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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滿族婚姻型態與相關律令研究成果述評

馮 國 華

前 言

本篇 「清代婚姻政策」試圖從法制史的層面出發 ,來探究清代多民

族婚盟政策的情形 ,因此 ,除以法制律令之演變為重點外 ,也期盼能探

究在此制度執行之下 ,滿族與其他民族交互影響的情形 。而其中滿族如

何更改 自身傳統以求紹續正統 ,並藉由與其他民族結親的關係緩和民族

問的歧異點 ,達成萬世一家的政治目的 ,是本篇亟待解答的部分 。

清代婚姻政策可從兩方面來觀察 ,一方面是體現於全國之通典與律

令 ,另一部份則反映於政治聯姻的進行 ,就前者而言 ,可以從洽襲明律

精神之相關律令 ,與清朝主要為適應多民族共榮而修正新增的部分兩個

層面來分析 ,因此 ,除了解以唐律為核心的中國法律思想 、周禮孕化生

成之婚俗禮儀外 ,更不可忽略滿族傳統而孕育出清代特殊的八旗及理藩

制度 ;而實行成效如何 ,也可逐一檢視 。就後者而言 ,與其他民族的聯

姻如何進行 ,普及程度如何 ,產生何種效果 ,對滿族本身有何影響 ,都

應被賦予相等的重視 。因此 ,本研究史將以上述提問為核心 ,略述學者

專家之相關論述 ,以求澄清問題 ,聚集焦點 ,進而開展新的研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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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律令研 究

清律除依八旗制度與多民族共存之時代特性而有所更動增加外 ,基

本上以明律為其主體 ,因此 ,經由研究明律之精神 ,更得以從中對照出
清律因革損益處的特殊性 。而唐律更於中國律法尚居於承先啟後之地位 ,

其婚姻相關規定也值得一覽 。向淑雲認為唐代婚姻法雖多受儒家德禮觀
念的影響 ,但仍有部分規定是基於現實社會考量而制定 。此法洽自 《禮
經》,如同姓不婚 、外姻尊卑不婚 、良賤不婚 、居喪不婚 、議婚有媒 、祖
父母及父母有完全的主婚權 、以私約 、聘財為訂婚要件 、禁止婚禮奢侈 、
提倡見舅姑 、禁止二嫡妻並立 、不可以勝妾為妻 、以七出 、義絕為離婚
原因等。基本上 ,唐代婚姻法有如下幾項特質 :(一 )家族中心主義 ,(二

)

男性中心主義 ,(三 )尊卑 (長幼 )有序 、親疏 (血緣)有別 ,而特重尊
卑有序 ,(四 )重視婚禮儀 ,所以唐代婚姻法含有相當濃厚的儒家禮法觀
念 ,社會上大多數人也能遵行這種婚姻規定 ,但在另一方面又能賦予婦
女較多自由 ,如改嫁 。這種婚姻觀可說是開明而不失禮法 。

l侯
英泠續論

唐戶婚律之洽革與地位 ,說明唐律之思想淵源並介紹唐律上有關婚姻之
規定 ,就婚姻本質 、婚約 、結婚與婚姻關係在唐律上之效果深入論述唐
律上離婚之規定 ,自其意義 、事由 、效率三方面加以分析 ,尤重於離婚
事由之探討 ,以闡明唐戶婚律的倫常立法特色 。其文特別之處在於 ,自

唐婚律與唐代社會之結合與脫節等現象 ,說明唐律為倫常禮教之反映 ,

以及唐律對男權思想之退讓 ,並予以檢討評析 ,以其法學背景為唐律的
探討增添了現代性 。

2在
清律的洽革部分 ,劉廣安詳述了立法相關背景3,

張晉藩更延伸提及立法之機關與立法過程中的論戰 ,唯一可惜之處在忽
略相關社會變遷與立法需要 ,而流於平面 。

4郭
松義比較了朝典中相關律

I向
淑雲 ,《 唐代婚姻 法與婚姻實態 》,國 立臺灣大學歷 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 ,1986年 。2侯
英泠 ㄍ 唐律上婚姻規定之探討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研究所碩士論

