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要J與「妾J

鄭飛演1*

(一)1賽j 、「安J 的「配偶J義之我見

《說文﹒女鵲器: f蠢，掃興己齊者也。 H說文 a 辛苦玲: r妾，有彈女子錯事之得接投

君者。 J

緝名﹒釋親屬:> : f妾，接啦，以聽見接掌包。 J

《白虎適》巷問: f妻妾者何輯也?賽者 s 齊也，與失齊體。昏天子下車廠人其讓一

也。安者 3 接也，以在等接見tI! 0 J 
《禮記﹒內其目》聽玄注: f妻之首齊也，以禮兒捕， t辱與夫敵髏啦。 j

以上是漢代文獻對「妻H妾J的理解。籠中我們得出追樣的結論: f棄J有 J與夫，齊體J

之鞠碟，那典男子相匹觀I ，而 f安j則為[接直打盟其「蟻」乃3言。[有罪j然河「兒接幸」者

時得名 9 足見其與[妻」地位之差朗。

l.l f妾j新擋的矛盾現學及思考

「妾j 的地位之低不僅表現在與「妻J的差別上?還可從殷商時期的文獻中看出。胡甲

←舊事記載:

「豆豆今巨資股夕用灘小鹿三十小妾五十於婦九月 J (629) 

f..... .眩…...七十# . . ~…妾……J (63 1) 

「發邱令發貞克妻一章. . 4 • • ~羊. . . . . ~自 J (19799) 2 

「當臣妾，宮。 J3

*萬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l 後人稱夫婆為 7位儷j 、「配偶j當由此商來，今人tl!以「讀書j作為男子的合法配偶。

2 以上三條神摘自姚孝主義、驚了《殷墟Ifl懶懶類勒(中華容審鳥， 1981等。}豆豆 173 0

3 (易﹒遨﹒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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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幾爾多以[距妾j對舉，孔安國稅《尚會繼費替別臣妾爐逃j下注曰: 1役人聽者，與日

多女臼妾 o J 說哥哥[距J競男性奴隸， 1至是j是女性故事事，這已為復世學者所證明。 f妾j為

女姐，還F當作人牲，例…就是殷人用「黨j祭f姆J (j陀 f婦J常為農玉的先批)的記灘，自l比

f妾j也可以被任易處死。第三條令難所喜f克蜜J就是挖妾和章、平等一併殺死4 以祭桶，

嚴正的祖先，可如妾的身分和牲畜完全一樣。

令靜觀章含「妾J 的記載擺在另…種4常說，如:

f禦方於河妻J (686) 

「辛丑←按:可妾} (685) 

?貞手商於示三在妻鐘慶J (938正)

「錢來庚戊續投乖奎妾批乾羊時J (2385) 

?請妾於批己J (904芷}

?要丑令王φ. ~ .. . . .聿示要妾難平J (2386) 

「按:五亥妾J (660) 

據當器倒閉兩對照辛辛多「妻J 和「妾j盤無矗蹤。而且「妾j建成為人們祭扭的對象，←辭中

的「備J是祭瓏，第三三、四、五鋒令難就是敘述;這人倚接批庚、說己之事，第六線是記載

占令確定期掌祭租蛇甲鵲情說。第七條?王亥發J是指「王衷的程偶J 5 0 對於恭喜事中 f妾j 的

議續用法，許多研究者提出自己的發怯:

朱安于體: r按許智此說巷，護世學者揮信不攏，其實大有未誨。果如其苔，龍、風諸

輯，有悔罪問以平指按其頭上乎?其說之誤，暗無曉矣。余擱妾舉女議上難平。平與辛

問;亭，釁讓每t怠。......薰古代戰爭時停種異族之婦女，使之服軒著寄:坎烹之役，放進字象

之 o J7

李寧定: r ←醫妾宇其用興奮見之嗔字相罷，讓蓋棺當於今之饗字，誰未見有卑下之含

意。 ....6.蓋3簽字從女，上象鬢加弊彤，安姆說女，上加旗餘，其意相間，初無地位上之

尋 《著手秋隱元年:> : r鄭伯克段於廓。 j 毛公主拉縛>: n臣之者何?殺之也。 J

5 兒童車誠綴著: <甲骨文街坊諒典:> (中華麥當醫舟， 1988年。) ]{56 0 

6 指許慎《說文解字》對「妥j 的說解。

7 朱賞?圖以實藍風之字形據調妾「有何罪H以顯牽強。甲骨文「鳳J字字形頭上磯有í~J造一構件，但甲骨文f鳳j

ep í.風J (參JH殷嫂甲骨刻萬事類船民 660) , r風J當煞費錢之紋。而「龍卜則是人們虛憐的一種動物，由

於它的予處烏有，人們可以隨意的想象，立堂時於它神化的f!!.務。龍作為歷代帝王的蓋章擻，是讓夏民族毒草

矮的鑽空彎，確有其尊貴之處，很敏營文「勵字形體不一，有丹、已志、 3 ‘ F 奇事，頭上立豈非都以待j冠之。

因此「譯告j 非有幸事之女典音藍風諸物立史無重接棚係，而妾f鑫古代戰夢時(李種與旅之婦女J之說亦值得衛線。

至象抓友商史盼頁503: r平脅文記錄過過戰爭議其他小規模接觸績獲對方俘虜時，則用嘲軒俘.j • J 就

《殷墟甲骨刻畫事類動所記「恥的惜沒漪，並無此種用法，因此突少可確定 r~J的主要來源不是俘獲的異

族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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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許聽之苦11聲接趨之麓，不足以輯於殷制也。 JB

