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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欣儀* 

在中國婦女史的研究中，唐宋和明清一向是學者集中探討的兩大

區塊。前者關注理學興起前後婦女在婚嫁、財產繼承、女主政治等議

題上的歷史轉折，後者則或探究諸如纏足、貞節崇拜的成因與流變，

或自文學、法律文書中尋找女性自我的聲音。相較之下，以宋元為單

位進行長時段婦女史研究仍屬少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系柏文

莉(Beverly Bossl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新作《妓、

妾與女性貞節崇拜──  十一到十五世紀中國的性別與社會變遷》，不

僅在時段上填補此空缺，也從前人較少留意的女性角色—「妓」出發，

對宋元以下貞節崇拜的興盛提出不少新論點，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在開頭指出，寫作本書的動機，源自於對中古至近世之間

「妓」此一角色變遷的困惑。妓樂在唐代極盛，明代文人與名妓的交

遊更激發關於「情」的討論。但是此間「妓」的歷史發展為何？伊沛

霞(Patricia Ebrey)在其書《內闈── 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The 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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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ters: Marrige and the Lives of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中曾觸及宋代妓與妾

的狀況，卻未區分作為市場商品、具娛樂性質的「妓」(courtesan)和作

為家戶成員、較不具娛樂性質的「妓妾」(courtesan-concubine)。這兩者究

竟有何不同？彼此關係又如何？進而言之，在強調道德的宋元理學興

起時代背景下，「妓」與「妓妾」在社會和家庭中扮演何種角色、受

到何種影響、經歷怎樣的變遷？(頁 1)除了討論「妓」與「妾」外，本

書的另一條主線則是探究宋元間貞節崇拜的發展。這兩條主線，以及

妓、妾、節婦這三種女性角色之間，乍看之下似乎少有關聯，但本書

說明，「妓」、「妾」和「節婦」等詞的意涵不僅在宋元間不斷改變，

三者間更互相牽連，共同塑造宋元以下貞節崇拜的面貌。 

全書共三部分，依次涵蓋北宋、南宋和元朝三個時代。每部分三

章，分別討論各時代「妓」、「妾」和「貞節∕節婦」的情況。第一

部分勾勒在北宋商業發展和士人菁英階層的擴張下，女性身體在娛樂

和生育兩方面的商業化；此一發展又如何反向促成妓妾在家中身分的

論辯，並且強化對上層寡婦守貞的期待。作者在第一章〈妓與北宋文

人〉(Courtesans and the Northern Song Elite)中指出，北宋延續唐代以來的制

度，官方在中央和地方提供官妓服務。象徵文人雅緻生活情趣的妓，

在文人交遊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隨著對妓的需求成長，市場上也

出現更多獨立營生的妓，以供給那些無法取得官妓服務的文人。當時

斷增長的相關法令和道德抨擊，反映了妓樂的昌盛。然而，至北宋滅

亡為止，妓樂的需求依然不斷擴大。 

第二章〈為妾之妓〉(The Courtesan as Concubine)聚焦進入家戶內的妓

妾。在宋代，妾成為越來越普遍的存在。作為娛樂用的妓妾也普及於

文人家中。這些妓妾，如妓一般，既是男性互相較勁的指標和動力，

也是他們彼此酬酢往來、聯繫情誼的方式。和妓不同的是，妓妾能夠

生育子息，藉此提高家中地位。北宋妓妾的普及促成兩種常見言論，



 

