄法》，頁 588。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2679。



繼承原則與父母遺令在没有有效監督之下，可能根本無法執行，

這時似乎只有等孤幼長大，纔能訟之於官，爭回自己的財產。然

而，這樣的作法能有多大勝算，委實難測。因爲孤幼無法保全證

據，又不易舉證，甚至如沛郡富家公的遺令對他也是極爲不利

的。而史書所載的幾個名案，多有賴官司出人意表的裁斷，不是

每個受案法官都有此識見的。何況官司看法各不相同，一念之

間就可能扭轉整個形勢。如後漢烏程男子孫常稍以升合給弟

妻、子，輒券取其田，弟子長大訟常，掾史皆以其受撫養而爭訟，

“非順遜也”; 鍾離意則獨議孫常爲“懷挾姦詐，貪利忘義”。① 雖

然衆人咸以意議爲允，卻也顯示孤幼在年小時只能任人擺佈，長大

後興訟也不見得勝券在握。

待孤幼長大後訟官，總有事過境遷，人事全非的感覺。政府如

能在危機醞釀時積極介入，防於未然，對孤幼的財產未嘗不是一種

保護。東漢靈帝熹平四年( 175 ) 的《鄭子真宅舍殘碑》，這可能是

紀某人物故，因無嫡嗣，旋立嬰孺爲嗣，致宗姓、女兄弟或庶叔等爭

產興訟事。碑中提及不少官吏名稱，洪邁疑是官爲檢校宅舍奴婢

財物之文，黃生斷爲官爲估值，分析財產以平訟。② 此碑殘缺殊

甚，但官府似早在嬰孺時期已爲其家處理財產糾紛，以免嬰孺爲人

所欺，或於其長大後再次興訟。漢代雖然罕見慈幼政策，此事也已

涉訟，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官府如何裁判，而是官司深入個別家

庭，爲之點檢家財的這個舉動，顯示在民事問題上，官司有權清點

民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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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鄭克《折獄龜鑑》卷八《嚴明》“鍾離意”，楊奉琨校釋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1988 年，頁 388。
洪邁《隸釋》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5 年，頁 161 下—162 上; 黃生《義府》
卷下《隸釋·鄭子真宅舍殘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58 册，頁 360 下。



魏晉南北朝時期很少看到孤幼爲財爭訟的案例，是湊巧史傳

不載，隱沒了平民孤幼的爭財之事，還是大家族中孤幼因得照料，

故鮮有憤懣不平之情? 可能需要再推索。《宋書》卷五八《謝弘微

傳》弘微因叔母晉陵公主( 東鄉君) 被迫改適，受其委托掌管家事，

於時其二女年僅數歲，然“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

入，皆有文簿”，從無淩暴幼弱之心。後東鄉君歸還謝氏，及其薨，

“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 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仍一

無所取。後二女長大，女夫濫奪妻妹伯母兩姑之份，弘微亦不裁

治，人或譏之，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

可導之使爭。”①或許因爲大族累世財產，人人生活無虞，所以不

在意小小被侵淩; 也許是禮義之家，懂得謙遜退讓，不願爲爭財

而傷了和氣，失了風範。不過從外人對女夫行爲之不屑來看，社

會大衆仍追尋財產分配的公平正義，因此魏晉南北朝時即使少

見孤幼爭財案例，也不能說當時就真的平靜無波，不曾爲此興

訟。

孤幼不都是男性，所見案例多是男性孤幼長大後爭自己財產

的應得份額，可是女性孤幼是否有其應得份額，似在未定之天。
《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

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 未給之間，亦借其

所親。”②北魏政府以强制手段收納戶絕者的資產，無異削弱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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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書》，頁 1592，1593。關於此案的分析討論，參看李貞德《漢唐之間女性財產權

試探》，頁 224; 越智重明《漢六朝の家產分割と二重家產》，《東洋學報》61: 1、2
( 1979) ，頁 25—27。
《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2855。首先見到“戶絕”一詞，是在宋武帝永

初二年( 421) 十月丁酉詔: “自今犯罪充軍合舉戶從役者，便付營押領。其科戶絕

及謫止一身者，不得復侵濫服親，以相連染。”見《册府元龜》卷二〇九《閏位部》“欽

恤”，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 年，頁 2499 上。



的財產繼承權。① 即使孤幼女爲所親撫恤，所親得到授給之公田，

但孤幼女長大後仍無爭回墟宅、桑榆等父產的權利。政府對戶絕

財產的處置，直到唐朝纔有較大幅度的轉變。
年幼失怙恃，境遇已堪憐，此時如果沒有受到特別的保護或照

顧，其後果實難想象。歷史上首度得皇帝恩育的是唐高宗永淳年

間裴行儉的兒孫。行儉功在國家，病卒後，高宗“特詔令皇太子差

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成長日停”。② 前論

漢代《鄭子真宅舍殘碑》，已有官府檢校民產的可能迹象。至於唐

代，因犯罪檢責家財，③或戶絕之家無女、無親戚者官爲檢校財

產，④以及州縣爲徵稅簡勘百姓桑田屋宇，⑤皆說明公權力認爲必

要時，可無所顧忌，甚至認爲是理所當然的，穿門踏戶，點檢勘會民

家財產。高宗派京官一人檢校裴行儉家，目的應在保全家產，防止

被人侵吞，而且設定期限，待兒孫稍成長，有能力接管家產時便罷

停。這雖然不是制度化保護孤幼家財的措施，卻將檢校家財的作

法拉高到中央層級，連皇帝都注意到孤幼的財產危機，這或許纔是

本案例的意義所在。

類似事件也發生在穆宗朝，《舊唐書》卷一七二《牛僧孺傳》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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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劉雲《先秦至五代時期財產繼承訴訟制度述略》，《漳州師範學院學報( 哲社版) 》，

2009 年第 1 期，頁 130。
《舊唐書》卷八四《裴行儉傳》，頁 2804—2805。
拙著《唐代反逆罪資財沒官考論———兼論〈天聖令·獄官令〉“犯罪資財入官”條》，

《臺大歷史學報》第 43 期( 2009) ，頁 1—41。
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聖令整理課題組校證《天一閣藏明鈔

本天聖令校證( 附唐令復原研究) 》之《喪葬令》“身喪戶絕”條，北京，中華書局，

2006 年，頁 694。
《唐會要》卷八五《逃戶》會昌元年正月制:“觀察使刺史差强明官就村鄉，指實檢會

桑田屋宇等，仍勒令長加檢校，……據所得與納戶內徵稅。”大中二年正月制:“所在

逃戶，見在桑田屋宇等，……勒鄉村老人與所由並鄰近等同檢勘分明，分析作狀，送

縣入案。”頁 1856，1857。



韓弘父子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

宗恐爲廝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

具有納賂之所”，惟僧孺官側朱書不受，穆宗因此悅而命相。① 牛

僧孺事不過是案外案，穆宗之所以命使檢校韓弘家，爲的是擔心僕

役等竊占家財，不利孤幼之生活及家產繼承。穆宗並未以國家力

量扶養孤幼，只將財產清册交付家老，大概也委托家老撫育孤幼。

只要孤幼家有親族，孤幼總不至凍餓而死，但父母遺留之財物能否

順利接收到其手上，可就沒人敢保證。穆宗如此重視宅簿，一則有

阻絕奴僕侵占之意，再則也未嘗不在警惕家老，有宅簿爲驗，待孤

幼長大後，應如實交付家產給他。

劉禹錫爲左散騎常侍王質寫的神道碑，也有一則保全孤幼財

產的故事。王質夫婦亡故，一子方齔，猶子王扶執宗長書來請曰:

“扶也早孤，荷世父常侍之覆露。今其嗣幼，未任克家，姑封琴書司

管籥要以俟其長。竊懼世父之德音不敭，思有以垂於後者。以誠

告於從叔大司農，復命曰俞。謹礱貞石以乞詞，無忽。”②王扶早年

爲世父王質撫養長大，今堂弟年幼，未能管理家業，乃以報恩之心，

封財物，司管籥，以待其長大而交付之。王扶此舉極慎重其事，不

僅得宗長書保證其人格，還得到從叔之俞允，並勒石刻詞以示其

誠。碑中並未對誰撫養孤幼置一詞，卻對如何保全其財產大費心

思，可見即使如堂兄弟之近親，一旦觸及財產問題，也要盡可能地

避開染指之嫌。

孤幼的財產危機，在於能否找到可信賴的人托付財產，他不但

要盡善良管理人的責任，更不應起貪念，意圖據爲己有，否則孤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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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舊唐書》，頁 4470。
《劉禹錫集》卷三《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

騎常侍王公神道碑》，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44。



長大後勢必心有不甘，最後鬧至對簿公堂。敦煌文獻 S． 6417V 號

《孔員信女三子爲分遺物事上司徒狀》，反映孔員信的三個女兒與

阿姨間的財產糾紛，訴狀曰:“三子幼少，不識東西，其父臨終，遺囑

阿姨二娘子，……所有些些資產，並一仰二娘子收掌。若也長大，

好與安 置。……已 上 充 三 子 活 資，並 在 阿 姉 ( 姨 ) 二 娘 子 爲

主，……今 一 身 隨 阿 姉 ( 姨) 效 作，如 此 不 割 父 財，三 子 憑 何 立

體?”①孔員信三女少失父母，阿姨二娘子可能是父妾或母之姊妹，

依唐律:“其媵及妾，在令不合分財。”②阿姨爲父妾都不合有財分，

何況是母之姊妹。訴狀所言的“並一仰二娘子收掌”，可證阿姨不

過是受委托的管理人而已。孔員信臨終時托孤給二娘子，並留下

首飾、衣物用品作爲報酬。如今三女長大，不但白白爲姨娘效作，

“虛納氣力”，而且父財不割還，生活無着落，所以請求官府作主。③

如阿姨之近親猶不足以完全信賴，孤幼要保住父財，確實不易。

爲了讓幼子順利長大，且有人協助經營家業，遂出現繼立長嗣

的做法。五代時期鎮州人劉方遇家富於財，卒時子幼，二女俱嫁，

方遇繼室與二女立妻弟田令遵爲嗣，以督家業。後二女求索無厭，

竟詣官府論訴田令遵冒姓、奪父財。官府收其賄賂，以棄市罪

之。④ 本案是個寃獄，田令遵即使犯了違法收養罪，⑤甚至是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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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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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藏敦煌文獻》( 11)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66; 參見唐耕耦、陸宏基

