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ၡ ࢋ
˟˩͵ࡔͽֽĂϤٺ።Ϋࣧڼ߆ЯĂጏछޥຐ݈זצٙϏѣ۞٨ᑝĂ
҃ᖞ઼̃ٙ̚ዎ۞צޞ࿃ĂــజෛࠎّҾڡෛٙĂ҃ॲ̙
͌ጯ۰ౌᕩٺጏछޥຐĄ͋̄ߏٺјࠎிϭ̝۞Ă҃Įኢᄬį
ĲวఱĆ̃
̄ᄃ̈ˠࠎᙱዳౢĳតјጏछّҾڡෛ۞ཋᙋٙдĄҘّ͞Ҿࡁտ߹Җͽ
ֽĂᇆᜩٙ̈́Ă႔ጯछ၆ጏछ۞ّҾڡෛ۞ᄮؠՀΞᏜ̙֏҃ಔĄ҃Ăጏ
छ็֭ϏͽĲ̃̄ᄃ̈ˠࠎᙱዳౢĳࠎّҾڡෛ۞ॲፂĂ̚Ѧ፸۞ᄲ
ߊڱϒቁ҃˫ّܑẴ̄ᄃ̈ˠ۞˜ߏछ̚۞ĶҊ،ķĂ̙ᙯّҾĄѦ
ᄲჟ༊ᖎࢋĂҭ֭Ϗ೩ኢᙋĂጯ۰к̙ܫଂĄώ͛ଂໄهቑᘞăᄬϡ̶
ژă͛ਔ̰ᙋă͛ᅫ̢ᙋ˜Ҍཌྷந఼రЧ͞ࢬĂဘྏࠎѦ̄ᄲ·ྃڱநፂĂ
֭ͽѩౢࠎּĂரѦ̄ྚᛖጯ۞˘˟Ą
ᙯᔣෟ Ĉ̃̄ă̈ˠăᖃିăѦ፸ăّҾྚᛖ

˘ă݈ā֏
ҋଂ˟˩͵ࡔܐາ̼͛ྻજͽֽĂ͋̄˘ۡ౯צᚑᆖϋయĂజࠎڡෛ
ّ̃ĂԲෞ۰۞ॲፂ̙ࡗ҃ТĂ୮ּγౌͽĮኢᄬįĲวఱĆ̃̄ᄃ̈
ˠࠎᙱዳౢĳĞͽ˭ᖎჍүĲ̃̄ᄃ̈ˠౢĳğࠎૺώĄְ၁˯Ăд˟˩͵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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ͽ݈Ă৷ოଂّҾ֎ޘٙү۞ྋΞᏜᆂͨអ֎ĄّҾ֎ޘႷߏன
ጯ۰পѣ۞҂ᇋĄॡ۞៍ᕇពᇆᜩጯ۰၆Įኢᄬįѩౢ۞நྋĂЯ҃
ౄј͛ώࣧຍᄃྚᛖ̝ม۞རमĄѦ፸ྚᛖΟᚱĂચՐஎү۰Ķώຍķ
Ă҃
ͽࠎĲ̃̄ᄃ̈ˠౢĳ̚Ķ̃̄ķᄃĶ̈ˠķ၁ĶҊ،ķ҃֏Ă̙ᙯّ
ҾĄѦᄲჟ༊ᖎࢋĂѣᕝᄬ҃ϏౘኢᙋĄώ͛ଂໄهቑᘞăᄬϡ̶
ژă͛ਔ̰ᙋă͛ᅫ̢ᙋ˜Ҍཌྷந఼రЧ͞ࢬĂဘྏࠎѦ̄ᄲྃ·நፂĂ֭
ͽѩౢࠎּĂரѦ̄ྚᛖጯ۞˘˟Ą

˟ăଂّҾઐ֍ᄲ
˟˩͵ࡔາ̼͛ྻજ۞࣎˘̚ࢋϫ۞дٺԲҿͽ͋̄ࠎᆄয়۞͋ି
ጏछޥຐĂԲҿ۰۞˘࣎నϲಞಶߏ઼̚ҋΟͽֽౌхдّҾڡෛĂշ
̃ןẴّ˘ۡዎצշّഡᑅĄ୮ႷયĂ࣎నϲಞώ֗ߏӎਕૉј
ϲυืΐͽϲ۞ኢᙋĄְ၁˯Ăӈ઼ֹ̚ΟхдّҾڡෛĂώ֭֗
̙ਕᙋ̄͋ځυ˵ڡෛّ̃Ą҃ĂϤٺԲҿ۰ّ࣎Ҿڡෛ۞నϲ
ಞĂ͋̄۞֏ኢೀͼ୮ּγౌ˘˞ߖڭᆸّҾഡᑅ۞ౚᝨĄѝд 1917 ѐĂ
৵৵ಶдາ̼͛ྻજ۞ၮᚻΏۏĮາܦѐį˯ᇈ͔ĮኢᄬįĲวఱĳĂ֏̝
៩៩ĂᄲĈ
͋̄͠ĈĶ̃̄ᄃ̈ˠࠎᙱዳ˵Ă̙̝ܕगĂᅈ̝ީĄķ͠ዳă̙͠
गăᄃ̈ˠТኢĂ̙͋̄ᄮࠎ̃̄ѣˠॾĂߏځᙋĂ่̙Ӎ̝ଯീ ᄬ̏
1

˵Ą

ౘ઼̚ܐࡔ͵˩˟ߏࣧڌ̃ࡁտ۞ฟ̋য়̝˘ĂдЩĮ઼̃̚Ϡ
߿Ϋį̚ᄲĈ
̃̄ϠֽӈజڡෛĂߊ̝ޢĂ˫ѣ˘ഈజୢٕεᝌ̝ᛵĈۤົ۞̙̳πĂ
ᓁზૉ˞Ąઐઐԧࣇᔘᄲ͇̃̄Ϡ̙ߏрڌҘĄ̦ᆃĶଘ̃̄ᄃ̈ˠࠎᙱዳ
2

˵Ąķ
Ğ͋̄۞ྖğČČౌᄮࠎ̃̄ѣ͇ኬ۞ऴᕇĄ

ăౘ˟ˠ۞ᄲڱΞᏜե㋑˘ঈĂՀࢦࢋ۞ߏĂ၆֏҃ࣇٺĂĲ̃̄ᄃ̈ˠ

1 高素素，〈女子問題〉
，見《新青年》3.3(1917): 2。
2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臺 7 版），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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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ĳ۞͛ཌྷрည̙֏҃ಔĂͦкኢĄĶ̃̄ķ۞၆ಶߏٙѣ۞ّ̃Ą
ଂ͛ཌྷ҃֏Ă˟˩͵ࡔͽֽĮኢᄬįᛌώೀͼ̙ࡗ҃ТౌͽĶ̃̄ķү
Ķّ̃ķٕĶˠķྋĂӮߏھჍĂ̙გ̚ᛌăࡻᛌΞᏜᔿѣּγĄұध
۞Įኢᄬᛌڦįд͛̚ᛌώ̚ಝჍᬔᬔ۰Ă҃ᛌĲ̃̄ᄃ̈ˠౢĳݒҬͼ
Ҿѣϛ፟Ă֭ЇңොྋĂҌٺᛌ͛ܲĮኢᄬį̝ࣧ͛Ķ̃̄ķᄃĶ̈
ˠķĂ̙үᖙᛌĄ3 ᛌѩౢ՟ѣ೩Їңវ֍ྋĂдБ३̚ΞᏜ่ѣ
۞ଐڶĂᛌయЇ۞ቝᐵ၁ᅫ˯˵ధϒࢋᄲځĂ۰̙آଂّҾ֎ޘ
ࠎѩౢૻүྋˠĄ
҃Ăૻүྋˠ۰ͧͧ࠰ߏĄͧтĂՂ፨ݓĮኢᄬ̫įಶĶ̃̄ķ
ᖙᛌүĶˠķĂ҃ٙᏜĶˠķӈߏّ̃۞ھჍĄՂିপҾĂĶԯ
ĺ̈ˠĻᄃĺˠĻాд˘Ăޝᙱᄲѣ̦ᆃநĄķ4 ጐგтѩĂ֭՟
ѣᘃႷĶ̃̄ķдࣧ͛̚Ξਕ֭ܧĶˠķ̝ཌྷĄኢтңĂՂିٺਗ਼
၆Įኢᄬįѩౢ۞߹ྋĂͽࠎĶήྖĞ͋̄ѩౢ̚۞ෞኢğ࠹༊
ቁгೡ˞ّ̃ॾ۞ߙֱপᇈĄ၆сࣇᏐĂсࣇѣॡಶ࿅̶ᐌܮĂЇ
ຍ৯ቩχጂĄ҃ൾ˘ழᅈĂܮःީ̙̏Ą͕நّॾপᇈώ֭֗ٙᏜр
ᗼĂΪߏϤّҾमளயϠ۞̙Т҃̏ćᑕᄲιߏ͕நጯ۞ߙְ၁Ă̙֭υ
ӣኒӣཌྷķĄ 5 ᓁ҃֏̝ĂՂି۞າ᎖ᄲ̪ڱ௲ᗓ̙˞ّҾྚᛖ۞༺
ҍĄ
༊઼࡚ጯ۰ Paul Rakita Goldin ࠤҌિĂ၆ٺĲ̃̄ᄃ̈ˠౢĳĂ
˲ߏ̙ᏲଂّҾྋ۞ˠౌߏѣຍࠎ͋̄ᔳᏕа᜕Ă߇үෟĄᓝѦ፸
઼ࡻЩጯ۰̈́ᖙᛌछ Arthur Waley ࠎּĂ6 ҭ֭ݒ՟ѣѦ፸ͽ̈́

3 楊伯峻，《論語譯注》
（北京：中華書局，1965）
，頁 198。
4

李澤厚，《論語今讀》（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頁 418。李教授譯文如下：孔子
說：「只有婦女和小人難以對付；親近了，不謙遜；疏遠了，又埋怨。」

5 同上註，頁 418。
6 近代中國學者中，錢穆也接受朱熹的讀法而似乎並不盡同。錢先生說：「此章女子小人指家
中僕妾言。妾視僕尤近，故女子在小人前。因其指僕妾，故稱養。……善御僕妾，亦齊家之
一事也。」錢說似乎以「妾」為妻妾之「妾」，不過，「妾」字本來就有僕人之義，與朱
《注》並無矛盾。見錢穆，《論語新解》（香港：新亞研究所，1963 初版），上冊，頁618。
英譯中，Simon Leys 採取朱熹說而略有不同，譯文如下：Women and underlings are
difficult to handle: be friendly, and they become familiar; be distant, and they 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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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ѦĮڦį۞Waley۞ᄲڱώ֗ѣң̙ԁĄ7 ԲෞѦ፸Waley߇ຍώ
ౢ۞ّҾҒ૾୶̼ĂҭߏĂԧࣇغזѣңॲፂΞͽଳפᇹ˘АរϲಞĂ
ᄮྖ۞̄͋ؠυߏͽّҾࠎ൴ᕇĄт࣎ڍАរ۞న̙ਕૉјϲĂѦ
፸ Waley ҋ˵ಶ՟ѣ̦ᆃ߇үෟ۞ҖࠎĂЯࠎĮኢᄬįࣧ͛ώֽಶ՟
ѣ̦ᆃّҾҒ૾Ξͽ୶̼Ąְ၁˯ĂGoldin Բෞώ֗ޫޫͅߍ˞Բ
ෞ۰ώˠ۞ϲಞĂ˵ಶߏώౢ۞ቁѣ˘ّ࣎ҾયᗟĂҭĮኢᄬįώ͛ߏӎΞ
ͽ͚ᇹ۞࠻ڱĂ၁дᅮࢋᙋځĄԧࣇ̙ਕ˘ೃଐᙸͽனˠ۞៍ᕇᎸ
ΝആΟˠᄲྖĂࠤҌϡೈᒖኢᙋĂᙋјҋ̎Аរ۞៍ᕇĄĮኢᄬįώ͛
ਕӎͽّҾྋĂᄃֽ͋̄ࣧߏӎ੫၆ّҾ҃ኢᕝĶ̃̄ķᄃĶ̈ˠķ۞ّ
ॾĂώֽߏԆБ̙Т۞ІְଐĄ
ĮኢᄬะڦįຍдᖎሒĂЯѩࠤ͔͌གྷፂĂྎኢᙋĂҭ̙֭ඈٺ
Ѧ፸۞ᄲڱ৷ოڠٺᕝĂ୮͛ᚥॲፂĄְ၁˯ĂѦ፸۞ොᛖۡــତٕ
มତᚶٚ႔ጏ۞ᖞᄲĂᄬυѣፂĂೀͼ˘фֽ።Ą̏གྷߏధкጯ۰۞
ВᙊĄĲ̃̄ᄃ̈ˠౢĳѦĮڦį͠Ĉ
ѩ̈ˠϺᏜဉᔴ˭ˠ˵ĄӖ̝̄ٺҊ،Ăఄͽ㢎̝Ăຎͽহ̝Ă˟۰̝
8

ଈջĄ

Ѧ፸ͽĶ̃̄ķࠎĶ،ķ҃Ķ̈ˠķࠎĶҊķ
ĂٙᏜĶҊķ
ĂӈߏĶဉᔴ˭ˠķ
5 it。見所著，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頁89，並參看頁204相關注文。Leys 認為「女子」指「婦女」，但並非女性的泛
稱，而指的是孔子家中所有婦女。此說非朱熹原意，值得商榷。至於「小人」，Leys則完全
贊成朱熹的說法。
7 Goldin 的說法見所著，“The View of Women in Early Confucianism,” Chenyang Li ed.,
The Sage and the Second Sex: Confucianism, Ethics, and Gender (Chicago and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2000), p. 156, note 21。Waley 的翻譯如下：“The Master
said, Women and people of low birth are very hard to deal with. If you are friendly
with them, they get out of hand, and if you keep your distance, they resent it. ” 見
Arthur Wale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38), pp. 216217。按：Waley 在此章的腳註特別說明他採用劉寶楠《論語正義》的說法，以「女子」為
「婦人」，不過，他的譯文強調「女子」是出身低賤的婦人，因此惹來 Goldin 的非議。必須
指出，根據 Goldin 的論文，他本人似乎並非性別詮釋論者。換言之，Goldin 似乎認為〈女
子與小人章〉的性別解讀是有充分的文獻證據支持的。Leys 的英譯本比 Goldin 的論文早一
年面世，不知 Goldin 為何未有對其說有所論述。
8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
（北京：中華書局，2001）
，頁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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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Įᄲ͛ྋфį ס3 ˭ĈĶҊĂ˵ĂְӖ˵Ă෪̝ڇئԛĂ˲Ҋ̝ᛳ࠰
ҊĄķ9 ˫ ס3 ˯ĈĶ،Ăѣ

̃̄ගְ̝ତٺӖ۰Ąķ10 ѦĮڦįពѣ

િ၁۞ॲፂĄܑࢬ࠻ֽĂѦĮڦį֭ЇңّҾຍקĄ˵ϒߏ Goldin
۞ԲෞٙдĄ҃ĂѦĮڦįߏӎਕૉјϲĂυืࢋଂ͛ཌྷ۞ϒቁᄃӎᄲ
Ă҃ᄃАរ۞ّҾϲಞᙯĄೱ֏̝ĂࢋᙋѦĮڦįΞያᄃӎĂԧࣇҌ
͌ࢋଂ۞ϲಞ҂ᇋĄְ၁˯Ă༊̫۞ّҾྋТᇹ˵ᑕྍᅮࢋિ၁۞
ᙋፂĂ͞ޢΞϲᄲĄଂّҾ֎ޘ҂ᇋĂώౢ۞ᙯᔣෟҋߏĶ̃̄ķ
Ąז
غĶ̃̄ķдĲ̃̄ᄃ̈ˠౢĳߏӎΞүّ̃۞ھჍĂߏ˘࣎યᗟĂ
υืѣ͛ᚥᙋፂֽᕝ९Ă҃۰ώˠ۞পঅຍᙊԛၗٺѩᑻְٺĄ

