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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英国对华域外法体系研究

万 立* 屈文生**

摘 要 英帝国对在华英人的司法管辖表现为治外法权,其是对华域外法体系的载体。

英国东亚域外法体系单方面在1833年于中国确立,1865年囊括日本、1884年纳入朝鲜,彻底

解体于1943年。该体系以英王枢密院令为基础,由驻华监督、香港总督、香港最高法院、驻华

领事、上海最高法院负责运转。《1833年枢密院令》形成以英国驻香港最高法院、香港总督、领

事法庭为主的对华域外法机制。《1865年枢密院令》确立以领事法庭、上海最高法院为中心的

对华域外法体系。这一体系旨在保护英人,维护帝国统治、协调帝国间利益,但其边界并不明

确。云南边境与缅甸曼德勒、新疆喀什噶尔与英印法体系的联系,凸显域外法和殖民法的跨域

勾连,并在法律拟制的作用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管辖地位趋于等同,遮蔽帝国域内和域外

的差异,维系帝国区域秩序运转,塑造区域、全球单边帝国法律秩序。

关 键 词 治外法权 管辖 域外法体系 云南 喀什噶尔

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1〕是英帝国史上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英国构筑法律帝国的

主要方式,但英国铺陈、推张及运作对华域外规治机制的方式还未得到全面阐明。英国确立对

华域外法体系的时点、跨域问题的解决及帝国霸权秩序形成等问题,关涉法律与帝国的关系,

殖民体系与半殖民体系的法律勾连,可以遵循国际法史研究的帝国进路对此加以阐述。

英国东亚治外法权自1833年单方面在中国确立,1865年囊括日本、1884年纳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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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词近代译名“治外法权”多指欧美列强在殖民时代攫取的司法特权,如今该词多指“域外管辖”。

二者实质皆为管辖域外行为、不适用所在国法。屈文生:“从治外法权到域外规治———以管辖理论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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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形成区域性域外法体系,于1943年彻底解体。管辖权安排是该体系的关键,但学界

多关注普通法制度、法学著述或司法案件,〔2〕对领事、法官等的谋划、实践有所忽视。域

外法主要适用于东亚(中国、日本为主)和西亚(如土耳其)等以半殖民地为主的非帝国域

内,包括本土英国法、国内涉外立法及其同半殖民地订立的条约章程等。英国对华域外

法体系并非独立运行,而与英国本土和其他殖民地法律制度发生勾连,前者常借用、仿照

后者以延伸其适用,或直接将半殖民地案件移送殖民地处理,以规治域外英国臣民、〔3〕

维护司法确定性、帝国统治秩序。

英国对华域外法体系联系帝国域内、域外,以法律拟制等同殖民地和中国等半殖民

地的管辖地位,突破有形疆界,编织规治域内和域外的帝国法律权力网,模糊了正式帝国

和非正式帝国的法律界限,使英帝国顺利推行全球霸权。揭示这一事实有助于更清楚看

待通行欧美的主权平等原则如何不适用于中国等被侵略国家,以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

欧洲中心主义内核。

一、域外法体系的初设:从商务监督到领事法庭

1833年,英国单方面确立对华域外法体系,并逐渐形成1843年前以驻华商务监督

(SuperintendentoftheTradeofHis/HerMajesty’sSubjectsinChina)为核心,而后过渡到

1843年至1865年间以领事法庭为核心的治外法权制度。其中,香港最高法院和驻华公

使先后发挥过至关重要的领导、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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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界关于英国域外法体系未见专论。吴义雄对英国1833-1842年间设立治外法权的

尝试有扎实研究(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

版)。王涛对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对殖民地案件的管辖及普通法系的扩张有过研究(王涛:《英国枢密

院司法委员会研究》,法律出版社2020年)。黄希滢、张志云对在华英人国籍认定和管辖有细致研究

(黄希滢、张志云:“阿礼国服装规定与英籍华人治外法权认定”,《法制史研究》2020年第37期,第167
-201页)。英文学界对欧美列强在华治外法权有详实研究,但管辖与帝国构建、半殖民地法律地位、殖
民法和域外法跨域勾连等还未得到阐明。EileenP.Scully,BargainingwiththeStatefromAfar:Ameri-
canCitizenshipinTreatyPortChina,1844-1942,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1;Turan
Kayaoğlu,LegalImperialism:SovereigntyandExtraterritorialityinJapan,theOttomanEmpire,and
Chin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ParKristofferCassel,GroundsofJudgment:Ex-
traterritorialityandImperialPowerinNineteenth-CenturyChinaandJapan,NewYork:OxfordUniversi-
tyPress,2012.EmilyWhewell,BritishExtraterritorialityinChina:TheLegalSystem,Functionsof
CriminalJurisdiction,andItsChallenges,1833-1943,PHDDissertationofUniversityofLeicester,

2015.
英国对华域外法体系规治的在华英人范围极广,包括出生于英国领地、经入籍手续归化及条

约规定成为英国臣民的人。黄希滢等,见前注〔2〕,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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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年8月28日,英国议会通过“英国议会规制对华对印贸易法令”(《1833年法

令》),强化对东印度公司管控。该法令规定,1834年4月22日起,取消英国东印度公司

对“中国皇帝所辖领域”的贸易垄断权。〔4〕这反映出英国全球贸易布局的重大变化———

英国东印度公司自非洲好望角至美洲麦哲伦海峡之间的贸易垄断权就此告终,英商取得

广泛的自由贸易权,但为维护对外贸易的有序开展,对域外英人的规治尤为重要。

《1833年法令》规定英王以法令或委任令的形式授予驻华商务监督先前东印度公司

大班(Supercargo)的所有权力,并设立刑事和海事法院审判英人在中国境内及海岸100

海里(100milesoftheCoastofChina)以内公海上发生的犯罪,以规治在华英人。〔5〕为

此,1833年12月9日,英王御准三项“英王枢密院令”(OrderofCouncil,《1833年枢密院

令》),〔6〕奠定1833-1865年间英国治外法权的运作机制。可以说,英国在1842年通过

中英《南京条约》及附约《虎门条约》攫取的在华特权,很大程度上是对《1833年法令》和

《1833年枢密院令》的进一步明确。如顾维钧所言:“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告终时,凡关

于在华英人之法权问题,英国所强取诸中国者,不过将未经正式允许而事实上业已成立

于中国者加以正式承认耳。”〔7〕

《1833年枢密院令》明确将英国对华域外管辖属地化,规定在广州设立法院,管辖范

围为中国辖领域及海岸100海里内公海,由首席商务监督负责。法院规则参照英格兰刑

事听审与提审法庭(CourtofOyerandTerminerandCourtofGeneralGoalDelivery)。〔8〕

首席商务监督可视情况调整起诉程序、陪审员资质、执行方式等规定,但须英王御准。〔9〕

同时,英国于1833年成立“枢密院司法委员会”(JudicialCommitteeofthePrivyCouncil),

作为英国海外领地、属地和英联邦国家的终审法庭,半殖民地案件可上诉至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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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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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ftheBritishParliamenttoRegulatetheTradetoChinaandIndia(3&4Will.4,c.93)”,

ForeignOffice,BritishandForeignStatePapers,1832-1833,London:JamesRidgwayandSons,1836,

p.256.
“ChinaTradeAct(3&4Will.4,c.93)”,ibid.,pp.258-259.
“OIC1833”,AdditionalPapersrelatingtoChina,London:T.R.Harrison,1840,pp.1-4.

“英王枢密院令”常由政府部门草拟,与枢密院自行颁行、无须英王御准的“枢密院令”(OrderofCouncil)
共同组成“王权法令”(PrerogativeOrders)。二者系特别立法,由议 会 立 法 或 英 王 授 权 制 定。“Under-
standinglegislation”,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nderstanding-legislation,lastvisitedon27 May
2021.