饒宗輯: í可知妾妻俱指觀。 j

主9

鄭慧生: í妾字在高tt ←辭中，是妻字、母字的時義語，絲毫沒有女扭隸的意思。如

示妥之事說康，在間一時期武了←番爭中，就被稱為妻、畫、母三種稱峙。《骰虛靈幸免續

擴駱一六一:你主妾批庚此殷嚴文字乙胎一九一六: [京安妻推閱微處文字甲紛問六

。: r示三在母舵庚i可見妾、藥、母玉宇向藹，特當於復t堂的內人、太太、嫂子。 J 穿

串 i跎 3 妻不僅不菇、有彈，布旦有毒害與妻完全相同的意義， IìP í配{勵。這種用法不權

在甲骨文中有，也兇於後代的史料。如:

「企艾文{自卒，其母成其妻臼:吾構之，好肉，女死之;好卦，士死之。 J lO

f憶苦妾未字，生子皆清門。 Jll

「萬E草叢室，盡力乎講溫，百谷用成;神撞車，畫畫龜線，玉女靜養，天賜妻。 J 12 

{旦值得思考的是:既然有?妻J '為甚麼還需用「妾J表示 f配鵲J ?既然?妾J是站住低

驕梅女妞，為甚麼在同一時期又可用來指相對攤位較高的配偶?為了更確拐捕了解妻妾

早期的內損，我們有齡要對殷備時代與f要妾j有關的婚攝狀現作一追述。

f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館最準權的標誌。 J 13 中鶴使用文字的歷史豆豆夕夜甲骨

文時代說話臻克善。被時間和內容上考聾，甲骨研射文字多是三間千年前殷王軍的占←

紀錄。造說明豆豆夕在嚴代以前中轎車~B跨入文嚼社會的大門。然爾社會進化理論告訴我

們一體社會影憊的變更總是建漸萌芽於聲有形態，荷華穹的社會形態往往無法揚棄舊靜態

的建存。殷商時代弗如此。郭沫若先生根噱殷代辛苦王承繼多「兄將弟及J的特點以及殷人

尊安裝先雄、←辭中常有先豈能特祭的記載等作出與斷，認為嚴代選存在母系為中心的民主失

社會琨象或其手續，反映在攝姻生活方豆豆就是多夫多鑫制和一夫多妻制的並存。 11 如:

?祖乙之觀臼攏己又日批庚J

「觀了之觀自批己又詞就努J

「武了之配的競亭又回豈能獎又白蠟戊J

8 朱芳醋、李孝定雨先生以字形分析[妾j的意義的作法是最得借鑒的。後人分析f呂學J系字草草認為: rr辛i字

以及與f莘學』字相鵬的字書羊群體，有一個共同的發獎取向:彰現撩撥。 J rr尋思i既可為刑草書低賤的是受記，又

可為華美尊貴的樣議。 J (詳《古漢字與中劉文化源)P. 的、 P. 泊，李玲璞等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F辛j 的這一特點為「妾j所擋的矛盾竣象提供了根據。

9 以上諸家說法磚引自于省吾吾友氣: (甲骨文字給林) (中叢書鳥， 1996年)。

10 (屬音吾-軍事語下) (劉學基本尊重賽，商務印書館， 1955年。}真倍。

lJ請寄﹒陶激《當新婚另1診。

12 (豆豆函 ÙJ剪輯候變》耨《擾緯含文嘉)，車尋尋!自愛肉、周明霸《志和獨神話資料率領) (的川會社會科學院出版

柱， 1985年)資253 。

的楊來發等譯L.H.療費穿梭《古代社會> (商務印書館， 1977年)1l{30 。

14 詳郭沫若〈中關古代社會研究) (民國碧藍賽第一婦，上海會活}頁79.80 。



40 中餾吉普文通訊

←辭中間有多艾:

f戊子←庚〔實〕章含玄學父份。 J

「貞帝{諦)~父。」

「庚牛科×冀，告於三父。 j

f父甲一牡多父庚一牡，父辛一牡 o J 

f錢又於父庚多貞又於父辛。 J

享豆沫若先生認為，適「實罷手亞血族辭婚多夫多棄之環象，後人伯板羈鵲父的實亦此現象

之三F建設。 J 16 

PJ晃一穫習俗的存留雖不部為賴以存校的制度的消失而完全3萬夕亡。夏、醋、周三代

從原始社會過渡而來，自然在其婚婚生活中有明顯的軍始社會的痕蹄。殷入血親蜻播和

男代較為起由的婚偕17都可謂原始社會婚蟬生活的遺風。甲骨←辭記載的妻妾之事寡是

殷崗吾尋找一夫多妻的兒聾，而「妻Jí妾j器為男子鵲配偶。 IB

莖於f妻j 與「妾j有何擺闊，蠻不敢隨便聽瀾，但有一種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機

