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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宋古文家曾鞏，終身服膺儒家思想，強調仁義道德的發用。他的筆下，如何評述當代

女性，這是引人好奇深思的問題。

考察曾鞏的古文作品，主要是以墓誌為載體，評述女性的美德。他秉承漢代《禮》學的

說法，依循「三從」的觀點，肯定女性盡子道、盡妻道、盡母道，又依循「四德」的觀點，

肯定女子在家事方面的操持。這當然是受到儒學思想的演化所形成的社會背景，而有以致

之。曾鞏繼承漢儒的解釋，欣賞婦女孝順的行為、恭敬的態度之外，也特別肯定能勤儉持家

的女性。雖然說，古代女性的評述大多是男性社會制約下的產物，但是曾鞏記人事時，追求

信實而語言繁簡適中；寫悲情時，溫和平正而不激切，有他自己的寫作風格。觀察曾鞏對女

性的書寫，一方面能對宋代的儒學教義影響力之大有更深刻地理解，一方面也能看出曾鞏如

何將儒家經典的理解落實在現實社會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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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北宋古文家曾鞏（1019～1083），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今江西省南豐縣）人。生於

北宋真宗天禧3年，卒於神宗元豐6年，年65。仁宗嘉祐2年（1057年）進士，其後在朝廷編

校書籍9年，外徙七州郡十餘年，官至中書舍人。一生以儒學為本，所作文章幾乎都是「載

道」之作。他的弟弟曾肇（1047～1107）所寫的〈行狀〉說：

公生於末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六藝之

縕，正百家之繆，破數千載之惑。其言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

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

歸，必止於仁義，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也。1

《宋史》本傳也說他：「為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

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2可見他是位儒家思想的實踐者，他的寫作態度是以儒

家經籍為歸，強調仁義道德的發用。也或許緣自於此，曾鞏文集中敘事、說理之作較多，而

寫景、抒情之作甚少。後人不太看重曾鞏古文的藝術技巧，相關的文學研究論著也不如韓愈

（768～824）、歐陽脩（1007～1072）來得多。

然而，曾鞏畢竟是北宋著名的古文家之一。他的古文作品，顯然比詩歌韻文更適合用

來敘事、說理，很能真實地反映出一個時代的人民生活。曾鞏出身於傳統道德涵養極高的讀

書人家庭，他所受的教育，也正足以彰顯出那個時代正統的教育觀念，換言之，自孔子（前

551～前479）以來、自漢武帝（劉徹，前156～前87，前140～前87在位）獨尊儒術以來，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3的觀念，一直深入人心，延續到歷代的讀書人身上，他們的作

品，很能具體地反映出傳統中國的文化現象。劉靜貞（1955～）說：「以宋代而言，目前所

1【宋】曾肇：〈行狀〉，載於《元豐類藳》，初版，【宋】曾鞏（元朝大德甲辰（1304年）刊本，
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1988），冊8，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2-3。此刊本為現存世間最早也最完
整的刻本，共計8冊，50卷，外觀尺寸（高、廣）32×21公分，版框尺寸（高、廣）24×16.5公分，每頁10
行，每行20字，字跡清楚，保存良好，今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已經影印行世。故以下引用曾鞏文章
時，皆依據此書，隨文注明卷次，不另列註。此外，有關曾鞏原文，另參見【宋】曾鞏著，陳杏珍、晁繼周

（1941～）點校：《曾鞏集》，第1版（北京市：中華書局，1984）；曾棗莊（1937～）、劉琳（1939～）
（主編）。《全宋文》（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二書。

2【元】脫脫（1314～1355）等：《宋史‧曾鞏傳》（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88），卷319，列傳第
78。

3【魏】何晏（195?～249）等注，【宋】邢昺（932～1010）疏：〈子張〉，《論語注疏》（嘉慶20年
江西南昌府學開雕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8，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89），卷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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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得的文字資料，絕大多數出自擁有讀寫能力的士大夫之手。他們經儒學教養，藉科舉登

仕，一方面秉承了傳統的儒家教義，一方面則試圖將取自經典的理念落實在現實社會中。」4

這也說明了在曾鞏當時，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教育內容主要是儒學教養，

男性一旦考取功名，他往後的仕宦過程中自然而然會去落實經典的理念。這引起筆者的好

奇：究竟曾鞏接受儒家經典的教育之後，他如何看待當代女性？他以儒學教養為基礎而寫作

出來的女性書寫，是否能真實地呈現當代的女性生活？他的古文受到肯定，是否可以從女性

書寫中看出一些成功的端倪？以下筆者環繞女性書寫的主題，一一探討之。

貳、儒家教養所構成的曾鞏對女性的觀點

曾鞏為人剛毅直方，取舍必度於禮義。進士及第後，於嘉祐3年（1058年）出任太平州

（今安徽省當塗縣附近）司法參軍。3年後，又因歐陽脩的舉薦，入京充任館閣校勘、集賢

校理兼判官告院。8年館職期間，曾鞏從事編校書籍的工作，一度還參與修史。這一時期曾

鞏有〈戰國策目錄序〉，言「道者所以立本也」（《元豐類藳》，卷11）；又有〈新序目錄

序〉，言「學之有統，道之有歸」，故罷斥眾說……（《元豐類藳》，卷11），都是原本

經術的論調。漢朝劉向（前77～前6）編撰《列女傳》一書，7卷，又續傳1卷，不知誰作，

分〈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辨通〉、〈嬖孽〉7目。曾鞏

〈列女傳目錄序〉云：

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

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

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

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

其盛也！……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

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

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

之相成。……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

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

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

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

4劉靜貞。〈女無外事？―墓誌碑銘中所見北宋士大夫社會秩序理念〉，載於《宋史研究集》第

25輯，宋史座談會（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5），96（原載於《婦女與兩性學刊》，4期（1993）：2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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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元豐類藳》，卷11）

這篇文章中，首先概述《列女傳》的流傳及整理情況，揭明劉向作《列女傳》的本旨是「以

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然後圍繞著「王政必自內始」這

一論題，廣泛徵引經典，展開深入酣暢的議論。曾鞏先從文王之母說起，她有良好的胎教，

以合禮守規矩的生活方式，育成文王。接著引用了《周易‧家人》彖辭之義：「女正位乎

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5將這些美德歸本於文王身上。於是在文王治

理之下，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輔相成。文王之所以

興，是因為能得內助；而更重要的原因來自於文王有良好的品德，以身作則，躬行教化。下

文引述了《孟子‧盡心下》「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的話，趙歧（約108～201）注：「身

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

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6可見修身齊家而後治國的理想，在文王身上得到實踐。曾鞏認為

家有賢母頗為重要，夫婦相成也很重要，而一家之主的男性也應該具備以身作則、導民向善

的教化能力。

曾鞏〈福州上執政書〉一文7也舉出《詩經》多章的內容，說明居高位者如何拔擢人才、

養育人才，其中提及國君的后妃可以扮演賢內助的角色：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概見者，尚存于《詩》。《詩》

陳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

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

憂思之深，至于山脊、石砠、僕馬之間。（《元豐類藳》，卷16）

此處再次印證曾鞏對於儒家以禮樂教化治國的理想，充滿熱切地期盼。國君於臣下出差回來

後，使之得以休息，體恤其憂勞，此時后妃也能與國君同一立場，念及他們在國境的各個角

落盡忠職守。曾鞏寫這封書信的目的，是因為「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

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為此，希望長官施以援手，「使

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元豐類藳》，卷16）。故而文末仍然引《詩經》的篇

5【魏】王弼（226～249）注，【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574～648）等正義：《周
易注疏》（嘉慶20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1，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89），卷4，16。