文 ,I99U年 。

法律出版社 ,1994年
)。

:中 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3年
)。

:霸屢葽予獽㎡霞瞉豊鞋轟堯;苗璋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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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之實施成效 ,但卻沒有應用軍機處檔 ,因此有遺漏大案之弊 ′在律法

典儀實行部分 ,清代大婚為一研討重心 ,包含時機 、過程 、花費與意義

等方面 ,都有多篇文章 ;論點一致 ,僅描述繁簡有所差異 。
‘
后妃制度之

形成 、確立與行之久遠也不乏論著 。
7論

者多採用 《實錄》與清史 ,因此

內容多數雷同 ,僅定宜庄與閏嬰華取材涉及 《宗人府檔案》與 《理藩院

則例》。定氏因重心擺于旗 、民婚姻 ,故於后妃制度之內容 ,描寫雖詳盡 ,

卻沒有探究成因 。
8閏

氏雖非史學訓練出身 ,但對崇德五宮之過程 ,考據

確實 ,應用史料廣泛 ,為後學者奠立良好基礎 。
’
其他諸多文章多針對后

妃本人作描寫 ,資料採自 《清史稿》與 《實錄》,較少制度的比較 ,但從

中對於名稱的確認與封賞的多寡 ,也有所說明 。
m王

樹卿則透過提問來解

答后妃制度之時代意義與利弊 ,但如前所言 ,囿與史料 ,故創新性不多 。

∥
其他典儀實行部分 ,馮爾康一文綜論 《大清會典》中相關規定來呈現婦

女在婚姻中的樣貌 。
”
較特別之處是馮氏指出清代滿族婦女地位普遍高於

漢族 ,表現在繼承權 、財產處理權 ‵與興訟權等 ,這不與婚姻制度而與

文化相關 。婚姻型態因八旗制度之實行 ;而形成有清一代之特色 ,而社

會救濟措施亦得以施展於婚姻行為上 ,雖本文篇幅不大 ,但因馮氏對檔

案掌握度極高 ,因此立論嚴謹 ,但遺憾是他未提及民族聯姻部分 ,因
牡

對清代多民族的特點發揮尚嫌不足 。

6

7

S

9

郭松義 、李新義 、李尚英 ,《 清朝典志 》(長 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年 5月 )。

鵟霽層 甾 馬 瓁 橕 ?《膚 蓆晝觷麎嶽 奸阭 普 堪 藝 姦昆裱 社 〢 991年

7月 )。

因多為泛論性質 ,故於此不錄 。

閏嬰華 ,〈 清代前期的后妃制度 〉,政 治大學民族學民族研 究所碩士論

m盂
駍營逼響攀扉點:矕鵳谿讋硻翠趯鬻駑

礭薔鑞呼旱薝填錄葧忍鴇馫遄訊鼀f,齧玻靠毾鸕》俄京:紫

禁城出版社),199S年 ;杜家驥,〈 清代皇族禮俗〉,《 歷史月刊》(臺北:

η霿轟鬞犁駕諀駥豰亂蟲熧查蒨嬰品茗苦盄氰
「
被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

研究室編 ,《 清史研究集 》,第 5期 ,1986年 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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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滿族 文化風俗

滿族的婚俗禮儀是如何呢 ?入關之前 ,對於婚姻觀念 ,仍留存古老

的傳統習俗 ,直到皇太極制定 「婚姻法規」,嚴禁習俗延續之後 ,婚姻制

度有法可循 ,如公佈 「凡人不許娶庶母 、及族中伯母 、嬸母 、嫂子 、媳

婦 」、「族中相娶者 ,與姦淫之事一例問罪」、「凡女年十二歲方許做親 ;

未及十二歲做歲者有罪」的法令 ,從此娶妻的婚俗逐漸制度化 ,樹立了

家庭與倫理的觀念 。茲將關外時期的傳統婚姻觀念與習俗 ,概略說明如

下 :