床)1生討論f從財聶華!自伴的j一攤中講主U : r在一夫多讓觀的婚姻中，妻子不會是丈夫的奴

線，雖然在男子倍統治遠位的社會中，女子都處於受支配的組位，但對丈夫來說，一幫

妻子纏上七一個妻子難以督教。 j 理此布當多克在議到波利尼西亞人時說，他們「並沒有忽

攪一夫多賽會;在實是費中和精神上的種種弊端，囡i比妻子們都變嚴格地勢分等綴，家中的

工作也要一一分鬧。晚上，她們分別睡在臨闊的屋子鑫或各人摺定的位覺上，然接丈夫

鼓吹走到每幅畫妻子那襄j 。遊樣歡的目的是使「家發活t且能分攤對各鋼人身上。更叢聾的

是，盟主通家中的一切事，請都安詳得井井有條，所以豆豆棺妒忌和爭妙的境象說很少發生J 0 

19 顯然，設和尼西亞人嚴格輯分饗子等級的辦法是為了家人的平導和諧所採敢的一種可

行性措施，至食其變子們地位的差別卻很難看出。諸種現象海甲骨文中配偶有「藥Jí妾」

15 殉時有告奮父諸吉普之稽，如:鑼﹒小勝措旋盲蹄，復我諸父。 Jí既有耳聞，以遠諸父。民權言êH諸母不

瀨裳J等。鐘都是群婚奮發的遺存。

16 郭沫若〈中國古代校舍研究》頁76-77 0 

17 {j綺禮，地官-媒即「中春之月， ~急會男女 2 蓋全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有誰不用4學者罰之，謂男女之無

夫家著?而合之。 j 以法令的形式鼓勵男女私奔，都便是當今符代也是不可懇、像的。但周代確實存在這樣習

俗，話語;主遴令衰退要受獸，可兇當戀婚姻的街放程度。

18 億得說婉約是，甲骨文中表「配德Jz義除了「妻j 、(妾j外，還有í~J 、 f母J ' í女j等(另有一f妃J~芋，學

骨文只見f篇章aJ l 0 í，哄j 字嘗嘗見於祭把←瓣，多在先公先至撥號名之後，如: íE楚且還←，真:王寶示圭橫批

庚，望日，之尤?Jr丙$←，貞:大已發級商壘，之尤? J (詳練煒湛〈月3脅文同義論研究)，(古文字學論

如初露齡. 132 '香港中文大學) í女J~象用來表示[子女之女J外，讓我示「配偶J ; r母J~軒母親j議外事又

有?配偶j義，如: r示安安批庚j又~ri.拉圭委主垃庚j又為 f示:f母數決J (詳鄭慧弦音音) ; r三E亥妾j亦稱[1::亥

女J '極了之配偶或稱「且Tf發j或稱f極于:9:J (詳{Ifl骨文字詰林H妾j字條下按語)。遺些在←辭中都是客

緻存在的，它反映了星星未辦初社會的婚姻狀況。

19 (美〕約瑟夫﹒布諸多克籍，王秋海等釋:繃床>E聯書店， 1986年l '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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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不聞說法提供語釋的依擴。我們肯定殷商時代有較多原始母系社會的手鐘，飽飯商社