6【漢】趙歧注，【宋】孫奭（962～1033）疏：《孟子注疏》（嘉慶20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重刊宋
本，十三經注疏8，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89），卷14上，6。

7據援鶉堂《南豐年譜》、《三曾年譜》，此文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作，曾鞏時年60。另有豫章先
賢本《年譜》，說此文神宗熙寧10年丁巳年（1077年）作。參見包敬第、陳文華注譯。《曾鞏散文選》（香
港：三聯書店，1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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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作結。由此可見，曾鞏對儒家教義有深厚的欣慕之情。

秉持儒家理想，曾鞏對於古代女性的道德表現常常給與高度地肯定。譬如〈南源莊〉一

詩說：「介推母厭俗，久思巔崖住不顧。梁鴻妻亦高，能快穿衣與藜茹」（《元豐類藳》，

卷1）。這裡所說的是《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所載介之推和《後漢書‧逸民列傳》所載梁

鴻之妻，欣賞她們勤儉持家，不戚戚於貧賤的故事。再如嘉祐4年（1059年）作〈明妃曲〉

二首，其中亦有「喧喧雜虜方滿眼，皎皎丹心欲語誰」、「長安美人誇富貴，未央深殿競光

陰。豈知泯泯沈煙霧，獨有明妃傳至今」（《元豐類藳》，卷4）的句子。這幾句讚賞王昭

君忠心愛國的志節，足以流芳千古。這些都符合儒家的教養規範。

參、曾鞏女性書寫的主要載體

曾鞏8歲喪母，父親曾知泰州如皋縣，受誣失博士，歸鄉不仕12年。慶曆7年（1047年）

再度前往京師，謀求仕途，而途中病故。當時曾鞏年29，只有一人隨侍在側，醫藥喪葬費用

全靠友人資助，始得以完事。父亡後6年（皇祐5（1053）年），曾鞏的長兄曾曄又因病去

世。曾鞏上奉繼母，下有弟妹13人皆賴其撫育成人。4個弟弟名：牟、宰、布、肇；另有9個

妹妹。家庭重擔全部落在曾鞏的身上，這一時期是曾鞏人生道路上最艱困的時期。曾鞏〈初

夏有感〉說到這段痛苦的經歷：「十年萬事常坎壈，奔走未足供藜羹」（《元豐類藳》，卷

2）。〈學舍記〉也說：「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

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弟昏妹嫁，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

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元豐類藳》，卷17）。文中所謂屬人、外親之問，分別指的是同

宗親屬和母系、妻系親屬之間的慰勞犒問，王事之輸指的是納稅的事情，可見一家的經濟重

擔全在曾鞏一人身上。他在〈南源莊〉一詩也說：「成家儻已嫁諸妹，有立不憂吾弟孺。攘

攘天地間，萬類殊好惡。懽合無一非，睽窮有百牾。吾獨安能逐毛髮，飲泉食力從所慕」

（《元豐類藳》，卷1），這又說明了經濟負擔之外，弟弟妹妹們的成家立業，更是他的重

責大任。

仁宗天聖4年（1026年），長妹生。天聖5年（1027年），次妹生。慶曆2年（1042

年），八妹德耀生。至和元年（1054年），妻晁文柔18歲來歸。嘉祐2年，登進士第，是年

七月長妹卒。嘉祐4年，次妹卒，撰〈江都縣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誌〉（《元豐類藳》，卷

46）。嘉祐5年（1060年），第七妹歸王無咎。嘉祐6年（1061年）九月，八妹德耀字淑明

卒；十月，長妹葬，撰〈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妻曾氏墓表〉（《元豐類藳》，卷46）；十一

月，女慶老殤。嘉祐7年（1062年）二月，夫人晁氏卒，年26。繼娶李氏，來歸不知何時。

英宗治平2年（1065年），繼室李氏生女興老。母朱太夫人至京師。治平3年（1066年），女

興老殤。神宗熙寧2年（1069年），撰〈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元豐類藳》，卷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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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室李氏母；又撰〈壽安縣太君張氏墓誌銘〉（《元豐類藳》，卷45），元配晁氏之祖母。

熙寧7年（1074年）三月，九妹德操卒。熙寧10年，曾鞏任洪州刺史之便，始將權厝在外地

的二弟宰及亡妻晁氏、八妹德耀暨堂姐、二女等人，歸葬於故鄉「南豐龍池鄉之源頭」（語

出〈亡弟湘潭縣主簿子翊墓誌銘〉，《元豐類藳》，卷46），遂於此年連續寫下〈亡妻宜興

縣君文柔晁氏墓誌銘〉、〈曾氏女墓誌銘〉、〈夫人曾氏墓誌銘〉、〈二女墓誌銘〉（以

上參見《元豐類藳》，卷46），時年59。元豐4年（1081年）為九妹撰〈仙源縣君曾氏墓誌

銘〉（《元豐類藳》，卷46），曾鞏時年63。

此外，皇祐5年撰〈永安縣君謝氏墓誌銘〉（《元豐類藳》，卷45），謝氏為王安石

之祖母。嘉祐8年（1063年），撰〈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元豐類藳》，卷45），吳

氏為王安石之母。英宗治平2年，撰〈夫人周氏墓誌銘〉（《元豐類藳》，卷45），周氏為

關景仁妻；又撰〈池州貴池縣主簿沈君夫人元氏墓誌銘〉（《元豐類藳》，卷45）。治平3

年，撰〈試祕書省校書郎李君妻太原王氏墓誌銘〉（《元豐類藳》，卷45）。如上所述，曾

鞏筆下的女性書寫，以墓誌類作品為主，大都圍繞在自己的妹妹、妻子、女兒、妻族親友，

以及至交好友的女性親人。這些篇章大多饒富深情，出自個人生活周遭的經驗而寫。

從文體的角度觀察，古文較詩歌更適用於敘事與議論。曾鞏詩歌中絕少記敘女性的生

活事蹟，只有〈大乘寺〉一詩說：「行春門外是東山，籃轝寧辭數往還。溪上鹿隨人去遠，

洞中花照水長閒。樓臺勢出塵埃外，鍾磬聲來縹緲間。自笑麄官偷暇日，暫携妻子一開顏」

（《元豐類藳》，卷8）。這首詩描述全家人出遊的過程，歡樂無比。然而，全詩從男主人

的視角著筆，妻子只是陪伴歡笑而已，即使寫到女性，也是附帶提出來的角色，往往泛稱一

下，甚至於沒有寫出妻子的舉動和姓名！這固然是男性為中心本位的思考模式，但是也和詩

歌篇幅短小、不太適合敘事的文體特質有關。

再從古文類型的角度觀察，傳狀、碑銘、墓誌、雜記類的作品，原本就帶有敘事的性

質，與其他論辨、序跋、奏議、書牘相較，顯然更適合用來敘寫人物生平事蹟。不過，傳狀

多屬史官之事，碑銘多為有事功可書者，雜記則以記事物為主。於曾鞏文集中，寫女性就幾

乎集中在墓誌，因為這類文體適合描述墓主的一生。楊果說：「除了極個別的例外，幾乎每

方墓誌中都有女性的存在，這就使得墓誌較之於其他文本來說，更有助於閱讀者瞭解女性生

活的面相以及撰者心中的女性觀念。」8寫墓誌的用意，是後世子孫為了彰顯先人之善，又擔

心陵谷變遷而不至於死後無人得知墓主是誰，故將墓誌埋入地下。可惜的是，自唐朝以來，

墓誌埋入地下，其文字內容世人往往不知，漸漸地興起「諛墓」之風。不過，宋人墓誌已經

公開流傳，9曾鞏對於其內容是否真實，深有反省，在〈寄歐陽舍人書〉中明白指出：

8楊果。〈宋人墓誌中的女性形象解讀〉，《東吳歷史學報》，11期（2004）：244。
9劉靜貞說：「宋代的墓誌銘文已不只是藏於地下，投於幽冥，而是有相當的機會藉著文集的刊刻、販

