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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從矯正機關收容人口結構之變化 探討其因應之道

摘要

李明謹

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與多元化，犯罪與治安問題影響政治、經濟及社會

的發展。本研究收集法務統計年報及統計月報，探討矯正機關收容之結構特

性，並瞭解受刑人在性別、罪名、年齡、刑期等面向的特徵，期對矯正機關收

容現況有較周全的觀察及瞭解。研究發現，矯正機關呈現長期超額收容、受刑

人長刑期化及高齡化、收容人處分類別多元化、特定犯罪類型收容人數偏高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公共危險罪及詐欺罪）、累再犯人數逐年偏高、新入監

受刑人以短期自由刑居多等現象，深深影響矯正機關之管理及處遇措施。

為因應矯正機關收容如上述趨勢變化，提出以下建議：(1)善用多元轉向

制度；(2)健全矯治處遇，重視受刑人處遇規劃；(3)改善收容人生活設施與空

間，建構人道與安全的拘禁環境；(4) 運用修復式正義理論觀點處理犯罪問題；

(5) 健全社區處遇制度；(6)逐步建立降低監禁率之刑事司法體系共識。尤其是

我國正在民主深化的進程中，對於監獄之定位與目的，及監禁是否能有效達成

預防犯罪之定位，或許可再重新思考，轉而致力於更完善的社會政策。 

關鍵字：矯正機關、受刑人、官方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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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志亮

《萬國公報》是近代中國發行最久、影響最大的一份西學雜誌，在中國

近代對中西方文化交流發揮了極大的影響。《萬國公報》1868年由林樂知創
辦，以後不斷更新創辦方式與受眾目標，由面向普通基督徒、教眾的宗教性刊

物，逐漸轉變為向士大夫階級傳播西方科學文化的西學刊物。《萬國公報》在

發表大量傳頌基督教的文章與評論的同時，在政治、法律、經濟、文化、軍事、

教育、科學等諸多方面向晚清政府時期的中國輸入了大量來自西方各國的先進

技術與科學理念，其中也傳播了西方先進的刑獄文化。值此《萬國公報》正式

創刊 140周年之際，再現中國近代史上的中西刑獄文化的交流，作為對《萬
國公報》的紀念。

關鍵字：萬國公報、刑獄、中西方、文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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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1
《萬國公報》的前身是《中國教會新報》。《中國教會新報》，1868年

9月 5日，由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在上海八仙橋地區創刊，以「傳播福
音」、「聯絡教徒」為宗旨，主要面向教會人士，因而起初屬於宗教性質的中

文刊物，由上海美華書館負責印刷，每週發行一期，一年發行 50期，在炎夏
和隆冬時分別休刊一週。1872年 8月第 201期時，改名為《教會新報》，每
期最高發行量曾達到 3,500份。1874年第 301期改名為《萬國公報》後，其
宗教內容逐漸減少，世俗內容越來越多，成為一份以刊登時事為主的綜合性刊

物。由於林樂知忙於其他事務，加上經濟拮据，該報在 1883年出版至第 9卷
第 450期後便停刊了。1889年，《萬國公報》又由「同文書會」（1892年
改名為「廣學會」）恢復出版並改週刊為月刊，一直出版到 1907年才終刊。
《萬國公報》登載的有關刑獄方面的時事新聞，成為近代中國人瞭解世界刑獄

的一個重要視窗，對於開化當時晚清中國人的頭腦，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起了重

要作用。

壹、對外國刑獄的報導

一、關於外國刑罰

（一）介紹外國刑罰

《萬國公報》比較全面地介紹了外國尤其是西方國家的刑罰，在內容上

既有用刑理念、刑法修訂、也有刑罰還有行刑，客觀上起到了使晚清中國人不

出國門就可瞭解西方刑獄的窗口作用。1877年《萬國公報》登載曹子漁撰文
「發隱寓言：泰西慎用刑」，「泰西列邦，慎以用刑，嚴以洗冤，期成信讞，

庶無愧怍，審核古人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旨。1」近代中國人看到西方

國家不僅有慎刑這樣的思想，而且也有這樣的立法和司法實踐。1877年《萬
國公報》報導「義大利公議堂派官整理刑法」，義大利議會修改刑法，取消殺

1　曹子漁「發隱寓言：泰西慎用刑」，載于《萬國公報》187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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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罪的死刑，並評價為「但減輕斬律亦仁德之政也。」2在義大利取消死刑，