顾维钧:《外人在华之地位》,“外交部”图书处1925年版,第36页。
两个法庭由英王委任组成,分别巡回审判重罪、叛国罪案件和提审郡看守所羁押囚犯的刑事

案件及其它普通刑事案件。JosephChitty,APracticalTreatiseontheCriminalLaw,Vol.I,London:

SamuelBrooke,1826,p.142.
Supranote6,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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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对华域外法机制处于帝国法律秩序中。〔10〕

这一安排回应了英方官商、粤行商及广东当局妥当解决中英纠纷的需求。〔11〕英方

旨在保护在华英人权益,维持东印度公司垄断权丧失后的对华商贸秩序,但这无法立即

奏效。1834年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负责处理涉英人案件,但由于中方多不配合、只管辖

命案及其他多重因素,英国政府授予商务监督的司法权未充分实现,在华法院也未设

立。〔12〕

据前述法令,律劳卑(WilliamNapier,1786-1834)被任命为首任首席商务监督。英国外

相巴麦尊(LordPalmerston,1784-1865)在训令中指出,除非极为必要并经审慎考量及其同

意,律劳卑方可建立英国在华法院,且不得随意下令逮捕滋事英人。〔13〕巴麦尊限制商务监督

司法权限的原因在于枢密院令的本质缺陷———授权不明和未获中方同意。〔14〕

1835年7月1日,英国驻华首席商务监督罗宾逊(GeorgeRobinson,1797-1855)指出:

《1833年枢密院令》无法回应广州商贸秩序的诸多弊病。该枢密院令赋予商务监督先前东印

度公司大班的一切权限,这意味着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结束前生效的关于商业、贸易的规例继

续有效,但实际上商务监督不再可能以这些带有垄断性质的规例来管理广州自由贸易。该令

拟设立的英国在华(广州)法院似仅有刑事管辖权,或可能有民事管辖权,也无力处理诸多中英

商业纠纷。〔15〕

罗宾逊以1830年英国巴斯商人奥物治(HormusjeeDorabjee)拖欠仁和行商人潘文海

(Punhoyqua,人称潘海官)货款阐明这一点。潘海官要求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协助讨债,后者

令巴斯人曾见(Tsengkeen)扣押奥物治,但其拒不偿付。在这种情形下罗宾逊应允协助,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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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arCassel,supranote2,p.80.
如英国枢密院院长指出中方不愿继续维持既有制度,而希望英方设置治安官 等 解 决 纠 纷。

“EastIndiaCompany’sCharter”,HLDeb,05July1833,Vol.19,cc.161-162.
1842年前,依据1833年枢密院令审理的案件仅有“林维喜案”。该案加剧了中英外交冲突,

促使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ViscountPalmerstontoLordNapier,January25,1834”,CorrespondencerelatingtoChina,

London:T.R.Harrison,1840,p.5.
律劳卑事件后,英国精英阶层对这起被称作“律劳卑完败”(Napier’sfizzle)的事件发表过许多意

见。两度担任英国首相的韦尔斯利(ArthurWellesley,1769-1852)提出在不改变枢密院令的前提下,商务监

督就任前须同北 京、广 州 方 面 联 系 并 取 得 许 可。“MemorandumbytheDukeofWellington,March24,

1835”,supranote13,p.51.旋即出任内政大臣的格拉汉姆(JamesGraham,1792-1861)指出造成当时乱局

的原因之一就是英方的商业、法律安排未取得清廷认可。“WarwithChina”,HCDeb,07April,1840,vol.
53,cc.703-704.

“SirGeorgeRobinsontoViscountPalmerston,July1,1835”,PapersrelativetotheEstablish-
mentofaCourtofJudicatureinChina,London:Harrison,1838,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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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有查办英船、英人的权力。〔16〕但由于司法机制不力,罗宾逊除调和外,亦别无他法,故建

议巴麦尊授予英官“在广州的全部权力”,如此“在华英官、英民就不再受制于各种混乱”,也可

摆脱行商挟制。〔17〕

继任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Elliot,1801-1875)进而提出在广州设立警察队伍和法

院,适用英国法处理中英纠纷,因为,在其看来中方恣意放任欠债英人潜逃,仅关心命案,以表

明建立警察队伍、在华法院和适用英国法的必要性。〔18〕1837年7月,在义律推动下,巴麦尊

提出设立在华法院议案,将《1833年枢密院令》授予的刑事、海事管辖权扩张至民事管辖权,管

辖范围分为领陆、领海(3海里内)和公海(100海里内),并赋予将来派驻的领事与商务监督同

等司法职权。〔19〕

1838年英国下议院再度讨论设立在华法院时,有议员指出设立在华法院须经中国政府同

意,不得单方强制执行英国法。巴麦尊认为,《1833年法令》已明确这一点,问题的核心不是中

方同意与否,而是反对与否。他援引小斯当东(GeorgeT.Staunton,1781-1859)英译《大清律

例》“化外人有犯”一条的评注,〔20〕即除死刑案件外,中国政府很少对外国人适用中国法,而是

让东印度公司对在华英人的所有行为负责,这表明中国政府多数情形下不会反对英方行使司

法管辖权。〔21〕但多数议员持反对意见,该议案未能通过。

罗宾逊和义律等商务监督都试图实施《1833年法令》《1833年枢密院令》,建立有效对华法

律机制,但设立在华法院本身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侵蚀性,决定了清廷不可能许可。1834年,律

劳卑以商务监督身份来华,中方官员不承认“夷目”与华官平行,仍要求其与先前东印度公司大

班一样管理商贸事宜,不得有超出此范围的职能。〔22〕

1842年《南京条约》、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订立后,英国以炮舰外交将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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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21〕

〔22〕

(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70-71页。“Sir
GeorgeRobinsontoYunWo”,PapersrelativetotheEstablishmentofaCourtofJudicatureinChina,Lon-
don:Harrison,1838,pp.3-4.

“SirGeorgeRobinsontoViscountPalmerston,January29,1836”,supranote15,p.6.
“MemorandumofSuggestionsetc.,June2,1837”,“CaptainElliottoViscountPalmerston,June

2,1837”,supranote15,p.7.
LordViscountPalmerston,SirJohnHobhouse,“ABilltoauthorizetheestablishingaCourtor

CourtswithCriminalandAdmiraltyandCivilJurisdictioninChina,July27,1837”,ActsofParliamentto
Coroners’Inquests,Vol.1,1837,pp.1-3.

GeorgeT.Staunton(trans.),TaTsingLeuLee,London:T.CadellandW.Davies,1810,p.36.
HCDeb,28July,1838,Vol.44,cc.744-749.
1834年7月,两广总督卢坤奏称:“外夷贸易事宜,向系洋商经理,从无官为主持之事”,与旧制不

符。如今公司散局,“务使事有专责,勿致散漫无稽”,而仍须执行旧章,否则不准在粤贸易。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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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权强加于中国辖域。1865年前,《1833年枢密院令》是英国在华域外管辖的直接法源,往