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 2 ) ，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
年，頁 299。
長孫無忌等撰《唐律疏議》卷一七《賊盜律》“部曲奴婢謀殺主”( 總 254 條) ，北京，

中華書局，1982 年，頁 328。
本案例之解釋參考張國剛《中國家庭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231;

岳純之《唐代民事法律制度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204。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二〇《受賂曲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136。
《唐律疏議》卷一二《戶婚律》“養子捨去”( 總 157 條) : “即養異姓男者，徒一年。”
頁 237。



財物或詐欺取財罪，也都罪不至死。① 本案最引人深思的是，明明

幼子有母親撫養，②家財也足以供其生活，卻還要立長嗣。③ 顯然

這家孤兒寡母較不擔心將來分產，幼子的份額會減少，反而更憂心的

是家中若無可以撑持家業的可靠男性，孤兒寡母將遭欺負，要保全

家業勢必更困難。看來孤幼的財產危機，同樣反映在孤寡之家中。

前引唐《戶令》:“諸鰥寡孤獨貧窮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親收

養。”政府以爲近親是最有義務撫育孤幼，最能發揮恤親思想，以及

最能替代政府的照顧之責，減輕政府施政負擔的不二人選。然而如

前述諸例所見，近親即使收養孤幼，也難保其不借機侵占孤幼的家

財，如出嫁姊或妾、姨等原無份額的近親，很容易由此起貪念。至於

外親收養者，有時也巧取異姓家財。如後周世宗殿中監馬從斌，有

女適霍彥成之子，數歲俱亡，有息女一人五六歲，從斌收養之，霍氏資

產並爲從斌所據。④ 於此可見，孤幼的問題不僅是誰撫養他，其財

產危機可能是更棘手，更需要有其他力量協助處理的問題。

三 宋代的孤幼檢校政策

宋政府相當重視慈幼政策，除了設置嬰兒局、慈幼局等收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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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告田令遵奪父財，可能的情形是侵占財物或詐欺取財。《唐律》沒有侵占財物

罪的條款，如以卷一三《戶婚律》“在官侵奪私田”( 總 167 條，頁 246) 來比對，最多

不過徒二年半，這還是對官吏的加重處分。如以詐欺取財論罪，據卷二五《詐僞律》
“詐欺官私財物”( 總 373 條，頁 465) ，準盜論，也不至死罪。
方遇幼子不知是正妻之子，還是繼室之子，但繼母如母，該幼子仍應視其如親生母

親。
本案之立嗣應是財產考慮，欲使財不外流。相關解釋參考張國剛《論唐代家庭中的

父母角色及其與子女的關係》，《中華文史論叢》2007 年第 3 期，頁 245—246。
《册府元龜》卷九四二《總錄部》“黷貨”，頁 11095 上。



構，還有舉子倉、舉子田等提供的生活補助，①讓這羣社會弱勢者

得到最基本的照顧。然而如前節所見，孤幼的問題不僅在他得到

什麽樣的撫養，還在於父母遺留給他的財產如何保全。漢唐政府

在這方面幾乎不曾措意，宋代於此則有顯著的進展。
最早出現檢校孤幼財產的事例在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 977) ，②

該案原是對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婦做論斷，其後詔書又曰:

嘗爲人繼母而夫死改嫁者，不得占夫家財物，當盡付夫之

子孫。幼者官爲檢校，俟其長然後給之，違者以盜論。③

本段詔書的用意在保全夫家財產。雖說繼母如母，可是其一旦改

嫁便無服，④自不得占夫家財產。此時子孫已無父無母，如是幼

者，官爲之檢校財產，至其長成後給還之。本詔書已觸及檢校孤幼

的財產，但發生原因只限定在繼母改嫁者，所以還難視爲全面性的

孤幼檢校法規。
真宗咸平五年( 1002 ) 二月戶部使右諫議大夫王子輿殿中奏

事暴卒，上甚悼焉。子輿一子方幼，三女未笄，因此詔三司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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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代的慈幼政策，研究者如王德毅、郭文佳、張文等都有詳細論述，諸人著作見頁

342 注 5。
王菱菱、王文書認爲最早的孤幼檢校在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駁正李偉國的真宗咸平

時説。又，劉馨珺亦持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說。諸說見王菱菱、王文書《論宋政府對

遺孤財產的檢校與放貸》，《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 年第4 期，頁63; 李偉國《略論宋

代的檢校庫》，收入其著《宋代財政和文獻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62—
63; 劉馨珺《孤幼檢校: 宋代地方官與撫孤政策的執行》，宣讀於 2008 年 11 月嘉義

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第二届宋代學術國際研討會”。劉教授該文改寫爲《檢校法

與宋人撫孤實踐》，已收入專著《“唐律”與法文化》，嘉義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52—253。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太平興國二年五月丙寅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405。
繼母的服制及改嫁後服制的變化，自漢晉間至唐代纔大體定型。有關討論詳見拙

作《唐代官人的父母喪制———以〈假寧令〉“諸喪解官”條爲中心》，《法制史研究》
第 16 期( 2009 年) ，頁 105—109。



朱台符檢校其家。不久，幼子夭卒，子輿妻歸宗。五年後，其從

弟售京師居第，請將錢寄楚州老家之官庫，備三女資送，上憐而

許之。① 官府檢校家財的時機在父死、母未歸宗前，無論這是否

爲繼母，都與太宗詔的繼母改嫁情況不同，只能說是一個新發

生的特例。三司判官檢校之子輿家財應存於京庫，其後家屬寓

居楚州，子輿從弟請將錢寄楚州官庫，這是在真宗特許下進行

的財物轉移，但不知往後檢校的孤幼財產，可否也隨其居所而

遷移? 子輿之未笄三女雖不得承分，但仍可有嫁資，子輿從弟

將錢寄楚州官庫，是爲三女嫁資作準備。但太宗、真宗兩案的

檢校，似僅以保全財產爲目的，未提及運用該財產爲孤幼的生

活費。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 1012) 因憐憫大臣李正言早卒無嗣，惟一

女孤 幼，特 賜 絹 錢 以 備 聘 財，遣 內 臣 主 其 事。② 仁 宗 慶 曆 四 年

( 1044) 駙馬都尉柴宗慶遺言家給外，並上進，但詔以宗慶二女尚

幼，命內侍省官與三司勾當官檢點家財，估算家用給付後，官爲檢

校保管餘財。③ 這兩個案例都是皇帝施恩於命官之家，且由內臣

主其事，不能算是常態性、制度化的孤幼檢校政策。不過連皇帝都

注意到命官之家的孤幼有生活與財產危機，則無疑是引導施政方

針的重要契機。

神宗熙寧四年( 1071) 以前，開封府已有專爲檢校孤幼財產設

定的常制:

同勾當開封府司錄司檢校庫吴安持言:“本庫檢校孤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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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一真宗咸平五年二月庚午條，頁 1114。
《宋史》卷四七八《世家·南唐李氏》，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頁 13863。
《宋會要輯稿》禮四一之一七“臨奠”，頁 1386 上; 又帝系八之四九“駙馬·駙馬都

尉雜錄”，頁 187 上。



物，月給錢、歲給衣，逮及長成或至罄竭，不足以推廣朝廷愛民

之本意。乞以見寄金銀、見錢，依常平倉法貸人，令入抵當出

息，以給孤幼。”詔千緡以下如所奏施行。①

司錄司主掌勾稽之任，檢校庫隸屬其下，②擺明了其查劾之責遠甚

於收貯之責。這項政策雖不能斷定只行於開封府，還是已遍及全

國，但至少可知其對象不限於命官之家，而包括一般庶民階層在

內。此外，從吴安持的“逮及長成或至罄竭”一語，不難推想此制

已實施了一段時間，已有人由幼及長而家財罄竭，所以主事者吴安

持纔想到要改變營運方式。檢校庫原本的作法是，收來孤幼家財

後，每月由其中提撥生活費，每歲供其衣物。但可能的後果是，等

到孤幼長成後，家財已耗盡，無法再回收父母的遺產，失去政府爲

民保全財產的初衷。因此吴安持建議將現寄錢物依常平法貸出，

貸者一方面要納抵當物，以爲所貸錢物的擔保，另方面則出息供孤

幼生活費，並應在其完納本息後，政府交還抵當物。皇帝同意孤幼

家財在千緡以下者施行，也就是家財不豐者用此法，既可維持孤幼

生活，又可因循環取息，不致耗掉全部家財。

自宋太宗以來至熙寧四年的新法，官府在檢校孤幼財產上已

作了不少改變，不但實施對象已逐步擴大，在方式上也由原來的保

全財產到運用財產，而且該種運用，已不只是單純的消費財物，還

演進到循環取息，用之不竭的狀態，兼顧保本與利用的雙重效果。

吴安持的建議似乎得到不錯的迴響，元豐七年( 1084) 修令時便把

恤孤幼納入其中，紹聖三年( 1096) 提舉梓州路常平等事王雍曾述

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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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三神宗熙寧四年五月戊子條，頁 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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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的開端。見《論宋政府對遺孤財產的檢校與放貸》，頁 63—64。