賣與流佈，在現世（甚至未來）社會傳之廣泛、久遠。這使得墓誌撰寫活動與當下社會的互動、關聯愈趨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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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

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

存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及世之衰，為

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

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

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茍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

（《元豐類藳》，卷16）

顯然曾鞏不認為人人皆需要有銘有誌，前提是死者本人必須有值得書寫的德行。劉靜貞說

道：

曾鞏之所以討論撰述者的重要性，以及實與不實的問題，原與他請歐陽脩為亡父撰寫

碑銘，歐陽脩覆信指出他所提供的世系資料錯誤有關。因此，他接著強調只有「畜道

德而能文章」如歐陽脩者，才足以當其任。曾鞏在此……指出有關誌銘作者道德修養

與所銘真實性的問題，的確切中時弊。《雲麓漫鈔》的作者趙彥衛即頗有同感，他也

說：「近世行狀、墓志、家傳皆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往文過其實，人多喜之，率於

正史不合。」他還特別舉了陳氏子孫揑造其祖陳堯佐曾經諫阻仁宗立溫成為后的事做

例證。10

由是可知，曾鞏主張傳狀、碑銘、墓誌類的作品須出之以史家敬業的精神，信以傳信，疑

以闕疑，寫出實情，這是基本的要求。而曾鞏用心於選擇寫墓誌的作者，不願意「託之非

人」，這也是為了寫出公正客觀的事實，「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使其

「足以行世而傳後」（〈寄歐陽舍人書〉，《元豐類藳》，卷16），其實這也預示了曾鞏寫

此類文章也會有「立言不苟」的態度。

雜記類文章，有一篇〈禿禿記〉，雖以「禿禿」這個小孩子為篇名，然而不是人物傳

記，而是一個事件的紀錄，其中涉及一些女性的生活（《元豐類藳》，卷17）。文中記載地

方官吏孫齊熟諳法律，卻知法犯法。他先有元配杜氏，又再騙娶了周氏，和周氏生下了禿

禿。周氏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嫁給孫齊，心生不滿而告官，孫齊卻憑藉送錢財賄賂、走後門的

密，也使得書寫者在這書寫過程中必須更審慎地處理各種社會牽引力―諸如：如何堅持作者的理念、如何

因應社會的期待、如何配合墓主家人親朋的想法。這不但觸發了墓誌書寫如何『真實』的焦慮，帶引出各式

各樣的寫作主張，社會情境與價值觀的實況也由此映現。」參見劉靜貞。〈北宋前期墓誌書寫活動初探〉，

《東吳歷史學報》，11期（2004）：59。
10劉靜貞，〈女無外事？―墓誌碑銘中所見北宋士大夫社會秩序理念〉，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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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逃過官府的審判。不久之後，孫齊惡行不改，又再娶了陳氏，且疏遠了周氏。接著，

帶走了禿禿，偽造文書說周氏只是個傭人。周氏再次告官，在官官相護的情況下敗訴，只得

流落街頭，走在路上乞食、訴寃、請願。後來周氏再提出訴訟，孫齊因為風聲吃緊，竟然與

陳氏聯手，殺害了禿禿，當時才5歲。孫氏下手不重，「陳氏從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

甕水中，乃死，禿禿也」（《元豐類藳》，卷17）。可見小妾之間沒有情感，視對方子女如

無物。最後曾鞏的友人破獲此案，重新埋葬禿禿。文末曾鞏對孫齊表示不滿，卻沒有批判心

狠手辣的陳氏，可見寫此文的重點不在於批判女性；在當時以男性為中心的主導社會，最應

該負起責任的人仍然是一家之主的男性。這篇文章慶曆3年（1043年）作，曾鞏時年25，算

是很早期的作品。文中的女性角色是互相衝突的，與曾鞏後來主張寫人物傳應當表彰善行的

作法又不同，故推測起來，曾鞏只是在記錄一次事件，後來也不太寫這類涉及女性的負面題

材，轉而以廳壁建物記、學記為主。《元豐類藳》卷50收錄一些金石錄跋尾的作品，由於事

涉古代文物居多，本文也暫不擬列入討論。

曾鞏外徙七州之後，直到晚年，才蒙神宗（趙頊，1048～1085，1068～1085在位）召

見，留職於京師，拜中書舍人。現存曾鞏制誥類作品209篇（《元豐類藳》，卷20～26），

大率此時所作。其中關於女性的制誥有〈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并妻制〉、〈周氏封

縣太君制〉、〈宗室承操新婦王氏進封夫人制〉、〈皇伯滕王第十六女封縣主制〉（以上參

見《元豐類藳》，卷21）、〈皇伯江夏郡王新婦郭氏封郡夫人制〉、〈雍王顥乳母宋氏贈郡

君制〉、〈封曹諭母制〉（以上參見《元豐類藳》，卷22）等7篇。尋繹這些作品，如〈左

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并妻制〉內含〈曾祖母尹氏追封燕國太夫人〉、〈祖母丘氏追封

魏國太夫人〉、〈母薛氏追封漢國太夫人〉、〈妻鄭氏追封楚國夫人〉等文，乃因大臣有功

於國家，而澤及家室，故稱美這幾位女性「躬蹈純德」、「言為壼彞」、「動靜以禮，協于

經言」（《元豐類藳》，卷21），以其持家有道，而得到勑封。從曾鞏的制詞看來，往往是

從婦人的品德、言語，肯定她的為人。由於這些制誥類的文章，內容相似，篇幅率多短小，

屬於官方應用文字，故不列入以下的討論重點。

肆、曾鞏女性書寫的評述角度

曾鞏評述女性的基本立場，是從儒家經典思想出發。其主要方式有二，說明如下：

一、由「三從」觀念出發 

《儀禮‧喪服》云：「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

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11此處的說法，原專就喪服穿著的等級而說，然而

11【漢】鄭玄（127～200）注，【唐】賈公彥（約7世紀中葉）疏：《儀禮注疏》（嘉慶20年江西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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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擴大解釋到生活的各個層面，於是婦女在家中的地位始終受制於男性，至老至終，無法

