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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年代中期，網際網路發展得如火如荼，各種笑話在電子郵件之
間流竄，國外友人為了慰勞我案牘勞形的學者生涯，轉來上面的小品 1。
就像傳統「從前有三個人」之類的故事，或新興氾濫的網路訊息一般，

導言

美人魚的笑話有各種版本。然而，千變萬化、不離其宗，最終，引人入

婦女、性別與歷史研究

勝的，仍是一個從量變到質變的驚奇，而這個驚奇挑戰了既有的性別刻
板印象！
婦女史的出現和發展，毋寧也是抱著量變的修辭匍匐前進的。攀附
於「客觀求真」史學精神的驥尾，託身於「求全窮盡」治學態度的青雲，
學者或打著「補充歷史」的旗幟，呼籲「將女人還給歷史，將歷史還給

不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三個男人在海邊釣魚，釣到一條美人

女人」，或坦言收集婦女相關史料，「是為歷史，而非為婦女」 2。無

魚。美人魚為了脫困，提出條件，答應每個男人各許一個願，

論是策略性說辭，或是誠摯的初衷，婦女史在萌芽發枝的階段，都曾經

換取她重返大海的自由。男人們表示可以接受，便由第一位提

以量變作論，略帶謙卑地側身史學之林：「我們只是來彌縫補缺！」不

出要求：「希望我的智力變成現在的兩倍！」美人魚回應：「成

過，既然有可彌補之處，就表示原本的圖像並不完整，雖說僅僅是提供

了！」轉眼間，這個男人開始演算數學公式、觀測天文物理，

女性這邊的經驗，卻在增益歷史敘事的同時，暗示了改寫的必要，進行

儼然是個科學家。第二位見狀，趕緊加碼：「希望我的智力變

著改寫的動作 3。質變在量變的過程中靜悄悄地發生，雖然未必高呼挑

成現在的三倍！」美人魚回應：「成了！」說時遲、那時快，
這個男人突然搖頭晃腦起來，不但吟詩誦詞、縱論古今，並且
侃侃而談，分析人心幽微、時局世變，似乎是個人文大師。第
三位心中竊喜，決定更上層樓：「原來如此！那麼請將我的智

1

2

力變成現在的四倍！」美人魚建議他三思，因為這個願望引起
的變化太過劇烈，還是選擇金銀財寶等物質享受吧！然而，男
人不依，堅持所許的願望。美人魚見他情詞懇切，便答應了他
的請求：「成了」。
……
頓時，這名男子，變成了一個女人。

3

故事的原型，因現實社會中的學科刻板印象，將智力兩倍者安排為人文學者，
三倍者才是科學家。
Virginia Woolf在1929年便曾建議以「補充」作為一種妥協性策略，而為1970
年代美國的婦女史學者所延用，見Joan Scott, “Women’s History,”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2001), pp. 43-70. 「將女人還給歷史，將歷史還給
女人」的呼籲，出自Joan Kelly, “The Social Relation of the Sexes--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Women’s History,”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4(1976): 809-823. 宣稱收集婦女史資料是為了歷史，而非婦女，則出自李又
寧，《近代中華婦女自敘詩文選》第一輯(臺北：聯經出版公司，1980)，〈序〉。
「補充」作為一種不穩定因子的兩面性，使婦女史具有挑戰的潛能，討論見Joan
Scott, “Women’s History,” pp. 50-51. 而補充與改寫其實並存於台灣當今的婦女
史著作中，見游鑑明，〈是補充歷史抑或改寫歷史？近廿五年來台灣地區的近
代中國與台灣婦女史研究〉，《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13(2005)：6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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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或批判，實作的結果卻持續攪擾著既定的歷史意識。本書的出現，便

