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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遊戲」題材新論：語文遊戲詩賦與「言意之辯」的關係 i

自序

從小到大，我最喜歡聽母親講抗戰時的故事。外祖父因著工作關係到了重

慶，外祖母帶著不足二十歲的三個女兒住在天津的英租界。當時，大後方與淪陷

區不能通匯，外祖父總是輾轉託人帶錢或換錢給外祖母。但由於生活費得之極其

不易，外祖母常在不得已時，包了些不值錢的手飾與衣物，偷偷到當鋪去籌錢。

儘管天津家裡的生活如此艱困，可是還不時有逃難來的親友借住，或羈留數月不

走，或一下就來了三、五人。

我每次聽到這裡總會不解地問，家裡已這麼不濟了，為何還要接納他們？他

們有出錢出力幫家裡嗎？或許是看多了媒體報導，現代社會的人情如紙薄，家庭

爭財、棄養案例層出不窮，所以我不免提出這樣的質疑，也有著幾許困惑。母親

則說，親戚朋友沒地方去，怎能看他們流落街頭，家裡還算過得去，就幫助他們

吧！

其實我心裡一直存著某些疑問，是否傳統時代的人比較不那麼自私，可以容

忍親友的住居？是否傳統的家庭在財務上比較大方，願意與親友共同分享？家庭

生活是再平凡不過的事，但家內卻如同一個小社會，複雜的人事要如何安頓好，

各項用度要如何協調好，外來者要如何與之相處，無一不是家庭要面對的課題。

大概就因為心裡始終盤旋著對家事、家財、家人的好奇，總想知道他們是怎麼生

活的，有誰願意分享自己的財利，家人有多少的排外心理，遂引導我步步踏入家

庭研究中。

我最早在九○年代初期寫了三篇有關漢代家庭的文章，隨後因研究時代與

方向轉變，家庭研究中斷了好一陣子。唐代家庭研究始於我對「同居」觀念的釋



自序 iii

家庭研究一直是我很感興趣的議題，文章牽延時間長達約二十年，期間雖然

方向曾轉變，寫作有中斷，但思慮卻始終在醞釀著。古人云：「文窮而後工」，我

實在有很深的感觸。如果不是學者的批評與提示，審查人的意見與指點，我又豈

會一再思索，幾度斟酌，力求盡善盡美。本書若是對學界小有貢獻，我感激那些

曾經讓我受挫折的人。

在完成全書後，我不禁思索著，傳統家庭最值得現代家庭借鏡的是什麼，或

許那就是抗戰時代最艱困歲月裡，外祖母與母親所表現的寬容與厚道吧！我以感

恩的心，回顧傳統中國培育這樣善良的人性，並在我的外祖母與母親身上展露出

來。我也很慶幸地成長在這樣的家庭中，聽了許多教誨，得到無限鼓勵與溫情，

同時也催生了這部書。

              　　　　　　　　　　　　　　　 　謹誌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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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古代史料鮮少用「家庭」一詞，多以「家」稱群居的血緣團體。「家」可以

指同居共財的親緣共同體，也可以指不以同居共財為必要條件的血緣集團。前者

是家的狹義概念，多指家庭；後者指廣義的家，是範圍更寬廣的家族。學者對家

庭、家族，甚至宗族，各有界說，如杜正勝認為家庭是同居共財的近親血緣團

體，最大範圍到大功親；大功以外至緦服，共曾高之祖而不共財的算作家族；五

服以外的同姓雖共遠祖，只能稱為宗族。1張國剛視家庭為同居共財共爨的血緣、

親緣或姻緣關係組合的社會單元；家族則一般不同居、不共財共爨，但是關係近

密的親族團體；宗族是血緣關係疏遠，超出五服的共祖同姓。2柳立言則指出，

家庭是五服之內關係最密切的共祖直系共財親屬，家族是五服之內的共祖旁系親

屬，宗族的範圍最大，包括五服之內和之外的共祖親屬。3徐揚杰區別家庭與家族

的方式是，家庭是同居共財合爨的單位，家族則為別籍異財各爨的許多個體家庭

的集合群體。4

學者界定家庭、家族、宗族的準則歸納起來有兩個，一為是否同居共財，另

一是服制問題。同居共財，不但是傳統儒家的理想，也是法律規定的家庭制度。5

1 杜正勝，〈傳統家族試論〉，收入：黃寬重、劉增貴編，《家族與社會》（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

出版社，2005），頁 1、5。
2 張國剛，《中國家庭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時期》（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頁 1-2。
3 柳立言，〈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態〉，《史語所集刊》81本 2分（2010），頁 300-301。
4 徐揚杰，《中國家族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頁 5。
5 柳立言，〈宋代同居制度下的所謂「共財」〉，《史語所集刊》65本 2分（1994），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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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釋「同居」曰：「謂同財共居，不限籍之同異，雖無服者，並是。」 6學者們

皆指出傳統家庭的特色是同居共財，或共財合爨，而家族或宗族皆不同居、不共

財。在是否同居共財上，學者們的意見是一致的。至於服制問題，其實也就是親

屬範圍。唐律的同居家庭明言不以服制為限，則與學者們所言的大功親、共祖

親，甚至五服內親等限定有所不同。亦即如唐律所言，傳統家庭的親屬範圍不以

五服為界，無服者也可納入這個生活圈內。也就是說，家庭的親屬範圍不受服制

拘束，在這一點上，與家族、宗族似乎沒有太大差別。如此比較起來，同居共財

便成為區別家庭與家族、宗族最顯然的標誌。

古代「族」之義可以是家族，也可以是宗族，《左傳．襄公》八年注：「族，

家也。」 7《白虎通．宗族篇》：「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

一家有吉，百家聚之，⋯⋯有會聚之道，故謂為族。」 8然則家族、宗族都因親人

會聚發展為血屬團體。只是從電腦檢索中得知，歷代正史中用宗族的頻率遠多於

家族，有些時代的正史還根本未見家族一詞，因此要區別傳統時代的家族、宗族

可能有些困難。大致上學者們以血緣關係較密者為家族，關係較疏遠者為宗族。

家族、宗族都不是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單位，但也不全然是鬆散無組織性的，

像族譜、族田、族規、祠堂等便是聯繫族人，從精神與物質上達到收族的目的。

總之，傳統時代的家庭以同居共財為特色，家內的生活在家長領導下，由家

人協力同心來經營。家庭成員的組成，很難說限於幾代或在五服之內，應是以血

緣、婚姻、收養關係為基礎形成的基本單位。因此，學界用服制或關係親疏，做

為家庭、家族、宗族的區分準則是有疑義的，唯同居共財才是最精確的判準，足

以認定是家庭，而非家族、宗族。本書研究的是唐代家庭的各面向，用最能代表

傳統家庭的同居共財為題，正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本書分三大方向來討論，即權力結構篇、財產處理篇、成員與倫理篇。權