改變。「三從」限制了婦女地位的提升，「無專用之道」限制婦女不得自作主張，凡事不能

自以為是。自漢朝以來，歷經儒家後學的轉相解釋，再加上班昭（約45～117）《女誡》之類

書籍的廣為流傳，到北宋時期已經流傳一千多年，形成一個維護社會秩序的悠久傳統。12初

步看來，曾鞏秉承儒家教義，無意挑戰此一權威說法，於是借用「三從」觀念來表彰女性一

生的行為。例如〈金華縣君曾氏墓誌銘〉說： 

夫人嫁王氏，為侍御史諱平妻，姓曾氏，泉州晉江人。……未嫁，承順父母，盡子

道。既嫁，夫家貧，養姑盡婦道。輔其夫，盡妻道。夫死，寓食於潁，以勤儉積日大

其家，以誘教不倦成其子，又可謂盡母道也。

於是時，夫人兄魯公公亮實為宰相當國，然夫人處里舍彌約，未嘗以為泰。及其後，

回、向、同、冏皆蚤世，人以為難處，夫人能自廣以理，未嘗亂其志。教養其孫，至

男有立，女有歸。

惟夫人為子若婦，若為妻、若母，皆盡其道，於艱阨流寄之中，能立其家，成就其

子，所以自處於通塞之際者，無不當於理，是其智術德性過人遠甚，宜得銘。……銘

曰：……廼立厥家，自墜而興。廼教厥子，自幼而成。……維德寔孚。尚寵爾後，列

銘陰墟。（《元豐類藳》，卷45）

此文元豐2年作，曾鞏時年61。墓主曾氏為曾公亮（998～1078）的妹妹、王回（1048～

1101）之母。曾公亮於神宗朝與韓琦（1008～1075）共事，權傾一時，其妹曾氏在「艱阨流

寄」的環境中，栽培四子，蔚為國用，完全不倚賴娘家的權勢，是位了不起的女性。文中反

覆提到她傳宗接代之外，又能扮演好自己在不同年齡階段的角色，未出嫁之前，盡子女之

道；既出嫁以後，事奉舅姑，盡媳婦之道；輔助丈夫，盡妻子之道；丈夫去世後，又能勤儉

持家，循循善誘，教導子孫，又是盡母道了。曾鞏對她的讚美，雖然與《儀禮》所說的「三

從之義」不是全然相合，但是分階段肯定女性的表現，其觀點仍然是受到儒家教義的影響而

來。

又如〈試祕書省校書郎李君妻太原王氏墓誌銘〉一文：

府學開雕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4，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89），卷30，15。
12劉燕儷說：「由唐代家訓類著書觀察，唐人對於夫妻關係與相處是依循東漢儒家禮教規範的夫妻見

解。唐代家訓書接受漢儒以天地陰陽為夫妻關係的宇宙論基礎，經由此一論點而導出夫天妻地、夫陽而尊，

妻陰而卑的夫妻上下主從關係。因為夫為妻天，故夫可再娶而妻不能再醮；因為夫為尊長，妻為卑幼，所以

妻須敬夫婿等。」由此可知，漢儒的禮教規範限制了女性的地位，到了唐代依舊有很大的影響力。推測這股

力量，到了北宋時期仍然發揮了作用。參見劉燕儷。〈唐代家訓中的夫妻關係及其源流〉，《嘉南學報》，

32期（2006）：61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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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明識強記，博覽圖籍，子孫受學，皆自為先生。其行仁孝慈恕，始於為女，中於

為婦，終於為母，無不盡其道。……銘曰：嗚呼夫人！既有其質，又肆爾力。古有遺

辭，罔不采獲。克踐以躬，亦畀爾息。維瘞有銘，尚以載德。（《元豐類藳》，卷

45） 

再如〈沈氏夫人墓誌銘〉一文：

夫人為人柔閒靜專，事父母，盡子道；事姑長興縣太君賈氏，盡婦道；事夫，盡妻

道；為母及與內外屬人接，一皆盡其道。故其處也，愛於其家；其嫁也，夫之屬人上

下遠近皆愛之；而其歿也，哭之者皆哀。（《元豐類藳》，卷45）

上述二文，也是肯定墓主一生能盡子道、盡婦道、盡妻道、盡母道，「無不盡其道」。一個

「盡」字，說明了女性服從盡責的本質。或許女性只須在不同階段為不同的家人服務，盡責

任處理家中大小事務，而不從事權力地位的爭奪，管家而不當家，13就是對夫家最大的幫助

了。這在當時，可說是女性完美人格的一生。

惟不容忽略的是，曾鞏是位能「因時制宜，反對墨守經學成規」14的人。他曾在〈禮閣

新儀目錄序〉一文中說道：「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數度其久而不能無敝

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

以求其當。……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

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元豐類藳》，卷11）。據此可知，他認為只須掌握古

代禮制的大節，不需要亦步亦趨地跟從古人腳步，故而有關「三從」之說，主要是依循女性

的一生，以本末先後的次序完成人格的修養，「合乎先王之意」即可。

二、由「四德」觀念出發

《周禮‧天官‧九嬪》云：「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

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15《禮記‧昏義》亦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禰

13楊果說明了當時的情形：「實際上，男子在外，家內權力出現父權真空，母親在此種情況下填補真

空，雖非全然被動，但她們更像是『管家』而不是『當家』，家庭生活的決定權根本上還是在男性手中（寡

母在家庭中的權力與地位屬於非常態，不可作為母權的代表）。」參見楊果，〈宋人墓誌中的女性形象解

讀〉，261。
14王水照。〈曾鞏散文的評價問題〉，載於《唐宋文學論集》，王水照（濟南市：齊魯書社，1984），

207-228。
15【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嘉慶20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3，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89），卷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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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毀，教于公宮；祖禰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所以成婦順

也」。16以上這兩本書，不約而同地表揚女性的四類德行，可見漢代的儒家學者已形成了某

種共識。曾鞏承續儒家教義，常循此觀點評述女性。

（一）首先從「婦德」的觀點考察

曾鞏〈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一文說：

夫人好學強記，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然好問自下，於事未嘗有

所專也。其平生養舅姑甚孝，蓋侍郎七子，而少子五人，吳氏出也。然夫人之愛其長

子，甚於少子，曰：「吾愛之甚於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故其子孫

已壯大，有不知為異母者。居久之，二長子前死，夫人已老矣，每遇其嫠婦異甚，而

身為字其孤兒，忘其力之憊也。

其處內外親踈之際，一主於恩。有讒訕踞罵己者，數困苦，常置之，不以動聲色，亦

未嘗有所含怒於後也。有以窮歸己者急，或分衣食，不為秋毫計惜，以其故至不能自

給，然亦未嘗不自若也。其嫁三從之孤女如己女，而待長子之母族如己族，蓋篤行如

此，而天性之所有也。

其自奉養未嘗擇衣食，其視世俗之好，無足累心者。方其隱約窮匱之時，朝廷嘗選用其

子，堅讓至於數十，或謂可強起之，夫人曰：「此非吾所以教子也」。卒不強之。及處

顯矣，其子嘗有歸志，而以不足於養為憂。夫人曰：「吾豈不安於命哉？安於命者，非

有待於外也」。其子為知制誥，故事，其母得封郡太君，夫人不許言，故卒不及封。此

夫人之德見於行事之迹，而余以通家，故熟於耳目者也。（《元豐類藳》，卷45）

此文嘉祐8年作，曾鞏時年45。吳氏為王安石（1021～1086）的母親，母以子貴，在當時享

有盛名，故而這篇墓誌寫得特別長。文章開頭如同一般男性寫女性墓誌的寫作習慣，先簡單

交代她的官銜、里籍、姓氏、出身、卒年等，之後即對墓主作出總評，看得出夫人是位明辨

是非、不恥下問，又能不嫉妬，而推恩愛之心及於子媳的人。作者據實寫出夫人嫁入王家為

第二任妻子，元配已有二子，然而夫人不別親疏，視如己出，且關懷至孫兒、媳婦身上。以

具體事實佐證總評所言不虛。第二段寫夫人的道德涵養，遇惡言，能忍耐，不懷恨在心，不

計前嫌，且能救助窮苦，願施與援手，推己及人。第三段更從王安石受起用一事，說明夫人

不慕榮利，不僅能「處窮」，也能「處顯」，安時以處順，縱心而委命。於是透過本文，能

16【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注疏》（嘉慶20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重刊宋本，十三經
注疏5，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89），卷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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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到王安石少年時期，生活在艱困的環境中；出仕之前，有過堅持推讓的經過；想要辭官