的大宗。1980年代末期，台灣政壇發生重大變化，解嚴打開新局，帶來

是上述史學發展的一項印證。

多元氣象，婦女史研究穩定成長，論文集陸續出版，但課題和取徑並未

1970年代，當美國的婦女史學者以補充之名挑戰歷史學的論述與架

出現明顯轉折。除了家族與婚姻之外，婦女史相關文章仍多環繞著古代

構時，台灣的中國婦女史研究才剛起步。1975年，李又寧與張玉法兩位

的才女名媛、太后女主和近代的女權運動作論 6。中國婦女史的百家爭

教授自哥倫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抄錄珍稀文獻，出版《近代中國女權運

鳴、百花齊放，恐怕還是要到1990年代以後，而其欣欣向榮的發展，卻

動史料》兩冊，促成數本學位論文的誕生。1977年，鮑家麟教授自美歸

正挑戰著將「婦女」視為單一群體的心態，反思「婦女」作為一種研究

來，在臺大歷史系首開「中國婦女史」課程，並於1979年出版《中國婦

對象的角度。

4

女史論集》，引發學生興趣，並介紹既有的成果 。1980年代，台灣的

1990年代，台灣的思想更加解放，言行益發激昂，或為反抗性侵

政運與社運皆風起雲湧，女性主義的衝擊，不論校內校外都可窺見。

害，或為追求性自主，或為爭取工作權，或為保障財產權，街頭運動，

1982年，台灣第一個婦運雜誌《婦女新知》創社發刊；1985年，在亞

此起彼落，眾聲喧嘩，訴求非一。各種訴求之間，策略未必相同，目標

洲協會的贊助下，學院中的第一個婦研單位「臺大婦女研究室」成立。

時而扞格，雖都掛著女權婦運之名，卻可能因階級或族群利益衝突，而

不過，這些變化對歷史學界的影響並不明顯。由近百位老將新秀合作完

分手出走、另起爐灶 7。「婦女」不是一個內容同質、外觀一致的團體，

成的《中國文化新論》，一套十三冊，匯集了當時文史哲學界的眾多寫

在運動界的實務經驗中獲得痛苦的印證。就在此時，聯合國正式宣示了

手，綜論中國史各個領域的最新研究，1982年甫出版，即成為年輕學子

「性別主流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理念，主張評估包括立法、政

入行必備叢書。然而，其中並無「婦女篇」，僅有的一篇專論：〈正位

策、方案等各種計畫性行動對男女的不同涵義。透過將雙方歧異的經驗

於內——傳統社會的婦女〉，是放在社會史的脈絡中，概述中國父系家

和關懷作為設計、實施、監督和判斷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領域的有

族內各種女性的生活面貌；另一篇涉及女性處境比較多的，則是「宗教

機組成部分，從而使男女雙方受益均等，達成性別平等的最终目標 8。

禮俗篇」中〈琴瑟和鳴——歷代的婚禮〉一文 5。
透過父系家族的架構，以及維繫此架構的重要機制——婚姻——來

6

了解婦女，可說是婦女史的入門課題，也一直吸引著學者的目光。不論
是親屬結構、婚俗禮制、夫妻生活，或守節再嫁，都占據著婦女史出版
4

5

李又寧、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女權運動史料：1842-1911》(臺北：傳記文
學社，1975)。鮑家麟編，《中國婦女史論集》(臺北：稻鄉出版社，1979)。
徐秉愉，〈正位於內——傳統社會的婦女〉，收入杜正勝主編，《吾土吾民：
中國文化新論‧社會篇》(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141-188。劉增
貴，〈琴瑟和鳴——歷代的婚禮〉，收入藍吉富、劉增貴主編，《敬天與親人：
中國文化新論‧宗教禮俗篇》，頁711-742。

7

8

詳細書目，包括學位論文等，見李貞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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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79。課題性
質的分析，見李貞德，〈傑出女性、性別與歷史研究——從克莉斯汀狄琵珊的
故事說起〉，收入王雅各主編，《性屬關係》(臺北：心理出版社，1999)，下
冊(性別與文化、再現)，頁1-16。父系家族在周代確立，以及婦女進出兩個父
系家族(父家與夫家)的意義，討論見李貞德、梁其姿主編，《婦女與社會》，
收入《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論叢》(北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第九
冊，〈導言〉，頁1-10。
1990年代初，情慾自主的論述，在報章雜誌、街頭遊行、學術會議中翻騰，引
起立場不同的女性主義學者間的爭論。1990年代末，廢公娼的議題則導致婦運
團體分裂。
性別主流化的概念是在1985年奈洛比第三屆世界婦女大會時出現，之後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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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雖非聯合國的會員國，但亟思參與國際社會、與世界組織接軌，女