《元豐令》，孤幼財產，官爲檢校，使親戚撫養之。季給所

需，貲蓄不滿五百萬者，召人戶供質當舉錢，歲取息二分，爲撫

養費。①

孤幼檢校既已入令，顯然它成爲全國性的法規，不再局限行於

開封府一地。《元豐令》清楚地交代孤幼由親 戚 撫 養，財 產 由

官府檢校，而且它改變了月給錢、歲給衣的舊制，采取季給所需

制，以減輕政府的勞擾。對於實施質當舉錢法的財產標準，也

由原來的千貫提高到五千貫，同時還明確列出歲息二分的利率

水準。《元豐令》周詳完備的規定，既保障孤幼的生活，又保全

其財產，公權力在適當時機介入民間事務，這項慈幼政策有其

必要性。

孤幼檢校法的立意良善，可是在執行中總出現許多問題。在

未用質當出息法之前，孤幼財產有逐年減耗的風險。在實施質當

出息法之後，所引發的後遺徵似乎更多。元祐中知亳州的呂希道

已指出貸用之法爲一切禍端之根源:“今之諸路監司不能上體朝廷

意，往往假貸，藉以爲他用，民有終身垂白不能得者。”②監察御史

孫升也以爲非便，奏罷之。③ 但此法畢竟是不勞政府財政負擔，便

可解決孤幼生活問題的措施，又有保全孤幼財產，避免被族人鄰里

侵占的作用，故王雍請復元豐舊令時曰:“竊詳元豐法意，謂歲月悠

久，日用耗竭，比壯長所贏無幾，故使舉錢者入息，而資本之在官者

自若無所傷。”④正因此法兼顧孤幼財產的保全與利用，哲宗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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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六二“民產雜錄”哲宗紹聖三年二月十日條，頁 590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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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請，“復元豐恤孤幼令”，①其後並持續在《元符令》中擴大推行

此法。
《元符令》定於元符二年( 1099 ) ，然施行纔兩年，便已發現弊

端猶存，規定不盡完善。於是徽宗在臣僚建言下，於《元符令》中

增添預防性注文，以加强孤幼財產的管理。《宋會要輯稿》食貨六

一之六二“民產雜錄”政和元年( 1111) 四月六日條:

詔於《元符令》內“財產官爲檢校，注文估賣”字下，添入

“委不干礙，官覆驗”字; 又於“財物召人借請”字下，添入“須

有物力戶爲保”字; 又於“收息二分”字下，添注“限歲前數足”

字; 又於注文“勾當公人量支食錢”字下，添入“提舉常平司嚴

切覺察”字。②

從政和元年詔可以看出，修改後的《元符令》已較《元豐令》多添

了允許估賣財產、物力戶爲保、勾當公人量支食錢等項。允許估

賣，是因孤幼家財中的“帷帳衣衾，書畫玩好”，③需估價貨賣纔方

便利用。或許是不肖官吏與人勾結，從中上下其手，有損孤幼利

益，所以政和詔要求必須讓無干連的官員覆驗纔可。至於勾當

公人量支食錢，似只能看成承辦吏員的一種福利，但爲了防堵濫

用之弊，政和詔嚴令提舉常平司負查核之責。此外，政和詔也加

注規定納息需於歲末前交足，並特別指出抵當者需有物力戶爲

保。④

檢校孤幼財產的機關，熙寧四年( 1071) 以前隸屬於開封府司

錄司的檢校庫。抵當免行所成立時初設於檢校庫，其五種業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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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檢校小兒錢。① 然《元豐令》後檢校孤幼財產成爲全國性的制

度，是否仍由檢校庫負責，尚有疑義。政和元年四月六日臣僚言:

“孤幼財產，並寄常平庫，自來官司以其寄納無所，專責轉運司。”②看

來孤幼財產已寄於常平庫，並由轉運司監當之。不過主管機關即使

已確立，營運之弊依然難防。該法在營運上的最大問題，其實就在

召人抵當舉錢。政和詔言明“須有物力戶爲保”，但仍有“士人負貴

人勢貸而不肯償”，③正是有保任而竟仗勢請貸，不肯還錢。相關問

題的議論，政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前知汝州慕容彥逢說得最透徹:

然間緣形勢戶虛指抵當，或高估價值，冒法請領，不惟虧欠

歲息，迺至并本不納，迨其長立合給還之時，元檢校錢物，並無

見在。其冒法請領之人，或從官遠方，或徙居它所，或不知存

在，或妄托事端，惟以空文來往，因致合給還之人，饑寒失所。④

慕容彥逢所說的“虛指抵當”，意即無占有質。⑤ 也就是不必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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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檢校庫的組織、業務、營運方式、演變情形與諸多弊端，見李淑媛《爭財競

產———唐宋的家產與法律》，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 年，頁 173—176。熙寧

六年抵當所畫歸入都提舉市易司，遂與開封府檢校庫分離，而孤幼財產仍歸開封府

檢校庫管，有關說明可參考: 加藤繁《論宋代檢校庫》，收入《中國經濟史考證》，臺

北，稻鄉出版社，1991 年，頁 681—684; 李偉國《略論宋代的檢校庫》，頁 62—69; 王

菱菱、王文書《論宋政府對遺孤財產的檢校與放貸》，頁 63—66。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六二“民產雜錄”徽宗政和元年四月六日條，頁 5904 下。
李綱《梁溪集》卷一六九《宋故朝請郎主管南京鴻慶宮張公墓誌銘》，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1126 册，頁 763 上。
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卷一〇《理會抵當孤幼劄子》，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23 册，頁

417 下。
無占有質是指借用人以不動產爲擔保所訂之契約，但立約時不必立即交付質物，迨

及債務人無力償付，纔須將質物移轉於債權人。有關討論見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

書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社，1983 年，頁 343—344; 又《唐宋時代の保證と質制

度》，收入仁井田陞《中國法制史研究———土地法·取引法》，東京大學出版社，

1981 年，頁 525—529; 又拙著《唐代民間借貸之研究》，臺北，商務印書館，2005 年，

頁 47—48。



擔保品，僅指注其物而已。文中稱其爲“高估價值，冒法請領”，顯

示“虛指抵當”原爲官府所不許的非法行爲，所有“質當舉錢”者都

應在舉借孤幼財產時，交付相當價值的擔保品給官府，這正是慕容

彥逢宣稱的“召人借抵當，量數借請”。① 由於虛指抵當的多爲形

勢戶，官府不敢依法處理，遂任其欠納本息而莫可奈何，另方面，虛

指之抵當物也不得收爲官有，估賣抵償，遂導致公文徒然往返，催

促其還錢，卻不得采取更積極的懲革措施。政和元年詔雖然添加

“須有物力戶爲保”字樣，可是在“留住保證”觀念下，只要債務人

不逃，保人便不必代償，②而冒法請領者的從官遠方、徙居他所，也

很難認爲是逃亡，故即使借請須有保任，恐怕同樣是推拖了事，無

還債實效。

南宋大體依循北宋的制度，也實行孤幼檢校政策，但此時的弊

端似乎較昔日更嚴重。如前文所述，北宋的問題多出在“質當舉

錢”，是營運上遭不肖者冒法請領，或不能償本利。而南宋的問題，

則在官府管理不當，或刻意侵占孤幼財產。孝宗乾道元年( 1165 )

南郊赦:“州縣檢校孤幼財產，官司侵用，暨至年及，往往占吝，多不

給還。仰州縣日下依條給付，仍令提刑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

劾以聞。”③此後連續在乾道三年、六年、九年南郊赦都提及，可見

這已成爲難以根除的沉疴。

南宋寄庫錢的種類繁多，孤幼財產是其中的一種。由於寄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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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摛文堂集》卷一〇《理會抵當孤幼劄子》，頁 417 上—下。
北宋《天聖令·雜令》“以財物出舉”條:“如負債者逃，保人代償。”《天一閣藏明鈔

本天聖令校證( 附唐令復原研究) 》，校錄本，頁 371。南宋《慶元條法事類》卷八〇

《雜門》“出舉債負”引《關市令》: “欠者逃亡，保人代償。”《中國珍稀法律典籍續

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903。關於“留住保證”的意義，詳仁井

田陞的說明《唐宋法律文書の研究》，頁 299—308。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六七“民產雜錄”孝宗乾道元年正月一日條，頁 5907 上。



錢在存儲、管理、給還上頗多不當與不法，致侵損人民利益，或引起

訴訟糾紛，故光宗紹熙元年( 1190) 敕設定管理制度與懲治方式:

可戒郡縣應民間寄庫錢，皆令刷具，別置簿曆，專作庫眼，

俟其陳請，即時給還。或非理沒入，既經翻訴給還者，亦仰依

限支給。如或循習弊，並許人戶越訴。委自省部、御史臺取其

違慢悖理尤甚者，其職位姓名取旨責罰。①

官所檢校的孤幼之家財產，除了“見寄金銀見錢”外，②還有“帷帳

衣衾，書畫玩好”之類的物品，以及田產與米穀、孳生之類的養生之

具。③ 這些資財，都應登記於官府簿曆上，並隨估賣價值與質當舉

錢之損益情形，即時反映在簿曆上。但如田產、牲畜等不便入庫的

財物，則可能將契照封寄官庫，以爲憑證。所有寄庫財物都依庫眼

存放、排列，並作登錄，以便取用、收置與給還。紹熙元年敕的管理

制度可能早已存在，只爲了提醒官人認真執行而重申之。敕中對

於官府非理沒入民財的行爲，嚴予譴責，不但要求其依限支給，並

特許人戶越訴，顯示統治者非常嚴肅地看待百姓的這類寃屈，同時

還責令臺省取旨責罰其尤悖慢之官吏。
無論是營運不佳或管理失當，都會減損孤幼寄存於官庫的財

產，如果主管官吏再將該財產以官帑視之，隨意挪用或侵占，則孤

幼長大請還時，不是耗用殆盡還不出來，就是藉故推延無意給還。
寧宗嘉定六年( 1213) 臣僚論孤幼宗子之財產時，亦言及民間孤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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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元條法事類》卷三六《庫務門》“給還寄庫錢物”紹熙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敕，頁

561。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三神宗熙寧四年五月戊子條，頁 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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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也無論是否便於收貯或儲存，官府都有登記，或保存契照。北京，中華書局，

1987 年，頁 283—284。下簡稱《清明集》。



之境遇:

民間孤幼，責在州縣，……應辦窘迫，苟且目前，罕不於此

移借。西南兩外宗子孤幼，責在宗司，宗司自行拘收，吏輩既

因以侵欺，用度務侈，遂視爲公帑之儲。……至於執券就索，

以歲月久遠拒之，否則婉辭以款之，十或不能還一二。彼其初

籍之，已有利之之心。蓋自籍而至於給還，近亦不下十載，而

居官不過二三年爲任。前者以非我給還而敢於用，後者以非

我移用而吝於還。①

如果不是主管官吏的移借、侵欺，根本視孤幼財產爲私人所有，或

公款之補貼，則就算歲月再久，也照樣可依簿曆賬目還出，或至少

可得營運減損後之結餘。然最可議的竟是主管者的心態，蓋初籍

時，已預知自己十餘年後不在任，不須負給還之責，所以敢大膽濫

用; 而接任者，又以濫用耗損之責不在我，難道要我違法挪用其他

款項，還出孤幼財物?