評Beverly Bossler, 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  189 

一是對妓妾造成奢淫之風的警告，另一則是後來成為官員的妓妾之子

強調必須對其妾母盡孝的論述。在北宋黨爭中也出現妓妾的身影，黨

爭對敵手的道德放大檢視，使得妓妾之子對生母服喪盡孝、及妓妾在

家中地位等議題開始浮現在公眾領域的論辯中。 

第三章〈散文、政治與才子〉(Prose, Politics, and Prodigies)探討北宋貞

節論述和政治、文人逸樂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作者指出，在北宋末

以前對守節的討論並不顯著，及至北宋末年黨爭之故，政治上開始大

力推廣典範行為，墓誌銘作者由是刻意描寫侍妾之子如何對生母克盡

孝道，並對上層女性的守寡事蹟多所著墨。這類書寫使人們重新關注

家庭內部的關係，也讓妾或妓妾在家中的地位備受討論。另一方面，

由於妓樂盛行，文人喜以浪漫筆調頌揚妓或妓妾的忠貞，這使她們似

乎反轉成為正室妻子的楷模。這兩股潮流，也就是娛樂文學中對浪漫

忠貞行為的描繪，以及政治上對典範的需求，共同強化了使用傳記此

一公眾文類來書寫典範女性和上層婦女的正當性。大致來說，作者發

現，十二世紀初以前對女性貞節的討論只佔文人寫作一小部分，典範

傳記對男性和女性的記載比例也相差無幾。直至 1126 年北宋滅後，

此一情況出現了重大轉變。 

本書的第二部分描繪妓與妾在南宋社會的盛行、對此現象的道德

譴責，以及相應之下越來越多士人要求並強調其妾母在家庭中應有的

權益。另方面，文人們發端讚頌上層女性在朝代存亡之際的忠烈犧

牲，藉此呼籲男性的政治忠誠。至南宋末，對於家庭穩定和朝代存續

的關注，在墓誌書寫中相互結合，將那些拒絕改嫁的上層寡婦視為男

性忠誠的模範。 

南宋是個妓樂逸樂蓬勃興盛的時代。作者在第四章〈對妓樂的憂

慮〉(Performance Anxiety)論及，儘管宮廷教坊的官妓制度於此時解散，

妓樂卻因之進入民間，民間妓樂也獲得反向進入宮廷獻藝的機會。妓



 

190  林欣儀 新史學二十五卷二期 

樂成為跨階層、官民之間的共同娛樂。道德批判者雖不乏其人，藉以

憑弔北宋往日榮光者亦大有人在。儘管程學對妓與妓樂仍持批判態

度，但隨著妓樂普及和商業化，妓的正面書寫不僅出現在逸樂文學，

也開始堂而皇之地進入文集裡。正是在這些文類中，妓獲得了作為人

的各種面向和重視，而非只是文人往來酬酢的妝點陪襯，進而打破文

人心目中良家婦女和賤民的二分藩籬。 

面對文人家庭中作為母親的妓妾時，良賤二分受到更進一步的挑

戰和摧破。在第五章〈從娼優妓樂成為祖先〉(Entertainers to Ancestors)，

作者提到，在南宋，越來越多妓妾、婢妾進入士人家庭，作為士人的

配偶與母親，她們衝擊主僕、上下之間的社會藩籬，也帶來不少社會

身分和家庭角色的衝突。此外，對女性的市場需求，也使家道中落的

上層女性面臨隨時可能淪落市場的威脅。至南宋末以前，這類問題大

多是透過妾及其子女在家中地位正當化來解決。理學家主張作為母親

的妾應在禮制上得到承認，墓誌銘作者也越來越願意承認作為母親的

妾，並讚揚那些願意善待家中由妾所生、庶出手足的士人，在判例中

法官也堅持妾子共享父祖產業的權利。這類承認或許有助於為越來越

猖獗的女性商品化的趨勢解套，遏止妾可能繼續遭到隨意變賣的可

能，但也讓妻與妾在家內的身分藩籬日漸瓦解。 

作者在第六章〈亡國、忠誠與地方策略〉(Loss, Loyality, and Local 

Leverage)中，討論南宋貞節論述、政治情勢和地方家族利益之間的糾

葛。作者注意到，南宋一代女性貞節典範的書寫大量增長，此現象部

分起因於朝廷欲藉此展示其儒家正統性，或因程學對此推波助瀾。在

偏安政治背景下，這類書寫內容雖是女性，卻意在鼓勵男性讀者的政

治忠誠。這類書寫對於興起中的地方菁英和家族也有若干重要作用，

對典範的表揚不僅提升家族聲望，寡婦守貞也有助於維繫家族的完整

性。作者還發現，這類典範書寫在南宋出現兩項重要變化。一是上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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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和妻子大量出現在公開流通的文類中，如傳記、序、跋等，而非

