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章 引論 

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 

～西漢．館陶長公主〈讓平陽公主〉 

一、研究動機 

中國父系家族倫理講求男尊女卑，認為婦人必須遵循三從

之義： 

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1 

瞿同祖因而指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女性沒有獨立的地位，始

終以從屬的身份受男性意志及權力的掌握。2這項原則很早便訴

諸法律，張家山《二年律令》即規定： 

                                                 
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禮記注疏》（收於《重刊宋本十三經注

疏附校勘記》，臺北：藝文印書館，1955），卷26，〈郊特牲第十一〉，頁

506-1。 

2 瞿同祖，《中國法律與中國社會》（1944由上海商務印書館初版，北京：中

華書局，2003重印），第二章「婚姻」，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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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比其夫爵。〔三七二〕3 

此律文明言：女性在法律上的地位比照其夫的爵位而定。《二年

律令》的確切定年仍存在爭議，不過可以確定為西漢初年的文

書。4這條簡文的出土，肯定至遲在西漢初年，婦人既嫁從夫的

原則，便已為國家承認。因此女性並不是以獨立個體的身份受國

家支配，而是以附屬丈夫名下的方式，被納入國家統治體系之

中。 

女性不獨在法律上從屬於丈夫，在禮儀性的場合中，女性

的穿著打扮都一以其夫的政治地位為準，5所以學界歷來大多認

為沒有專論女性輿服制度的必要。輿服屬於命婦制度的一環，近

                                                 
3 此條律文被整理小組納入〈置後律〉，但劉欣寧認為此簡的出土位置與其他

〈置後律〉簡距離較遠，屬於〈置後律〉的可能性不高。參見：彭浩，陳偉，

［日］工藤元男合著，《二年律令與奏讞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置後律〉，頁236。劉欣寧，《由張家山漢簡《二年律令》論漢初的繼承制

度》（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7），「序論」，頁19。 

4 目前對《二年律令》的定年有高祖二年（前205）、惠帝二年（前193）及呂

后二年（前186）三種說法，以呂后二年的說法較為普及。相關討論可以參見：

李力，〈關於《二年律令》題名之再研究〉，收於卜憲群、楊振紅編，《簡

帛研究二〇〇四》（桂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144~157；張

忠煒，〈《二年律令》年代問題研究〉，《歷史研究》3（2008，北京），頁

147~163。 

5 瞿同祖，《中國法律與中國社會》，第三章「階級」，頁159~160。劉增貴，

〈漢代婦女的名字〉，原載《新史學》7：4（1996，臺北），後收於李貞德、

梁其姿主編，《婦女與社會》（收入《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論叢》，北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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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保科季子卻發現可以從命婦秩序的建立，探索漢代皇后的地位

及存在意義。6從而指出，皇后在統領後宮妃嬪之外，也由於大

臣之妻在親蠶禮的場合扮演與其夫相應的角色，而確立了「皇

后—大臣之妻」這樣的女性秩序，而東漢重新提出的「命婦」概

念，可以藉由「后命其婦」的說法，為這個序列所體現的君臣關

係提供解釋。 

保科季子的研究固然有其承先啟後的意義，但公主的身份

性質卻與上述的概念格格不入。理想上，參與國家典禮場合的女

性，幾乎都是以「某人之妻」的身份參加，儘管魏晉南北朝額外

為命婦制定相應的輿服制度，而不像漢代規定參加典禮的女性，

均須按照其夫的官位品級著裝，佩戴其夫的官綬，乘坐其夫的官

車。但無庸諱言，所有的女性依然是以「某人之妻」的身份被納

入命婦秩序中，唯有公主是以個人獨立的身份在命婦秩序中占有

一席之地，不受主婿的政治地位所左右。換言之，理論上，命婦

的地位從其夫或子而定，然而位列命婦之首的公主，其權力來源

卻不是夫家，而是本家皇室的支持。 

本論文所謂的「公主政治」，也就是以「尚主」、「女謁」

等形式，圍繞著公主展開的各種權力關係，這種權力關係涉及公

主在魏晉南北朝政治結構中的定位。一般而言，皇家做為「國家」

這種政治團體的核心，皇家成員於情於理都應肩負起參與政事的

職責，也就是當時所謂的「情兼家國」。因為皇家與國家在一定

                                                 
6 ［日］保科季子，〈漢代の女性秩序─命婦制度淵源考─〉，《東方学》108

（2004，東京），頁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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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重合，所以「情兼家國」成為干政的合理口實，女性政治

人物也可以藉由家庭成員的身分，參與皇家事務，進而對朝政置

喙，所以筆者試圖以「情兼家國」為突破點，讓家庭史與政治史

得以接榫。 

另一方面，有關魏晉南北朝公主的史料大多零碎且片面，

其中絕大部分集中在輿服制度及婚姻對象之上。因此筆者認為不

但需要重建公主制度的樣貌，同時也應注意到制度背後潛藏著時

人共享的文化價值觀。有鑑於此，筆者欲在承認個人特質的影響

之外，還原允許個人特質發揮影響力的外在機制，從而探索其間

女性意志的能動性。換言之，筆者希望能結合家庭史、政治史及

制度史，書寫一段以女性為中心的政治文化史。 

二、政治的隱形推手 

當前政治史的研究早已脫離僅對政治人物、集團、事件、

制度等表象的關注，也已捨棄單純從支配與剝削的角度詮釋政治

史。甘懷真認為政治史研究應將重點置於人際間的權力關係，主

張：「權力是一種人際關係中的文化現象，人們在其社會生活

中，通過人際關係的締構，以確立自身主體的地位，並藉此確認

或擴張其權力。若要理解一個人的權力，應分析其社會關係中的

權力流動。」7王健文也強調「權力」正是「政治」的核心概念，

                                                 
7 甘懷真，〈自序：兼論中國政治史研究的展開〉，收於氏著，《皇權、禮儀

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2003年由喜馬拉雅基金會初版，臺北：

國立臺灣大學，2004再版），頁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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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政治史的論述範疇，應包含落實在「國家」這個空間中，有

