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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審(RESIDENCIA)」的概述：以科連特斯(CORRIENTES)為例  

戈洛斯˙維申德˙索多˙達維拉  

 

概要：  

「留審」一直是西班牙帝國控制皇室官員 重要的法律機制之一。自卡斯

蒂莉亞法延伸至殖民地法存在著重要的法規，其精確的過程成為「留審」的核心。

因此，在西班牙地區有著廣泛的應用。這也造就了在十九世紀初的新興國家的法

律與憲法結構上產生非常多的制度共鳴，科連特斯省是殖民地法為省級憲法投射

的明顯案例。 

 

關鍵字  

卡斯蒂莉亞法 – 殖民地法 – 科連特斯 

 

已存在的殖民地機關。十九世紀科連特斯憲法的「留審」  

可以說，西班牙統治拉普拉塔河總督轄區的目的，不能代表是西班牙半島

的意願而拆解一套制度和法律。帝國知道革命帶來重大變化，特別是殖民地經濟

壟斷的結束。但是，革命本身帶來了相關的法律，並在整個十九世紀中維持它的

合法性。其中一個就是「留審」。歷經十一年的五月革命，科連特斯省頒布了第

一部憲法，並恢復源自殖民時期機關的有效性。在本下半世紀，更精確地說在 1856

年的科連特斯大憲章憲改中仍可尋獲相關「留審」文獻。我已在阿根廷憲法中證

明該機關的存在。 

 

殖民地法的「留審」  

西班牙人來到美洲意味著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現象。他們不僅帶來了歐洲

習俗，還包含了卡斯蒂利亞帝國的現行法律。這些法規都在被發現的新世界實施。

因此，社會、政治、地理、氣候等，為了接受這些距離歐洲這麼遙遠的社會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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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改變與感到重要的衝擊。據了解，卡斯蒂利亞法律在訴訟過程擁有較強的形式

主義和慎密的意圖，包含在行政訴訟也是。 

這就是為什麼西班牙人為了有效控制王室官員的活動，設計多樣化的行政

過程。為尋求效率與行政上的速率，基本上需限制由不同機關任命的官員的權限，

其職責在處理殖民地事務。為此，卡斯蒂莉亞法成立了一個機關並且深入在殖民

地法大放異彩。卡斯蒂莉亞法是不同法律文化影響下的產物，其主要根源是羅馬

法。羅馬法是”智者”阿方索十世從七章法典中取得。「留審」也是從這位卡斯蒂莉

亞國王的偉大遺產中出現的。 

本質上，「留審」的主要目的是由專門的指定官員(法官)進行調查，問訊與

質詢。他必須調查並彙報王室官員在其職責中是否有違法或違規。很重要的是在

「留審」中進行澄清。基本上當任命完官員後過程就開始了。西班牙形式主義本

身在後現代時期也有過「留審」，當時是地亞哥德貢戈拉，布宜諾斯艾利斯（1618

年至 1623年）的第一任省長。 

可以確定的是在卡斯蒂利亞和萊昂古王國的 新法典第四冊第十一章與第

七冊第十二與十三章，後來稱為 新法典。在第七冊第十二章第一條法令指出，

特定的官員，如行政官，法官與警官在執行幾年的工作後必須進行「留審」。雖

然必須明瞭此規則可被授權進而在規定的時間內提前完成。這樣對城市是有益的，

因官員可開始運作本身之活動。 

第十四條法令明確表示誰要接任行政官的「留審」：“行政官將繼任他上

一任行政官的「留審」， 包含他的副手與市長，為了可以繼續執行管轄，將保留

委員會，法警，守衛、文官、律師與其他曾經或已經擁有的警員，收納官、財政

官、保管人、城市或城鎮的守衛、騎士；還有評議員，姊妹市市長與任何其他與

司法相關的人。 

如此，這就是法官或行政官必須在場執行職責長達五十天”發起「留審」，

完成抱怨方的權益”。隨後縮短了時間至一個月執行「留審」。如此這些王室官員

可在來年完成對國王的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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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澄清的是遭執行「留審」的鄉鎮，居民必須給予保證金與作宣示的承