退隱時，曾經考慮家庭的用度；為官期間，又幾乎不曾為母親爭取權益；凡此，俱見王安石

受到母親良好的教誨，行事了無拘絆或牽掛。末尾曾鞏有點仿效司馬遷（前145～前86？）

《史記》的寫法，說明與王家往來頻繁之故，得以熟悉往事。曾鞏於仁宗慶曆元年（1041

年）再次入京應試時，結識王安石與歐陽脩，寫作此文時，曾、王二人已經相識20多年。

又如〈天長縣君黃氏墓誌銘〉寫到這位寡婦的一生：

其子既就學，夫人常夜治絲枲，居其旁以勉之。至其後，其子遂以文學名天下。既而

其子不克壽，屯田府君亦卒于官，諸孫皆幼，夫人已老矣。乃棲吳郡，斥賣簪珥，以

經理其家，絲蓄粒聚，至有田以食，有宅以居。平居日夜課諸孫以學，有不中程，輒

扑之。及長，遂多知名，連以進士中其科。……夫人乃顧諸孫謂曰：「吾始得事祖

姑，今得弄曾孫，遂保有汝家，起于既墜，吾老且死不恨矣！」（《元豐類藳》，卷

45）

夫人黃氏出身官宦之家，其夫、其子皆有官職，孰料獨子早逝，遺留孫輩8人、曾孫12人，

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文中敘及黃氏早年紡紗織麻，親自教導兒子讀書。晚年又在街頭擺攤，

賣髮簪耳環，點點滴滴累積財富，挽救家業於頹敗之中。除了一肩挑起家庭經濟重擔外，並

未忽視孫兒輩的教育，曾經以戒尺體罰，嚴格督促晚輩，終於使孫輩多人考取功名。臨終前

說「保有汝家，起于既墜」，正是她一生盡責而成功的寫照。

（二）其次從「婦言」、「婦容」的觀點考察

儒家思想源遠流長。《論語》曾載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17曾鞏在〈與王深甫書〉反覆討論這四句話，認為「學者其心篤於仁，其視、聽、

言、動由於禮，則無常產而有常心」（《元豐類藳》，卷16）。可見他把言行舉止合於禮，

當作儒者的生活準則。推而廣之，在女性身上看到言行恭敬的表現，也是一種美德。曾鞏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一文說：

劉凝之仕既齟齬，退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宅、一廛之田，而凝之囂囂然樂若有餘

者。豈獨凝之能以義自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有以相之也。……夫

人色莊氣仁，言動不失繩墨，居族人長幼親踈間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忠，教子能成其

孝，是皆可傳者也。（《元豐類藳》，卷45）

17【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顏淵〉，《論語注疏》，卷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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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熙寧9年（1076年）作，曾鞏時年58。文中提及夫人氣色端莊仁和，行為舉止有禮法，

從外表的舉動再觀察到她在家中的實際作為，是位能相夫教子的成功女性，因此曾鞏讚美她

的成就「可傳」於世。曾鞏正是用立言傳世的精神寫墓誌，這點與史家慎重立言的態度相去

不遠了。

再看曾鞏〈知處州青田縣朱君夫人戴氏墓誌銘〉一文：

其平居深靜有儀法，不妄笑言，就之色莊而氣仁。居貧，自薄衣食，而厚於施

與。……既老矣，女事不廢，而婦容益恭，雖少者有不及也。（《元豐類藳》，卷

46） 

此文寫墓主的一生，自幼年寫到老年，形容她的外表是沈靜寡言，舉止有法度，也用了「色

莊而氣仁」這幾個字。下文接著說到戴氏節儉而又能救助他人，可見容貌與品德相結合才是

真正的美德。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及她「女事不廢」，僅止於家務閫內之事，不涉及「外

事」，18這類事情往往須講求對長輩敬禮，因此「婦容益恭」就變得十分重要了。

再看曾鞏為堂姐所寫的〈夫人曾氏墓誌銘〉：

夫人，吾從女兄也，姓曾氏。沈靜謹約，不妄笑言，遇人一以恕。於其內外屬之間，

孝友慈順，無不當於理，故與之處者皆愛，哭其死者皆哀。嗚呼！為女如是，足以知

其賢，又足以知吾之祖考以來教行於其家也。（《元豐類藳》，卷46）

此文對女性的讚美也是從沈靜寡言、舉止有法度的觀點給予肯定。雖然是寫自己的親屬，作

者知之甚深，但是可記之事不多，語言遂十分簡明。不同於前幾篇墓誌銘的是，從情感深刻

處著筆，「與之處者皆愛，哭其死者皆哀」，寥寥二語，已把死者親切待人，深受後人愛戴

的情景，表露無遺。文末曾鞏再將堂姐如此完美的表現，歸諸家族教化的流風久遠。這麼一

18劉靜貞以北宋墓誌碑銘為史料說：「當我們閱讀這些銘文資料時，卻會發現，在現實生活中應該是際

遇各異的婦女們，竟然在士大夫筆下，被刻畫成幾乎一式的『無外事』之人。這當然與歷來『女正位乎內』

的單一價值理念誘導有關；……『婦人無外事』觀念對墓誌銘寫作的第一個影響，是讓撰述者有『無事可

記』之歎。……『婦人無外事』觀念對墓誌銘寫作的第二個影響是『不記外事』。……就一般情況論，宋人

所謂的外事，應是與家事相對的概念。這也就是王珪所說：『婦人無外事，能勤儉以正家，柔愛以睦族，固

已謂賢』。」參見劉靜貞，〈女無外事？―墓誌碑銘中所見之北宋士大夫社會秩序理念〉，97-108。劉靜
貞又說：「……因為『男子見於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但『婦德主內，自非死節殉難非常之事，則

其幽閒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宋代士大夫所詮釋的女性生活特質―『內』、『幽』，一

方面使得歐陽脩在為婦女撰寫墓誌銘時面臨了『無事可記』的困境，另一方面則轉化出『不該』或『不能』

讓『外事』浮出檯面的書寫原則。」參見劉靜貞。〈歐陽脩筆下的宋代女性―對象、文類與書寫期待〉，

《臺大歷史學報》，32期（20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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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僅表彰了墓主的美德，也光大了先祖，流芳百世。曾鞏念茲在茲的是家族良好門風的