關「公共權力的來源、正當性、社會基礎、組織形式、分配、運

作」等諸般課題。這些課題同時又與社會經濟結構的歷史發展結

合在一起，而由生存於其間的個人加以詮釋後，訴諸理念與行

動。8 

「權力」與「關係」一直是婦女史研究的核心課題，李貞德

指出九〇年代後，台灣婦女史研究產生質變，從原本補充歷史的

素樸期待，轉化為追求改寫歷史的渴望。不但積極探求「性別」

與其他分類元素互動的軌跡，以深入對傳統女性處境與地位的了

解；同時也反思女性群體內部存在的差異。9舉例而言，中國女

性政治史上有幾個突出的代表人物，諸如呂后（241-180B.C.）、

武 則 天 （ 624-705 ） 、 孝 莊 皇 太 后 （ 1613-1688 ） 及 慈 禧 太 后

（1835-1908），因此早先的研究多半強調女主的個人特質與謀略

技巧。這類研究不免有些陳腔濫調，而且將不同時代所面臨的複

雜情境，化約成狼子野心的特例，因而不具有普遍的歷史意義。

10針對此一缺失，學界數十年來的耕耘逐漸開發出若干新視角，

並陸續為後人承繼、發展。但是除了女主政治的研究日益成熟之

                                                 
8 王健文，〈導言〉，收於王健文主編，《政治與權力》（收入《臺灣學者中

國史研究論叢》，北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1~2。 

9 李貞德，〈導言：婦女、性別與歷史研究〉，收於《中國史新論．性別史分冊》（臺北：聯經出版，2009），頁1~17。 

10 李貞德稍早的回顧指出，早期與傳統中國婦女有關的文章，大都以歷史上的

名女人為中心，無法擺脫講古、述奇的窠臼。李貞德，〈超越父系家族的藩

籬──台灣地區「中國婦女史研究」（1945-1995）〉，《新史學》7：2（1996），

頁140，15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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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歷史學者很少對其他宮廷女性加以青睞。例如公主對宮廷政

治的影響，就尚未獲得足夠的重視。 

（一） 不服丈夫勝婦人──婦女與政治 

公主與政治的關係歷來只有零星的研究，這可能與宋代以

後的公主在政治上寂靜無聲有關。張邦煒和衣若蘭曾分別針對宋

代和明代的公主進行研究，指出公主和駙馬雖然自有居第，又享

有豐厚的祿賜，卻無法與外人自由交通，駙馬甚至可能受到宋代

負責「管勾」公主的宦者或明代陪嫁宮人的刁難。駙馬不但無法

擔任要職，而且宋代駙馬還為「賓客之禁」所限，未經允許的酬

贈往來，都可能釀成禍端。因此宋、明兩代的公主在重重限制

下，鮮少能對政治發揮影響力，無怪乎衣若蘭稱之為「被遺忘的

宮廷婦女」。11 

相形之下，漢唐之間的公主或以和親、或以婚姻，不但成

為君主合縱連橫不可或缺的工具，還可能在政治舞臺上扮演舉足

輕重的角色。無論是漢代館陶公主劉嫖（c.180-c.116B.C.）所謂「帝

非我不得立」的豪氣 干 雲 ， 12抑或是隋代大義公主「余本皇家

子，飄流入虜廷；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的歷經滄桑，13皆

與後世公主的低調大相徑庭。王偉曾經關注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時

                                                 
11 張邦煒，〈宋代的公主〉，《思與言》28：1（1990，臺北），頁39~57。衣

若蘭，〈被遺忘的宮廷婦女—淺論明代公主的生活〉，《輔仁歷史學報》10

（1999，新北），頁27~55。 

12 ［漢］司馬遷，《新校本史記》（北京：中華書局，1959），卷49，〈外戚世家〉，頁1980。 

13 ［唐］魏徵等撰，《新校本隋書》（北京：中華書局，1973），卷84，〈突厥傳〉，頁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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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公主政治地位的變化。他認為透過分析公主的地位及其婚嫁

情況，可以觀察皇權內部權力分配的特性，以及此時國家權力核

心層的變化。14可惜的是王偉雖然注意到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公主

在政事上的影響力，卻未深究其權力基礎，及其間透露的歷史意

義。此外，王偉認為將歷代公主婚姻對象分類統計，便可以看出

權力核心的變化，可見他不但抱持著主婿透過尚主便能加入權力

核心的成見，其論點也未脫前人窠臼。是故筆者認為在此議題

上，仍有值得著力之處。 

就筆者管見所及，牟潤孫的研究是最早探索女性政治人物

權力基礎的論文。他認為西漢長公主掌握後宮的表現，以及她們

在政治上享有的尊貴地位，應源於母系社會的遺俗。15但牟潤孫

的研究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真正具有階段性意義者，乃是楊聯

陞的研究。楊聯陞注意到太后攝政並非歷史中的特例，反而將之

視為中國政治史上因應皇統斷絕所發展出的過渡手段，並且在東

漢漸漸成為制度性的解決方式。16如此一來，女性參政便擺脫了

特例的陰影，而成為在中國史上具有普遍意義的研究。 

                                                 
14 王偉，《兩漢魏晉南北朝公主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

論文，2008）。 

15 牟潤孫，〈漢初公主及外戚在帝室中之地位試釋〉，收入國立臺灣大學傅故

校長斯年先生紀念論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國立臺灣大學傅故校長斯年先生

紀念論文集》（臺北：國立臺灣大學，1952）；後收於氏著，《注史齋叢稿》

（北京：中華書局，1987），頁50~79。 

16 原以“Female Rulers in Imperial China”為題於1969年發表，後由林維紅譯成中

文，為臺灣讀者引介。楊聯陞著、林維紅譯，〈中國歷史上的女主〉，《中

國婦女史論集》（臺北：稻鄉出版社，1979），頁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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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而來，歷代太后攝政的形式也逐漸為人所注意，谷口や

