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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上请制度及其建立的理性基础
程政举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诉讼法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02）
要：汉代的上请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议”之法。上请是指特定主体的行为触犯法律构成犯罪的，
司法机关在履行特定上报批准程序后方能追究该特定行为主体刑事责任的制度。汉代上请适用的对象既
摘

外戚、
享有一定秩禄的官吏，
也有老人、
小孩，
以及因亲情触犯法律的人； 上请须遵循严格的程
有皇室宗亲、
序，
不准越级上请。上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代的慎刑思想，
同时也起到统一司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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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代上请制度的产生及其适用范围
上请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议”之法。《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 “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 一曰议亲
之辟； 二曰议故之辟； 三曰议贤之辟； 四曰议能之辟； 五曰议功之辟； 六曰议贵之辟； 七曰议勤之辟； 八曰议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曰： “辟，
”“议亲，
宾之辟。
法也； 丽，
附也； 附犹著也。
若今时宗室有罪先请； 议贤，若今
”唐代贾公彦疏曰： “汉法，
若今时吏墨绶有罪先请。
墨绶为贵，若据周大夫以上皆贵
时廉吏有罪先请； 议贵，
［1］
”
也。墨绶者，
汉法： 丞相，
中两千石，金印紫绶； 御史大夫，两千石，银印青绶； 县令，六百石，铜印墨绶。
《说文》曰： “绶，
”绶，
韨维也，
从系，
受声。
在古代通常指贵族系玉饰、
印章的丝带，
泛指丝带。紫绶、青绶、墨

绶是指官员用于系印章的丝带的颜色。系印章的丝带的颜色不同表明官员的级别不同，享受俸禄的多寡
也有区别。秦时主张“刑无等级”，“八议”之法废，无上请制度。汉朝建立后，恢复上请制度，汉高祖七年
［2］
（ 前 200 年） 春即颁布律令： “郎中有罪耐以上，
”
请之。
随后，
上请制度进一步规范、
系统。
根据汉代文献记录可知，上请是指司法机关对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特定行为主体 ，在履行特定上报

批准程序后方可追究该特定行为主体刑事责任的制度 。 上请制度主要适用于刑事案件。 根据汉律规
定，皇室宗亲、外戚、享有一定秩禄的官吏，以及达到一定年龄的老人和幼小的儿童的行为触犯刑律构成
犯罪的均可享受上请特权。汉代上请制度的适用范围可分为以下几类 ：
（ 一） 皇室宗亲、外戚
《后汉书·百官志》曰：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 本注曰： 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
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宗正是汉代设立的
专门负责登记、管理刘氏宗室名籍，以及协助处理刘氏宗亲犯罪案件的专门机构 。宗正只能由刘氏宗亲
担任。根据汉法规定，刘氏宗亲犯法应当处髡以上刑罚者 ，地方各郡国应先上报宗正，经宗正审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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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按一定的法律程序报、决。髡是汉代对重罪犯适用的一种刑罚 ，施刑时将罪犯的头发剃光，并以铁
［3］
束颈，男为城旦，女为舂，皆五岁刑 。《汉书·东方朔传》记载： “隆虑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
隆虑主病困，以金千斤钱千万为昭平君豫赎死罪 ，上许之。隆虑主卒，昭平君日骄，醉杀主傅，狱系内官。
以公主子，廷尉上请请论。”该案发生在汉武帝时期，隆虑公主生前“以金千斤钱千万 ”为其子昭平君
“豫赎死罪”，但在隆虑公主死后，昭平君醉杀主傅。该案上报汉武帝后，武帝召集群臣讨论“豫赎死罪 ”
和法律的适用问题，最后还是对昭平君执行了死刑。昭平君为隆虑公主子，属外戚，对外戚的定罪处罚
应适用先请程序。
1971 年甘肃省甘谷县刘家山汉墓出土了一册简牍，简牍残缺严重，但从保留得较为完好的几枚简
牍来看，该册简牍应为宗正刘柜因宗室事上奏皇帝的奏折和皇帝所下的诏书。其中“二 A”简的记录是
关于宗室有罪先请的诏书内容。“二 A”简文曰： “审诸侯五属内，居国界，有罪，请； 五属外，便以法令
［4］
治； 流客，虽五属内，不得行。” 从该部分内容来看，上请的范围仅适用于居住在“国界 ”内的刘姓诸侯
王五属以内的宗亲，五属以外者不再适用； 对于“流客”，虽属五属内，也不适用。从“流客”与“居国界 ”

