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耘 第三 、四期 一九九八年九月

明熹宗乳母 「奉聖夫人」客氏

一 衣 若 蘭一

摘 要

明制規定民間婦女除了宮女之母有旨 ,一般不得出入禁中 ,只有

「三婆」例外 ,其中 「醫婆」與 「穩婆」事畢即出宮 ,而 「奶婆」一旦

幸留 ,則終其身事其所乳 ,得霑恩澤 。明熹宗的乳母客氏就是在這種情

形之下留在宮中 ,並受到皇帝的優寵 ,被封為 「奉聖夫人」 。她甚而結

交閹豎 ,用事宮闈 ,引起士大夫的不滿 ,他們的評論 ,除了與其特殊的

政治立場有關以外 ,實際上含有階級與性別歧視的問題 。再者我們從天

啟皇帝的成長背景來觀察 ,則不難理解其對客氏的依戀與報答之情 。

關鍵詞 :明熹宗 、客氏 、魏忠賢 、奉聖夫人 、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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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客氏 (15” ?-16η )為明熹宗 (年號天啟 ,1621-1627)的 乳母 ,被

封為 「奉聖夫人」 。她雖不如明末 「閹黨」那般著名 ,然於宮廷政爭中

的地位卻不減檯面上的男性 ,其與魏忠賢用事宮廷 ,被稱為所謂的 「婦

寺竊柄」 。(註 l)

過去除了少數學者注意到天啟乳母客氏 ,(註砂其餘論著多在談論魏

忠賢擅政時略帶一筆 。正史中有關客氏的事蹟主要依附在魏忠賢傳之

下 ,相 關的史料則散見各類筆記與奏疏之中 。本文徵引的資料以 《明

史》 、《明實錄》和 《酌中志》等筆記為主 ;其中 《酌中志》的作者劉

若愚於天啟年間由魏忠賢的心腹李永貞派入內直房主筆墨 ,及魏忠賢

敗 ,為廷臣劾而下獄 。他著書雖有脫罪之目的 ,但由於 「禁掖事密 ,莫

詳也」 ,(註D一般文人不易知曉宮內之事 ,太監劉若愚在宮中 「見聞最

真」 、「知之安忍不言」 ,(註⊕因此對於瞭解皇帝 、后妃 、宮女與太監

的生活方面 ,參考價值頗高 。

目前有關客氏的描述大多來自東林黨人彈劾客魏之文 ,(註9呈現出

的客氏自然是傾向 「淫而狠」(註Θ的一面 。由於資料性質之限 ,筆者尚

無法為客氏作一論斷 ,本文也無意為她翻案 ,討論的重點主要集中在 :

客氏於宮闈的活動如何 ?是何種原因讓一個平民出身的奶媽得以受到優

註 1清.張廷玉 :《 明史》 (北京 :中華書局 ,l屴5.3),卷” , 〈熹宗本紀〉 ,頁 田卜

註 2如徐天嘯 :《神州女子新史》 (台 北 :食貨出版社 :1978),正編第四部近史時代 ,

第十八節客氏 ,頁 1” ;李 甲孚 :《 中國古代的婦女生活》 (台 北 :黎明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1978.2),〈 乳母〉 ,頁 lη ;而傅同欽 :〈 魏忠賢亂政和客氏〉一文則

以討論魏忠賢為多 ,見 《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3,頁 “巧U。

註 3 《明史》 ,卷 3UJ,〈 宦官傳二〉 ,頁 溜18。

註 4明 .劉若愚 :《酌中志》 (北京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妙跖),〈 自序〉 ,頁 l。

註 5對照林麗月 :〈 明末東林運動新探〉,師大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η雖7,附錄 「東林人物姓

名籍貫傳略資料一兒表」,頁班︼勝 。

註 6 《明史》 ,卷 m9〈宦官傳二〉,頁 9Sl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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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 ,甚而結交閹豎 ,內外用事 ?士大夫面對熹宗依戀乳母所持的態度為

何 ?希望藉由此對於明代宮廷乳母此種特殊的人物 ,能稍做彌縫補缺之

用 ,並洞察相關之性別議題 。

貳 、生平略述

客氏之夫為直隸保定府定興縣人侯二 ,生一子侯國興 ,神宗時入宮

選為皇太孫朱由校之乳母 。(註砂至於她如何進入宮廷擔任乳母 ,需由明

代選取 「奶口」之制談起 。

明代選取奶婆是由禮儀房負責 ,從順天府的大興 、宛平二縣以及各

衙門選求 「軍民家有夫女口 ,年十五以上 ,二十以下 ,夫男俱全 ,形容

端正 ,第三胎生男女僅三月者」 。其制為 :「 每季精選奶口四十名養之

內 ,日坐季奶口 ,別選八十名籍於官 ,日點卯奶口 ,候守季者子母或有

他故 ,即以補之而取盈焉 。季終則更之 。」並經由穩婆驗過乳汁厚薄 、

隱疾有無 ,方能呈之於官 ,集中住在 「妳子府」裡 (隸屬於錦衣衛 ),
等候內廷召宣 。凡遇宮中有喜 ,則選生男 、生女嬰的乳媼各一 、二人 ,

「易高髻新衣宮粧以進」 ;待生皇子 ,就用生女嬰的奶口 ,生皇女則用

產男嬰者 。這些奶婆平日的生活開銷 ,據萬曆年間宛平知縣沈榜所載 ,

每日給米八合 、肉四兩 ,由光祿寺支領 ,每年所需的雜物 、每季所費之

煤炭雜器 ,則由二縣召商辦送 ,約費舖行銀四百餘兩 。但萬曆二十年
(15夗 )左右 ,「 夙戒奶口」 ,認為好的奶口不在 「坐季」之中 ,所以

臨事多別選 。(註粉

以上為文獻所見選取奶婆之制 ,然客氏之入宮似乎不符合此規定 。

首先 ,客氏並非順天府的大興 、宛平二縣人 (若以其夫籍來看 ),而是

註 7見清.谷應泰 :《 明史紀事本末》 (北京 :中 華書局 ,

政〉 ,頁 l133。 而 《明季北略》載其夫名 「侯巴兒」

略》 (台 北 :台 灣商務印書館 ,1969.5),卷 2,頁 ω ,

註 8明 .沈榜 :《 宛署雜記》 (台 北 :古 亭書屋 ,197U.lU)