すよ便進一步探尋太后的權力基盤，強調皇后參政的正當性來自

「夫妻敵體」的概念，而太后攝政的基礎則源於「皇后權」。17劉

增貴否定牟潤孫的推論，認為西漢公主干預後宮事務的現象，或

是民間看重女兒的表現，不見得一定是母系社會的遺痕。18邢義

田也不同意牟潤孫的觀點，主張太后攝政是漢代重母權的表現，

儒家倫理中的「母名」可以提供合理口實。19此外，還有部份研

究涉及具體的政治作為，此間以康樂的研究最富代表性。康樂對

文明太后（442-490）的研究提出兩點重要的觀察：其一為標舉出

北朝太后干政的外族背景；其次則是點出文明太后治下乃是北魏

體制轉型的關鍵階段，給予文明太后的執政正面評價。20 

晚近受到婦女與性別研究方興未艾的影響，女性政治史的

研究也呈現嶄新的局面。從性別認同的角度出發，李貞德利用北

魏蘭陵公主（?-520）的個案來討論性別認同如何促使靈太后

                                                 
17 ［日］谷口やすよ，〈漢代の皇后権〉，《史学雑誌》87：11（1978，東京），

頁1578~1596。［日］谷口やすよ，〈漢代の「太后臨朝〉，《歴史評論》

359（1980，東京），頁86~98。 

18 劉增貴，《漢代婚姻制度》（臺北：華世出版社，1980），第五章「皇室婚姻（二）」，頁146~147。 

19 邢義田，〈母權、外戚、儒生─王莽篡漢的幾點解釋〉，《歷史月刊》14（1988，

臺北），頁36~44。 

20 康樂，〈北魏文明太后及其時代〉，《食貨月刊》15：11-12（1995，臺北）；

後收入氏著，《從西郊到南郊》（臺北：稻鄉出版社，1995），第二篇「文

明太后」，頁11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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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進行司法干預。21另一方面，女性意識的概念也給予陳

弱水重新檢視唐代女性政治史的契機，將單一史事連綴而觀，認

為初唐的宮廷女性之間，存在一股強烈的政治意識，有意透過一

系列改革行動確立其參政地位。22 

女主政治之外，若試圖開展其他女性政治人物研究，常常

必須面臨資料短缺的困境。如何從吉光片羽中，還原女性參政的

樣貌？其實是本論文必須面臨的一大課題。面對這樣的現象，氣

賀澤保規及劉靜貞所採取的研究取徑均值得後進效法。氣賀澤保

規首先試圖從文獻與出土資料重建唐代金仙公主（689-732）的生

平經歷，進而設法對金仙公主身上不尋常的現象提出解釋，從而

得知金仙公主及玉真公主（?-762）在政治上與太平公主（?-713）

同一陣線，因而太平公主失勢之後，她們也失去了在長安的活動

空間。23劉靜貞則注意到史書意欲利用王昭君呈現漢匈關係，因

                                                 
21 Jen-Der Lee, “The Death of a Princess: Codifying Classical Family Ethic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in Presence and Presentation: Women in the Chinese 

Literati Tradition, Sherry Mou ed., pp.1-37 (New York: St . Martin′s Press, 

1999). 之後改寫成中文：《公主之死──你所不知道的中國法律史》（臺北：

三民書局，2001）。 

22 作者於1994年以“Empress Wu and Proto-feminist Sentiments in T’ang China”為

題發表；後改寫為中文版：陳弱水，〈初唐政治中的女性意識〉，收於鄧小

南主編，《唐宋女性與社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並修訂收

入氏著，《唐代的婦女文化與家庭生活》（臺北：允晨文化，2007），頁199~242。 

23 ［日］氣賀澤保規，〈金仙公主和房山雲居寺石經──唐代政治史的一個側

面〉，收於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會編，《第三屆中國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

論文集》（臺北：中國唐代學會，1997），頁29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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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昭君本身不是被記敘的重點。但是仔細梳理史料後，作者發現

漢元帝劉奭（r.49-33B.C.）之後的漢匈關係，主要是以昭君為中

心而建立的，昭君的後人始終佔據著重要的位置，是故在漢代的

外交政治中，王昭君實處於樞鈕地位。24以上兩位學者的研究，

一方面提醒我們人物與其所處的歷史情境間具有正相關的對應關

係；另方面也以具體的個案研究，演示如何利用有限的史料，掌

握女性在歷史發展中的能動性。 

那麼當我們掌握史料後，要如何評估其權力基礎及來自外

界的阻力？在這個問題上，李貞德針對乳母的研究指出一條可能

的進路。一般研究往往聚焦於獲得政治權力的乳母，例如北魏的

保太后。但李貞德反其道而行，她從性別與醫療史的角度出發，

先探求乳母存在的社會條件，再進而分析乳母可能獲得的權力及

反對聲浪。指出漢魏六朝皇室、貴族多用乳母長期養護新生兒，

因而乳母可能利用乳子的孺慕之情為進身之階，不但提升自身及

子女的政經地位，更可能成為攀龍附鳳者上達天聽的重要管道，

使士人對乳母逾越性別與階級界線的行為心生不安，因而大肆抨

擊。25 

                                                 
24 劉靜貞，〈歷史記述與歷史論述──前後漢書中的王昭君故事辨析〉，收於

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論文集編輯委員會編，《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論文集》

