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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產權 

女兒財產權 

宋代女兒已婚未婚對其在父家家產取得之方式與數量俱有差異，分五項言

之。 
 

一、 嫁資 
 

嫁資是女兒所得最主要之父家家產。在宋榜擇婿(惟選擇讀書入仕常會遭經

濟上困難)盛風下，嫁資被抬高是正常現象。《宋刑統》户婚律規定女子可比照來

聘减半作妝奩，甚至有比娶媳價昂者。蘇軾（1036－1101）就曾借出 200 貫錢資

助女親戚出嫁；當然亦有導致貧女難嫁例。袁采（?－?）《世範》誡嫁資宜及早

準備，多予女（母尤願如此）若子不中用，日後可投靠女兒；趙鼎（1085－1147）

《家訓筆錄》更詳訂數額。司馬光（1019－1086）主幾代人同堂共居不分家，不

主女兒得享分產。女子有以嫁資貢獻夫家，則嫁資是夫家家產一部分，如杜衍（978
－1057）（朱熹﹝1130－1200﹞主此）。丈夫有時把田產歸妻名下以避當作共財而

分掉的可能（袁采卻指若夫亡，妻或會攜產再嫁）。夫可用亡妻錢買妾 ]嫁資盛

行地區傾向一夫一妻制且離婚很少（妾才沒嫁資）。南宋大概因南方女性經濟角

色重要，女方只等男方三年便有改嫁之權。金元逆轉，金改為五年，元改為十一

年；又因金元時期娶妻須耗巨額聘財，幾乎等同買斷該女子，遂有無條件等待之

義務。 
 
二、 在室女代亡父繼承一半應分族產，餘半沒官。 
 
三、 户絕則在室女可繼承父產全部（南宋以 300 貫為上限。）若有出嫁親女被

出，或歸宗（已嫁而歸）寡婦無子，與在室女同。若只有出嫁親女，則可

得三分一，餘沒官。若父母死時有應承分之子，應承分之子縱稍後死，出

嫁親女是一出嫁姊妹身分，無財產承繼權。（亦有弟為維繫姊弟情誼而分

產予姊者，參《宋史．呂陶傳》。）（元律止有寡婦無子及絕户女﹝不管嫁

否﹞，得三分之一，婦女乃不應分產之人） 。 
 
四、 有親子的女兒分產 
 

南宋大概因南方女性農業勞動之經濟角色重要，南宋律規定： 
 
   父母已亡，兒女分產，女合得男之半。（《明公書判清明集》户

婚門，分析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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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繼絕者（户絕而有嗣子，分三類）的女兒分產 
 
養子（户長所立後嗣） 立繼（妻為亡夫立之嗣，同親

子） 
命繼 （夫妻俱

亡，由近親尊

長為其擇一人

為嗣） 
若無遺囑，養子與在室親女間

於雙親亡後各得一半財產。 
依法女兒只得嫁資，惟推測依

養子與親女之均分。 
詳以下《明公

書判清明集》

簡表。 
 
 
《明公書判清明集》（宋訴訟判詞和官府公文的分類匯編）簡表 

户絕之家 繼子當得 女應得 沒官 
止有在室女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元律絕

户 女 ﹝ 不 管 嫁

否 ﹞ ， 得 三 分 之

一） 。 

 

有在室並歸宗女 五分之一 五分之四  
止有歸宗女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分半 四分之一分半 
止有出嫁女 與 諸 女 均 分 三 分

之二 
與繼子等（元律絕

户 女 ﹝ 不 管 嫁

否 ﹞ ， 得 三 分 之

一） 。 

三分之一 

無在室並歸宗女 三分之一 / 三分之二 
 
 