如以往般多出現在傳統、私密的文類如墓誌銘。第二個重要變化發生

在十三世紀。越來越多作者不僅描寫一般女性的勇敢犧牲，也聚焦在

女性「忠貞」，認為她們足堪男性道德表率，更應作為其他女性的榜

樣。女性力拒盜匪和入侵者的故事，更使女性身體的完整性象徵地等

同於國土完整。寡婦守貞因而開始被視為男性忠貞的楷模，而此種類

比在北宋是不曾出現的。最後，作者還指出另一個可能促使寡婦守貞

普及的社會因素：隨著商品化的女性勞動力和性供應日趨普及，妾和

妻縮小地位差距，正妻守貞不僅可藉此區隔其與妾的地位差異，也代

表對女性商品化的抗拒和對家庭體系完整性的堅持。 

第三部分進入元代。作者指出，此時妓的才華和情義獲得更多文

人的書寫和重視。至於妾，其作為母親的理想角色漸趨近於正室，此

時也出現更多文章讚揚上層寡婦的貞節。她們不僅僅是男女楷模，更

成為異族統治下儒家文化存續和表達的核心。在第七章〈作為模範的

妓〉(Exemplary Entertainers)，作者論及倡優妓樂在元代的蓬勃發展。失勢

文人進入此領域，為文頌揚其中卓爾不群者。作者認為，戲曲小說的

昌盛，及其中對下層倡妓的描繪，使一般人改變既有態度，同感她們

的處境，視其為一群同具道德潛質的人。此一觀點拉近了文人和倡妓

的社會距離。儘管倡妓仍受蔑視，但她們不再被視為絕對不如良家婦

女。當市場中被買來的妓變成菁英家中的妾，妓妾與良家出身的正妻

之間的界線更顯模糊。 

第八章〈妓樂、寵妾和家長〉(Performers, Paramours, and Parents)討論元

代妓妾進一步「家內化」。此一觀察最早是由 Neil Katkov 提出，(頁

357)作者的研究也呼應此論點。她指出，畜養妓妾在元代菁英階層極

為普遍，文人們絕口不談妾作為僕役、倡優、情婦的角色，卻強調她

們作為家庭的成員、子嗣的母親。他們描繪男性如何對他們出身妓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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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親盡孝、照顧妾生庶出的手足、還有女性如何奉養出身妓妾的婆