形成前後任間這樣的糾結，實因各自的責任未分清，統治者也

怠於執行懲治之嚇阻效果。監臨之官利用職權侵占部民財物，本

可用“率斂所監臨財物”條來論罪，②但長久以來似未見主管官吏

因此而獲罪。南宋時特別針對孤幼財產的保全設下兩道法令，《清

明集》卷八《戶婚門·孤幼》胡石壁“叔父謀吞并幼侄財產”云:

準敕: 諸身死有財產者，男女孤幼，廂耆、鄰人不申官抄

籍者，杖八十。因致侵欺規隱者，加二等。③

凡侵占隱沒孤幼財產的鄉鄰，以杖一百論處，但對在官監督不周

·263· 中華文史論叢( 2011． 4，總第一〇四期)

①

②

③

《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二二“宗室雜錄·恤孤”寧宗嘉定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條，頁

15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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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清明集》，頁 286。



的主司，卻有輕輕放過之嫌。行政體系從上到下都如此鬆懈，杖

一百的刑責又不足以發揮威懾作用，難怪孤幼財產不得給還的

問題始終無法解決。爲了進一步保全孤幼財產，嘉定六年應臣

僚要求，詔: “今 後 有 法 應 檢 校 之 家，其 財 物 並 拘 樁 本 縣 常 平

庫。”①另外，還增加了對擅支者的懲處，胡石壁在另個判案中引用

敕書曰:

準敕: 輒支用已檢校財產者，論如擅支朝廷封樁錢物法，

徒二年。②

該敕可能下於嘉定十五年，而所謂的“輒支用”，應包含“支移他用

者”與“侵欺規隱者”。③ 這些檢校弊端，早在南宋初已存在，至今

似仍無改善迹象，尤其從“侵欺規隱”者的刑責，自杖一百加重至

徒二年，更可見問題已不止於鄉鄰的欺隱不報，而更嚴重到相關官

吏的侵吞隱占，致朝廷非出嚴切手段，不足以表示遏止不法的決

心。再者，嘉定十五年臣僚的建議中重申:“官司不得妄自侵移，合

給還而不給還者，許民戶經臺省越訴，其官吏必罰無貸。”④則於防

杜侵占之餘，明確堵住後任者不給還的藉口，並特許民戶越訴，

期使不肖官吏必受懲罰。然地方官府侵用或不依法給還的事例

仍不時發生，故理宗景定元年( 1260 ) 以更嚴厲的口吻頒敕: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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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二二“宗室雜錄·恤孤”寧宗嘉定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條，頁

15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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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81。
《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九之三六、三七“戒飭官吏”寧宗嘉定十五年九月二日臣僚

言:“今檢校之財一入州縣，則視同官物……或支移他用者有之，或侵欺規隱者有

之，此檢校之法弊也。……已檢校而輒支用者，論如擅支朝廷封樁錢物法。”頁

4227 下—4228 上。
《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九之三七“戒飭官吏”寧宗嘉定十五年九月二日條，頁 4228
上。



今如尚違戾，以吏業估償，官論以違制，不以去官、赦、降原減。”①

亦即不但用刑責論處涉案者，還要求欺隱者以家業償還。
在此附帶一提的是，有關宗子孤幼的財產管理。徽宗崇寧五

年( 1106) 於兩京置敦宗院，以養孤幼。② 渡江以來，宗室孤幼尤需

照顧，嘉定五年( 1212) 宗正寺主簿陳卓考之令甲，重申對無依倚或

貧乏者，不限世數，計口給錢米。③ 次年，臣僚認爲宗子孤幼之財

產，也應用同於民間孤幼的方式來管理。前引嘉定六年臣僚言及:

“民間孤幼，責在州縣。……西南兩外宗子孤幼，責在宗司。”州縣

之孤幼財產，寄在常平庫，這是北宋末年的制度，而南宋令承襲注

明之。④ 可是宗子之孤幼財產由宗司自行拘收，易遭吏輩侵欺，因

而也發生不願或不能給還的問題。爲了集中處置，加强管理，臣僚

議請:“如有孤幼宗子合檢籍者，移文於寓居處，本州施行，亦寄常

平庫。……並須簿歷 ( 曆) 分明收附，月委官點檢，具申大宗正

司。”⑤這是讓西南外宗司將孤幼宗子的相關文書移交州衙處理，

而其財物則寄存州之常平庫。在管理方式上，也應比照民間孤幼

的制度，簿曆分明，收附於庫眼，同時由本案可知，寄庫之孤幼財產

係每月點檢一次，相信這樣的貯存與查核制度，有助於宗子與民間

孤幼財產的保全。
北宋時最棘手的營運問題，其實仍持續到南宋。不過其重點

已由形勢戶的虛指抵當，轉而成爲息錢之給付不足。二者間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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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密切的關係，抵當舉錢如交不出足夠的利息，則官府自不能如約

付給孤幼生活費。自元豐恤孤幼令以來，宋政府一直采取家資不

滿五千貫，歲息二分( 20% ) 的營運方式。但或許因利率太高，經

營的風險太大，①借請者無法依數交出，而官司遂也壓低收取數

額，致卑幼之訟甚多。寶祐二年( 1254 ) 歐陽守道即指出: “掌管者

不照常平法，不於逐年理筭二分，營運出息養贍。”②因爲息錢收不

足，相對地，官司也給不足，於是不免形成“季給所須則多方要阻”

的情勢，③讓卑幼感覺自己的利益被剝奪。恤孤幼令是爲五千貫

以下，財產不多者設計的營運法，就是擔心其財產有時而盡，只是

沒想到利率如此之高，官給息錢卻如此之少，反而使領取息錢，照

顧孤幼的尊長爲此涉訟，所以歐陽守道鳴不平曰:

卑幼安坐，役其尊長作幹人也。十數年未成丁，則息錢多

至於無算，成丁自立之後，皆可以訟其尊長取息錢也。法豈使

如此多財者更須營運乎? 今世此訟甚多。④

如以五千貫之本爲例，歲息二分，即歲出息一千貫，季給孤幼二百

五十貫。若十年而未成丁，息錢便累計至萬貫，遠超過原家財的五

千貫，將來長成後還可收回原本。這樣的制度設計是否合理，確實

值得深思。但此法畢竟是在政府不必耗財養孤幼，又避免孤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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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被宗親族人侵占的觀念下衍生的，①其利弊得失，也只能讓所有

涉入其中的人來承擔。

四 孤幼檢校的實行條件

宋代的孤幼檢校法規，究竟是一個國家的强制執行法，還是一

項任民衆自由請求的保護令，應予進一步探討。再者，該政策的對

象既是孤幼，是否必皆爲無父無母之人，而幼者之年齡限定若何，

出幼之可能條件爲何，也是執行該政策時須作規範的。

孤幼年小，不能理事，遇到符合恤孤幼令的情況時，應由年長

者代爲申請，《清明集》卷七《戶婚門·檢校》葉岩峯“不當檢校而

求檢校”條:

張文更父〔亡〕，張仲寅以堂叔之故，陳理卑幼財産，意在

檢校。揆之條法，所謂檢校者，蓋身亡男孤幼，官爲檢校財物，

度所須，給之孤幼，責付親戚可托者撫養，候年及格，官盡給

還，此法也。②

這是張文更的堂叔主動向官府申請檢校“卑幼”財產。然張文更

年已三十，葉岩峯判其可主掌乃父財產，撫養弟妹，不符檢校法之

“孤幼”條件，故不許其堂叔所請。葉岩峯此處可能只概述法意，

未直接引法條，因爲“身亡男孤幼，官爲檢校財物”，似乎只針對個

案而言，並非官不檢校女孤幼。宋代歷次法令中的“孤幼財產，官

爲檢校”，都未對女孤幼設下排除條款，而《清明集》所見案例中，

不乏檢校女孤幼之財產。自《元豐令》以來，官方已很清楚地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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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只檢校孤幼財產，季給所需，但養育之責仍托付給親戚。在傳統

重視宗親的社會裏，由族人爲孤幼陳理檢校，是理所當然的。

古禮謂“幼而無父曰孤”，然宋代的孤幼檢校法是否只要無父

之幼者便可申請，則有疑義。《清明集》有一件“房長論側室父包

并物業”的案子，判決文提到申請者的身份與申請時機曰:

鄭氏固梁居正之側室也，然一從居正之死，便知道喚梁太

行房長之事，既而見梁太之不足托，遂自求於官，首乞檢校，以

待二幼之長。……今梁太乃譊譊然，力詆鄭氏爲居正之妾而

非妻，且彼雖恥以妻自名，而至於陳乞檢校，則是顯然不敢以

妻自處，使鄭氏自詭以居正之妻，則又奚以檢校爲哉! ①

對二幼而言，父死之後，母之身份爲妻爲妾，似乎對可否檢校差別

甚大。從判決文所言“使鄭氏自詭以居正之妻，則又奚以檢校爲

哉”，不啻說明如果是妾，則官可受理檢校案; 如果是妻，因其可以

自養孤幼，正如張文更案之長兄撫養年幼弟妹那樣，官府不應檢

校。比較特殊的情況是“檢校嫠幼財產”案，判決文曰: “妻在者，

本不待檢校，但事有經權，十八孀婦，既無固志，加以王思誠從旁垂

涎，不檢校不可。”②於此可見妻在不檢校是常態，爲年輕寡妻檢校

乃是例外。妻與妾有如此的身份差別，應與二者在夫家的財產權

利不同有關。準《戶令》“寡妻無男者承夫分”，③只要寡妻不改適，

她便可代承夫分，保有夫之財產。可是在母子同居家庭裏，母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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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具中繼性質，兒子即使年幼，也不能隨意私自典賣產業。① 相對

於寡妻受制的財產權利，妾的處境顯然更爲艱難，宋令正面否決了

妾的財產繼承權:“其媵及妾，在令不合分財，並非奴婢之主。”②妾

在夫家既無財產權利，不像妻那樣仍保有處分權，所以妻在時不必

爲孤幼陳乞檢校，她自己就可運用夫財養孤幼; 而妾既無動支夫財

的法定權利，由官府檢校以保障夫家財產的必要性便大增。比妾

身份更低的婢，官府也會受理其檢校案。《清明集》“阿沈高五二

爭租米”案:“高五一死，無子，僅有婢阿沈生女公孫，年一歲。阿

沈於紹定五年陳乞檢校田產。”③官府受理的原因，當在於婢妾無

夫家財產權利，於是官府介入民家事務，檢校、保全財產，以待孤幼

長大。至於妾、婢依然擁有爲母親的親權，而且她們正是官府托養

的最佳人選。
“孤幼財產，官爲檢校”是政府的政策，但是否每個合於條件

的孤幼都必須申請檢校，仍有待商榷。前引敕曰“諸身死有財產

者，男女孤幼，廂耆、鄰人不申官抄籍者，杖八十。因致侵欺規隱

者，加二等。”看似鄉鄰等人有申報官府檢校孤幼財產的義務。然

如《清明集》之案例，梁居正之妾鄭氏並未在夫死後立即通報官府

爲二幼檢校財產，反而是先請梁太行房長之事，在發現梁太不足托

之後，纔自求於官，陳乞檢校。類似之有孤幼，而不立即申官的情

形如“叔父謀吞并幼侄財產”案的叔父李細二十三，他竟棄逐孤遺

之侄，並吞并其家財，直到官府知悉情實後，纔找回孤幼，從官檢校

一戶產業。④“已嫁妻欲據前夫屋業”案的魏汝楫，其父魏景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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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亡歿時尚幼，但其同居親伯父魏景謨、魏景烈並未申官檢校孤幼

財產，而在多年後因他案引起官府注意時纔判曰:“趙氏不應占魏

景宣前妻之業，合還其親男魏汝楫管佃，仍仰尊長魏景烈等糾覺，

不得更容典賣。”①此時的魏汝楫已生子，由魏汝楫撫自孤幼至長

大，或許因一直與同居親共居，所以既不必用孤幼檢校法，也不得

私自擅典賣家產。雖然李細二十三的例子有“侵欺規隱”之嫌，不

足爲不必申官之準據，但魏汝楫的例子至少顯示如有同居親可以

托孤，官府便無須越俎代庖，而財產之檢校也就更是多此一舉了。
由前文討論可知，宋代的孤幼檢校政策只行於無人可托寄者，

並不是一項必須執行的法規。如果孤幼之寡母是正妻或家有長

兄，官府就不應檢校; 如爲婢妾之類的親母，便可陳請檢校。但孤

幼只要還有宗親族人願意照養之，或家中財產未起糾紛，就不一定

要用檢校法，因此檢校法只是保全孤幼財產，確證其能得到撫養的

最後一道防線，官府並未主動地將所有撫養孤幼的責任承攬過來，

還是寄望親族負起教養之責。② 至於孤幼果真無人可托，或無人

爲之陳請檢校時，官府就强制要求廂耆、鄰人擔起社會義務，做好

通報官府的工作。
孤幼檢校政策的對象是孤幼，然此法實施的年限若何，孤幼到

何時纔“出幼”，官方應有規範。③ 前引張文更案的判決文有“候年

及格，官盡給還”，似乎孤幼有一定的年齡標準，過了這個年齡，官

府便應給還檢校的家財。《清明集》中有不少案例都以“出幼”來

判斷其人是否有行爲能力。如“爭田合作三等定奪”案的翁泰，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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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文以出幼之前、出幼之後，作爲區分其是否有能力進行交易或管

業的方式。①“生前抱養外姓歿後難以搖動”案的邢堅，打官司時

已十四歲，然判決文曰“目下聽從( 叔) 邢柟爲之掌管，候其出幼，

卻以付之”，②也是以出幼與否決定其可否典掌家業。“欺淩孤幼”
案出繼的榮哥，見在田產責付本生父祖管理，以俟出幼，依然考量

的是其行爲能力。③“房長論側室父包并物業”案與“同業則當同

財”案，都同樣將孤幼之家業封寄縣庫，候其出幼日給還。④

孤幼一旦出幼，官府的責任便了，但孤幼何時纔出幼呢? 正如

前引歐陽守道在論檢校法之抵當給借時曰:“十數年未成丁，則息

錢多至於無算，成丁自立之後，皆可以訟其尊長取息錢也。”這或是

以有司法訴訟能力的成丁爲出幼之期?⑤ 《清明集》的“叔父謀吞

并幼侄財產”案，官府判檢校財產之外，命逐年納租課充束脩服食

之費，“候成丁日給還”，⑥或也把成丁日當成出幼時? “叔教其嫂

不願立嗣意在吞并”案，判決文有: “李學文既娶而亡，其祖又嘗爲

立嗣，則非未成丁之子矣。”⑦此處雖未言及孤幼檢校，但已婚娶者

視爲成丁，似無疑義。然出幼與成丁是否爲同一回事? 元代《吏學

指南·老幼疾病》“成丁”條可作一參考: “男子十七歲出幼，二十

已上成丁，謂可以力役也。”⑧成丁與出幼顯然是有一段差距的，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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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丁年是二十歲，成丁者除了負擔力役，還要納稅，①這些對國

家的責任與義務，可能不是一個剛出幼的人所能承受得了的，《吏

學指南》將成丁或出幼的年齡隔開應是有道理的，但出幼是否定格

在十七歲，還可再討論。

古禮裏十五歲是人生的重要分水嶺。《儀禮·喪服傳》“夫死

妻稺子幼”鄭玄注云:“子幼謂年十五已下。”②《論語·爲政》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邢昺疏云:“言成童之歲，識慮方明，於是乃

志於學也。”③從教育觀點論，成童學行未精，仍目爲童子，但其心

智成熟度已非幼童可比，故知志於學也。《禮記·內則》謂女子: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④《孔子家語·本命解》魯哀公曰:“男

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⑤這是說男女到十

五歲，生理成熟度已達可以婚姻、可以生育的標準，也就是他們有

養家活口、撫育下一代的能力。古人把十五歲視作心理、生理成熟

的起點，而十五以下爲幼，此種看法對重視儒學的宋人來說，可能

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前文言及翁泰、邢堅等案，都以能進行交易或管業爲“出幼”

的條件，這是把出幼者看成有處事的行爲能力，不必再由代理人或

監護人代行職權，可說其心智已達成熟階段。《清明集》有一案爲

“繼母將養老田遺囑與親生女”，其中引法條曰:“寡婦無子孫年十

六以下，並不許典賣田宅。”⑥亦即子孫年十六歲以下，寡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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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自處分夫家田產，此乃夫死從子之義。換言之，十六歲似乎是

男性子孫可以處置家產的法定年齡，而十五歲以下皆屬幼，過了

十五歲就算是“出幼”。“生前抱養外姓歿後難以動搖”案的邢

堅，十四歲時還在孤幼檢校之列，亦可證“出幼”的年限不應低過

十五歲。

生理的成熟度也應是“出幼”時之重要考量。“立繼有據不爲

戶絕”案有: “在法: 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並聽婚嫁。”①婚嫁

代表對家庭的承擔能力，是衡量其可否處理所有家事的指標，這裏

當然也包括管理家業與買賣田宅等事。男、女婚年雖有不同，但未

必代表“出幼”的年限定有差別，如十四歲的邢堅尚屬孤幼，官府

能保證十三歲的女子比他更成熟? 處事能力更强? 但反過來說，

婚姻既然是一個人成熟度的最佳標示，那麽他( 她) 即便未達法定

婚齡而已成婚，仍可認爲他( 她) 已具備判斷事情的行爲能力，《清

明集》“官爲區處”案就是這樣的例子。李介翁死而無子，其婢鄭

三娘生女曰良子，官以其孤幼而檢校家財。後鄭三娘出嫁宗子，良

子歸房長撫養，並從幼婚之議，納余氏之聘，良子亦“就養”於余

氏。其後，鄭氏依後夫之意，奪良子而去，並“改嫁”於趙必慣。良

子此時年方十二，尚未到法定婚齡，鄭氏後夫等劫奪而改嫁他人，

意在“脫所寄庫之物”。② 此舉非趙必慣所爲，亦即這不是夫欲控

制妻產，而是良子之本家親友謀占良子之家財。可見未達法定婚

齡者一旦婚娶，就表示其有處事之行爲能力，不再需要用孤幼檢校

法保全其財產，故男不足十五歲成婚，女不足十三歲嫁娶，也可視

爲“出幼”。

宋代孤幼檢校政策的出幼年限，不應低於十五歲; 未達法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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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的嫁娶，只是特殊例外的出幼條件。但從實例上看，官府判還寄