(臺北：稻鄉出版社，2006)，頁13~28。 

25 李貞德，〈漢魏六朝的乳母〉，原載於《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70：2（1999，臺北）；後以〈重要邊緣人物──乳母〉為題，修訂收入氏著，

《女人的中國醫療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臺北：三民書局，

2008），頁20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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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貞德對乳母的研究提醒筆者，在家居空間中長年相處的

情感，以及榮辱與共的一體感，都可能轉化為政治資本。但正因

為其權力基礎來自於家庭情感，因此不得不受到傳統倫理的制

約。不獨乳母如此，即便是身份高貴的公主也難以逃脫，在進行

公主政治的研究時，固然得將公主的個人特質納入考量，但同時

必須正視讓公主得以發揮個人特質的外在環境，因此我們有必要

檢視魏晉南北朝的家族倫理。 

（二） 兩不失雍熙之軌──家族倫理 

早在四〇年代，瞿同祖便指出法律反映出中國社會組成的

幾點要素：家族、婚姻及階級。他認為唐宋以降的法律，最明顯

的特色就是家族主義，族長不但富有權威，而且法律也以五服親

疏為等差加重或減輕治罪。婦女則在家族、階級之外，又可能因

為婚姻關係而處於判刑不平等的狀況。26隨後杜正勝利用文獻及

出土材料，詳細勾勒戰國秦漢以下的家族結構。指出五服為倫理

實踐的基準，人們以「大功」為界，重視近親之間的私情，而對

遠親推以義理。27此外，杜正勝指出處於父系家族中的女性，其

                                                 
26 瞿同祖，《中國法律與中國社會》。 

27 杜正勝，〈傳統家族試論〉，原載於《大陸雜誌》65：2-3（1982，臺北）；

後以〈傳統家族結構的典型〉一名，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臺北：

允晨文化，1992），頁779~853。杜正勝，〈從五服論傳統的族群結構及其

倫理〉，原載於臺灣中華書局編，《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來──中華

書局八十週年紀念論文集》（臺北：中華書局，1992）；後以〈五服制的族

群結構與倫理〉為名，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頁855~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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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及地位都隨丈夫而定，受到夫尊妻卑的倫理壓制，因此認

為：「女子未嫁，父家是她暫時借住的地方，既嫁到夫家，卻是

一位不同祖先的外來者，所以對於兩邊的家族事務都沒有專制的

權威。」28 

然而近年來學界的研究，已經對上述的印象式論斷進行若

干修正。首先是父系家族倫理制約強弱的問題。早在1980年，余

英時便提出儒家要求的群體秩序，在魏晉南北朝歷經講求個體解

放的玄學思想衝擊而鬆動，是故發展出「緣情制禮」的方式調和

兩造之間的衝突。29近來侯旭東自漢魏六朝時期重外家、重視同

母關係，社會上屢見從母姓及改姓的事例，因而主張當時父系意

識仍處於由上而下逐步推動、強化的過程，大概只有皇族才有具

實體組織的「宗族」可言。30邢義田則從秦或漢初《奏讞書》所

錄的和姦案出發，主張在西晉準五服以制律之前，五服制象徵的

儒家倫理並未取得宰制性的地位，反而可能還處於發展的階段。

                                                 
28 杜正勝，〈五服制的族群結構與倫理〉，頁870。 

29 余英時，〈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收於氏著，《中國知識階層史論

（古代篇）》（臺北：聯經出版，1980），頁329~372。杜正勝〈五服制的

族群結構與倫理〉一文，已吸收余英時的論點，以「加重母服」及「嫂叔服」

為例，指出私情雖未能跟家族倫理平分秋色，但多少也取得一點平衡。參見：

杜正勝，〈五服制的族群結構與倫理〉，頁872~874。 

30 侯旭東，〈漢魏六朝父系意識的成長與「宗族」〉，收於氏著，《北朝村民

的生活世界──朝廷、州縣與村里》（北京：商務印書館，2005），頁6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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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三者的研究都反省過去將古代中國假設為同質的整體，且不假

思索地視儒家倫理為主流思想的謬誤。 

而婦女與性別史引入「認同」的觀點，突顯理想與現實可能

存在落差。劉淑芬研究中古佛教的露屍葬，發現信佛的孀居婦女

大多選擇露屍葬，顯示宗教信仰會影響婦女祔葬先夫的意願。32

李貞德針對北魏毆主傷胎案的研究，利用女性對制度引起挑戰與

回應的概念，帶出女性的夫家認同是刑律儒家化的關鍵之一。33

鄭雅如進一步留意情感與制度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認為父系制

度決定母子關係的成立，母親可以透過母教、母權與母子情感將

影響力由內及外，但這一切作為都得在父系體制的框架內執行。

34換言之，母子情感對父系制度的挑戰必須是一種體制內的改

                                                 
31 邢義田，〈秦或西漢初和姦案中所見的親屬倫理關係——江陵張家山二四七

號墓《奏讞書》簡180-196考論〉，收於柳立言主編，《傳統中國法律的理

念與實踐》（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2008）頁101~159。 

32 劉淑芬，〈石室瘞窟──中古佛教露屍葬研究之二〉，原載於《大陸雜誌》

98：2-4（1999）；後收入氏著，《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8），頁244~289。 

33 Jen-Der Lee, “The Death of a Princess: Codifying Classical Family Ethic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或見：李貞德，《公主之死: 你所不知道的中國法律