至論留女兒在家為之招贅婿（靠女人延續家庭除招贅婿，可收養族人以外的

3 歲或以下的親戚），贅婿多以貧家入贅助營產業，可得三成財產（亦有與族人

因而發生衝突例）。宋元已婚婦女對夫族及娘家均有互相依存之關係。宋人認為

夫妻可分開，已婚女子與娘家卻不能分開﹝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卷 14，頁１

上－4 下﹞，婦女並未因浙江浦江《鄭氏規範》﹝皇帝旌表之家規族訓範本﹞所

定禮教，婚後須割斷婦女與娘家之關係，實則剛好相反。母系親族常協助出嫁之

孤寡：大則處理財產糾紛，小則作些經濟援助，皆是人情之常。他如歸宗寡居以

事兄嫂；或喪夫後帶子女回娘家養；甚至有回娘家管產業等例。 
 



妻子財產權 

 
對一名妻子言，她與夫族之關係是因婚姻而來，財產之轉移是以婚姻是否持

續作準。婚姻關係存在時，嫁妝須 ‘同夫作主’。喪夫後只要不改嫁（接腳夫只

屬同居，代寡婦主持家計並增勞動力而已﹝願意招婿的常是公婆，流行貧民間如

佃户﹞不算改嫁。明律不允），繼續在夫家履行母權，宋寡婦有財產保管及營運

權（限額 5000 貫）。要談妻子個人的財產自主權，有兩種情形：  
 

 宋律妻財非族財，在婚書上列明。一旦離婚可自行帶走嫁妝。金元以後，婚

姻之買賣性濃，婦女被視作家族財產一部分。至元八年（1271）前，夫死歸

宗妻得妝奩之三分之一。大德七年（1303）除無故出妻，婦女改嫁或歸宗、

寡婦再嫁，俱失私有財產權，故守節最合乎經濟原則。元廢除寡婦攜原嫁妝

改嫁的權利，這使得她們不但不受娘家的歡迎，同時也減低她們在婚姻市場

上的價值與再婚的機率：相反，寡婦的夫家卻更有動機為奪產而強迫寡婦再

嫁。元既禁寡婦再嫁，復以封贈限制、再嫁由翁姑主婚。相對宋神宗朝（1068
－1085）取消命婦不能再嫁之規定，南宋婦不以其再嫁被排除在受封名單外

（為落實孝道精神）。就越顯元律之逆轉。宋婦女或有託媒再嫁、或由兄長

主婚等人性化美談。 
 夫亡無子不改嫁。 

 

母親財產權 

 
基於家族主義，一位母親的家庭財政權不及孝道來得絕對。故有論者謂從子

是三從中最沒意義的。兩宋律規定任何財產處理皆須母親出面，惟限制如下： 
 

 等子孫長大與之一起立契典賣物業。 
 再嫁則失原夫家財產處分權（宋母子或兄弟姊妹間爭產案倒有的是，南宋寡

母在堂即予分家，寡母得養老田。金元律無禁父母在而分產，兄弟爭產案例

較多，亦反映婦女﹝不管是女、妻、母﹞ 財產權不受元律保護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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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 

 
‘長大避深室，藏頭羞見人’（傅玄﹝217－278﹞〈苦相篇〉）、‘大門不出，二

門不邁’，意同婦女纏足，只是閨媛之清規。官紳家族婦女角色或以自身文化素

質輔助夫、子成材立業；或經營管理家政促進家族興旺；至於民婦，在對外職業

上之積極性固多為家庭經濟而非為個人自我成就感上之滿足，這可從農漁工商各

業的協助性角色及女婢、妓女的附屬、被壓角色得到印證。實則時至今日，並無

太大的轉變。 
 

（甲）產業類 

 
中國自古以農立國，賦稅多自田出。以勞動力密集為特徵的水田稻作方式於

農家勞動力言，可說是不分男女老幼，一律投入；各種典籍如《夷堅志》可見婦

女協助農事之記載。無論插秧、灌溉至收成，婦女所擔負的角色無異於男性。兼

營副業幫補納稅後的微薄家用，擔子多以婦女養蠶、縫紉、刺繡、紡織負責；當

然，無田可種，視副業作專業的也所在多有。從洪邁（1123－1202）提到 60 歲

寡婦每天往人家紡綫織布，然後回家與 8 歲孫共餐事可見布匹生產商品化的情

況。 
 

至於婦女從商，以飲食業為主，其中甚至有作坊，磨麵自賣： 
 

  （董國慶妾）性慧解，有姿色，見董貧，則以治生為己任。罄家所有，

買磨驢七八頭，麥數十斛，每得麵，自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率

數日一出，如是三年，獲利愈益多，有田宅矣（《夷堅乙志》卷一〈俠婦

人〉，頁 190）。 

 