庫財物未必嚴守十五歲的出幼時程，像“叔父謀吞并幼侄財產”
案，可能就因孤幼須接受學校教育，尚須由財產中支撥束脩服食之

費，而拖延至成丁日再給還。“爭田業”案的孤幼因母在，不由官

府檢校財物，但嗣後爲田業而告官興訟時，判決文曰，“十八歲曉

事”，①顯示官吏對“出幼”有不同的認知。

在其他的國家法令上，也有類似對孤幼的年齡限制。如徽宗

大觀二年( 1108 ) 恤災詔: “如有孤遺及小兒，並送側近居養院收

養，候有人認識，及長立十五歲，聽從便。”②是說孤幼收養者到十

五歲便 可 離 居 養 院 自 立，這 正 是 出 幼 的 概 念。孝 宗 乾 道 七 年

( 1171) 賚賜詔謂“男兒少壯及等”是“年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

下”，只插板招刺一次，與“孤幼之家”的常加存恤，③明顯區隔，也

說明十五歲以下是孤幼。光宗紹熙元年( 1190) 樞密院請支錢米，

養贍歸正人之孤幼，“詔候年及二十，即行往支”，④則是把出幼之

年提高到二十歲，可能有特別奬助歸正人孤幼之意。《慶元條法事

類》規定陳乞恩澤的時限是: “其家若無尊長及近上親屬，止有子

孫而年小者，自十八歲理; 若止有未嫁女，元得旨許安排女夫者，自

應出嫁日理。”⑤這是把十八歲與成婚，視爲有行爲能力，能夠處

事與理家的年限。國家法令大致以十五歲爲“出幼”之年，但也

不時可見其權宜性的做法，與《清明集》各案例顯示的情況頗爲

類似。

總之，孤幼檢校既作爲國家政策，條法中又有“候年及格，官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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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九之八“恤災”徽宗大觀二年八月十九日條，頁 5842 下。
同上書禮六二之七七“賚賜二”孝宗乾道七年七月十六日條，頁 1733 上。
同上書兵一九之九“歸正下·歸正人”光宗紹熙元年正月十三日條，頁 7033 上。
《慶元條法事類》卷一三《職制門》“亡役殁”，頁 283。



給還”之語，則國家應該訂有“出幼”之年格，纔足以作爲施政之依

據。但地方官或許會考慮到個人的心智成熟年齡或生理成熟年齡

不盡相同，很難畫一用十五歲爲絕對的判斷標準，故斟酌個案，彈

性調整，致“出幼”的年限可能稍有差異。但無論如何，二十歲的

丁年已要負擔國家義務，以此作爲“出幼”的上限，算是最寬鬆的

認定了。

五 孤幼分財案件之檢討———
兼論南宋“女合得男之半”

父母在時的生分或遺囑分配家產，因諸子份額已定，引起的訴

訟相對較少。可是如果父母不曾預作分配，或子女幼弱根本保不

住自己的份額，則難免爭議不斷，要靠官府的裁決，《清明集》中的

許多案件就專爲孤幼分財不平而來。

孤幼因年紀小，通常欠缺意思表示能力，不易維護自我權益，

所以相關的訟案不是由他人代理投狀，便是待自己長大後再行起

訴。南宋教訟之風頗盛，地方官方秋崖頗厭之，有十二歲之投狀

者，判決文曰:“蓋易從□鋪也，豈不知年尚幼，法不當爲狀首，而教

之訟。”①教十二歲之幼者到書鋪寫狀，必然另有其人，即使投狀者

爲年幼之當事人，而教訟者隱身其後是不問可知的。孤幼年長後，

可對自己昔時所受的不公平待遇提起訴訟，官府不得因其年歲久

遠而拒不受理。紹興十三年( 1143 ) 就有這樣的例子: “大理寺參

詳戶部所申，違法典賣田宅陳訴者，依敕自十八歲理，限十年。係

謂典賣田宅之時年小，後來長立，方知當時違法之類，即合依自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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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歲理，限十年陳訴。”①宋人以“十八歲曉事”，②此處讓孤幼長大

至十八歲自理訴違法典賣田宅事，正有協助弱勢者爭取權益的用

意。孤幼的分財案件不盡與典賣田宅相關，其自訴的年齡也未必

以十八歲爲限，但官府允許回溯當初之分財情況，毀抹、改正其不

平處，則是保障孤幼，維護社會正義的必要作法。

分財繼產的方式與份額，與當事人的身份有絕對關係，有子或

無子，諸女與命繼子間，各有不同的分財法。孤幼的情形大體與成

人相似，但也有些獨特性，值得深究。就孤幼的身份來說，如家中

無男性子孫，只有女性姊妹時，分財案原則上依戶絕法來處理。
《天聖令·喪葬令》“身喪戶絕”條:

諸身喪戶絕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宅店、資財，令近親

親依本服，不以出降。轉易貨賣，將營葬事及量營功德之外，餘

財並與女。戶雖同，資財先別者，亦准此。無女均入以次近親。

無親戚者，官爲檢校。③

這是無遺囑處分時戶絕財產的給付方式。此法源自唐代，初不限

制繼承戶產之親女身份，惟心懷覬望，與夫合謀侵奪家財之出嫁

女，不在給與之限。④ 北宋的戶絕法開始區分親女的身份與份額，

事實上在《天聖令·喪葬令》“身喪戶絕”條之前，宋太祖建隆四年

( 963) 的臣僚建議，⑤與天聖四年( 1026 ) 的戶絕條貫，都訂下無在

室女給出嫁女三分之一家財的規範。⑥ 哲宗元符元年( 1098) 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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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四七“訴訟·田訟”紹興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條，頁 6601
上。
《清明集》卷六《戶婚門·爭田業》“爭田業”，頁 179。
《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 附唐令復原研究) 》，校錄本，頁 357; 清本，頁 425。
《宋刑統》卷一二《戶婚律》“戶絕資產”唐開成元年七月五日敕節文，頁 198。
同上書，臣等參詳條，頁 198。
《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五八“民產雜錄”仁宗天聖四年七月條，頁 5902 下。



進而依家財數量，對各身份之親女作出分配原則: 戶絕財產均給

在室及歸宗女，千貫以上者，出嫁女得三分之一; 止有歸宗女者給

三分之二，餘一半給出嫁女; 止有出嫁女者，視家財數量多寡而給

之。① 這顯示北宋的戶絕法較唐代精緻而嚴格，不再籠統看待諸

女。
南宋的戶絕法於在室女、歸宗女的份額稍有變動: 戶絕財產

盡給在室女，歸宗女減半。② 然南宋最引人注目的是，戶絕之家普

遍另立繼絕男以奉香火，致使其與諸親女間的財產需重作分配。
宋代有立繼、命繼之分，“立繼者與子承父分法同”，③即其財產權

同親子法; 命繼子於絕家財產之持分，端視其與絕家諸女之關係而

異。《清明集》“處分孤遺田產”案的判決文引用戶絕法曰:

准( 準) 法: 諸已絕之家而立繼絕子孫，謂近親尊長命繼

者。於絕家財產，若只有在室諸女，即以全戶四分之一給之，

若又有歸宗諸女，給五分之一。其在室並歸宗女即以所得四

分，依戶絕法給之。止有歸宗諸女，依戶絕法給外，即以其餘

減半給之，餘沒官。止有出嫁諸女者，即以全戶三分爲率，以

二分與出嫁女均給，一分沒官。若無在室、歸宗、出嫁諸女，以

全戶三分給一，並至三千貫止，即及二萬貫，增給二千貫。④

此案爲解汝霖因虜入寇，夫婦俱亡，數年後幼女、女孫回歸，由其侄

解懃撫養，並主管生業。解懃立繼子以承汝霖之業，終致引發爭

議。范西堂判曰: “幼女、孫女並係在室，照戶絕法均分”，即置關

三本，均作四分處置。按此孤幼三人，在室之幼女、女孫共得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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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一哲宗元符元年八月條，頁 1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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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取贖》吴恕齋“孤女贖父田”，頁 316。
同上書卷八《戶婚門·立繼類》“命繼與立繼不同”再判，頁 226。
同上書卷八《戶婚門·女承分》，頁 288。



之四分之三財產，而命繼幼子得四分之一。該種分法並非專爲孤

幼而設，但官司亦準此爲孤幼分配。至於二女所分得，主要存爲其

“出適之用”，亦即爲嫁資。①

類似之孤幼分財事還有“官爲區處”案。② 李介翁死而無子，

僅有一婢生女良子，官司爲之立嗣，應是戶絕之家親女與命繼子的

關係。良子爲孤幼，官司檢校家產時，“指撥良子應分之物產”，

“以待其嫁”。良子與命繼子的份額應依戶絕法處斷，而良子的所

得份就充作嫁資，只因其爲孤幼，所以官爲寄留，“爲撫孤幼計者悉

矣”。易言之，戶絕法中在室女之份額，名爲嫁資，其實還包含其未

嫁前的生活費在內。只是戶絕法采取內含方式，用一個概括性的

總比例來表示而已。

戶絕法雖有定制，可是官司判決時而另有考量，未必皆依常

法。“阿沈高五二爭租米”案，③高五一死而無子，僅有婢生女公孫

年一歲。高五一親弟五二立次子六四爲五一後。未幾，公孫母攜

之改嫁，高六四亦於出幼後乞給承分田產，而官司“照條”以四分

之三與高六四，存一分於公孫。此一分產業候公孫出幼，以爲招嫁

之資。本案雖爲親女與命繼子的關係，但卻不依戶絕法分給，是因

公孫隨母改嫁之故? 判決文未交代清楚，只是官司既然“照條”分

給，當有其依據。④ 公孫的這分產業，官司視其爲兩種用途，一是

“爲撫養公孫之資”，一是“招嫁之資”，同樣是將生活費內含在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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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所得之戶絕財產即其嫁資，女承分與嫁資可互用。見柳立言《宋代分產法“在