史》。 

34 鄭雅如，《情感與制度：魏晉時代的母子關係》（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

委員會，2001；後修改收入「古代歷史與文化研究輯刊」，臺北：花木蘭文

化出版社，2009）。鄭雅如，〈中古時期的母子關係—性別與漢唐之間的家

庭史研究〉，收於李貞德主編，《中國史新論—性別史分冊》（臺北：聯經

出版，2009），頁135~190。 



．14．公主政治—魏晉南北朝政治史的性別考察 

革，才有可能成功。 

在為人母或 為人妻之外 ，女兒的家 庭角色也逐 漸為人注

目。陳弱水留意唐代婦女與本家的關係，修正了以往的認識，指

出固然出嫁之後「移天」的觀念仍然存在，但事實上，本家不但

可以介入出嫁女的婚姻，出嫁女也可能反過來干預本家的事務。

意即「女兒」的身份仍可以在出嫁後延續，經典說辭及血緣親情

都提供支撐這種現象存在的理由。35承接以上的研究成果，李貞

德指出漢唐時期固然開始以父系家族倫理為準則實踐禮刑，然而

這並不表示在日常生活或宗教信仰上，女性出嫁即意味著疏離本

家，轉而認同夫家，當時的男性也可能僅視夫家生活為婦女的階

段性任務。36換言之，魏晉南北朝的婦女存在游移於本家與夫家

間的可能性。 

回過頭看，魏晉南北朝的皇帝以「尚主」的方式，不但將士

族吸納為皇室姻親，加強士族對皇權的認同，也以此融入士族社

會之中。然而正因為公主的婚姻經常被視為拉攏不同勢力的手

段，所以夫家與本家的政治衝突，更可能是魏晉南北朝公主不得

不面對的現實。公主聯姻的作用，以及面臨認同衝突時的選擇與

調適，都可以讓我們反省魏晉六朝婦女在婚姻中扮演的角色及其

                                                 
35 陳弱水，〈試探唐代婦女與本家的關係〉，《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68：1（1997），頁167~248；後以〈隋唐五代的婦女與本家〉為名，

修訂收於氏著，《唐代的婦女文化與家庭生活》，頁23~196。 

36 李貞德，〈女人的中國中古史—性別與漢唐之間的禮律研究〉，《中國の歷

史世界—統合的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發展》（東京：汲古書院，2002），頁

46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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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另外，既然身處其間的公主在政治的漩渦中泥足深陷，她

們如何在詭譎的政局中站穩腳跟，也是另一個值得探索的課題，

為了順利開展這個課題，我們也得初步了解當時的政治環境。 

（三） 芝蘭玉樹生階庭──士族婚姻 

門閥政治是魏晉南北朝獨特的研究課題，學界慣以「門閥政

治」、「士族政治」或「貴族政治」等不同的術語稱之。當時無

論南北，雖然都同樣維持中央集權的結構，但皇帝為了順利貫徹

統治，高度仰賴與世家大族的合作，因而使在地方享有名望的大

族，因緣際會上升為壟斷入仕機會的「士族」。當時主要的政治

資源多為少數士族所把持，其子弟憑藉家族品級得到相應的官

位，同時享有經濟上的特權；平民百姓卻很難以憑藉個人才華躍

升至重要官位。 

當時的政治雖由門閥士族所把持，然而士族的成員頗有變

動，勢力迭見起落。37因此如何保持門第勢力，便是當時最重要

的課題之一，也是當今中外學者用功之所在。簡言之，無論學者

認為士族的權力基礎為何，都承認士族的文化學養是保持政治地

                                                 
37 毛漢光，〈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基礎〉、〈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成分〉、〈中

古家族之變動〉、〈中古士族性質之演變〉，原合載《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47：3（1976）；後分別收錄於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論》

（1988年由臺北聯經出版，上海：上海書店，2002再版），頁3~32，33~53，

54~69，7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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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重要前提。38另一方面，當時視官宦與婚姻為獲取社會地位

的重要條件，因而南朝士族特別重視這方面的士庶之分。39官宦

非但涉及政治與社會地位的維繫，是否能掌握朝政軍權，也會影

響士族的勢力分布。40不過門閥制度之所以能維繫數百年而不

墜，主要還是仰賴各個士族之間的婚姻，保障彼此的社會地位。 

王伊同將門第婚姻列為高門風範的表現之一，詳細羅列史

例之外，進而據以製作出高門世系表，對初步了解士族社會有很

                                                 
38 錢穆的研究為箇中翹楚，他從經、史、子、集各方面，仔細探討士族與學術

文化之間的關係。錢穆，〈略論魏晉南北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

原載《新亞學報》5：2（1963，香港）；後收入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論

叢（三）》（北京：三聯書店，2009重刊），頁140~208。 

39 參見：唐長孺，〈九品中正制度試釋〉，原載於氏著，《魏晉南北朝史論叢》

（北京：三聯書店，1955）；後收入氏著，《唐長孺文存》（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6），頁92~132。〈士族的形成和升降〉，收於氏著，《魏

晉南北朝史論拾遺》（北京：中華書局，1983），頁53~63。唐長孺，《魏

晉南北朝隋唐史三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第一篇「論魏晉

時期的變化」，第二章「門閥政治」，頁51。同書第二篇「論南北朝的差異」，

第二章「南北朝門閥士族的差異」，頁159~178。同書第三篇「論唐代的變

化」，第二章「門閥的衰弱和科舉制的興起」，頁370~404。 

40 參見：毛漢光，〈五朝軍權轉移及其對政局之影響〉，原載《清華學報》新

8卷第1、2期合刊本（1970，新竹）；後收於氏著，《中國中古政治史論》

（1989年由臺北聯經出版社出版，上海：上海書店，2002再版），頁306~348。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89年初版，2005

年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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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幫助。41毛漢光繪製諸姓婚嫁圖，除了僑姓及吳姓各成婚姻