〈奶口〉 ;頁 %,〈 三婆〉。

1977),卷 71,〈 魏忠賢亂
,見清 .計 六奇 :《 明季北

〈魏忠賢濁亂朝政〉。
,卷 lU,居 字 ,頁 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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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西南保定府定興縣人 。其次 ,熹 宗生於萬曆三十三年 (16U5),

(註切客氏卒於天啟七年 (1627),年四十八 ;(註 lU)由 此推算 ,她擔任

天啟乳母時 ,年約二十五 ,(註 l1)已超過禁中選用奶口 「年十五以上 ,

二十以下」的標準 。而且按制客氏入宮之時應甫生第三胎 ,也就是說她

應該尚育有一男一女 ,或二女 ,然 目前所見資料僅知其育有一子 ,與制

度不符 。

有關客氏入宮的年齡 ,《 明史紀事本末》等史料言己載其進宮時年十

八 ,二千歲寡 ,(註 12)如此一來 ,除非她再嫁 ,否則不可能二十五歲時

又生子女 ,選為乳母 。如果按例 ,上季未用之奶婆 ,即行疏放 ,(註 13)

所以她可能十八歲入宮後又出宮 ,而於二十多歲復入 ,但不可能二十歲

寡 ,又於二十五歲擔任保姆 ,是故清代纂修的 《本末》記載或有誤 。

光宗在位一個月即駕崩 ,泰昌元年 (162U)九 月 ,其子朱由校即

位 ,是為天啟皇帝 ,年十六 ,未婚 。熹宗對這位正值壯年又十分妖豔的

乳母優寵有加 。(註 14)他即位之初正是舉朝上下對紅丸 、移宮二案爭論

不休之時 ,而他不急於處理這些問題 ,卻迫不及待地封客氏為 「奉聖夫

人」 ,(註 15)並對其賞賚極厚 ,曾賜予 「人蔘一袋 ,約重二 、三十觔」

註 9 《酌中志》 ,卷 3,〈 恭紀先帝誕生〉 ,頁 21。

註lU據明.朱長祚 :《 玉鏡新譚》 (北京 :書 目文獻出版社 ,北 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13,199U),卷 9,〈 爰書〉 ,頁 8U9。 刑部判決客氏的文書所載 。

註11崇禎元年刊行的小說 《警世陰陽夢》 ,亦 寫其於萬曆三十五年選入宮 ,年約二十五 、

六 ,為 一般文人所知其入宮之齡 。見明.長安道人國清 :《 警世陰陽夢》 (上海 :古籍

出版社 ,出 版年不詳 ),第十四回 ,〈 結好妖姆〉 ,頁 η7。

註12見 《明史紀事本末》 ,卷 71,〈 魏忠賢亂政〉 ,頁 1133。 《罪惟錄》亦曰其 :「 十

八入宮 ,再踰期而嫠」 ,見清.查繼佐 :《 罪惟錄》 (台 北 :明 文出版社 ,明 代傳記資

料叢刊 跖 ,1991),列 傳卷” 下 ,〈 魏忠賢〉 ,頁 %34.

註13清 .孫承澤 :《 思陵典禮紀》 (台 北 :文海出版社 ,明 清史料棠編 1:5,1967),卷

4,頁 16b-17a。

註14清 .計六奇 :《 明季北略》 ,卷 2,頁 ω ,〈 魏忠賢濁ltL朝政〉。

註15 《明熹宗實錄》 (台 北 :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 ,1966.4),卷 1,頁 29b,

「泰昌元年九月甲午」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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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6)、 「銀一百兩 、綵段六表裏 、羊四隻 、酒六十瓶 、新鈔五千貫 」

(註 17)等等 。此外 ,客氏之弟與子亦得賜官 :子侯國興於泰昌元年九月

官錦衣正千戶 ,(註 18)十 月 ,弟客光先亦得陞任此職 ;(註 19)天啟元年七

月國興並得廕錦衣衛指揮僉事 ,甚至其已故之夫亦得照子贈官 ,(註∞)

可謂殊榮 。

按照宮制 ,宮內女婢與媬媼應該住在乾西二所 ,不得任意出宮 ,客

氏後來卻得居咸安宮 (按 :昔穆宗陳皇后宮)。 (註21)而且只要事先奏

知 ,由皇帝傳一特旨 ,就可以暫回位於 「正義街西迤西蓆市街北」的私

邸 。她每日天將明之時 ,即至仁智殿內等候熹宗醒來 ,一直照顧他至深

夜後才離去 ;又 日日進膳給皇帝 ,宮中稱之為 「老太太家膳」 。(註笈)