也被視為仁德之政的表現。

1880年英國議會審核海軍廢除鞭刑，《萬國公報》以「大英國議裁鞭刑」
為標題作了報導，「英廷欲廢軍中鞭撲之刑已非一日矣，茲閱西報得悉，其事

與公議堂核議現由水兵明年西正月起即將此刑除去。」3英國不僅在其本土禁

止私刑即刑訊逼供同樣也在中國的租界地內禁止，1879年《萬國公報》登載
了「禁止私刑車夫示」一則新聞，「東洋手車與江北小車曾因日漸增置有礙行

路，工部局議定限額不給憑照。邇來，車夫時有將照賣與他人，在車主前捏

稱遺失者固屬不合。然其間亦有實在失落以致不能辯白，兼有車夫欠租人車俱

避，一經車主尋見，而該車主並不將車夫送案，輒敢私刑吊打殊屬藐妄，屢經

巡捕查悉將車主解案究罰，乃敢乃蹈故轍，情形極為可惡。昨據巡捕房將私刑

吊打車夫江川川、蔡洪川解送到案，訊驗屬實，除再從寬罰繳養傷洋錢給領外，

合亟出示嚴禁。為此示仰該車主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如有車夫將照盜賣以及被

欠租錢，不能自理者，應即指交巡捕解案訊究，不准私刑吊打情事，如敢故違，

一經巡捕獲送或被告發，定于從重就辦，決不姑寬。」4面對中國人、日本人，

上海公共租界當局一視同仁，把西方國家「法律不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則

引進到了晚清中國。

使人萬分感慨的是，1877年《萬國公報》刊登了一則「臨刑得救」的新
聞。「古巴一埠，各國皆有領事官駐紮。現今古巴亂事未靖，新近有一英人自

美國至古巴，忽被古巴之領兵將軍所獲，認為是奸細，研訊供詞不聽，一定定

為細作之罪。經英美兩國領事官行文帶辯，其將軍置之不理，擬其人之罪以軍

法從事。其軍法乃將有罪之人綁于數步之遠，用兵丁十二人持槍向擊，其十二

槍中有一槍內裝彈丸一齊開放，有罪者應彈而死。其古巴將軍乃于某日行刑，

屆時亦請英美兩國領事到場且兩領事各以本國之旗立于古巴堅定此罪者之旁。

2　「義大利公議堂派官整理刑法」，載于《萬國公報》1877（427）。
3　「大英國議裁鞭刑」，載于《萬國公報》，1880（598）。
4　「禁止私刑車夫示」，載于《萬國公報》，1879（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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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至兩領事用旗遮覆其人，乃言曰請向此旗開槍可也，而該將軍不敢令放槍兵

丁向國旗開放，只得以作罷，論蓋向國旗開槍即系打國度也。斯人于此時方能

得救，緣先兩國領事行文代辯，而該將軍置之不理，故兩領事只好臨時而行此

事也。險哉，斯人一命也，國度失和二也。古巴將軍何先拘執而後無可，如何

至此也。」5外國刑法不僅輕緩，而且行刑也要維護本國公民的利益，看到這

樣的刑場「槍下救人」的壯舉，動輒以刑殺本國百姓為能事以取悅洋人的大清

官員能不汗顏嗎？

美國領事在國外能在刑場槍下救人，對監獄的囚犯又如何呢？ 1878
（493）《萬國公報》在大美國事欄目刊登了「罪囚寬縱」一則消息。「又數
日前，有一處總督將獄中罪囚全行釋放共八十四人，其欲為朝廷恤刑並減去囚

糧等費，然其間亦有情罪較重不宜寬縱者。只循一己之見，未必與情交協。然

另有一囚，因戕害巡捕之案，眾論皆為當死，而朝廷不能遠眾，仍中典刑云。 
」6美國某地總督把監獄裡的八十四人全部釋放，目的是貫徹政府恤刑的人道

主義精神，當然罪行嚴重的囚犯不在此例。社會公眾要求，必須處死殺害員警

的一名囚犯，政府尊重民意，將其明刑正典，意在追求公正。

（二）介紹外國的刑罰動向

關注世界的刑罰最新發展，1876（375）《萬國公報》的大奧國事欄目
刊登「議減囚人死罪」一文，介紹了討論取消死刑的情況。殺人者死，例所不

赦，中外一體也。現在，奧國新的法律規定，除軍隊士兵違反命令應當判處死

行刑之外，普通公民因命案而擬死罪的減等辦理，「此保全民命之處殆，即救

生不救死之謂。」7這是保全公民生命的立法開始，也就是救生不救死的廢止

死刑觀。

1907《萬國公報》刊登「法國已除斷脰之刑的消息。「此誠事理之，無

5　臨刑得救」，載于《萬國公報》1877（459）。
6　「罪囚寬縱」，載于《萬國公報》大美國事，1878（493）。
7　「議減囚人死罪」，載于《萬國公報》，187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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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何也。先是殖民與土民相對敵，劫掠之禍時有所聞，惟以斷脰之刑威之。