圈之外，還指出南北皇室均是士族婚姻圈的成員，而且士族內部

亦存在高下區別，故有拒婚的現象。42中村圭爾全面檢討婚姻在

門閥士族之間的作用，一方面利用〈劉岱墓誌銘〉，指出南朝存

在次等士族婚姻圈，彼此通婚的對象無論在政治或社會上，均屬

於同一階層。另方面也指出當時存在的多層次婚姻圈，不但是社

會地位階層的反映，而且從通婚集團的官歷中，也可以看出社會

地位進一步直接影響政治地位的情況。43 

矢野主税認為兩晉帝室的婚姻，主要屬於門閥社會內部的

通婚，其結婚對象同時也是當時的權門。然而南朝帝室的婚姻卻

不然，與傳統一流門閥結姻的現象逐步減少，反而漸漸顯露與從

龍開國的勳門或寒門通婚的傾向，陳代甚至完全沒有與高門通婚

的記錄。44中村圭爾部份同意矢野的觀察，不過認為南朝帝室與

武人或寒人的通婚，通常是即位之前依社會地位決定的門第婚

姻。中村進而指出：「即本應依靠其最高政治權力，衝破社會等

級秩序，從而形成新的統治體制。然而皇帝權力卻未能戰勝舊的

                                                 
41 王伊同，《五朝門第》（1943年由金陵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香港：香

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再版）。 

42 毛漢光，《兩晉南北朝士族政治之研究》（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66），

第七章「從嚴守門第界限論士族保持政治地位」，頁230~248。 

43 ［日］中村圭爾，〈「劉岱墓志銘」考〉，原載於《東洋学報》61：3-4（1980，

東京）；後由宋金文、馬雷譯成中文，收入《日本中青年學者論中國史．六

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145~173。 

44 ［日］矢野主税，〈南朝における婚姻関係〉，《長崎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科学論叢》22（1973，長崎），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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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即未能擺脫以往社會階層秩序為核心的舊傳統的束縛，而

這正是南朝皇權統治體制的歷史特點所在。」45換言之，中村認

為帝室婚姻一方面表達了南朝皇室的社會性，另一方面則體現了

南朝皇權的矛盾本質。 

女性雖然在聯姻中扮演休戚相關的角色，但是以士族婚姻

為主的研究中，女性的身影往往為各個姓氏背後的家族群體所取

代，反而變成聯姻網絡中隱形的參與者。早期只有錢穆的研究正

視女性可能發揮的影響力，認為當時的門風與母教息息相關，母

教則端賴當時世家大族對女兒的培養，因此成為當時講求門第婚

姻的原因之一。46事實上，除了家法門風之外，現有的史料也說

明女性有時候是影響聯姻雙方互動往來的關鍵人物，例如生活於

兩晉之交的周顗（269-322），傳說曾經為其母警告：「我所以屈

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

年。」因而外家李氏才受到得與名門汝南周氏相提並論的禮遇。

47王羲之（303-361）妻郗璿，也曾謂其弟郗愔（313-384）、郗曇

（320-361）：「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見汝輩來，平平爾。汝

                                                 
45 ［日］中村圭爾，〈「劉岱墓志銘」考〉，頁173。 

46 錢穆，〈略論魏晉南北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頁174~175。 

47 此言據《世說》所載，出於其母李絡秀之口。然劉孝標作注已指出顗母為妻

非妾，民初程炎震箋證亦指出周顗生年與故事中顗父納妾的時機不合，恐雜

有虛妄之處，然亦無損於其表露的文化觀念。相關討論參見：［南朝宋］劉

義慶著，［南朝梁］劉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說新語箋疏》（臺北：華

正書局，1991），卷下之上，〈賢媛第十九〉，頁68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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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無煩復往。」48郗夫人利用身處王家的優勢，觀察王家對郗家

的態度，以此來對本家提出人情往來上的建議。可見成功的家族

聯姻，其實高度仰賴婦女的觀察力，及其對本家的態度。 

另外，我們還必須要分辨出嫁的女兒和迎娶進來的新婦，

本身的立場與處境有所歧異。專門研究兩宋的賈志揚（John W. 

Chaffee）表示，宋代宗女成婚後即在屬籍上脫離宗室，面臨新家

庭居處倫理的壓力；然而宗室之妻卻是從外面的世界踏入封閉的

宗室領域，因此雖同屬宗室婚姻，宗子和宗女之間卻存在顯著的

差異。49魏晉南北朝的狀況雖有所不同，但賈志揚的意見仍然指

示出一條可貴的思路。周一良曾指出魏晉南北朝的公主往往自有

居第，主婿動止出入，均須看公主臉色行事。50可見公主雖然成

婚，卻不像宋代的宗女，必須面對融入新家庭的困境，反而保有

生活及行動上的自由。相對而言，正如賈志揚所見，宗室之妻不

管是否出身自權傾朝野的高門，婦女仍然是「孤身」嫁入皇家，

不但要面對不同的生活環境，行止更受皇室複雜的人際關係所牽

制。 

                                                 
48 《世說新語箋疏》，卷下之上，〈賢媛第十九〉，頁695。 

49 是書原題為 The Branches of Heaven: A History of the Sung Imperial Clan，於

1999年在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後由趙冬梅譯出中文版並加以校訂。有

關於宗室婚姻的討論，參見：［美］賈志揚著，趙冬梅譯，《天潢貴胄：宋

代宗室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第三章「文學與拘禁」，頁

54~57。 

50 周一良，《魏晉南北朝史札記》（北京：中華書局，1985），〈宋書．公主

自有居第〉條，頁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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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者截然不同的處境，顯然會影響可能產生的政治作