之名，少有單純稱以婦女者 9。至於女學會，則在討論學會理念和行動

性主義學者與社團遂將性別主流化的概念引入，一方面擴大婦運的架構

目標之後，確認會名為臺灣女性學學會(Taiwanese Feminist Scholars

與目標，另方面推動正式體制運作中的男女平權。十年之間，陸續通過

Association)，以喚醒女性意識、改善女性地位為主要目標，並在章程中

了堪稱「性平三法」的性騷擾防治法(1995)、兩性工作平等法(2001)，

說明將推動校園中的性別研究 10。

和性別平等教育法(2004)。性、兩性和性別，揭示了台灣婦運行動焦點
和思維模式的發展與演變。

從婦女到兩性再到性別，名稱的改變表現了對課題性質的反思。婦
女史學者雖亦參與上述社團，但大多並未直接回應社運論題。婦女史研

1990年代，臺灣的學界也同樣生氣蓬勃。學者為了分享經驗、吸

究的量變到質變，除了外在氛圍的薰染，亦有內在理路可循。1986年，

收新知、交流理念，乃至結盟發聲，除陸續在校園內成立女性研究單位

美國歷史學者Joan Scott倡言以「性別」(gender)作為歷史分析的類別，

之外，也跨校串聯，於1993年組織臺灣第一個女學會。而這些社團，不

拓展僅僅以婦女作為研究對象所帶來的局限，除了將兩性共同納入討

論在名稱或發行刊物的標題上，亦出現遣詞用字的斟酌與轉變。創立之

論範疇外，也檢討以馬克思理論和心理分析理論解釋性別體制的不足之

初隸屬於臺大人口中心的婦女研究室，原本發行《婦女研究通訊》，提

處，提倡以後結構主義的觀點解釋性別權力關係，強調語言文字的建構

供學界交流平台，1994年改名為《婦女與兩性研究通訊》，2001年改為

力量。由於性別差異不斷被利用來合理化其他無關男女的社會現象，因

《婦女與性別研究通訊》，又於2003年改為《婦研縱橫》。而不論中文

此Scott主張在沒有女性身影的歷史文獻和場域中，也可以分析性別權

刊名是兩性、性別或婦研，英文刊名皆冠以gender一字。1990年，婦女

力關係 11。1993年，臺灣第一份婦女史專門學術期刊《近代中國婦女史

研究室發行亞洲第一份性別研究學術期刊《婦女與兩性學刊》，2002

研究》創刊，在「學術討論」專欄中，成令方介紹女性主義對英美歷史

年則改名為《女學學誌：婦女與性別研究》。一方面因婦女研究室的成

學界的啟發，便詳細說明了Scott的後結構主義論點及其對歷史研究的

績斐然，另方面亦因應學術風氣的轉變，1999年，臺大人口中心正式更

挑戰 12。雖然《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中大部分的論著仍多以婦女為研

名為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女研究室也更名為婦女與性別研
究組。繼臺大之後，清華大學也在亞洲協會贊助下，於1989年成立兩性

9

與社會研究室，而於2000年更名為性別與社會研究室。之後臺灣各大
學陸續成立相關社團，通識與專業課程持續增加，2000年起更設立研
究所層級的教研單位，但不論是社團、課程或研究所，大多冠以性別
10

(續)
聯合國下的各種組織中發酵，到1995年在北京舉辦的第四屆世界婦女大會時正
式宣示，並於1997年聯合國經濟及社會理事會中確認其定義。發展沿革見聯合
國網頁：http://www.un.org/womenwatch/osagi/gendermainstreaming.htm。

11

12

1995年臺大、成大與中央同時有三個研究室成立。臺大城鄉所的「性別與空間
研究室」關懷特定議題，成大的「婦女與兩性研究室」在2000年更名為「性別
與婦女研究中心」，而中央大學的「性/別研究室」更以名稱中的斜線強調性、
兩性與性別之間的差異。碩士班部分，2000年高雄師範大學率先成立性別教育
研究所，翌年高雄醫學大學亦成立性別研究所。而臺大婦女研究室自1985年《通
訊》出刊便開始收集各大學相關課程資訊，可作為分析學校性別思潮的史料。
2003年女學會成立十年時，曾由《歷史月刊》發行專號介紹，當時歷任理事長
的回顧，成為研究臺灣學者參與婦女運動歷史的重要資料，詳見其網址
http://www.feminist.sinica.edu.tw/。
Joan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yl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5(1986): 1053-1075.
成令方，〈女性主義歷史的挑戰：概念和理論——二十年來英美女性歷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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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但在「學術討論」和「研究動態」兩個專欄中，卻經常出現以