力結構篇主要在觀察家庭內部如何按規範來運作，方能條理井然地維繫著家內秩

序。本書從戶主、家長、尊長、家主這些身分來思考，期能找出何人在家內擁有

6 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卷 6〈名例律〉「同
居相為隱」（總 46條），頁 130。

7 《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卷 30襄公八年注，頁 521。
8 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 8〈宗族篇〉，頁 39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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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權力，他如何執行這項權力，其權力的來源及與國法的關連，家人對這項權

力的依從態度。權力結構篇的主軸在理解家內運作的原理，以及家法與國法間的

關係。

本書其次要處理家庭財產問題。在此無可避免地要解析法律上「同居共財」

的意義，並與民間社會同居家庭做對比。如果傳統家庭確實以同居共財為特色，

那麼共財究竟何所指，共財親的範圍要如何界定，其與父財說的歧異點在哪裏，

都是值得深究的問題。在實務上，家中成員犯罪，家財沒官的影響層面有多大；

孤幼在無家人的保護下，是否會面臨財產危機，這些會衝擊個人權益與產權歸屬

的議題，也應做疏解。

本書第三部分在剖析家中成員的互動，與所涉及的倫理因素。書中討論的對

象包括繼母子與異母兄弟，婆媳問題與孝道倫理，養子與本家、養家的關係，依

附投靠的內外親與恤親思想，以及官人的父母喪制。當我們看到家庭接納了不少

非原生，含嫁入與收養、寄附的外來成員時，自然會關注他們要如何融入這個家

庭，這或許就是在親情之外，還要強調倫理的原因。家庭史的各項課題，多存在

於社會文化的深層結構裏，歷朝歷代多有極其類似的現象，其差異往往不是結構

性的改變，而只是小幅度的變遷或調整。本篇在方法上不僅注意實務的分析與比

較，並提升到倫理、思想的層次，才能讓唐代的家庭研究，面向更廣泛周全，又

具深度與特色。

家庭雖說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其內部卻釀醞複雜的人際關係，其至與外界

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本書權力結構篇的各主角，正透露這樣的訊息。唐〈戶

令〉曰：「諸戶主皆以家長為之。」可是戶主與家長未必能畫上等號。唐代的承

戶原則是，男系主義優先於尊長主義。政府對戶主的認定是依循承戶原則來進

行的，此規範既符合禮教與習俗，成為政府與民眾間的共識；而另方面，戶籍製

作必需顧及登錄方便，以免擾民及增加行政負擔，故只要按照承戶原則，不難判

斷誰是戶主，而這個戶主大體也就是家中的家長。由此而言，戶主與家長的重疊

性相當高，比較例外的可能是極少數的卑幼戶主。戶籍是為政策目的而製訂的，

戶主是戶的代表人，原本與因家務而自然產生的家長並不相干，但在政府的牽合

下，戶與家掛勾，戶主與家長有了交會點，家不再只是自足的生活共同體，它還

扮演著守護政策，安定政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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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常是家中的最尊長，父祖在則直尊任之，兄弟叔侄同居家庭則旁尊

任之。但家長身分並不全然受男系主義的制約，尊長主義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

婦人尊長是可以為家長的，最常見的就是母。然而家中的成員複雜，為家長者未

必是家中的最尊長，老疾者或寡嫂、歸宗之姑、姊，其輩分或年齡可能都高於

家長。若論家內權力，家長或尊長何者為尊、為大，可能還要看情境與人事來決

定，並無一致的標準。

家長與尊長的性質不太一樣，家長對家人有強制性的統率權，其與家人間是

單向的、唯一的關係，並具權利、義務的質素。尊長來自與家人間身分上的兩兩

相對，家中可有多重尊長與卑幼的關係，例如父對子而言是尊長，對已之父兄而

言是卑幼；尊長相對於家長可能是卑幼，對其他卑幼而言又身為尊長，故尊長與

卑幼是雙向的、多元的關係，表現倫理的特色。家長、尊長的關係不僅複雜、糾

結，還牽涉到儒家倫理最重視的父權。直尊家長同時擁有家長與父祖的權力，家

庭成員中無人能出其右。旁尊家長也有維繫家內秩序的作用，但在特殊事項或特

定關係上，其權力甚至不如身為卑幼的父母對其子女的權力大，亦即禮教與法律

對父權的尊重與保障，不是旁尊家長或其他尊長所能相比的。儘管家中成員的身

分具多樣性，各種身分在名義上多少有些出入，但唯有尊長一詞可以含融家長、

父母等特定意義，成為使用最普遍的概念，也因此唐政府在富含總則性意義的

〈名例律〉中言及「家人共犯」時，以「止坐『尊長』」表示， 9而不必個別地出

示其身分。至於專項犯罪或節級論處時，才會指明為家長、父母或期親尊長等特

定身分。

由於家長未必是家中的最尊長，尊長又可能受到父權的挑戰，因此家長與尊

長在家內都很難說具有獨占性、排他性的權力，往往會因不同事務、不同對象，

權力出現弛張變化，而使家內的權力結構，層層疊套，環環相扣，無法出現像官

僚體系般以家長為頂點的金字塔形。但這並無礙於家事的運作，家長與尊長間

通常會協調統整出處理家務的方式，以及人際間的相處之道，使家庭生活正常進

行，成員間和睦以對。

家內的運作原理可以家法名之，家法雖有自主的運作空間，卻不是一個封

9 《唐律疏議》卷 5〈名例律〉「共犯罪造意為首」（總 42條），頁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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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自足的體系，當家長、尊長的權力受到家人挑戰時，他們常會倚向國法，尋