ˬăໄهቑᘞ̙Ъ
дᑭߤѣᙯĲ̃̄ᄃ̈ˠౢĳ۞͛ᚥᙋፂ̝݈ĂԧࣇΞͽАଂໄهቑᘞ
̶ֽژĶ̃̄ķ˘ෟдࣧ͛ߏӎᑕүّ̃۞ھჍĄϒт˭͛ٙĂҬͼ˵
ߏѦ፸ᄮᙊѩౢ̚Ķ̃̄ķᄃĶ̈ˠķ̝ཌྷ۞ܐՎ̍үĄ̙გĶ̃̄ķ˘ෟ
ߏӎّ̃۞ھჍĂଂෟཌྷ҃֏ĂĶ̃̄ķ၆̙ਕүĶշ̄ķٕĶշّķ
ྋĄጐგĶ̃̄ķ˘ෟѣϠநّҾ۞ӣཌྷĂҭֹϡؠ˘̙֭ݒ੫၆Ϡநّ
Ҿ҃֏Ąೱ֏̝Ăଂᄬϡ҃֏ĂĶ̃̄ķΞͽ੫၆ّҾͽγ۞̄̃ᛳ
ّĄ
Ķᑋ࠰ۢķߏ˘ή૱ϡ۞јᄬĂдήྖ̚ĂĶᑋķ֭ЕĂפຍ
Ⴗߏ࠹၆ٺјѐշّ҃൴۞ĂЯࠎĶᑋķ۞ຍஉΒ߁շආ̃ආĄϤ̚ٺ
઼Οିֈ̙̈́Ăд˘ਠଐ˭̝ڶĂѣ፟ົତצϒёିֈ۞ˠ̂кߏշ
ّĂ҃ѣۢᙊጯય۰ࠎјѐշّĂЯѩĂјѐّ̃ޅආ૱૱ౌజෛࠎۢ
ᙊళͻ۞ᙷˠĄϤѩΞ֍ĂдĶᑋ࠰ۢķ˘ᄬ̚ĂĶᑋķ֭Е۞פຍ
̙֭дٺϠநّҾĞsexğĄтڍĶᑋķפຍдٺϠநّҾĂĶķྫྷ
Ķᑋķ࣎ቑᘞ۞ຍಶѣٙࢦኑĂ҃ͧྵቁ۞ᄲڱົߏĶّ̃ᄃշආ
9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臺北：蘭臺書局，1974，4 版），頁 119。按「臣」在甲骨文
和 金 文 中 已 有 「 奴 僕 」 義 ， 詳 見 于 省 吾 主 編 ， 《 甲 骨 文 字 詁 林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1999），第1 冊，頁628 -637。
10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頁 103。

漢學研究第 25 卷第 2 期

136

࠰ۢķ
Ą҃Ă࣎Ķჟቁķ۞ᄲߏڱଂֽ՟ѣˠֹϡ࿅۞ĂΞ֍Ķᑋ࠰ۢķ
˘ᄲפڱຍ̙֭дٺĶķᄃĶᑋķ۞ϠநّҾᛳّĂ҃дٺ۰۞Ķ
ۢķĄ
ଂෟཌྷ҃֏ĂĶķфĞĶϠநຍཌྷ˯۞ّ̃ķğ۞ຍཌྷ˩̶Ă̙ົ
ౄј̦ᆃᄱົĄ҃ĂĶķфܑٙ۞Ķّ̃ķүࠎ˘̼࣎͛៍هΞѣ
ᇴ̝̙Ⴝ۞ᛳّĞgender attributesğĄĶّ̃ķ۞פຍΞͽߏĶّҾķĂҭ
˵ΞͽߏĶۢķăĶ࡚ᚊķăĶߘऴķăĶຎຑķĂࠤҌߏĶ߲ࠛķĂ̙˘҃
֖Ăវ۞ٙБдͼү۰д˘ؠଐڶᄬਔ̚۞ϡຍĄĶ̃㝰ķĶ̃
οķ۞Ķ̃ķྫྷّ̃ώ֭֗ᙯܼćĮਰ̄įĲኬĳ͠ĈĶѩ͈֗̃р҃ᐝ
ࢵ۰ᄃĊķ11 ѩᏜឭវߘऴĂᐝېҬĄĶ̃рķ̝Ķ̃ķϺᄃّ̃ώ֗
ঘĄТᇹᄲĶᑋķĂĶᑋ࠰ۢķפຍдĶۢķĂ҃дПᙱ̚ାˠ۞ॡ
࣏ĂĶᑋᐹАķפຍдĶߘऴķ
ĄЯѩĂԧࣇ̙ᑕྍ˵̙Ξͽ˘࠻זĶ
ᑋķфಶ˯ᕝ۞̚ؠĶķфυפຍٺĶّҾķ˘ᛳّĄдĶ
ᑋ࠰ۢķ˘ᄬ̚۞ĶķфĂפຍдّ̃ٺд˘ਠˠ͕ϫͣ̚ధкјѐ
շّٙѣ۞ۢᙊጯયĂ̙҃дٺсࣇ۞ّҾĂ҃Ķķ̝ٙͽͣۢᙊ
ጯય˜ϤٺΟ۞পঅ።ΫଐڶٙĄ12
னдĂԧࣇГ̶̄͋ژٙᄲ۞Ķ̃̄ᄃ̈ˠࠎᙱዳ˵ķ˘ᄬ۞ӣཌྷĄ
υืૻአĂТ˘࣎ෟຉ۞ᄬཌྷᏜĞsemantic meaningğᄬϡຍཌྷ
Ğpragmatic meaningğΞͽ̙ТĄᄬϡຍཌྷυืϤᄬဩĞcontextğֽՙ
ؠĂ҃ٙᏜᄬဩ˫Β߁ᄲྖˠ۞ۤົ̶֗ăᄲྖಞЪă͕நېၗͽ̈́ޥຐܫ
Јඈధкᄬ֏ͽγ۞҂ᇋĄᄬϡጯĞpragmaticsğ۞ࢋࡁտ၆෪ϒߏдົ
ྖᄬဩ̚۞ྖᄬĞutterancesğຍཌྷĂϫ۞дٺநྋᄲྖˠ۞ࣧຍ
Ğspeaker’s meaningğĄጐგĲ̃̄ᄃ̈ˠౢĳ۞ᄲྖಞЪ̫͇̙̏ΞۢĂ
ԧࣇ̪Ξͽؠۺѩౢٙྶߏ͋̄ٙᄲ۞˘߱ྖᄬĂЯѩĂࢋநྋ͋̄ྖᄬ
۞ࣧຍĂԧࣇυืࢋڦຍѩౢՏ˘࣎ᙯᔣෟᄬ۞ᄬϡຍཌྷĄ
1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26，上冊，頁 478。唐．楊倞
《注》曰：「女好，柔婉也。」
12 古書中論及「無知」也並非獨限於「婦孺」，「夫婦之愚」（始見於《禮記》〈中庸〉）和
「愚夫愚婦」（始見於《尚書》〈五子之歌〉）也是常見的說法，可見我們不能簡單地以性別
歧視的角度來理解「婦孺皆知」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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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გĶ̃̄ķ˘ෟдᄬϡ˯۞פຍߏӎдّ۞ھٺҾĂιдᄬཌྷ˯υ
ΒӣϠநّҾ۞ડ̶ĂЯࠎੵܧѣΞያ۞͛ᚥᙋፂүᙋĂĶ̃̄ķдᄬཌྷ
˯̙ΞਕჍշّĄҌٺĶ̃̄ķдᄬϡ˯۞פຍңдĂυืϤώ͛۞
ᄬਔࡗؠĂ҃Ķ̈ˠķ˘ෟ۞ᄬϡຍཌྷ͍ࢋࢦĄĶ̈ˠķ˜ĶӖ̄ķ̝ͅ
ཌྷĂдĮኢᄬį̚ĂĶ̈ˠķ˘ෟΞᇇݡҜĂ˵ΞۤົгҜĄ̙გ
Ķ̈ˠķפຍдٺᇇॾݡᔘߏۤົгҜĂĶ̈ˠķώ֗ߏ̶̙շ̃۞Ąѩ
ౢߊ̏АᄲĶ̃̄ķĂ̈́ా˫ޢĶ̈ˠķĂтڍଂّҾ҂ᇋĂ࣎ᙯᔣф
۞ຍѣٙࢦኑĂЯࠎĶ̈ˠķ̏གྷΒ߁Ķ̃̄ķĞّ̃ğд̰ĄࢋᔖҺຍ
ࢦኑĂĶ̈ˠķυ̙Β߁Їңّ̃Ąೱ֏̝Ă̙გפຍңдĂ࠹၆ٺ
Ķ̃̄ķ۞ّҾຍཌྷֽᄲĂĶ̈ˠķ˘ؠշّ҃֏Ą༊Ăԧࣇυืૻ
አĂĶ̈ˠķ˘ෟд˘ਠଐ۞˭ڶᄬཌྷቁ၁Ξͽࣘշ̃҃֏Ăҭдѩౢᄃ
Ķ̃̄ķ࠹၆ॡĂᄬϡפຍυշّĄϒтĶ̄ķфჍॡΞͽࣘ
̄̃Ă13 ҭᄃĶ̃ķٕĶ̃̄ķ࠹၆ॡĂυĶ̄ķĂ҃Ķ̃ķٕ
Ķ̃̄ķĶ̃ķĄт࣎ڍኢᕝΞͽјϲĂĶ̈ˠķυ࣎˘ߏؠপ
Ҿ۞ჍĂТॡĂĶ̃̄ķ˵ቁߏ˘࣎࠹၆ٺĶ̈ˠķ҃న۞ؠჍĂ҃
ّ̃ھܧĂЯࠎΪѣдᇹ۞ᄬਔ̚ĂĶ̃̄ķᄃĶ̈ˠķ̖ਕૉၹј
࣎ໄ࠹هჍ҃˫ຍ̙֭ࢦኑ۞ቑᘞĄ14
ͅ࿅ֽᄲĂĶ̃̄ķтڍдᄬཌྷ˯ৌ۞ّ̃ھĂᄃ̝ໄ࠹هჍ۞ቑ
ᘞநᑕ˵ߏТᇹھշّĂҭੵܧѣΞያ۞͛ᚥᙋፂ͚ĂĶ̈ˠķдᄬཌྷ
˯̙ΞਕߏүࠎھჍ۞Ķշ̄ķ۞ТཌྷෟĄೱ֏̝Ă̙გĶ̈ˠķ۞វ
ຍࠎңĂϤ͛ͻٺᚥᙋፂĂĶ̈ˠķдᄬཌྷ˯̙ົߏշّ۞ھჍĂ҃д
ᄬϡ˯ߏ˘࣎পঅ۞ቑᘞćĶ̈ˠķΪΞͽߏĶշّ۞̈ˠķĄтڍĶ̃̄ķ
дᄬϡ˯дѩّ̃ھĂ֤ಶߏ˘࿆࣎ቑᘞĂ҃Ķ̈ˠķ࣎˘ߏপঅቑ
ᘞĂ۰ព̢̙࠹ჍĂЯѩĂĶ̃̄ķ˵̙ົߏّ̃ھჍĄѦĮڦįᏜ

13 《論語》〈公冶長〉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文中「其子」之「子」指的就是女兒。
14 如果「女子」與「小人」在概念範疇上沒有本文所指出的重複問題，按理則文獻中應該有
「男子」與另一兼指兩性的名詞並列的例子。然而，檢索《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的
結果顯示並沒有這樣的用例。與「男子」並列者只有「婦人」和「內宮眷屬」兩詞，而兩者
自然都獨指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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Ķ̈ˠϺᏜဉᔴ˭ˠķĂ၁ĂຐĶ̈ˠķдĮኢᄬįѩౢ̚۞ᄬϡຍ
ཌྷдٺĶဉᔴ˭ˠķĂ̙҃дٺĶᇇॾݡķĄ15Įڦį͛̚۞ĶϺķфϫ۞
дૻٺአĶ̃̄ķᄃĶ̈ˠķෟ̢࠹ࠧؠᄬϡຍཌྷ۞ְ၁Ą
υื˘೩ĂĮኢᄬįĲጳયĳѣᇹ۞˘߱ྶĈĶ̄͠ĈĺგЅ࠹ॱ
̳ĂᜦኜܭĂ˘М͇˭Ăϔצ̫ٺזኲĄგЅĂӍజጀνੁջĄࡶ
͈̝̽̽ࠎኗ˵Ăҋགྷٺᕮ҃ం̝ۢ˵ĄĻķ16 ѣ۞ߏĂߏĮኢᄬį
̚ցѣ۞೩ّ̈́̃۞ˬౢ̝˘Ąд͋̄၆გЅ۞៙ᄬ̚ĂĶ͈̽̽ķ
ౌߏھćĶ͈ķĶշّķ҃ĶķĶّ̃ķ
Ąᙯᔣ۞ߏĂĶ͈̽ķ
Ķ̽ķߏ࣎ໄ࠹هჍ۞ቑᘞĂ҃ͷຍ֭ࢦኑĄҌ̄͋ٺ૱֭ᓝ
۞Ӗ̄ᄃ̈ˠ̝ҾĂ˘၆ቑᘞ੨Ъ͇җᓀĂಶՀͦкኢ˞ĄдЕᓝ
ЩϫᙷҾ۞ॡ࣏Ăໄهυื࠹Ⴭ҃ຍ֭ࢦኑĂҬͼߏ͋̄ᄲྖ۞௫
ၚĄ17 Ѧ፸Ⴗܧ૱Οˠ࣎̄͋ᄲྖ௫ၚĂٙͽĂྋᛖĲ̃̄ᄃ
̈ˠౢĳॡҬͼଂ࣎֍ྋீĂᖣͽቁؠĶ̃̄ķᄃĶ̈ˠķ̢࠹ࠧؠ
˘ְ၁Ąᛝߏ۞קĂĶ̃̄ķᄃĶ̈ˠķޫμಶߏଂ۰дࣧ͛̚۞Ϡ
நّҾֽ̢࠹ࠧؠЧҋ۞ᄬϡຍཌྷ۞Ą

αăĶҊ،ķ۞វຍஉᄃ͛ᚥᙋፂ
னдĂԧࣇ̶ژĶ̃̄ķᄃĶ̈ˠķ࣎ቑᘞ۞វຍஉĄᔵ͋̄д
15 「小人」專指男性僕隸，後世也有用例。《世說新語》
〈賢媛〉載桓豁女厲聲罵伯父桓溫之門
閽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能我前！」見余嘉錫著，周祖謨、余淑宜整理，《世說新
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83）
，頁 695。
16 按：「匹夫匹婦」一語最先見於《尚書》〈咸有一德〉，其文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
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見《尚書注疏》
，卷 8，收入清．阮元，《十三
經注疏》（嘉慶二十年（1820）江西南昌復學開雕，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6 版），第1
冊，頁 121。春秋時，子產亦嘗言之，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
厲。」見《春秋左傳注疏》
，卷 44〈昭公七年〉
（535 B.C.）
，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
第 6 冊，頁 764。孔子之後，孟子也屢說「匹夫匹婦」，見《孟子》〈滕文公下〉及《孟子》
〈萬章上〉，引文從略。
17 這並不表示孔子說話時必然提及至少一對的概念。《論語》〈子罕〉：「子曰：『三軍可以
奪帥也，匹夫不可以奪志也。』」在此話中，由於三軍只有男性，所以，孔子在比喻中只言
「匹夫」而不及「匹婦」
。當然，這也並非由於孔子歧視女性之故。