事實上，中國婦女史的研究素材，向來以男性書寫女性最為大量。

性別為題的文章，作為跨學科交流的焦點。1996年，廣受年輕學生歡迎

家族與婚姻的研究，大多從男性對女性的規範與期望入手。深入家族倫

的《新史學》雜誌，出版了「女/性史專號」，則嘗試以標題中的斜線，

理與婚姻生活之中，則不論是生育禮俗、親子關係、表揚節婦、緬懷亡

13

提醒讀者婦女、兩性與性別的複雜離合關係 。與此同時，各種「後學」

妻，或是鬥毆相傷、財產分配，都涉及兩性互動。就算擴大史料範圍，

(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亦相繼登台，頻頻向歷史學者招手。婦女史

走出正史的格局，不論是醫藥方書、墓誌碑銘、文人文集、律令檔案、

學者或迎或拒，卻不改「史無定法」的行規，鮮少在前言結語申述特定

筆記小說，乃至出土文書或圖像等物質文化的史料，亦鮮有不是男性記

理論或主義(即使女性主義也很少)。然而，不論從標題、取徑、議論，

錄或創作而成。不論入仕、出家，或行醫、執法，留下文獻者，既然大

或分析角度來看，婦女史研究都已發生變化，以性別為題的論文頻頻出

多是男性，一旦言及女性，便不乏男性觀察、描寫、分析、褒貶，乃至

現，漸漸取代了探求婦女經驗、補充歷史敘事的素樸期望。

裁判女性的痕跡。尤有甚者，女性的生命經驗被抽離出現實情境，凍結

儘管如此，中國史的學者使用性別一詞的方式並不一致。有時性別

成特定的樣貌，作為教化的象徵，或理解世界的模型。女性身處其中，

只是婦女的代名詞，說明研究課題與女性有關，有時則是為了凸顯探討

或參與建構陰陽大分的性別體制，或質疑挑戰父系倫理的重擔壓力。由

的重點在於兩性關係或同性性關係，有時，則是以性別作為一種歷史分

女性書寫、創作或在無意間留存的史料，雖可藉以強調女性主體意識，

析的類別，企圖在各種專史領域中考掘語言文字表現權力運作的方式。

卻也多包括書寫者對男性的情感與意見，並且是相對於原本男性為主的

各種用法並存，數量與時俱增，卻不見專文檢討、回顧或分殊。性別一

一種發聲。亦即，研究中國婦女史，很難不牽涉男性，過去單純以婦女

詞，既沒有引起類似美國歷史學界般的爭議，也沒有經過如中國大陸婦

為對象，忽略了男人在幕後那隻其實仔細看就看得見的手，恐怕未能得

女史學者的正式翻譯引介，就在單位、刊物和文章標題的異動中，悄然

實。若真要發掘女性的處境與地位，不能不從「關係」的角度出發，探

14

進入了台灣的史學界中 。

討兩性的互動及其影響，而這包括了追問女性文獻稀少甚至闕如的領

(續)

域。換言之，「性別」既是傳統社會歸類人群的一種方式，也就成為現

13

14

關注的議題〉，《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1(1993)：217-241；其中註3介紹了
Scott的文章與論點，但因「很難在現成的中文中找到對應的詞」，故而通篇僅
以gender引述，未做翻譯。
《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由蔣經國基金會贊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
版。《新史學》雜誌在1990年由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的學者發起，邀請
中研院史學單位和臺灣各大學歷史系所同行支持發刊，在此專號之前便曾零星
出版過婦女史相關論著，但此專號的名稱仍一度引起社內成員的疑問與議論。
截至目前，《新史學》已發行19卷76期，包括論著、回顧與書評共575篇文章，
其中與婦女性別相關者48篇。
美國歷史學界的爭議，除前引成令方文中曾提及之外，詳細內容可參考俞彥
娟，〈從婦女史與性別史之爭議談美國婦女史研究之發展〉，《近代中國婦女
史研究》9(2001)：207-234。中國大陸婦女史學者翻譯出版Scott的文章，正式

代學者考察權力意義的一個角度。而這，正是本書題為「性別史分冊」
的緣故。
本書是為慶祝史語所創立八十周年而作，四年前籌備之初，即邀請
不同斷代的學者，針對各個時代中涉及女性的特殊材料或重要議題，進
行介紹與綜述，並且很榮幸地，獲得北京大學鄧小南教授的支持，參與
(續)
介紹「社會性別」(gender)不同於傳統所用「性別」(sex)一詞，見李銀河主編，
林春、譚深副主編，《婦女：最漫長的革命——當代西方女權主義理論精選》
(北京：三聯書店，1997)，頁15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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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其間，舉辦兩次工作坊，並經數十封電郵往返討論，最後確認本