婆、照料丈夫之妾留下的子女。妾的家內化趨勢和道學理念有關，也

符合此二方面理念。首先，這有助於將妾整合到道學強調的家庭模式

中，符合道學對孝道和維繫父系家族的要求。第二，強調妾作為母親

的角色能消解一般人經常將妾與逸樂、欲望相連的負面觀感，也減少

妓妾對於父系家庭機制潛在的破壞作用，強調妾的母親身分對於家族

的團結和整合也有實質利益。此外，由於元代以下菁英階層高度地競

爭和流動，妾可以依家族需求而被輕易整合或遣離家中，在婚姻制度

上提供了相當彈性，給予上層家族一定的競爭優勢。換言之，妾的家

內化依舊有其侷限。妾可以隨時被遣逐、轉賣。妾也不會因守貞被讚

揚。對明媒正娶和買賣得來的女性之間的守貞期待依舊顯出差異。 

第九章〈娛樂性的典範〉(Entertaining Exemplars)討論元代節婦書寫的

各種複雜成因與意涵。作者指出，對節婦的書寫，在元代各種文類中

隨處可見，或作勸戒、或表激賞，更兼有娛樂閱聽大眾的效果。這類

故事的流傳使得貞節變成對一般女性的普遍期待。元代理學家大量寫

作關於守節寡婦的事蹟，堅持寡婦不應再嫁，將守貞視為女德之首。

元末以後，女德由原先多重意涵變成獨指寡婦守貞。「節」在宋代可

兼指男女之德，到了元末則獨指女性為丈夫守貞，特別是女性在丈夫

死後的守貞。更重要的是，這樣的道德期待甚至受到元代法律的支

撐。元代寡婦再嫁時所能攜帶的個人財產，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對

於這樣重大的變化，過去史家如柏清韻(Bettine Birge)多認為與理學在元

代朝廷的影響有關，(頁 417-418)但作者並不同意此看法。她認為，宋元

兩代，特別是十三世紀後，父系家族的利益日趨受到重視。道學家支

持此發展，卻未必引領這樣的變遷。與其說道學家造成並推動此趨

勢，不如說他們以理學提供的思想和語彙來整理並鞏固既有的改變。 

整體而言，本書可視為成功的婦女史研究著作。作者展示婦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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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別觀的發展與宋元政治、社會、經濟和思想間互為交織、形塑的

複雜過程，此書結論，尤有畫龍點睛的綜述。在政治上，兩宋的官妓

政策、黨爭使私領域道德滲入公眾論辯，偏安南方和異族統治的焦

慮，以及在這些背景下對書寫女性典範的鼓吹和需求，皆波及不同階

層、角色的女性處境。在社會層面，菁英士人階層的擴張和加速流動，

地方家族的興起和競爭，父系家族利益的鞏固和家族完整性的要求，

也以不同形式左右了妓、妾和妻的命運。經濟上，市場的擴張促成妓

樂普及興盛，但女性勞動力和性的商品化卻也改寫對妻、妓、妾和貞

節的定義與期待。思想上，作者提出逸樂文學的影響，更重新評估理

學在貞節崇拜興起中的角色。 

除了展現婦女史與當代歷史脈絡相互交融一面，本書還有其他不

少立足於以往研究上的方法突破和新論點。首先如作者自言，過去宋

元婦女史研究，鮮少論及「妓」，更未進一步區分「妓」與「妓妾」。

本書則從「妓」的角色變遷出發，重新檢視以往僅僅立足在「妻」、

「妾」兩類區分上所作的婦女史研究。這一角度提供了迥異於以往的

婦女史研究視野，更提醒讀者，看似專屬於正室寡妻專利的貞節崇

拜，並非僅與妻子們有關，而竟也和宋元妓妾的普及、女性勞力和性

的商品化，以及逸樂文學中對妓的書寫有著如許牽連。換言之，研究

婦女史，除了不可忽視的外在歷史脈絡，女性本身內部的差異、女性

之間不同的角色與階層間的互動，也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本書另一貢獻在於藉由分析男性文人書寫背後的政治、社會、經

濟、文化和出版機制，透視其中反映的性別關係與性別氣質的建構。

在這點上，作者將原本史料多為男性書寫的侷限，轉化為理解性別觀

的契機。以對妓和節婦的書寫為例，讀者不僅從中看到男性怎樣思

考、書寫此類女性角色，看到男性彼此間的互動如何受其制約，也能

看到這些書寫如何反向塑造男性氣質與理想的男性形像。簡言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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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人的女性書寫實與男性氣質本身的建構密切相連。作者指出，在

北宋，與倡妓、奴婢的風流韻事和相關書寫是上層男性之所以為「男

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到了十一世紀末，隨著徽宗的亡國，追求藝

術和風流的文人典範開始受到否定。南宋與元代間，理想的男性逐漸

轉變為自我節制和有修養的學者形象。在此風氣轉變下，男性的書寫

不再是讚頌美麗妓女的詩文，而是被導向對道德典範的頌揚。南宋時

書寫的主要對象仍是英勇殉難和為國犧牲的男女，元代則完全傾向對

節婦的頌揚，因為節婦代表為家庭犧牲利益、極盡自我節制的至高典

範。漢族文人藉由對貞節婦女抗拒異族、守道不屈的書寫來維繫其心

目中的漢文化，也告慰自身仍舊為保存漢文化做出貢獻。易言之，貞

節婦女的論述參與了以文為尚的男性氣質建構。貞節論述要求的是女

性有德、同時也召喚了男性不可或缺的書寫。 

從男性氣質的建構來論證宋元文人從對妓到節婦書寫的歷史轉

變，筆者認為不僅有其說服力，對貞節崇拜的興盛也提供一個相當有

趣的解釋觀點。在本書以前，學者如費絲言已指出文人網絡和出版流

通等機制的力量。1本書也引用 Bryna Goodman 論及男性文人讚頌節

婦的諸般複雜動機──  從提倡德行、對典範女性身體的意淫、男性詩

文網絡的維繫、對該節婦家族聲望的提升、到文本流通的娛樂價值和

商業利潤等等不一而足。而本書的研究不僅肯定上述機制，也突顯這

些節婦書寫背後對男性氣質建構的需求。(頁 415-416) 

