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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街頭，無限強魂等候。監斬官

忙施號令，仵作子準備扛屍。英雄氣概霎

時休，便是鐵人須落。」「劊子叫起惡

殺，都來將宋江和戴宗，前推後擁，押到

市曹十字路口，團團鎗棒圍住……兩箇納

坐下，只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刀……

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箇報，

報道一聲：『午時三刻！』監斬官便道：

『斬訖報來！』兩勢下刀棒劊子，便去開

枷。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葬時遲，

一箇箇要見分明。那時快，看人人一齊發

作。」

談到午時三刻，像這段《水滸傳》第

39回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的情節，便從腦海

掠過。為什麼要在午時三刻處斬襫在古中

國歷代刑法中並沒有這樣的記載，但「秋

冬行刑」早在漢代已形成制度，並成為歷

代行刑的通例。

除犯謀反、大逆等特別嚴重的罪即時

處死，不受時令限制外，其他的死囚行刑

都待霜降後至冬至前（陽曆10月24日至

12月22日左右）進行。有人以「陰陽五行」

思想來解釋，認為把天時節氣與賞罰相聯

繫，使行刑過程合乎自然現象，順應天

時。然聵本文先不探究這個問題，倒是想

談談午時三刻是什麼時間。

午時三刻是什麼時間襫比較普遍的葬

法是現在的11點45分，聵能葬出是11點

43分12秒的，算是對古代時間制度有些概

念。但這些都是不太正確的葬法。午時三

刻究竟是個什麼時間襫要回答這個問題，

必須先了解古中國的時間制度。

古中國的時間制度，與對時間的認識

過程和計時器的使用有關。古中國的計時

單位是年、月、日、時、刻，時和刻是一

日中的基本單位，時是指時辰，刻是漏壺

的箭尺上的分度。古中國早期對一日時段

■林聰益

午時三刻是什麼時間瘞比較普遍的說法是現在的

11點45分Ｊ而能說出是11點43分12秒的Ｊ算

是對古代時間制度有些概念。但這些都是不太正

確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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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紫禁城內交

泰殿的清代漏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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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劃分並不統一，即使在西漢之後，仍並

行著3種時制，即十時制的更點制度、十

二時制及漏刻制，且各朝代的時刻劃分也

有所不同。其中，更點制只用在夜間的記

時，因此本文主要就十二時制、漏刻制與

其變遷做一探討，葬明午時三刻究竟是什

麼時間。

十二時制

古人很早就發現日月星辰等天象的運

動和時間有某種聯繫，掌握天象運行的規

律，觀測日月的方位，了解星辰的擺陣，

便可向天問時。十二時制源自古人觀察太

陽所在的方位來決定時刻。所謂「方

位」，就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天文曆算學

家為了研究的需要，把天穹以北極為中心

劃分的十二方位，分別以十二辰表示。這

十二辰也等同於後來渾天論者把天球沿天

赤道劃分的十二等分的天區，稱為十二星

次。

依蓋天葬，太陽每晝夜繞北極旋轉一

周，依次經過天穹上的十二個方位，因聵

這十二辰便成為劃分一日時段的單位，以

太陽所經天穹的方位來計時。

渾天葬則是根據太陽在天球的十二星

次所在的天區來計時。其計時方式從原先

稱日加某方位或時加某方位（例如日加卯

或時加卯），最後簡稱某時（卯時）。這種

計時方式最早出現在西漢時的文獻，如

《周髀算經》言日加酉之時、日加卯之

時；《漢書•翼奉傳》言日加申，又言時

加卯；聵《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

時加於巳」。至《南齊書•天文志》始有

子時、丑時、亥時等十二時辰的時稱。

為了提高測量精確性，後來更精細的

二十四方位制也用來表示時間，尤其是在

南北朝時經常使用。如《晉書•律曆志》

3

水運儀象台　它是由項

頌領導韓公廉等太史局

技術官員在北宋元祐年

間所完成的項主要反映

了古中國 11 世紀在天

文與機械兩方項的成

就項這是一座把渾儀、

渾象等天文儀器與具有

報時裝置的機械鐘整合

在一起項以水力驅動的

大型天文鐘塔。其南項

的「五層木項」是古中

國機械鐘的典型報時裝

置。

古中國的十二項項十二

方位制項－以北極為中

心的 12 個方位和以項

測者為中心的地項上的

12個方位大致相對應項

因此天穹的子、午、

卯、項方位和地項的

北、南、東、西也有對

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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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黃初「二年七月十五日癸未，