是一{間變革的時代。攬著聽瓏的發明和農業的發展，男子的力量愈兇增強。躍著男權的

抬頭，艾系制愈先輩囂，因i吃男子尤其是帝王擁有較多配偶是不足海陸悼。正像玻利尼

罰單一樣，殷代早期男子的配偶亦無明顯的等級差別。相幫男子茹苦，配偶閥的攤位是

相當的，追問多夫樹下各男子地位的相等一致，自為配偶的一方可能是兄弟或蜍妹會

是原始社會血親婚婿的還留。對了商代 3 男子聽擇配稱的範攝逐漸擴大，巴不餵設有血

親關碟的兄弟錦妹了。多棄的存在，不管在實聽上還是在精神土都給男子帶來擺攤麻

煩 2 鐘就為錯配偶判「巖略地黨j分等級j立主分攤家中的事務提供了客觀和主觀的依撮，於

是配偶們意是有了分別的可能以至於被付諸賞施，最終ìl~r妻Jí妾J等不冉說法。紛至投

向…備人的配偶前且其配儒名相同卻分別稱f妻Jí妾H母j等，則是最親使用攝種輯分安

怯的本嚴密性所產生的模糊導致的，同時也說明建種對安最胡立全無明顯的地位差別，以

至人們並不在乎用「妻J舟 f妾j還覺用「母j 。但「安J又為 f女奴J 的轎呼，籠一事實不容更

攻，它成了後代妻妾地w:憊殊的先兆。

1.2妻「與夫齊聽J說賀聽

另一鶴不能筍懦1it蘭人的說法是:妻 f與夫齊體J之誼。文章閱讀所引諸例皆如是(其

中《說沿研吉「簣，婦與日齊者J ' r己J蓋指與「婦J相對的 f夫J) 。讓人也繼承了撞一說

法 3 如何齊』和 f妻i何讓步開妻子作為配偶在社會地位上跟丈夫是平等的J 0 21 由此事寄

來， r要j和「妾J作為配偶，與丈夫具有向等的擋住。若只是客觀地能用插上分析，前人

融制釋確實無可挽剔。翻果說母系氏旅社會男女擋住平等，那還是有1倍的多間為那時財

蘿歸氏族所有，沒有階級，亦沒有等級的差別;現代社會男女拖拉平等也是被鱷朗的事

變也前在織力和他虎通》產生的時代乃至更早的夏蘭時期，婦女的蠟位是否真典男子

平等，妻妾是否 f典先齊體J '領館得權錢。

女uf妾J '除了作男子的配偶外，在甲骨文中還被證明是用作人牲的奴縛，以 f妾j來

稱呼自己的監俑，顯然說明其地位的卑下。那麗華真鵑能f與夫齊體J嗎?

從早脅文字車上分軒，商代女子的地位並不高。妻妾皆從女。 f女j 甲骨文為一跪地

問學的女子單象。 f斐j 甲骨文也是一下龍女子影狀，上有頭變，復有一芋，實與齋以之

為「擋來的妻子，最初的地位略等1it奴籍，能寧家內服役。妻宇金文。可支由作夢，象女人頭

土頂著黨。誼和甲骨文仆宇雙手捧著寞，表示種事曬揮之類的錢役，命黨是相同的。《說

文草叢宇古文件穿，許橫解釋說 :f古文安能肖女，時，古文賽字 e 按費提庚，即簣字，是

20 區分的標史學可能與其來源有嗯，如 f妥j可能是質的或從另1)族俘獲的。美洲印第安原始部黨的男子亦不乏

有或質或停或轉娶的配偶，他們並以 f妻j稱之或分別之為主委次妄。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和布雷多克的

繡師對此都有敘述結

2l (瑞典)高本溪茗，海榕賽等攝諱:(漢文典〉修訂本， (上海辭套出版社舍的97年) ，頁2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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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盛士的草瓣。宇鍵爵(翱簣) ，與從黨筒，章。金文寮字盤有個異體作誓，則是剛種形

體的復合，郎女人頸上頂著寞，又接一雙男人的手建住。從字第便可窺見4當時婦女的最

慘命籠。 J 0 您這一段話攝露出?妻」在話是宇持代的實際狀視。鐘管其所官碧藍f最韌的地位

路等鼓鼓線J 尚不得需知，而其對{寮J的宇彤分斬是否完全合互理尚待權嘴，個從古代夫

還是又稱夫婦23 、「妻J 甲骨文字影與「奴J相近24 、 7娶」的本字郎?取J 25 和古代存在的擂婚

智榕2岳看，聽一說法有一定道理。因i克認為吾吾「與夫齊體j之說是不確切的。

雖然殷代保存鞍多先世的禮瞥，令辭中也多母釀中心之痕藤，可不能否認商代思是

父權制社會的事實。男權的抬頭便女子宙中IL'擋住一降蔚為男子的附庸，隨之原來較為

平等的婚姻關傑宜發生住了變化，那就是所謂一夫…妻語 11興體婚制j 的出現。 f個體婚制在

腰史上決不錯作為男女之闊的和好而出曉的多更不是作為這種和好的最高形式認出現

的。給好相反。它是作為女'1生被男性研蚊投，作為整體史前時代所未有的兩性衛突的軍

告闖出現的。. ~ . . . .在歷史上出現的最初的階級對豆豆，是同個體播輯下的夫妻鬧的對拉的

發展同詩發生的:而最韌的階級壓總是!可聾，姓對女性的故投同時發生的。聽聽續制規

f譚偉大的歷史的進步，但同時立向銀韓制和私有財富一起，卻開閱了一偶一宜，鐘續路今

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含任何組涉同詩也是翱對的提步，一些人的幸福和發麗是通過

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壓抑關實琨的。 J 27 恩格斯在攪藥研讚煌的是階級邂連發生時代，

即父系氏簇社會影成時期男女地位的變化。考古發攝正印證了{童聲言麓的科學性。

在技園的考古發躍中，發現了很多屬於這個時期的男女合葬墓，適些墓中所理的男

女，不可能問時死去，必、然有殉葬者。問且其壞葬*式表明是女子海男子殉葬。但這樣

的夫妻合葬墓，在鸝於交系氏族社會棋擂緝毒主葬中從未發現遍。

1959年和 1960年， ，在甘肅水清秦聽家，間次發攝齊家文化28 審議，其中有一部分是

夫妻合葬墓，鑫中男子為{單身產肢蟬，女子為總身曲肢縛，設投左側，面向剪子。在武

攝皇攘攘台建設址，iÈ發現有同樣葬式的與女合算墓。好好在聽娘娘台遺挂繼發現有三人

合葬盔，一真男性鋒架仰身宣鼓揖~中央，在這王幫倒各有一其女，能脅架，都是積1身菌戰

聞街正中，很具體地表現出女子屈能按男子如形狀。在青海樂都柳獨攬攏，也發現有失

22 黃譯著齋《漢字文化叢被> (岳灣發柱， 1998年)J頁 163 。

23 神j字含有卑下之義。《靚女:):瀾，般也。 H白虎胎咎由陳者，服也，服於家事，毒害人者也。 j 可見

共處於屁股地位。

2毛甲骨文「奴j 字作令。

25 í取j 月3脅文件內，象以爭拿著耳朵主形 p 本義 í~護職J '即取得俘虜的耳朵。←辭中「萬美女j意即 f娶jcJ 0 

顯然從:取得j義引伸鬧得。

26 (發-屯﹒六二H司已知遺知，乘對班知，藍這婚婿。 j多數人以為這句話反映了古代的搶婚習俗。

27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獨家釣起草草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訓人民也放社， 1965年)第21卷頁7發秒