求這個更大力量的協助；而家長、尊長的處分牽涉到家庭以外人士的權益時，政

府也不放任家長、尊長任意為之。以最具代表性的教令權與財產權為例，家長對

家人，尊長對卑幼，都有教令權，但家內的教令權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它視施

行者身分及其在家中是否有職務，而有大小輕重之別。家法既如此重視教令權，

國法也當然支持這個社會價值，只是國法並不全面性地保障家內凡有教令權的家

長或尊長，而只將處罰範圍限縮到違犯父母教令之子孫。10為了避免子孫私用財

或擅破家產，財產的處分必須在家長、尊長的主導下進行，卑幼的處分權受到限

制，「同居卑幼私輒用財」條與「子孫弟侄不得私自質舉（賣）」條， 11就是國法

節制卑幼濫權所做的強行規定。但另方面，政府對質舉賣等行為要家長、尊長署

契、申牒， 12無異於讓國家政令介入家事，使國法干預家法。在家產分割方面，

直尊家長有高度的自主性，即使依私意處分家產，子孫在「告祖父母父母」條與

「子孫違犯教令」條的威迫下， 13豈敢提出告訴。可是旁尊家長既需應和卑幼的分

割請求權，又因國法「應分」專條的設限， 14需謹守均分原則，其權力不能與直尊

家長相提並論。

家長、尊長在家內的權力，常因人因事而異，未必與身分所代表的倫理差序

全然對應，這正是家內運作原理的特色。但在家法與國法的關係上，家內權力一

方面受到國法的制約，不得踰越法紀限界，另方面也因著國法的保護與支持，更

加彰顯家長、尊長在家中的地位，並強化其在家內的權力。國法不必處處規範家

事，只在最要緊、最關鍵的事項上表達國家立場；家法雖有自主性，可填補國法

的空缺或不足之處，但它畢竟在國家力量的制約下，難有完全獨立的施行場域，

10 《唐律疏議》卷 24〈鬥訟律〉「子孫違犯教令」（總 348條），頁 437-438。
11 《唐律疏議》卷 12〈戶婚律〉「同居卑幼私輒用財」（總 162條），頁 241-242；仁井田陞著，　　
栗勁等編譯，《唐令拾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卷 33〈雜令〉十六「子孫弟侄不得私
自質舉」條，頁 788。

12 竇儀等撰，吳翊如點校，《宋刑統》（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13〈戶婚律〉「典賣指當論競
物業」條引唐〈雜令〉及新起請條，頁 205-206。

13 《唐律疏議》卷 23〈鬥訟律〉「告祖父母父母」（總 345條），頁 432；又，「子孫違犯教令」（總
348條），頁 437-438。

14 《唐令拾遺》卷 9〈戶令〉二七「分田宅及財物（應分）」條，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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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國法間有著既互補，又受監督的複雜關係。

唐人家庭中還有種很特別的身分，即家主。為家主的三個法定條件：同籍、

良口、合有財分。凡符合條件的「並皆為主」，也就是說他不像家長、戶主是特定

的一人，也不同於尊長以倫理性為主，家主的特色是可以有許多人，而且或為尊

長，或為卑幼，可為男性，也可為女性。家主以良口為限，顯示主要對照奴婢、

部曲等家中賤人而設定；同籍而非同居共財，說明主賤關係限縮到一定範圍，不

會漫無邊際的隨意指摘；合有財分是說有財產繼承權的應分人才是家主，但媵

妾或依附投靠者皆非合有財分者，皆不是家主。唐人家主的定義相當特殊，在

主賤關係上，它不同於秦漢時代一對一的主奴關係，這應與中古時期良賤身分制

度化，以及家庭擴大化有關，才會發展出諸家主對奴婢、部曲之多對多的主賤關

係。

主賤關係其實是一種不平等的身分關係，在犯罪論刑時尤其可看出主賤之

間刑度差距甚大。唐律的主賤關係大致歸納為十二種犯罪類型，即殺、毆、詈、

盜、姦、婚、養、壓、隱、告、亡、匿。法律總是特別保護主或維護其權益，對

奴婢、部曲則嚴厲懲罰之。但有些禁忌就連主也不能輕易觸碰，如異色相婚、相

養、或壓良為賤等紊亂身分階級的行為，以及擅殺奴婢、為奴婢隱等挑戰國家權

力的舉動，都可見家主對家賤行使權力，也依然要在國家許可的限度內進行，超

越了這個限度或威脅到公權力時，家主反而會受到處分。在另方面，居於社會底

層的賤民，他們雖然不是禮的教化對象，沒有專屬的賤人之禮，但他們依然不能

自外於君臣之禮與家人之禮，不能在禮的秩序之外。為了維護主賤關係與良賤制

度，唐人在禮與法兩方面，在家與國兩個領域內，都謹慎細緻地做出規範。

家庭的運作，除了要靠戶主、家長、尊長、家主之多元統率系統來指揮領

導，還要有內部既定，為成員共認，符合大家利益的生活方式，才足以形成一個

穩定的共同體。這個生活方式，簡言之即「同居共財」，其實也就是讓共同生活在

一起的人，在家計與傳家的考量下，順當地運用與調度家庭財務。本書財務處理

篇的各文，是從不同角度，觀察支撐家庭存在與維繫成員生活的因素，具有哪些

特色，並會發生什麼變化。首先要理解的是「同居共財」的意義。唐律將「同居

共財」或「同財共居」簡稱為「同居」。而「同居」這個語詞早在秦律中已出現，

只是其義涵明顯偏向戶籍與親屬關係，與唐律的「同居」不限戶籍、親屬，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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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財一項，有極大差異。這個法律觀念的演變，是隨著儒家強調孝道，鼓勵父子