(1)明 末時期 ,滿族婚姻風俗實行 「包婚制 」,藉由部族首領全權主

持婚姻 ,不是由父母包辦 ,在這種原始婚俗中 ,「 同族婚娶」普遍於民間

社會 ,甚至尚殘留部落時期的血親婚姻 、劫掠婚姻的情形 ,此種現象的

存在 ,與遊牧民族的生活環境和生產方式息息相關 ,因人口稀少 、地域

廣闊 ,故遊牧時期的婚俗趨於混亂和複雜 。

φ)就婚嫁的輩分而言 ,努爾哈齊在五十歲之後 ,連娶蒙古科爾沁兩

位貝勒的女兒為妻子 ,兩女年紀上僅為十幾歲 ,與代善之子岳托之年齡

相近 ;另外 ,宸妃與莊妃本是姐妹關係 ,竟 同時嫁與皇太極為妃 ,由於

滿 、蒙二族文化 、風俗等相似 ;因此 ,二族皆有弟娶寡嫂 ,或姑姪同嫁

一人等近親結婚情況 ,也就是轉房制度 。所謂轉房 ,是一種 「夫兄弟」、

「妻姐妹」共夫 、共妻的婚姻型態 ,是少數民族特殊的社會風俗 。

φ)滿族之婚姻制度 ,曾經盛行 「男就女家」的入贅觀念與族外掠奪

婚姻的習俗 ,皆為滿族婚俗中所保留之古樸遺風 ,亦為部落民族強權之

下的直接表現方式 。

“)為 了講求部落之中 ,王公貴族們血緣的高貴與純淨 ,滿族因而實

行近支結親的門第政策 ,近親結姻對後代的繁衍 ,將形成嚴重的不良後

果 。雖後 ,日 後滿族因為軍力與戰略的考量 ,長期與蒙古科爾沁部的博

爾濟吉特氏家族聯婚 ,由於滿 、蒙雙方亦為近支通婚 ,致使婚後不易生

兒育女或易產生子女天折現象 。

φ)滿族有早婚的風俗 ,男子年齡在十五歲 ,女子十二至十五歲 ,早

婚習俗或許與人力需求 、多子多孫觀念相關 ;雖然 ,康熙中期之後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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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年延長到十五至二十歲 ,仍然非常重視人口成長的問題 。

就相關論著而言 ,中 國婚姻史相開著作多將明清合論 ,且篇幅單薄 ,

佐證不足 。而較有價值者為魏林 、蘇濱等論著
B,其認為 :清代承繽明代

中家族與貞節觀念的極致 ,但卻忽略了滿族本身之文化特性 。王可賓認

為滿族入關前乃採群婚制 ,並有姊妹共事一夫的傳統 。
Ⅱ
定宜庄更細論認

為滿族早期婚姻風俗不同於漢人 ,包括收繼婚 、一夫多妻且妻妾不分貴

賤 、寡婦再嫁等 ,這主要是由於男多女少之人口結構與經濟力有關 。
‘
在

《滿洲史論叢》中則略述婚禮之程序
㏑,這大體與劉桂騰所言相同

η,只

有聘禮金額與數量部分 ,因 為兩位作者調查地區與使用史料迥異 ,而有

區別 。稻葉君山對婚姻所言不多 ,但比較重視婚禮多由部落長來執行 ,

顯示了群體力量在個人婚姻中的展現 。
∥
這與李燕光的論點相同 ,譯為婚

姻是滿族增強本身政經實力的有利手段 ,而婚姻型態規模的大小與家庭

經濟也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
D而

賴惠敏在 《天潢貴冑》一書 ,即詳細討

論皇族組織與財政結構 、經濟生活等方面 ,可補強有關皇族家庭史之研

究 ,書中特別提到旗人婦女掌控財產權 ,有時會因為在家庭中所扮演角

色而有提升 ,如孀婦與未嫁姑奶奶 ,可分享公產 ,決定ㄝ過繼子嗣 ,甚

而在財產權受侵害時 ,更可提呈訴訟 ,對簿公堂 ,但該書並未對滿族婚

姻型態與對象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為其可惜之處 。
∞
另外 ,劉素芬結合玉

牒統計與宗法制度做剖析 ,以討論皇族的婚姻 。其中將皇族婚姻型態依

時期區分 ,具體呈現未婚男女比例 、婚齡與妻妾數隨時代演進之狀況 ,

認為低階層與高階層貴族之婚姻行為受宗法制度的影響 ,因此妻妾數 、

:亳置量;手喬曩男眷垂炃氅蘁菗鬟戲葑鼊話翔既玲1:嶚兮≒結矢學出版社,

1999年 l1月 ,第一版 )。

㏑莫東寅 ,《 滿洲史論叢》(北 京 :三聯書局 :1999年 )。

:灉豔響↗韶省會囊環鸃誋〡蟲卷i蔧疑:國鸁出版社′bω 年
9月 )。

蛋
蟗霋事臺謈暑尋曇拿鷣辭艂輔 襒靆灥i
史研究所專刊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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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婦女改嫁等都因階級而有所差異 ,進而影響家庭規模與生育率 。
”