始略覺畏懼，有可憫者。彼所以畏懼之，故因其為回教人，一經斷脰，不能戴

頭，以入回教之天堂耳。否則，緊閉之于牢獄中，如禁監之罪非彼所苦也。傳

有之，刑亂國，用重典，其此之謂歟。雖然人民之程度至於不能省刑，是亦秉

鈞衡執教育權者之過也。人民何有焉？傳又有之曰，哀矜勿喜，曰有恥且格，

其三复斯言。」8法國近日已將古時斷脰之刑除去，此誠文明世界之進步，或

者曰惜乎，此事僅可行于法國之本土，若移于各殖民地，如非洲阿爾奇斯之類，

則其人之程度未至似為不可也。

二、關於外國監獄

（一）介紹外國列強在晚清中國上海租界的監獄。

除了刊登介紹發生在外國本土的刑獄內容的信息之外，還刊登外國列強

在晚清中國上海租界的刑獄信息。1871年（130）《中國教會新報》以「上
海之英國新獄」為標題，報導了英國在上海租界建立的新監獄。五年前英國按

察司名哈爾庇駐上海理訴訟案，因監獄容量不大，被關押者擠在一起容易受

病，於是畫了一幅監獄圖示，呈交英國皇請求按照圖示在上海建造監獄。經英

皇批准後，即在上海大馬路之西北隅建監獄一所，今已竣工。「其中，西犯人

應禁者共房五十六間，每間即深一丈寬七尺八寸、高一丈三尺；又十六間為他

人案而應禁者，共房十六間，每間深一丈寬一丈、高一丈三尺；又六間為犯大

案及收禁不遵守約束者，移入之獄。此獄系照外國極大、極潔淨之獄而建，也

多用鐵石為之，其犯人所住之屋，行動自如，每門俱用鐵柱為欄，另加木門，

送飲食及送各物進去，俱由鐵欄出入，即或夏天炎熱開門自然風涼，可免暑

疫。然門皆堅厚，鎖亦緊嚴，人犯欲逃不能，也即窗門亦有鐵條為欄不能逃

越。房內桌凳俱全，臥床亦有，其床長七尺、寬二尺二寸，以高板為枕，皆以

日本好木為之，不致生蟲。其犯大罪所坐之獄，既無地板又复幽暗，窗門小而

無大光矣。外國獄內，凡遇冬必燒火爐，以鐵管曲折盤旋令熱氣四通八達，犯

8　「法國已除斷脰之刑」，《萬國公報》190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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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得受寒。而上海地方此節難以照辦，惟用大火爐六個，設法排列，令火氣