勞悅強∕從《論語》〈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章〉論朱熹的詮釋學

139

Ĳ̃̄ᄃ̈ˠౢĳ၆Ķ̃̄ķᄃĶ̈ˠķ۞ෞኢ·႕ᇇҒ૾ĂҭĶ̃̄ķ
Ķ̈ˠķෟώ֗۞פຍ̙֭ݒдᇇгҜٕᇇॾݡĄ҃Ăѩౢ۞ّ
ҾྋݒؠĶ̈ˠķ۞פຍϒдᇇॾݡĄֶѩڱĂѩౢ۞ᄬಶߏ
Ķٙѣ̃ˠᄃշّ۞ᇇ̝ˠķĄְ၁˯Ăᇇॾݡཌྷ۞Ķ̈ˠķώ֗̏གྷΒ
߁շّّ̃ĂٙͽĂֶّҾྋĂѩౢॲώಶ̙υΩγᇾĶ̃̄ķ
ĄΩ
˘͞ࢬĂߊĮኢᄬįࣧ͛ቁ၁Ķ̃̄ķᄃĶ̈ˠķ࠹೩֭ኢĂϤѩΞ֍Ă
Ķ̈ˠķдĲ̃̄ᄃ̈ˠౢĳ˜ۤົгҜ҃֏Ă˵ಶߏᄃĶӖ̄ķ࠹၆۞
ٙᏜĶ˭ˠķ
ĄĶ̃̄ķᄃĶ̈ˠķߊ̢࠹၆ჍĂ̢࠹ࠧؠĂЯѩĂ۰ᑕ
ྍТᛳݡ߹ົۤ࣎˘ٺĂтѩĂĶ̃̄ķᄃĶ̈ˠķ۰۞פຍ̖̙ົࢦ
ኑĄĶ̃̄ķߊᄃĶ̈ˠķТᛳ˘࣎ᙷҾĂЯѩĂĶ̃̄ķдѩᑕྍ˵ߏ
Ķ˭ˠķ҃֏Ąវ҃ኢĂĶ̃̄ķᄃĶ̈ˠķ̶ҾЧĶဉķ
ăĶ،◇ķ
ĶζဉķăĶҊ˭ķ̝ᙷ۞ˠۏĄ̶࣎ژϒЪѦĮڦį۞ᄲڱĄ18
շဉ֭̃ჍдΟ˜૱֍ְ̝Ă̙֖ࠎ؈ĄĮإ३įĲᄰĳ͠Ĉ
ĶͱࢲĂҊ،⊠Ă̻ుČČងͱĂᄵҊ،ĂѬѣ૱ЖĄķ͋
Į็į͠ĈĶԝˠክ۰շ͠ҊẴ͠،ČČˠ൸ងͱĂᄵએζĂѬ
ѣϚ΄̝૱ЖĄķ19 ϤѩΞ֍ĂᏵдҘܐѐĂĶҊ،ķ֭ჍĂ̏གྷ௫
ͽࠎ૱Ă҃ٙᏜҊ،Ăӈߏ˭ክ۞ĶԝˠķĄĮν็įĲဆ̳˩˛ѐĳĞ643
B.C.ğĈĶ˪٢ͭᄃ̝˪̄Ă̄͠ĈĺϠ˘շ˘̃ĄĻ٢͠ĈĺĄ
շࠎˠҊẴࠎˠ،Ă߇Щշ͠ઽẴ͠،ĄĻķ 20 ߋࡌ̚ཧĂҊ،ֶ֭
ჍĂ҃ۡࡌߋזϐѐڻϡ̙ĄĮӕͩߋࡌįĲ၅ĳĈĶጆ઼̝ڱĂጆˠ
ࠎˠҊ،ٺኜܭăѣਕ̝۰ĂعٺܛפĄ̄ጆˠٺኜܭĂֽ҃ᙜ̙
ܛפĄ͋̄͠Ĉĺኲε̝ջĄҋ̫ͽـĂጆˠ̙ˠջĄĻķ21 ҃Ăᄬ֏

18 按：近人呂思勉亦主張女子小人乃指臣妾而言，並據先秦古籍舉例證明古代多有臣妾並言
的情況。見氏著，《蒿廬札記》〈釋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條，收入所著，《論學集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頁 660。
19 《尚書注疏》，卷 20，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1 冊，頁 313。
20 《春秋左傳注疏》，卷 14，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237。杜預《注》
曰：「圉，養馬者，不聘曰妾。」
21 戰國．呂不韋著，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16，下冊，頁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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ᐌॡⴺតĂ͋̄ჍĶԝˠķ̝̃۰ࠎĶ̃̄ķĂ҃շ۰ࠎĶ̈ˠķĄ22 ϒт˭
͛ٙ֏Ă͋̄тѩჍײဉᔴ˭ˠĂΞਕߏ࣎ˠֹϡ۞˘ᇸჍĄ
ז႔ᄬ֏˫ГႊតĄҊ،ฟٕؕჍζĄĮΟ͛ԂགྷįĲᅤܝౢௐ˩
˝ĳĈĶ̄͠Ĉĺᅤ̰̝ܝĂᖃջͼĉᚑᏐᚑΈĂ̄؍Ҋ،Ă〔Ѻؖवԝ
˵Ąķ͋Į็į͠ĈĶҊᏜछҊဉ˵Ă߇छˠѣᚑӖĂ̝ͭᏜ˵ĄͭᏜᚑ
Ӗ҃ΈࠎܜĂ̄؍ăҊ،Ă൘ѺؖवԝĄߏ߇Ӗ̄ԝռछ̝̰҃Ӗˠ
̝ᖃջĄķ23 ѩĂ͋щ઼ᏜĶҊᏜछҊဉ˵ķĂ҃ĶҊ،ķӈߏ˘छ̝̚
۞ĶवԝķĂ˵ಶߏĶζķĄĲᄰĳ͋Į็įপҾĶҊ،ķಶߏĶζ
ķĂ͋щ઼ߏͽҘ႔ˠሢଉ۞ᄬ֏ֽྋᛖĮإ३įĄ͉Ϋ̳ᇤĮΫįĂ͔ϡ
Įإ३įॡ˵ــϡ႔͛фԼᆷགྷ͛Ą͋щ઼ͽĶζķăĶवԝķྋᛖ
ĶҊ،ķĂ֭࣎ܧˠপ۞ᄲڱĄڌ႔ϐᑕᩕĮࢲ఼ܸį͠ĈĶΟטώ
ζĂӈϚְ۰ٕ̝ࣧĂᄁ۰Ăజᄁཋ՟ˢࠎءζĂᒔ۰Ă˸ᒔࠎζ
˵ĄĮᄲ͛į͠Ĉĺշˢཋ͠ζẴˢཋ͠ĄĻķ24 ᑕᩕ֏ځĶζķࣧ
ܧΟטĂ҃ధຕពϡ۞ߏڌ႔఼Җ۞ᄬ֏˞Ą
ጐგĶζķ۞ჍᏜд႔̏གྷனĂĶҊ،ķ˘ෟ̪ڻϡ̙Ă
۰֭Җ̙ेĄְ၁˯ĂϤҘ႔ۡڌז႔ϐѐ˜ҌݑԇѦ፸ͽ݈Ăζăवԝ
ჍүĶҊ،ķĂͧͧ࠰ߏĄͽ˭ரᓝᇴּĂͽྤᄲځĄ
Įߋࡌᓄᜨį
ĲึĳĈĶ͇͇̄˷צĂኜ͇̄˷צܭĂ̄ͭ˷צĂҊ
،˷צӖĂ͈˷צ؍Ăኜٙצ۰Ă࠰͇˵ĂᔵᏜ͇˷צĂϺ

22 男性僕隸稱小人，後世顯有其例。見本文註 14。又唐．道世《法苑珠林》卷85之三〈六度
篇．忍辱部．引證〉：「《新婆沙論》云：『曾聞過去此賢劫中有王名羯利，時有仙人號為
忍辱，住一林中，勤修苦行。時羯利王除去男子與內

眷屬，作諸妓樂，遊戲林間，縱意

娛樂，經久疲厭而便睡眠……。』」見《大正藏》第53冊，頁896上21-22。文中「男子」顯
然指宮中男性侍僕，與「內宮眷屬」相對。饒具意味的是，「宮中眷屬」本身可以兼指兩
性，而在引文的語脈中卻只能針對侍婢而言，這個詞義互相界定的情況正好與〈女子與小人
章〉一樣。值得注意的是，「男子」在此亦不能作男性的泛稱解。
23 漢．孔安國傳，《古文孝經孔氏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3）
，第182 冊，頁 16上。
24 《風俗通》引文見唐．徐堅等著，《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19，第 2 冊，頁
463。又《說文》，卷 12 下：「奴，奴婢皆古之
女子入于舂

人。《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

。』
」見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卷 12 下，頁622。

隸，

141

勞悅強∕從《論語》〈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章〉論朱熹的詮釋學
25

ΞĄķ

ĮΫį
Ĳጆ͵छĳ͔Įإ३į
ĲᄰĳĈĶͱࢲĂҊ،⊠Ąķᄣ⼥
26

Įะྋį͔ዑϛ͠ĈĶࢲĂ֕ชĄҊ،Ă ԝ̝ᛳ˵Ąķ

Įᖃį
Ĳ͇ءĳĈĶ̂ङ̝ᖚČČͽ˝ᖚЇ༱ϔĂ˘͠ˬྺĂϠ˝ČČˣ
͠Ҋ،ჸᑦழՄČČĄķዑϛĮڦįĈĶҊ،Ăշ̃ళክ̝ჍĄķ࣫ྥ̳ޜ
ĮழįĈĶˣ͠Ҋ،ჸᑦழՄ۰ĂᏜշ̃ళክĂཱིࠎҊ،۰ĂٙࠎְຽĂჸᑦ
Ѻਨॲ၁҃̏ČČᛖ͠ČČ̠Ҋ،Ăշ̃ళክ̝Ⴭ۰Ăٕζᇜ̝ዶĂٕࡦ
27

ᇇ̝ኳ̄Ąķ

ĮԂགྷį
ĲԂڼౢௐˣĳĈĶڼछ۰̙εٺҊ،Ă҃ͼ̄؍ٺڶĉ߇ˠ̝
㓯͕ĂͽְᏐĄķ࣫࠱ځĮڦį͠ĈĶநछᏜࣦ͈̂ĂҊ،Ăछ̝ክ۰Ă
̄؍Ăछ̝ෳ۰Ąࣦ͈̂ҜͽՄซĂצ

ዳᏐĄࡶਕԂநछĂ̝̂̈

㓯͕Ăӄ؇ዳĄķΔԇ֡ᴬĮழį͔ᆒࠍᄲ̠ĈĶᏜຍ̙хᐂĂܹᏜن
ၙˠĂεᏜ̙ຍĂ઼̝̈ҊҜןĂٕᖎᖃĂ߇̠̙˵Ą᜵ဿĂ
ˠ̚ክऴĂٕజˠᅅܹഡĂ߇̠̙ܹ˵ĄҊ،ᒉְயຽĂ͕ืآ
28

˧Ă߇̠̙ε˵Ąķ

ĮΟ͛Ԃགྷį
ĲԂڼౢௐ˝ĳĈĶڼछ۰̙εٺҊ،̝͕Ă҃ͼ̄؍ٺڶĉ
߇ˠ̝ᝌ͕ĂͽְᏐĄķ͋Į็į͠ĈĶࣦ͈̂ჍछҊ̝ᄃ،ክˠ˵Ą
29

̝؍ᄃ̄Ăෳ۰˵Ąତክ̙εᖃĂະෳυջĄķ

˯۞ּᙋҋ૱֍̝३ĂͽѦ፸۞ஂ౾ĂႷౌഅགྷͿࡁտણྎĄѦ
ĮڦįᏜĶѩ̈ˠϺᏜဉᔴ˭ˠ˵ĄӖ̝̄ٺҊ،Ăఄͽ㢎̝Ăຎͽহ̝ķĂ
͛̚ڦАᓁᄲĶ̈ˠϺᏜဉᔴ˭ˠķĂຍᏜĶ̃̄ķϺࠎĶဉᔴ˭ˠķĂ҃˭
͛ٙᄲ۞ĶҊ،ķ̶Ķ̈ˠķᄃĶ̃̄ķ
Ą͛̚ڦĶҊ،ķ˟фϒଂĮإ
३į͋Į็į̚Ķԝˠክ۰շ͠ҊẴ͠،ķ۞ᄲֽ҃ڱĂஅѣҋĂѣॲ
ѣፂĄ
ѦĮڦįᏜĶ̈ˠϺᏜဉᔴ˭ˠķ
Ă̚ĶϺķфЫღĂϤĶϺķфΞͽ
࠻ĂѦ፸ពͽĶ̃̄ķүĶဉᔴ˭ˠķྋćĶ̃̄ķ֭ھ۞ّ̃ܧჍĄ
Ѧ፸дѩ˭˘ᙯᔣ۞ĶϺķфĂॲፂ̙д͛ᚥ҃дཌྷநĄ၆ٺѦ፸۞
25 清．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 15，頁 412。
26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
（臺北：宏業書局，1977 再版）
，頁 555。
27 《周禮注疏》，卷2，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3 冊，頁 29- 30。
28 《孝經注疏》，卷4，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8 冊，頁 34。
29 《古文孝經孔氏傳》
〈孝治章第九〉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2 冊，頁 1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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ڱĂ༊ॡ˵ధৌ۞ѣˠ೩࿅ႷયĂĮኢᄬٕયį̚ᐂ˞ͽ˭˘߱યඍĄ
ٕયĈĶ
Ğ
Ĳวఱቔĳ
ğ˟˩̣ౢ̝̈ˠĂңͽۢࠎဉᔴ˭ˠ˵ĉķ
ĞѦ፸ğ
30

͠ĈĶࡶࠎೋ̝̈ˠĂӖ̄ᅈ̝Ăଘऻ̙ᚑĂީϺܧٙջĄķ

ϤѩΞۢĂѦ፸ΞਕߏАଂ͋̄πϠٙᓾ۞நீĂଂԈ៍۞ෛֽᅳົ
Ĳ̃̄ᄃ̈ˠౢĳ̚યᗟͽ̈́ٙಲᖟ۞நĄд៍۞ᆸࢬĂѦ፸ଂѩౢ
۞Ķᅈķ
ăĶܕķ˟фٙ೩ֻ۞ᄬਔֽቁؠĶ̃̄ķᄃĶ̈ˠķ۞ᄬϡຍཌྷĄ
ႷᄮࠎĶ̃̄ķᄃĶ̈ˠķෟ۞ᄬϡຍཌྷдĮኢᄬįώ͛̚ߏ̢࠹ࠧ
۞ؠĄ࣎ଐڶϒтĶζķ˘ෟ̚ĶζķᄃĶķ۞ᄬϡӣཌྷ̢࠹ࠧ˘ؠ
ᇹĄĶζķфώ֗ࣘշ̃҃֏Ă31 ҭĶζķăĶķ၆֏۞ॡ࣏ĂĶζķ
շّ҃Ķķّ̃ĄᅈଂĮإ३įĲᄰĳฟؕĂ̙გߏĶҊ،ķ
ԺٕĶζķ
ĂΟˠдھჍĶဉᔴ˭ˠķॡĂ௫ၚշ̃ాჍĂߏ̙Ξӎᄮ۞
ְ၁Ą˵ߏѦĮڦį̚Ķ̃̄ķᄃĶ̈ˠķෟ̢࠹ࠧ͛۞ؠᚥᙋፂĄ
ଂĶ̃̄ķ˘ෟдҘࡌߋॡഇ۞ᄬཌྷ៍၅ĂĶ̃̄ķ۞ૄώෟཌྷ˘
ਠ۞ಶߏĶّ̃ķ۞Ķ̄ޅķĂߏ࠹၆ٺշّ۞۞ֽ҃̄ޅĄ 32 ͔Ϧ҃