对比使用的情况来看，该简文中 “流客”的意思应为不在诸侯国居住的刘氏宗亲 。
（ 二） 具有一定秩禄的官吏
汉代通常用享有秩禄的等级表示官员的级别 ，但也有直接用官名表示的。根据汉代律令规定，享有
一定秩禄或职级的官吏犯罪处罚实行需先履行上请程序 。根据汉代文献，需履行上请程序的官吏有：
［5］
1． 郎中。汉高祖七年（ 前 200 年） 春令曰： “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
据《汉书 · 百官公卿表 》记
载，郎中，秦官，属郎中令统领，秩比三百石。并非郎中所有的犯罪均需履行上请程序，只有郎中犯可处

耐以上罪时，方才履行上请程序。《汉书· 高祖本纪 》注引应劭曰： “轻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鬓，故曰耏。
古耐字从彡，发肤之意也。杜林以为法度之字皆从寸，后改如是。”《史记 · 廉颇蔺相如列传》［索隐］注
曰： “汉令称完而不髡曰耐。”可见，耐是适用于轻罪的一种刑罚，去其鬓完其发，又曰完。 根据程树德
《九朝律考》考证，完为四岁刑，男为城旦，女为舂。
2． 二千石官吏。西汉和东汉对同一职位官员享受秩禄规定有所不同，根据《汉书 》记载，西汉的太
子太傅、詹事、长乐少府、司隶校尉、诸侯相、郡太守、诸侯太傅、州牧等享受二千石秩禄。 根据《后汉
书·百官志》记载，东汉的太子少傅、大长秋、将作大将、郡太守等享受二千石秩禄； 而州牧则享受六百
石秩禄。《汉书·刘屈氂传》记载： “太子军败，南奔覆盎城门，得出。会夜司直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太子
得出，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 ‘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丞相释仁。”从
这一记载来看，丞相刘屈氂当时之所以没有立斩司直田仁 ，是因害怕违反法定程序而受到法律追究 。这
也说明当时“吏二千石，有罪先请”的法律是存在的。
3． 六百石位大夫。在汉代享受六百石秩禄的官员较多 ，多为属官，如将作少府丞、廷尉左平、廷尉右
平、郡太守丞等按汉书记载均享受六百石秩禄 。汉宣帝黄龙元年（ 前 49 年 ） 诏曰： “吏六百石位大夫，有
［6］
罪先请。”
4． 墨绶长、相至不满六百石官吏。建武三年，光武帝诏曰： “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
［7］
请。” 长、相应为县长、侯国相。《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
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 百

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汉书 · 百官公卿表 》又曰： “列侯所食县曰国。”“每国置相一
［8］
人，其秩各如本县” 。在绶带的颜色上，“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 绥和元年，长、相皆墨绶。
［9］
哀帝建平二年，复黄绶。” 因此可知，这里的“墨绶长、相至不满六百石官吏”，应指县令、长及侯国相一
类的官吏，因各自管理区域、人口不同，在秩级上有区别。

（ 三） 公、列侯嗣子
西汉平帝元始元年（ 公元 1 年） ，定令： “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列侯，为秦爵第二十级彻
侯，汉武帝名彻，因避武帝名讳，改为列侯。列侯金印紫绶，以赏有功，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位次三
公。嗣子，为爵位继承人。该爵位继承人不限于己生子女，可以是同产子，即昆弟之子，也可以是被继承
人之孙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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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社会弱者及基于亲情而犯罪的人
首先，年未满七岁的儿童有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应上请。《汉书 · 刑法志 》记载，西汉成帝鸿嘉元
年（ 前 20 年） 定令： “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其次，基于亲情而犯罪
的人也属于上请的范围。儒学非常重视“孝 ”在调整社会关系中的作用，认为“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
［10］
［11］
性也。”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汉代崇尚儒学，不仅将“孝”入律，而且将“亲亲相隐 ”
确定为处理因亲情犯罪的法律原则 ，上请制度也对因亲情犯罪的人适用 。 宣帝地节四年 （ 前 66 年 ） ，诏