薰蒸，亦可不冷。獄中所用之水由河用鐵管接來，管口用沙煤等物令水經過去

其污穢，飲者無礙也。獄外四面另蓋小房，巡捕居住，其木料俱堅固，房中視

獄無所不見。地基共有一萬七千一百丈，約有二十六畝之大，其建屋之地基有

二千五百丈，此外地基為巡捕梭巡之地。」9該報敘述了上海英國租界新監獄

的審批程序，介紹了監獄中牢房的體積、分類、建築材料、門窗特點以及監牢

內的佈置，尤其是闡述了根據上海的氣候情況而設置的取暖、用水設施，使人

瞭解了西方監獄建築應具備的基本條件。

（二）介紹外國本土監獄

1878年（513）《萬國公報》遊覽隨筆欄目登載了李圭參觀美國賓夕法
尼亞州監獄後寫下的「噴夕省有重犯監獄二所」一文，「輕犯監獄在特一爾拉

窪河東岸，其地名噴的配距費城約二十里，為各項輕重犯悔罪作工之所。凡飲

酒滋事系解到官者，定罪後每七日解往一次，初犯監禁六月，再犯九月，始釋

放。六月十五日，其總管泰君偕游其處，先一日泰君告知費城梅爾以中國有公

幹人員欲往遊覽。李圭 10參觀費城輕犯監獄，該監獄監獄長泰某陪同，前一天

泰某就告知費城市長，中國公務人員向參觀監獄；市長非常高興，命令準備輪

船、馬車接待，指派警察局沿途照料，盡地主之誼中午宴請李圭等中國客人。

李圭較為詳細地介紹了該監獄的建築布局，監獄門外豎著清朝的龍旗，以張顯

兩國關係和好。輕犯監獄，在特爾拉窪河東岸的噴的配，監獄的收押制度，囚

犯生活衛生制度，囚犯勞動制度，監獄囚犯探視制度，李圭認為外國監獄不同

與晚清的，監獄必須保持潔淨、飲食調勻、作息有節、可習技藝和體貼人情。

1879年（540）《萬國公報》刊登「泰西司獄新法」一文，闡述了西方
國家的司獄新法。首先，指出了各國刑罰的不當之處，設置法律機關，以國

家法律規定刑罰，用刑罰尤其是死刑懲罰犯罪不免有失當處。對犯罪人施加刑

具，可以治其外，不可以治其內，能及罪人之身，不能及罪人之心。即使獄吏

9　「上海之英國新獄」，《中國教會新報》1871年（130）。
10　李圭「噴夕省有重犯監獄二所」，《萬國公報》1878年（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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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理解犯罪人的悛悔之志、自新之心，但是刑罰森嚴有犯必懲且絕無寬待，實

行以扙還杖、以刃還刃的法制，終難啟其羞愧之心絕不以身試法，此過嚴之失。

再者，監獄執行刑罰寬容，供給飲食和衣服，貧困之家縱不能食其所食、衣其

所衣，而無主見乏學問者欣羡愛慕，於是敢於犯罪，把坐監獄作為樂事，這樣

監獄裡的服刑人日增其數，這是過寬之失。慎刑獄者以防此二失為上策。接著，

在分析監獄囚犯的基礎上，提出了處遇囚犯的新方法。對於監獄囚犯，應該使

他們深思而感到羞愧和畏懼，犯罪有愧于自己、有愧于國家、有愧于家人，辜

負了鄰里鄉親，無顏立于人世間。只有辛勤勞作，獲取應得收入，才能贖罪。

因此，牢禁中應準備多種勞動事項，使囚犯日夜辛勤勞動創造價值以償複罪

惡。「复有一萬不可缺者，即讀書學禮修德修身與一切奉公守法安分守己之事。

與其被拘之日使其知之務悉也，蓋甘為宵小之流，多因幼失訓教、不明禮義，

凡百所為毫無忌憚及被執監禁，應令彼詠讀書籍以明。夫孝悌忠信禮義廉恥，

覽讀既久，深悔非義之不宜為矣。」11最不能缺少的是，讓囚犯讀書學習、修

德修身、奉公守法安分守己。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覽讀既久，就會深深悔悟所

犯下的罪過。犯罪人有所悔悟，就應得到從寬處遇，以使他們知守禮義務正業。

因而治獄之法宜量度盡善，斷不可流入輕縱。要寬猛相濟，由仁心發為善政，

俾未犯者知懷刑終身畏法，曾犯者知懊悔而後此不罹于法。該文以結合中國倫

理道德闡述治獄新法為特點，這可以說是，最早在晚清闡述了當時西方國家監

獄的教育感化思想與實踐，把近代教育感化刑思想傳播到了晚清中國。

（三）介紹外國之間的刑獄文化交流

對外國刑獄的介紹，並沒有停留在孤立的單個國家上，而是進一步介紹

了外國刑獄文化之間的交流。1871年（152）《中國教會新報》登載題為「日
本國學英國治獄」的文章，報導了日本學習英國監獄制度的情況。日本這個國

家治獄太嚴，英國使臣對日本官員說，貴國牢獄過於嚴酷，犯人被關進監獄其

中就會有許多人不能生還，這不是治獄的公正之道啊。於是，日本官員就自願

向這位英國使臣請教治獄之法。英國使臣回答說，監獄專門羈押有罪的人，但

11　「泰西司獄新法」，《萬國公報》1879年（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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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如果犯罪人罪不至死而竟使其死于獄中，那麼難以平息犯罪人死非其罪的怨

氣，如果真想尋求治獄之道，就請你們政府命令官員前往香港、新加坡參觀英

國設在該地的監獄及治犯之法，這對於你們日本治獄之道不為無補。這位日本

官員深深被英國使官所說的道理所折服，就向政府提出了參觀學習英國治獄之

道。「英國駐日本欽使已立一官導日本官來香港及往新加坡訪求治獄之法規。

現有日本國司獄三官已經到港，日往獄體察矣。」12學習外國的長處，才能彌

補自己的短處，日本學習英國的治獄之道，無疑給晚清政府改良監獄樹立了虛

心學習西方的榜樣。

對日本監獄的報導，不僅介紹日本監獄學習西方的治獄之道，也客觀地

披露其發生的真實問題。1873年（248）《教會新報》在大日本國事欄目登
載了「東洋有囚越獄」的消息，日本兵戶地方有囚越獄，擬斬監候的匪囚十三

名事先相率越獄，為獄吏所覺督率獄卒堵截互相對仗。其中一犯被役卒撲殺，

此囚系為首越獄者，余囚盡數擒回。後經查得，內有五犯系犯殺命事擬定大

辟，因另囚別獄，五犯侈言不須五日仍可脫逃，旋挖掘地道，以事泄不果。有

一犯偽為疾作及間于獄吏，使醫生往驗，五犯乘機兔脫無复蹤影。後經分緝獲

回四犯，其一名仍在逃未落獲，該犯身在重禁而竟能疊肆逃竄亦狡矣哉。對於

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政刑情況，1880年《萬國公報》刊登「論日本政刑得失」
一文作了闡述，「日本自步武泰西，國中政治為之一變，其君大權獨攬，朝號