除此之外 ,許多學者論述著重於婚姻之宗教意涵 ,滿族的薩滿教
(Shamanism)可以視為東北民族宗教信仰之大成 ,它保留著較完整的宗教
形態 。其中 ,對七星 、火 、神山和神石以及神樹的崇拜則代表滿族及其
先民所長期保留的漁獵文化特徵 。入關後薩滿教在皇室及八旗貴族社會
中被制席化或國家儀禮化了 ,正如宮廷 「堂子祭天」儀式和坤寧宮祭祀 。
同時 ,薩滿教仍盛行於民間旗人社會 ,但入關日久 ,隨著統治地位逐漸
鞏固 ,軍事力量增強 ,以及各民族文化的互相影響下 ,最終流於徒具儀
式 ,而失去原有的宗教意義 。但無可諱言 ,薩滿教與婚姻禮儀有著緊密
聯繫。

”
劉小萌、定宜庄即認為 ,薩蠻教中萬物有靈的思想滲透於婚姻中 ,

因班在儀式上擇日就有顯示著不同於中原的意義 ,其中尤在祈求神靈的
庇祐方面 。

η趙展則認為只有婚姻是所有人皆能淨化的儀式 ,因此婚姻之
于滿株而言不僅是祝福或人生之階段 ,而且如果沒有締結良緣 ,將被視
為上天的詛咒與人生缺憾 。

留孟慧英則從始祖信仰與宗祖崇拜出發 ,認為
由於神話與宗族的緊密聯繫 ,因此一個家如後繼無人實愧對先祖 。石楊治
經 ,黃任遠由此論點出發 ,比較各神話的不同 。

%而
李林也就滿族酷愛撰

寫宗譜的習俗來加以驗證。
2’

更有趣是 ,隨著滿族入關、婚盟對象的擴大 ,

也使得薩滿儀式與意義產生轉變 。
田反映在婚俗中則為跳神的式微 j與中

”
賴素芬 ,<清代皇族婚姻與宗法制度 >,收入李中清 、郭松義主編 ,《 清
代皇族人口行為與社會環境 》(北 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舛 年 9月 ,

一版), 頁 9U-lU6。
”

柳智元 ,《 清初滿族薩滿教的演變及其文化性格 》
版社 ,19兜 年 )。

ㄌ
劉小萌 、定宜庄 ,《 薩滿教與東北民族 》(長 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z讋

畀

《滿族文化與宗教研究 》(吉 林 :滿 族吉林省政協文史資料 委員

2s孟
慧英 ,《 滿族民間文論集 》,199U年 。%楊
治經 、責任速 ,《 滿語族神話 比較 》 (瀋 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
”

李 林 ,《 滿族宗譜研究 》(瀋 陽 :遼瀋書社 ,I9兜 年 )。”
柳智元 ,《 清初滿族薩滿教的演變及其文化性格 》,遼 寧大學出版社 ,lㄌ 2
年 。

(瀋 陽 :遼 寧大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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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卜卦的滲透 。
2’