曰： “自今子首匿父母①，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
［12］
请廷尉以闻。”
二、汉代上请制度适用的程序
关于上请的程序，已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年律令 》有明确的规定，如《二年律令 · 置吏律 》
规定： “县、道官有请而当为律令者，各请属所二千石官； 二千石官上相国、御史； 相国、御史案致； 当请，
［13］
请之。毋得径请，径请者罚金四两。” 根据《置吏律 》的规定，对汉代的上请程序，我们可以了解如下
一些程序问题： （ 1） 上请的主体为县、道官。（ 2） 上请的范围为依法应当上请的案件，即“当为律令者 ”。

（ 3） 上请的具体程序是县、道官将案件上请到二千石官 （ 即郡守 ） ，再由二千石官上请至相国、御史； 相
国、御史可依法作出处理； 如相国、御史认为该案仍需上请的，继续上请至廷尉或皇帝。该简文中的“案
致”具有审核文书、案件达成之意，即相国、御史可以独立处理上请案件。“当请，请之 ”应理解为案件仍
需上请的，继续上请。（ 4） 上请需层层进行，不准越级上请； 否则，罚金四两。
汉代上请程序的执行是相当严格的 ，司法官吏在处理诉讼案件时，如遇需先请的案件不先请的，将
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如前述《二年律令 · 置吏律 》中 规定的“毋得径请，径请者罚金四两 ”就是对违反
上请程序的处罚规定。除此之外，《汉书》中还记载有关于违反上请程序受处罚的事例。 如《后汉书 ·
庞参传》记载： “（ 庞） 参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杀之。（ 庞） 参素与洛阳令祝良不平，（ 祝 ） 良闻之，率吏
卒入太尉府案实其事，乃上（ 庞） 参罪，遂因灾异策免。 有司以 （ 祝 ） 良不先闻奏，辄折辱宰相②，坐系诏
狱。”《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光和二年（ 公元 179 年） ，中郎将张修“以不先请而擅诛杀（ 单于呼征） ，
槛车征诣廷尉抵罪”。
上请制度不仅适用于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而且适用于依法应免除刑事责任的案件。 如
《后汉书·刘恺传》记载，汉安帝元初年间，刘恺任司徒时，“征西校尉任尚以奸利被征抵罪。（ 任 ） 尚曾
副大将军邓骘，骘党护之，而太尉马英、司空李郃承望骘旨，不复先请，即独解 （ 任 ） 尚臧锢，（ 刘 ） 恺不肯
与议。后尚书案其事，二府（ 指马英、李郃） 并受谴咎，朝廷以此称之（ 即刘恺） ”。太尉马英、司空李郃不
先请即想解除任尚的因臧禁锢之罪而受到了谴咎 ，司徒刘恺不赞成马英、李郃二人违反程序的做法得到
肯定的评价，该事例说明了上请程序对免罪案也适用 。
在特殊情况下，执法官吏可不经上请程序直接处理某些案件 ，如对谋反罪的处理等。《汉书 · 刘屈
氂传》记载，丞相刘屈氂欲斩释放太子的司直田仁时 ，被御史大夫暴胜之以“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 ”为
由阻止，汉武帝闻后大怒，责问御史大夫暴胜之曰： “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从
汉武帝的责问中，我们可以推知，对于谋反、纵反这类案件不适用先请程序，执法者可依法径直执行。
对于侵犯皇室的犯罪案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不经上请程序 ，径行处分。 如《汉书 · 晁错传 》记载，
丞相申徒嘉以晁错擅凿高祖庙垣门为由上奏汉景帝 ，要求将晁错收捕，交廷尉诛杀之。汉景帝以“此非
庙垣，乃堧中垣，不致于法”为由予以驳回。申徒嘉退朝后，非常气愤地对丞相长史说： “吾当先斩以闻，
乃先请，固误。”
根据《春秋》决狱“原心定罪”理论，对于“志善而违于法 ”的行为也可免予刑事处罚，包括对违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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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颜师古注曰： “凡首匿者，言为谋首而藏匿罪人。”