維新，以視向之，因陋就簡，其氣象故已不矣。然以今日所聞，刑曹則加增，

官吏監牢則滿，系囚徒而作奸犯科與及越獄之事且層見疊出。幾若酷法嚴刑亦

窮于術也，豈世風之日淪、民俗之日壞歟！抑法綱當密羅織周內，民不能堪破

而出此歟！夫有道之世，政簡刑清，而民知尊君親上，恥于為非，故有畫地為

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民氣和樂於以長治久安，而國家隱受其

福也。日本政刑為張為弛、亦寬亦嚴，非深諳其民情，究難以意窺測，而謂克

協于中。然就其外觀之，則人心不靖，右足壓憂矣。日本囚犯所以如是之多且

如是之悍者蓋亦有故，是因崇尚西法以仁慈為本，牢獄之中不复過於拘束，

12　「日本國學英國治獄」，載于《中國教會新報》1871年（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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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刑章亦務從寬大，即犯罪到官，按律科罰要不過定以監禁而已。前曾見

派人員遍歷歐洲各國察其牢獄之制，習其律例之條，又聘請西人參醞損益定為

新章，故民無畏心、易觸法綱，既入獄中又可自如遂聚謀而肆為不法也。」13

日本監獄改革是以日本官員誠懇接受英國官員對日本監獄的批評和建議為先導

的，面對西方國家的領事裁判權以及本國牢獄的種種流弊，想必晚清政府的官

員不會沒有一絲觸動。

雖然日本首先向英國學習治獄之道，但《萬國公報》也不對英國監獄的

問題做絲毫隱瞞，而是照樣披露其問題。《萬國公報》曾二次報導了新加坡監

獄囚犯滋事事件，如 1875年（328）《萬國公報》在大英國事欄目刊登了「再
述新加坡獄囚滋事案」一文。新加坡是英國的新設殖民地，在新加坡寄居的華

人很多，其中平常就有一些不安分之徒，因事犯案者皆收囹圄中以禁錮之，被

命令做工，勞動收入用以添補飲食之費。總括起來，西方國家的人犯共計七百

名，這個監獄可想有多大啊。忽于新正月初間有華犯數十人皆累次犯案，積年

老賊也，高聲 喊，傳呼號令曰打打，一時獄內大肆喧嘩，幾如鼎沸，華犯以

做工之器具，戳傷禁頭，旋又打傷禁卒，官勢難彈壓，急釋英人犯罪者，貯其

幫捉華人，授以火槍軍械。 華犯抵拒，有被火槍擊斃者，有越獄逃走者，其
越獄之犯亦有被獄外巡丁火槍擊死者，其餘逃亡深林密箐中，計共七人尚未擒

獲。統計華犯死者十六人，受傷待死者十余人；英人死一、兩人，傷數人。其

因何啟釁，則尚未知也。英國監獄儘管講求治獄之道，但也存在歧視華人囚犯

的不人道現象，最終導致了傷亡事件的悲劇。

外國監獄的報導，既披露發生的問題，也及時反映監獄的新發展，1882
年（688）《萬國公報》刊登了艾約瑟的「司獄新法」一文。該文介紹了英國
的未成年人監獄的情況，待罪人不過嚴亦不過寬，可云調理得法，每幼童五十

予地三十五英畝。「使彼等通力合作，歲中共計利銀可獲五百兩之數外，于耘

耔耰鋤之暇亦嘗為他人助工，所得工價不乏其工作之時刻俱是由卯正至酋正，

手足胼胝及酋正後則群荷鋤歸入此室處矣，頃之至書齊讀書約一時許，始可各

13　「論日本政刑得失」，載于《萬國公報》18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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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還臥榻偃仰居息耳。寢室內外並無裝點裝飾，咸是幅布為床結束維系于鐵杆，