周性別關係，突破古代婦女文獻不足的限制。其中談到女性擁有具禮器

書性質，應兼顧概觀與深論，除階段性總結學界最新研究，提供年輕學

性質的青銅器數量較少、等級較丈夫為低，卻擁有大量而精美非禮器的

子整體的圖像之外，亦指出可進一步鑽研的課題，期望引導未來方向。

玉器時，最能彰顯性別與階級的交互作用，以及作者謹慎處理性別議題

同時，為了展現新氣象，親近讀者，決定每一篇文章皆以一個故事起始。

的態度。

十位作者中，陳昭容、劉增貴、鄧小南、賴惠敏和游鑑明五位，分別介

經濟力影響女性獨立自主的機會，是20世紀以來婦女運動的說

紹了各自專業斷代中性質特殊而重要的史料，包括商周青銅器與隨葬

帖、女性主義的關懷，也是性別歷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宋代以降，史料

品、漢代畫像石與畫像磚、唐宋墓室壁畫、誌銘和敦煌吐魯番文書、明

豐富，不論女性在父家與夫家的財產權利，或參加勞動營生的各種經驗

清司法檔案，以及現代口述訪問紀錄等，說明它們如何可以作為婦女史

及其意義，國內外研究皆成績斐然。然而近世以前這方面的資訊非常缺

的素材、看出哪些兩性互動的面向，以及截至目前在性別史研究上的意

乏，難以深入考察。陳昭容從器物表現女性財富的角度窺得古史之一

義。另外五位作者，劉靜貞、胡曉真、李玉珍、鄭雅如和李貞德，則就

隅，李貞德則透過近年出土秦漢簡牘、傳世文獻中之六朝故事，乃至政

近年來較具突破性發展的領域，如歷史書寫、文學史、佛教史、家庭史，

書禮律所錄田宅制度，說明漢唐之間女性對動產和不動產之取得、持

以及財產權等，申論婦女在其中的處境與地位，以及納入性別角度的分

有、使用與支配的情況，指出婚姻對女性財產權之決定性影響。雖然女

析後該領域的演變與特色。

性以嫁妝形式自父家取得貨財等動產的習俗變化不大，但從漢初單子繼

雖然在標題上，或以史料為主軸、或以專題為範圍，但在行文中，

承到唐代諸子均分的法律規範中，女性獲得不動產的機會與份量似乎益

介紹史料的作者亦針對各種專題舉例說明，綜論專題的文章則羅列新

發不穩定。即使透過繼承取得田宅，基於婦人從夫的原則，也可能因出

舊材料作為證據。新史料與新課題，都是歷史研究不可或缺的動力。最

嫁而併入夫家。而在漢唐之間各種田宅制度的設計中，為人妻者皆無法

重要的是，十篇文章之中，七篇以性別為題，即使未標舉性別者，其討

獲得國家授予永久田產。除非離寡另立一戶或招贅主家，否則難以完整

論實亦涉及父系家族內部，乃至脫離於其外的各種兩性關係。換言之，

掌握個人的財產權。

性別被視為一種人群的分類、象徵的符號，以及切入的視角，放在與階

然而，在沒有個人權利觀念、婦人以夫家為主要生活場域的傳統社

級、族群、輩份(年齡)等其他分類相互作用的脈絡中，成為更深入了解

會中，離寡招贅並非什麼令人欣羨的身分。鄧小南整理敦煌吐魯番出土

婦女議題的取徑。

之戶籍、賦役和契約文書，描繪其中女性參與農務、商販、手工業與宗

例如，陳昭容利用商周青銅器與墓葬遺物探討財富與身分之間的

教等各種生活的面向，顯示在法律名義上，寡婦或獨身當戶的女性固然

關係，除了介紹墓葬中反映性別的物品(包括笄、玉蠶和紡輪)之外，亦

可以獲得國家授田，但在現實生活中，她們卻可能捉襟見肘，慘澹經營。

分析影響陪葬品豐薄的因素(如女性墓主的妻妾身分、與丈夫下葬時間

鄧小南此文，大量羅列「邊緣材料」，除出土文書外，也包括唐宋墓葬

先後、與繼任者的關係，以及母家地位等)，然後從女性接受與製作青

壁畫與誌銘，期望突破「經典論述」的成規，直指女性生活的實況。然

銅器的角度，探討女性生前所具備的財力。全文藉由考古出土物勾勒商

而，從其歸納墓誌銘的特色，乃至壁畫人物的分布格局，普遍具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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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女略」、「重男輕女」和「男外女內」、「男前女後」的模式化現象，