30 宋．朱熹，《四書或問》，卷 17，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 6 冊，頁 889。
31 《漢書》〈刑法志〉李奇《注》曰：「男女徒總名為奴。」見漢．班固，《漢書》（北京：中
華書局，2002），卷 23，第 4 冊，頁 1092。又《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
女子入于舂

。」鄭司農《注》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舂人、

人之官

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
『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鄭）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見《周禮
注疏》，卷 36，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 3 冊，頁 543。《說文》，卷 3上：「童，
男有

曰奴；奴曰童，女曰妾。」 見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103。又按：「臣」

字在甲骨文似乎也可以男女兼指。參看于省吾說，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第 1
冊，頁 634。「臣」在西周則無疑可以兼指男女了。《詩經》〈小雅．正月〉：「民之無
辜，并為臣僕。」毛《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為臣僕。」鄭《箋》
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
不止於所罪而已。」見《詩經注疏》，卷 12，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 2 冊，頁
397 -398，臣妾、奴婢、女子小人三組同義詞中都有一詞在獨稱時可以兼指男女，這應該不
是巧合。
32 《詩經》〈小雅．斯干〉：「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見
《詩經注疏》，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 2 冊，頁 387。詩中所說的「男子」與「女
子」正是新生的男孩和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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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Ķ̃̄ķѐᅅ۞͌̃Ăߏ࠹၆ٺјѐ۞ˠ҃֏Ą˫Ο̃̄Ϗ
۰఼ჍĶ̃̄ķ
Ă҃̈́ᾫ̏۰఼ჍĶķ
ĄĮኢᄬįĲұĳ̠ĈĶѣ
Ҋ̣ˠ͇҃˭ڼĄ͠ͳڠĈĺ̟ѣใҊ˩ˠĄĻ͋̄͠Ĉĺ̖ᙱĻĂ̙
ͼĉཱ̝࣫ᅫĂٺࠎĄѣˠĂ˝ˠ҃̏ĄķߏĮኢᄬį̚೩̃ז
ّ۞ௐˬౢĄѦ፸ᄮࠎѩౢ۞Ķˠķ۞ߏ͛ͳϓĂ֤ߏјѐˠĂ҃
ͷߏ̏۞ĶˠķĄࠎˠĶဉķĶ،◇ķ۞ّ̃Ă఼૱ౌߏϏ۰Ą
Ĳ̃̄ᄃ̈ˠౢĳ̚ჍĶ̃̄ķ̙҃ჍĶˠķĂ࣎ડҾ၆ٺĶ̃̄ķүࠎ
ĶဉķĶ،◇ķྋᑕྍΞͽ೩ֻΩ˘࣎ҥᙋĄĶ̃̄ķ˘ෟΞͽھ
ّ̃Ăҭυืෛͼଐؠ҃ڶĄ33
Ο३̚ھ۞ّჍ఼૱ߏĶշķᄃĶ̃ķٕ۰ߏĶշ̄ķĶ̃̄ķ
Ąͧ
тĂĮᖃįĲ̰ĳĈĶᖃؕٺᖰ͈ĂࠎझވĂᏰγ̰Ąշ̄اγẴ
̰̄اĂஎझܝĂ⼎ъч̝Ăշ̙ˢẴ̙Ąķ34 дͧྵ͌֍۞ଐڶĂ
Ķˮ͈ķᄃĶ̃̄ķϺΞ၆֏ĄͧтĂĮЕ̃็įĲϐಈĳĈĶϐಈ۰Ăआॽ
̝п˵Ą࡚ٺҒĂᓠٺᇇĂใᚖẴ̄ҖĂˮ͈͕Ăׂ
ᖃཌྷĂٺˠĂՐ࡚̃᎕̝ޢٺ

݄Ąॽߊୢ

35

ČČĄķ ࢦࢋ۞ߏĂд̂кᇴଐڶ

̝˭Ă˯ˬ၆ჍᏜౌߏТॡ֭Ⴭ۞ĄĶ̃̄ķ˘ෟಏֹϡ۞ॡ࣏Ă˘ਠ
̙үّ̃۞ھჍྋĂ36 ҃ߏ۞ــѐᅅϏ͌̃۞ᓁჍٕ࣎Ҿপ۞ؠѐᅅ
̃ˠĄ37

33 《禮記》〈曲禮上〉：「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鄭玄《注》曰：「女子許嫁
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
也。」孔穎達《疏》曰：「女子，婦人通稱也。」見《禮記注疏》，卷 2，收入清．阮元，
《十三經注疏》第 5 冊，頁 37。按：鄭玄，東漢人，並未以「女子」為「婦人之通稱」，孔穎
達，唐初人，自為此說。然而，正因為孔《疏》依然特別作此註明，可見「女子」 為「婦
人之通稱」，唐初尚未成共識。
34 《禮記注疏》，卷28，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5 冊，頁 533。
35 黃清泉注譯，陳滿銘校閱，《新譯列女傳》（臺北：三民書局，1991），卷 7，頁 344。
36 「女子」獨稱時作女性泛稱解者，比如，《左傳》〈僖公元年〉：「女子，從人者也。」
《注》：「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所宜討也。」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1，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6 冊，頁 199。
37 姑且各舉一例，以資說明。《儀禮》〈士昏禮〉：「女子許嫁，

而醴之，稱字。」見《儀

禮注疏》，卷 6，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 4 冊，頁 60。《史記》〈秦本紀〉：「於
是孝王曰：『昔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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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Ă̂кᇴॡ࣏Ăّ၆֏ౌߏ੫၆շ̃дᖃᆇĞтಉטğ۞ఢ
ؠЧҋᑕྍᏲч۞ҖࠎטڇĂٕ۰ߏ۞ّϠந፟ਕ۞मளĂ̙֭҃ঘ
շّ̃প۞ݡᇇ҃֏Ąд͋̄ͽ݈۞͛ᚥ̚ĂপҾᇾၳĶ̃ᇇķ۞ࡔᐂ
Ϊѣ˘୧Ăҭ୧ᙋፂ၁̙֭ΞͽϡֽኢΟˠтңԺّ̃ĄĮν็į
Ĳဆ̳˟˩αѐĳĞ636 B.C.ğĈ
आĂղЂዑĂפ㋀ĄͳᇇղˠĂͽࠎ̃ЬĄಱ֚Ꮤ͠ĈĶ̙ΞĄҊჷ̝
͠Ĉಡ۰ࢽջĂ߉۰ϏနĄղలĂͳ˫ୁ̝ẴᇇໂĂީĂղ
38

υࠎଈĄķ

ಱ֚ߏጆ઼͈̂ĂϠٺဆ̳̝͵Ăѝ˘ࡗ̂̄͋ٺѺѐĄ༊ॡᚍᏔဆ̳Ă
ᙯᔣдղˠలĂ҃ᜪᇋĶಡ۰ࢽջĂ߉۰Ϗနķ
Ăٙͽԓ୕ͤܡဆ̳ܓો
ղ̃ࠎЬĄᄲĶ̃ᇇໂĂީķ
Ă၁ޝΞਕΪߏ˘ћෟĄӈֹಱ
֚ৌ۞ᄮࠎĶ̃ᇇໂĂީķ
Ă֤Ϊߏ࣎ˠ۞ຍ֍Ăҭ̙֭ਕᙋځ
ፋ࣎ߋࡌॡ۞ˠ၆Ķ̃ᇇķ۞࠻ڱĄՀࢦࢋ۞ߏĂಱ֚ٙᓾ۞Ķ̃ᇇķࣧ
ֽ֭ݡ۞ّ̃ܧᇇĄĶ̃ᇇķ۞ߏ̃ҒĄᙋፂ֍ٺѣᙯॢ̳̄ࢦ҅۞˘
߱ྶĄࢦ҅ѝѐ߹˸Ă̳͛ॢࠎޢĂҘ̮݈ 635 -627 ѐมдҜĂᄃಱ֚Т
ॡĄĮΫįĲॢ͵छĳᏜࢦ҅߹˸дᆅĂ
ຑᆅ̃ĂͦΝ͕ĄᅀăϚ˜˭ॹٺᏖҖĄᆅַ̃۰дॹ˭ჷ̝ĂͽӘ
Ă˜୭ַ۰Ăᚍࢦ҅ҖĄࢦ҅͠ĈĶˠϠщሄĂۢĂυѪٺ
ѩĂ̙ਕΝĄķᆅ̃͠ĈĶ̄˘઼̳̄Ăֽ҃ѩĂᇴ̀۰ͽ̄ࠎĄ̙̄
39

়઼ͅಡ౻Ҋ҃ᘃ̃ᇇĂងࠎ̄௧̝Ąķ

Ķᘃ̃ᇇķពߏཌྷĂ҃ĶᇇķႷϺܧĶݡᇇķĄֶ͛ਔĂĶ̃ᇇķ༊
Ķ̃ҒķĄĈĮ႔३įĲՆ็ĳĈĶĞՆğഢࠎˠஎ౾ѣᏖĄҋ˯ࠎ͉̄
ॡĂͽрҒჷĂ̈́ӈҜĂ࠱͉Ьܚ։छ̃ĄഢЯߏᄲ̂ᆂ͠ĈĺČČ
߇Ьпѣ̝ҖĂѣኰཐ̝Ӗćޘטѣރᆇ̝༼ĂˠӖѣု҂̝
Ąᆿ̙҃ϤẴᇇ̙နć̃ᇇ̙နĂ̙ုտٺѐČČĄĻķᗞर
37 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
見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
，卷5，頁85。
38 見《春秋左傳注疏》
，卷15，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6 冊，頁257。
39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 39，頁 616。按：重耳事出孔子降生之先，但《史
記》則晚出於孔子。《史記》固然可信，但並非孔子以前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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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Įڦį͠ĈĶ̃ᇇ̙နĂ֏рҒ̝ࠤ˵Ąķ40 ՆഢٙϡĶ̃ᇇķ˘ෟႷ
ಱ֚ᆅ̝̃˾ĄΞ֍ಱ֚ᏜĶ̃ᇇໂķ
Ă၁ᄲ۞ߏ̃Ғ၆ˠѣࢨ
۞ӛ͔˧Ă҃Ķީķ̏ˠ̝ӷީެĄಱ֚ᄲ۞ߏ̰झᙱҺ
۞ۋᗿன෪Ăّ҃̃ܧώኳ˯۞ᇇĄ
А২˫ѣٙᏜĶᇇķ۞ᄲڱĂ֍ٺĮᖃį
ĄϤٺĮᖃįĂ͋̄
ͽ݈Ķᇇķ̝ᄲ̂ໄإϏனĄĮᖃįĲ˝ᑉĳĈĶೠጯ̝

Ăͽି

˝Ąᇇă֏ăटăΑĂЧޔᛳ҃ͽॡĂୃ˷ͳٙĄķዑϛ
ĮڦįĈĶᇇᏜึĄķ41 ٙᏜᇇĂ၁ߏ੫၆̏ˠ҃֏۞ݡᇇĄ
Ķᇇķ̝Ķķھّ̃ܧჍĂЯѩĂ̙გዑϛ۞ᄲڱϒቁᄃӎĂᇇ֭ܧ
ໄჍّ̃۞ݡᇇĄ
ᓁ҃֏̝ĂĶ̃ᇇķᄃݡᇇᙯĂ҃Ķᇇķ˵֭ܧໄ۞ّ̃ݡᇇĂ
ЯѩĂт̄͋ڍৌ۞дĲ̃̄ᄃ̈ˠౢĳنભາኢĂኘّ̃۞ݡᇇĂ
၁дѣ࿁ٺ༊ॡ۞̼͛ኢĄ੫၆Ĳ̃̄ᄃ̈ˠౢĳ۞ώ͛Ăଂໄهቑᘞ҃
֏ĂѦ፸۞ᄲڱԆБΞͽјϲĂ࠹ͅĂ༊̫۞ّҾྋ៩ᯗ఼̙Ąଂ።Ϋ
ְ၁҃֏ĂѦ፸۞ᄲڱТᇹᙋፂቁ៩ĂّҾྋۭᜪ።Ϋְ၁҃үॡ
۩۞ࣰጯྚᛖٕຍᙊԛၗ۞മߖĄ

̣ăώ̰͛ᙋᄃͽགྷᛖགྷ
ੵĶ̃̄ķᄃĶ̈ˠķγĂĲ̃̄ᄃ̈ˠౢĳ̚Ωγ˘ᙯᔣෟಶߏ
ĶᅈķăĶܕķ˟фĄѣᙯ˘ᕇĂт˯͔͛ĂѦ፸дĮኢᄬٕયį̏གྷ
ĂனдֶѦ̝̄ຍĂΐͽᛚᛖ̈́ଯࢉĄࢵАĂтڍĶ̃̄ķĶ̈ˠķౌ
ѣࣇ۞ݡᇇĂ֤ᆃĂ͋̄၆ࣇ̙ᑕྍѣٙᏜĶᅈ̝ķĶ̝ܕķ۞ય
ᗟĄ၆ٺѣᇇҖ۞ˠĂ͋̄ᓁߏᚍ۞ݍԙ̄ࢋкᏐܕĄᄲĈĶԙ̄ˢ
ԂĂԙĂᖰ҃ܫĂѶຑிĂ҃Ꮠ̥ĄķĞĮኢᄬįĲጯ҃ĳğ42 ˫ᄲĈĶ֧̥
ࠎ࡚Ă ̙̥ĂۢĉķĞĮኢᄬįĲ֧̥ĳğ၆˘ྫྷٺਠˠ࠹Ă͋̄۞