②

庞参顺帝时为太尉，录尚书事，为三公之一，按汉律属先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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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程序的行为。如《后汉书·李膺传 》记载，汉桓帝延熹年间，野王令张朔贪残无道，至杀孕妇，李膺为
司隶校尉时将张朔收捕入狱，“受辞毕，即杀之 ”。 张朔之兄张让诉冤于帝，帝“诏膺入殿，御亲临轩，诘
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李膺以《春秋》之义对之，“帝无复言”，李膺“声名自高”。
三、汉代上请制度存在的理性基础
首先，上请制度是慎刑思想的体现。不可否认，上请制度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维护封建的等级特
权，体现了封建的等级特权思想，因为能够享受上请特权的人，绝大部分为皇亲国戚、封建国家官吏； 但
［14］
是，上请制度的存在更多地体现的是汉代的慎刑思想 ，即所谓的“先请后刑，所以重人命也” 。上请制
度适用对象除皇亲国戚、封建国家官吏外，还有老人、小孩，以及因亲情犯罪的人等。 对这些人如何处

理，社会大众对其关注程度比普通案件要大 ，因此，它涉及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社会关系的调整 ，涉及社
会关系的稳定。对上述行为的处理采取谨慎的态度 ，有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
其次，上请制度注重对亲情和弱者的保护 ，是理性司法的体现。如上述提到的宣帝地节四年 （ 前 66
年） 下诏曰： “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
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亲情是立法的基础。 在古代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济社会里，家庭关系的
稳固、和谐是整个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 ，因此，父慈、子孝、夫义是维护和谐家庭关系的要求 ，也是维护和
谐稳定的社会关系的要求。法律对亲情关系的维护和重视是维护社会秩序 、安宁的需要，符合法律自然
理性的要求。在对弱者的保护方面，西汉成帝鸿嘉元年（ 前 20 年） 令曰： “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
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汉书·刑法志》记载，景帝后元三年（ 前 141 年） ，诏曰： “高年老长，人所
尊敬也； 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 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
系之。”《汉书·刑法志》注引如淳曰： “师，乐师盲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该诏令中的“颂 ”为宽容
不桎梏之意。从该诏令的规定来看，对已犯罪的老人、小孩、孕妇、残疾人在执行逮捕、羁押时，不予戴械
8 简记载： “制诏御史曰： 年七
具。1959 年秋在甘肃省武威市磨嘴子十八号汉墓出土的《王杖十简》第 7、
［15］

十受王杖者，比六百石，入宫廷不趋，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 根据
汉代“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的规定，“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为“犯耐罪以上须先请，不得擅自
逮捕之意”。可见，先请不仅适用于未满七岁的儿童，也适用于年届七旬的老人。 先请对弱者的适用，
体现了国家对弱者的保护，彰显了社会正义。
再次，上请制度还能起到统一司法的作用 。需上请的案件上请廷尉或皇帝，由廷尉或皇帝裁决，或
根据廷尉或皇帝的意见裁决。这样对同类案件或类似案件的处理上 ，就会形成相对统一的标准，对于统
一司法有积极意义。汉代的判例制度在西汉初期已经形成 ，西汉中后期已经制度化。同时，上请制度能
根据社会情况调整判罚，及时反映公众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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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Our Country Criminal Law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mpact
Xiong Yongming
（ Law School，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31）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challenged the scope of punishment in the criminal law，the stability of criminal legislation，the criminal law protection category，the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theory and the other fundamental theory of criminal law． Fac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criminal law of our country must be targeted to make adjustments to
have a definite object in view to deal with． The main path is to strength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to
expand criminal law of space，the other is to add plenty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tegories of crime．
Key words：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criminal law； pound

（ 上接第 65 页）

The Request Instructions System of Han Dynasty in
Lawsuit and Its Rensonable Foundation
Cheng Zhengju
（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Henan 450002）
Abstract： The request instructions system of Han Dynasty in lawsuit came from the Eight Discusion regulation． The request instructions system was a kind of system that judicial organ investigated the specific subjects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fter it had performed specific reproting procedure for approval when the specific
main body behavior violated the law and constituted a crime． The subjects that the request instructions system
of Han Dynasty applied included both the royal clans，government officials in certain rank，also old persons，
children，and the persons that violated law because of family． The request must follow the strict procedure and
from low level to high level one by one． The request instructions system in a certain extent reflected the thought
of cautious punishment in Han Dynasty，but also played a unified judicial role．
Key words： Han Dynasty； the request instructions； ration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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