跳神歌曲與祈福內容也有更改 。
3U有

清一代 ,這現象越

發明顯的情況也為韓耀旗 、林乾 、楊英杰慧學者研究中得到支持 。

一

再冬

芳則發現滿族婦女地位在入關前後有所不同 ;隨著漢化程度愈深 ,所受

行為規範越多 ,貞節觀念越根深蒂固 ,婦女在婚姻生活中地位也就越低 。

但諷刺的是婚姻儀式反多是越發隆重奢華 ,這或與清代經濟生活蓬勃發

展有關 。
琵
管東貴則認為滿族入關前婦女殉夫的傳統 ,反成為漢化過程中

重要樞紐 ,使婦女在婚姻儀式與內涵在漢化過程中減少衝突 。
∞
在地區研

究上 ,得益於 9U年代大陸對東北研究熱潮 ,女真發源地—

—

東北的相關

婚俗討論也有多位學者在進行 ,雖有東北之封禁政策 ,但東北地區也受

了漢文化相當的薰陶 ,劫掠婚 日益減少 ,六禮齊備 ,甚而新娘的梳妝打

扮方式也從漢而不從滿了 。
田
當然文化的討論不可脫離社會網絡 ,1949

年 Lievin-Strauss據 19舛 ShirUkUgUrUff的研究資料 ,判斷滿洲婚姻體系

為 generalizedexchange與 restrictedexchange之混合 ,此說殊為可疑 。

邱彥貴之文即觀察完整之時間深度 ,上溯推擬之 prUtU”p● ,以求允分表

現滿洲社會基本組織法則之變遷史實 。採用資料於稱謂部分 ,除各時間

滿語文獻外 ,並參對以朝鮮 、蒙古相關記錄 。婚姻資料則廣求諸正史官

書與譜牒 ,以求分布周延 ,見一社會體系之完貌 。研究取徑則以歷史語

言學與歷史學方法收集並說明資料 ,而以親屬理論分析所見並回饋理論 。

所得結果為 :滿洲始終為 c°mplexsVstem之親屬體系 ,雖幾度趨近

dementa呼 呼stem,但皆未達結構變遷地步 ,加以觀察深度不足 ,遂為前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室著

查報告 》(北 京 :民族出版社 ,1993年 )。

宋和平譯註 ,《 滿族薩滿神歌譯註 》,1993

,《 民族文化習俗及薩滿教調

年 ;石光偉 、劉厚生 ,《 滿

族薩滿跳神研究 》,19兜 年 。
”

韓 耀旗 、林乾 ,《 清代滿族風情 》,199U 年 ;楊英杰 ,《 清代滿族風俗

史》,1991年 。
’ 王冬芳 ,〈 滿族婦女禮俗的變遷 〉,收入 《滿族文化》(臺 北 :中 華民國

曤嚳詈謈觳儺拋鶚珸膬于夆喒;塙瀯耳鵟
族的入關與漢化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芻 本 ,1971

年 11月 。
“ 趙 中孚 ,〈 清代東北三省北部的開發與漢化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 》,第 15期 ,下 ,198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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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誤認 ,此篇為相關論述中較為特別者 。
筠
另外討論漢化而以語言學為

工具者有張睿娟之 <清代滿人的漢化問題 >,作者嘗試以滿洲語文的使

用 ,來檢視清初滿人文化與社會的改變 ,探討滿族逐漸被漢化的情形 。

探討滿語的來源 ,以及老滿文與新滿文的傳習 。簡論之從新滿文創製之

後 ,滿文滿語便廣泛而普遍的被使用 ,但接續者滿人大量翻譯漢文書籍 ,

結果造成滿洲文學迅速漢化 。滿人入關後 ,受漢人文化影響改變了以往

命名方式 ,人名漢化的轉變 ,也可分析出滿入社會的漢化 。
筘
八旗制度在

漢化過程亦功不可沒 ,清廷將八旗派駐各地後 ,由於八旗與漢人深入接

觸 ,反而促進了駐防旗人快速漢化 ,在此篇語言討論中都被細膩的分析 。

因此 ,該文雖非史學論著 ,但卻提供了觀察漢化過程齊備的資料 。並引

發趙傑也依循此模式作出相關討論 。
田

﹉  參 、與他族聯姻   ﹉

滿蒙聯姻一直是學術討論的核心 ,閏嬰華對清代前期的后妃制度有

總結性的討論
田

。事實上 ,學者們對滿 、蒙民族的相關研究著作中 ,仍有

若干關於清代后妃文化或制度的重點簡述 ;這些文章雖然屬於概況分析

的性質 ,但亦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如蒙林於 〈清太祖時期的滿蒙關係 〉

一文 ,將清太祖時期與蒙古關係分成二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為滿蒙接

觸時期 ,清太祖利用政治聯盟為基礎的姻戚關係奠立了強大的根基 ;第

二階段則是擴大政治影響 ,與更多的蒙古部結盟 。
”
再如盧明輝的 〈試論

清初滿族統治者對蒙 、漢的政策 〉,時間界定於清太祖 、太宗和世祖三個

時期 ,探討軍事 、政治 、婚姻等方面的蒙 、漢政策問題
m;又

如李路陽 、

邱彥貴 ,〈 滿州入關前的社會組織 〉,國 立政治大學邊政研 究所碩士論
文 ,1987年 。
張睿娟 ,〈 清代 滿人的漢化 問題

一
以清代滿文滿語的使用為例 〉,東

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1994年 。
趙傑 ,《 滿族話與北京話 》(瀋 陽 :遼寧民族出版社 ,19%年