28 齊家文化的年代，距今約的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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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合葬墓，情視與上通翱悶。造幾慶華的時代，都囑按父系氏族社會時期。其中二人告

葬墓，無授主義一夫一妻合葬;三人合葬毒草，貝司反映當時存在著一夫多妻現象。賽中的脅

強全是一改葬。商宜，從女子屈從於男子的葬式辛苦，他們不可能都在同時究室二，可能是

與于先死，女子為殉葬者。償得注意的現象是，在青海梅獨攬址，發現有純樣以按僕身

旁硝葬的墓葬，其葬式與前街發現的禮址完全不同。 29

棉反蘇~'N吳縣草鞋山鐘扯下層30 墓葬卻是另一番a蜻漿。在其公共主義端碧藍，發現了一

在零六座華葬，全部主毒單人俯身葬，頭部北肉。有些頭帶用筆、輯、亞、益等時器覆蓋

著。權是說照民族的轉繞和習慣埋葬氏展成員。其中還發現五康問性合葬墓，三陸海女

性，二鹿為男性。誼種男女分展增葬的現象，說明草鞋山人纏著嚴格的母系氏族合社的

生活並碧藍循母系氏族的外攝制度。毒草葬也罷明當時不存在黨黨提娟和財產我有觀念。 31

不何時期的墓葬形式反殃艾系民蜈社會男子對女子的壓迫。奴黨作ffib祭扭扭克、鬼

神或為其主人的殉葬品前被教書已足見當時社會的殘酷性，謂以自己的配偶…妻j作

為殉葬品又何低能見描畫要 f與夫齊體J r典已齊者j 白雪地位呢?奴隸是主人的財產空可以臨

意被殺戮， í賽j亦可作殉葬品而被活活葬按鑫中，罷與扭轉又有何用? r生前認為最積黨

的物品，都與巴死的佔有者一起興算到墳墓中，以使他在臨其中能擺續使用。 J 32 

就是最珍黨的物品之一。正是基贊成，我們對黨f與夫齊體J擺出了質疑。

文權制確立以後，不乏有尊童女性的體倒多但那是極其罕見的。更多的是，女性白

不再恢復母系民族時代典男子的平等乃至更海尊貴的地位 2 高僅僅是男子的階!黨和陪

襯。直至3至近代，廳經無數忍耐與痛苦的代價才讓漸走出境績不平等的陰影。撞撞俱!鐘在

中外歷史上不勝枚舉;

在商起白令海峽，東豆豆格龍聽島的廣闊輯坡上，散倚著梅式各樣愛斯基在舉人的部

落......愛斯華摩人常把自己的妻子作為…種「暫時的禮暢J獻給自己的朋友或一備來訪的

賓客，把建當作顯示自己好客的最簡單的方式。給這種借妻現象與《灑會﹒地理志》蹺記

載的燕地風俗完全相同: r賴地......賓客相過，以婦持宿。 J

更使人驚奇的是多直到十九世紀中期，西方鷗家依然有實蠢的現象存在。布雷麥克

為我們記挂了英關1832年年鑒上記載的一起插實妻子的事件:一個叫梅瑟夫﹒灑普蠢的

農民在婚後三年自對夫妻生活感封默鑽研把妻子構對卡萊爾市當著買主的面賞梅把賀。

他的妻子22歲上下年紀，穿著打務得繫聲齊齊，墊在一把橡木的大轎子上，脖子上套著

詔書幸存、淼〈豆豆商史稱> (文物出版社， 1987年)J'i軒"的。

30 正在教山遺址下層鷹會黨衛平劉文化遺存擎約為母系氏族公社理短期階段，距今約6700-6300年。

31 詳《中窗歷史文化名城議書一一蘇州) (中劉建築工業出級社， 1986年) J'i 15-的。

32 馬克思《摩爾根〈古代社會〉一番摘要圳人民出版社， 1965年)豆豆51 9 

33 繡床)J'i立的必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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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A根草攏。在揚普轟為自己妻子的攤缺點起價繼續一番後，終於立i邵先令的價鱗，再加