既入睡鄉當夢與白雲游耳。每一禮拜中，一人得肉食一斤，概不多與，而饅首、

山藥與他類食物日日隨意可食，從無限量節制。旁觀者云，伊等既得罪愆，亦

作苦工，效力飯食之間，何必如是之厭食乎？則將應之曰，枵腹之人不能盡力

于田間也，且其人前時失誤行入迷途，深當體恤憐憫開彼以自新之路，故百人

之中有八十人知過悔改，逃匿遠颺者絕無者，其功績卓畢者亦賞以財務，是恩

威缺一不可也。14英國的未成年管教所或稱為成年人監獄，安排未成年服刑人

勞動，充分保障其生活所需，進行感化教育，獎勵悔改的人，恩威並施，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英國的社會現實卻是，英年幼童能遠罪者亦少矣，壯老

之人更當知自顧廉恥耳。

貳、對清朝刑獄的報導

一、對比中西刑獄

（一）披露晚清刑獄流弊

針對清朝政府的刑獄，《萬國公報》作了系列報導，不僅披露曝光牢獄

的真實情況，使人們瞭解清朝刑獄的黑暗，認清存在的問題，而且通過介紹外

國先進國家的刑獄情況，不能不使國人啟發靈動。1878年《萬國公報》刊登
了「越獄受刑」一則消息，「各郡邑牢獄中例有禁子牢頭，凡遇新犯人入監，

無論情罪輕重，均索賄貲，俗呼為燒紙錢。惡習相沿牢，不可破矣。昨有至自

粵肇者言，四會縣牢獄中于正月十五日適有新犯收禁，牢子需索錢文，犯人以

白金六兩賄之，於是多市酒肴，圍坐大嚼，盡醉各睡了，不關心。各犯人均以

醉臥疏防，會議乘間越獄，遂有膽大者扭鎖破棚而出，闖至頭門，欲奪差館軍

械，且鬥且走中，有一犯知其事幹。國法登即走報差館各役聞警四集，分頭追

14　艾約瑟「司獄新法」，載于《萬國公報》，1882年（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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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文武官紛紛出緝，閉城搜捉。幸而未脫衣囚，當將為首者訊明就地正法，

餘黨不問。捕差受傷者已不少矣，向牢頭禁子必有譴責，不能置身事外也。」 
15牢子貪索，犯人狡詐兇狠，晚晴監獄的黑暗現象躍然紙上。

1878年（489）《萬國公報》大清國事欄目刊登「獄囚宜恤」一文，以
一獄卒的親身經歷為證，揭露了監獄的黑暗。林某曾經是充南署獄卒，後改業

為人耕作，數年來更加貧窮，朝夕不給、短褐不完。人有問其何以不操故業？

林感歎說，昔為獄卒時，掌管囚犯的飲食，監獄每天給每個囚犯米若干、薪若

干、魚菜若干，晨有粥，晝有茶，朝夕有飯，雇傭我們的工錢無幾，所以不能

不染指，於是欲短其薪，則茶粥二者和以冷水；欲短其魚菜，則取各廚之食余

雜黃菜葉投之。每次梆子一敲響，如同飼養狗豬一樣。加上牢房內潮濕薰蒸致

使囚犯中疾病經常發生，所以很多囚犯得病而死，其中不死的也疾病纏身皮膚

黃腫沒有人樣。當時月得十余金，頗以為榮。一天晚上睡覺作夢數十名囚糾纏

告狀，官府一名官員氣憤地責罵，杖五十後把我轟逐出去，我猛然驚醒害怕非

常害怕於是辭職回家。作者愴然說到，「一縣之獄卒若此，則天下之為獄卒者

可知，彼獄囚何复有生望也。雖人不幸而至身陷重囚，則搒掠之間備嘗痛苦，

案詳待報不過須臾，區區飲食非其所較。吾獨怪為之官者，己之所食皆民粟

也，己之所衣皆民帛也，食民之粟衣、民之帛，而僕僕于上司之門，皇皇于專

營之術，于民之訴獄略不關心，其何以無愧於民乎？夫犯罪而囚民不敢怨也，

入囚而死則誰之過乎？且斃于獄者，其為有罪之民乎？不明典刑，則為惡者，

何以戒其為無罪之民乎？則冤慘之氣足召沴旱之災。吾願為民父母者之少留意

也，至如林某者以肥己之故，足以害己，熟謂天道物質哉？」16作者願意為犯

罪入獄的人呼籲，提出了「獄囚宜恤」的建議，這可以說是建議晚清改良監獄

的潛臺詞。

（二）對比中西刑獄

1881年《萬國公報》發表了德國花之安的文章「國政要論仁字第七則——

15　艾約瑟「司獄新法」，載于《萬國公報》，1882年（688）。
16　「獄囚宜恤」，《萬國公報》1878年（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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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省刑罰」，花之安認為應給受刑人留有改過自新的途徑並且應該廢除酷刑、禁