室女得男之半”新探》( 下) ，《法制史研究》第 6 期( 2004) ，頁 73—79。
《清明集》卷七《戶婚門·孤幼》韓似齋“官爲區處”，頁 230—232。
同上書卷七《戶婚門·女承分》，頁 238—239。
官司“照條”分給究竟用的是何法條，並不清楚; 爲何不用戶絕法，理由也不明。高

橋芳郎也有此質疑，見《譯注〈名公書判清明集〉戶婚門》，東京，創文社，2006 年，頁

455。



資中。
“官司斡二女已撥之田與立繼子奉祀”案，①也不依戶絕法。

黃行之無嗣，有二幼女，初未命繼，二女依諸女之法均給。後立昭

穆相當之人爲後，官司斡旋將二女已撥之奩田，拿出三分之一給繼

子爲蒸嘗之奉。或許這是已分產後之變更，所以權作三等均分，並

未采取在室諸女得四分之三，命繼子得四分之一的方式。

同樣是孤女，在不同的繼承情況下，地方官可能會作不同的裁

決。“侵用已檢校財產論如擅支朝廷封樁物法”案，②就是這樣的

例子。曾二姑是曾仕殊之孤女，爲曾元收之侄女。曾二姑的財產

應經官府檢校，但曾元收因擅支而被決脊杖。曾二姑的繼承分兩

部分來執行，一是“曾士( 仕) 殊一分家業，照條合以一半給曾二

姑”，另一是“仕殊私房置到物業，合照戶絕法盡給曾二姑”。這樣

看來，前者好像是曾仕殊與兄弟之衆分家業，後者是曾仕殊的私人

所有，或妻之隨嫁田產。但曾仕殊如未與兄弟分家，官府還有必要

檢校曾二姑之財產嗎? 判決文在此未作說明。③ 比較沒有爭議的

是曾仕殊的私房物業，既然不爲之立繼，自然應依戶絕法盡給其

女。至於曾仕殊所承自共財家庭的產業，官司顯然對曾二姑的繼

承方式有不同的法律見解。僉廳及推官以其出嫁女的身份只給三

分之一，胡石壁則認同大使司札內之語:“興詞雖在已嫁之後，而戶

絕則在未嫁之先”，亦即仍應依戶絕法給在室女。只是同樣是曾仕

殊的財產，同樣是在室女的身份，胡石壁卻私房盡給之，而衆分之

財給其半，並謂“如此則合用在室女依子承父分法給半”。胡石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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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集》卷七《戶婚門·立繼》，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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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何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來裁決，令人不解，該案還要送交提刑司，

故是否就此定案，也未可知。讓人深思的是，胡石壁認爲“在室女

依子承父分法給半”是“照條”行事，但該條是否即“在法: 父母已

亡，兒女分產，女合得男之半”。① 頗有可疑，因爲該法是兒女分

產，而非戶絕之諸女分產，且不曾言及另半沒官，是以若非胡石壁

另有所指，便有比附之嫌，而事實上，胡石壁的判決既不從戶絕法，

也不從兒女分產法，竟是折中於戶絕法的在室全給與出嫁的三分

給一之間，②胡石壁比作子承父分法給半，或許就是由此而來。

前述諸例均爲父死無子，戶絕諸女或與命繼子之分產，該戶絕

法適用於一般人，也同樣用於孤幼。戶絕法之份額已訂，孤幼的生

活費已內含在份額中，就諸女而言，該份額便以嫁資爲名。然而，

父死無子與有子的情況大不相同，無子之戶絕法到宋代纔發展出

份額制，有子之分法則依然以傳統的子承父分，在室者減男聘財之

半爲原則。《清明集》“立繼有據不爲戶絕”案的吴有龍係吴琛生

前抱養，依親子法，“合與照條承分”; 吴琛之在室女二十八娘年已

及笄，亦只“照條給與嫁資”。③ 吴有龍與二十八娘俱已成年，並未

用“女合得男之半”的分法，而子承分與女嫁資之間也看不出男二

女一的迹象，至於嫁資與聘財數量是否已作了改變，本案同樣看不

出來。④ 不過在司法擬筆中有一段文字非常值得玩味，兹引述如

下:

殊不思已嫁承分無明條，未嫁均給有定法。諸分財產，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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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關係如何，似還有探討空間。見柳立言《宋代分產法“在室女得男之半”新探》
( 下) ，頁 47—48。



娶者與聘財，姑姊妹有室及歸宗者給嫁資。未及嫁者則別給

財產，不得過嫁資之數。①

出嫁女已得嫁資，不能再得其他份額，故曰“承分無明條”。未嫁

者分財產時，只提到給嫁資，同樣是無其他份額。但文中最後一句

話很容易被人忽略:“未及嫁者則別給財產，不得過嫁資之數。”這

裏很可能是指給孤幼諸女的生活費，它避開嫁資之名，只稱爲財

產，而且既稱“別給”，就是嫁資以外的一項必要費用。這個概念

對傳統分法可能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蓋孤幼諸女別給生活費，

至少會削減兒子之承分，只是變動的數量應該不會太大。
“女合得男之半”的分法，最典型的案例是劉後村判的“女婿

不應中分妻家財產”。② 劉後村認爲周丙身後財產合作三分，孤幼

之遺腹子得二分，已婚之細乙娘得一分，如此分析，方得法意。判

決文指出縣尉所引張乖崖三分與婿故事，“即見行條令女得男之半

之意也”。由是可知，該條令的對象至少是孤幼之男與長大之姊。

張乖崖的故事發生在北宋真宗咸平三年( 1000) 前後任知杭州時，

《宋史》卷二九三《張詠傳》記載曰:

有民家子與姊婿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

見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婿。詠覽

之，索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托汝。苟以七與子，

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婿，人皆服其明斷。③

類似小兒與姊、婿的爭產案，早在漢代何武的判案中已出現( 詳第

二節) ，何武雖然悉奪財以與子，但曰: “弊女惡婿，溫飽十五歲，亦

已幸矣!”顯然承認姊婿花了費用撫養幼弟。這類父母早故，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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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集》卷七，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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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頁 9802。



孤幼的分產案件可能在社會上不斷出現，可是總沒有既保障孤幼，

又顧及撫養方的辦法，可以公平處斷子與姊、婿的財產份額。張詠

揣摩其父心意，並倒轉遺命，在考慮姊婿撫養幼弟後，乃以子七，

姊、婿三之比，變通傳統的子承父分，女得嫁資之法，亦即抑低了子

方的份額，而抬高了女方的所得。張詠斷案當時尚未出現相關之

特別法，但他的裁決合情合理，令人心服口服，似也自此立下一個

典範或先例。“女婿不應中分妻家財產”案所引的法條:“父母已亡，

兒女分產，女合得男之半。”應該就是據張詠的法意而略作修正，蓋

男二女一比男七女三要好分配些吧! 本案將張詠故事與“女合得男

之半”的條令作了如此密切的牽合，其間的關係應不難體悟出。
自繼承法的角度言之，“女合得男之半”是一項專爲孤幼分財

而設的特別法，但它在實際運用上容易有模糊空間。因爲孤幼的

年限有些游移不定，二十歲以下的男女或未婚者，都有可能在父母

亡後之分產時被視爲孤幼，以致到底該用子承父分之普通法，還是

要用“女合得男之半”之特別法，就要看執法者怎麽去認定，《清明

集》“女合承分”案可能就是一個例子。① 鄭應辰家有田三千畝，庫

十座，遺囑各給二女田一百三十畝，庫一座。但應辰死後，養子欲

掩有而興訟。范西堂判曰: “假使父母無遺囑，亦自當得。若以他

郡均分之例處之，二女與養子各合受其半。”范西堂最後是依遺囑

判給，他認爲遺囑所給合於二女之嫁資，故曰“亦自當得”。判決

文中最特別的是，范西堂用半威脅的語氣指出，他郡之例用女合得

男之半法。該案不詳二女之年歲，如其已嫁，自然已有嫁資; 可能

二女尚未嫁，以致養子不滿其豈能有承分。二女未嫁，父母又亡，

如以孤幼視之，也無不可，這大概就是范西堂提到女合得男之半的

理由。是否爲孤幼既在模稜之間，端看執法者如何去判定。從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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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堂所引他郡之例來看，推測確有地方官用孤幼分產之特別法，取

代傳統的男承分，女嫁資之普通法。

“女合得男之半”法應該是在張詠斷案之後纔出現的，《清明

集》數次提及此法，顯示南宋已運用得頗廣，而且從“繼絕子孫止

得財產四分之一”案來看，法司的處理是有本有據的。① 田縣丞有

二子，世光( 登仕) 係抱養子，珍珍( 珍郎) 係親生子。世光死，無

子，婢秋菊所生二女尚幼，縣丞弟以子世德奉世光香火。珍珍母劉

氏爲縣丞側室，珍珍與二妹皆幼，爲其所生。劉後村判決文曰:“使

登仕尚存，合與珍珍均分，二女各合得男之半。”此四人同一繼承順

位，登仕爲長兄，珍珍與二妹俱孤幼，執法者用的正是孤幼分產法。

顯示有長兄，仍可用此法。然登仕既死，“止得依諸子均分之法”，

即“所生母與所生子女各聽爲主”，這是劉後村爲防秋菊母子爲劉

氏所欺，所爲之變通之計。劉後村於田產用二子對分之法，浮財部

分則全由劉氏收管，准折之後，登仕與珍珍、二妹還是同於孤幼分

產法，故判決文曰:“以法言之，合將縣丞浮財田產，並作三大分均

分，登仕、珍郎，各得一分，二女共得一分。”劉後村萬變不離其宗，

最終仍回歸到“女合得男之半”的分產方式。在所生母子對分田

產後，此二分家財又因繼承者之身份關係不同，所用之分產法也不

相同。世光二女與命繼子用的是戶絕法，“合以四分之三給二女，

以一分與所立之子”。珍珍與二妹用的依然是孤幼分產法: “縣丞

二女合與珍郎共承父分，十分之中，珍郎得五分，以五分均給二

女。”劉後村斷案於法有據，絕非任情好惡。② 登仕存否都已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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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集》卷八《戶婚門·立繼類》，頁 25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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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已成婚，自然需在承父分中拿一份生活費給二幼妹，故登仕的份