（乙）雇傭雜役類 

 
城市化和商業化會影響女子謀生的機會，有官府和雇、招募工匠、私人招雇

等多樣化雇傭制，計酬方式有論件、日傭、月傭、契約式（買賣式立契時可講條

件）等。剃頭、磨鏡工匠有出門期間以妻代職例。至於契約式女性傭工有婢、乳

母等私人招雇。由牙人介紹滿意後簽買賣契約。這種人身買賣式的女性雇傭包括

妾（所謂﹝揚州﹞瘦馬，《五雜俎》：市販各處童女，加意裝束，教以書算琴棋之

屬，以邀厚值；真可謂不重生男重生女。有以為瘦馬出自白居易（772－846）詩

句：’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女，馬肥快行走，伎長能歌舞’）、藝人、妓女、童

養媳等，其成因有父母賣女（賣女可獲相當一婢一生工資）、丈夫賣妻、自賣己

身、拐賣綁架等；本有年限，惟強令買斷或不遵年限的人家其實不少，尤以婢為

然。 
 

酒樓中供香爐之香婆與為酒客換湯斟酒之焌糟因史料缺乏，究是契約式與

否，未得而知，附記於此。 
 
 

（丙）遊藝類 

 
士大夫挾妓同飲同遊，向屬常態。妓之人力供應以買賣為主。 北宋末內廷

廣置妓樂；南宋則因商業繁榮人口密集形成性不平衡。以名教自期之理學家雖有

反妓理論，也非盡是人道因素。這可自朱熹為糾舉唐仲友，卻酷刑鞫問天台營妓

嚴蘂幾乎至死可證。妓自亦分等級，下等的或較可能與串通勒索騙局有關；至於

訓練至能文詞、善談吐，絲竹管絃、艷歌妙舞，能精其技者；或作饋贈、或被畜

養，皆有聲價。 
 

理論上，私妓買賣是有期限的。袁州娼女馮姸母謝氏至郡守處陳狀道： 
 

賣此女時才五歲，立券以七年為限。今踰約二年矣，乞取歸養老，庶免

使以良家子終身風塵中(《夷堅支丁志》卷四，頁 996)。 
 
正如謝氏須打官司助女脫賤籍般，同婢之典賣，買主認帳的不多。屬於官府的工

樂雜户，非經官除籍，不得隨便轉換身分；但批准與否似未制度化。色衰愛弛後，

或淪落街頭作乞婆、或寄情佛道望輪迴，皆有文獻可徵。此外，遊藝類百戲雜藝，

在《武林舊事》卷六〈諸色伎藝人〉條所列諸色伎藝有 19 種，每種均有女子參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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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雜類 