從性別角度回顧中國中古的家庭史研究，著重母子名分的界定、母職內

則似乎不論天上人間，凡人手所為，皆難逃經典論述的影響。

涵的建構，以及母子關係與家庭衝突三方面。她廣採正史、禮律、政書

不過，這種情況，在儒家倫理尚未取得全面支配性力量的漢代，

等建構和規範家庭倫理的傳統典籍，並在介紹最近研究成果時，旁及墓

可能有些不同。也是處理墓葬及其中圖像的劉增貴，從陰陽之位、男女

誌碑銘、敦煌文書、醫藥方書，乃至佛典造像等新出材料。這篇總結性

分職，和列女群像等三個角度整理漢代畫像，得出了一些與傳統印象不

的論文，分析禮法、人情、制度與信仰等各個層面的影響，描繪了家庭

同的結論。例如，一般以為漢代男陽女陰，男尊女卑，男左女右，男耕

中複雜多變、不斷挑戰父系權威的人際關係。

女織，男外女內，男強女弱……，但從畫像所呈現的男女角色看，西王

人倫關係的實態較之禮法的規範微妙許多，在胡曉真討論明清婦女

母的地位遠高於東王公，女性從事許多過去以為只有男性才從事的農

文學的篇章中更是昭然若揭。女作家群像以強烈的創作自覺、驚人的產

業生產或商業活動，而男性也從事過去設想只有女性從事的庖廚炊煮。

出能量，以及積極參與編輯、批評與出版的行動為輪廓，和傳統的賢妻

女性欣賞歌舞，參加宴飲，有自己的社交空間，甚至操兵器、行復仇，

良母典型幾不相涉。她們或效法男性文人宴遊唱和，或將自己化身在姐

並不單純「以弱為美」。換言之，畫像中呈現的性別角色，並不如經典

妹情誼的小說中，或以創作為逃避家庭壓力的方式，乃至因女兒能分攤

中絕對。雖然畫像摻雜理想，不見得都是實態的折射，但這樣的結論頗

家事而兒子打擾創作便疼愛前者多於後者。尤有甚者，女作家筆下的暴

可啟發我們從不同的角度，重新認識漢代社會。

力書寫，不論是霸道父親作態治死脫軌的女兒，或是同女互以割肉飲血

過去認為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儒家倫理具有強烈的延續性與一統

表達強烈慾戀，都遠遠超過經典論述中的女性形象。作者回顧20世紀以

性，對其中的性別體制影響深刻，直到20世紀才經歷重大變革。此一說

來婦女文學史的發展，指出明清女性詩人和彈詞小說家的作品與人生，

法，近年來已被眾多細緻的研究所挑戰乃至推翻。針對個別斷代不同專

近年來在學者的爬梳之下一一浮現，幾已改寫中國文學史。

題的深入分析，清楚顯示父系家族倫理並非一直被視為天經地義，而朝

胡曉真在篇首提問：「婦女文學作品適合做婦女史的史料嗎？」在

廷與士大夫所代表的統治階層，也未必總是全心全意、毫無保留地推動

文中則羅列近年來學者探索明清才女及其社會文化意義的成果以為範

15

並執行 。即使是向來吸引學者關注，成果輩出的家庭史研究，在經過
16

重新檢視之後，也呈現出「活潑的彈性」 。鄭雅如以母子關係為例，
15F

例與證明。其實，書寫與敘述都是再現的活動，並不限於女作家的自傳
或小說。本書中劉靜貞、賴惠敏和游鑑明三位的研究都提醒著讀者，歷
史資料，不論是抒情伸志的經傳、史傳與文集，或是作為尋求真相以為

15

16

相關研究的綜合分析，見李貞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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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發展》(東京：
汲古書院，2002)，頁468-492。
近年來頗多學者以resilience一字形容中國性別體制與社會文化結構之間的關
係，嘗試說明在整個結構或系統的延續與一統性中，仍有彈性與變動的空間。
本文以「活潑的彈性」中譯resilient，是參考Rebecca E Karl著，呂妙芬、許慧
琦譯，楊芳燕校訂，〈中國的歷史與性別〉，《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9(2004)：

裁判依據的司法檔案，乃至貌似現場直播的口述訪問紀錄，都具有建構
的性質，難免虛構的況味。
賴惠敏利用《順天府檔案》和「刑科題本」等資料探討清代婦女法
(續)
18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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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地位。她以王龐氏之死一案，討論夫殺妻的處罪論據與刑責，以及清