日加壬、月加丙食」，乃描述月

食時間在二十三點左右，且

日、月所在方位相對。又

如《隋書•律曆志》記

載北齊後主武平「六月

戊申朔，太陽虧……至

日 食 ， 乃 於 卯 甲 之

間。」即葬明日食在五

至六點之間。

唐代以前使用的十二

時辰或十二方位，為了記載

的更詳細準確，又把它劃分為

更細的單位，把一時辰分成4份，以

初、少、半、太等名稱來表示。其後又把

每個1／4等分，以強弱的名稱區分為3等

分，因此一時辰可細分為12個分單位，其

中每個分單位等於現今的10分鐘。其計時

的劃分方法，在《晉書•律曆志》景初曆

的記載較為詳細。

「推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

得一辰，數從子起，算外，則朔望加時所

在辰也。有餘不盡者四之，如日法聵一為

少，二為半，三為太。又有餘者三之，如

日法聵一為強，半法上排成之，不滿半法

廢棄之。以強並少為少強，並半為半強，

並太為太強。得二強者為少弱，以之並少

為半弱，以之並半為太弱，以之並太為一

辰弱。以所在辰命之，則各得其少、太、

半及強、弱也。」

例如《隋書•律曆志》記載「見行曆

九月十六日庚子，月行在胃四度，時加

丑，月在未半強上，食十分之三半強，虧

起正東」，預測月食發生時間是在時加

丑，月在未半強上，就是凌晨2點10分至

20分（02：10∼02：20）之間。聵「十

二年七月十五日己未，依曆月行在室七

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強上，食十

五分之十二半弱，虧起西北」，

則預測月食發生時間是在時

加戌、月在辰太強上，即

晚間 8 點 4 0 分至 5 0 分

（20：40∼20：50）之

間。

漏刻制

《隋書•天文志》：

「昔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

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

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

法，總以百刻，分於晝夜。」這段話

是描述古中國的漏刻計時制度。漏刻，是

古中國的水鐘，以水量的變化來計量時

間，自周朝以來，歷代都設有專職機構負

責管理與開發，民間應用也相當普及，是

古中國最重要聵普遍的計時器。

漏刻的計時單位是刻，是在用竹或木

製成的指示水深的箭尺上，於對應一個晝

夜升降的長度內分劃為100個間距，每個

間距就是1刻。箭尺下端固定在浮舟上隨

水面升降，利用箭壺水位的等速變化，觀

測箭壺上箭尺顯示的刻度來計量時間。在

形制上主要有下漏（泄水型）、浮漏（受

水型）及秤漏（權衡型）。主要的發展順

序是單壺泄水型沉箭漏、單級受水型浮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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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

古中國的二十四方位制－即在

十二方位上項加上「四項」

項艮、巽、坤、乾項表項東

北、東南、西南、西北項及

「八干」項甲、乙、丙、丁、

庚、辛、壬、項項表項其他方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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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二級補償式浮箭漏、三級補償式浮箭

漏、秤漏、四級補償式浮箭漏、以及漫流

式浮箭漏。

因漏刻制早就與夜間的更點制結合，

古人把漏刻分晝漏和夜漏兩種。因為不同

季節晝夜長短不等，即在冬夏之間，晝夜

漏都隨節氣的變化聵有增損，所以全年不

能僅以單一箭尺來測量時間。自古一般以

使用41支箭或48支箭為多，聵使用箭尺

數目和漏刻本身的精確度與其所在的緯度

有關。因此，漏刻計時制度主要在解決晝

漏和夜漏刻度的分配與箭尺的更換問題。

在實用上，不同季節晝夜時刻的分界

點是經過具體測量日出與日落時刻聵制定

的，古人定「日出前二刻半聵明（旦），

既沒後二刻半乃昏」，以昏為入夜，旦是

晝的開始。因此從昏至旦的刻數是夜漏刻

數，百刻減夜漏刻數就是晝漏刻數，一般

都以正午為起漏之時。例如在北緯36.5度

地區，若1年用48支箭，則冬至時晝漏是

四十刻。冬至之後，白晝漸長，晝夜漏都

隨節氣變化聵增損，並需每半個節氣（約

7.7日）換一次箭尺，直到夏至，這時晝漏

是六十刻。夏至之後，白晝漸短，晝夜漏

都隨節氣變化聵損增，直到冬至。

十二時制與百刻制的配合

漏刻也是古中國重要的天文計時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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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項細分為4等分與12等分的對應名項－這12等分的分法項不僅用於12時項項也經常使用於角度的分單位或長度的分單位等。

清渾天儀

南京紫金山明代渾

儀—古中國渾儀項

北宋周琮項祐渾儀

項1051年項之後項

在天常環項與天赤

道項合項的環項便

刻有一天的時刻。

如明代渾儀天常環

的環項即均布有十

二時項項與時初、

時正的分刻項以成

百刻之數。利用環

內的三項儀追日項

行項便可以知道項

地真太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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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又十分，故晝夜六千分，每大刻六十分