)。

聞嬰華 ,前 引文 。
蒙林 ,〈 清太祖時期的滿蒙關係 〉,《 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 》,19S9年 ,

第 1期 。
如

盧明輝 ,(試論清初滿蒙統治者對滿蒙的政策 〉,《 民族研究》,198S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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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冬合著的 《中國清代習俗史》一書 ,論及滿族婚俗 、皇帝大婚 、皇子

成婚 、公主出嫁等單元u;莊吉發師探討其中過程與意義 ,因其料滿語之

熟練 ,也得出滿蒙兩族除政略考量外 ,文化投合之聯姻原因 。
佗
華立則對

清一朝滿蒙聯姻關係近行量化 ,簡單清楚 。
佔
戰略性討論有何耀彰

“、與

寶日吉根 。
心
而劉曉瑩之碩士論文雖單單探討與克爾沁部之關係 ,但細述

科爾沁部歸順滿洲的過程 、論述科爾沁部與滿洲間如何展開並維持關係 ,

得出兩者問關係 ,自 始就是以軍事動機為結合目的 。而此種軍事目的 ,

也深深影響著兩者日後關係的轉變 。而軍事 、婚姻 、政治的交互作用以

婚姻關係為主軸 ,二者利用婚姻的結合 ,促進各方面的關係 。就時間序

列觀察 ,清聖祖時可說是雙方關係的高峰 。至清中葉以後 ,由於內外因

素的交錯 ,使科爾沁部與滿洲間關係轉趨式微 。科爾沁部雖力圖振作 ,

由於軍事的需求減少 ,因此科爾沁部與滿洲的關係已大不如前 。因此 .

在科爾沁地區乃積極推行新政 ,試圖打開對外一條新的發展方向。
巧
另外 ,

相關研究如劉璐 、杜家驥 、鞠德源等 ,則從后妃與阜帝關係來作史實的

考據 。
η
而對於其他民族的聯姻情況 ,雖不如和蒙古來的熱絡 ,但仍彰之

于制度 ,行之百年 ,因此仍有討論之必要 。相關研究如陳安立 、劉家駒 、

t鑫嚳墬:鬲龕茫簉雵黳羼籤議簍讄纙 差嘆菾馘妥丹玻嵹孰 清
竹耄翌雱亡嘻晜為飣 平裝人哥幫矗各鼞篲售話文選集》(呼和浩

︴謈i嘗詈       蟲言音i::︴言晷曇蕙、荂:i葠霸;甘║
’
F:鑫Ul║手f:)首督

4期 ,後收入 《蒙古史論文選集 5》 (呼 和浩特 :內 蒙古大學出版 ,1983

年),頁 1挖 4。

搦
劉曉瑩 ,〈 清代科爾沁與滿族 開係 之研究 〉,國 立政治大學 民族研究所

碩士論文
jl9%年 6月 。

η
劉璐 ,〈 論後金與清初四帝婚姻的

集 》(北 京 :紫 禁城出版社 ,19%
八旗大姓氏族 〉,《 故宮博物院院干

代皇族禮俗 〉,《 歷史月刊 》,第 9;

與人 口問題 〉,收 入 《明清檔案真

社 ,1995年 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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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甫 、馬汝珩 、馬大正 、田志和等
佔,但多為綜論性質 ,對於婚姻之限