40 漢．班固，《漢書》
，卷 60，第9 冊，頁 2668。
41 《周禮注疏》，卷 7，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 3 冊，頁116。
42 《論語》〈學而〉載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其意與親仁而遠小人之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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ᄲߏڱĶᄃˠϹķĂ43 ֭҃ͽܧĶᅈܕķ҃ኢĄߊᄃĶ̃̄ķĶ̈ˠķ࠹
υืັ੩Ķᅈܕķ۞યᗟĂϤѩΞซ˘ՎᙋځĂĶ̃̄ķĶ̈ˠķౌ̙
ົᇇ֏҃ॾݡĄĶ̃̄ķĶ̈ˠķΪߏӖ̄ĶѶຑிķ۞၆෪̝˘Ą
Г۰Ă၆ٺүࠎĶζဉķĶҊ˭ķ۞Ķ̃̄ķĶ̈ˠķĂЯࠎဉ۞ᙯ
ܼĂᗕ͞Т˘छĂҋᙱҺົѣĶᅈ̝ķĶ̝ܕķ۞ଐڶĄ࠹ͅĂтڍ
Ķ̃̄ķّ̃ھĂĶᅈ̝ķĶ̝ܕķҬͼಶଂᄲ˞ĂЯࠎ၆ࢪٺ
Ϡ۞ّ̃Ă͋̄ॲώಶ՟ѣٙᏜĶᅈ̝ķٕĶ̝ܕķΞ֏ĄĶᅈ̝ķĶܕ
̝ķព੫၆छ͟ا૱Ϡ߿҃֏Ąߋࡌॡշ̝̃มۤϹϠ߿̙ࠤᐛĂҌ
͌д͈̝̀̂ม۞ଐڶᑕྍтѩĂ҃͋̄дѩϒߏ৭д͈̀̂۞ϲಞֽᄲྖ
۞ĂᄃĶ̃̄ķĶ̈ˠķ࠹၆۞ϒߏүࠎĶӖ̄ķ۞͈̀̂Ąೱ֏̝Ă
Ķ̃̄ķĶ̈ˠķౌߏଂۤົгҜ҃֏۞Ą
ޢĂώ͛̚Ķ̙गķĶᙱዳķෟ˵˩̶ЫღĄтڍĶ̃̄ķߏھ
ჍĂࠎң͋̄ົഇՐĶ̃̄ķυืᅊึĉТॡĂĶ̃̄ķ˫ᑕྍ၆ኡᅊึĉ
ͅ៍Ăүࠎд˯Ҝ۞ĶӖ̄ķ
Ăтࢋ̄͋ڍՐд˭Ҝ۞Ķ̈ˠķᅊึߏԆБ
Ъந۞Ąࠎᙯᔣ۞ߏĂ͋̄дѩТॡ˵ࢋՐĶ̃̄ķᅊึĄೱ֏̝ĂĶ̃
̄ķүࠎĶ˭ˠķ˵ᑕྍྫྷĶ̈ˠķ˘ᇹ၆д˯۞ĶӖ̄ķᅊึĂߏߋࡌ
ॡ۞ˠᓾտ۞˯˭̝ԔٙΒӣ۞ВᙊĂ˵ಶߏٙᏜĶᖃķĄ44 ˯˭ѣԔ
۞Ķᖃķ۞ВᙊĂჟৠ֭ܧдࢋٺՐٙѣّ̃၆շّυืᅊึĄ
ԧࣇᑕྍ͌࣎˘ߏ̄͋ؠᓾˠଐăᓾந۞ˠĄѣᙯ˘ᕇĂĮኢ
ᄬį̚ᙋፂࠤкĂͦᒽᓝĄ͋̄ߊഇՐĶ̃̄ķĶ̈ˠķд၆ޞӖ̄

43 《論語》〈公冶長〉：「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新近湖北出土郭店楚簡〈五行〉亦
云：「以其外心與人交，遠也。遠而莊之，敬也。敬而不懈，嚴也。嚴而畏之，尊也。尊而
不驕，恭也。恭而博交，禮也。」見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頁 80。
44 宋．陳祥道，《論語全解》解釋〈女子與小人章〉曰：「女子、小人，不知禮義者也。不知
禮，故近之則不孫。不知義，故遠之則怨。」見氏著，《論語全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第 196 冊，頁 212 上。按：祥道為北宋哲宗時人，他的《論語全解》在當世流行於
場屋，為士子誦習。祥道並未解釋女子與小人的意義，而著意於說明女子小人難養的原因在
於其「不知禮」。事實上，陳祥道的說法早已由《古文孝經》孔《傳》發嚆。孔《傳》云：
「君子役私家之內而君人之禮具矣。」猶有進者，孔《傳》的說法又本於孔子本人和曾子的
看法。詳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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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ॡ࣏ĂдၗޘҖࠎ˯ࢋᅊึĂҋѣ۞˘൫நĄтڍϡ̫͇۞៍
هĂԧࣇࠤҌΞͽᄲ͋̄үࠎ˘छ̝Ă˘ؠᔘѣтѩࢋՐ۞ᝋӀĂӎ
Ă̙ಶߏநפጂ˞ĉॲፂĮኢᄬį۞ྶĂ࠹̙̄͋ܫҌٺтѩ̙
ܕˠଐĄ
ॲፂĮኢᄬį۞ྶĂ͋̄ଂֽ՟ѣͽّҾֽໄ߁˘࣎ˠ۞̖ਕݡ
ॾĄ͋̄૱૱ोӖ̄̈ˠ၆ͧĂᄲӖ̄тңĂ̈ˠтңćѣॡ˫ᄲѣᇇ
۰тңćΞ֍Հкߏଂវ۞ҖࠎֽኢˠĄѩĂԧࣇಶځϨΪົᄲ
Ķμ֏΄ҒĂᔿջ̥ķĞĮኢᄬįĲጯ҃ĳğĶ҃ܧ̝Ăኟ˵Ą֍ཌྷ̙
ࠎĂ˵ķĞĮኢᄬįĲࠎ߆ĳğ˘ᙷ۞ྖĄૻአͽˠώ֗۞ݡᇇ҃ኢˠĂ
ّ֭҃ͽܧҾֽՙؠ၆ˠ၆ְ۞ҿᕝĄ˘ਠˠ၆̽۞ࢋՐࢦ࠻ــձ۞
វਕĂЯࠎૻӴ۞̖̽ਕૉࢦᅈĄ̙გᅬᔘߏฯՀѣ˧ณĂࢦෛ
វਕ၁ಶᙱҺົͽّҾֽҿᕝ̽۞ᆊࣃ˞Ą҃Ă͋̄ઐઐপҾᓏځĈ
Ķ̙៝Ⴭ˧ĂჍᇇ˵ķĞĮኢᄬįĲጳયĳğĄтڍԧࣇಏጴАរ۞ّҾڡෛ
ϲಞĂિ͋̄ኢˠĂυΪົͽّҾֽ˘ໄ҃ኢĂෞ㒨Ҳّ̃۞ݡ
ॾĂኢтңౌ̙ਕૉზүπ̝ኢĄ
Įኢᄬįώ͛̚Ķ̃̄ᄃ̈ˠᙱዳķߏඕኢĂ҃Ķ̙̝ܕगĂᅈ̝
ީķߏĶᙱዳķ۞၁ᅫ̰टٕ۰ࣧЯĄ͋̄ᄲĈĶˬˠҖĂυѣԧरķ
ĞĮኢᄬįĲ҃ĳğĄТநĂˬˠҖ̚Ă˵ޝΞਕѣĶ̙̝ܕगĂᅈ̝ީķ
۞ˠĄ၆ٺᇹ̙ᅊкީ۞ˠĂ͋̄Ξਕ˵ົჍࣇࠎĶ̈ˠķĞᇇॾݡ
ཌྷğĂҭ̂ໄ̙ົᄲᇹ۞ˠĶᙱዳķĂநϤѣ˟Ą
ࢵАĂ͋̄ૺᙜυื྿ຍĞĮኢᄬįĲី̳ĳğĂ҃྿ຍ˫υืдͼਕ
ૉĶϒЩķĞĮኢᄬįĲᗞஅĳğĄ͉Ϋ̳Ⴭ͋̄үĮߋࡌįĂĶඊඊĂ݇
݇Ă̄आ̝व̙ਕᙒ˘ᙜĄԙ̄צĮߋࡌįĄ͋̄͠Ĉĺۢ͵ޢ۰ͽĮߋ
ࡌįĂ҃ཋ۰ϺͽĮߋࡌįĻķĄ45 Ξ֍˲ߏঘזЩ̶۞ᄬ֏Ă͋̄ౌপҾ
ڦຍĂܧүĮߋࡌįтѩĄĮᔹྐγ็įѣ˘߱ࡔᐂ֖ͽᄲ̄͋ځ၆ϒ
Щ۞ᓾտĄ͠ĈĶַ͋̄ӱ؞ٺगĄ؞ग̝ङ఼͠ĈĺӖֹˠĂᄃ
̝ͼĉĻ͋̄͠ĈĺӍჷӖٺפҊᏜ̝פĂ̙͠ĄĻ؞ग၄ĂӘङ఼͠Ĉ

45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 47，頁 745 -746。孔子實在遠具先見之明；當今性
別詮釋論者正執孔子所謂「女子」與「小人」
，大放厥詞而「罪丘」者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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ĺ̫ͽـĂӖѣפᏜ̝פĂ͠ĄĻ͋̄͠Ĉĺϒ̝֏҃ӖҊ̝ཌྷؠ
ջĄĻķ46 ӖҊ̝Щ̶ᘭٺĶפķᄃĶķ̝̙ТĂ̙͋̄टధĄ
ѨĂ͋̄ځځᄲĶ̃̄ᄃ̈ˠࠎᙱዳ˵ķ
ĂѩĂĶķфߏᙯᔣٙ
дĄĶķܑϯຍஉ۞γטࢨؼĂ˵ಶߏĶΪѣķ۞ຍޥĄߊΪѣĶ̃̄ķ
ᄃĶ̈ˠķĞۤົгҜཌྷğ̖Ⴭ˯ĶᙱዳķĂˠӈֹৌ۞̙ᅊкީĂԧ
ࣇ˵̙ਕᄲࣇĶᙱዳķĄࠎ̦ᆃΪѣĶ̃̄ķᄃĶ̈ˠķ̖Ⴭ˯Ķᙱዳķ
ĉĶᙱዳķ۞݈೩ಶߏᄲྖ۞ˠᅮࢋĶዳķࣇĂЯѩ̖ѣĶᙱዳķ۞ય
ᗟĄࠎ̦ᆃᄲྖ۞ˠࢋĶዳķĶ̃̄ķᄃĶ̈ˠķĉநϤ˩̶ᖎಏĂĶ̃̄ķ
ᄃĶ̈ˠķౌߏᄲྖ۞Ӗ̄छ㝯۞ζဉҊ،ĄӖ̄၆ҋ̎۞Ҋဉѣহዳ۞ཌྷ
ચĄ47 ѩౢ̚۞Ķዳķф੫၆Щ̶҃֏ĂᙯᔣຍཌྷĂٺѩΞ֍ĄѩγĂጯ
۰̶ژĲ̃̄ᄃ̈ˠౢĳଂֽౌنரĶዳķ˫ѣԝֹ̝ຍĄĮᇃฮįĲᛖĳ
 ס1 ˭ĈĶዳĂֹ˵Ąķ48 ͋̄ᄲ̃̄ᄃ̈ˠᙱዳĂੵহዳ̝ཌྷγĂٕధϺ
ѣ۰ᙱͽԝֹ̝ຍĄࡰፏĮޢ႔३įĲއ۰Е็ĳኢ͠ĈĶͽវܧБ
ঈĂଐԠ։Ă఼ᙯ̚ˠĂͽٽԝዳͼĉķ49 ̚Ꮬއ۰ĶͽٽԝዳķĂއ۰
༊˵ߏ˭ˠĄϤĶዳķф۞ԝֹཌྷ࠻Ăԧࣇ͋̄ٙ֏۞̃̄ᄃ̈ˠ۞ߏ
छ̚۞Ҋ،˭ˠĂ༊ளᛉĄ
ְ၁˯ĂΟෳ͈̝̂छহዳҊ،ࠎ૱ְĂЯѩĂтңহዳछ̚Ҋ
،˵ߏ˘І˩̶ࣃᓾտ۞ְĄ50Įٽį̚ಶҌ͌ѣۡנତ೩זҊ،д
46 漢．韓嬰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5，頁 200 201。
47 孔子時代的人講孝，「養」父母是孝子的基本義務。《論語》〈為政〉載孔子曰：「今之孝
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可見孔子在《論語》中講「養」
都包含義務之意，因此，「養」都有具體對象而非泛指。Simon Leys 也注意到〈女子與小
人章〉中「養」字的關鍵意義，從而斷定本章所論的「女子」與「小人」均限於孔子家中之
婦女和僕人而言。見氏著，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頁 204。
48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
（北京：中華書局，1983）
，頁 40。
49 范蔚宗〈宦者傳論〉張銑注曰：「養，使也。」見《六臣註文選》，卷 50，收入《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第 1331 冊，頁327a。
50 明萬曆間（1573 -1620）馮從吾《四書疑思錄》曰：「人多加意於大人君子，而忽於女子小
人，不知此兩人尤是難養者，可見學問無微可忽。」又汪烜《四書詮義》云：「此言修身齊
家者不可有一時之可輕，一物之可慢。毋謂僕妾微賤，可以惟我所使，而忽以處之。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而禮必本於身，以惠愛之心，行天澤之禮，亂本弭矣，所謂『莊以之，慈
以畜之』也。君無禮讓則一國亂，身無禮則一家亂，女戎宦者之禍天下，僕妾之禍一家，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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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ࢦࢋّĂ֭ࣄѩϦࢉ̝ͮנཌྷ͵̝Ą 51ĮٽįĲॠĳĈ
Ķ̱˟ĂॠӈѨĂᘃྤĂආဉĄķĮ෪į͠ĈĶආဉĂ͍˵Ąķ
Ķ˝ˬĂॠൎѨĂಉආဉĂᆖĄķĮ෪į͠ĈĶॠൎѨĂϺ๋̏ջĄ
ͽॠ˭Ăཌྷಉ˵Ąķ52ĲॠĳנٚĲᖳĳנĂᓾឬॠ͂႖̝ཌྷĂ҃ॠ̝
қᄃӎᙯᔣౣд֗͂႖۞ˠߏӎĶආဉķтң၆ޞĶආဉķ
Ą
ࡶၗޘε༊ĂᅅෛĶආဉķ
Ă̙ԯĶආဉķ࠻үҋछˠĞĶॠ˭ķ
ĂĶ˭ķ
˭ˠආဉğĂĶආဉķϺෛˠт࿅މĂڍޢҋߏĶಉආဉĂᆖķ
˞Ą
ĮٽįĲⲝĳĈĶ˝ˬĂܼⲝĂѣ়ᆖĂহҊ،ĂРĄķͳĮڦįĈ
Ķд̰˟ܕĂͽวܢౚĂܼ҃ⲝآĂ߇ܼ͠ⲝĄⲝ̝ࠎཌྷĂآᅈ̈ˠĂͽว
ܢౚĂܼٺٙдĂ̙ਕᅈचĂϺ̏ጶջĄئآ҃Пᆖ˵ĄܼٺٙдĂহ
Ҋ،Ξ˵Ą߉ְ̂ٺĂ̵̝˵ĄķĮ෪į͠ĈĶܼⲝ̝ᆖĂѣ়ጶ˵Ąহ
Ҋ،ĂРĄ̙Ξְ̂˵ĄķĶ˝αрⲝĂӖ̄РĂ̈ˠӎĄķͳĮڦįĈ
Ķٺγ҃ѣᑕ̰ٺĂӖ̄рⲝĂ߇ਕ̝۽Ą̈ˠܼĂߏͽӎ˵Ąķ53Ĳⲝĳ
֏נӖ̄ੜᔖ̈ˠĂٙͽĂĮ෪į͠ĈĶ͇˭ѣ̋ĂⲝĂӖ̄ͽᅈ̈ˠĂ̙
50 恩不素孚，分不素定之故也。夫子言之，其為天下後世慮者至深且遠也。」引文俱見程樹德
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7），第 4 冊，頁 1244 1245。馮、汪說雖然針對《論語》
，但其理則更先見於《周易》
。由此亦可見《周易》與《論
語》論臣妾與女子小人意旨相通而兩書所針對的對象亦相同。
51 按《說卦》：「〈兌〉……為剛鹵，為妾，為羊。」錢大昕考證「羊」當作「養」，廝養也。
見氏著，《十駕齋養新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卷1〈兌為妾為養〉條，上
冊，頁 9。據此，〈兌〉卦也討論廝養臣妾的問題。又〈剝〉卦也談到「臣妾」的問題，不
過，所講專指「宮人」而言。《易》〈剝〉曰：「六五，貫魚，以

人寵，

不利。」王弼

《注》曰：「處剝之時，居得尊位，為剝之主者也。剝之為害，小人得寵，以消君子者也。
若能施寵小人於

人而已，不害於正，則所寵雖眾，終

尤也。貫魚謂此眾陰也。駢頭相

次，似貫魚也。」 見《周易注疏》，卷3，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1冊，頁64。又
程頤曰：「