后一系列法令、条例及安排都旨在对其加以实施、完善。《1833年枢密院令》是英国实施单边

规治,构建东亚域外法律网的第一步。

《南京条约》许多条款有延伸管辖权的内涵,第2条赋予英国领事和商务监督行政、执法

权,第3条规定任便英国立法治理香港岛。《五口通商章程》第13条确立英国驻华领事的司法

权、执法权,英方有权制定关于处罚英人的法律。〔23〕《虎门条约》第9条规定英国水手、兵丁

或别项英人,不论本国、属国、黑白之类,皆移交近地英官收办。第十条赋予英船船长、英国领

事对船上事务的管辖权。〔24〕基于最惠国待遇条款,英国一体均沾中美《望厦条约》第21条、

第26条、第29条,中法《黄埔条约》第27款、第28款、第31款等更明确的治外法权规定。

上述条约进一步发展了先前域外管辖的设想、实践,其核心在于驻华商务监督、〔25〕领事

的司法职能确立。随着五口通商,商务监督更多承担监管职能,以领事法庭为核心的英国域外

管辖体系开始形成。同时,基于英国国内法规定,对华管辖权的划分和运作得到进一步明确,

对华域外法体系开始纳入英帝国法律秩序中。

1843年8月24日,英国议会通过《域外管辖法》(ForeignJurisdictionAct)以“移除关于英

国在其属地以外行使权力和管辖权的疑义”。该法直译“外国管辖法”,但其空间效力范围是

“女王陛下属地”(HerMajesty’sDominions)以外的地区,可理解为英国的半殖民地,如中国、

日本、暹罗、波斯、阿富汗、奥斯曼帝国等。英国属地指英国本土以外但落入英国主权范围或对

英国效忠的地区,大致指广义上的殖民地(殖民地、自治殖民地、自治领、海外领地、被保护

国)。〔26〕可认为,属地是英帝国域内,而中国、日本等国大部分不是英国属地的地区为英帝国

域外。此外,该法最初主要旨在解决英国与土耳其间的商业纠纷,而后扩大至其他辖域。

《域外管辖法》规定英国合法享有以条约、让步协定、授予、习惯、默认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

的管辖权,对先前已有和今后取得的管辖权,视同以割让(cession)或征服(conquest)方式取得

的管辖权;在域外行使的上述管辖权,视同以当地的司法方式行使。〔27〕如此,以条约在中国

等半殖民地取得的管辖权和《1833年枢密院令》的有效性都得到该法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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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中外旧约章大全》第一分卷(1689-1902年)(上册),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年版,第70、82页。
同上注,第87-88页。

1857年前,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共有律劳卑、德庇时、罗宾逊、义律、璞鼎查、德庇时(第二次任职),文
翰(SamuelG.Bonham,1803-1863)、包令(JohnBowring,1792-1872)等8任;前四任非由香港总督兼任,

1844年5月8日起任职的后四任商务监督,由香港总督兼任。1857年后历任商务监督由英国驻华公使兼任。
“dominion,n.”,OED Online,http://www.oed.com/view/Entry/56717,lastvisitedon8July

2021.
ACollectionofthePublicGeneralStatutes,London:GeorgeE.Eyre&AndrewSpottiweoode,

1843,p.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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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以割让或征服方式取得的管辖权是指对殖民地的管辖权,以条约、让步协定等

方式取得的管辖权一般是对半殖民地(土耳其、中国、日本为典型)的管辖权,该法对二者等同

视之,意味着名义上虽有域内、殖民地和域外、半殖民地之别,实质都是英方行使相同的管辖

权。该法确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法律性质的差异,又以法律拟制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法

律管辖权视作等同,在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帝国本土之间建立稳定的关联,逐渐成为英国全球

单边法律规治的支柱。

英国获得清廷承认的在华域外管辖权始于香港岛。1843年起,首任英国驻香港总督兼英

国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HenryPottinger,1789-1856)开始陆续任命五口领事,并授予各口

岸领事司法权。1843年颁布的枢密院令授予驻华商务监督、香港总督为和平、秩序及善治而

颁布领事条例(consularordinances)的权力。〔28〕1844年4月17日,英王枢密院令授予领事

司法权,香港最高法院(SupremeCourtofHongKong)有权处理任何英人在中国皇帝辖域

(dominionsoftheEmperorofChina)的任何犯罪。〔29〕该“辖域”不限于香港或五口,而是全

部中国辖域,表明非通商口岸的案件亦可移交香港。囿于条约规定,璞鼎查限制英船前往五口

以外的口岸通商。

随着五口领事就任、香港最高法院成立,璞鼎查和其继任总督德庇时(JohnDavis,1795-

1890)自1844年起签发一系列关于领事行使司法权的细则,各领事法庭有权审理标的额为

200银元以下或可能处2个月以下监禁刑的案件,其他案件由香港法院处理;香港总督、香港

最高法院有终审权。〔30〕随后,领事获得所有民事案件的审理权。〔31〕

1853年颁布的枢密院令废止前述所有条例,明确驻华领事、香港总督和香港最高法院各

自相应的司法权,其动因与1846年处理广州骚乱时反映的司法运作弊端有关。领事、总督相

对了解实际情况,断案时常考量现实因素,可以协调英商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但无法与职业法

官一般依法断案。作为外交官的领事穿上法袍后,无法立刻成为职业的法官。

1846年7月,英人康普顿(Compton)击伤华民水果摊贩和华官,引发华民抗议并冲击英

方商馆。英 方 战 舰 泊 于 广 州 湾 严 阵 以 待。〔32〕 迫 于 形 势,领 事 麦 克 雷 格 (Franc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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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OIC1843”,China:ACollectionofCorrespondenceandPapersRelatingtoChineseAffairs,

1842-1855,London:Harrison,1844,p.4.
“OIC1844”,ibid.,pp.7-8.
[6&7Vict.No.2,February28,1844][8Vict.No.7,November20,1844],BritishandFor-

eignStatePapers,Vol.32,London:JamesRidgwayandSons,1859,pp.873,887-889.
[10Vict.No.1,March11,1847][11Vict.No.3,September30,1847],BritishandForeign

StatePapers,Vol.35,London:JamesRidgwayandSons,1860,pp.1118,1123.
“SirJohnDavistoViscountPalmerston,November21,1846”,PapersrelatingtotheRiotat

CantoninJuly1846andtotheProceedingsTakenagainstMr.Compton,London:Harrison,1847,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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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gregor)对康普顿判处其权限范围内的顶格刑———两个月监禁和200西班牙银元罚金。

康普顿及英商极为不满,认为麦克格雷一味屈就华民,错引条例,不按证据裁判,进而转诉香港

最高法院。香港最高法院发现麦克格雷未遵行1844年第7号条例,仅凭中方提交的证据断

案,有违公平正义原则,故撤销原判。〔33〕巴麦尊将领事原判和香港最高法院判决交皇家法律

大臣(LawOfficersoftheCrown)〔34〕复议。后者认为,麦克雷格的量刑正确,但法律程序有

重大瑕疵,故确认香港最高法院撤销原判的裁判有效。〔35〕

在英国政府看来,这一案件暴露出领事条例的混乱和领事法律素养的不足。为此,1853

年枢密院令废除1844-1853年间所有领事条例。该令授予领事为和平、秩序及善治的法规制

定权,限定领事法庭对涉英刑民案件的管辖范围:一般民事案件由领事法庭审理;香港总督受

理标的额低于1000银元的上诉案件;香港最高法院受理高于1000银元的上诉,并同前两者有

共同管辖权(concurrentjurisdiction)。刑事案件中,领事法庭可处以的刑罚上限调整至12个

月以下监禁和1000银元以下罚金,对再犯者可处驱逐出境。〔36〕该令比较全面规定了在华领

事、香港总督、香港最高法院三者的司法分工和管辖范围、法律适用及庭审、执行程序,大致形

成领事法庭初审,香港总督、香港最高法院终审的治外法权制度。

总之,1843年后一段时间内,五口领事制度和香港殖民制度密不可分,这多为便宜行事之

举,但驻华领事事实上在任命、立法、司法上受香港总督(驻华全权代表)或香港最高法院节制,

领事法庭和香港总督、香港最高法院大体形成两级两审司法制度。1858年中英津约订立后,

通商口岸增多,香港殖民制度无力处理英国在通商口岸的众多司法事宜,英方开始打造新的对

华域外法体系,而实质仍为单方霸权。

二、对华域外法体系的推进:英国对华上海最高法院

中英《天津条约》第16、17两款是对治外法权的再明确,〔37〕该条约的其他条款也有类似

效果:第9款规定英人持照往内地游历、通商,如护照存有瑕疵,以及有违法事情,则送交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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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ReportoftheChiefJustice’sDecision,TheQueenv.Compton,November24,1846”,ibid.pp.
86-87.