傳」傳統、歐陽修的詩文，以及宋人對王昭君的描寫等三方面為例，說

代殺人案件的處理通則。又以春阿氏殺夫案為例，說明清末辦報風氣與

明運用歷史文獻探求古代女性生活經驗的限制，對於史料與詮釋、社會

司法改革背景之下，妻殺夫案件的可能發展方向。從地方到中央層層上

現實與歷史書寫之間詭譎多變的關係，顯示出高度的警覺。她主張與其

報的審判紀錄看來，不論殺夫之妻或被殺之婦，都逐漸遭到妖魔化的描

追問歷史書寫中的個人反映了多少當時代的實況，不如探索是什麼樣的

寫，以至於最終顯得罪有應得。婦女的法律地位問題，可以從律令典章

社會環境和思想體系要求並支持特定的歷史書寫模式。當我們意識到：

和民刑案件等各種角度切入，本文採用夫妻相殺為例，具體呈現夫妻在

女性的行止不再散見於全書，而是以某種樣貌被歸納入獨立的「列女」

家族中的尊卑影響其在法律上的地位，而清代執法人員的心態，以及在

篇章、歐陽修透過墓誌銘中的「虛寫」與「實錄」提倡特定的女性道德，

故誤、緩決和舉證等各種訴訟程序上的演變，皆左右婦女在司法程序中

而宋代知識分子藉由重新評價古代女性、甚至改寫歷史來符合陽尊陰

的形象。這篇文章，一方面讓讀者得以藉由刑案這類非常狀況窺見日常

卑、華夷之辨等天下大義，這時，研究的重點已經不在於探討宋代婦女

生活中婦女遭受的待遇，帶有傳統婦女史探求女性經驗的樸質，另方面

生活，而在於透過宋人對當代及古代女性的歷史書寫，來了解宋代的社

也透過分析各個層級的檔案資料，呈現文獻疊壓的建構過程，流露了後

會、思想與文化。如此一來，「性別」所指涉的，已不僅是男女存在、

結構主義性別史的趣味。

兩性關係，或者同性情慾，而是古人理解周遭世界的模型，今人認識古

不僅一向被視為最能忠實反映真相的檔案不免虛實交錯，即使我

人的鑰匙。

手寫我耳的口述訪問紀錄也未必沒有想像的成分。游鑑明藉由中研院

胡、賴、游、劉四位的文章都和語言文字有關，包括男性書寫女

近史所出版將近70冊的口述史資料，分析20世紀中葉中國政治社會與文

性，男女互相述說，女性自我表達。但不論是針對特定種類的文獻進行

化的變動中，菁英階層對親情與愛情的看法，包括對男女長輩的評價、

介紹與剖析，或窮盡搜羅之功以呈現專題研究成果，以上九篇多環繞家

對配偶的期待，以及與子女互動的情形。她的研究發現：男性受訪人較

族內的性別關係，其規範、運作與象徵意義作論。除了鄭雅如和鄧小南

之女性，好用符合傳統價值的陳辭套語來形容配偶(如賢慧)，但也有人

因介紹中古情況而涉及佛教之外，大多未涉及溢出父系家族體系的宗

嘗試突破成說，重新建構性別倫理，並且透過褒貶他人展現自己的行誼

教女性。李玉珍的文章補足了這部分，為近年來婦女與性別研究的多元

風範。作者指出口述歷史具有當下性，是主訪人與受訪人在特定時空情

性提供實例。作者期待一本佛教婦女通史，認為應環繞比丘尼僧伽的建

境下共同建構的產物，因而呈現出特定時空下的性別意識。一方面提醒

立與發展、她們的修行典範、觀音信仰的影響，以及佛教婦女的宗教經

著讀者口訪紀錄的虛構性，另方面則努力推敲、去蕪糾謬，嘗試追求字

驗等四個主題，依時代順序，說明佛教自傳入中國，吸引女性信眾開始、

裡行間的真相。不過，以宋代文本與之遙相呼應的劉靜貞，對於真相的

歷經中古的鼎盛與普及、明代的禁戒、清代的復興，以及戰後臺灣比丘

興趣卻有些不同。

尼國際化的情形。將近年來汗牛充棟的作品納入她的架構之後，李玉珍

劉靜貞承認：「沒有資料就沒有歷史。」卻也斬釘截鐵地表示：「即

質疑：「為什麼婦女與佛教的研究已經這麼發達，成果豐碩，卻沒有一

使有資料，也不見得就會講出一樣的歷史。」她以中國史學中的「列女

部婦女佛教通史？」她將矛頭指向傳統宗族研究，認為學者在提問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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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國史新論——性別史分冊

畫地自限，將古代社會中的女性全納入宗族脈絡中思考，視野難以突
破，容易忽略女性的宗教生活與經驗。

此時，性別取徑的提出，便成為整合新興研究成果，重新理解歷史
的一項利器。正因為男女有別、女女也有別(當然男男亦如此)，過去以

李玉珍的說法，提醒了學者應當超越父系家族的藩籬。正因為宗教

留下最大量記錄的漢人男性知識菁英代表全體傳統中國人生命經驗的

信仰確實是傳統社會婦女的重要生命經驗，今日的研究，不論是探求古

做法，不得不受到檢驗。而因社會包括各種階層與族群的男男女女，他

代女性的生活實態，或分析性別作為一種權力關係在各領域的影響，都

們的互動與分工、規訓與挑戰，都不限於家庭與婚姻之中，故而性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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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應忽略宗教的面向 。不過，缺乏通史著作的，並不限於中國婦女與