諾，避免被告人潛逃。更甚的，若無保人，則官員必須關在與擔任職責的同一座

城市中。 

第二條法令有非常清楚的描述哪些官員必須在原任職區接受「留審」。有

提到市長、行政官、執行官與地方執法官。 

「留審」包含了所有的行政官與副官。第五法令明確指出，「留審」部長

級的行政官並不影響市長與其他評委會官員。為此，只有行政官一職將在「留審」

中吸收副官。 

在 1805年查理四世統治期間，西班牙 新法典建立了運作「留審」的關鍵

立場。法令指出，無論是「留審」法官或其副手必須在評委會前宣誓他們之間並

沒有任何承諾或結盟。同時，法令（新法典第十三章第一條法令）註明在三天之

內提交正式驗收職位，其接受依據法令的要求完成神聖的任務，讓「留審」有生

命力。 

也因為這樣，法律還建立了 90天實施「留審」強制期。任命的法官不可以

超過這個天數，尤其當行政官是被逮捕的狀態。如此一來，建立了一個合理的期

限讓審判不被延長，並且讓當事人接受判決。 

所有對「留審」與該執法者的所有規定都是嚴格執行，且不允許法官超出

該有的範圍。 

「留審」法官有一件不可迴避的職責，即藉由文官在該館轄區城市與人群

中宣傳並傳達審判的實行。從中獲取各界對被「留審」官員在施政中所有的不滿

與不適的事實。因此累積訴狀，成為審判的討論核心。 

第七條法令指出法官有多種需要完成的配套，讓審判是公正的，讓所有的

控訴或指責有足夠的證據。第六條法令詳細說明「留審」法官須取得街坊的證據，

在任何時刻都必須精準，準確的掌握所有被起訴人的訊息。尤其當控訴那些官員

有非法行為更是要特別仔細，當然，還有獲取可能的貪污信息、行賄或城鎮居民

因自身利益向該官員送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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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法令，當法官在庭宣判已證實的罪刑時通知犯下該罪行的官員。此

舉可讓被判刑的人卸任並提起上訴。當無法判定罪刑時，法官可將案件轉交給大

會，讓該機關判定當事官員為有罪或無罪。 

法官必須清楚對村民街坊做的分配、貢獻，尤其是獲取與分配的方式。這

訊息需回報給評委會並解釋相關的支出。  

整個過程中，被受審官員在辯護之後，法官必須做出決定。也就是宣判。

須清楚的是在整個過程中服裝是否得體或沒有適當的考量就從旅館中逃離；是否

有依判刑照規矩完成該做的，與 根本的，他的所作所為是否合乎當權者與王法

的要求。 

第 12 條法令建立相關判決的上訴機制。受理的範圍取決於被判定的罰金。

也就是說，是否超過 3000馬拉為地幣。如果定罪是低於該金額，則必須在上訴之

前付清。在超出該金額的情況下，馬拉維地幣需先交給由法官指定的第三方。這

些事情應向大會報告，上訴判決的意圖，法官則必須非常的清楚與明確。 

 

被提交至「留審」的官員  

重點是哪些官員是附屬在「留審」的人。首先是總督，駐殖民地 大權威，

也是被「留審」的對象。緊接著長官。也包含其他人員，如法官和檢察官。還有

波旁王朝時期的統治者， 後，行政官和市長。 

需說明的是，由卡洛斯三世國王頒布的皇家市長條例說明，市長包括其副

手，以及其他下屬官員都須接受「留審」。不得不提的是此時在科連特斯省殖民

時期的 高官員是副省長，不限參與「留審」。奇怪的是，該機關解釋在改革時

期後將實際應用。因此，其獨特的特點就是讓它在省轄區中更加適用。 

「留審」分為兩個部分。也就是說有部分的過程是秘密進行的，只有法官

參與，另一部份的過程則是公開的。秘密的部分，法官專門調查被「留審」的官

員的活動。在該城鎮或市區的人民中採集文件和證據，以及任何其他可協助過程

的試驗。在所有這些活動和觀測證據中發現該官員有可疑的現象時，法官將制定

投訴，讓官員為他們的行為提起辯護。當法官認定為有罪時，判決可以等同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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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再能擔任公職，甚至判處流放到外地。如果官員沒有犯下殖民地法律的事實，