熹宗即位以後 ,不好再與乳母共居一室 ,於是泰昌元年冬 ,客氏被安排

住進乾西二所 。當時皇帝還親臨為之遷徙 ,「 陞座飲宴 ,鐘鼓司官邱印

等扮戲承應 ,⋯ ⋯王安 、王體乾∴.⋯ 隨侍 。另設吃膳處於所內側室 ,猶

孔聖之有四配焉 。」(註”)好不熱鬧 。

客氏每日濃妝豔抹 ,教宮人仿效江南服飾 ,作寬袖低髻 ;(註舛)她又十

分愛美 ,常服用群仙液以防白髮 ,正所謂 :「 覓得仙丹助豔姿 ,不需銀

海往桑脂 ;雲鬟細染群仙液 ,會遣長如二八時 。」(註邠)而據聞她體肥

性畏熱 ,所以夏天於咸安宮起大涼棚 ,貯冰不絕 ;(註%)「 冬則大地炕

註16 《酌中志》 ,卷 9,〈 正監蒙難紀略〉 ,頁 妙 。

註17 《明熹宗實錄》 ,卷 S9,「 天啟七年八月壬寅」條 ,頁 11釦b°

註18 《明熹宗實錄》 ,卷 1,頁 ”b,「 泰昌元年九月甲午」條 。

註19 《明熹宗實錄》 ,卷 2,頁 3a,「 泰昌元年十月庚戌」條 。

註∞ 《明熹宗貴錄》 ,卷 12,頁 的 ,「 天啟元年七月乙巳」條 。

註21明 .蔣之翹 :《 天啟宮詞》 ,收於 《叢書集成新編》71(台 北 ,新 文堂出版社 ,

1985),頁 6UU。

註” 《酌中志》 ,卷 14,〈 客魏始末紀略〉 ,頁 弘-99。

註竻 《酌中志》 ,卷 14,〈 客魏始末紀略〉 ,頁 弘 。

註舛 清.陳悰 :《 天啟宮詞》 ,收於 《昭代叢書》 ,頁 笳 。

註巧 清.陳悰 :《 天啟宮詞》 ,收於 《昭代叢書》 ,頁 lω-19a‘

註%明 .蔣之翹 :《 天啟宮詞》 ,頁 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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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炭無量也 」 ,驕奢之態 ,有如嬪妃 。她亦自視為皇帝的 「八母之

一」 ,(註η)每次出宮回邸 ,乘坐小轎 ,隨從數百人 ,皆穿著鮮麗 ,照

明燃用的黃 、白蠟 ,不下兩 、三千根 ,「燈火簇烈 ,照如白晝」 ;宮中

內官跪叩道旁迎送 ,「 凡得客氏目視或頷之 ,則榮甚矣」 。她甚至行經

乾清宮都不下轎 ,至西下馬門 ,由小轎換八人抬的大轎 ,「 呼殿之聲 ,

遠在聖駕遊幸之上」 。待回到住所 ,則高坐大廳 ,邸中上下 ,挨次叩

頭 ,高呼 「老祖太千千歲 。」 (註m)

何以一位民婦得以受到如此優寵 ?除了熹宗心懷報養之恩外 ,尚與

他自身的特殊遭遇有關 。熹宗是光宗皇長子 、神宗的皇長孫 ,照理說地

位應該是無與倫比的 ,但是他的父親朱常洛大半生都是在危懼飄零之

中 ,自顧不暇 ,更別說顧到自己的兒子 ;而熹宗年幼時 ,他的母親王選

侍即被李選侍毆打致死 。加以他自幼沒有正式請朝臣作過導師教授 ,與

朝中諸臣的關係自然較為疏遠 。(註”)所以熹宗的地位雖優 ,卻得不到

應有的管教與寵愛 ,從小就由乳母客氏帶著 ,孤苦地在東宮悄悄長大 ,

使他易於相信側近之人 ,尤其是對乳母的感情特別深厚 。

按照宮例 ,皇帝成婚之後 ,無論嫡母 、生母都要遷出宮去 ,乳母更

不用說了 。天啟元年夏 ,熹宗大婚 ,御史畢佐周 、劉蘭 ,大學士劉一

曾諫請客氏出宮 ,但是皇帝 「戀戀不忍捨」 ,並說皇后年紀還小 ,需要

保母的照顧 ,一切等到神宗大葬之後再說 。(註 3U)後來諫疏紛至 ,迫於

眾議 ,只好讓客氏出宮 ,但熹宗 「暮思至晚 ,痛心不止」 ,(註 31)於是

註η 八母指菸母 、嫡母 、絞母 、慈母 、嫁母 、出母 、庶母 、乳母 。見黃彰健編 :《 明代律

例棄編》 (台 北 :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94),卷 首 ,頁 32,「 三父八母服

固」 。

註田 《酌中志》 ,卷 14,〈 客魏始末紀略〉 ,頁 π-99。

註” 苗棣 :《魏忠資專權研究》 (北京 :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12),頁 a＿∞ 。

註3U 《明熹宗守錄》 ,卷 11,「 天啟元年六月乙未」條 ,頁 18b。

註31明 .談透 :《 國椎》 ,卷 跖 ,頁 521U,但其年代記載有誤 ,對照 《明熹宗千錄》 ,此

事件發生於 「天啟元年九月」 ,而非 「天啟二年九月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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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諭令 「客氏時常進內 ,以寬朕懷 ,外廷不得煩激 。」(註笓)將客氏召

回 ,對她仍舊寵惠有加 ,使其威權日盛 ,成為魏忠賢結交客氏的重要原

因 。

天啟七年八月 ,年僅二十三歲的熹宗駕崩 ,由他的五弟 ,信王朱由

檢嗣位 ,是為崇禎皇帝 ,此時內外廷都產生變化 。九月 ,崇禎皇帝命客

氏出宮 ,她行至仁智殿熹宗宮前 ,「 出一小函 ,用黃色龍袱包裹 ,云是

先帝胎髮瘡痂 ,及累年剃髮落齒 ,及翦下指甲 ,痛哭焚化而去 。」 (註

33)可見客氏乳養熹宗的深厚關係 。而崇禎頗思清除閹黨 ,十一月遣魏

忠賢至鳳陽 ,不久即下令逮治 ,魏得知驚恐萬分 ,自縊而死 ,(註鉼)其

餘黨羽則陸續被捕 。

後太監王文政嚴訊客氏 ,發現其宅中竟有八位身懷六甲的宮女 ,據

說她想學秦朝的呂不韋 ,暗 中佔有皇室的後代 ;(註竻)崇禎大怒 ,命赴

浣衣局笞死 ,(註筘)焚於淨樂堂 。(註”)其子侯國興亦伏誅 ,戮首於市 ,

弟客光先擬遣 。(註銘)客魏雖已死 ,仍被戮尸於市 。(註 39)崇禎二年又查

核客魏餘黨 ,訂定 「欽定逆案」 ,按罪刑輕重分為七等 ,客魏列為首

逆 ,其中客氏被稱為 「乳保恃恩 ,兇渠朋結 ,凌尊竊勢 ,納賄盜珍 ,陰

逆首奸 ,死不盡罪 。」(註們)依謀大逆律凌遲處死 ,不過在元年時已經

正法 。詩日 :「 宮闈積蠹已多年 ,忍把毒手漫障天 ;逆賊逆婦相殄滅 ,

臣民自此始安眠 。」(註41)反映了朝廷內外對客魏的不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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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用事宮中