一般为总检察长(AttorneyGeneral)、副检察长(SolicitorGeneral)和苏格兰总检察长(Advocate
GeneralforScotland),有提起公诉和向皇室提出法律意见等职能。

“ViscountPalmerstontoSirJohnDavis,January25,1847”,“ViscountPalmerstontoSirJohnDa-
vis,February24,1847”,supranote32,pp.89-90.

“OIC1853”,TheNationalArchives,FO17/944,pp.22a,23a.
屈文生、万立:“不平等条约内的不对等翻译问题———《烟台条约》译事三题”,《探索与争鸣》2019年

第6期,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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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办;第21款明确华民逃往英船的,须英官查拿。〔38〕这意味着在五口以外的英人案件也归

英方管辖,明显超出了第16、17两款的保护范围。

1858年8月26日,英日仿照津约订立《修好通商条约》。英国于次年仿照1853年枢密院

令颁布关于对在日英人管辖权的枢密院令,规定驻日领事有广泛立法权、司法权;香港最高法

院被确立为日本领事法庭的上诉法院,对所有民事案件拥有共同管辖权。〔39〕英国在中、日管

辖权网就此形成,并同殖民地香港联系起来。

随着中日两国新开口岸增多,领事司法的诸多弊端逐渐显现。1867-1869年间阿礼国

(JohnRutherfordAlcock,1809-1897)修约前后,多地在华英商集中表达了对既有司法制度

的不满,要求限制领事司法权,制定商事、程序法典,建立职业法院,规范司法权运作。例如,

1867年11月28日,香港怡和洋行致信香港总督称:“迄今为止,英方法官一直由从未接受过

法律训练之人担任,官级不高,所领薪酬与承担的重大职责完全不相配”,故宜取消领事的司法

权,代以专业法官。〔40〕当时负有审判职责的领事确实缺乏相应司法技艺,无法承担需受过良

好训练的职业法官才可胜任的工作。对华域外法体系的推进,于是成为英帝国王室和政府考

虑的一件重要事务。

英国于1865年3月9日制定的“关于改善在华与在日英民管理的枢密院令”(《1865年枢

密院令》)标志着英国在华司法体系进入新的阶段,形成以上海英国最高法院为终审机构、以英

国在华在日领事法庭为初审机构的两级两审东亚域外法体系,直至1943年才彻底解体。该法

令旨在加强英帝国在华、在日司法权力行使,规范、提升司法效能,妥善处理涉及英人的纠

纷。〔41〕该令建立起英国在华最高法院和领事法庭的双层司法体制,扩大其管辖权,细化审判

方式、程序及执行,并对跨国事宜做出安排。

《1865年枢密院令》废除先前所有涉华枢密院令和条例,在上海新设“英国对华和对日最

高法院”(HerBritannicMajesty’sSupremeCourtforChinaandJapan,上海最高法院),〔42〕

获得大部分香港最高法院原对在中、日英人的管辖权。该最高法院成立之初被寄予厚望,驻华

公使威妥玛(ThomasWade,1818-1895)指出设立该法院旨在取代香港总督和香港法院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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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42〕

见前注〔23〕,第297、299、301页。
“OIC1858”,BritishandForeignStatePapers,Vol.49,London:JamesRidgway,1867,pp.

559,564-566.
“Memorialfrom Messrs.Jardine,Matheson,andCo.”,Correspondencerespectingtherevisionof

thetreatyofTien-tsin [signed1858],London:Harrison&Sons,1871,p.77.
“OIC1865”,FO17/1700,pp.18a,19a.
亦作“英国在华法院”“大英按察使司衙门”。就原文而言,for与in显有差异,应指英国专为中日设

立的法院,而非从英国本土派驻的法院,宜译“英国对华和对日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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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权。〔43〕外相罗素(JohnRussell,1792-1878)希望它既能满足在华英人需求,又维护英中

友好关系。〔44〕

上海最高法院兼为“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法院”(CourtsofLawandEquity),既严格依据

法律文本又灵活运用法律原则处理案件。〔45〕据罗素给首任首席法官霍恩比(EdmundHorn-

by,1825-1896)的指令,上海最高法院具有的司法权独立于英国在华领事的司法权,前者相

当于英格兰高等法院(SuperiorCourts),领事则相当于郡治安官(HighSheriff),〔46〕行使司法

行政权。二者为直接上下级关系。当时拥有英国法上法官职衔的只有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由

英国外交部任免,一般须有7年以上出庭律师执业经验。首席法官可委任法官(Associate

Judge)、法律秘书官(LawSecretary)及其他职员和领事处理案件,适用英国法及符合英国法

的规定。〔47〕

上海最高法院对上海地区初审案件有专属管辖权,其他案件多由领事主持的各省级法庭

(provincialcourts,领事法庭)审理,前者有共同管辖权。上海最高法院管辖法定刑为12个月

以上监禁和1000银元以上罚金的刑事案件及刑事上诉案件、标的额为250银元以上的民事上

诉案件和部分一审民事案件。该法院的特别管辖权包括殖民地海事法院(ViceAdmiralty

Court)〔48〕的海事管辖权,破产、遗嘱检查、精神病人财产处理、离婚等案件的管辖权。〔49〕

领事主持的各省级法庭拥有广泛刑、民事案件管辖权,以共同管辖权实施跨域审判(如将

在日本犯罪的英人移送中国领事法庭)。领事法庭的司法权相对独立,但上海最高法院可撤销

领事法庭的裁判。此外,领事法庭有英国“存卷法院”(CourtofRecord)的属性,全面记录案件

情况,多以简易程序来裁断案件,但领事法庭的法官造法不适用于英国本土。〔50〕

上海最高法院与殖民体系下的香港最高法院仍有联系,二者可依据英国国内法、枢密院令

共享管辖权。在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管辖权等同的前提下,1843年《域外管辖法》第4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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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5〕

〔46〕

〔47〕

〔48〕

〔49〕

〔50〕

“SirT.WadetotheEarlofDerby,July14,1877”,FurtherCorrespondencerespectingtheAttack
ontheIndianExpeditiontoWesternChina,andtheMurderofMr.Margary,London:Harrison,1876,p.
144.

“CopyofDespatchfromEarlRusselltoSirE.Hornby,May16,1865”,supranote36,p.69b.
Supranote41,p.23b.
Supranote36,p.69a.
Supranote41,pp.19b,22b,40a,26a-26b.
该法院原为英国港口内设立的海军中将法庭,后由高等海事法院(HighCourtofAdmiralty)设于

殖民地。

Supranote41,pp.23a-24b.
FrancisTaylorPiggott,Exterritoriality:TheLawrelatingtoConsularJurisdictionandtoResi-

denceinOrientalCountries,London:WilliamClowesandSons,1892,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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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枢密院令可规定将殖民地以外的英国犯罪人(如在上海)移交殖民地最高法院(如香港最高

法院)处理,其犯罪视同在殖民地法院辖域发生,但依据犯罪地法律审理,即便有悖于法院地法

律。对于半殖民地犯罪人的刑罚,可移送殖民地法院执行。〔51〕因此,《1865年枢密院令》规

定,香港最高法院可要求在华、在日法院执行其作出的传票、逮捕令、拘禁令等;在华、在日法院

可要求香港最高法院等殖民地法院和其他半殖民地法院的协助。〔52〕这为在华、在日领事抓

捕、引渡犯罪人提供法律基础。

事实上,上述安排是英帝国法律安排的常态,域内罪犯移送十分常见。如《逃犯法》(Fu-

gitiveOffendersAct,1881)授权殖民地政府对另一殖民地的逃犯采取各类措施,而该法亦适

用于土耳其、中国、日本、暹罗等半殖民地。这些半殖民地在法律上被视同殖民地而适用相同

的规则———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法院对特定被告人共享管辖权。〔53〕基于域外法,在华罪犯被