止濫刑。「一有犯民，皆輕用國家所定之刑且有私制非刑，有如律例所載鸚哥

架、失魂排、蕩湖船、天平架者，真是視民命如草芥矣。監牢獄卒，凡有新犯

人入獄未經賄賂者，亦即動用非刑，尤為弊端百出，或打燒紙、戴鐵帽、屈燒

豬盆、猴子吹簫名目不一以強取錢財。」17他一一指出了清朝刑罰的酷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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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645）《萬國公報》國政要論仁字第八：「體恤獄囚」，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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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時逐入犯室，與之悟談，善言勸慰，導其悔改。最後，做出了「以牢獄為福

堂也」的評價，暗含著清政府應改良監獄的建議，為以後社會輿論宣導監獄改

良埋下了伏筆。

17　德國花之安「國政要論仁字第七則——省刑罰」，載于《萬國公報》1881（642）。
18　國政要論仁字第八：「體恤獄囚」，載于《萬國公報》1881年（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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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刑人以短期自由刑居多等現象，深深影響矯正機關之管理及處遇措施。

為因應矯正機關收容如上述趨勢變化，提出以下建議：(1)善用多元轉向

制度；(2)健全矯治處遇，重視受刑人處遇規劃；(3)改善收容人生活設施與空

間，建構人道與安全的拘禁環境；(4) 運用修復式正義理論觀點處理犯罪問題；

(5) 健全社區處遇制度；(6)逐步建立降低監禁率之刑事司法體系共識。尤其是

我國正在民主深化的進程中，對於監獄之定位與目的，及監禁是否能有效達成

預防犯罪之定位，或許可再重新思考，轉而致力於更完善的社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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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導晚清改良監獄

（一）宣導慎刑

除了實事報導之外，1882年《萬國公報》專門登載了系列政論文「慎刑
說」。按照先後順序，首先追述了清朝雍正皇帝的「慎刑」觀念，「上諭刑部，

朕披覽奏章，其中人命案件如故殺、謀殺者尚少，而以鬥毆傷人者甚多，或因

口角相爭，或因微物起釁，揮拳操戈一時殞命及至抵罪。雖悔何追此皆由愚賤

鄉民不知法律因一朝之忿貽身命之憂，言之可謂憐惻，古人有言月吉讀法之

典。聖祖皇帝上諭內，又有講讀律以儆愚頑之條，蓋欲使民知法之不可犯律之

無可寬，畏懼猛醒，遷善而改過也。」19接著闡述了嘉慶皇帝的「慎刑」觀念，

慎用刑是說，道德齊禮，聖王垂教之本意也；齊之以刑，聖王不得已之苦心也。

犯法者甘心認罪，受害者了無嗔怨，此明之功效也。慎者胞興為懷，豈可人其

殘賊？哀矜勿喜，一死不能复生。慎刑是說，天道好生，然不能專一春暖而成

歲，必有秋收以濟之聖王之德。然不能專用寬柔以治世，必設刑律以齊之得情

無喜，原屬不得已之苦。「慎之一字為用刑之大綱，豈可玩視人命、逞一時之

喜怒，以致寬嚴失當則民無所措手足，冤抑不得伸矣。從嚴固宜慎，從寬亦宜

慎也，生者雖可矜，死者尤可憫也。」20「慎刑說」這篇政論文，有理有據地

全面論述了慎刑的理由及其態度，面對刑獄流弊，無疑是想發揮正本清源的積

極作用，努力給以後刑獄改良提供本源性的理論支援。

除了正面論述「慎刑」之外，1882年《萬國公報》還以「黔刑殘毒」的
時事報導舉出了反證。「客有自黔歸者談及黔中私刑之多且酷，其名目不一，

有所謂「睡冰床者、緊箍咒者、倒栽蔥者、五馬分屍者、扎子床者。」全省皆

然，而石阡為甚，扎子較諸刑有為甚焉，百姓怨入骨髓，大吏全然不知云云。

聞之令人酸鼻，特此飛請登報，代乞言官奏請。恩旨嚴飭疆吏永遠革除並乞直

省官僚查所屬如有似此私刑概行奏禁，陰德無涯矣。」21刑獄慘毒，何止黔地，

19　「慎刑說」，載于《萬國公報》1882（684）。
20　「慎刑說」，載于《萬國公報》1882（685）。
21　「黔刑殘毒」，《萬國公報》188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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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1
管中窺豹就足以知曉全國各地，以昭示「慎刑」的實踐價值意義。