天啟初年 ,京師有道士歌於市中日 :「 委鬼當朝立 ,茄花遍地

紅」 。(註砲)委鬼指的是魏忠賢 ,而北方人讀客為 「楷」 (或且 ),茄
為音轉 ,據說是魏忠賢 、客氏亂政之兆 。(註們)

魏忠賢 (15“-1627),直隸河間府寧肅縣人 ,少無賴 ,好酒色博

奕 ;一次賭博失勝 ,為諸少年所辱 ,憤而自宮 ,改名李進忠 。萬曆十七

年選入宮 ,隸司禮監秉筆 、掌東廠的孫暹名下 ;後來經太監魏朝引進 ,

為熹宗及其生母辦膳 。泰昌元年 (162U)光宗即位 ,冊立東宮 ,魏忠賢

因客氏之助得為東宮典膳局官 。天啟二年改名忠賢 。他是客氏的菜戶 ,

所謂 「菜戶」 ,據 《明宮史》日 :「 凡替宮人造辦食物衣服首飾者 ,便

有一種無骨氣貪脂粉內官 ,名 日 『菜戶』 ,甘心為之驅使供給 。」(註

留)實因宮女們不得輕易出入宮間 ,太監幫忙辦理外勤 ,而宮女操持其

內務 ,彼此互利 ,感情上也有寄託 。這種情形在明代宮廷中蔚然成風 ,

《萬曆野獲編》即載 :

內中宮人 ,鮮有無配偶者 ,而數十年來為盛 。蓋先朝尚屬私期 ,

且諱其事 ,今則不然 ,唱 隨往還 ,如 外人夫婦無異 。其講婚媾

者 ,訂定之後 ,星前月下 ,彼此誓盟 ,更無別遇 。(註 dS9

逆〉 ,頁 釘U。

清 .計六奇 :《 明季北略》 ,卷 2,頁 鍶 ,〈 異人歌〉。《明史》則載曰 :「 委鬼當

頭坐 ,茄花遍地生」 ,卷 ∞ ,〈 五行志三〉 ,頁 486;《 明口宗口皇帝實錄》載 :

「委鬼當朝立 ,茄花滿地紅」 ,頁 39,「 天啟七年庚午」條 。

《明史》 ,卷 ∞ ,〈 五行志三〉 ,頁 486。 三天有與傅同欽皆曰 「音且」 ,見王天

有 :〈 明熹宗朱由校〉 ,收於 《明朝十六帝》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1995.lU),頁

3駬 ;傅 同熬 :〈 魏忠賢亂政和客氏〉 ,《 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3,頁 竻 。

明.呂 毖 :《 明宮史》 (北 京 :古籍出版社 ,1982),〈 木集〉 ,頁 “ ,〈 宮內教

書〉。

註巧 明 .沈德符 :《 萬曆野獲編》 (台 北 :偉文固書公司 ,1976),卷 6,頁 416,〈 內廷

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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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般文人多記載魏忠賢與客氏 「對食」 ,認為指的是宮人相與配合

為夫婦 。(註伯)其實 「對食」一詞源自漢代 ,(註η)暗指宮中的同

性戀 ,與 「菜戶」不同 。

客氏在宮內原與魏朝相私 ,後亦與魏忠賢通 。一夕 ,忠賢與朝爭擁

客氏 ,醉罵相嚷 ,喧囂之聲達於乾清宮煖閣內 ,熹宗平日知道客氏漸厭

魏朝 ,乃為之決斷而逐走朝 。此後忠賢得以專有客氏 。(註硱)天啟一向

依賴客氏 ,魏忠賢又常獻財物玩好 ,所以他們兩人很得熹宗歡心 。透過

與客氏關係的確立 ,魏忠賢如虎添翼 ,得客氏之助升為司禮監秉筆太

監 、提督東廠事務 ,勢力更如日中天 。

而客氏的悍妒 、「橫肆宮闈」 ,(註妙)主要表現在陷害宮妃上 ,劉

若愚稱其 「毒機久於醞釀 ,首禍中於椒闡」 。(註∞)首先 ,光宗趙選侍

與客魏不合 ,熹宗即位後 ,即矯詔逼縊之 ,至崇禎時尚以宮人殯殮 ,無

人敢為其中雪 。(註 51)熹宗皇后張氏平日知書賢明 ,客氏心尤忌之 ,遂

與魏忠賢捏造張皇后非河南生員張國紀所出 ,誣為海寇孫二之女 。後來

客魏又指使劉知選等人參奏張國紀謀立信王 ,藉此興大獄 ,排斥異己 ,

動搖中宮 ,以求冊立魏忠賢姪魏良卿之女為皇后 。(註兒)天啟三年張皇

后懷孕 ,客魏逐去張皇后身旁的宮女 ,密佈心腹 ;一 日張后腰痛 ,宮女

捶擊過度 ,竟至流產 。

再者 ,裕妃張氏方妊 ,客氏絕其飲食 ,禁閉於宮牆之內 ;數 日之

後 ,天雨 ,裕妃匍匐於簷下喝水 ,氣絕而死 。成妃李氏由於為慧妃范氏

註46如清 .孫承澤 :《 思陵典禮紀》 (台 北 :文海出版社 ,明清史料棄編 1:5,1967)