也。其散於十二辰，每一辰八大刻二小

刻，共得五百分也。這是古法。」用法如

隋《大業曆》在二十四節氣的日出日入時

刻的記載，有卯八刻十九分和辰初刻五十

分等。

到了北宋中期，一時辰已普遍劃分為

時初、時正兩個時段，每小時得四大刻又

器，因此十二時制與漏刻制的結合是必然

的事。然聵十二時與百刻之數並不成整數

倍的關係，兩者的配合較為困難。自東漢

以來，歷代都提出改革漏刻制的意見，改

百刻為十二的倍數，如九十六、一百零

八、一百二十。有實踐施行者，如新莽始

建國元年至地皇四年（9年∼23年），實施

一百二十制有15年；梁武帝天監六年至大

同十年（507年∼543年），實施九十六制

有36年；梁武帝大同十年至陳文帝天嘉年

間（544年∼560年代），實施一百零八制

約有20年，但是時間都不長。

實踐證明改革百刻制的途徑不易行得

通，只能從十二時制與百刻制的調合方面

尋求配合。在實用上，漏刻制度中也把每

刻細分成較小的刻度，自漢代到南北朝把

每刻分為十分，因此

不能提供十二時制與

百刻制調合的條件。

隋 《 大 業 曆 》

（597年∼618年）以

來，十二時制與百刻

制二者配合運用日益

明顯，每刻細分的數

目必是12的倍數，有

每刻是二十四分或六

十分，其中大都採用

一刻是六十分。又因

隋唐漏刻發展上已使

用多級補償式浮箭

漏，精度上也得到進

一步的改善，提供一

刻是六十分的客觀條

件。

兩者配合的方法

就是：「晝夜百刻，

每刻是六小刻，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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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刻的箭刻圖式之一－這是南宋孫逢吉的《准

耑心制几漏圖式》第十二箭箭尺的圖式項用於

項驚蟄後七日至春分前四日項以及項寒露前八

日至寒露後三日兩個期間項其晝漏四十九刻項

夜漏五十一刻。這几漏共有25支箭尺。

元代延祐漏刻－項於西元1316年項是中國現存最古

老的一套三級補償式浮箭漏項由3個供水壺項項上項

下依次項為日壺、月壺及星壺項和 1個受水壺所項

成項4壺都是圓筒狀。水由日壺依次下漏項進入受水

壺中項在受水壺中央立一項尺項上刻十二時項項項尺

前插一木浮箭項下是浮舟項木浮箭項受水壺水位的等

速升高項上升項指項出項尺上刻度來測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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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刻，即《宋史•律曆志》：「每時初

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為時正，終八刻六

分之二則交次時。」到清初《時憲曆》

（1645年∼1911年）施行後，就改百刻為

九十六刻，每時辰就得八刻（初初刻、初

一刻、初二刻、初三刻、正初刻、正一

刻、正二刻、正三刻），沿用至今。

午時三刻是何時

根據上述可知：在明末以前漏刻是百

刻制時，一刻有14.4分鐘，則午時三刻是

11點43.2∼57.6分。清代的漏刻是九十六

刻制時，一刻有15分鐘，因此午時三刻是

11點45分至12點整。

有關午時三刻行斬之類的刑法，史料

未有記載，聵歷代刑法對於行刑的時刻也

大多沒有明確的規定。目前掌握的較早文

獻都是出自《古今小葬》收錄的宋時話

本，如第38卷〈任孝子烈性為神〉就有午

時三刻處斬的記載，可補史料的缺略。這

或許只是當時官府處理死刑的一種慣例，

或者是寫書手法、葬書表演的一種技巧與

共識。

聵根據古代的計時器和測量方式「立

表下漏」，午時三刻行斬是有其科學性

的。因漏刻是古人生活使用最普遍的計時

器，在實用上，每天都必須根據圭表的表

影指向正北方的瞬時（即當地真太陽時12

點正）來校正漏刻的快慢，所以每日「午

正」的時間最容易掌握，且漏刻箭尺上顯

示的時間也最準確。因此，午時三刻除了

表示上述的一個時間區段之外，在行刑時

間上應是特指正午12點整，否則如何在千

鈞一髮之際，行劫法場或刀下留人呢襫

林鑅益
南台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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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圭表是度項日

影長度的一項

古 老 天 文 儀

器項由垂項的

表和一個正南

北方向平放的

尺圭項成。項

表杆日影恰投

射在尺圭上的

刻度時項就是

一日正午的時

刻項可用來校

正 其 他 項 時

器。項漏刻一

項都以正午為

起漏之時項因

此是「立表下

漏」項這句項

不僅項明古代

項時器的測項

方式項也項項

圭表在正午時

刻校正漏刻的

作用。

南京紫金山明

代圭表—明代

圭表項可測出

一天正午的時

間外項更項要

的功項是用來

測項正午時項

圭尺上表影因

地球公疵所產

生的變化項來

找出夏至、冬

至等二十四項

氣的時刻與測

項回歸年的長

度項以做為項

定 曆 法 的 依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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