（二）宣導改良刑獄

《萬國公報》沒有停留在僅僅報導事實的步伐上，進一步刊發了引導或

宣導清政府改革刑獄方面的政論性文章。1900年《萬國公報》發表了淮陰西
學室主尹彥和的文稿「論刑律」，全文分三章。第一章「中外律法」介紹了清

朝和外國的刑罰，尤其較為詳細地闡述了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刑罰，重罪主刑九

種即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無期流刑、有期流刑、重懲役、輕懲役、重

禁役、輕懲役，輕罪主刑三種即重禁錮、輕禁錮、罰金；通過比較指出，中國

不欲自強以持國體，則已如欲持國體，則變通律法，不可緩矣。第二章「論變

通律法關係」，從目前與將來的對外關係論述了變律法的必要性，即變律法、

冀列入萬國公會而收治外法權也。第三章「訂治外新律兼採泰西良法」，不僅

闡述了變通律法的策略方法，而且指出了變通律法的具體內容，曰立狀師、曰

添陪審、曰集見證、曰廢斬決、曰潔監獄，「西人監獄之善，亙古以來所未有

者也，中國各星使所紀倫敦、巴黎、紐約、香港等處之獄以觀之，真覺可師可

法。」22這實際上是學者最先提出的改良法制呼聲，內容涵蓋了律師辯護制度、

陪審制度、證據制度、死刑制度和監獄制度。

不僅建議清政府變通律法，而其直接指出了應當速廢的具體事項，1906
年《萬國公報》發表了英國季理斐著東吳范譯述的「論酷刑之當速廢」一文。

該文指出，獄吏聽訟，往往因犯案人不肯自吐情實，而用酷刑以相強逼，古代

歐洲及日本概莫能外。現在，西方各國已無酷刑，都認為酷刑不合理，日本亦

一樣。「酷刑之當速廢，其故有五。一案情之虛實，非此法所能研求；二無罪

而被冤誣者，已受酷刑之榜掠；三案情所憑在口供，不必使人苦難而後得，用

酷刑者，懈惰之官吏，所自方便也；四最近之善法許用法律士代為辯護，以重

人之自主，中國當仿行者，法律士乃由國家准其考取者，非中國舊時訟師之比

也；五用酷刑不合于中國古聖賢之經典，亦不合于基督當愛仇敵之大道。」23

22　淮陰西學室主尹彥和稿「論刑律」，載于《萬國公報》1900（139）。
23　英國季理斐著、東吳范譯述「論酷刑之當速廢」，《萬國公報》190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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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提出了清政府應當速廢酷刑的五點理由，無疑啟蒙、促進了國人的法律意

識。 

參、《萬國公報》的影響

更名《萬國公報》後，宗教性內容逐漸減少，登載的內容側重于政治時事， 
但發行量增長緩慢。1894年，《萬國公報》因刊登了有關甲午戰爭的消息和
評論，遂引起晚清中國官吏和士大夫的重視，銷量從約 1,000份陡增至 4,000
份，到 1897年維新運動高漲時，更躍升至 38,000餘份，連光緒皇帝也常閱
讀，成為在晚清中國發行最久、影響最大的一份綜合性中文雜誌，被時人稱作

「西學新知之總薈」，當時的知識份子想要瞭解西方的知識學問，一定要看《萬

國公報》。《萬國公報》年發行量最多曾達到 54,000餘冊，前後發行時間達
40年之久，《萬國公報》之所以是近代中國發行最久、影響最大的一份西學
雜誌，是其向晚清中國民眾著力鼓吹新式報刊的作用所決定的。《萬國公報》

旗幟鮮明地宣稱要發揮二個作用，一是「擴見聞」，即增長民眾的見識；二是

「通上下」，即上情下達和下情上呈方便快捷。梁啟超辦《清議報》時曾引用

西人的話說，報刊是「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

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

實踐證明，對報刊的這些比喻毫不誇張，鴉片戰爭後來到晚清中國的外

國人紛紛辦報刊，打破了清朝政府邸報一言堂的局面。在《萬國公報》存在的

30餘年中，正值晚清中國的大變革時代，雖然它主要是為傳教特別是為西方
列強軍事、經濟、文化侵略服務的，但在客觀上也成為了近代中國人瞭解世界

的一個較為重要的窗口，對於開化當時中國人的頭腦，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起了

重要作用。它也記錄了不少史實，具有很重要的史料價值。在刑獄方面，《萬

國公報》對於國內外刑獄的報導，傳播了西方國家的先進刑獄文化，促進了中

外關於刑獄方面的資訊交流，促進了國人對刑獄的科學認識，激發了國人對刑

獄輕緩的期盼、對刑獄文明的追求，為刑獄改革奠定了統一的認知和知識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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