…隻紐芬蘭夫和一個名叫字科，米爾的人拍盤成交，黨掉了自己的妻子。 34

在T古代法蘭克人中，普握實行質實婚。婚姻惜與方或其畫家長講給買嘴詮婚的而成

。在這種蜓的中，新娘立豈不是當事人，而是真偽研樺的脅。蟬的的厲行但括男方向女

方家長支付身續努女方家畏把新娘充槍男方。在結贈儀式上，女主家接把…枝接矛交給

新部多表示顯娘從自己權力之下解放出來，轉入新郎家接權力之下，並使新娘聽聽在新

部之前，以表示擺設。 35 類蝕的買繁輝在我盟少數民族中伯存在，如聽龍族娶妻稱為資

女人一一月鴻旺J 0 稱聘禮為「擺設奢熱d '那女子是物品，轉禮是續錢之意。「真實嬉之

實質首品、視女子為貨暢，改必有物品以購買。…...古以詩也字種男子之研說，而眩目

即取義於『串握JJ ;試;有J 字稱妻子，福!腎』字月『我幣研藏也JI oJ36 苟且?當己J 、 f種J舟語

之來源，必與古{t攪女子海貨物有釀。而且贊賞婚在發代位有延續。讓今流行對各擋的

聘娶墉實是買賣攝影式之遺縛。

諸多事實都說輯世界各埠女子的卑騰地位。尤其作為配嘿，她們成了剪子的財窟，

可以被借用，可i兵被質賣，也可lV.~f.高雄繁男子擋住的工具37 0 ~拉克演化串懿林林，噁總

的婚婦習俗使我們買主清楚地諧、韓 f還是H叢j 配偶擋住的真正本質。

對庸諱宮，變妾作為男子揖配偶真地位確實有等問按男子甚至高於男子的詩期， {g 

都是母系桂會母權海中心峙現象或手違章，在男權抬頭以若望~J膨般的社會狀態下，妻妾作

主主配偶的平等捕位在聽花一現後隨即不再。配偶之稱呼也也己名不特賽。〈學﹒家人ì : 

f女正能乎內空男正位乎外，男女工亡，天地之大義也 o J贊比以後 2 妻妾等費2偶們在1良畏

很長的一殷歷史中始將以和男子內外辛苦別的身分存在著。緝名﹒釋親船: r夫子之妃B

括 2 后，接t曳，苦在後不敢lV.酬盲也;請接之妃臼夫人，矢，扶也，故助其君也;辯之

妃日內子，子，女子t色，在間門之內治家當;大夫之如括命姆，姆多服也，搬家事也，

夫5是會投朝，聲受命贊皇家也;三全磨人自妻，妻，齊也雪夫聽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育程。 J這

就是蟬史上妻苦苦嚀配餌們的命黨軍。

“向上頁頁219 0

35 X象聽《中摺婚姻小史} (光明日報也版社， 1988年)草草267 0

36 陳廠建〈中國婚續對(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7年影印本)。觀於「妃j 、陳J的說解賣會參閱魏文﹒女輪和

主說文﹒巾轍。

37 家鎮豪確商社會生活史):r當時流行設貴族階灣的一夫多妻現象，不純粹由於男性的發濃綠欲之簿，倒

楚表示了民族權貴身分地位的約定俗成，或者是出於顯結部落共同體內其他氏脹，娶其族中權變女予以

維奮龍之。 J (中領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偏年)賢: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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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安j 為 r/j，棄j義的成由和存在依據

妻妻在其產生之胡都是男子白色配鶴，組對於男子龍宮 3 兩者地位格當，這已被前

文所韓實 c 瞄著社會提母系制到父系樹 2 號扭轉制至8封建樹，女性的光影漸漸媲蜻

撓，社會擺漸里現男尊女卑的差異，而「妻J 和「妾J 也不再平起平坐，媳們在共闊

的攝路上邁出的卻是不闊的步子，現在人們對?妻J r妾j 的理解是這樣的: r妻j

惠措「妻子J ; r妾J 除了作「古時女子謙稱息己 J 的用語外，主要指「審時男子在

妻子以好娶的女子j 錯。

對比 f妻J r妾j 的配偶用法，我們不難發現， r棄J r妾j 諦義的發展是不問

館。研謂妻子也就是鼻子的配偶39 0 權說明 f妻j 的意義援古到今並無變化(倍不論其

真賞的擋住如何) ，隨「妾j 則由原來的配偶變為給稱的車妻‘輔室等。《釋名﹒釋

親聽} r妾，接也。 J (JJ草鞋﹒釋詰J : r接，讓1Ï!. oJ r妾J 只不過是「妻J 的接

續對象罷了。賽是「嬌妻 J '妾就接 r /j，蜜 J ;賽是「正室 J '妾必然成為 f樹

葉J 。那黨妾研接輩者何?從配偶到樹立哀、小蜜的變化擇生設何時?為甚麼會有權樣

的變化?