同居，以及社會上家庭形態擴大，數世同居的情形逐漸增多，遂使政府無法再用

戶籍與服紀做為同居之家的判準，而只好以家庭財計為底線，包容地把它當成一

個生活共同體來看待。法律制度跟隨社會狀態而調整，「同居」意義的演變是個典

型例證。

同居家庭通常同一戶籍，但是當「同居」的法意由同戶籍轉向同居共財時，

唐代的同居家庭與戶籍之間的裂痕就浮現出來，籍別財同與戶同財異的現象便

不可免。籍別財同多是戶高多丁的富豪，欲借析戶來降戶等，或是地方官為了考

課，析戶以張虛數。戶同財異則多是免課役等誘因，使疏遠者相冒合戶，或官府

怕戶等降下影響賦役，所以強令合戶。然只要是同居共財的家庭，無論戶籍同或

不同，其稅物都可由共財交納，各戶主中最有權威的人，便是同居家庭的家長。

家庭內部的調節力會讓其自然的運作，不致干擾家人的生活及與官府的關係。

當「同居」的定義改用「同財共居」時，民間社會的同居家庭與法律性的

「同居」之家實有高度重疊性，甚至「同居」一詞成為家庭這個生活共同體的代

名詞。不過，法律性的「同居」與社會性的家庭之間仍有落差，蓋前者指向一個

符合國家需要，有特定適用範圍的家，政府為了執法方便，遂畫出一道「同居」

界限，而與民間具自主性、隨意性的家庭小有歧異。

民間的同居家庭以共財為原則，一旦分財，便不是同居家庭，在這一點上

與唐律定義的「同居」十分相合。但民間同居家庭的生活形態相當複雜，有分家

後再聚合，也有共財之外別有私財，故本人從家庭的組成方式與財產形式，將民

間的同居家庭分為三個類型，即典型同居家庭、混合型同居家庭、合活型同居家

庭。典型同居家庭是指該家庭不曾分家，並堅持共財原則，家人不可藏私，以核

心、主幹等小家庭最常見，但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卻是最耀眼的標誌。混合型同居

家庭亦同樣不曾分家，也堅持共財，只是許可每人或每房有私財。共財歸大家共

用，其分解便是分家；私財非藏私，公認地可隨自己或當房使用。合活型同居家

庭是指已分異後，全部或部分人再重組一個家庭，並以共財維持開支，卻也不妨

各有私財。各類型同居家庭都以共財為原則，這是社會常態，也是法律規範，但

原則之外仍富含彈性與變異性，正顯示民間同居家庭具多樣性的特色。

同居家庭的指標是共財，共財寓有兩層意義，一是共同所有，另一是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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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共財親的範圍也因此包含兩類人，狹義的共財親是指共財的所有權人，也

是應分人，包含以家長為中心的所有男性子孫，以及姑姊妹女兒等女性子孫，還

有在夫家守志的寡妻。廣義的共財親是指媵妾或依附投靠的內外親，他們無承分

權，非應分人，但可使用家財。這兩類共財親的最大差別在前者是有繼承權的應

分人，而後者不是。

同居家庭的財產由應分人共同所有，應分的基本原則是男系優先主義、諸

子均分主義與繼承順位主義，顯示財產繼承權的主體在男性子孫，女性相對處於

不利地位，但女性因婚嫁別給原則與寡婦承分原則，也依然有財分，在應分範圍

內。同居家庭的財產即使在分配與繼承上有輕重先後之不同，仍不能說這些女

性不為家財的共同所有人。再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有財分者的財產權力是不平等

的，除了應分時不是每位有財分者都可平均分得外，卑幼在使用與處分家產時需

受尊長節制，不得擅自依已意為之，尤其表現有財分者未必有充分完整的財產權

力。

在家庭財產權上，與共財相對的概念是父財。雖然法律上限定「同居共財」，

民間的同居家庭也以共財為原則，但社會上父財專有的印象卻很鮮明。父親有儒

家孝道思想與尊卑名分的支持，有法律教令權與子孫禁告的保護，以及優先於子

的繼承地位，很容易突顯父親在家財上的獨尊性，與不容挑戰的權威。在日常生

活裏，父親對家財的處分權極大，甚至可以隨意散施與贈與，因而看似家財為父

親單獨所有，子不得主張任何權力。然事實上，父子有相互依存關係，為養老與

死後的喪祭，父親不能完全無視於子的意見，總要顧及其感受，免得傷了彼此的

和氣，故即使名義上是父財專有，也仍需考量子孫的利益與公平性。

民間的直系家庭不乏父財專有的現象，可是這並不代表父親是家財的唯一所

有人，也不代表他可以衝撞「同居共財」的法意，他其實是基於「家事統於尊」

的傳統觀念，執行家財的管理權。「統」是統攝、管理的意思，而非擁有、獨占。

父親可以統管家事，卻非獨占家財，唯其權威非旁系尊長可比，難免予人專斷家

財的觀感，但依然不能說家財為父親單獨所有。共財、父財這兩個概念不互斥，

也不衝突，二者是可以並存的，共財表現的是家財的所有面或使用面，父財顯示

的是其管理面，以父親權威讓家庭的財務運作更順暢而有效率，不也是家事管理

上的成就。同居共財的家庭，勢需有直尊或旁尊管理家財，可是所有人與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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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一旦管理人亡故，只需由以次尊長接替管理人的地位即可，而不會影