人，

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愛之義；以一陽在上，眾陰

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見宋．程頤，《周易程氏傳》，卷3，收入《二程集》（北京：中
華書局，1984）
，第3冊，頁815。朱熹則曰：「魚，陰物；

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

五為眾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

不利也。」見宋．朱

熹，《周易本義》
，〈周易上經第一〉
，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1冊，頁51-52。
52 《周易注疏》，卷 4，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 1 冊，頁85。
5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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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ᚑĄķѩĂӖ̄ă̈ˠ၆ჍĂĶ̈ˠķ˜ᇇॾݡཌྷĂᄃ˝ˬٙ֏۞
ĶҊ،ķ̙ТĄᐟᄲĲⲝĳ˝ˬ͠Ĉ
วԠᄲౚĂˬᄃ˟̷ͧĂܼͼ˟۰˵Ąⲝෳి҃ᅈĂѣܼٙĂщਕిͷ
ᅈ˵ĄचⲝٺջĂ߇ࠎѣ়˵Ąⲝ̙҃ిĂߏͽП˵ĄҊ،Ă̈ˠ̃̄Ăᘃ
ा̙҃ۢཌྷĂᏐຑ̝˯مĄܼ̝ռाĂᘃ̈ˠ̝̃̄˵Ą߇ͽহዳ
Ҋ،Ăࠎ͕Р˵ĄӖ̝̄̈ޞˠĂϺ̙тߏ˵Ąˬᄃ˟ܧϒᑕĂͽ
54

ᇸͧ࠹ᏐĂޞܧӖ̝̄ĄࡶͽϒĂᔵܼ̙ࠎѣ়Ą

ᐟۡ֏ĶҊ،ķӈߏĶ̈ˠ̃̄ķĂ୮ႷયĂߏણ҂Ĳ̃̄ᄃ̈ˠౢĳ
ֽྋĲⲝĳנĄ55 ٙᏜĶᘃा̙҃ۢཌྷķĂӈߏ͋̄ٙᓾ۞Ķ̙̝ܕगĂ
ᅈ̝ީķĄ56
Ѧ፸၆Įٽį˵ѣࡁտĂᇤĮٽώཌྷįĄᔵĮٽώཌྷį۞ᄲڱᄃᐟ
Įٽ็į̙Ⴝ࠹ТĂҭ၆ٺĲⲝĳ۞נྋᛖĂѦ፸ᚶٚ̄Ăᔵд࣎Ҿ
г͞೩ளᄲĂҭ̂ў̪˘Ą57ĮٽώཌྷįኢĲⲝĳ͠ˬ˝נĈ
˭ͧ˟ౚĂ༊ⲝ҃ѣܼ̝ٙ෪Ăѣ়҃П̝˵ĂͽহҊ،РĄᄏӖ̄
58

̝̈ٺˠĂଘҊ،̙υኰ҃Ξহ҅Ă߇ΚтѩĄ

Ҋ،ᄃˠТاĂጐგ̙ኰĂҭ̙Ξ̙হĂ̙Ξ̙ዳĄ༊ԙ̄ય̈́ᐟ၆
Ĳⲝĳ۞נྋᛖĂѦ፸ඍĈ
54 宋．程頤，《周易程氏傳》
，卷3，收入《二程集》第3 冊，頁 867- 868。
55 李光地《周易折中》對〈遯〉的按語云：「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
孫，遠之則怨。』然則不遠不近之間，豈非不惡而嚴之義乎！故當遯之時，有所係而未得
去者，待小人以畜臣妾之道則可矣。」李氏同樣以〈女子與小人章〉解釋〈遯〉卦，而他
對此章的理解顯然遵守朱《注》。見清．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卷 5，收入《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第38 冊，頁144 下。
56 朱熹四十三歲時編纂《論孟精義》，在〈女子與小人章〉下臚列了北宋五家的說法，其中三
家都以《易》來說《論語》。見《論孟精義》，卷 9 下，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7 冊，頁 593。
57 朱熹嘗對弟子評論《易程傳》曰：「大抵程《傳》所以好者，其言平正，直是精密，無少
過處，不比他處有抑揚，讀者易發越。如上蔡《論語》義理，雖未盡然，人多喜看，正以
其說有過處，啟發得人，看者易入。若程《傳》則不見其抑揚，略不驚人，非深於義理
者，未易看也。」見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 117，第 7
冊，頁2814。
58 宋．朱熹，〈周易下經第二〉，《周易本義》，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1 冊，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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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ᐝĂࡶͽ

59

ܼ̝Ă୕୕ΝջĄ

˫ԙ̄ም̄චĞфॡᓝğયĈĶĲⲝĳĈĺ˝ˬĂহҊ،ĂРĄĻᐟĮ็į
͠Ĉĺܼ̝ռाĂᘃ̈ˠ̝̃̄˵Ă߇ͽহዳҊ،ࠎ͕Р˵Ą̈
ˠ̃̄Ă̙̝ܕगĂᅈ̝ީĄࡶͽռाᘃ̝ĂϏυ̙ѣॄӊĂ҃ѩͮ
ͽࠎРĄңࡠĉĻķѦ̄ඍ͠Ĉ
ѩ̙ͮΞְ̂ĂҭΞহҊ،҅Ą˭҃ѣͽᘃ̝ĂϏࠎεϒĂҭऻٙͽᘃ̝
60

۰εϒ҅Ą

Ѧ̄۞ᄲͽ˘ڱర̝Ăૻአ˘छ̝̰Ăဉഈ́࠹ĂΞᔖҺ˘ְ៍މ
၁Ą
Ѧ፸၁ְՐߏĂଂ̷֗۞Ϡ߿གྷរΝᅳரĲⲝĳנಲᖟ۞ˠϠ၁ଐĂٙ
ͽĂ˫Ә෦ԙ̄ĂᄲĈĶĮٽį̚ྎᙊۏଐĂ౯ໂˠְĂౌߏ၁ѣѩְĄ
̫ጯ۰π͟Ϊд፶

˭௫Ă̙曾ᑕତ͵តĂ˘όѩĂ࠰࠻̙Ąߙᖞॡ

˵тѩĂӈგ̙࠹ˢĂٙͽ૱ᄲĮٽįᙱĄķ61 Įٽį۞υ౯୧І
ߏᖳಱ۞ˠϠགྷរĂυืĂѦ̄۞ᄲ˵ڱధΞᏜ۞ྚᛖநኢĂҭ࣎
Ķநኢķ၁ߏώˠ۞ˠϠགྷរ۞ඕĂ̙҃ߏϛࣚޥຐ۞൴ځĄѦ̄д
Ωγ˘࣎ಞЪ˫၆ԙ̄ᄲĈ
ѩ३ĞĮ็ٽį
ğҋߏᙱ࠻Ăืགྷ።͵߇ĂкᙊႽˠଐۏநĂ͞࠻ˢĄᄏ
ѩ३π୶Ăٙᄲְ̝࠰ߏ֍̫ٙϏဘѣ۰Ąт֏ְӖְ̈́ĂតଈᙱĂ࠰
Ϗဘ༊ĂΞۢॡקĄᄏᄲᔮᅈĂϏѣְغΒдѩĄጯ۰ืА
Įྐį
ăĮ३įགྷĂѣმ֍Ă̈́അགྷ።࿅ѩඈְĂ͞Ξͽ̝Ăק
̝קĄѩܐጯ۰ٙͽϏΞ࠻ܮĄߙ၇યĮ็ٽį
Ăˠ࠰ــٙĂΞ֍ѩ
62

३ᙱĄ

ពĂѦ̄ᛖགྷĂૻአϠ߿វរĂ҃˫ࢋՐ۰υืਕૉᚒ३̚۞Ķק
̝קķĂ֭҃ܧΪᓾտ৽ࢬ˯۞҃̏Ą63 በᏭĮޥܕᐂįĂ ס̚10 ᗟ
5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
，卷 72，第5 冊，頁 1823。
60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60〈答潘子善問《易傳》、《近思錄》〉，收入朱傑
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23 冊，頁 2902。
6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
，卷 72，第5 冊，頁 1823- 1824。
62 同上註，卷 117，第7 冊，頁 2813- 2814。
63 朱熹曾說：「學固在乎讀書，而亦不專在乎讀書。」即是此理。同上註，頁 2814。又說：

漢學研究第 25 卷第 2 期

152

ࠎĲᓜ߆ְ̝͞ĳϒќᐂᐟྋᛖĲⲝĳ֏۞נኢĂѦ̄ώˠ၆Ĳⲝĳנ
۞நྋ˵Ξͽޥ࿅ΗջĄ64 ଂཌྷந͞ࢬ࠻ĂѦ፸ᄮࠎĂˠ̝ٺҊ،ĂĶఄ
ͽ㢎̝Ăຎͽহ̝ķ ĂυͽĂႷϒߏĮΟ͛Ԃགྷį͋Į็įٙᏜ۞
ĶӖ̄ԝռछ̝̰҃Ӗˠ̝ᖃջķ۞நĄΩ˘͞ࢬĂѦ፸Ⴗ˵ߏͽĲ̃
̄ᄃ̈ˠౢĳֽ൴ځĲⲝĳ̝נཌྷĂٕ۰Ăԧࣇ˵ΞͽᄲĂѦ፸˵ߏͽĲⲝĳ
̝נཌྷֽ൴ځĲ̃̄ᄃ̈ˠౢĳ ĄኢтңĂߏͽགྷᛖགྷ۞ྚᛖ͞ڱĄ
ॲፂ˯۞̶ژĂ͋̄၆Ķ̃̄ķĶ̈ˠķഇՐᅊึĂᑕྍߏྫྷ
۰۞ۤົгҜѣᙯĄГ۰Ă͋̄ྖٙ̚ޝΞਕΪࢨٺҋ̎छ㝯۞Ķ̃̄ķ
ᄃĶ̈ˠķ
ĂЯѩĂԧࣇ̙ਕᐌܮ۞ྖ۞ӣཌྷࢨгؼणγҩĂ˭͇ھ
ٙѣ۞Ķ̃̄ķᄃĶ̈ˠķ
ĂՀ̙ࢋͽࠎ͈̄ᄊຍ൭ቩ͵มٙѣ۞ّ̃Ą˵ధ
ϒЯࠎ͕͋̄ھĂٙͽĂჍײҋ̎छ̚۞ဉࠎĶ̃̄ķᄃĶ̈ˠķ
Ă
၁̙ಀߏ˘ᇸჍĄ65 Ҍ̄͋ٺңͽАĶ̃̄ķޢĶ̈ˠķĂ̚Ϗυѣң
எཌྷĂΞਕ͋̄ຏଐ˯၆छ̚Ķ̃̄ķՀᛇᏐĂ˫ٕ۰ЯࠎĶ̃̄ķ̚ѣ
63 「朋友來此，多被冊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爾。有所面
言，資益為多。」同上註，頁2809。
64 《近思錄》，卷 10〈臨政處事之方〉：「〈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程頤《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見《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第699 冊，頁 320 下。
65 孔子對弟子有時也用暱稱， 呼作「小子」。《論語》〈公冶長〉：「子在陳曰：『歸與！歸
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也。』」《論語》〈先進〉：「季氏富於周公
而求也為之聚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又《論語》〈陽
貨〉：「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此外，《韓詩外傳》曰：「孔子游於景山之
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
漢．韓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卷 7，頁 268。又《禮記》〈檀弓上〉：「孔子
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
子何善爾也？』
」見《禮記注疏》
，卷 7，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5 冊，頁 130。反
觀，先秦其他典籍中出現的「小子」一詞，或與「小人」同義，或為謙稱（《論語》〈堯曰〉
引《尚書》即有一例），而並無用作暱稱的例子。反觀，先秦及兩漢典籍中，孔子呼「小子」
者，都不可能指「小人」或作「謙稱」，而只可能是暱稱或戲稱。由於孔子跟弟子關係親如
父子，戲用暱稱，所以，弟子在夫子面前也習慣自稱「小子」。《論語》〈陽貨〉記子貢曰：
「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應該指出，「小子」作親暱的稱謂在孔門第二代師弟之間仍
用不絕，可算是孔門傳統。見《論語》〈泰伯〉及《論語》〈子張〉。又按：東晉人又以「阿
子」作暱稱者，見余嘉錫著，周祖謨、余淑宜整理，〈賢媛〉，《世說新語箋疏》，頁 694 之
劉孝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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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ᙷౖ۞ַଂĂсࣇ۞̶֗ͧ˘ਠ۞ဉர̝߇Ą᎗ᄮࠎĶ̃̄
̈ˠķछ̚Ķဉ،ķĂ ҃Ķ،ෛဉ൘ܕĂ߇̃̄д̈ˠ݈ķĄ66 ѩϺΞ౯˘
ᄲĄࢋ̝ĂĶ̃̄ķᄃĶ̈ˠķдѩౢ̝АޢĂ̙υஎտΞ˵Ą
͋̄ᓾտٙᏜĶϒЩķ
Ăԓ୕༊ॡۤົ˯˭ౌਕૉઇזӖӖăҊҊăͭ
ͭă̄̄ĞĮኢᄬįĲᗞஅĳğ
ĂЯѩĂޝѣநϤТᇹԓ୕Ķ̃̄ķᄃĶ̈ˠķ
˵ਕૉĶЩϒ֏ึķ
ĂઇזĶ̃̄ķᄃĶ̈ˠķ۞ώ̶Ă˵ಶߏдҖࠎၗޘ
˯ਕૉᅊึĄ67 ϤѩΞ֍Ă༊͋̄ᄲĶ̃̄ᄃ̈ˠࠎᙱዳ˵ķ۞ॡ࣏Ă
ٙჍ۞υߏপؠˠᅫᙯܼ̚۞ˠĂ̙҃ߏّ۞ھҾĄ͋̄ᓾտˠࣖĂ
Ķ̃̄ķᄃĶ̈ˠķᑕྍ˵ߏˠࣖ۞˘ᒖ҃̏Ą
Ҍ̄͋ٺ၆Ķ̃̄ķᄃĶ̈ˠķ۞៍၅ߏغזӎቁ̳πĂԧࣇΪਕ
ૉଂᇃ۞ھ၁ᅫགྷរΝᑭᙋĂ̙҃ਕૉ෦ኜ࣎ˠ۞ଐჰăܫЈٕАរ۞
నĄ͋̄ҋჍߏ˘࣎Ķிр̝Ăυ၅ćிೋ̝Ăυ၅ķ۞ˠĞĮኢᄬį
Ĳី̳ĳğ
Ăтڍԧࣇਕૉπ˘ᕇĂԧࣇҌ͌ࢋٚᄮ̝ٙͽᄲĶ̃̄ᄃ
̈ˠᙱዳķ
ĂЯࠎд۞Ϡ߿གྷរ㝯ĂֱĶ˭ˠķ۞ቁߏĶ̙̝ܕगĂᅈ
̝ީķĄԧࣇѣநϤ࠹ܫĂ۞࣎ҿᕝ˘ߏؠགྷ࿅ܜഇдछ̚ྫྷĶ̃̄ķ
ᄃĶ̈ˠķ࠹Ăѣຏٺҋ̎۞Ꮠ֗གྷរͿ៍၅ֽ҃۞ĄߏЩઘ၁
۞Ķ͈̄ҋķĞĮኢᄬįĲጳયĳğĄ

̱ăඕāኢ
ĮኢᄬįྶĲ̃̄ᄃ̈ˠౢĳĂϫ۞ܧдٺϹ͋̄၆ّ̃۞ઐ֍Ă
҃၁ᅫ˯ྫྷ͋ܝπٙ͟ᓾտ۞ጯયѣᙯĄĮ͋̄छᄬįĲрϠௐ˩ĳѣͽ˭
˘߱ྶĂ֖ͽ͚ԧࣇ၆Ķ̃̄ķĶ̈ˠķ۞̶ژĄ
അ̄͠ĈĶ࠹ࠤۑᖎĂఄࠤ̙ᏐĂߏ߇Ӗ̝̄ۑĂ֖ͽϹᝌĂఄ֖ͽ
68