 
入明後蒙古子孫流寓中國的，令所在編入户籍。在京城的編為樂户，在州邑

的編為丐户，生活一落千丈。《三風十愆記》敍常熟丐户之婦女生活： 
 

丐户多在邊海之邑，其隸於常熟者，男謂之貧子，婦謂之貧婆。其聚

族而居之處謂之貧巷。初無姓，任取一姓以為姓，而各以種類自相婚配。

其男以索綯為業，常不足以自給。婦則…受役於殷實高貴之家，所獲常百

倍於男…男子不復理前業，衣冠楚楚，安坐而食；婦則為伴娘、為賣珠娘、

為小兒醫，常以一人而營數業…當有事而出，則令其夫或攜小囊，或負小

筐，相隨於後。道遇所熟識，則婦趨迎而前，殷勤歡語移時，夫則俯立道

旁，不敢與其人舉手；然亦實不知其何許人也。至大户家，婦則直入閨闥，

與內主人讌語飲餤。日旰未及出，夫則跼蹐伺候於門外，不敢他往，亦不

敢迫促；必俟婦出乃偕歸。歲時糕粽，喜慶酒肉，給賞頻來，醉之飽之，

則拜婦之賜。 

 
可見兩性強弱，無非是經濟權力之支配。元明清把上文所述下層而邊際之婦女圖

像合稱三姑六婆，可分宗教、醫療、商業三種性質分說。 
 
1. 宗教 
出家入道：尼姑、道姑 師巫系統； 

卦姑與師婆 
尼姑、道姑所以出家入道，除宗教信仰，多半是婚姻或家庭

的原因。女子有以誦經、茹素維持家庭和諧（反襯男子難窒

欲）女子奉佛眾。削髮為尼原因有守寡；被騙婚；或被指沖

犯孤辰、不宜婚嫁、被休、或為先人祈福（父母籌錢為買度

牒）。從宋律女子 15 至明律 50 方得為尼，具見政權對女性

宗教人士之打壓。一般老百姓難分尼姑、道姑曾否受足戒。

司馬光《家儀》、袁采《世範》等家訓警告尼姑道姑不能進

家門，顯然她們是常客，亦見其不為社會所接納。 宋比丘

尼之社會形象並非如明之將之列入三姑六婆中。寺院生活以

節日如浴佛節或菩薩生日最見熱鬧；為生活比丘尼亦會織造

手工藝出售。 

卦姑與師婆

為人卜卦測

命、擂鼓邀

神，類今之

所謂靈媒女

巫。中國自

古 巫 醫 不

分，以巫術

治病，於明

文獻亦有所

徵。 



 
2. 醫療、生育 
女醫：藥婆與師婆 穩婆（助產士） 
藥婆出賣安胎、墮胎藥草、成藥外，亦通曉

術數與秘方。女性醫者所獲醫術多半習自男

性，明例有女醫姥授男性醫者。宋人對這些

善醫女性少給負面評價；明士筆下之外，明

市井對之亦不排斥。明制民婦即便是宮女

母，非有旨不得出入禁中，三婆（奶、醫、

穩）則例外。明中葉後江南出版業勃興，出

現撰寫醫書的女性。談允賢（1461－1554）

傳自祖母而有《女醫雜言》之作。上層社會

之女醫與遊走四方的婆字輩婦女容或有

異，在男性書寫中卻頗難區別。 

自南宋，民間接生者清一色

是女性。大概是兩性接觸禁

忌加強，使得女性醫療人員

更顯重要。異乎儒者之記

載，穩婆之正面形象與實際

之重要性均可見諸宋明著名

醫家筆下。女性不若男性可

受訓醫科，西方學者卻謂傳

統中國的助產業相當發達

（明曾旌表閩縣節婦程姐原

是女巫） 。 
 
3. 買賣、仲介 
賣婆與牙婆：買賣仲介 媒婆：婚姻仲

介 
虔婆：色情仲介 

賣 婆 穿 梭 市 井 、 登 門 賣

物，珠翠胭脂、幫忙簪妝。

插帶一回明末價是二至三

錢 ； 可 見 其 類 商 販 之 規

模 。 牙 婆 以 介 紹 買 賣 為

業，尤是促進瘦馬流通之

主 角 。 明 末 張 岱 （ 1597
－？）《陶庵夢憶》曾詳載

牙婆為人擇婢妾之逐步檢

視手腳肌膚聲音等。 

從小說與相關

史料推測，自

南宋產生以維

持生計為目的

之職業媒人。

由於宋元商業

城市之興使人

口顯著集中而

增加居中介紹

之可能性。  

虔婆開設秦樓楚院（有為

此作公眾場域之詮釋）、媒

介色情交易。明初置官妓

於南京富樂院，以罪犯俘

虜為妓。院外有著名的十

六樓。宣德（1426－1435）

雖禁官宿娼，但民間土妓

家居賣淫，不可勝數；可

見虔婆貫串活動當十分活

躍；亦見明社會一面強調

節 烈 一 面 情 色 高 漲 之 現

象。 
 
三姑六婆利用特殊之女性身分，所謂 ‘體格終須是婦女，交搭更便’，串街走巷，

或身兼數職的做一些小買賣，從事接生、牽線之事。有詮之為游民成傳訊性質，

實類今之資訊服務行業。三姑之化緣求施，六婆之經濟營生，皆與錢財有關。從

事這類工作之婦女，具有自發性累積財富之能力，屬於自給自足之生活形態，有

別於一般婦女在生活上的被動角色。其為家族家訓所嚴誡，固不乏有取財無道之

輩，更重要的恐是今日所見有關史料，俱是男性儒者之書寫流傳；與士人所撰女

性墓誌銘多歌頌婦德可作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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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禮法與女教 