流傳，於此可見一斑。

（三）其次從「婦功」的觀點考察

曾鞏〈江都縣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誌〉一文說：

孝愛聰明，能讀書言古今，知婦人法度之事，巧鍼縷刀尺，經手皆絕倫。……曾氏為

冢婦，而其姑蚤世，獨任家政，能精力，躬勞苦，理細微，隨先後緩急為樽節，各有

條序。有事於時節，朝夕共賓祭奉養，撫其門內，皆不失所時，將以恭嚴誠順，能得

其屬人。其舅喜曰：「吾不以家為卹矣」。其夫歎曰：「我能一意自肆於官學，不以

私累其志，曾氏助我也」。（《元豐類藳》，卷46）

此文的墓主是曾鞏的二妹，嘉祐4年五月去世。曾鞏同年作此文，時年41。文中言及二妹

「孝愛聰明，能讀書言古今」，在過去「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下，不見得會鼓勵女孩讀

書，因此許多墓誌不寫這方面的事情（詳後）。接著提及二妹守法度，且「巧鍼縷刀尺，

經手皆絕倫」，因此在婆婆去世後，以嫡長婦的身分「獨任家政，能精力，躬勞苦，理細

微」，可見她受過良好的家庭養成教育。下文分別引述其舅、其夫的話，以見她除了能勤儉

克苦之外，還能知禮待人，幫助丈夫，興隆家道。引述他人言語以為佐證，《史記》以來的

傳記類文章多有此種寫法，增加了文章的可信度。何況說話之人尚在世，不至於造假。曾鞏

為文，真的能做到信實可徵了。

再如〈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妻曾氏墓表〉一文：

始吾妹為兒時，育於祖夫人，已不好戲弄。及長，喜讀書。於女工之事，不教而自

能。為人進退容止皆有法度，人罕見其喜慍之色，內外屬皆嚴重之。性儉素，於紛華

盛麗之際無所好。其在父母及夫之家，或蔬食不給，處之晏然。其推之於人，雖資身

之物，不為秋毫顧惜計也。其治女事尤勤，雖勞不厭。治家人之業，雖煩細皆有條

理。（《元豐類藳》，卷46） 

此文的墓主是曾鞏的長妹，嘉祐2年五月去世，曾鞏時年39。遲至嘉祐7年始遷葬墓地，撰此

文，曾鞏時年44。文中言及長妹「於女工之事，不教而自能」，雖有誇大之嫌，然而當作一

種修飾語，正足以說明其妹有這方面的天分。長妹也是位能讀書，守禮義，勤儉持家，樂於

助人的人。末尾說她能治女事、治家人之業，是位稱職能幹的女性。

曾鞏還有一篇寫八妹的〈曾氏女墓誌銘〉（《元豐類藳》，卷46，詳見第伍節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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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了她擅長女工之事。由於他與親妹妹共同生活過一段時間，對於她們的早年生活知之甚

詳，故而描述她們的美德懿行，真實而可信。

（四）最後就「婦教」的觀點考察

英宗治平2年，曾鞏撰〈夫人周氏墓誌銘〉寫到這位女性：

夫人諱琬，字東玉，姓周氏，父兄皆舉明經。夫人獨喜圖史，好為文章，日夜不倦，

如學士大夫，從其舅邢起學為詩。既嫁，無舅姑，順夫慈子，嚴饋祀，諧屬人，行其

素學，皆應儀矩。有詩七百篇，其文靜而正，柔而不屈，約於言而謹於禮者也。

昔先王之教，非獨行於士大夫也，蓋亦有婦教焉。故女子必有師傅，言動必以禮，養

其德必以樂，歌其行，勸其志，與夫使之可以託微而見意，必以詩。此非學不能，故

教成於內外，而其俗易美，其治易洽也。茲道廢，若夫人之學出於天性，而言行不失

法度，是可賢也已。其夫來乞銘，予與之親且舊，故為之序而銘之。……

銘曰：女有圖史，傳於師氏。其勸以樂，其康以禮。能此非他，繇學而已。王政之

興，蓋自此始。今孰登茲？維周之媛。學繇自好，終之不倦。言循于矩，行循于典。

尚配古人，輝光日遠。（《元豐類藳》，卷45）

此文肯定了女子的才學，而且認為學詩、寫詩，以之修身、齊家、治國，皆有可為。文中提

及「先王之教，亦有婦教焉」，此與前引曾鞏〈列女傳目錄序〉云周文王之母有「胎教」的

說法相契合，蓋皆言明婦道有助於國家教化之功。這在當代是不尋常的現象。劉靜貞說：

由於誌銘的撰述對象，多半是出身於士大夫家庭，或是因子孫進學成為士大夫家庭的

婦女，因此她們之中頗有曾習《詩》、《書》者。不過就當時整個社會而言，這恐怕

不是普遍的現象。蘇軾就未曾預期他的第一任妻子王氏能「知書」。同時，能文善

書，評古論今，就當時所謂的女德而言，也還是負面意義居多。王旦的女兒與李昉的

五世孫女都曾習《詩》、《書》，但是她們後來都以此非婦事，非女子所當為，而終

身不再為之。惟或許因為誌銘的撰述者本身都是知書能文的士大夫，對於女子之有才

學者生惺惺之感；也或許是因為社會上有學有識的女性就比例而言實在太少，故其事

雖非女子所當為，仍特予誌記。通常撰述者在行文上多採取就此印證墓主個人才性修

養及能力確有不凡的寫法；然後再就其如何藉之相夫教子作進一步的發揮。19

19劉靜貞，〈女無外事？―墓誌碑銘中所見之北宋士大夫社會秩序理念〉，110。劉靜貞另一文也
說：「關於宋人對女子才學的態度，基本上並不一致。固然有部分墓誌銘中寫入女性知書能文的事蹟，但

也有銘文記載女性墓主以習《詩》、《書》非婦事，非女子所當為，而終身不再為之。如王旦之女（987～
1041）、李昉五世孫女（1074～1093）皆屬後者。」參見劉靜貞，〈歐陽脩筆下的宋代女性―對象、文類



◆　16　◆  曾鞏筆下的女性書寫 王基倫

可見宋代女性受教育的機會不多，受教育的女性也未必能被社會所認同，即使少數士大夫能

認同這些女性並將之寫入墓誌，也都僅止於「家事」而已；曾鞏雖然也是在寫「家事」，但

是他更拉高層級到治國教化上，所謂「王政之興，蓋自此始」，這可能與他家族的女性―

譬如他的妹妹們，都已經接受儒學教育有關。他認同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遠高於一般士大

夫之上。

以上數篇文章，看出曾鞏讚美女性的角度有其一致性，深受儒家教義而來。他強調女子

在家及出嫁後的懿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教各方面的表現，隨處被提起。除前所

述之外，〈池州貴池縣主簿沈君夫人元氏墓誌銘〉寫到墓主「在家宜之」，在夫家能盡孝、

教養諸子（《元豐類藳》，卷45）；〈永安縣君謝氏墓誌銘〉也寫到王安石之祖母謝氏的婦

容、婦言與行為（《元豐類藳》，卷45）；〈仙源縣君曾氏墓誌銘〉寫九妹「動止以儀度。

平居溫溫一言，笑不妄也」（《元豐類藳》，卷46）。這雖然都是在當代男性主導力量下，

形成了一種制約的規範，20但是曾鞏秉承儒家教義之餘，與他人的作法仍然微有些不同。譬

如他喜歡沈靜寡言，舉止從容合度，知書達禮的女性，更不吝指出女子受教育之後對家業的

貢獻等等。

伍、曾鞏女性書寫的價值特色

曾鞏將儒家經典的理解落實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所寫出來的內容看似平凡無奇。然則，