額要抑減，而二妹不止有嫁資，其份額增長爲男之半。類似情況也

發生在珍珍身上，他要在自己的承分中提撥出生活費來。而珍珍

或二妹的扶養人，就以該費用爲照顧他們的代價。
總之，“女合得男之半”是考量孤幼生活所設計出的財產分配

法，是宋人體諒孤幼處境，依據張詠斷案之法意訂製出的新法。就

繼承制度而言，戶絕法與兒女分產法都是補充傳統的子承父分法。
前者適用於無子有女或立命繼子，後者只用於有子有女，且其中有

孤幼者。二者都出現於宋代，甚至是南宋，應視爲子承父分法的補

充法，具有特別法的性質。兒女分產法不應只是江南的社會習

慣，①侵占孤幼財產的案例，早在漢代河南地區的陳留、南陽，與蘇

北的沛郡都發生過( 詳第二節) 。大概直到張詠斷案立下判例後，

宋政府纔據以立法，故《清明集》中之案例未必只代表江南習慣。
爲孤幼設計的兒女分產法，所謂“女合得男之半”，應指在長

男承分中扣下供幼妹的生活費，在幼弟承分中扣下給長姊供自己

的生活費，或只有年幼子女時，子承分中扣下的生活費供幼子幼女

共用。由於生活費的調撥，女子於嫁資之外再加上一個份額，因此

看似增加其承分。故如不能了解該法的適用對象爲孤幼，兒女份

額的變動源自生活費的供與需，而以爲南宋女子的財產權較大，②

或因厚嫁便認爲女兒可繼承更多家產，③則不免是個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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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仁井田陞《宋代の家產法における女子の地位》，收入《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

農奴法·家族村落法》，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 年，頁 365—392。
柳田節子《南宋期家產分割における女承分について》，《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

史研究論集刊行會》，東京，同朋舍，1989 年，頁 231—242。
Bettine Birge，Woman，Property，and Confucian Reaction in Sung and Yuan China
( 960-136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 76-104，113-115; 伊

沛霞著，胡志宏譯《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88—94。



《清明集》引用兒女分產法時曰“在法”，則相關判案絕對不應

是執法者的個人見解。① 至於該法是否爲地區性的法令，②從《清明

集》的“在法”、“準法”、“又法”等皆未見地區特別法，以及孤幼分產

問題由漢至宋，由北至南皆見類似案件推想，該法似已由個別判例

發展爲全國性的法規。③ 爲孤幼製訂之兒女分產法，因生活費之扣

減或外加而調整男、女財產比例，但並未動及各自本有的聘財或嫁

資，更無須考慮父母有沒有付過聘財或嫁資，④故不與傳統法的男得

聘財、女得嫁資相衝突。兒女分產法與孤幼檢校法都是宋代慈幼政

策的一環，都爲保全孤幼的財產與生活而設計，具經濟援助效果與

社會政策性質。⑤ 所不同者，前者在分財時行用，後者在撫養時行

用。

然而，兒女分產法在運作時不免與傳統的子承父分法重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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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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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賀秀三《中國家族法原理》，頁 362—363，370 注 20。
大澤正昭視其爲處理地方特殊問題的現實法令; 青木敦也同意這是由地方習慣制訂

爲法令; 戴建國否認“女合得男之半”是全國普遍通行法律，乃特定地區之特別法。
見大澤正昭著，劉馨珺譯《南宋的裁判與女性財產權》，《大陸雜誌》101: 4( 2001) ，頁

22—37; 青木敦《地域與國法———南宋“女子分法”與江南民間慣習關係再考》，收入

熊秉真編《欲掩彌彰: 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公義篇》，臺北，漢學研究

中心，2003 年，頁 109—131; 戴建國《南宋時期家產分割法“在室女得男之半”新證》，

頁 234—236。
Bettine Birge，Woman，Property，and Confucian Reaction in Sung and Yuan China
( 960-1368) ，pp． 84-85．
柳立言以爲該法用在父母未付過聘財或嫁資的場合，政府無可比照，只好用男二女一

的簡單方式。見《宋代分產法“在室女得男之半”新探》( 下) ，頁 80—83。
永田三枝認爲該法只適用於父母亡、子幼、女仍在父家之場合; 高橋芳郎把該法看成

是一種社會政策，爲保障無父母兄弟照顧之未婚女子，或爲保全未成年男子的生命和

財產安全。見永田三枝《南宋期における女子の財產權について》，《北大史學》31
( 1991) ，頁 1—15; 高橋芳郎著，姚榮濤譯《“父母已亡”女兒的繼承地位———論兩宋時

期的所謂女子財產權》，收入川村康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

制史重要成果選譯》卷三宋遼西夏元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333—342; 又《再論南宋“兒女分產”法》，《法制史研究》13 期( 2008) ，頁 44—64。



錯，二法在男承分、女嫁資上皆無所異，惟因撫育孤幼便改變了分

財比例，尤其是大幅抑低男子之份額，大量提高女子之所得，能否

爲父系家族所接受? 孤幼男子長大後會否要求按傳統法重分配?

宋代以後，宗族意識愈發强烈，教養孤幼本來就是宗親族人的義

務，何需在父母遺產中專門挪出生活費，而影響到子之承分? 或許

正因爲有這些質疑，兒女分產法在元代以後便消失無蹤。

六 結 論

漢唐之際對孤幼的照顧以賑賜爲主，其在政府心目中的分量

似不如老寡。南朝雖出現專責收養機構，唐代有悲田養病坊，照顧

孤幼等弱勢者，但始終沒有把恤養孤幼視爲政府的責任，反而將之

托諸親鄰。漢唐政府沒有制訂撫孤政策，只有在孤幼發生爭財訟

案或爲保全大臣家產及其遺孤生活時，纔會介入孤幼家務，爲之清

點、分配財產。漢唐間的孤幼不僅存在撫育的問題，還有財產遭侵

奪的危機，這些情況直到宋代，政府纔擬以制度化的方式改善之。
宋政府相當重視慈幼政策，而孤幼檢幼法與兒女分產法是其

中極重要的部分。前者有保障孤幼生活，與保全其財產的作用; 後

者係專爲分配孤幼家產而設計。官方檢校孤幼財產，歷經兩宋政

府的數次調整纔算定案，由初時的置庫收管、點檢孤幼家財，月給

錢、歲給衣以照養之，到後來的寄於常平庫中，以質當舉錢法撫養

孤幼，顯示公權力以最不耗用國家財務的方式，運用孤幼己家之財

來解決其生活問題，並由此避免被族人鄰里侵占。儘管宋政府爲

此政策設下諸多防弊措施，但仗勢請貸，負勢不償的情形依然盛

行，再加上管理失當，懲治效果不彰，致使孤幼長成後難以給還其

家財，而保全財產的初衷遂無法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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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幼檢校法的執行有一定的規範，通常由孤幼的尊長或宗親代爲

申請，但如無人可托，廂耆、鄰人也被賦予申官之義務。不過這項國家

法令不是行於每個符合條件的孤幼; 而家有長兄或寡母是正妻者，官

府也不會受理其申請。至於孤幼的年限，宋令雖未明訂，然需以其心

理、生理成熟度爲判斷標準，大體上說，宋人以十五歲或婚姻爲出幼之

年，並會視情況作彈性調整，但終究不會超過二十歲的成丁之年。
兒女分財法僅見於南宋，是專爲父母亡故之孤幼所制訂的繼

承法。傳統子承父分，女得嫁資的繼承法依然盛行於兩宋，但也針

對戶絕女與孤幼設計出特別法以保障其財產權。戶絕法從北宋的

戶絕條貫，到南宋爲諸親女與命繼子都訂下各人之份額，親女的生

活費包含在其份額中，而以嫁資爲名。兒女分產法是爲防孤幼分

財不平而來，亦即擔憂孤幼男之份額被長姊等侵占，孤幼女無人照

料，生活無着。所以該法扣減長兄之承分，將所減部分當成幼妹的

生活費; 而幼弟承分中亦扣下自己的生活費，交由長姊來撫養; 而

長姊或幼妹便於原本嫁資之外，因爲另得一筆撫養費或生活費，看

似其份額增加了。孤幼之家男與女的實得分，便在這樣此消彼長

的重分配中，出現“女合得男之半”的新方式。
孤幼的財產分配危機自古即存在，張詠的斷案樹立了典範，南

宋的兒女分產法未嘗不是在該種歷史背景與張詠的判例中衍生出

來的。只是《清明集》所引法條極爲簡略，不明父母亡後孤幼子女

與其兄、姊的關係，也不明長兄是否同意用此法，而不用傳統分法。
或許因爲法條規定不夠周全，實際運用有模糊空間，又可能與父系

成員的利益發生衝突，故該法只在南宋曇花一現，往後便不再見其

蹤迹。兒女分產法雖僅是驚鴻一瞥，卻顯示時人對孤幼的重視與

哀矜之意，而該法應該是宋人慈幼理念下引導出的政策。

( 本文作者係臺灣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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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y port by the Qing government，etc． These incidents were not
highly significant，but they proved very critical for the Qing's politics
at that time．

The Orphan Policie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in Song Dynasty

Luo Tonghua( p． 341)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legal system employed special attention to
taking care of orphans' lives and their properties． The Orphans'
Property Inspection Law secured orphans' lives and their belongings;
the law would not be enforced if relatives were willing to raise the
orphans． The Law of Inheritance for Sons and Daughters was a new
regulation designed to protect orphans and their properties． Thus，
there was a special law that had contents that included “Female
Descendants Receive Half the Inheritance of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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