јᖃĄķ͋̄ჷ֏˵Ă͠ĈĶ˟ˬ̄Ԡ̝ĄᏜણ˵̙ۢᖃ˵ĉķ

അ̄ٙᓾ۞ĶۑķĶఄķ၁ᅫ˯ϒߏ͋̄ٙᓾ۞ĶܕķĶᅈķĄĶ࠹ᖎķ
66 錢穆，《論語新解》上冊，頁 618。亦見本文註5 說明。
67 郭店楚簡有〈六德〉篇，所謂「六德」即「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見李
零，《郭店楚簡校讀記》
，簡 23 - 24 和簡 34 - 36。
68 漢．孔肅，《孔子家語》
，卷 2，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5 冊，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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ಶߏၗޘᐌၙٽܮĂ̙ᓾտᖃ༼Ăߏ͋̄ٙᓾ۞Ķ̙गķĄ69Ķ̙Ꮠķಶߏ
̢࠹ழᅈĂᄻЪৠᗓĂಶߏ͋̄ٙᓾ۞Ķީķ
Ą၆ٺซੜ༊۞Ӗ̄҃֏Ă
ਕૉઇזĶͽ֖ۑϹᝌĂఄ֖ͽјᖃķĄ70 അ̄ٙ੫၆۞ĶۑķᄃĶఄķ۞
၆෪̙ځĂҭ֭ϏᄲזĶᙱዳķ۞યᗟĂٙͽ࠹ܫٙ۞ߏ˘ਠˠĂ
̚ҋ˵Β߁Ķ̃̄ķĶ̈ˠķ
Ąഅ̄ٙ֏ĂࢦᕇдٺӖ̄۞ҖࠎĂ̙҃д
ٺҖࠎ۞វ၆෪Ąٙᄲ۞Ӗ̄ҖࠎϒрΞͽϡֽ၆̄͋ڼٙࢬ၆۞Ķ̃
̄ķĶ̈ˠķĂ҃ᙯᔣдٺĶᖃķĄ71
၆അ̄၆Ӗ̄۞Ћຐ̄͋၆Ķ̃̄ķĶ̈ˠķ۞؉ĂԧࣇՀਕ
ૉڟካ͋̄ࠎ̦ᆃপҾ٧അ̄ྖٙ̚Βӣ۞Ķᖃķ
ĄலౣĂүࠎ˘छ̝۞
Ӗ̄д၆ࠎ֗ޞဉ۞Ķ̃̄ķᄃĶ̈ˠķॡĂυืᓾտ۞ᔘߏซੜ̝ม۞
ᖃ༼̶̇Ą̶̇ो॒༊ĂБछ˯˭ΞͽᏉࠀᝌሄĄĮٽį۞Ĳॠĳנ
69 明．呂坤談士君子與「僕隸下人」的區別時也曾說：「士君子之偶聚也，不言身心性命，則
言天下國家；不言物理人情，則言風俗世道；不規目前過失，則問平生德業。傍花隨柳之
間，吟風弄月之際，都無鄙俗媟嫚之談，謂此心不可一時流於邪僻，此身不可一日令之偷惰
也。若一相逢不是褻狎，便是亂講，此與僕隸下人何異？只多了這衣冠耳。」見明．呂坤、
洪應明著，吳承學、李光摩校注，《呻吟語．菜根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頁93。儘管呂坤在此並非討論《論語》，但他用的正是朱熹所說的「僕隸下人」一語，而他
們的特點也正在於曾子所講的「褻狎」
。
70 《論語》〈泰伯〉載曾子臨終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這段話與《孔子家語》所記足以互相
發明，雖然並未指明對象，但道理與孔子解釋女子與小人所以難養完全相通。
71 郭店楚簡〈五行〉亦有記載與孔子和曾子相似的言論。〈五行〉云：「不遠不敬，不敬不
嚴，不嚴不尊，不尊不恭，不恭無禮。」又云：「以其外心與人交，遠也。遠而莊之，敬
也。敬而不懈，嚴也。嚴而畏之，尊也。尊而不驕，恭也。恭而博交，禮也。」見李零，
《郭店楚簡校讀記》，頁 79。作者無疑也是談「與人交」的問題，換言之，對象並不針對家
中的「女子」與「小人」，而所講的「莊」、「敬」、「恭」、「嚴」正承自《周易》，同時又
合於孔子所言。《國語》〈楚語〉下記載：「（葉公）子高曰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
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
則偪，人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 18，第 2 冊，頁 586 - 587。「仁者」與「不仁者」對
言，而所謂「不仁者」，「人好之則偪，人惡之則怨」，正如孔子所講的「近之則不孫，遠之
則怨」。不過，葉公子高（與孔子同時）所講的「仁者」與「不仁者」乃從道德品格而言。
以仁來區分君子與小人，孔子也有類似的說法。《論語》〈憲問〉載子曰：「君子而不仁者
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處，「小人」指道德品格而言，與孔子在〈女子與小人章〉
從社會地位而講「女子」與「小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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Ĳⲝĳૻנአဉᙯܼ̝࠹ĂநдѩĄጏछᓾտᆅछ઼ڼĂந˵т
ߏĄ͋ܝԙ̄পҾдĮኢᄬį̚ᐂ͈̄၆Ķ̃̄ķᄃĶ̈ˠķ۞࠻ڱĂ࠹
˵ܫϒЯࠎ͋̄π͟ᓾጯυؠኢ̈́ᆅछ۞઼ڼநĄĮኢᄬįĲࠎ߆ĳ̠Ĉ
ĶٕᏜ͋̄͠Ĉĺ̄उ̙ࠎ߆ĉĻ̄͠ĈĺĮ३į̠ԂͼଘԂĂ̓˷ΈԙĂ߉
ٺѣ߆ĄĻߏϺࠎ߆Ăउ߆ࠎࠎĉķ͋̄ѩ֏ҾѣӣᄊĂҭछְᄃ઼
߆Ϗဘၟࠎ˟Ă൫எຍᑕྍߏ̙टཉႷ۞Ą
༊̫၆Ĳ̃̄ᄃ̈ˠౢĳ۞ّҾྋߏ˘Ϗགྷᙋ၁۞АរϲಞĄଂໄ
هቑᘞăΟᄬ֏௫ၚăĮኢᄬįώ͛۞̰дᙯᓑԺٕ͋̄ޥຐ۞ჟৠЧ͞
ࢬֽᑭᙋĂ˘̙Ξͽᇷᜨૻົܢă៩ᯗ఼̙̝ĄݑԇॡྋᛖĲ̃
̄ᄃ̈ˠౢĳॡᄲĈ
̙υ֏ဉ،Ą˲̃̄ă̈ˠ࠰˵Ą̙ߊ̝ܕगĂᅈ̝ީ˫Ăщٙ
ͼĉ͈̄ѩᄬĂϒߏ୬ˠಶޥٙ̚ͽ̝Ą̙֗ҖĂ̙Җ̄؍ٺĂ̎ͅ
72

҃ՐĂͼΞջĄ

ॡᄮࠎĶ̃̄ķᄃĶ̈ˠķĶ̙υ֏ဉ،Ą˲̃̄ă̈ˠ࠰ķĂ࣎ᄲ
˵ڱΞზߏّҾྚᛖ˞Ą73 ҃Ăॡ೩ѩᄲҾѣϡ͕ĂЯࠎצጯٺౙ
˝அ̝Г็ԙ̄ᖎĂᓾጯિ֍̝͗ܝĂᄃѦ̄ጯᄲϲளĄ74 ᄲ৷
ოଂཌྷந˯ϲኢĂ͛ᚥᙋፂԆБᗒтĄ༊̫۞ّҾྚᛖኢ۰Тᇹଂཌྷந˯
ϲኢĂ҃˫ТᇹͻЇң͛ᚥᙋፂĄॡ֍̝͗ܝٺݫĂ̙ۢ༊̫۞ّҾྚ
ᛖኢ۰ٱАរϲಞĂૻෟဳநĂજ፟˫ࠎңĉ
72 宋．錢時，《融堂四書管見》，卷 9 釋〈女子小人章〉，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3
冊，頁 667 下。
73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諫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杜預《注》：「婦女
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5，收入清．阮元，
《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257。杜預說似乎也是從《論語》得到啟發的。當今性別詮釋論者
大概也會引杜預為同道。Goldin 曾根據富辰這兩句話來分析古人對女性的看法，以「女德」
之「德」為女性性欲要求的魅力（potency），不可為訓。見氏著，“The View of Women in
Early Confucianism,” Chenyang Li ed., The Sage and the Second Sex: Confucianism,
Ethics, and Gender, p. 143.
74 《融堂四書管見》之《四庫全書》
〈提要〉謂錢時闡釋《大學》，「用古文《大學》，但析為六
章，不分經傳。蓋時之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出於陸九淵，門戶迥殊，故不用程朱之本。」見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3 冊，頁 579 下。由此推見，錢時對《論語》的解釋恐怕也有
故意與朱熹立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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၆ٺ༊ّ̫Ҿྚᛖኢ۰۞АរϲಞĂѦ፸၁അགྷѣٙԲෞĄᄲĈ
Ķ̫ጯ۰̙ົ࠻͛ౢĂкߏАϲռຍĂҋૺ̎ᄲĂΪࣄཐˠ֏ᄬઇᐝĂ
ܮҋԯ̎ຍତᄲΝĂঽ൭д˯Ă̙Ξ̙ԦĄķ 75 ३ԟĶАϲռ
ຍĂҋૺ̎ᄲķ
ĂߏѦ̄லϠࡴ˾͕Ăᛋଖ͵ˠ۞ᚍӘĄͧтĂᄲĈ
Ķ̫ˠ៍३ĂАҋϲ˞ຍ៍͞ޢĂႽதΟˠᄬ֏ˢઇҋछຍֽ̚ޥĂтѩΪ
ߏଯᇃҋछຍޥĂтң֍Οˠຍޥĉķ76 ˫ᄲĈĶ̂͛࠻ٯфĂืߏΪ
ಶ㝯ࢬ࠻ĂጐѣຍޥĄ̳̫Ϗ֍ώຍߏтңĂ㟂˘ήр֏ᄬᄤ˞˘
ࢦĂ՟நົд㝯ࢬĄѩߏ३̝̂ঽĄķ 77 ༊̫۞ّҾྚᛖኢ۰ــϒߏ
ĶϏ֍ώຍߏтңĂ㟂˘ήр֏ᄬᄤ˞˘ࢦķćࣇ۞Ķр֏ᄬķ༊
ಶߏѣᙯّҾࡁտ۞ॡᅽநኢĄֱநኢώ֗˵ధֽࣧҾѣٙፂĂϏဘ̙
Ξᑒӄԧࣇᄮᙊ˘ֱ።Ϋன෪ĂҭтڍдዦĮኢᄬį̝݈Ăநኢҋј˘
Ķռຍķ
Ă҃ྚᛖ۰˫ĶΪࣄཐˠ֏ᄬઇᐝĂܮҋԯ̎ຍତᄲΝķ
ĂтѩĂ
நኢܮјࠎ˘ޞإ८ᙋ۞АរኢĄ
ࢋᔖҺĶռຍķ
ĂѦ̄ᄮࠎĂጯ۰ĶืੜՎ۰Ă̙ࢋҋүຍޥĂΪѩ
͕ĂΟˠᄬ֏ࢬ݈ٸĂ࠻ຍࣆޥ୭ШңΝĂтѩ͕ەĂ͞ΞΟˠ
ຍĂѣܜซĄķ78 ٙᏜĶ͕ķĂ۞ߏၗޘયᗟĂಶߏ̙ΞĶАϲռຍĂ
ҋૺ̎ᄲķ
ĄଂΑ͈˯֏ĂѦ̄ᄲĈĶ˲៍३Ăͷኢѩ˘͛ཌྷтңĂ̙υ
ᄲĄķ79 ˫ᄲĈ
̂˲ˠ३Ăͷ༊͕˘ຍϒ͛ሢĂ̙Ξܮϲ֍ྋĄ࠻ϒ͛˞Ă㟂எ
ޥሢĂܮт̎ᄲĂтѩ͞ߏĄֽ̫ጯ۰˘ਠߏࢋү͛фϡĂ˘ਠߏࢋᄲ
າ؈Ăˠᄲ̙тԧᄲྵрĄѩጯ۰̝̂ঽĄᛊтˠᄲྖ˘ਠĂͷଂ
ᄲႽĂ̙ࢋ๓ᕝᄲĂ֭ͽ̎ຍ֍ԨᄲĄࡶтѩĂБ̙֍ᄲߏܧĂΪ
ᄲҋछغĂ̙ᑻְČČืߏώ͛ሢĂффᚒିѣקĄࡶѣநົ̙
Ăஎ̝ޥĂ˫̙Ăޢ㟂ොྋ࠻Ă͞ѣຍקĄтˠ҃ࢴޢĂഽ҃
80

ޢĂ͞ѣקĄ̙̙ഽ҃ૻࢴ̝Ăৈ˵Ą
7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
，卷117，第 7 冊，頁2811。
76 同上註，卷 11，第2 冊，頁 180。
77 同上註，卷46，第3 冊，頁1176。
78 同上註，卷 11，第2 冊，頁 180。
79 同上註，卷44，第3 冊，頁1120。
80 同上註，卷 11，第2 冊，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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Ķώ͛ሢĂффᚒିѣקķĂֽᖎಏĂ၁ኹ̙֭ݒटٽĄͽĲ̃̄
ᄃ̈ˠౢĳࠎּĂّҾྚᛖኢ۰ٺڦĶ̃̄ķ˘ෟ҃نர͋̄ࣧྖ۞
̶ొĂְ၁˯ĂӈֹĶх͕୶ّ̼ࣧ͛Ҿຍקķ۞ጯ۰၆ٺѩౢТᇹழ
̂نຍĄͧтĂጯ۰˘ਠౌنர͋̄ྖ̚۞ĶዳķфĄWaley ۞ࡻᛌপҾΐ
ොᄲځҋ̎၆Ķ̃̄ķ˘ෟ۞ྋĂ҃Ă၆ٺĶዳķфĂΪਨதгᛌү
“to deal with”ĂߊͣቁĂ҃˫ԆБಉεࣧ͛дѩౢ۞ᙯᔣຍஉĄ81 Ղ፨ݓ

۞ᛌ͛үĶΪѣ̃̈ˠᙱͽ၆;ķ
ĂТᇹ႐ෛĶዳķфĂ̙ಀߏWaleyࡻ
ᛌ۞̚ᛌĄ82 GoldinᛌĶዳķࠎ “nourish”ĂͧྵତࣧܕຍĂ83 ҃ĂΪ
ᜪזĶዳķ۞фᛌĂ֭҃ϏڦຍזĶዳķфдѩౢ̚۞ϒቁӣཌྷĄ84
ࢋĶффᚒିѣקķ
ĂѦ̄ޙᛉĂĶืߏͷಶώ͛ుф༤˞Ă֍
நۡ࿅Ăֱ̄ோᘣķĄ85 ᄲĈĶ҂ኢ͛ཌྷĂͷΪፂٙώ͛Ăుήు
фநົି̶ځĂ̙ืय़͔γᄲĂڑቺഫࢉĂͅࠎৈĄķ86 ᓁ̝ĂĶ३
ԟͽ̎֍ΝᄲĂҭ୬Ъ̎֍Ă̙ۢܧώֽўຍĂืߏͷಶᐝᄲĂᄲି̶
ځĂѣ఼̙Ă㟂ͽ̎ຍྵณķĂ87 ҭ̙ΞĶ͛ٺཌྷγವ৶ķĄ88 Ѧ̄ࠤҌᄮ
81 按：Waley 說大概本於劉