為重新理解經濟史、法律史、文學史、史學史、宗教史，乃至醫療史的

佛教此一課題。自陳東原1926年出版《中國婦女生活史》以來，婦女史

視角 19。不但將原本被忽略的女性行跡挖掘出來，也追問何以有些領域

的著作源源不絕，各個斷代的專書、論文，乃至輯本輩出，卻沒有一本

女性比較多，而有些則幾乎不見。不再以「沒有資料就沒有歷史」的訓

新的中國婦女通史，可以取代八十年前令人激賞而今已顯不足的舊作，

練為滿足，而是進一步追問：為什麼沒有？本書，便是基於以上對歷史

為什麼？其實，李玉珍的提問與試答，正點出了「婦女」不是性質單一

的理解所進行的打破沙鍋、追根究柢的嘗試，雖然距離通史專書的理想

的群體、未必有一致認同的事實。然而，這個現象並不限於在家與出家

仍然遙遠，但作為對史語所八十周年的獻禮，庶幾不辱前輩「上窮碧落

之別，即使全為俗世女子，大多嫁為人妻，也會因階級與族群差異而有

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精神！

18F

不同的生命情境與生活經驗。差異中的差異，使每一個個案或課題各自

說到碧落與黃泉，不免使我再度想起那成人之美的人魚！自從聽到

具有學術合理性，卻難以統整提升，與其他面向的歷史研究對話，並挑

美人魚的故事之後，有一陣子，我不論在授課、演講、與同行座談，或

18

戰歷史學原即存在的既定思考模式與研究軌範 。
17F

和親友聊天，總愛拿出來分享。1999年的夏天，我出國訪問，剛好有機
會和一些臺灣留學生聚會。席間，男同學引經據典、高談闊論，在座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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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研究歐洲中古女性史的重量級學者Caroline W. Bynum 分析女性的宗教經
驗，從她們對永生上帝、基督教義、教會規範，乃至周遭世界的理解與反應，
鑽研中古教會史和思想史，成績卓著，是值得中國史學者參考的典範。Bynum
著作的引介與中譯不多，可參考李貞德，〈評Caroline Walker Bynum, Holy Feast
and Holy Fast: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Food to Medieval Women(神聖的饗宴
與神聖的禁食：食物對中古婦女的宗教意義)〉，《新史學》3.4(1992)：187-193；
張毅瑄，〈評Caroline Walker Bynum, Wonderful Blood: Theology and Practice in
Late Medieval Northern Germany and Beyond〉，《新史學》18.3(2007)：221-228；
以及Caroline W. Bynum著，林欣儀譯，〈…「而女人是祂的人性」：中古晚期
宗教書寫中的女性意象〉，《輔仁歷史學報》21(2008)：283-318。
杜芳琴和王政主編的《中國歷史中的婦女與性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是最近的一項嘗試，全書貫穿古今，自史前寫到近代，已有通史的形貌。
不過，它的目的是為大專院校婦女與性別課程提供教材，由於多人執筆，分寫
合輯，雖然以父系制與父權制的建立消長為主軸，但實際上在各斷代篇章中涉
及婦女與性別的重點仍有不同。主編杜芳琴在〈前言〉的最後說：「我們也希

一的女生，可能年紀較輕，狀似怯弱，插不上話，頗為沉默。為了鼓勵
她，我說：「來講個笑話吧！」
從前有三個男人到海邊釣魚，釣到一條美人魚……第一個男人
(續)

19

望能自我超越，寫出不同的婦女/社會性別史著作和教材，包括各種專門史如移
民史、身體史、纏足史、經濟史、性和性行為的歷史……」。可見女性的生命
經驗相異，不可一概而論，難以一以貫之，不只是因為生活的時代不同，也因
涉及的領域有別。看來，不論要寫「中國婦女通史」，或「女人的中國通史」，
恐怕皆非易事。
以性別重新理解醫療史的嘗試，見李貞德，〈性別、醫療與中國中古史〉，收
入本叢書中李建民主編之《中國史新論‧醫療史分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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儼然成了科學家……第二個男人搖身一變成了人文大師……
第三個男人不聽美人魚的建議，堅持要自己的智力變成四
倍……
結果，他變成了女人！
話一說完，全桌男生拍案叫絕、哈哈大笑，只見那女學生面色凝
重，沒有反應，大約過了十秒鐘，終於開口，悠悠地說：「誰叫他要求
這麼多呢！」
是男尊女卑，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活潑的彈性」仍待開發？是
女人並非性質單一的群體？或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力？答案啊
答案，與其說在茫茫的風裡，不如說在轉念之間。

Ղᇇ!
2009.2.1
附誌：身為主編，我除了要謝謝本書中的各位作者之外，也要表達
對幾位助理的感激之情。陳淑梅、陳曉昀、黃亭惇和黃薏菁等四位小姐，
不論是幫忙收集資料、籌備工作坊與座談會，或是參與校對，都盡心盡
力、勤懇負責。謝謝她們，使漫長而沉重的編輯工作順利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