響其他應分人的共財狀態，故只要他們不分家，就依然是同居家庭。

同居家庭的財產危機，有來自家庭內部的產權紛爭，也有來自家庭外部財

產沒官的壓力，還有就是內外交逼的侵奪孤幼財產。家庭內部的產權紛爭，靠著

家長、尊長等管理人的公平處斷，以及依循「應分」條的合理分配，可以弭平爭

議，化解糾紛。但是家財沒官因涉及公權力的強勢介入，孤幼的財產危機則因當

事人是無力自保的弱勢，使得相關的財產問題變得更複雜，也不同於家庭原有的

財產分割方式或繼承法。

唐代的家財沒官以謀反、大逆罪之犯者為主，只是反逆罪家財沒官或留還，

完全由官府來決定，罪人家自己沒有決定權。這套官方的強制執行法，只限定罪

人與同居緣坐親的財產要沒官，而緣坐非同居、同居非緣坐、或緣坐人子孫應免

流者的財產，則不在沒官之限，應予留還。無論家財沒官或留還，官方均不強

迫其分家，蓋其目的在對罪人與緣坐者進行財產懲罰，無意累及其他無辜者。不

過，該強制執行法與民間的分家慣例仍有許多不同，如老者準一子分法，而非依

繼承順位決定；緣坐親科以特別財產處分，剝奪了他的承分權；女性非緣坐者若

無夫，則準分法留還，但如夫沒官，則妻合歸宗，不入分限。反逆案多因政治原

因而定罪，亦可能因時過境遷而平反，此時通常回復的是罪人與緣坐親的名譽與

官爵，沒官資財或因已被利用，或因官府無心追討，而未必能返還。

漢唐政府視照顧孤幼，為其保守財產，為家族與親鄰旳責任，只有在問題發

生時才以個案或訟案方式來處理。直到兩宋政府方重視慈幼政策，把撫孤視為政

府的責任，其中，孤幼檢校法有保障孤幼生活與保全其財產的作用；兒女分產法

則僅見於南宋，係專為分配孤幼家產而設計。前者是公權力運用孤幼家財解決其

生活問題，並避免族人鄰里侵占。後者是專為父母亡故之孤幼所制訂的繼承法，

與家庭財產的繼承特別相關。

傳統的繼承法即「應分」條所述，採取子承父分，諸子均分，女得嫁資的方

式，在宋代又稱子承父分法。但為了保障戶絕女的財產權，唐宋間發展出戶絕法

這種特別法，為諸親女與命繼子訂下各人之分額。此外，為了防止孤幼分財不平

及無人照料其生活，南宋又設計出「女合得男之半」的兒女分產法，以重新分配

孤幼之家男、女的實得分。因此就繼承制度而言，戶絕法與兒女分產法都是子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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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分法的補充法，具有特別法的性質。

「女合得男之半」是考量孤幼生活所出現的財產分配方式，是依據北宋張

詠斷案之法意訂出之新法，蓋擔心孤幼弟的分額被長姊侵占，或孤幼妹遭長兄棄

養，遂將孤幼弟承分中扣下生活費，交給長姊，由其來撫養，或將長兄承分中扣

下撫養費，當成孤幼妹的生活費。長姊或幼妹便在原本嫁資之外，另得一筆撫養

費或生活費，因此看似增加了分額，形成孤幼之家所繼承財產「女合得男之半」

的現象。兒女分產法女子分額的增加，不是因其繼承更多家產，改變傳統女得嫁

資的慣例，而是為了保障孤幼生活，適度調撥撫養費用的結果。而且侵占孤幼財

分，也不是只見於北宋的張詠斷案，早在漢代北方也發生過不少起，故很難說兒

女分產法是只適用於江南的社會習慣。

孤幼之家「女合得男之半」的分法，難免對傳統子承父分法造成衝擊，一

則它在形式上因撫育孤幼改變了分財比例，可能難為父系家族接受；再則撫育孤

幼本來就是家人與宗親的責任，何需在父母遺產中挪出生活費，而影響子的承分

權；三則目前所見「女合得男之半」的法條簡略而不周延，實際運用上有不少模

糊空間。故此法只在南宋曇花一現，以後便不再見其蹤跡，家庭財產的繼承仍回

歸到傳統的子承父分法。至於孤幼的照顧，政府另有撫養政策，不必再將腦筋動

到所承分額上了。

和樂的家庭生活，順暢的家務運作，有賴成員間的互相包容體諒與彼此尊

重。家庭分子其實相當複雜，除了原生的父系家人外，還要接納嫁入之母、妻等

外姓人，甚至是依附投靠來的外親、姻親與宗親。就算是兄弟叔侄都難免有意氣

之爭或利益衝突，何況再加入妯娌、婆媳、繼母子、養子女等異姓的、外來的、

非本親的關係，自然會讓家人相處增添幾許疑慮，少了幾分信任。為了家庭和

睦，中國自古強調親情，認為是化解心結的良方，再方面導入儒家的倫理觀念，

建構有禮節的身分秩序。親情與倫理既是維繫家庭的兩個要素，原生者與外來者

都應在其浸潤下，致力保有家庭溫馨氣氛與尊卑關係。本書成員與倫理篇特別著

眼於多種外來者，從其如何融入家庭，如何與其他成員相處，觀察一個穩定和諧

家庭需要什麼樣的凝聚力與容忍度。

首先談的外來者是繼妻、繼母。學者多論夫妻、母子關係，妻與繼妻看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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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都嫁入夫家，但繼妻要面對更複雜的人際關係；古人云「繼母如母」， 15母

與繼母看來無別，都是夫家之尊者，但與前室子間常有芥蒂。繼妻、繼母皆來自

繼室婚姻，繼室婚姻在唐人家庭裏還算普遍，所謂「夫有再娶之義」， 16即使夫已

有妾，仍不妨禮聘繼室。繼室婚姻發生在正室死亡或離婚後，故夫的再娶婚齡要

比初娶時大，甚至有不少是老夫少妻的組合。對於繼室來說，其中固然不乏初婚

者，但有些可能是再嫁的寡婦，吾人或許可以由此重新評估婦女再嫁的問題。繼

室婚姻對夫妻雙方都不是難堪的事，因為這可讓失婚之鰥夫重享家庭溫暖，讓再

嫁的寡婦得著生活與精神上的依託，唯獨老夫少妻之年輕繼室，可能要承擔長期

守寡的風險。

繼室婚姻不見得比正室婚姻來得更讓人難以接受，因為無論正室、繼室都同

樣會遇到與夫家親族、夫之妾婢、或別子庶子相處的問題，而禮教給予繼室之尊

重，法律給予繼室之保障，都一如正室，她無需擔憂在夫家會受歧視。但繼室婚

姻最引人注意的是繼母子關係。繼母子非自然血親，只是法定母子，他們既沒有

共同走過的生命歷程，諸子還可能敵視其介入家庭生活圈，並護衛自己的利益，

故除非繼母灌注更多的愛心與照顧，否則不易與其產生如母子般的情感連繫。

然情分之外，名分大義終究是界定繼母子關係的最重要屏障，正因為這道禮教大

防，使繼母子間有著嚴格的身分秩序，諸子需持著敬慎如母的心態侍奉繼母，不

可僭越，也不可失禮。雖然繼母不慈與諸子不孝的事有時仍會發生，可是繼室要

融入夫家，繼母子要和睦相處，都要靠親情與倫理這兩種力量札下根基，奠定基

礎。而繼室比正室更多了面對前室子，亦即她所遭逢的挑戰，應該比正室要大，

也因此繼室婚姻的付出，預期地會比正室婚姻更多。

同樣以外來者的身分嫁入夫家，只因所面對的是舅姑尊長，遂由妻的身分

轉為媳婦。雖說「婦事舅姑，如事父母」， 17但「母子以情勝，婆媳則重在禮」， 18

母子因有血緣與親情的自然天性，在相處上總易於互相包容，而婆媳之間需要多

15 《儀禮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卷 30〈喪服傳〉，頁 352。
16 曹大家（班昭），《女誡》，收入：陳弘謀編，《五種遺規》（四部備要本），《教女遺規》卷上，