 
從歷代仕女圖可見，女子文娛活動有弄樂歌舞、賞雪烹茶；至論教育，則女

子並無機會和權利與男子一樣接受正規的官學或私學，只能在家與兄弟同受業、

或由父母單獨教授、或自學家中藏書。以四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為內容

之課程稱女學或女教。禮法與女教，內容重點實屬呼應。宋元律離婚項目有一、

以權在丈夫之七出： 
 

一無子、二淫佚、三不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六嫉妒、七惡疾（《宋

刑統》卷十四，户婚律）。 

 
二、離婚權在法律稱義絕，即夫妻情義乖離，其義已絕之意。構成義絕之事由包

括兩姓間之相毆或亂倫（《宋刑統》卷十四，户婚律），可見義絕具極重要之家族

意義：因婚姻目的在結二姓之好；若二姓間發生衝突，便失去婚姻之立意，以義

絕令離，實理有固然。三、至於和離，是諸離婚項目中較具個人意志者，即協議

仳離，女方可主動提出，亦須男方寫離書付女方始算成立。和離則男可取回聘禮、

女於宋仍可取回妝奩；備案官府，男婚女嫁，各不相干。四、夫離家久經不歸：

在北宋原有 ‘夫亡（失踪）六年改嫁’ 之制。至真宗朝（998－1021）因有貪騙妝

奩後不歸者，改為：夫挾財失踪者，妻可依法離婚，不必等六年之限。南宋寬至

三年期，惟男方不能要回聘財。《雞肋篇》載宋金交戰時一兵妻主動向南征的丈

夫提出離婚： 
 

垂陽傳語山丹，你到江南艱難，你那裏討個南婆，我這裏嫁個契丹。 

 
下及元代，為保障男子心安遠征，元典章〈軍民婚〉見立例出征軍妻、命婦等不

得改嫁，須無限期相候家中。五、妻擅去，處兩年徒刑、並削籍為官妓。若偷嫁，

責付官牙，改嫁第三者（《宋刑統》卷十四，户婚律）。另案：官為嫁有精神病丈

夫的孫女請離，並帶走嫁資；養不起妻的婿，岳母會把女兒另嫁（《朱子語類》

卷 106）。六、夫嫁妻/和娶人妻：或因丈夫貪財將妻轉嫁，屬違律為婚。一女事

二夫有違家族結構之完整，唐宋金元處罰一致。七、無故離婚包括夫沉迷聲色、

妻貌醜、另作高攀等例，不一而足。 
 
 綜上禮法所定，義絕、妻擅去又偷嫁、和娶及嫁妻是強制離婚，七出是以男

方意願為主的離婚，和離是協議離婚，丈夫久經不歸妻可求離異。表面上夫妻各

具離婚主動性，但七出項目多為對女子德性、義務的要求，加上婦女自幼所受女

教多與禮法呼應，又不知維護自己利益，故到底是男子較受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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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後的中國社會逐漸平民化，以往豪門貴族婦女所享有的地位和接受良

好教育的權利也隨之消失。女教內容日趨狹隘—其中較為理想的是教以《論語》、

《孝經》、《列女傳》和《女誡》；除少數婦女如李易安、管道昇、朱淑真能作詩

填詞以抒發感情外，大部分婦女皆無由培養超卓的見識和才能。北宋女教觀敍

述，可舉司馬光與二程（顥，1032-1085；頤，1033－1107）為說。 
 
司馬光之女教觀是保守的，其《居家雜儀》云： 
 

女子六歲始習女工之小者，七歲始誦孝經論語，九歲為之講解孝經論

語，及列女傳女誡之類，略曉大義。 

 
 