用。換言之，皇家妻眷若要擁有政治影響力，一則仰賴丈夫的寵

愛，次則如周顗母之例，倚仗母子親情的羈絆。若不受寵，又無

得力子弟的婦女，能發揮的影響力恐怕極其有限。但公主則不

然，她不須依恃夫家的情面，身為皇室血胤，便是她得天獨厚的

政治資本。從這個角度看來，士族嫁女或尚主的預期效果，恐怕

有所差異，我們也就不該一以聯姻關係蔽之。公主研究在政治史

上的意義，也就在這個層次上突顯了出來。 

三、家國同構的逆向思考 

女主的權力基礎一直以來都是女主政治的熱門課題，無論中

外學者強調其權力基礎來自母權或妻權，事實上都不脫家庭角色

的範疇。這類研究成果往往先驗地認為「家國一體」，但是多半

沒有仔細討論皇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又如何能認為皇室女性可

以憑藉在家庭中擔任管理者的角色，順理成章地涉入政事呢？ 

目前關於家國關係的研究，多半著重「比國為家」，藉以理

解皇帝統治下的支配秩序。其中所謂的「家」，主要是儒家倫理

或宗法制度中的家族關係，而非做為國家核心的皇家。例如尾形

勇的「家族國家」觀，主要便是透過討論「家」及「家族秩序」，

來理解漢代至唐代維持皇權體制的國家結構。他雖然認為國家秩

序建基於私家之上，卻主張私家影響力再大，都無法直接轉化為

統治機構的「家」。尾形勇所謂的「私家」不但是一個個家戶單

位，而且他也認為與君臣之禮相對的「家人之禮」，無法以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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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人」為中心，進而擴及至非血親者的身上。51換言之，尾

形勇的「家族國家觀」，主張以君臣關係為主的公領域中，沒有

天子私家存在的空間。 

金觀濤和劉青峰則在八〇年代提出「家國同構」說，認為中

國的家庭關係正是國家社會關係的縮影。儒家思想將宗法關係推

廣成社會組織的原理，同時利用儒生來組織官僚集團，推行基層

社會自治，從而使家庭、家族與國家順利地結合在一起。不過作

者卻認為魏晉南北朝屬於例外的「亞穩態結構」，當時思想、政

治及經濟上多元分歧的現象，使得秦漢帝國以來建立的一體化結

構失靈。52以上種種說法，多半自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出發，重視

結合兩者以貫徹統治的手法，其支配體系建立在皇帝及出身家戶

的男性之間，並沒有女性涉足的餘地，顯然這些說法都不足以說

明女性預政的現象。 

甘懷真曾經對上述學說提出修正，主張中國中古時期所謂

的「國家」，做為一個「家」，包含皇帝、皇家成員及部分官員

等三類成員。同時「國家」也被時人理解為一個身體，不僅皇帝

「與國同體」，皇家的成員也由於「分形同氣」，而被視為國家

                                                 
51 ［日］尾形勇，《中国古代の「家」と国家》（東京：岩波書店，1979）；

後由張鶴泉中譯，《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1993年由吉林文史出版社

初版，北京：中華書局，2010再版）。 

52 金觀濤、劉青峰，《興盛與危機：論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1984年由湖南

人民出版社初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增訂版），第二章「中

國封建社會的結構」，頁44~48，同書第八章「魏晉南北朝的亞穩態結構」，

頁20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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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體的一部分，因而得以享有特權。53可見我們應該從反面考量

「家國同構」的命題，即皇家做為「國家」這種政治團體的核心，

皇家成員於情於理都應肩負起參與政事的職責，也就是魏晉南北

朝所謂的「情兼家國」、「事兼家國」或「義兼家國」。54因為

國家的核心是皇家，所以「情兼家國」不但成為干政的合理口實，

同時也使宗室有威脅皇權的可能性，皇帝對宗室仰賴又忌憚的態

度因此油然而生。 

由於皇家與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重合，是故女性政治人物亦

得以藉由家庭成員的身分，參與皇家事務，進而對朝政置喙，其

預政的正當性便來自於此，前述女主以母權或妻權為權力來源的

現象，也當從這個方向來理解。雖然魏晉南北朝的人，從未要求

公主盡到「情兼家國」的責任，但是筆者以後見之明觀之，可以

看到公主採用的預政策略，與宗室所背負的「情兼家國」極其類

似。因此筆者試圖以「情兼家國」為突破點，讓家庭史與政治史

                                                 
53 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國家」的型態〉，收於氏著，《皇權、禮儀與經

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頁207~258。 

54 「情兼家國」、「事兼家國」或「義兼家國」這類成詞，多半使用於諸王身

上，其中又以「情兼家國」最常見。如宋文帝於元康二十四年（447）下詔

自敘：「吾少覽篇籍，頗愛文義；遊玄翫采，未能息卷。自纓紼世務，情兼

家國；徒存日昃，終有慚德。」宋明帝〈下廬江王禕詔〉稱：「司徒休仁等

竝各令弟，事兼家國。摧鋒履險，各伐一方；蒙霜踐棘，辛勤已甚。」北魏

宣武帝下詔敦喻彭城王元勰：「王義兼家國，理絕獨高。」以上事例分別參

見：［清］嚴可均輯，《全宋文》（收入氏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

文》，北京：中華書局，1991），卷3，頁2458-2。同書卷8，頁2482-2。《全

後魏文》（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卷8，頁3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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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接榫，進而考量公主在魏晉南北朝政治結構中的定位，及圍