卷4,頁 15a;明 .沈德符 :《 萬曆野獲編》 ,卷 5,頁 %8,〈 對食〉。

註47 「陳皇后無子 ,使宮人與之共寢」見清 .孫承澤 :《 思陵典禮紀》 ,卷 4,頁 15a。

註48 《酌中志》 ,卷 14,〈 客魏始末紀略〉 ,頁 砲-73。

註49清 .毛奇齡 :《 勝朝彤史拾遼記》(台 北 :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 5:6,198U),

3582。

註5U《 酌中志》 ,〈 自序〉 ,頁 2。

註51 《酌中志》 ,卷 8,〈 兩朝椒難紀略〉 ,頁 巧 。

註犯 清.毛奇齡 :《勝朝彤史拾避記》 ,頁 竻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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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憐 (她因忤客氏而被斥 ),客氏大怒日 :「 彼欲樹兵向我耶 ?」 (註

“)於是矯旨革李氏封號 ,並絕其飲食 ;成妃鑑於裕妃之死 ,平 日就在

磚瓦縫中暗藏食物 ,待 「客氏逆賢怒少解 ,始退斥為宮人 。」(註與)得

以倖存 。此外 ,馮貴人因勸熹宗罷宮內操練 ,得罪魏忠賢 ,他們遂矯旨

稱貴人毀謗 ,賜死 。(註“)由此可知女性在與同性為敵的情形下 ,其手

段有時也顯得十分殘酷 。

客魏對付嬪妃的手段 ,或絕食勒死 ,或乘其微疾而暗害之 ,熹宗六

妃只有王 、段 、任氏三妃不受難 ,正所謂 「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與

客氏之喜怒 ,危如朝露 。」(註珀)宮嬪凡娠 ,客氏必設計墮其胎 ,即使

生下亦不能保活 ,所以張皇后等雖生皇子三 、皇女二人 ,卻不得存 ,使

熹宗至死無嗣 。除此之外 ,客魏也令其姪魏良卿 、子侯國興 ,將內府財

物及歷代宮中奇珍異寶搬盜一空 ,堆積私家 。(註”)可見客魏在內廷的

囂張跋扈 。

在客魏用事宮中的整個過程裏 ,魏忠賢藉著其為皇帝的貼身忠僕與

皇帝的親愛者之親愛者的雙重身份 ,(註 58)得以步步高升 ,在宮中佔有

優勢 。他與客氏共通合作箝制宮壼 ,但似乎多是利用客氏乳母的特殊身

份而得勢 。如裕妃張氏有妊 ,魏忠賢即令客氏在熹宗面前譖愬之 ,絕其

食 、使餓死 。(註”)楊漣曾上疏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 ,使他戒慎恐懼 ,

最後亦靠客氏為之彌縫罪戾 ,(註ω)才得以脫罪 。是故客氏在熹宗心中

註“ 清.毛奇齡 :《勝朝彤史拾遼記》 ,頁 “肛 。

註“ 《的中志》 ,卷 8,〈 兩朝椒難紀略〉 ,頁 伯 。

註∞ 清.毛奇齡 :《勝朝彤史拾遼記》 ,頁 竻抬 。天啟三年 ,魏忠賢於紫禁城內辦內操 ,以

悶人三千 ,在五鳳接設內營 ,操練兵馬 ;見明.朱長祚 :《 玉鏡新諢》 ,卷 5,〈 佈置.

內操 〉 ,頁 75U.

註珀 《明熹宗守錄》(梁鴻志影印本),卷 粥 ,「 天啟四年六月己丑」條 ,頁 Sb。

註Ⅳ 明.朱長祚 :《 玉鏡新諍》 ,卷 9,〈 爰書〉 ,頁 81l。

註兒 苗棣 :《魏忠賢專權研究》 ,頁 71。

註59清 .王鴻緒 :《 明史稿列傳》 (台 北 :明 文書局 ,明代傳記資料叢刊 99,1991),卷
199, 〈宦官下〉 ,頁 2Ua。

註ω 明.劉心學 :《四朝大政錄》 (台北 :文海出版社 ,明清史料棄編 l:5,19θ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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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可見一斑 。而面對皇帝依戀一位卑下的乳母 ,朝中士大夫表現出

何種態度呢 ?

肆 、士大夫之評論

皇帝與乳母兩人朝夕相處 ,容易產生某種程度的依戀 ,萬曆皇帝一

次訓誠皇子時即說道自己五歲便能讀書 ,而今皇三子五歲 ,尚不離乳

母 ,(註 61)以此勸勉其子 。但是熹宗不僅孩提之時離不開乳母 ,就連成

家立業之後 ,與乳母客氏的關係也依然如故 ,優寵不減 ,因此引起朝臣

的非議 。

天啟元年正月 ,熹宗以客氏保護聖躬 ,命戶部 「速行擇地二十頃 ,

以為護墳香火之用」 。御史王心一請罷之 ,一方面認為優以金帛即可 ,

加給田土 ,恐東征文武將士以為衝鋒捐軀卻不如皇帝左右之人 ;一方面

光宗至今尚未出殯 ,皇帝就先念及客氏之香火 ,似不合理 。(註ω)

同年六月 ,御史畢佐周 、大學士劉一盧等人紛紛上疏諫請客氏出

宮 。他們的主要理由是 ,皇上對客氏之隆恩乃 「國家兩百年來 ,未有之

創典」 ,皇上要報答其辛勞 ,給她封號 、田產就已經足夠了 ;況且此時

三宮並立矣 ,「 於以奠坤闈而調聖躬 ,自 有賢淑在」 ,客氏已經沒有留

在宮中的必要 。如果讓客氏久留宮中還會造成 「冒擅權攬勢之疑 , 開

睥睨窺伺之隙」 ,對客氏本身更沒有好處 。熹宗卻下旨日 :「 奉聖夫人

封廕 ,累朝舊制 ,何云創典 ?」 而且 「三宮年幼 ,暫留調護 。」(註ω)

駁回之 。

誠然 ,封乳母為夫人乃是累朝之舊制 。成祖永樂七年 ,即為報養育

之恩 ,追封保母馮氏為保聖賢順夫人 ,為明代封保母之始 ,(註“)此後

下 , 〈劾崔魏諸奸〉 ,頁 兒 、ω 。

註61明 .姚宗典 :《存是錄》 (台 北 :文海出版社 ,明清史料棄編 1:5,19θ ),頁 勿 .