〈專心第五〉，頁 3b。
17 《禮記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卷 27〈內則〉，頁 518。
18 唐冀修，《人生必讀書》，收入：陳弘謀編，《五種遺規》，《教女遺規》卷下，頁 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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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些倫理約束，才能達到姑慈婦孝的境界。在講究尊卑的家內秩序裏，媳婦對舅

姑當以順從為第一要義，其間雖然不乏情分的因素，但也含有服從權威的成分，

而不免出現姑強婦弱的形勢。順從姑意是孝道的表現，偶然亦會出現為夫守節，

違逆姑意的情形，當節與孝發生衝突時，只有守貞的節婦，才能同時成就孝婦之

名。

家內秩序靠尊卑、長幼的家人之禮來維繫，可是公主出降的見舅姑之儀，在

中唐以前多行用君臣之禮，致觸突舅姑威勢，混亂夫家的人倫之序。直到唐德宗

多次申禁之後，公主出降見舅姑之儀，才降其貴勢，從於所尊，降從無疑是公主

入夫家，行順從之義的第一步。公主出降對舅姑關係的衝擊應該只是特殊狀況，

不代表唐人官僚士族家的媳婦都是如此強勢，尤其是墓誌中這類家庭傳達的多是

姑慈婦孝的觀念，反而不如民間社會裏婆媳關係的複雜多變。

媳婦要融入夫家，要得到舅姑的認同，往往需耗費比夫或子更多、更大的心

力，而其所承擔的不睦、不和的風險，也比夫或子要大上許多倍，因此女教論者

多要求其曲從以事舅姑，做為其自保、自處之道。蓋舅姑因親情與溺愛，可以容

忍子之不孝不敬，卻常忽略媳婦的感受，讓其受到委曲與指責。而為夫者為了免

於遭到社會指責，在母、妻衝突時，多選擇站在母這方，致妻子孤立無援，只能

卑事於舅姑與夫。在母子無絕情，夫妻可義絕的情況下，為妻為媳者不曲從，又

能奈何！

無論婦姑不和的原因是什麼，總是表現出姑不被尊重，而婦不願示弱，亦即

姑尊婦卑的秩序動搖了，敬事舅姑的孝道倫理破壞了。當婦姑關係惡化，婦不從

姑的事情積多，雙方的容忍度超過極限時，最後選擇離開的，只能是媳婦，而被

割捨掉的，就是夫妻關係。　　

歸納起來，婆媳互動不出四種方式，即順從、降從、曲從、不從。然從與不

從，其實都隱含雙方處在不對等關係上，而孝道倫理需靠著禮教權威來支撐。所

謂「母子以情勝，婆媳則重在禮」，正因為婆媳間少了血緣與親情的因素，才會想

到用更多的權威壓服媳婦，故婆媳間唯有培養出如母子般的情分，才可讓孝道成

為自然相處之道，不須憑藉威勢來逼迫，而情禮間的互相調劑，也才能塑造良好

的婆媳關係。

無子令許多人深感焦慮，收養外來者為子是一件很隆重的大事。上古秦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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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子，身分上僅限於同宗，目的上是為了立嗣，施行上以官僚貴族為主。但自魏

晉南北朝起，人們在養子議題上引發激辯，終於在唐代確認了養子的名與義，讓

它與後子、為嗣脫離關係，唐律並立養子專條約束一般收養行為，許可平民百姓

依規範養子，而另方面又置立嫡條以為傳襲封爵之用，使立嗣者依然有所依循。

唐人在養子的名與義上所做的突破，不但反映唐代社會的新動向，也為往後的養

子制度樹立典型。

養子非親子，只是一旦收養過來，其權利義務便等同於親子，故不能不慎

選其人。唐人按古禮立下同宗、昭穆相當兩個基本條件，但卻因擇立方式狹窄而

無彈性，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與期望，於是一些不合禮、法的收養形式遂相應而

生，尤以異姓養子為然。雖說「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在禮在法都不許可

收養異姓子，可是事實上，收養外親、姻親之異姓子，既熟識又有親緣關係，與

收養同宗子實無差別，養家都很放心，只需改養家宗姓即可。與異姓養子相關的

兩種特殊情況是，一則基於人道考量，唐政府許可收養三歲以下棄兒；另一是為

擴充軍政勢力，收養假子、義兒。前者改從養家姓，若是本生父母來尋，合還本

生，不同於一般養子歸宗的情形。後者不為侍養父母，也與傳家無關，改姓只為

增加彼此的認同感，嚴格說並非收養行為。

總括來看，唐代社會的收養有同宗養子、異姓養子、養女、養賤人為子女等

四大類型，另有收養隨母嫁子女、宦官養子女之特殊形態。由於人們總以自己的

最大利益來著眼，是否依禮合法反而不甚重要，故禮法與人情現實間的落差是很

大的。

收養關係會牽動養子在養家、本生家的地位，而禮法與習俗的約制，則加速

讓養子融入養家，蓋養子依親子法，親子之權利與義務由養子概括承受與享有，

如養父母同於親父母，異姓者要改姓，譜系應列於養家，戶籍要析出本生籍，在

服紀與祭祀上要尊所後、抑本生，在財產分額與政治權利上也同於親子，在罪刑

上從養家緣坐，不涉本生家。然而，養子畢竟不是親子，在某些狀態下養子是可

以歸宗的，除了考量雙方家庭有子、無子之外，與養父母的相處情形亦是決定其

去留的要素。而且就算養子不歸宗，其與本生家的感情也不是輕易能被切斷的，

於是封贈本家或期望歸葬本家，也時而可見。總之，身為外來者的養子，即使權

利義務都為之安排好，所有一切都可同於親子，但擬制的血緣關係仍有其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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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情深淺與利益權衡也在其心中掂量著，這些都為養子完全融入養家投下變