《孝經》是唐陳邈妻鄭氏撰的女孝經，《論語》是唐宋若莘(又作宋若華)撰的《女

論語》，和西漢劉向《列女傳》、東漢班昭 《女誡》，都是教訓女子的書，都是束

縛女子的；實非要女子真求學問，不過要女子學點做女子的道理。司馬光另一著

作《家範》中認為‘不宜教近人的歌謠’（唐妓多善詩，李商隱：婦人識字即亂情），

反映宋是有人教女子學作歌詩的；見宋代乃女子識字率提高（入明後女子詩歌總

集之編纂匯刻乃是時尚）之世、女教仍一貫以德教為主。程頤之女教觀念，最著

名的莫過於《近思錄》一段： 
 

或問 ｀孀婦於理，似不可娶；如何？＇伊川先生曰； ｀然！凡娶，以

配身也。若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 ｀人或居孀貧窮無託

者可再嫁否？＇ 曰： ｀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說。然餓死事極小，失

節事極大！＇ 

 
貞節自是從兩性共有的德性到女性專屬的品德，對宋社會影響尚小，觀乎程頤默

認侄媳再醮可知（《近思錄》卷 6 齊家之道）。 
 

至元，有節婦馬氏乳瘍不醫，可窺後之婦女有病諱醫或端賴藥婆、師婆；貞

節意識已內化於女子心靈。 
 
 



明是獎勵貞節最力的時代。女教書籍有徐皇后的《內訓》、解縉（1369－1415）

《古今列女傳》；內容並沒有超過漢代之以德教為主。但女子之智慧卻與時並進、

女子之欲望亦隨之大增。明人遂感予女子讀書之危險。明末，大多數人都不予女

子讀書。呂坤（1536－1618）云： 
 

今人養女，多不教讀書認字，蓋亦防微杜漸之意。然女子貞淫，卻不在

此。果教以正道，令知道理，如孝經列女傳女訓女誡之類，不可不熟讀講明，

使伊心上開朗，亦閫教之不可少也。 

 
明末溫璜（1585－1645）筆錄其母陸氏生平訓言成《温氏母訓》亦云： 
 
  婦女只許粗識柴米魚肉數百字，多識字無益而有損也。 

 
女教既呼應禮法，法律方面，先有洪武元年（1368）的詔令： 

 
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後不改節者，旌表門閭，除免本

家差役（《明會典》）。 

 
後因有貪念把寡婦年紀冒填而有成化元年（1465）的奏淮： 
 
 

如有夫亡時，年紀三十以上，及寡居未及五十婦人，增減年甲舉保者，

被人首發或風憲官覆勘得出，就將原保各該官吏里老人等，通行治罪。 

 
 

二十四史中的婦女連列女傳及其他傳中附及，《元史》以上沒有及 60 人的。《宋

史》最多只 55 人，《元史》竟達 187 人。修《明史》時所發現的節烈傳記竟 ‘不
下萬餘人’，即掇其尤者，也還有 308 人。宋節婦之涵義是時代道德楷模且有三

嫁之婦例(《齊東野語》卷 15)，所稱 ‘守節要守的苦，盡節要盡的烈’，大概以明

為最，觀張烈婦驚心動魄之句： 
 
  婦道惟節是尚，值變之窮，有溺與刃耳。 
 
足窺貞節迷信已內化為一般婦女之婦德意識。自古才德相妨之論，濫觴於司馬光 
‘今人或教女子以作歌詩，執俗樂，殊非所宜也’之意，正式源自明末如《温氏母

訓》所云，便是‘女子無才便是德’之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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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能以 ‘了解之同情’觀女子者，宋可舉袁采（?－?）、明可舉徐渭（1521
－1593）與李贄（1527－1602）為說。 
 

南宋袁采，宋信安（今浙江水常山）人，著作頗豐，僅有成書於淳熙五年（1178）

之《世範》傳世。《世範》原題《訓俗》，序之者改今名；分 ‘睦親’、’處己’、’
治家’三門，被譽為《顏氏家訓》之亞、並首位女性同情論者，描述女子境遇之

痛苦頗切： 
 

大抵女子之心，最為可憐：母家富而夫家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

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為父母者，宜憐而

稍從之。及其有男女嫁娶之後，男家富而女家貧，則欲得男家之財以與

女家；女家富而男家貧，則欲得女家之財以與男家(｀睦親＇)。 

 
此心理實類好女須兩頭好，而被袁采一語道破。異乎主張女子無才便是德，袁采

認為女子知書識字方可持家不墜，並在一定程度能解脫自身，以便老年順心達意： 
 
 