3筆者 i品為最初怯蚊輔之 f安j 稱呼配餌，其與「妻」的不平等已顯露端倪。適時

的?妾J 應當就是作為小黨的「妾j 的最韌雛形。隔「妾J 與「妻j 的真正豈是耳目，應

當是以春秋妾體制的處生為其契機。

何謂妾藤制? (公羊縛﹒莊合十九年) : r勝者何?諸侵娶一觀熙二罷往勝之，

以控娣謎。經者和rr ?兒之于也。嬋者何?弟也。錯誤一聘九女。 j 諸說娶一關之女主寄

養，女方要娃(兄弟之女)娣(抹抹)隨蟬，此外還有兩獨女方用姓的國家進女兒陪

嫁，泊之以經娣相麓，罷種程俗通稱為?接j 。這是春款時代在婚蝠鵲標上存在的一情

特殊的制度。奏員傲的難插嘴俗在美洲土著上密蘇里讀者居落中的克勞部也存在多 ?我在

印第安人中發現至少有四十偶其他部落也喜此習俗習......如果一個男子向英家的長女

結婚，賽于所有的妹妹一對成年，他即有權科將她們藝作故賽。 J 的 懷特41 注曰:

f這種婚俗巴掌軒為我們所了解認稱之為娣藤制。 J 與中國安鑽制不闊的是，印第安人

只以娣為腰會「娣j 與 f駿 j 的差財僅在授主賽和改妾，她們的地位並無明顯的戀

躁。雨中國的妾腰斜，接非正養卻是顛熬的，她們的地位差別也十分嚴格， (白虎

過》器問: r二團來麟，誰去尋尊者?大鹿為馨。 j

38 詳《現代漢諮詢典〉修訂本1996年。

的向上頁95在: r配偶，指丈夫或妻子。 j

是o L.H.療費穿梭《古代社會》豆豆 157 0 

41 L. A.懷特，現代研究員按需板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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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漢代，正式變妻詩，安驗陪嫁的現象已不存在了警不過漢代人並奔嚴守一耍，

夫妻以外鵲性生活還要靠髏妻之類去調劑。當然此時的腰妾且衍化出很多的名臣，如小

妻、小捕、少房、傍叢、妾、下藥、鷹婦、割草豆、割草、偏鐸等。 f妾j 已從配偶真正降

落到小妻的地位，真正成了?男子在妻子以并薯的女子j 了。豆豆l比妾的 íIJ\裘j韓若是本第

成。

中國歷史上，上自帝王大臣，下至一命之士，都是一妻多斐 o f盡管禮法對妻要求甚

嚴，並不真如萬人辦喜f與夫齊體J '但妻妾相比卻是貴賤有分、等級明轍，其地位有

剔，聽不可唷越。聞為從妻的來觀看多她再能是「有罪女子h 亦可能是私奔者42或交易鬧

得鈞。總之勢褻出身徹錢，擋住不高， í以聽見接豈容恥，造是說夫荷盲;華接來說，指導

以妻為「女香山立全且「安寧女護主聽寧與姑肉也尸。驛5史上的「妾j 自春秩以來大概就是遠積

斌說。讓人不解的是，自周代以來已產生宗法觀念和權制思想，嚴守宗法和禮教的中劉

古代社會?號行的是一夫一妻韻，可始終無法廢除事實上的一夫…妻多安現象。其中慰

問很值得探究會本文試競一一。

當先一欠一聲稱是:人黨文明時代才有的現象。悶罐種福gf藍建立在丈夫的統治之上。

能夫權制確立以來，男人聞始擁有越來驢多私人的財憲和權力。莖於女人，飽們完全可

泣拿自己的財物去交換。當妻子變成可自財物換取的時候，換句話說當妻子權要靠努力

和犧牲來聲縛的時饒，男人們自然不會欣然典人共享其棄了，女人也回i足成為社有的東

西。男子可以盡可能多地雖有直己的妻子，只要他們有是鉤的辯當並希塑如此。中鷗二三

代時期的帝王三客觀備現擊師說明撞一點。這使中國在樂蝸問題上擺取一夫多妻輔成為可

能。館原船上中關研強謂的卻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一夫一妻制，這種現象與英雄持化的

希臘社會極其相蝕。那時希臘也已建立一夫一妻制，位男子的可體意搞女故事黨為妄。而

且事實上他們也進樣做了。對此思攝斯著一針見血地指出: í說是奴隸制與一夫一妻制的

並荐，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年輕美貌的女奴蓋章的存在，使一夫一妻制籠一開始就具有

了立的特殊的性質，使它成了只是對婦女謂不是對男子的一夫一妻制。龍鐘性蠶它軒現

在建保留著 o J 45 恩梅斯的說捨用標體合於中國事色是中鶴不能擺棄多姿存在的…個原

因。

其故，宗措觀念是中國古代一夫一妻-時多妾存在的決定囡漿。宗法翻在原則上韓定

一夫一妻輔 2 權是錯畫家哲學東接影響的錯果。傭家哲學可以追辦起惕起昏時代。 í{(易

42 <:機能﹒內晨0> : í轉則為斐，奔約為妥。 J

香3 {禮記﹒崗樓上:> : í貿妾不如其姓則←之。 j

斜 《白虎過》毒害囚。

毒5 恩機斯《家庭、私可吉爾~和獨家的起源)，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訓人民出版社， 1965年)第21毒害頁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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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A卦的棋起我們很鮮明士也可以看出主義古代生蘊器崇拜的手燼。畫一以象男椒，分而