數。只是當收養關係終止時，其在養家的禮法地位與權利義務關係，便也跟著結

束了。

當國家救助體系不足，社會安養措施欠缺時，親人間的救恤便顯得格外重

要。外來親人的依附投靠，會增加家庭的負擔與人際關係上的壓力，但唐人在儒

家倫理思想的影響，以及濃厚的家族意識下，對親人的容受力相當強，並不自覺

的內化了恤親思想。即使收恤者本身生活艱困，也要發揮休戚與共的精神，不放

棄對族人的照顧，正因為恤親思想在各家族間蔓延，無論士族或百姓對它的認同

度都很高，故自然堆疊出深厚的社會影響力，成為一種頗為普遍的意識與價值

觀。

恤親的範圍不限於父系本宗，母系外親或夫族妻族姻親也包含在內。恤親的

對象最主要的是孤兒寡婦，還有一些是時運不濟或遭逢變故的人。被恤養者在親

人的撫育下成長，因親人的幫助而度過難關，這些最及時的安慰與庇護，讓困頓

無助者得到安身立命之處，也讓外來的依附者對這個家充滿感激之情。大概直到

他們成年或可獨立生活時，恤養者才卸下責任。恤親思想不僅表現的是家族義務

與倫理親情，也有安定社會民生的功能。

任誰都不知道自己或子孫何時會遇到困難，需要親人施以援手，如果心中總

存著一個與親人為善的念頭，不也是為自己或子孫留下後路。恤親思想不只是有

益於親人的利他主義，從長遠看，也是對自已有利的互惠主義。自己以誠意收恤

親人，讓他們感受溫情，銘刻在心，方其長大或有能力時，受施不忘報的心理，

便會成為日後反饋於其他親人的動力，故早年受惠於諸父、外家，長大後還施於

甥、侄輩的例子並不少見。即使施之於人者未必立即得到回報，而所謂的互惠

可能是不同世代，不同族群間的交互報償。正因為受者回饋的對象常在代際間流

轉，未必是原來的施者，遂因此更有助於讓恤親思想傳衍開來，傳延下去。

唐代的士族力量漸趨弱化，個人自家族游離出的現象反而增多，親人遇變故

或需救助的情形應該不會少。然唐人恤親的組織化色彩淡薄，沒有族中共有的經

濟支持，也不以本宗成員為限，故與宋以下宗族式恤親有所不同。但在儒家倫理

意識及於庶民階層，庶人也展現恤親思想的情況下，唐人的恤親行為可以說普遍

存於各階層，以及各家庭或家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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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事是家中的大事，由喪服制度可以區別人們的尊卑親疏關係。在父系原則

與宗法觀念下，父親在喪服等級秩序中受到特別尊重，自古即行斬衰三年之制。

母服並不全然以母子血緣為依據，它既需考慮父之存歿，又需顧及母之身分，還

要注意子在家中的地位。在魏晉以來歷次的禮議中，以及唐人對古禮的修改下，

母服因人情與禮法的幾經拉鋸，出現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的服制。至於子對出母、

嫁母，凡為所生母皆服齊衰杖期，子若為父後則無服。凡非所生的嫡繼慈養母改

嫁，無服同凡人，除非子從而為其所養，才服期。

儒家相當重視守喪期間的行為節制，如要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等。

這對一個正在執行公務的官人來說，既不便，也可能與國家體制相抵觸，於是歷

代政府遂針對官人立法，就其父母服制的輕重、有無，設定解官、心喪、給假的

標準，務使忠孝得以兩全，家事不妨國事。到了唐代，在多次檢討與改革後，才

定下服三年之喪者要解官三年，守喪期與解官期皆以二十七月為限，但不必再心

喪。齊衰期的喪期一年，實即十五月，解官期亦然，但要心喪三年，即二十五

月。無服者關係既疏遠，除為生母要心喪外，一般既不解官，也不心喪。為了

方便人子辦理喪事，官給喪假三十日，葬假五日，除服假三日。但喪假告一段落

後，該解官或心喪的官人仍應依制而行，不可率然釋服從吉。因國家特別倚重而

奪情起復者，自不必從解官、心喪的規定，但為表示對父母的孺慕之情，個人可

隨自己的意向，採取適當的哀悼之舉。

本書附錄還收了幾篇與家庭問題相關的文章。一個常令學界困惑的議題是，

唐代史料有不少依養外親家庭的例子，可是敦煌吐魯番戶籍中只著錄姑姊妹，卻

罕見外孫、甥等異姓親屬，能否推測唐代的戶籍原則上以一家一姓為單位，非父

系本宗而來依養之異姓外親，需另立戶籍？至於歸宗的姑姊妹，若無子女，當附

籍於本宗；若有子女，則可隨其子女列入新籍。歸宗女與其子女如受本家供養，

可謂與本家「同居共財」，但異姓親屬又需與本家別籍，便形成「籍別財同」的形

態。

附錄中另有兩篇探討漢代分家的文章，可以做為唐代情形的參考。自商鞅下

分異令後，生分成為一種頗為普遍的社會習俗。漢代雖然致力推崇儒術，但孝道

思想亦一時難以改變生分觀念，再加上漢代沒有像唐代那樣父祖在，子孫禁別籍

異財的法律規定，遂使漢代生分問題在歷史上有其獨特性。其實，分家不只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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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在的生分，兄弟叔侄等結構愈複雜的家庭，愈容易引發分家危機，蓋成員間不