繞著公主展開的各種權力關係。 

Joan Scott在八〇年代便起身振臂疾呼權力關係在性別史研究

中的重要性，Joan Scott目睹當時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的窘境，或孤

芳自賞，或畫地自限，多半集中處理涉及兩性的私領域，諸如家

庭、兒童或性別意識等方面，而未能對主流史學造成影響。因此

提倡將「社會性別」(gender)視為社會關係的基本元素之一，便可

以從文化象徵(cultural symbols)、規範概念(normative concepts)、

政 治 與 社 會 機 制 (politic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及 主 體 認 同

(subjective identity)等四個方面著手，以突顯潛藏在主流史學之下

的權力關係。Joan Scott樂觀地宣稱，如此一來性別便成為分析歷

史的一個有效範疇，甚至能藉以重審以往認為與女性無關的政治

史領域。55 

Joan Scott利用「社會性別」所提出的分析工具，成為往後許

多婦女史著作的引路燈。高彥頤針對明清才女的研究便深受啟

發，不但主張中國婦女仰賴性別(gender)及階級(class)得以在社會

中定位，同時也認為性別與階級可能引發儒家社會性別體系的內

在緊張與矛盾。高彥頤所謂的「階級」，指的是基於財富、政治

權力、文化資本及主觀認知所畫分出的各種職業群體與社會身

分，並進一步指出中國婦女雖然能從儒家社會性別體系的內在矛

盾中，獲取某種程度的自由空間，但是婦女的生活空間在階級的

                                                 
55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 no.5 (1986), pp.1053-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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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下，卻被分割得支離破碎，是故生活於其間的婦女，反而因

為缺乏共同的利益結合，無法對這套體系群起攻擊，這套體系也

因而得以長久運轉不息。56 

以此認識為基礎，本書試圖針對兩個問題進行研究，其一

是解決歷史現象的問題，探究公主在當時的政治結構中扮演什麼

樣的角色？其次，筆者企圖提出方法論的反省，當政治制度史的

研究已然遍地開花的同時，女性政治史是否也能在勾勒現象之

外，重建其運作機制，並進一步追求性別視角下所顯現的歷史意

義？ 

首先我們必須檢視研究對象。亦即：什麼是公主？一般咸

認公主就是皇帝的女兒，然而皇帝的女兒卻不一定都能成為公

主，公主也並非都是皇帝的女兒。我們可以從「公主」一詞的來

由略見端倪，其源由莫衷一是，如淳認為是因為「天子嫁女於諸

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之故；但蘇林卻主張「婦人稱主」，

「公」則來自「五等尊爵」，因此「公主」一詞應脫胎自五等爵

制之下，敬稱貴族婦女的概念。57據此可知，在當時的語境之

中，「公主」同時帶有血緣與爵位的雙重意義，公主不只是皇帝

之女，同時也是享有特定政治地位的女性。 

                                                 
56 Dorothy Ko, “Introductio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History” t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26. 中譯本見：［美］

高彥頤著，李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的江南才女文化》（南京：江蘇

人民出版社，2005），緒論「從『五四』婦女史觀再出發」，頁1~28。 

57 二說分別見於裴駰《集解》。參見：《史記》，卷9，〈呂太后本紀〉，頁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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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第二章〈爵厚懿親：公主身分的成立與性質〉、第三章

〈皇王託體：家族認同與身體隱喻〉及第四章〈湯沐之資：經濟

收入與財產管理〉的討論，說明公主的身份內涵實由皇室血親與

君命策封兩項條件構成，擁有公主的頭銜才能獲得若干特權與優

勢，制度也因而賦予她們若干經濟資本，這些資本本身不但能夠

增殖，而且還可能轉化為政治資源，進而成為公主發揮政治影響

力的憑藉。但是魏晉南北朝的公主無法經由正規管道，發揮對政

治的影響力，而是必須在家國界線模糊的領域內才可能產生影

響，這便是第五章〈上附金枝：尚主政治的理想與現實〉及第六

章〈出入宮掖：公主預政的空間與基礎〉所要探討的主題。 

從這個角度觀察，公主身分兼具「女／主」的兩面性便得以

凸顯。一方面公主是專門策封直系皇室宗女的名號，當時的人們

並非以「出嫁從夫」的角度界定公主的身分，反而不時強調公主

與皇室本宗的血緣紐帶，所以其參政性格應該建立在「女兒」的

親緣結構上。另一方面，公主可以被視為皇權與皇家的延伸，因

而成為一切原則與法度的例外。公主挾著階級上的優勢，擁有一

般女性無法想像的自由與空間。公主不但享有經濟與法律上的特

權，還能藉以突破夫妻關係中，一般妻子從屬與受支配的地位。

但是這項階級優勢不能無限制地延伸，一旦涉及政治名分，便會

受到儒家性別倫理的約制。反過來說，公主有時可以利用性別上

的弱勢，創造權力運作的空間。例如公主身為皇家女兒，理所當

然擁有與決皇家事務的資格。尤有甚者，正由於公主身為女性，

在政治名分上受到壓制與排拒，不會對皇權造成威脅，反而更容

易取得皇帝的親近與信任。 



．26．公主政治—魏晉南北朝政治史的性別考察 

公主雖然屬於皇帝制度的一環，有其階級上的優勢，不過

當以性別的角度切入觀察時，卻發現階級與性別有著錯綜複雜的

關係。階級與性別可能互為奧援，構成一股相輔相成的力量；也

可能互相競爭，有時是階級挑戰儒家性別倫理，有時卻是性別壓

制階級優勢。特別是從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環境著眼，種族、階級

與地域等種種複雜的因素，提供各種充滿衝突與矛盾的作用力，

儒家規範卻又尚未取得宰制的地位，因此更強化了性別與階級之

間，互相制衡與緊張的狀況。當時公主頻繁預政的現象，便可以

做為一扇窗口，讓我們一窺在魏晉南北朝複雜的歷史情境下，性

別與階級之間又是如何盤根錯節地交織影響、發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