註62 《明熹宗貴錄》 ,卷 5,「 天啟元年正月壬寅」條 ,頁 21飪b°

註“ 《明熹宗實錄》 ,卷 1l,「 天啟元年六月甲午 、乙未」條 ,頁 1他-18a。

註a 《明太宗守錄》 ,卷 S9,「 永樂七年三月戊辰」條 ,頁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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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以為例 ,並封及其父與夫 。據萬曆年間沈德符載仁宗 、宣宗亦有封保

母父夫之制 :

仁宗初登極 ,為 翊聖恭惠夫人置守塚十二戶 ,蓋 即上保母也 ,已

為異典矣 。

既又封保母為衛聖夫人 ,則 上乳母用翊聖例 ,未幾又追封楊氏故

夫蔣廷珪為保昌侯 ,諡 莊靖 ,此本朝所未有之典 ,則 列聖亦更無

援此以私保母者 。

又

宣德元年 ,封乳母李氏奉聖夫人 ,李 夫呂斌 、張夫傅勝 ,俱贈都

督僉事 。自是而後 ,不 可勝紀矣 。(註6D

此外 ,穆宗乳婦柴氏夫余寶授指揮同知 ,神宗乳婦金氏夫王鑑也授指揮

僉事 。(註∞)所以熹宗對客氏之封廕確非首創 。

本來熹宗已經接受群臣的建議 ,命客氏出宮 ,但實在無法忍受離別

之苦 ,所以又把她接回宮來 ,讓她享受嬪妃般的待遇 ,朝臣為客氏的出

而復入又爭議不休 。

天啟元年十月 ,御史周宗建 、給事中侯震暘 、倪思輝 、朱欽相等為

此極諫 。周宗建認為 ,熹宗 「兩日之間 ,乍出乍入 ,天子成言 ,有同兒

戲」 ,而且 :

法官禁地僅類民家 ,無論舉動有乖 ,亦 恐內外防閑甚褻 。即皇上

今日或謂階前尺土不足為意 ,婦人女子束縛何難 ?不 知此輩一叨

恩格 ,便 思踰分 ,釁 孽漸起 ,寵競日繁 。

基於內外防閑以及婦人易爭寵的理由 ,周氏認為應該早點將乳母送出

宮 。他又引用漢魏六朝的史事 ,以為 :

昔漢楊震于靈帝初年爭執王聖之弄權 ;左 雄於安帝初年極諫宋娥

註“ 兄沈德符 :《 萬曆野獲編》 ,卷 21,〈 佞倖〉 ,

註66 《明熹宗守錄》 ,卷 12,「 天啟元年七月乙巳」

頁5佗 ,〈 乳母異恩〉 .

條 ,頁 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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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專寵 ;齊世祖天康初年 ,以 陸令萱之蠱惑 ,卒 至大亂其國 。凡

此三君召尤致咎 ,皆 由保婦 。主既無終 ,彼 亦自禍 ,迴 思恩寵 ,

翻作禍胎 。⋯⋯乞深鑒積漸之難開 ,重 念禁防之宜慎 ,一 依成

命 ,仍 賜出外 ,則所謹於客氏一人者似小 ,而 所昭示於下臣民者

甚大 。

希望天啟皇帝以古為鏡 ,依照成命賜客氏出宮 ,明哲保身 。結果熹宗卻

說 :「 宮闈保護與外庭政事何與 ?」 (註σ)完全不予理會 。

給事中侯震暘也上疏說 ,「 奉聖夫人客氏 ,挾阿保功 ,熒惑聖聽 ,

為肘腋憂 。」(註“)而貴為皇上卻不忍一保姆 ,至廢寢忘食 ,實為聖德

之累 ;且 「宮闈禁近之地 ,詎宜習熟往來 ,間巷穢褻之身 ,何得輒混視

聽 ?況中涓群小 ,內外鎖 〔鉤 〕連 。」 (註ω)他指稱過去乳母與宦官勾

結之案例 ,昭然若揭 ,例如漢安帝乳母王聖與江京 、李閏共諂 ,靈帝乳

母趙嬈與曹節 、王甫同謀 ,影射客氏與魏忠賢串通 ,盼天啟皇帝三思 。

朱欽相則極言進用婦寺之弊 ,他說 :

欲淨奴氛 ,先除女戎 。凡中國與君子 ,陽也 ;故君子登庸 ,中 國

之盛因之 。夷狄婦寺 ,陰也 ;故婦寺進用 ,夷狄之禍因之 。..:⋯

其 (客 氏)入也 ,傳 煽流言以熒惑聖聽 ,因 而濁亂宮問 ,因 而干

預朝政 ,因 而援引邪險 ,傾 害善良,陰 氣殺運 ,相 為威召 。(註 9U9

他以陰陽相對照 ,認為婦寺為陰 ,「 陰氣殺運」客氏在宮中會煽惑皇

帝 ,濁亂宮闈 。楊漣曾上疏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 ,其中之┬即是與客氏

包藏禍心 ,圖謀不軌 ,亦希望皇上 「敕令居外 ,以全恩寵 ,無復令其厚

毒宮中」 。(註 71)

註σ 《明熹宗實錄》 ,卷 15,「 天啟元年十月戊辰」條 ,頁 1釦b°

註“ 明.劉 心學 :《四朝大政錄》 ,卷下 ,頁 “ ,〈 劾崔魏諸奸〉。

註69明 .侯震暘 :《侯史垣疏》 ,〈 劾客氏疏 〉 ,收於明.陳子龍 :《 皇明經世文編》 (台

北 :國聯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19a),卷 499,頁 3a。

註7U 《明熹宗實錄》 ,卷 15,「 天啟元年十月庚午」條 ,頁 鈕 。

註71明 .劉 心學 :《四朝大政錄》 ,卷下 , 〈劾崔魏諸奸 〉 ,頁 兒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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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上諫的言官 ,或被奪俸 、或被貶官 ,南京御史王允成曾為之抗