制與相關律令的意義較少提及 。邊疆經營之研究中 ,也有提及相關制度

者 ,但著墨不多 ,其 中對東北封禁的討論因一方面透露滿族漢化的政策

性影響 ,一方面顯示了移民社會的特質 ,為東北亞史研究之重心 ,從中

亦可發現婚姻型態律典與社會狀況的交互左右 ,因此值得一議 。陳樺的

研究比較出各區域經濟型態與特徵 ,對
於了解邊疆政策有極大助益 。

姆
馬

越山則概略性介紹封禁內涵 。劉選民認為京旗在其中產生重要作用
s° ,這

與吳希庸 、蕭一山 、張璇如等論點相左
’,後者認為民才佔據了改變的關

鍵位置 。王景澤提到了藉由移墾與婚配 ,使東北之滿族也逐漸沾染漢俗 ,

而其中土地開墾的技術超越 ,是使滿族心生嚮往之主因
鬼,許淑明也以產

能的調查對此論點表贊同 。
“

肆 、相關制度

除此之外 ,相關制度與政策對於此提問皆能提供輔助性答案 ,尤以

八旗制度為不可偏廢的一環 。因為八旗軍民一體之特性 ,婚姻狀況的統

計 、失婚旗民之救濟 、旗民婚姻之禁止與多民族在其中的頻繁婚姻 ,皆

構成有清一朝與他朝不同的婚姻制度特色 。但相關論著較為缺乏 ,定宜

陳立安 ,〈 康熙對蒙古的政策與措施 〉,《 內蒙古社會科學 》,1989年 ,

第 2期 ;劉 家駒 ,〈 十全老人與香妃 〉,《 歷史月刊 》(臺 北),第 l18期 ,

1991年 l1月 ;王世甫 ,〈 清代的理藩院 :兼論清代對蒙藏回諸族的統
治 〉,《 東海大學歷史學報 》,1999年 4月 ,頁 61一 98;馬 汝珩 、馬大政 ,

《清代的邊霉政策 》(北 京 :中 國社會科學院 ,1994年 4月 );田 志和 ,

〈簡論清政府對朝鮮族政策 〉,《 東北師大學報 》(哲 學社會版 ),1ㄌ U
年 ,第 1期 。
陳樺 ,《 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 》(北 京 :中 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
年 lU月 )。

∞
馬越山 ,〈 清代東北的封禁政策 〉,《 社會科學輯刊 》,1986年 ,第 2期 。斑
吳希庸 ,〈 近代東 北移民史略 〉,《 東北集刊 》,第 2期 ,1941年 lU月 。s2王

景澤 ,〈 對清代封禁東北政策的再認識 〉,《 東北 師範大學學報 》(哲
學社會科學版),lㄌ 7年 ,第 2期 。$許

淑明 ,〈 清代東北地區土地開墾述略 〉,《 清代邊疆開發研究 》(北 京 :

中國社會科學院 ,1991年 1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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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因其對八旗之鑽研與本身生為滿族婦女的歷史情懷 ,廣蒐如 《戶部則

例》,八旗檔案與戶口調查資料等史料 ,算是針對此間題研討最詳盡者 。

“
其他探討婚姻制度的有李喬 、馬協弟 、騰紹箴等 。李喬由俸餉制度呈現

八旗制度中對於婚姻的社會支持力 ,如曠夫怨女銀 、寡婦救濟金 、協辦

婚事之紅銀等 ,雖名目確實 ,但較少各區發餉狀況 ,因此難以得到制度

實行成效之評估 。
“馬協弟藉由八旗探討民族 ,本來就容易碰上無法辨別

民籍的情形 ,而他努力比對宗譜以求滿族之概況 ,雖成效難判 ,但其心

可嘉 。
s‘騰紹箴遇有相同困境 ,因此只採八旗名錄上有記載者 ,成功克服

這挑戰 ,但卻無可避免窄化縮小研究範圍 ,並受到階級意識限制 ,但仍

揭露了八旗弟子的相關婚配情形 ,可為典制是否具威嚇力之佐證 。
’

總論之 ,藉由以上各提問之研究評述 ,不僅能明瞭前人的成果與研

究取徑 ,並以此為基礎 ,得以進一步深化與擴大研究範圍 。本文撰寫的

用意 ,既求卲述前人成果 ,並試圖從中汲取經驗 ,以責獻己學 。

S●

65

S6

S9

定宜庄 ,《 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 》。

李喬 ,〈 八旗生計問題述略 〉,《 滿族研究 》,1985年 ,第 1期 。

轟翨麙;︴售擾製姦蛋學于亂督叩鬻斐齥紀靜蕃元;:暑早逞耴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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