移送至其他辖域处理,案件视同在被移送地发生。对于在上海多次犯罪、屡教不改的犯罪英

人,法官霍恩比将其多驱逐至香港,但其时跨域司法互助成本过高,被移送地法院也常不配合。

英国枢密院是上海最高法院的上诉机构,其下设司法委员会受理标的额为2500银元以上

民事案件、重大刑事案件上诉及海事案件上诉,于1925年改由经香港最高法院上诉。〔54〕由

于时间、成本因素,极少有直接向枢密院上诉的案件,大多由上海最高法院处理。司法委员会

作出的裁判约束英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对涉华案件的判决对其他殖民地构成先例。因此,英

国在中日两国的域外法制度是英帝国法体系的一部分。

综上,《1865年枢密院令》奠定1865年后英国的东亚域外司法机制,该令确立了中国内

地、日本、香港司法机构之间的管辖网,形成上海最高法院和领事法庭两级两审体系。领事法

庭管辖大部分刑民案件,上海最高法院管辖重大刑事案件和标的额较大的民事案件,并在绝大

多数情形中作出终审裁判。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有最高终审权。1865年后的英国对华域

外法体系以上海最高法院、各领事法庭为核心,由英外交部领导,驻华公使运行,受枢密院监

督。〔55〕

《1865年枢密院令》颁布后清廷覆灭前,英国对华域外法体系无实质变动,但英国侵略触

角延伸至云南、新疆后,既有域外法体系又无法有效回应。为此,英国借用缅甸、印度等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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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54〕

〔55〕

“ForeignJurisdictionAct,6and7Vict.,c.94.,August24,1843”,supranote36,pp.4a-5a.
Supranote41,pp.23a,39b,30b.
“OIC1904”,FO17/1699,p.432b.
Supranote41,p.33b.
会审公廨事实上有管理在华英人的职能,但其设立、运行不依据枢密院令等英国国内法,而是中外

条约、章程。另见洪佳期:《上海会审公廨审判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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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处理滇缅边境、喀什噶尔等地法律事宜,由而产生对华域外法和殖民地法律制度的跨

域勾连。

三、英国殖民法与对华域外法的跨域勾连

英国法律帝国体系并非清晰可辨,而是一种贯穿于世界各区域、程度不一的英帝国全球法

律秩序,由域外法(extraterritoriallaw)和殖民法(coloniallaw)构成。殖民法直接适用于英国

在非洲、大西洋群岛、南亚、东南亚等落入帝国域内的殖民地,殖民法主要指英国本土法和在殖

民地制定的法律。对于殖民地的统治,英国借助殖民法体系;对于中国等半殖民地的法律规

治,英国借助域外法体系。〔56〕殖民法和域外法并非独立运行,常发生跨域互动,这清楚地反

映在英国对滇缅边境和喀什噶尔法律事宜的处理上。须指出的是,二者采用殖民法的原因之

一在于其规治对象主要为英缅、英印等殖民地的属民与华人间纠纷。

1880年代后,英国图谋朝鲜、缅甸及我国新疆、西藏等地,《1865年枢密院令》形成的域外

法体系不足以提供支持。1883年《朝英修好通商条约》订立后,朝鲜落入英国域外法律体系。

《1884年中日朝枢密院令》将此前对华、对日司法体系移植朝鲜全域,上海最高法院为朝鲜各

法院的终审法院,英国殖民法比照适用于朝鲜。〔57〕1899年英国在日治外法权撤废后,《1900

年枢密院令》更名上海最高法院为“英国对华、对朝最高法院”。〔58〕

1842-1911年间,英国以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治外法权,但云南、新疆等地不受条约体

系下治外法权约束,上述地区的华英交涉案件直接由英国国内法处理,使英国在印度、缅甸实

施的殖民法直接适用于云南、新疆。如此,英国驻滇疆领事、上海最高法院、印度、缅甸和英国

本土取得紧密联系,地方和区域法律机制在域外法体系中勾连成网。但这都建立在侵犯中国

主权和违反国际法原则之上。

(一)域外法借用殖民法———滇缅边境

英国于1886年在缅甸建立殖民制度,同时在我国云南的思茅、昆明、腾越派驻领事,意在

加强缅甸、云南的联系。原因是英国在印、缅、滇边境贸易持续增长,两地往来人员复杂,产生

大量跨境司法问题。当时中国通商口岸内英印流民、逃犯日益增长,对治安造成严重影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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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58〕

见前注〔1〕,第62页。关于对土耳其域外法体系,C.R.Pennell,“TheOriginsoftheForeignJuris-
dictionActandtheExtensionofBritishSovereignty”,HistoricalResearch,Vol.83,No.221,2010,pp.465
-485.

“OIC1884”,BritishandForeignStatePapers,Vol.75,London:WilliamRidgway,1891,pp.
600-604.

“OIC1900”,FO17/1628,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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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英文能力不足,而领事又不通当地语言,无法有效处理司法案件。〔59〕

1902年9月,英国驻昆明、思茅总领事务谨顺(William Wilkinson,1858-1930)向上海最

高法院博恩(FrederickBourne,1854-1940)咨询云南境内缅甸人和掸州人(Shan)的重罪管辖

权问题。博恩认为,领事法庭无权管辖重罪,移送上海最高法院或首席法官前往昆明审理皆不

可行,宜在枢密院令中新增缅甸为被移送地,如此英国在缅最高法院便有管辖权。熟悉云南局

势的腾越代理领事李顿(GeorgeLitton,1867-1906)认为缅甸法院不是法定对华域外法院

(extra-territorialcourt),宜在犯罪地审理,否则可能无法移送证据,加之别处法官多不了解犯

罪地情况,定罪量刑亦会出现混乱。〔60〕

务谨顺表示赞同:入境云南的英印人、英缅人、掸人等逃犯居多,领事不予规制将酿成严重

后果。假设缅人在云南边境杀害华民,依据现有制度安排,领事仅可收集证据并移交上海最高

法院审理(《1865年枢密院令》第72条),且最快也须三四个月,而这可能激怒华民而私自处

决。为此,他建议将云南境内的华英案件移交英国官员(如英国驻腾越领事)速审,或由英印政

府派出英印官员至滇代为行使上海最高法院审判权。〔61〕

具言之,滇缅边境犯罪有两类情形:其一,案件发生于云南境内但距缅甸巴莫(Bhamo)等

更近之地(如腾越);其二,案件发生于云南境内但距滇缅边境较远之地(如昆明)。务谨顺认为

首先犯罪发生地为裁判地,仅适当时才由上海最高法院派遣法官审判,故宜在云南设常驻司法

官,或授权云南总领事判处死刑。〔62〕

由于云南边境案件牵涉印度、缅甸(彼时划入英属印度),英国政府要求英印、英缅政府提

出意见。印度事务部副大臣戈德利(ArthurGodley,1847-1932)提出,英印政府认为该等案

件须移交曼德勒地方法院(sessionscourt)审理,适用印度刑法,为此须暂停枢密院令在中国仅

英国法规定为犯罪的才处罚的规定和印度刑法部分规定。〔63〕

英缅总督巴恩斯(HughShakespearBarnes,1854-1940)指出将英印人、英缅人移送缅甸

审理有两种方式:一是依据《域外管辖法》和枢密院令,二是依据《印度刑法典》(域外管辖规定)

和《印度刑事诉讼法典》(治安官预审规定)。后一情形中,须先由英印治安官预审,或由获得授

权的领事预审,这意味着由云南领事预审或在缅甸预审,而后于缅甸法院审理,但这在操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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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60〕