疏 ,訴諸情理 ,以為臺臣所言乃是為聖上 、國家以及客氏考量 ,盼天啟

皇帝能夠詳加考慮 ,以成堯舜之盛德 。他首先肯定客氏乳育之功 ,「 念

客氏之為保姆十六七年 ,想其忠勤 ,必有大當於聖心者」 ;接著說 ,但

是皇帝既已成家 ,「 自應割情於客氏 」 ,如果讓客氏出宮 ,臣 民莫不

日 :「 聖上之御客氏 ,能以義自裁也 。」如此一來 ,將比出宮之日 ,珍

奇燦爛 ,種種破格 ,使人以為皇帝之 「特厚保姆」 ,更能讓人信服 ;而

且客氏之出宮 「關國體之為尊為褻 ,繫君德之為完為玷」 ,她若能急流

勇退 ,當使其與皇帝都能成就美名 。(註砲)

綜上所述 ,針對客氏留居宮中 ,朝臣評論之焦點不是其乳養不週 ,

而是在於 :其一 ,皇帝給予一個 「么麼里婦」(註”)的客氏封賞太優 ,

希望皇帝將孺慕之念用於社稷 ,而非客氏一人 ;(註π)其二 ,熹宗已經

成家立業 ,不需要保母照顧 ,盡早將客氏送出宮對她與皇帝都有好處 ,

以免婦人亂政 ,皇帝美名遭污 ;其三 ,天子之言 ,豈可如同兒戲 ,既然

決定讓她出宮就不應出爾反爾又接回來 。

再者 ,檢閱以上奏疏之科道 ,可發現他們皆為東林黨人 ,而反抗權

璫魏忠賢即為東林運動中最鮮明的一幕 ,(註巧)所以其力持清議 ,嚴於

小人君子之辨 ,大加斥責客魏 ,與政治立場的對立有關 。除此之外 ,他

們對乳母客氏之批評 ,更集中在客氏逾越了階級與性別的界限兩方面 。

(註%)就階級方面而言 ,大部份士人認為皇帝對一個出身微賤的乳母之

優賞太厚 ,甚至還讓她封廕 ,有違祖制 ;就性別而論 ,所謂 「陰氣殺

言工72 明.王允成: 〈參客氏救言官疏〉 ,清 .陳夢雷來輯:《古今圖書集成明倫袋編》 (台
北 :鼎 文書局 ,1985),卷 ∞ ,〈 乳保部〉 ,頁 “b-%a。

《明史》 ,卷 舛6, 〈侯震暘傳 〉 ,頁 ω9S。

《明熹宗實錄》 ,卷 15,「 天啟元年十月庚午」條 ,頁 鈕 。

林麗月 :〈 明末東林運動新探〉 ,師大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m比7,頁 m5。

李貞德研究漢魏六朝乳母時發現士人學者的批評大多以此二者為主要立論 ,見 氏著 .:

〈漢魏六朝的乳母 〉 ,台 北 :.「 發療與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 ,1997.6.%-28,未 刊

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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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婦人干預政事本來就不被肯定 。然而類似的言論並非僅僅針對客

氏 ,此種說詞也不是東林人的專屬 ,而是男性士大夫普遍對 「牝雞司

晨」 (《尚書 .牧誓》)之慮 。萬曆年間沈榜言 「三婆」 (奶婆 、醫

婆 、穩婆)留在宮中之弊 ,即展現出此種心態 ,其云 :

三婆之類 ,蠢 然匹婦 ,非 若豔巧之可傾人國者 ,而 漢武 、宋孝獨

奈之何而坐受壅蔽 ,不 致大破壞乎 ?以 是知亂政不必男戎 ,移 人

不必尤物 ,明 或煬於近習 ,而 權或溺於嬖佞 ,其 所由來者漸也 。

他以為匹婦亦可能亂政 ,提防的方法是 ,諸婦如果有勞於國 ,「 生則時

賚之 ,沒則厚葬之 ,榮以殊號 ,守以墳戶 ,報德報功 ,極隆且備 ,不必

為隄防之舉 ,而諸婦自兢兢享富貴終其身 。」(註 99)

此外 ,除了言官彈劾客魏之文 ,街頭巷議更流傳著客氏迷惑熹宗 ,

以及客魏淫亂的耳語 。如小說 《斥奸書》中日 :「 侯巴巴見了聖上 ,叩

了頭 ,便做出許多妖嬈顧戀之態 ,聳動聖心 。」(註 9B)而傳聞客氏自民

間傳入牽牛花 ,京師儇薄子則嘲日 :「 多露沾濡 ,其客氏宣淫之兆 。」

(註 99)《檮杌閑評》描寫得更加荒淫 ,所謂 :「 久旱枯苗得雨 ,初睛餓

蝶逢花 。重重喜氣靄羅幃 ,隱隱春風動繡榻 。」(註 SU)客魏死後不到一

年 ,便陸續有上述許多小說問世 ,(註 81)速度之快 ,在 中國小說史上實

屬少有 ,正說明了當時社會大眾的普遍心理 。

註99明 .沈榜 :《 宛署雜記》 ,卷 1U,居 字 ,頁 %,〈 三婆〉。

註窗 明.吳越草莽臣 (陸 雲龍):《斥奸書》 (上海 :古籍出版社 ,出 版年不詳),第 3

回 ,〈 憶從龍新皇念舊.通阿乳進忠作奸〉 ,頁 勝 57。 熹宗口吃 ,稱客氏曰巴巴 ,時

召入宮中留宿 ;見明.憨 融上人 :《 宮廷睹記》 (台 北 :中 研院史語所藏 ,明 季史料叢

書7),頁 如 。

清.陳悰 :《 天啟宮詞》 ,收於 《昭代叢書》 ,頁 %。

清.佚名 :《構杌閑評》 (上海 :古籍出版社 ,出 版年不詳),第 13回 ,〈 客印月憐

舊分珠.侯秋鴻傳春竊玉〉 ,頁 姆3。

首先有 《警世陰陽夢》 ,後有 《斥奸書》 、《皇明中興聖烈傳》及 《持杌閑評》等 。

相關研究見邱忠孝 :《魏忠賢系列小說》 (瀋陽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3.12),頁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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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 論