楠《論語正義》。《正義》曰：「養，待也。」見清．劉

楠，

《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8），下冊，頁 709。然而，《說文》，卷 5 下：「養，供
養也。」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222。依訓詁言，「養」之本義為物質之豢養，
本無「待」義，因「養」而遂有「待」，「待」乃引申義。宋．邢昺《論語正義》以「養」
為「畜養」，可謂確詁。見宋．邢昺，《論語注疏》，收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第 8
冊，頁159。
82 即使楊伯峻譯本，也失精確。楊譯作：「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難的同他們共處的，親近了，
他會無禮；疏遠了，他會怨恨。」「共處」二字意旨含糊。見楊伯峻，《論語譯注》，頁
198。錢穆的譯文作：「只有家裏的妾侍和僕人最難養。你若和他們近了，他將不知有遜
讓，你若和他們遠了，他便會怨恨你。」見錢穆，《論語新解》下冊，頁 618。事實上，
《論語》此章「養」字，古今義相同，無需翻譯。錢氏的做法最可取。
83 Goldin 並未注意到「養」字有廝養之義。
84 Goldin 認說儒家修身理論中有「養心」之說，因此，此章「養」字可能針對女性缺乏「養
心」的能力而言。臆說無據，尚不如郢書燕說。見氏著，“The View of Women in Early
Confucianism,” Chenyang Li ed., The Sage and the Second Sex: Confucianism, Ethics,
and Gender, p. 139。
8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
，卷 46，第3 冊，頁1176。
86 同上註，卷 52，第 4 冊，頁 1237。朱子又說：「且就本文理會，牽傍會合，最學者之病。」
見同上註，卷118，第7 冊，頁2841。
87 同上註，卷 117，第7 冊，頁2834。

漢學研究第 25 卷第 2 期

158

ࠎĂĶಶώ͛நົķĂĶଂ͛ཌྷ˯ವķĂĶ͵ม˵Ϊѣ˘მ͞ྮڱशĂࡶ̖
̙ଂѩΝĂ͌มܮརਨĂ̙ᑻְĄķ89 ԧࣇΞͽؠۺĂѦ̄υͅ၆ٙѣ۞
Аរኢ۞ྚᛖĄ
ॲፂ˯۞३ࣧĂѦ̄ܧ૱ࢋгໄ߁˞ҋ̎۞ྚᛖጯĄᄲĈ
Ķߙವ૱ྋགྷĂΪࢋֶᄲфĄķ90 ߏٙᏜ۞Ķᐌ͛ྋཌྷķĄ91 Ѧ̄˫
ᄲĈĶ̝̂ߙٯྋགྷĂΪߏึཐኰᄬຍĂ࠻ҕ㡰఼రĂࠎ̝ྋᛖĂ̙
ҋͽ̎ຍᄲந˵Ąķ92 ώ͛ଂໄهቑᘞĂᄬϡ̶ژă͛ਔ̰ᙋă͛ᅫ̢ᙋ˜
Ҍཌྷந఼రĂддౌᏲೈѦ̄ώˠٙ೬㋃۞ྚᛖཌྷڱĂϺՎϺᔌĄ၆ٺҋ̎ٙ
ү۞གྷྋොᛖĂѦ̄ဘ֏ĈĶߙ˭˘фॡĂۡߏჍᅅඈࢦĂ͞ᆷĄķ93 ˫
ᄲĈĶߙٙะڦĮኢᄬį
ĂҌٺ࠰̄۰Ăᄏࢋˠффᄃߙຍ࠻Ăфф
ޥ৶זĂంࢋΪүඈย࠻࿅˞Ąķ94 ੫၆Ĳ̃̄ᄃ̈ˠౢĳĂѦ̄၁˧ٺ
ྋᛖĶ̃̄ķᄃĶ̈ˠķෟдώ͛۞ࣧຍĂߏ̍үĂҭѦ̄۞
ಲᖟཌྷநĂĮኢᄬįࣧ३̈́ĮٽįӮΞୁ൴̢ᙋĄೱ֏̝ĂѦ̄۞ཌྷநྚ
ᛖϺಲᖟٺ̝̚ĄѦ̄ဘ֏ĈĶАϠགྷྋĂநдྋᄬ̰ĄߙะڦĮኢ
ᄬįĂΪߏ൴ځᙜĂֹˠקەགྷ͛Ăந࠰дགྷ̰͛Ąķ95 ߱ҋϡֽԛ
टĲ̃̄ᄃ̈ˠౢĳ۞ྚᛖ၁дࠎ෭̷Ą96
ࢨٺĮะڦį۞үវּĂѦ̄ϏਕྎϹ၆Ĳ̃̄ᄃ̈ˠౢĳ۞
ྚᛖ࠹ᙯநፂĂ҃Ăώ̶͛ژѩౢĂϒֶፂѦĮڦį
ĂဘྏĶффᄃߙ
ຍ࠻Ăффޥ৶זķ
Ąтڍώ͛ٙኢਕૉјϲĂԧࣇ˵ధৌ۞ΞͽᏲೈѦ̄ҋ
88 朱子曰：「讀書須從文義上尋，次則看注解。今人卻於文義外尋索。」同上註，卷 11，第 1
冊，頁 193。
89 朱子曰：「某嘗說學者只是依先儒注解，逐句逐字，與我理會，著實做將去，少間自見。
最怕自立說籠罩，此為學者之大病。世間也只有這一箇方法路徑，若才不從此去，少間便
落草，不濟事。」同上註，卷40，第3冊，頁1037。
90 同上註，卷 72，第5 冊，頁1812。
91 同上註，卷 11，第1 冊，頁 193。
92 同上註，卷 52，第4 冊，頁1249。
93 同上註，卷 11，第1 冊，頁 192。
94 同上註，卷 11，第1 冊，頁 192。
95 同上註，卷 19，第2 冊，頁438。
96 朱子又說：「某所以做箇《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義。曉得了，只管玩味，便見聖人
意思出來。」同上註，卷21，第 2 冊，頁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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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ᛖཌྷڱĂࢦၹ၆Ĳ̃̄ᄃ̈ˠౢĳ۞ྋ̈́நፂĄҌٺ༊̫ࢲҖ
˘ॡ۞ّҾྚᛖኢٕధѣ੦३፷ᄲ̝ΑĂ҃၁ᅫϏѩౢ۞ࣧຍĄĲ̃̄
ᄃ̈ˠౢĳ̙֭ਕᙋڡ̄͋ځෛّ̃Ąְ၁˯Ăҋଂ૫ͽֽĂ၆Įኢ
ᄬįј३યᗟຏᎸ۞ጯ۰̙͌ᄮࠎĲวఱĳቔޢĄ 97 тڍѩᄲਕૉј
ϲĂ̄͋၆̃̄ᄃ̈ˠ۞ෞኢĂኢտүңྋĂΞਕྫྷ͋̄ώˠ၆̃
ّ۞࠻ڱᙯĄ

͔ϡ३ϫ
˘ă็͛ᚥ
ጼ઼Ćӕ̙ࢮĂౘ؈७ᛖĂĮӕͩߋࡌາ७ᛖįĂ˯ঔĈ˯ঔΟᚱۤۍĂ
2002Ą
႔Ć͋ඥĂĮ͋̄छᄬįĂĮഀО͛அᅦαऱБ३įௐ695ΊĂᄂΔĈᄂ៉થચО३ᐡĂ
1983Ą
႔ĆĂĮ႔३įĂΔִĈ̚ර३ԊĂ2002Ą
႔ĆᑕᩕĂĮࢲ఼ܸįĂќˢ࣫ąषિඈĂĮܐጯįௐ 2 ΊĂΔִĈ̚ර३ԊĂ
1980Ą
႔ĆᔹᑈᇤĂధჯ⻒७ᛖĂĮᔹྐγ็ะᛖį
ĂΔִĈ̚ර३ԊĂ1980Ą
႔Ć͋щ઼็ĂĮΟ͛Ԃགྷ͋ͩ็įĂĮഀО͛அᅦαऱБ३įௐ182ΊĄ
ୖĆᏂበĂĮ̱Ҋො͛ᏴįĂĮഀО͛அᅦαऱБ३įௐ1331ΊĄ
࣫Ć͵ĂĮࡿڱڒįĂќˢເึѨࢡăഭᙝঔѠЪበĂĮ̂ϒາ࣒̂ᖟགྷįௐ
53ΊĂ ִڌĈ̂ᖟ˘̷གྷΏҖົĂ1922-1934Ą
ԇĆѦ፸ĂĮα३ٕયįĂѦˠඈበĂĮѦ̄Б३įĂ˯ঔĈ˯ঔΟᚱۤۍć
Ъ۲ĈщᑔିֈۤۍĂ2002Ą
ԇĆѦ፸ĂĮα३ౢήะڦįĂΔִĈ̚ර३ԊĂ2001Ą
ԇĆѦ፸ĂĮٽώཌྷįĂѦˠඈበĂĮѦ̄Б३įௐ1ΊĄ
ԇĆѦ፸ĂĮኢჟཌྷįĂѦˠඈበĂĮѦ̄Б३įௐ7ΊĄ
ԇĆѦ፸ĂĮАϠѦ̳͛͛ะįĂѦˠඈበĂĮѦ̄Б३įௐ23ΊĄ
ԇĆѦ፸በĂĮޥܕᐂįĂĮഀО͛அᅦαऱБ३įௐ699ΊĄ
97 主張此說最力者則莫如當代美國學者白牧之夫婦，兩人的相關代表作為 E. Bruce Brooks
and A. Taeko Brooks, The Original Anal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有關〈陽貨〉篇後出之說，參看同書頁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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ԇĆ֡ᴬĂĮኢᄬڦழįĂќˢą̮֩ĂĮ˩ˬགྷڦழįௐ8ΊĄ
ԇĆౘேĂĮኢᄬБྋįĂĮഀО͛அᅦαऱБ३įௐ196ΊĄ
ԇĆᐟĂĮٽͩ็įĂĮ˟ะįௐ3ΊĂΔִĈ̚ර३ԊĂ1984Ą
ԇĆጌᇇበĂĮѦ̄ᄬᙷįĂΔִĈ̚ර३ԊĂ1999Ą
ԇĆॡĂĮᏉૅα३გ֍įĂĮഀО͛அᅦαऱБ३įௐ183ΊĄ
ځĆӕă߸ᑕځĂӓٚጯăՂЍᇝ७ڦĂĮӤᄬąॲᙌįĂ˯ঔĈ˯ঔΟᚱ
ۤۍĂ2000Ą
ځĆଂӍĂĮα३ႷޥᐂįĂ֍ፘᇇᇤĂܷࡻăቼ֍̮ᕇ७ĂĮኢᄬะᛖįௐ
4ΊĂΔִĈ̚ර३ԊĂ1997Ą
ĆͳАᓽĂĮਰ̄ะྋįĂΔִĈ̚ර३ԊĂ1997Ą
ĆͳهगĂĮᇃฮழᙋįĂΔִĈ̚ර३ԊĂ1983Ą
ĆՂЍгĂĮᚷٽԶ̚įĂĮഀО͛அᅦαऱБ३įௐ38ΊĄ
ĆἸĂĮα३ྚཌྷį
Ă֍ፘᇇᇤĂܷࡻăቼ֍̮ᕇ७ĂĮኢᄬะᛖįௐ4ΊĄ
Ć̮֩ĂĮ˩ˬགྷڦழįĂလᇉ˟˩ѐĞ1820ğѯҘپݑೇጯฟᐎĂᄂΔĈᘹ͛О
३ᐡĂ1976Ă6ۍĄ
Ć߱ϜĂĮᄲ͛ྋфڦįĂᄂΔĈᜋᄂ३ԊĂ1974Ă4ۍĄ
Ćᆒ

ເĂĮኢᄬϒཌྷį
ĂΔִĈ̚ර३ԊĂ1998Ą

Ć̂ڄĂĮ˩ዼᕌዳາᐂįĂᄂΔĈᄂ៉થચО३ᐡĂ1956Ą
ĆᛂᔕᇤĂᔨࣰᕇ७ĂĮߋࡌᓄᜨཌྷᙋįĂΔִĈ̚ර३ԊĂ2002Ą
͟Ć㋋̌ᐸ͉ࢡĂĮΫົڦ҂ᙋįĂᄂΔĈԈຽ३ԊĂ1977ĂГۍĄ
˯ঔरቑ̂ጯΟᚱፋந७ᕇĂĮ઼ᄬįĂ˯ঔĈ˯ঔΟᚱۤۍĂ1978Ą
ҴလᐁĂয়ᖯăҴآፋநĂĮ͵ᄲາᄬეழįĂΔִĈ̚ර३ԊĂ1983Ą
เߵڦᛌĂౘ႕ᅛ७ዦĂĮາᛌЕ̃็įĂᄂΔĈˬϔ३ԊĂ1991Ą

˟ăܕˠኢ
˷࠷Ӎበā1999 Įϥ͛фڒįĂΔִĈ̚ර३ԊĄ
Ղāā2002 Įోظᖎ७įĂΔִĈΔִ̂ጯۤۍĄ
Ղ፨ݓā1998 Įኢᄬ̫įĂЪ۲Ĉщᑔ͛ᘹۤۍĄ
ӕݍޥā1987 ĮኢጯะڒįĂ˯ঔĈ˯ঔିֈۤۍĄ
৵৵ā1917 Ĳ̃̄યᗟĳĂĮາܦѐį3.3: 1-7Ą
ౘࣧڌā1981 Į઼̃̚Ϡ߿ΫįĂᄂΔĈᄂ៉થચО३ᐡĂᄂ7ۍĄ
ұधā1965 ĮኢᄬᛌڦįĂΔִĈ̚ර३ԊĄ
ā᎗ā1963 ĮኢᄬາྋįĂࢶപĈາֲࡁտٙĂۍܐ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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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Is the Gender Issue?:
Zhu Xi’s Hermeneutics in Analects 17.25
Yuet Keung Lo Ŏ

Abstract
Since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situation for women in traditional
China, owing to various historical reasons and political motivations, was
criticized as the consequences and evidence of sexism, which many scholars
have attributed to Confucianism. Confucius has thus been harshly condemned
for his discrimination of women on the unanimous basis of Analects 17.25,
where he allegedly said that “only women and petty people are difficult to deal
with.” Yet, prior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is passage was rarely read in a
gender perspective. The gender reading clearly is a product of modern
scholarship and is empowered and reinforced by gender studies in the West.
The time gap evidently contributes to the hermeneutical discrepancy between
Confucius’s intended meaning and modern scholars’ interpretations.
In interpreting classical texts, Zhu XiѦ፸ (1130-1200) strove to recover
their “original meanings.” With regard to Analects 17.25, he did not read it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and took “women” and “petty people” to mean “male
servants” and “maids” instead. Zhu’s gloss on the passage, however, is brief
and concise and he did not provide any argument for his reading.
This paper, citing Zhu Xi ’ s relevant discussions, provides the
argumentation he himself might have offered and examines his reading fro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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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ty of perspectives including conceptual categories, pragmatic analysis,
contextual unity, and intertextual cross-referencing. It will also test Zhu’s
reading against the philosophical coherence of Confucius ’ s teaching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conclusion, Zhu’s own hermeneutic principles
will be briefly analyzed with regard to Analects 17.25.
Keywords: women, petty people, doctrine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lijiao ᖃି), Zhu Xi Ѧ፸, gender interpre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