曾鞏古文何以能受到肯定呢？筆者以為，曾鞏寫出了女性的價值，這方面也很值得討論。分

述如下：

一、求信實，以立言傳世的精神寫墓誌

曾鞏主要以墓誌為載體，書寫女性的一生。一般寫法是，簡略地交代女性的身分、里

籍、官銜，以及依時間順序敘述女性在家、出嫁、子嗣、追封等事宜，視功業多少而增減其

文字。有時曾鞏會交代寫作墓誌的緣由，通常是因為男性家屬的請託；有時又寫些能光大家

與書寫期待〉，64。
20法國學者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說：「一個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

的，不如說是『形成』的。沒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經濟上的定命，能決斷女人在社會中的地位；

而是人類文化之整體，產生出這居間於男性與無性中的所謂的『女性』。」參見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童年〉，《第二性》，再版，歐陽子譯（臺北市：志文出版社，1996），第1卷：形成期，
6。這種女性主義的說法，顯然適用於宋代學者，楊果說：「宋代……墓誌的撰述主體是男性，儘管撰述者

的視角有一些個體差異，但從總體上看，抹殺女性主體性的男性中心視角主導著墓誌文本的建構，女性的人

生被男性視角所解構、過濾、重組，女性成為男權中心社會傳宗接代、出人頭地、齊家治國的欲望對象。與

此同時，女性群體遵循男權社會所倡導的女性模式，進一步強化了以男權為中心的女性價值觀。宋人墓誌體

現著男權中心主義對於女性的文本統治。」參見楊果，〈宋人墓誌中的女性形象解讀〉，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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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內容，這是因為相信文章能傳世的緣故。曾鞏寫作墓誌的背後，顯然有他講求史傳敘事

文字必須「信實」的用心，這在許多篇文章中看得出來。

徐師曾（1517～1580）《文體明辨‧序說》說到「墓誌銘」這種文體：「按誌者，

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歿則後人為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

窮。……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謂可以信今傳後，而潤飾太過者，亦往往有之，則

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然使正人秉筆，必不肯徇人以情也」。21這段文字簡直是前引曾鞏

〈寄歐陽舍人書〉（詳見第參節）的翻版。換言之，儘管曾鞏的墓誌銘有意識地表彰女性善

行，但是他有濃厚的史學觀念，不輕易為人寫傳記，也從不諛墓。他考量到不同文體的功

能，雜記、制誥類文中的女性書寫不多，也不如墓誌銘中的女性較為可信。楊果指出：「宋

人墓誌的總傾向是理想多於現實。」因此，「宋代墓誌中的女性形象被簡單地定義為孝女、

順婦、貞妻、慈母，形成某種固定的模式，與其在實際生活中的複雜、多樣性並不完全相

符。」22但是從曾鞏效法史家筆法、力求真實而能傳世的角度來說，他所寫的墓誌銘―以

及墓誌銘中的女性生活（詳見第肆節），無疑地還是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二、塑造人物形象，不描摹外貌而重實事

一般說來，宋人寫墓誌不會細膩地刻畫女性，故而婦女的容顏美色究竟如何，實不得而

知。23曾鞏筆下的女性，其容貌美艷與否，其舉手投足之間的體態如何，從未出現於文墨之

中；後世只能從「色莊氣仁」的詞語，揣摩女性的神情而已。然而須注意的是，曾鞏在輕描

淡寫「婦容」的同時，往往又帶出「女事不廢」之類具有事功的詞語，而且他肯定女性的事

功不僅僅限於「家事」，還包括推廣教化、子孫恩澤化及於民的「外事」―國家社會之事

（詳見第貳節、第肆節二）。這已經和北宋某些士大夫有了不同的思考。

細察曾鞏塑造女性的人物形象時，較常使用的方式有：以孝順舅姑、勤儉有禮、善於處

窮，能救助窮苦，受人愛戴，不嫉妬，能忍耐等方面，肯定有婦德的表現。以言語得當，色

莊氣仁，沈靜謹約，不妄笑言等方面，肯定有婦言、婦容的表現。以善待下屬，能做女工之

事，能復興家業，甚至於幫助丈夫安邦定國等方面，肯定有婦功的表現。以能讀書，照顧子

孫輩教育等方面，肯定有婦教的表現（詳見第肆節二）。他不太強調「婦容」，反而將「婦

功」擴大延伸到「婦教」的內容，提高了當代女性的價值地位。

曾鞏之為人具有儒者情懷，一方面自我期許，另一方面也看重婦德。他對女性一生的

評述，從盡子道、盡妻道、盡母道、盡婦道依照人生階段說明清楚，簡直就是漢代《禮》學

21【明】徐師曾：〈墓誌銘〉，《文體明辨序說》（臺北市：泰順書局，1973），148。
22楊果，〈宋人墓誌中的女性形象解讀〉，255，243。
23楊果說：「宋人墓誌不寫容顏美色，也與宋代古文運動、刷新文風，崇尚樸實、恥於奢華有關。」參

見同上註，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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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說重現；他對女性品德的要求，又與漢代《禮》學「四德」說若合符節。不過，曾

鞏承繼傳統思想之外，也有個人獨特的見解。曾鞏欣賞沈靜寡言、持家有道的女性，從不描

摹女性的外貌，肯定女性受過教育，對女性能讀《詩》、《書》給予肯定，重視女性能培育

人才、推廣教化的事功，拉高女性的懿德到達有利於齊家、治國的程度（詳見第肆節二）。

由是觀之，曾鞏調整修正了傳統古書的某些說法，加入了自己欣賞的元素，他寫女性的特

質，既承繼「三從四德」而又有所創新。雖然他的價值觀與當時士大夫微有些不同，但是他

所提出來的一些新穎的詮釋角度，豐富了當代女性的形象特徵。

三、記人事，語言簡明，又能做到繁簡適中 

曾鞏〈曾氏女墓誌銘〉一文說：

先君太常博士贈尚書都官員外郎曾公之第八女，諱德耀，字淑明。生而慧淑，於女工

不學而能，於孝愛天成也。生二十歲，許嫁大理寺丞王幾，行有日矣。嘉祐六年九月

戊寅以疾卒于京師，熙寧十年三月壬申葬南豐之源頭，其兄鞏為銘曰：孰訛爾質，而

伐其成。尚千萬年，爾室之寧。（《元豐類藳》，卷46） 

這位墓主是曾鞏的八妹，嘉祐6年九月去世，曾鞏時年43。熙寧10年，曾鞏才撰寫這篇墓誌

銘，時年59。全文很簡短，僅109字，乃因八妹生於慶曆2年，尚未出嫁即謝世，幾乎無功德

可述。曾鞏追憶她幼年的聰慧，讚許她「於女工不學而能，於孝愛天成也」。短短數言，勾

勒出完美的形象。文末寫上四句銘語，前二句感傷八妹的良質美材，後二句期盼她死後得以

安息。字裡行間，充滿了兄長的愛護之情。

再者，熙寧10年曾鞏寫〈二女墓誌銘〉，也因為長女3歲、次女2歲即逝，墓主實無事蹟

可述，故而文中只是追敘當年的情景：「余窮居京師，……不得視其疾、臨其死也。二女生

而值余之窮多故，其不幸又夭以死，所謂命非邪？」（《元豐類藳》，卷46）。秉持追求信

實的寫作原則，語言十分簡明扼要，情感寫得很真摰又很平和，點到為止。

有些文章，曾鞏寫得較長。譬如寫〈亡妻宜興縣君文柔晁氏墓誌銘〉一文，夫人卒年

26，曾鞏時年44，二人鰈鶼情深，感傷在心。由於亡妻英年早逝，可寫之事不多，故除了敘

其美德之外，再加入子嗣的現況，以及亡妻的曾祖、祖、考的官職，光大其門楣，盡力求其

詳細（《元豐類藳》，卷46）。後來寫長妹〈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妻曾氏墓表〉，從小時候