睦與爭產造成的裂痕，總會加速家庭的分解。對貧苦小農來說，生活上已難以為

繼，屋舍也狹小不足，要他們堅持與親人同財合居，恐怕是不切實際的。當人們

為了謀職、就業而離家，因流亡、服刑而移徙，縱其原無棄養徙居之意，無分家

之意圖，但分家之勢很可能已自然形成。這些分家的原因，無論漢、唐或其他時

代，都有共通性，可以統觀之。

分家最主要的行動就是分產。談到家產的性質，漢、唐似乎差別不大。同居

共財的概念，雖然在唐代才明確化、法制化，可是早在上古、漢代已經出現，甚

至連父財與共財的關係，也在漢代顯示是可以並存的，只因當時缺乏禁止生分的

法律，共財的印象或許不如唐代的鮮明。在宗法觀念影響下，有宗祧權的男性子

孫有分產權，無宗祧權的女性子孫通常只能得到妝奩或贈與，男女的分產權是不

平等的，在這方面漢、唐並無不同。然而，妻之陪嫁財產的歸屬，寡婦無子能否

承夫分等問題，漢代似還未有確切規定，大致在北朝隋唐逐漸重視婦女地位及其

生活保障後，才定下較有利於女性的制度。

從漢代的珍貴資料裏，發現西楚的一個貧窮農村，因為生活困苦，老弱死亡

率高，或賣鬻子孫，年輕人口萎縮，因而造成人口依賴率偏低，家庭負擔較輕，

財富分配也較平均的情形。與此相對地一個位於較富庶灌溉區的四川村落，雖然

整體生活水準較高，但貧富差距卻也甚大。這兩種不同類型的居民生活，是否與

背本趨末、豪強兼并的問題相關，很引人深思。

本書探討的主題是家庭，但家庭並不是一個純然封閉的體系，也不是只有

父系本宗，它透過婚姻、收養等關係組合為一個共同體，如果再加上依附投靠來

的親人，則家庭生活的複雜性與成員互動的交錯往還，常常不是我們想得那麼簡

單。要讓家事服務條理井然，家內運作和諧有序，唯有一方面強調禮節，督促家

人謹守尊卑長幼的倫理規範，另方面則以親情為基砥，在包容體諒中益增彼此

的良好關係，強化家人的凝聚力與向心力。禮與情正是維繫家內穩定、和樂的兩

大支柱，而也正因為禮有了情的調劑，讓人感受到的不都是尊長憑藉權威壓服卑

幼，於是化解了家內肅穆嚴厲的氛圍；從另個角度說，情也不可免的要有禮的約

制，使家人不致在任性、忿爭時，失去該有的分寸，忘卻需要自我克制。禮與情

對家內秩序的重要性，是不言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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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同樣也是社會、國家的基層單位，政府即使不需全面介入家內事務，也

不能全然放縱，聽其自為，亦即涉及家外或兩家以上的處分，如質舉賣等行為，

政府並不放任家長、尊長自行其是，國家政令的介入，其實也就是國法對家法的

干預。在關乎國家利益，如脫戶漏口方面，國法要家長強制承擔責任，不容其脫

開法令禁制。尊長對卑幼雖有教令權、懲戒權，可是國法並不全面性地保障諸尊

長，只將範圍限縮到父母對子孫。對於家人的權益，如財產分配事宜，國法設

「應分」條盡把關責任，務求公平合理地做處斷。那些不受國家重視的賤人群，

國法就默認家主權力，任家主管理私賤，除非家主觸犯身分禁忌或威脅到國家權

力，國法是不會輕易決罰家主的。維護家內秩序的家法與維護政治社會秩序的國

法，二者間實有著互相依存的微妙關係，家法固然有自己的運作空間，但不能踰

越國法的限界，也需依循國法的規範，甚至在必要時還要借重國法的力量，強化

尊長權威，讓家事順利執行。國法雖然在最小程度上制約家法，並監督其運作，

可是若無家法自主的存在，填補國法的空缺，則某些家務難免會陷入失序的境

地，對國家社會亦甚不利。故家與國這兩個領域，家事與國事這兩個系統，都需

要家法與國法的互相支援與適時補益。

家庭生活有其隨意性，各家庭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來考量，成員也以自己的

最適性來著眼，因此未必那麼在意法令是如何規定，禮教在如何施行，遂不免出

現家庭現實與法令、禮教有所扞格，各行其是的情形。比如既有的家庭現狀，政

府常為了政策目的而另立戶籍，以致家與戶有歧出，家長與戶主也難等同。法律

與禮教皆限定同宗昭穆相當者方可為養子，但事實上，異姓親屬，甚或非親屬者

亦可為養子，養家為了彌補無子的遺憾，得到所期望的安慰與寄託，就算衝撞法

律與禮教也在所不惜。家庭財務歸屬於誰，由誰管理，及如何分割家產，最是因

家而異，沒有定數，只要成員自己認同便好，很難說絕對都依從共財原則，或按

照「應分」條來處理。在喪葬方式上，夫妻合葬或正室與繼室共侍一夫，是合於

禮法的葬式，可是有些妻子基於情感、信仰與處境，寧可拋棄禮法，自我選擇葬

式，讓自己任情一回。家庭現實與人情想望，常與禮、法之間出現落差，這也是

很令人矚目的特點。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家庭生活史也隨之不絕，但人們的想法、做法常會因情

境而異，隨時代而變革，未必皆是一定而無所更動。像秦漢時代一對一的主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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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在數百年後的唐代，發展為多對多的主賤關係，到了明清時代，家長一人取

代家主多人，賤人則以奴婢為代表。時代變革在家庭生活的許多方面都可見其跡

象，再如秦漢的後子以置後為目的，唐代改稱養子，其原因也不只在立嗣。為了

區分後嗣是在什麼情況下設置，宋人還有立繼、命繼之別。唐、宋的養子都不許

可兼祧，明清已容認之。一個很讓人玩味的現象是，古代男性不斷在思考與決定

女性的權益與地位，如戶絕法，唐人只泛言親女，宋人則細分在室女、歸宗女、

出嫁女。女子的妝匲，唐宋賦予較大的自由處分權，元代則明文禁止寡婦攜產

改嫁。古禮父在為母服齊衰期，唐於多次討論後改為齊衰三年，明清則與父服同

為斬衰三年。家庭生活雖然是再平凡不過的事，但放寬歷史的視野，卻看到時代

的巨輪不斷在轉動著，這個脈絡即使很細微，不易觀察到，卻值得有志者投注心

力，仔細研議。

如本文的介紹，家庭史的研究取向非常廣，它可以是社會史的一環，也與國

家權力脫離不了關係；它在禮教引導下運作，也無處不受法律的規範；倫理思想

安排它的身分秩序，親情與互助則豐富它的生命力。在中國文化裏，家庭史或許

不很起眼，但絕對是內涵多變，引人入勝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