可被授權擔任其他職務。 

過程的一開始是非常正式的儀式。後者包括了當眾朗讀公告。這在卡斯蒂

莉亞法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因為這表示查證過程的開始。已經提到在「留審」

中被允許的採證樣式，從文件到證據，任何一切可以證明王室官員的無罪或有罪。

另一個重要特點是「留審」法官的判決是要有根據的。也就是說，它不是自由心

證，對官員有罪或無罪的判決都需要合理的解釋。 

研究「留審」的歷史學家們，通常傾向於「留審」的範圍與法官的慣性行

為。顯然，官員的公開活動或私人生活都不在法官的封閉管轄中，這在西班牙統

治時期是很普遍觀察到的「留審」，這種審判包含了王室官員的私人生活。也就

是說，法官宣判時，官員的公共活動和私人生活是交織一並列入考核裡，在「留

審」中成為將近全面性的評估。該判決可以在王室官員的管轄區中上訴，或至殖

民地議會，在西班牙。 

 

阿根廷本土法律的「留審」  

我們都知道革命的概念，是一串激進的改變，放下過去進而改善或超越它。

然而，在 1810和 1816至 1820年期間的改革，西班牙在美洲的革命期間，這些改

變並不是如此激進的，如多數西班牙法律機制，在民主時期繼續生效。 

顯明的例子是西班牙本土的機關，如「留審」，已融入在西班牙殖民地的

傳統法律中，其合法性在殖民法瓦解後依舊存在。新共和國的興起不代表此機關

已走到尾聲，乃是被西班牙美洲憲法所接受與保留。很顯然的，西班牙美洲共和

國的創國人非常的清楚，不管是對過去的王室官員，或現任的民主官僚，「留審」

是很有實際性的機關。「留審」本身的價值其實和共和國以及法國模式有相當的

關連。這也就是為什麼「留審」可以與民主的固有價值共存。 

拉普拉塔河早期在 1812 年，針對「留審」有一套法規監管其過程的細節。

所有的公民在公共行政上都有相對責任。很容易發現從服從的身分到身為市民，

它已成為一種時尚的法國大革命本身。緊接著，在第十三年的大會，對「留審」

機關立法。若此次大會宗旨在宣示獨立和實行憲法的話，根本就無法達到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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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大會制訂各項法條時，與過去的殖民產生裂痕。在這個改變的過

程中，持續不斷的制定「留審」的規範，讓所有市民在拉普拉塔河共和省內發起

公共責任感，其規範中，創立了特別評委會處理大會本身成員的疑問。這整個過

程可看見民主機關在程序上實施改變，但卻是以重新啟用來代替或廢止該機關。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看出在這個時代的改變，已不再是當眾朗讀公告，而是

在所有的縣市張貼告示。張貼告示起四十天內，所有市民可依「留審」因素向被

告官員提起控訴。被告人可以反駁控訴事件。 在這方面，革命後期的法規沒有太

大的變化。並且還保留可提供更豐富的「留審」過程方法的清單。依政府公告的

民主精神，判決本身無法上訴，判決裡的重要議題將被印刷出來，並正式的公告

在所有的省市。 

1819 年該機關在拉普拉塔河邁入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發

佈了 1819 憲法。該憲法有特別的特點，在其餘拉普拉塔河憲法中脫穎而出。 首

先有貴族的本質。為此，作者們證實在拉普拉塔河形成君主體制的框架，就如拿

破崙垮台後的歐式風格。回想一下，帝王主義在當年並非新鮮事，1816 年市議會

在圖庫曼市就曾有過將拉普拉塔河省市打造帝制的議題。該憲法因終止「留審」

審案機關而被後代人記起。而該空位被政治「留審」取代。 

需認知這「留審」機關也在其他本土西班牙美洲法律中存在，但沒有讓它

有管控政府行為的權利，基本上是針對國家的高級官員。 

 