〔61〕

〔62〕

〔63〕

“LionelCharlesHopkinstoWalterTownley,July1,1903”,FO17/1698,pp.399-400.
“F.S.A.BournetotheMarquessofLansdowne,September25,1902”,FO17/1697,pp.536-

537.
“W.H.WilkinsontoF.S.A.Bourne,September16,1902”,ibid.,pp.542-543.
“W.H.WilkinsontoMarquessofLansdowne,December13,1902”,supranote59,p.113.
“Curzonetal.totheRightHonorableSt.JohnBrodrick,March31,1904”,supranote53,pp.152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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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复杂,而由云南领事直接根据1890年《域外管辖法》移送缅甸地方法院即可。〔64〕另外,

宜用《印度刑法典》替代原规定适用的英国刑法,并由上缅甸地区司法专员(JudicialCommis-

sionerofUpperBurma)复核死刑和受理重刑上诉。〔65〕

关于适用印度刑法典,法律顾问赫斯特(CecilJ.B.Hurst,1870-1963)指出《域外管辖

法》规定移送犯罪人的,适用被移送地生效的法律,视同该犯罪在被移送地发生,但特殊的是,

对云南的英人本应适用领事法庭、在华法院适用的英国法,而印度法与英国法关于同一犯罪的

刑罚存有差异(如入室盗窃),但当前很难得出完美结论,适用印度法相对合理。

1890年《域外管辖法》第6(1)(d)款规定,犯罪地与被移送地法律不同的,关于行为性质、

程度、刑罚须适用犯罪发生地法律,〔66〕但犯罪发生地在云南边境,而被移送地曼德勒法院适

用的是印度法。〔67〕因此,《印度刑法典》第3、4条规定该法适用于域外犯罪的英印人,结合

《域外管辖法》第6条,在曼德勒法院适用印度法没有障碍。关于对同一行为可能适用不同的

法律,印度事务部法律顾问提出适用印度法并建议将之适用于中国境内的英印人。〔68〕

1904年6月,英国政府、英印政府、英缅政府关于将在云南边境实施犯罪的英印人、英缅

人的移送管辖达成一致,外交部于枢密院令草案新增缅甸曼德勒地方法院作为中日境内犯罪

人的移送法院。1904年10月24日,枢密院令正式生效,第50条明确规定可将案件移送缅甸

地方法院审理,但仍须上海最高法院同意。〔69〕

但曼德勒与腾越仍相距较远,加之跨境违法不断滋长,英缅官员和驻华领事要求取得上海

最高法院的职权,直接审判所有跨境案件。1911年,巴莫地区副专员(DeputyCommissioner

ofBhamo)提出缅甸边境法庭或腾越领事审理在云南边境的犯罪,包括涉死刑案件。腾越领

事罗斯(CharlesRose,1879-1961)提出类似主张,但英国外交部认为领事缺乏司法技能,仍

由上海最高法院派遣法官。继任领事史密斯(C.D.Smith)认为中方官员常不配合,监狱不

足,移送上海、香港也不可行,故宜由当地领事处理。1916年,英国外交部批准缅甸边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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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67〕

〔68〕

〔69〕

1890年《域外管辖法》主要细化该法1843年版关于域外案件不移送殖民地审理的情形和域外所适

用立法等规定。WilliamPatersonandJamesS.Cotton(eds.),ThePracticalStatutesoftheSession1890,

London:HoraceCox,1890,pp.333-343.
“TheHonorableF.C.GatestoL.W.Dane,February5,1904”,supranote53,pp.154-155.
Supranote64,pp.2-3.
缅甸适用英印法律制度。“CecilJ.B.HursttoMarquessofLansdowne,May24,1904”,supra

note59,pp.143-146.
“NotebytheLegalAdviser,IndiaOffice,April29,1904”,supranote53,pp.155-156.
“OIC1904”,BritishandForeignStatePapers,Vol.97,London:HarrisonandSons,1908,p.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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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处理边境案件。〔70〕

总之,为规制在滇英印人、英缅人,英国政府先在既有体系内的《1865年枢密院令》中寻找

依据,但迫于现实不得不基于域外管辖借用英印、英缅殖民法,使云贵地区脱离原定应适用的

域外法,而适用英国域内殖民法体系。英方上述跨域管辖权安排多旨在合乎国内法,而在帝国

法律体系中产生无形勾连。这显然有违中英订立的条约,亦不合通行欧美的主权独立原则,本

质上是法律帝国主义。

(二)殖民法替代域外法———喀什噶尔

英印法仅部分适用于云南,而喀什噶尔则完全落入英印法体系。1890年,印度政府派遣

荣赫鹏(FrancisYounghusband,1863-1942)使团考察新疆,使团翻译官马继业(GeorgeMac-

artney,1867-1945)在往后30余年中发挥重要的司法职能,推动英国将喀什噶尔强行纳入英

印法体系。

1891-1908年间,马继业不是英国政府直接派驻新疆的领事,而是印度政府的官员,除与

俄罗斯周旋,保障英印在喀什噶尔商业利益外,马继业设法对日益增多的在疆英人行使管辖

权。但由于缺乏官方身份,中方常不配合。例如,1896年,新疆士兵袭击马继业及其印度籍秘

书,但当地官员未予该士兵处罚。马继业要求参审,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MacDonald,1852

-1915)与乌鲁木齐道台交涉后,中方官员继而判处肇事士兵鞭刑。〔71〕

1898年3月,马继业同莎车知州协商派遣贸易代表,并提出与莎车知州共同解决涉英人

司法问题。莎车知不予以同,认定马继业先前判决的一起英民贸易争端无效,对当事人处以罚

款。窦纳乐要求马继业会同莎车知州解决华英民事案件,而英人间案件可由马继业单独或会

同莎车知州解决。新疆巡抚同意中英会同解决涉英人司法案件的建议,但囿于马继业缺乏领

事身份和两方司法能力有限,未能真正实行。〔72〕

1908年英俄订约后,马继业获得领事身份,上海最高法院成为马继业主持的领事法庭的

上诉法院。类似云南域外管辖问题再次出现,喀什噶尔英官司法能力欠缺,上海最高法院远在

千里,加之清廷覆灭、俄国十月革命,跨境政治、商业案件迭起,英方疲于应对。其时,莎车、库

车、英吉沙、喀格勒克镇、萨雷阔勒岭等地案件频发,英官常亲自巡回审判。由于前述会审机制

的无力和英官不了解实情,常不能妥善处理华英交涉案件;喀什噶尔道员又不配合华民欠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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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1〕

〔72〕

EmilyWhewell,supranote2,p.103.
(英)C.P.斯克莱因、P.南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1890—1918年间英国、中国和俄国在新疆

活动真相》,贾秀慧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83页。
同上注,第89、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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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等案件的审理、执行,致使英民利益据称常无法保障。〔73〕