為二以象女陸 3 研以由此而演tlH哥女、父母、陰陽、附柔、天地的觀意。」峰造實際上

說是陰陽工元對立觀;盒，官幾千年來一豆豆制的著中輯人的思啥，齡是對一切事物的看誰

都難以過說陰陽對立的實缸，婚姻攔係亦如此。古人在該對男女擴姻問題時，常以天

纜、結陽、起丹等來比喻。如:

《岱虎議》卷曲: r人母是天地施陸躍故設姆變之禮。 j而且古人據嬰必以眷，原的就在

於「春者，天跑交撮萬物始生陸路交接之時t划。

《禮記 z 搏器) : r大明生於束，另生於商。蛇龍陽之分，夫婦之位也 o ) 

《禮記﹒昏義} : r夫子之與後， ~萬眉之與月，陸之與醋，相須吾吾後成者也。

這些肩背都是對一夫一妻制的肯定。問i此即使帝王宮贖千百 ， }j在則上t色的是一夫一

斐，即只有夫子與后的關懷。自用以來，無論於樓、於法，原則上都如此。唐宋元現靖

歷代法律都載有對一夫一妻的明確規定和對權反規定者予以懲處的條文。如:

〈廢律疏議) : r一夫一妻本刊之醋，有妻更繫本不成賽，諱求王軍法，止悶凡入之

楚。 J (來(JfIJ如同。)

(元史﹒制法志) : r譜有妻妾，獲取寮妾者，當間十七，離之 o J 
明清律鏽鋼露) : r茗有妻更吾吾妻者，亦杖九十，離異。 j的

可見禮法是續對強調一夫一妻輯的。一個男人可以有幾餾或更多的膳妻也汪國為一

夫一妻制的制釣，闊綽它建與眾法的罐輛觀念本可分割。「支配婚姻之動機，依社會權家

多初以聽擠唐先，生。鐘攻之，戀愛又改之;故以生鐘居先，經濟技之，聲愛倡攻之;

最後始以戀愛居先，生聽故之，經濟再攻之 o J 48 種拉來爾可謂精確蠅括了中摺辛苦史以

來嬋娟發展的三大變革。蠻荒時代原始先民尚不知生育為椅，更毋鎮說戀愛了。他們只

為與惡劣的自然環壤相抗爭、為解飢襄腹而雄居相處，間性體原與其說是社會現象，不

如稱為昏然現象。聞自周代以來，宗法社會即已成立，婚娟的目的謹以農家旅繁子孫為

。「人承天地跑除陽故設據娶之權者讓人倫嵐鱷銅色。 j鐘樓目的貫穿按中關起周代以

來古代婚婦之錯，格。在宗法制影式下，強輯縛宗接代，議輛是鑑對鞏要的。孟子說: r不

孝有旱，無復為大 o J 皆源於鈍。鑽後是宗法斜的革本要求，體妾血色存在就缺賴鼓起。

《白虎瘟》卷問: r夫子諸換一娶九女者何?重盟廣繼鸝也。. . . . ~ .警告三國女何?廣異也，想

一鷗血嚴樹在i俱無子也J 0 r男子娶妻一般有繭餌原因;一食歡新色;二妻無子，聽妾續

46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頁2侃。

打轉引自陳顧遺《中圓婚姻的結蹄。

48 險額遼〈中路媽媽史》頁6 ，守 l穆拉來爾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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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持這第二個原罰更切中宗法社會的要害鉛 g 因此不管是春款時期的路妾權是後來的

素都是為罐子攝間存在，體安不攝是正室的舖克，嬌妻的 f後備軍J 罷了。支藍色就是安研

接之內洒。正由i也古代男子道有充兮的理由可一娶多女。清代攏光年閱有名的黨視二妻

業很能說明造一問題。案云: r兼挑甫房舍各為娶妻，希冀生子彈延艇，毋庸照有賽荷更

娶離興。唯權主要二敵 2 復學之囊，應以安議。 J51

這就是中屬古代禮法的實質，原到上禁止一夫多妻，事實上餌縫容一夫多蠢的存

在。就接樣在宗法和禮教面秒的掩蓋下，三吾泰立主存的一夫一妻章tl~賞梅聽之端寫攏了中燭

的歷史。…芳罷為繼繭可以多娶，一芳商鞏爛庶之財不得多?讓J '雖妾則覺於「敵j體之

外;一方罷主義鸝家法律認可一幅男人和一群女人設在一個歷槍底下，一旁面館只允許其

中一餾為其配偶一一即 f妻J '其餘則為 f妾J 0 夫子可以後宮翰黛數千，卻只能…人做妻

子…一…部皇后。臨海夫妻觀係既被賦予陰陽對立之意義，則一夫詣婦中只能有一人取得

與夫費等梅地位。磕符合宗法制家族的要求，但卻草草成了許許多多叢們的態慘命囂。因

為妻在這足朧中是沒有地位的 2 上不能哥華東廟，下不能借夫賽。生不如聾，死不被祭。在

古代社會其地位之龍、其搗支農之不平可以想見。

[本文屬專著類。 1

的蓋章曉《中關姆嫻IJ\史)J頁 1的。

50 0昏床) : í實行…夫多委樹立直非是為了貪圖縱欲;而喜新厭舊，來回換委主?真正是為了透到這個白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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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義務《中嚮婚姻小史》資2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