有以夫蠢懦，而能自理家務計算錢穀出入不能欺者；有夫不肖，而

能與其子同理家務不至破蕩家產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養其子敦睦內

外姻親料理家務至於興隆重者，皆賢婦人也，而夫死子幼，居家營生，

最為難事。托之宗族，宗族未必賢；托之親戚，親戚未必賢---賢者又

不肯預人家事。惟婦人自識書算，而所把之人衣食自給，稍識公義，則

庶幾焉。不然，鮮不破家。 

 
徐渭與李贄表彰女才之說，比不上明清之際‘女子無才便是德’為人熟知。《徐文

長三集》中，有以貞女烈婦為著墨要點，亦有〈送宮女入道〉、〈送妓女入道〉之

篇章。這一方面呼應女子傳記中所及佛教提供深居內闈的途徑、另方面則呼應戲

曲小說中女子入寺燒香實婦女幾乎唯一之社交場合（’男忌花街，女忌佛殿’）；

社會地位自主意識雖談不上，但罕見之婦女茹素不婚亦被視作向禮教挑戰之例。

至於女才，今但舉李贄之說： 
 

謂人有男女則可，謂見有男女豈可乎？謂見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見

盡長，女人之見盡短，又豈可乎？（《焚書》卷二〈答以女人學道為見短書〉） 

 
李贄讃卓文君再嫁（《藏書》卷二十九〈司馬相如傳〉）、紅拂自己擇配（〈評紅拂

記〉）是千古來第一個嫁法；皆見出晚明女教之異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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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子無才便是德’產於明末，盛於清初。清初不給女子讀書雖成普遍現象，

反對者亦多；社會上女子才德討論亦較明顯。明末王集敬妻作《女範捷錄》云： 
 

男子有德便是才，斯言猶可；女子無才便是德，此語誠非：蓋不知

才德之經與邪正之辨也。 

 
此外主張女子應受教育的很多，藍鼎元（1675－1733）作《女學》；任啟運（1670
－1744）作《女教經傳通纂》；陳宏謀（1696－1771）作《教女遺規》；菉猗女史

李晚芳作《女學言行錄》；都出在清之盛世，是很宏富的大書。陳宏謀序《教女

遺規》云： 
 

天下無不可教之人，亦無可以不教之人，而豈獨遺於女子也？當其

甫離襁褓養護深閨，非若男子出就外傳，有師友之切磋，詩書之浸灌也。

父母雖甚愛之，亦不過於起居服食之間加意體恤。及其長也，為之教針

黹，備妝奩而已。至於性情嗜好之偏正，言動之今古誼與否，則鮮與及

焉。是視女子為不必教，皆若有固然者。 

 
可見自明末‘女子無才便是德’理論經這班人極力倡導攻擊，清女文學家之多為歷

朝之冠。可是女教仍無怎大目的。《訓學良規》云： 
 

有女弟子從學者，識字，讀弟子規，與男子同。更讀小學一部，女

四書一部，看呂氏閨範一部，勤與講說，使明大義。只須文理略通，字

跡清楚，能作家書足矣。詩文均不必學，詞賦尤不可學。 

 
這便是清代女教宗旨。又稱塾中規則云： 
 

有女弟子，男子有過，概不責臀。雖幼童不得與之嬉戲。如女已十

歲，外師未過五十者不宜教之。 

 
中國舊式女教應以此為極則矣。 

 
（四）小結 

對社會史言，婦女論題與社會結構和家族制度之轉變息息相關。女性的生育

特徵，是宗法制社會傳宗接代的堅實支柱，女性的價值隨著其自身處於經濟發展

之商業城市往往出現二元性：禮教與叛逆；故歷史的發展與統治者立法初衷每見

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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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宋）兩浙婦人，皆事服飾口腹，而恥為營生，故小民之家，不能供

其費者，皆縱其私通，謂之貼夫。公然出入，不以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

貼者，皆僧行者，多至有四五焉 （《鷄肋編》）。 

 
是禮不下庶人之另類解釋；另方面是家族眾口，要休妻亦非想像中容易。明清江

南女子奢侈消費促進服務業、成衣業之繁盛，觀今日情況亦可想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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