對於理學在貞節崇拜興起中的角色，如前所述，作者則持保留態

度。她認為上述諸般機制或許更甚於道德或教條等單一因素。她也指

出，早在元代限制婦女改嫁的財產權以前，中國許多地域已出現類似

                                                                 
1 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 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

嚴格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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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理學或許只是以其論述進一步整理和強化此趨勢。筆者以為，

這或許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理學在南宋地方社會已有一定發

展，我們似乎難以斷言理學只是以其思想「整理」和「強化」既有趨

勢，而毫無積極作為。至於兩者關係如何，則有待未來更多研究。 

除了理學在此議題扮演何種角色外，閱讀本書的過程中，筆者尚

有些許困惑，在此提出請教作者與前輩先進。首先是章節架構的方式

和對歷史變化的論證。儘管作者自言按時代先後順序架構章節有其用

意，能顯現朝代興亡與性別規範間的連動關係。但閱讀時可以發現，

作者對於性別規範變化的許多觀察，其實重覆出現在不同朝代和章節

中。譬如女性身體在娛樂和生育方面的商業化、妓妾的家內化、妻妾

身分距離的消解等論點，都可發現是橫跨兩宋或南宋與元代兩朝的現

象。以朝代為順序的章節架構方式，雖能顯出上述現象歷久綿延的影

響力，卻也使作者無法清楚呈現上述現象在不同時代的變化層次。以

文人對妓的書寫為例，作者在第四章提到，南宋時，妓作為人的各種

面向開始出現在文人筆下，其才情、道德和情義亦漸受重視。第七章

中也再次提到，在元代，妓被文人認為同具實踐道德之潛質，良賤區

分亦日趨泯滅。然而，作者卻未進一步解釋此現象自南宋至元之間，

究竟是同一現象的延續，抑或有了任何質與量上的變化。作者在北宋

部分也曾提出相似觀察，但同樣並未深入闡述此現象於兩宋間的同

異。上述其他論點如妓妾的家內化與妻妾身分的泯滅等也有類似問

題。或許歷史研究常因材料留存的偶然性，本來就難以進行嚴格的量

化統計和差異論證。但若是同一現象和觀察延續數世紀，我們是否可

以考慮其他有別於依時代先後順序的章節架構方式？ 

第二是本書局部論點在解釋上的其他可能。作者在第五章提到，

在南宋，隨著更多的妓妾進入士人家庭，不管在輿論、禮制或判例上，

人們都越來越願意承認妓妾及其子女在家中的地位。作者認為，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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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或許有助於遏止日益猖獗的女性商品化趨勢、防止已嫁的妾繼續

遭到變賣。然而，筆者以為，相反的可能性似乎同樣存在。有沒有可

能正因為妓能夠在賣出後成為妾，而妓妾又日益受到承認並家內化，

這才反過來助長了更蓬勃的女性商品市場和妓/妾的買賣現象呢？ 

最後是打字和繁簡體格式不一致的問題。頁 442 書目部分，將柳

立言的名字誤植為劉立言。部分書目如頁 434、437 及頁 443 的《唐

宋女性與社會》時而用繁體、時而用簡體；頁 446 的「中國社會科學

院歷史研究所」繁簡並置；頁 456 引自《四庫全書》的《伊洛淵源錄》

則盡用簡體，似不符原文格式。 

上述意見，多少不無吹毛求疵。最後，還請容筆者向諸位衷心推

薦這本難得佳作。本書費時十五年、凝聚作者博士論文以來研究心血

的作品，絕對是接續研究中國婦女史、性別論述和宋元史不可忽略的

重要里程碑。 

(本文於 2014年 1月 23日收稿，2014年 3月 10日通過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