民国初年,喀什噶尔日益动荡,华英案件激增。〔74〕例如,1919年9月间,领事艾瑟顿

(PercyT.Etherton,1879-1963)就处理了64起案件,涉及土尔克、波斯、印度等语言,英人无

法自中方获得公正司法,尤其在土地案件中无法获得支持。艾氏认为须由通晓相关语言之人

处理该等复杂的案件,或需当地官员处理涉及英官不熟知的伊斯兰法。〔75〕为此,马继业将许

多囚犯、嫌疑人(多为反叛分子)移送印度处理并适用印度法,〔76〕但这不符合1904年枢密令

只能移送香港、英国、缅甸处理的规定。

1915年9月,马继业提请印度事务部和外交部制定适用于喀什噶尔地区的枢密院令,并

建议适用印度法体系,将重大案件移送印度处理。因为,其一,在喀英人多为亚洲血统,与印度

联系更紧密。其二,驻喀领事为印度政府职员而非驻华领事体系内人员。其三,喀什噶尔距印

度较近,距上海过远。〔77〕英国、英印政府于1917年提出喀什噶尔枢密院令草案,但此时未决

心对喀什噶尔地区施行印度法体系。

1919年5月27日,北洋政府颁发章程管理无约国人:“无约国人,在华居住游历,应遵守

中国法令,不能由他国代为保护……其脱离祖国另建新邦者,亦当然不能继承其祖国昔时条约

上各种权利。各该族人民现多侨居中国境内,所有课税诉讼等事,应悉遵守中国法令办理。倘

第三国有要求代为保护利益之事,应即根据成案一律拒绝。”〔78〕如此,许多案件中,中方否认

英方对阿富汗等受英方保护之人的治外法权,因其国籍国未与中方订立条约。例如,莎车刘道

尹大量抓捕持英国签证的阿富汗人后,艾瑟顿抗议其严重妨害英方的管理。〔79〕中方对无约

国人或英方保护之人的强硬态度,促使英方通过上述草案。

1919年9月,马继业指出:喀什噶尔的阿富汗人、巴朱里斯(Bajouris,普什图人一支)较

多,距印度吉尔吉特(Gilgit,今巴基斯坦首府)较近,可移送该地审理,并可在克什米尔杜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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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371/3698,pp.336-337,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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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hgarDiaryforSeptember1919,October1,1919”,supranote73,p.357.“KashgarDiaryfor

January1919,February1,1919”,supranote73,p.320.
“KashgarDiaryforOctober1918,November1,1919”,supranote73,p.306.
“CopyofMemorandumbySirGeorgeMacartney,September14,1915”,FO656/139,p.16.
《管理无约国人民章程》,1919-5-2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3-34-009

-01-020。
“KashgarDiaryforFebruary1920,March1,1920”,supranote74,p.90.“KashgarDiaryfor

March1920,April1,1920”,supranote74,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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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bar,议事会)同意后于该地执行刑罚;其他人员可移送印度西北部省份。〔80〕1920年1

月,印度总督寇松(GeorgeCurzon,1859-1925)同意对喀什噶尔英人适用印度法,并与英外交

部商议起草枢密院令,仿用波斯和巴林的殖民地枢密院令。〔81〕

1920年3月11日,“中国(喀什噶尔)枢密院令”(《1920年枢密院令》)颁布,将喀什噶尔纳入

印度总督、旁遮普邦(Punjab)总督的直接管理,旁遮普邦法院负责处理司法案件。〔82〕喀什噶尔

等同于英国法律上的属地(possession),领事扮演总督的角色,旁遮普邦法院执行在华法院的职

能。任何帝国法、在印度生效的法律及枢密院令适用于喀什噶尔,由外相或印度总督解释。

类似于将英印法适用于云南,喀什噶尔视同印度旁遮普邦的下属地区,在喀领事行使地方

法庭初审职能,旁遮普邦高等法院(民事案件为地方法院)为上诉法院,并适用印度刑事法律和

民事法典。相关事宜由英国外交部或授权印度总督负责处理。〔83〕关于移送管辖,相较1904

年枢密院令规定的由上海最高法院签发移送令,《1920年枢密院令》直接赋予领事移送签发

权,将犯罪人移送拉合尔(Lahore)审理。领事还有权颁行法规,决定监禁刑的执行地。

《1920年枢密院令》使喀什噶尔纳入英印法体系之中,超出云南与英印法体系的跨域关

联,以条约外的治外法权使之等同于英国法律上的属地,但这不意味着对华域外法不适用于喀

什噶尔。1925年枢密院令关于卫生、警卫或博彩等规定仍适用于在喀英人,〔84〕这意味着英国

域外法体系、殖民法体系、中国国内法同时适用于喀什噶尔。

中方在法理上、事实上从未赋予英方在新疆的治外法权,马继业获得领事身份前,同东印

度公司一般主张管辖在喀英人,而后以获中方承认的领事身份管辖。由于喀什噶尔情势复杂,

马继业将其纳入英印法体系的建议促使《1920年枢密院令》出台,使殖民法体系作用于英国域

外,与域外法体系并立,喀什噶尔也被视为法律上的殖民地。

综上,英国借助《1865年枢密院令》《1884年中日朝枢密院令》等构建起以中、日、朝为主的

域外法体系,与在印度、缅甸等适用的殖民法体系并立,但云南、新疆等边地的特殊性使英方让

殖民法体系作用于域外法体系。这依赖于域外法机制的创设、完善,各地领事、法官、法律顾问

的谋划,以合乎帝国法的方式规治域外行为,但实质仍是法律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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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bySirGeorgeMacartney,K.C.I.E.,lateConsul-General,Kashgar,February26,1919”,

FO371/3702,p.314.
“JohnA.C.TilleytoHisMajesty’sAttorney-GeneralandSolicitor-General,January16,1920”,

ibid.,pp.341-342.
“China(Kashgar)OrderinCouncil,1920”,FO371/13204,p.222-2.
Ibid.
Supranote82,p.222-4.“OIC1925”,FO371/10932,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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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序即有序———法律帝国与非正式帝国

中英废除治外法权条约签订后,英王于1943年3月22日颁布枢密院令废除英国在华(包

括喀什噶尔)域外管辖权,〔85〕作为英国规训暴力的对华域外法体系就此瓦解。英帝国百年来

对中、日、朝强加的域外法体系,不能简单归为炮舰外交,法律起着核心作用。由帝国中心设计

的域外法乃基于对非欧美国家的“不文明性”的认定,其植根于英国普通法,由帝国实践者保障

英国在东亚法律帝国体系的运转。

英国东亚域外法体系1833年单方面在中国确立,1865年囊括日本、1884年加入朝鲜,彻

底终结于1943年。这一体系以枢密院令为依仗,形成1843年前以商务监督为核心,1843-

1865年间领事法庭和香港最高法院两级两审,1865-1943年间领事法庭和上海最高法院两级

两审的对华域外法体系,并在香港最高法院和上海最高法院及英国领事官员的作用下运转,不

断动态变化,还将云南、新疆等边疆地区纳入英帝国法体系中,以攫取在华利益、维系帝国统

治。

1833-1943年间,不平等条约是英国法“正当”地适用于中国的依据,但英国域外法体系

并不借助不平等条约确立,枢密院令和《域外管辖法》规定的域外管辖和法律域外适用是为关

键,其关窍则是法律拟制———将域外案件发生地拟制为英国域内,以属地原则管辖。这为当时

英国普通法和国际法学家秉持。〔86〕在接受者来看,治外法权确为属人主义,但在施动者,域

外已拟制为域内而管辖,仍为属地原则。如1843年《域外管辖法》将以条约获得的管辖权拟制

为以征服方式获得;《1865年枢密院令》将移送香港、缅甸曼德勒的案件拟制为在被移送地发

生;《1920年枢密院令》将喀什噶尔发生的案件拟制为在印度旁遮普邦发生。

中世纪时期,法律拟制在英国普通法中占有重要地位。法律拟制可确立普通法法院的管

辖权,以将特定案件视为发生于实际发生地之外。〔87〕殖民时代英国正旨在延伸法律长臂规

治跨域流动的英人,但英国既有殖民法和对华域外法不能妥当处理滇缅边境和喀什噶尔司法

问题,造成管辖真空,而须调适国内法和国际法实施规治。

英国将印度、缅甸的殖民地法律体系与对华域外法体系勾连起来,殖民法不仅适用于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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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C1943”,BritishandForeignStatePapers,Vol.145,London:HerMajesty’sStationeryOf-
fice,1953,p.16.