科連蒂斯公法的「留審」  

如前所述，在 1821年科連特斯省的第一部憲法，起草人將它稱為“南美洲

科連特斯省臨時憲法規約”。在文章的第四部分，成員包含了「留審」。在行政

權第 16 條可看見誰在「留審」的管轄下。該條文首先提到的有省長，再來市長。

在下一條，提到國會能獨自為「留審」法官提名，在當時原是省長提名的。關於

司法權，也提到市長與市府都在「留審」管轄裡。 

另外，相應的法令與第五份第六條提起，在 後的案件中，省長被賦予提

名「留審」機關的法官。從這可見 1821年的憲法中，行政與司法都在「留審」的

管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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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年通過新的省級憲法，與 1821年的憲法一樣，針對行政部的省長以及

司法部的常務市長與 高市長成立了「留審」。包含第十七條提到，由省長替司

法部提名「留審」法官， 後，1856 年的制憲會決定廢除該憲法，從此結束它的

效益。另外一件有意義的是，雖然 1838年的憲法很短暫，但卻也制定了「留審」。 

這 後的憲法因帕哥拉哥戰役後引發衝突而僅維持了短短三個月，它的第

十二條法令提起針對省長的「留審」。同樣的在第十一條法令中提到司法部的成

員都附屬在「留審」的管轄中，包含所有高等法院的官員，依法律規定擔任短期

的職務。 

如上述，  前面已經提到在帕哥拉哥擊敗貝龍˙德˙阿斯特拉達與科連蒂

斯內政動盪導致該憲法的結束，接下來的就是 1824年的法規。依前憲法規則，在

1842 年將「留審」置入所有有市長的城鎮。如此一來，他們將受到「留審」法官

的處置：“首都市長何塞˙弗朗西斯柯˙維多嘉，安東尼奧˙奎托和馬塞洛˙普

霍爾；撒拉達斯鎮的何熙˙艾伍黑尼歐˙龔撒雷斯，戈雅鎮的雷蒙˙阿栗歐拉；

和聖羅格的賀拉哆戈˙瑟拉斯。而行政部，則命多明哥˙拉托雷為「留審」法官。

在 1844年由伊西多羅˙戈汐亞˙德˙科西歐法官主持對都市市長的「留審」。 

在 1847年制定了省級憲法草案名為”1847年科連蒂斯省憲法草案”，跟它的

前身一樣保留了對省長的「留審」，在他任期結束後將會受到審查。此案也對

高法院的成員進行「留審」，第 151條指出與 1824年憲法不同的是，當官員有良

好品行時將維持他們的任職，唯獨藉由審判與合法判決革職其位。 

這 後一條改變了傳統「留審」的本質，因為是在官員身上同時進行。該

憲法指出當法官為品行良好時，他們的職位是不可動搖的，但是若證實有不常理

的或犯法的行為，則不須經由「留審」就能將其革職，因為已證明有不好的操行。 

雖此憲法在 1847年被制憲會批准通過，但因華金˙馬達里亞加省長在嶺龔

˙德˙溫斯被格拉˙胡斯托˙何塞˙德˙烏爾基薩所擊敗而無法生效。當馬達里

亞加部隊被擊潰後，改變了整個科連特斯的政治格局，包含憲法規範。 

關於憲法中的「留審」，可以指出除了科連蒂斯省之外，其他的省市也將

「留審」加入其憲法中。如聖達菲省的 1819 年臨時憲法；科爾多瓦省的 1821 年

為司法官員提供的臨時法規；聖胡安，門多薩和聖路易斯的 1821年聯民憲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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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馬卡省的 1823年憲法；聖路易斯省 1832年臨時憲法；布宜諾斯艾利斯省 1833