「喜讀書」寫起，文章長且有感情，乃因為兄妹二人相差7歲，從小生活在一起；長妹31歲

去世，其前半生曾鞏知之甚深（《元豐類藳》，卷46）。又如寫王安石的母親〈仁壽縣太

君吳氏墓誌銘〉（詳見第肆節二）、曾公亮的妹妹〈金華縣君曾氏墓誌銘〉（詳見第肆節

一），語言也十分詳盡。因為她們出自名門，墓主所維繫的家風，培植人才，與當時的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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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互動、有關聯。

四、敘悲情，溫和平正而不激切

曾鞏的性情謹慎和平，文章自然而然地趨於溫醇莊重、雍容平易一途。譬如〈江都縣主

簿王君夫人曾氏墓誌〉一文： 

將葬江都，告其兄鞏，使誌其墓。天乎！吾哭伯姊始逾朞，又哭吾妹而誌之，其可哀

也已！其可哀也已！（《元豐類藳》，卷46） 

這篇文章寫二妹，最悲痛的話就在文末這一段。曾鞏悲慟親人接連去世，疊用「其可哀也

已！其可哀也已！」書寫內心之悲苦。類似的句子曾經在孔子見冉伯牛時說過：「亡之，

命矣乎？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24孔子為顏淵之死也說道：「噫！天喪

予！天喪予！」25非如此，不足以盡傷痛之情。

又如曾鞏〈亡妻宜興縣君文柔晁氏墓誌銘〉：

蓋天畀之德而夭其年，遺以相余而奪之蚤。余不知其所以，而又不自知其哭之之慟

也。文柔以嘉祐七年三月甲子卒于京師，年二十有六，余時校史館書。熙寧四年，追

封宜興縣君，十年二月庚申，葬于建昌軍南豐縣龍池鄉之源頭，余時為洪州。文柔有

子…… （《元豐類藳》，卷46） 

此段文字為文章的中間部分。前文寫亡妻「仁孝慈恕，人有所不能及」，而以「……其概可

見者如此」作收束。此處是由敘事轉入抒情，因此有「不自知其哭之之慟也」的句子出現。

然而，抒情句子甚短，接著又是敘事，寫妻子逝於嘉祐7年，遲至熙寧4年才安葬，轉寫死後

追封之事，以及子嗣等人的情況，後面敘事文字又多了起來。由此可見，曾鞏擅長敘事，前

後兩段文字都很長；而不擅長處情，對亡妻的深情竟然只用一句話含蓄委婉地帶過。曾鞏文

章讀來平實雅正，但是缺少熱烈激切的情感，殆與其個人性情有密切的關聯。

又如曾鞏〈仙源縣君曾氏墓誌銘〉：

吾妹十人，其一蚤夭。吾既孤而貧，有妹九人皆未嫁，大懼失其時，又懼不得其所

歸。賴先人遺休，嫁之皆以時，所嫁之者皆良士，謂宜皆壽而昌，以延光榮于父母家

24【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雍也〉，《論語注疏》，卷6，4。 
25同上註，〈先進〉，卷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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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而十餘年間，死者四人，先人之盛德也，吾妹之懿也，曾不章顯於世而夭，吾故

不知夫哭之之慟也。（《元豐類藳》，卷46）

熙寧7年三月，妹德操卒，曾鞏時年56。元豐4年葬於揚州江都縣東興鄉，曾鞏作此文，時年

63。文中先敘述家人相繼去世的悲痛，而後出現了「吾故不知夫哭之之慟也」的句子，這種

很平和而且不呼天搶地的寫法，在曾鞏文集中常見。可能是因為死者去世多年之故，感情已

經沈澱多年；或者是因為曾鞏個性沈潛篤實，個人修養的另一種表現。 

陸、結語

以上僅就曾鞏重要的女性書寫作品逐一討論。可以補充說明的是，歷來無數的婦女墓

誌都在表揚女性孝友持家的美德，幾乎都寫成女性的典範，然而絕少如曾鞏很明白地從「三

從」、「四德」的觀點出發，大力宣揚女性的美德。只須檢閱韓愈、歐陽脩、蘇軾（1036～

1101）等人的文集，略作比較，即可得知曾鞏比起他們，是位更能深刻地服膺儒家教養的學

者，完全能出之以儒家的生命型態思索人生的價值。

楊果曾經根據「三十多種宋人文集、二百多篇女性墓誌中描寫女子性情舉止的常用字作

過初步統計，出現頻率最高的是八個字，可分為四組，依次為：德、賢；柔、順；淑、靜；

敏、慧。」而曾鞏常用前六個字，較少使用「敏、慧」二字。26這個現象一則說明了儒家對

女性的標準有其一致性，由於宋代學術風氣傾向儒家思想的影響，因此宋人所稱讚女性的字

眼大同小異；再則說明了曾鞏有他自己的詮釋觀點，不太喜歡「敏、慧」，正與他喜歡「沈

靜謹約，不妄笑言」的立場相符。曾鞏既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雖然他秉持儒家《禮》

學精神的教化，運用「三從」、「四德」的觀點以評述女性，但又對這些源自古代《禮》學

精神的詞語涵義，有所調整。可見曾鞏對應於當代社會風氣而提出來的新思考，具備了與眾

不同的獨創性，這是曾鞏筆下的女性書寫特別值得關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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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eng Gong, a classicist of the Northern Song, faithfully embraced Confucianism and 

emphasized the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ion of the Confucian virtues of humanity（仁）and 

righteousness（義）. How Zeng Gong represented women in his time warrants in-depth study. 

According to my close reading of Zeng Gong’s classical writings, Zeng Gong largely used 

epitaphs as a medium to delineate the virtues of women. Inheriting the concept of Rites（《禮》） 

from the Han Dynasty, and follows the notion of “Three Obediences”（三從）, namely that a 

woman must be good behavior of the filial daughter, the help her husband’s wife, the mothers who 

can take care of sons and daughters, and the notion of “Four Virtues”（四德）, namely that a woman 

must keep good moral qualities, speech, appearances, and affirmed her household management in 

her family. Zeng Gong held these beliefs because of his social background, which was nurtured and 

influenced by the evolution of Confucianism. In addition to his inheritance from Han Confucianism,  

which led him to appreciate fidelity and a deferential manner in women, Zeng Gong affirmed 

diligence, frugality, and competent housekeeping as feminine values. Although these criticisms of 

women were largely voiced by a male member with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Zeng Gong’s narration 

is reliable and authentic, and his classical composition moderates. When he articulates a tra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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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his narration is even, equitable, and not vehement, thereby forming his own unique style. My 

discussion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Zeng Gong both illuminates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didacticism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clarifies how Zeng Gong applied his 

classical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to real life. 

Keywords: women, classical prose, Zeng Gong, epitap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