SeeHenryWheaton,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Boston:LittleBrown,1855,p.113.
SidneyT.Miller,“TheReasonsforSomeLegalFictions”,MichiganLawReview,Vol.8,No.8,

1910,p.629.另见李红海:《普通法的历史解读———从梅特兰开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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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还适用于非正式帝国,这对正式帝国和非正式帝国区分提出挑战,即英国对非正式帝国

的域外规治也借助对正式帝国的统治方式,二者并非绝然割裂。奥斯特哈默(JürgenOster-

hammel)指出,非正式帝国概念不能理解为帝国主义演进理论的部分,不大能处理一般的解释

问题,只是一种理想模型,〔88〕故须关注实证研究与宏大理论的中间层面,提出更有建构力、解

释力的模型。事实上,“非正式帝国”一定程度上是“无益的、避重就轻的说法”(unhelpfuleu-

phemisms),未能准确揭露帝国秩序的创建方式。〔89〕

简言之,正式帝国主要指广义上的殖民地,纳入英国主权体系,受英国直接统治。非正式

帝国指英国未建立殖民地机制,而以各种方式施加控制力的领域,包括中国海关、外资银行、公

共租界等。前者表现为对领土、主权的控制,后者表现为政治、经济与司法渗透。〔90〕英国基

于不平等条约,以法律对中国政治、经济实施间接掌控———控制的非正式性,构建非领土式帝

国主义,而法律帝国主义成为非正式帝国主义的支系。〔91〕

在帝国对土地、政治、经济的控制力高低上,确有正式帝国和非正式帝国之分,但这不能阐

明对二者实施的不同法律规治的性质及运作———二者法律规治上的差异不能仅以间接性区

分。否则,按照这一划分,香港(英国行使主权)、威海卫(英国实际控制)落入正式帝国的法律

统治,通商口岸落入对非正式帝国的法律规治,这种可在地图上完成的划分忽视二者经法律拟

制取得类似法律地位的事实,未揭示英国对华域外法体系的实际运行。

英国法律权力在域外扩张借助的是英国对华域外法体系下的域外管辖,须由不平等条约

背书,无法直接施行于中国,这确为非正式帝国表征,但法律拟制使半殖民地的法律地位与适

用殖民法的缅甸、印度等殖民地等同,尽管内容有所差异。正式帝国和非正式帝国或可说是殖

民程度不同,但仅停留于此,无法显露二者在英帝国法体系内的联系。

何伟亚(JamesHevia)提出,中国是不完全殖民形式的变化形态,不处于殖民世界之

外。〔92〕这不是说英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运作机制完全相同,而是弱化领土控制对帝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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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ürgenOsterhammel,“Semi-ColonialismandInformalEmpireinTwentieth-CenturyChina:To-
wardsaFrameworkofAnalysis”,inWolfgangJ.Mommsen(ed.),ImperialismandAfter:Continuitiesand
Discontinuities,London:Allen& Unwin,1986,p.309.

AnnLauraStoler,“OnDegreesofImperialSovereignty”,PublicCulture,Vol.18,No.1,2006,

p.136.
DeanBritten,“BritishInformalEmpire:TheCaseofChina”,TheCommonwealthandCompara-

tivePolitics,Vol.14,No.1,1976,pp.64-67.
(美)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

版,第133页。
(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刘天路、邓红风译,刘海岩校,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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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强调英国法律规治的相似。这意味着,“去疆界化”“再疆界化”不是消弭有形边界,构建

有边界的、独立的体系,而是无形的、交错于既有辖域的帝国空间。

秩序的建立不仅是划分疆界,更是行使管辖权。跨域管辖是规治者突破疆界限制与束缚

的方式之一,是构筑秩序的工具。〔93〕法律拟制使管辖突破有形疆界,在半殖民地建立起稳定

而动态的治理制度,勾连起东亚区域性域外法体系,而结合殖民法确立英国全球法律帝国体

系。由法律拟制支持的域外法位于域内秩序和域外秩序之间,以调适并行而交叉的轨道,维持

帝国秩序动态中的稳定。

英国的法律帝国秩序借助域外法由区域向全球扩张。1850年代前,英帝国疆域未覆盖整

个世界,殖民地所占全球比例很低,多以殖民法统治;未沦为殖民地的亚洲大部、非洲大部、太

平洋群岛、拉丁美洲、奥斯曼帝国等无法以殖民法体系规治。〔94〕专为殖民地量身打造的法律

体系无法直接适用于域外,英人一旦发生跨域流动,其地位可能变得模糊,产生的规治真空有

损殖民秩序,故须以其他方式加以规治。

英国在亚洲、非洲势力范围多由条约确立,故以域外法体系实施对中国、日本等半殖民地

的法律治理,只是内容有所差异。其核心是,英方不仅旨在保护域外英人利益,还在于规治中

方不愿或不能管辖的违法英人,以维护在华秩序。因此,《1833年枢密院令》赋予领事的司法

权也是在强化对英人的管理、保护。《1865年枢密院令》以上海最高法院、领事法庭替代香港

最高法院作为东亚域外法体系中心,解决先前司法机制的乏力,改善对英人的规治。该法令奠

定东亚域外法体系的基础,此后多项枢密院令多旨在完善其运作、协调帝国间利益。英帝国在

华官员旨在既维持域内秩序又规治外部世界,往复国内法、殖民法和国际法间,调适域内秩序

和域外关系,无形中连通国内法和国际法。这显然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违反国际法规范。

英帝国决策者深知国内法、殖民法无法自动向半殖民地扩张,而扩张需求促使其在适用域

内法的同时,寻求与国际法的平衡。但域外法体系许多时候并不考虑国际法文明标准、国际法

学说,这也表明国际法史研究不应完全置于思想史框架内,须抽离国际法本身和国际法学者,

转向帝国法秩序的运作。浩繁卷帙的档案中,轰动性事件、符号往往惹眼,看似平凡却不断塑

造、变革帝国秩序的努力则被忽视。〔95〕不起眼的管辖权安排对全球帝国秩序的意义,表明当

时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文明论不关注帝国内部法律运作,而英帝国域外法体系的推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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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法律对区域、全球秩序构建的意义。域外法体系构建的不是清晰可辨,而是贯穿多个辖

域、程度不一的单极全球法律秩序,看似混乱的秩序动态维系着英国全球法律帝国体系,但其

本质绝非依法统治,而是单方、殖民的以法统治。

Abstract:Extraterritorialjurisdiction,facilitatingBritishEmpiretoregulateBritishresidentsinChi-

na,formstheextraterritoriallegalsystemforChina.Britain’sextraterritorialityinChinawasunilaterally

establishedin1833,formallyextenedtoJapanandKoreain1865and1884respectively,andcompletely

collapsedin1943.Suchasystem,basedonOrdersinCouncil,wasoperatedbySuperintendentofTrade,

GovernorofHongKong,SupremeCourtofHongKong,consulsandHerBritannicMajesty’sSupreme

CourtforChinaandJapan.TheOIC1833formedanextraterritoriallegalframeworkwiththeSupreme

CourtofHongKong,theGovernorofHongKong,andtheconsulsinChinaasthemainfunctionaries.

TheOIC1865officiallyestablishedtheextraterritoriallegalsystemforChina,whichwasoperatedbythe

MinisterinChinaandShanghaiSupremeCourt.ThissystemaimstoprotecttheBritishsubjects,main-

tainimperialorder,andcoordinatedifferentpowers,butitsboundaryisambiguous.Theconnectionbe-

tweenYunnanandMandalay,andKashgarandBritishRajhighlightsthejurisdictionalequationbetween

colonialandextraterritorialjurisdictionsgeneratedbylegalfiction.Asaresult,theregionalandgloballe-

galempirewasunilaterallyestablished.

KeyWords:Extraterritoriality;Jurisdiction;ExtraterritorialLaw;Yunnan;Kash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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