年憲法草案， 後，聖地亞哥˙德˙埃斯特羅省 1835年憲法草案。但後面這兩個

憲法沒有達到生效。 

「留審」在科連蒂斯公法的生效期間，即 1821 至 1856 年，只有四件對科

連蒂斯省省長的「留審」事件被證實，留下了不規律的過程。受到「留審」的領

導人有胡安˙何塞˙費爾南德斯˙布蘭科，在 1821 年至 1824 年任職；佩德羅˙

費雷省長，在 1824年至 1828年任職；佩德羅˙迪奧尼西奧˙卡布拉爾，在 1828

年至 1830年任期結束後受到「留審」；與何塞˙安東尼奧˙羅梅羅省長，1839年

遭受審判審理。 

這種不規律是因當時科連蒂斯的內戰加上經常對抗外省市而導致政治動盪

與制度危機。不斷地戰爭造成政治危機，沒有成果的行政，與省長在任期期間死

亡。 

由科連蒂斯省的官方紀載中可看見對埃瓦里斯托˙嘎利埃苟的「留審」，

是科連蒂斯省長 ，期間被稱為安德里安納共和國（1821）。但是依科連蒂斯憲法

而實施的第一個「留審」是發生在 1825 年對胡安˙何塞˙費爾南德斯˙布蘭科，

在依省市立法機關宣判通過後，被封為陸軍上校。 

他的繼任者，佩德羅˙費雷於 1828年辭職而結束任期，在 1828年 11月 29

日升到省立國會，並在同年 12月 3日接受任位。省議會依省立憲法命馬塞利諾˙

德尼茲為對費雷的「留審」官。國會特別委員會在四個月後宣判判決。關於後者，

可看歷史學家達特˙拉米雷斯˙布拉斯奇寫的判決全文副本： 

“依大會的特別委員會成立的「留審」，今天我將負責省長，國家陸軍上

校，佩德羅˙費雷先生的宣判；受理公文與辯護方的提供證據，與其他公開或秘

密進行的調查：依法律或權利並無任何可「留審」的結果。可見：過失，依大會

提供在此案件的資料，看見被控訴者的所有一切行為，我必須宣判陸軍上校，佩

德羅˙費雷先生，在擔任此省的省長與上校時的期間為無罪開釋，而就此宣布開

釋。因在這結論上 ，費用不是被告人應負起之責，我宣布，提告人需支付一切關

稅，以上為我的「留審」宣判，將記錄並封印在原案件中。依憲法對 H.省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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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依行政部的公正性在此提醒需公告此判決。終審，就此宣言、告示、傳達