整體而言 ,由於文獻性質所限 ,企圖為客氏立傳 ,將其生平 、性格

描繪出一完整的輪廓是十分困難的 。然而經由以上的討論 ,我們可以看

到宮中乳母的特殊地位 。民間婦女除了宮女之母有旨外 ,一般不得出入

禁中 ,惟 「三婆」時可進入 ,其中醫婆與穩婆事畢即出宮 ,唯有奶婆一

旦幸留 ,則 「終其身事所乳 ,得霑恩澤 ,無復出理 ,其食報蓋特隆

云 。」(註釳)她們並非宮嬪 ,卻為最接近權力重心的女性之一 ,地位隆

昇 ,甚而與宦官結合 ,用事宮中 ,所以才會產生像客氏這般權勢大的乳

母 ,她們在政治領域的活動不容忽視 。

對於客氏在宮廷之用事 ,顧炎武日 :「 有明自永樂中 ,封乳母馮氏

為保聖賢順夫人 ,列宗因之 ,遂為成例 。而奉聖夫人客氏遂與魏忠賢表

裡擅權 ,甚於漢之王聖矣 。」(註 S3)以為客氏之亂政甚過安帝保母王

聖 。近人李甲孚更云 :「 明代的天下就是被客氏和魏忠賢兩個人這樣斷

送掉的」 ,(註阱)甚至認為客氏是明亡的罪魁禍首之一 。可見客氏在政

治上的影響力似乎不小 ,而其評價一直都是負面的 。

劉若愚曾質疑明宮廷 「何明於防西李老娘娘之垂簾 ,昧於防客氏之

淫橫也 ?」 (註跖)實際上 ,我們由客氏的出宮復入 ,可以明顯看出熹宗

對這位乳母長養之恩的報答與依戀之情 。明代承元制 ,乳母為 「八母之

一」 ,為乳母 (即妳母 )應服緦麻三月之喪 。(註跖)即使貴為皇帝 ,對

乳母的報恩之心仍不能免 。只是 ,身為皇帝 ,私人的感情通常是不能當

作理由的 。

註&明 .沈榜 :《 宛署雜記》 ,頁 %。

註S3清 .顧 炎武 :《 日印錄集釋》 (長沙 :嶽麓書社 ,1996.2),卷 14,頁 519,〈 乳

母〉 .

註阱 李甲孚 :《 中國古代的婦女生活》 ,〈 乳母〉,頁 137。

註跖 《酌中志》 ,卷 14,〈 客魏始末紀略〉,頁 93。

註跖 黃彰健編 :《 明代律例棄編》 ,卷首 ,頁 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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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母的封廕與出宮 ,(註田)表面上是與祖制有關 ,如天啟元年熹宗

欲加恩客氏之子與夫 ,禮部侍郎周道登日 :「 無成例可考」 ,認為現在

客氏已無夫 ,優以金帛或賜之宅第即可 ,願皇上用情必期合禮 ,無妨祖

制 。(註路)士大夫對客氏的撻伐 ,除了代表其特殊的政治立場外 ,實則

含有階級與性別歧視的問題 。自古以來與政治沾上邊的婦女 ,通常都不

會獲得正面的評價 ,所以文獻上對客氏的性格 ,多看到荒淫又狠毒的一

面 ;然而熹宗卻曾言 :

朕昔在襁褓 ,氣廉清虛 ,賴 奉聖夫人客民事事勞苦 ,保 衛恭勤 。

不幸皇妣蚤歲賓天 ,復 面承顧託之重 ,凡朕起居燥濕 、飽飢燠

寒 ,皆 奉聖夫人業業兢兢而節宣周慎 ,艱險備嘗 ,歷 十六載 。及

皇考登極匝月 ,遽 棄群 臣 ,朕 以沖齡並失怙恃 。自纘承祖宗鴻

緒 ,孑 處於宮壼之中。復賴奉聖夫人倚毗調劑 ,苦 更倍前 ;況又

屢捐己俸佐橋工 、陵工 、助軍需 、鼎建溯 。想青宮夙績曾成育眇

躬 ,加 以累次急公而懿德并懋 ,亙 古至今 ,擁佑之勛 ,有 誰足與

比者 ?外廷臣庶那能盡知 ?簡 在朕心 ,于 茲七載 ,蓋 未忍一刻忘

「 也 。今朝殿慶捷音疊奏 ,朕 感今懷昔 ,嘉 尚良深 。《詩》不云

乎 ,「 無德不報」。奉聖夫人可特加恩廕 ,用 彰殊異 。(註 Bg(

強調在他失怙恃之時 ,孤苦地長於宮中 ;一切生活有賴客氏細心照料 ,

幾代母職 。而身為一位乳母 ,客氏推燥居濕 ,長育之恩 ,著實令人為之

動容 。熹宗一句 「外廷臣庶那能盡知 ?」 更道盡了他在情感上對客氏的

依戀與報答 。

註S9或許鑑於 「客氏索比逆賢 ,幾危宗社」 ,崇禎十四年 ,令保母乳皇子至七歲放出 。見

清 .孫承澤 :《春明夢餘錄》 (北京 :古籍出版社 ,1992.12),卷 6,〈 內官監〉 ,

頁 1UU。

註SS 《明熹宗實錄》 ,卷 12,頁 化 ,「 天啟元年七月乙巳」條 。

註粉 《明熹宗守錄》 ,卷 S9,「 天啟七年八月壬寅」條 ,頁 11狂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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