與簽名。科連蒂斯。1829年 4月 4日，何塞˙華金˙戈提亞“。 

後，由 1829 年 4 月 24 日的省市立法機關批准已執行的程序和費雷的無

罪開釋，終結「留審」。 

佩德羅·費雷辭職後，佩德羅˙迪奧尼西奧˙卡布拉爾當選省長，任期至 1830

年。任期結束後進入「留審」。這個案例在 1831 年命費利佩˙科拉萊斯為法官，

他將接任胡安˙巴爾塔薩˙阿科斯塔辭職後的職位。 

幾年後的 1837年，重啟對前省長卡布拉爾在幾年前結案的「留審」。卡布

拉爾在當時被無罪開釋。但是國會在 1837 年 2 月 28 日通過一條法令，重啟審判

程序， 因行政部的某些過失，沒有相對秉持公平正義的提供可能讓人感到憤慨的

個人行為。 

另一件科連蒂斯憲政史上可見的「留審」，是何塞˙安東尼奧˙羅梅羅省

長的案例。國會在 1839年 11月 30日召開會議，唯一的目的就是決定由誰來擔任

此次「留審」的法官。兩天後的 1839 年 12 月 2 日經過激烈的辯論後達成協議並

且提名，過程中辯論著是否依法直接任命法官或是授權給行政部審判這外侵政府。

還記得帕哥拉哥戰役後，紅軍佔領了省市並摧毀艾思齊娜村，在 1839年 7月 6日

任命何塞˙安東尼奧˙羅梅羅上校為省長。經過一番討論，立法機關決定遵照所

有案件都依照法律執行，將命何塞˙弗朗西斯科˙科西奧為此次的審判官。 

同樣的，國會也讓對省長的「留審」達到毫無效益。也就是本傑明˙維拉

索羅案件，曾經是 1847 年至 1851 年的行政部首席。省級立法機關在 1850 年 12

月 28日通過一條法令，而該法令的政治因素關係，讓本傑明˙維拉索羅再次當選

為省長。 

在那個時候，政治的動盪與失衡導致出現非常多的臨時政府或代理政府，

造成省市的行政管理出現斷層。非常多的省長沒有完成使命就提前拋棄職位。基

本上，許多領導者 終都逃離或遭放逐來結束他們的任期，所以很多時候「留審」

是不可能實行的。 

另一個無法實施「留審」的原因是領導者在任職其間就身亡了。類似的案

件發生在拉斐爾˙阿蒂恩薩。這位是 1833 年至 1837 年的省長，但未能結束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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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抱負，因為在 1837 年 12 月 2 日死於庫魯甦誇蒂亞。他的繼任者也沒有完成

任命，赫納羅˙貝龍˙德˙阿斯特拉達，在 1839 年 3 月 31 日的帕哥拉哥戰役中

死於哥蓮蒂斯部隊前。 

「留審」在 1856年被省級憲法從當地法律中拆開前，讓約翰 G.普約爾有機

會「留審」省立一等、二等與三等法院的所有法官，都在 1853年卸任，曾經在首

都與戈雅任職。在此，普約爾任命佩德羅˙迪亞斯˙篝多德雷洛為「留審」法官。 

迪亞斯˙篝多德雷洛接受職責，在 1853年 5月 17日宣布一項嚴肅的公告。

此文在宣告開啟「留審」的期限。由此，公告起三十天內，給予所有受到司法判

決冤枉的省市居民有機會親自提供抱怨的證據，與和法官短暫的公聽會。此公告

由太平法官到各個戈蓮蒂斯鄉鎮所作宣達，這也是他們的主要職責。 

審判法官是被記錄在科連特斯省檔案室裡的後期「留審」，目的為消滅在

殖民地王國初期就開始運作的西班牙傳統機關。該機關，儘管已相當古老，卻在

經歷拉普拉塔河革命後仍然生存下來，並在初期就納在本土法律中，且推廣到各

個省市，包含科連特斯省。 

 

結論  

少數殖民地根深的法律與行政機關在科連蒂斯國的創建初期是被存留下來

的。更確切地說，只有兩個，市政廳和「留審」。 後這一個還大大的持續一段

時間，包含長期革命時期，針對科連蒂斯官員有著顯著的效果，延伸至 1853年的

國家憲法制定之後，而這制定在 1856年省級憲法被宣為無效益的，廢除它永久的

有效性。然市政廳遭受不一樣的對待，在 1824年被憲法廢除。因此，唯一的殖民

地法的機關在五月革命後仍在科連蒂斯公法中存在長達 50年的是「留審」。 

在「留審」中，省長與市長都獲得憐憫（在第一階段），在機關的後期「留

審」延伸到針對高級法院的官員。 

「留審」從卡斯蒂利亞法開始就是在管控政府官員表現的機關，在納入到

五月革命後還是維持相同的目標。因此，古老的「留審」與現代的「留審」是雷

同的，在所有的省級與國家級憲法中實施，目的在讓所有的公務員與官員負起應

有的責任，尤其是針對國家更高階層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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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連蒂斯省，每種政治形勢和格局造就了不斷執行憲法程序，包含實踐

「留審」。很多時候，不斷地革命、民族奮戰與內戰造成當地法律的終止，相對

的也影響了「留審」過程。然而，這機關的重要性並沒有受到改變，因為它是當

代唯一強制控制官員行為的資源，也因此，才有辦法一直持續延伸到 1856年的科

連蒂斯公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