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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異姓之間結為弟兄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最初作為封建制度崩壞
過程中宗法制度的衍生機制，用以維持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秩序，其後

則為諸侯爭奪霸權時結盟與國的外交型式，最後才成為私人之間一種

擬血緣的關係。由於史料的限制，異姓結拜的史實幾乎是公侯將相的

專利，尤其在戰亂的年代，軍事將領間結為兄弟之事史不絕書。南北

朝時期，北方社會此風尤盛，隋唐以後遂出現了以下發展趨勢：即此

種人群結合的方式在向社會各階層擴散的過程中，團體之規模日漸擴

大，儀式也隨之更加繁複而多元。 
    宋代較為安定的社會與較為發達的經濟背景，造就都市生活的空
前繁榮，通俗文學作品因此應運而生。現存宋代話本中異姓結拜之事

並不多見，顯示這種擬制血親的結合模式在宋代尚未普徧，至元、明

之際寫定的《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始對異姓結拜大加歌頌，很可

能是因為異姓結拜在元末的大動亂中有重大的發展，通俗文學作品一

方面是此一發展的反映，一方面又影響了當時及其後異姓結拜的歷

史。一種文化現象在創生、發展、傳佈、演變的過程中，往往形成一

套相關涉的語彙，當人心習染此類通俗的用語與觀念時，反而容易忽

略其原來指涉的內涵。換帖、金蘭、結義、拜把、八拜之交等與異姓

結拜相關的語彙，各有其歷史性，在不同時代、不同階層之間，有不

同的指涉及內涵，最後卻成為一組同義詞，主要也是受到通俗文學作

品的影響。 

    明代以前並不禁異姓結拜，滿族入關伊始就定下禁止異姓結拜的

專條，這就使異姓結拜成為非法結社而秘密化、地下化。清廷之所以

禁止異姓結拜，有其主、客觀的時代背景，客觀方面，順治年間彼落

此起的抗清活動，動輒以歃血訂盟相邀結，以結拜弟兄相號召，清廷

為防範於未然，弭禍於未發，自有強力禁止的必要；主觀方面則是滿

族重視歃血、焚表、盟誓的傳統，很自然以為有此儀式者所謀者必大，

這也是清初律例特重「歃血、盟誓、焚表」之刑責的主要原因。清代

懲治異姓結拜律例的修訂過程，顯示龐大官僚體系對社會發展反應遲

鈍，總是在現實之後苦苦追趕，中央政府較地方官員尤為固著；而且

律例的修訂以及官員查辦的態度，常隨皇帝的意志為轉移，充分反映

人治的特點。大體而言，從清初至雍正朝，隨著統治的逐漸穩定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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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族文化的了解日深，刑責是逐漸減輕的；乾隆朝則因異姓結拜的社

會侵蝕及對統治的威脅日益嚴重，使清廷將焦點轉移至治安的層面，

並將量刑的標準擴及異姓結拜的人數與排行方式，刑責也因之加重；

嘉慶以後，由於結拜案件日多，社會控制日弱，以及統治者不願誅殺

太甚的心理因素，刑責又漸減輕，而執行者也放鬆了對異姓結拜的查

緝與懲治。 
由於律例中區分異姓結拜的儀式與組織而刑責輕重有別，在檔案

的案情敘述中必然有所反映，我們探討清代異姓結拜的儀式與組織時

也會受到相應的制約。總的來看，清代民間異姓結拜的排行方式主要

有兩種：一是序齒結拜；二是推起意者或有能力之人年少居首，其餘

依齒序列；其組織規模在乾隆朝之後則有逐漸擴大的趨勢。結拜的儀

式及過程大致如下： 

一、當某人起意結拜弟兄後即開始邀人，言明在何時間至何地點

會齊，時間的選擇以月中有月色憑藉的夜晚為多，地點的選擇以參與

者的家中、山野荒僻之處或寺廟為主。 

二、主事者事前先向參與者收取錢文，一般自數十文至數百文不

等，用以買備香燭、酒肉、雞隻等物，至期擺設祭品焚香供神，開寫

結拜眾人名單，若無神像或神位，由主事之人另寫立神位。 

三、擺設完成後眾人對神跪拜，拈香立誓，立誓時寫有表文者宣

讀表文，一般只寫上結拜諸人名單及簡單誓詞作為表文，並將名單焚

化；無表文者僅誓言團結互助，其結拜動機或團體性質特殊者，誓言

亦可能較有針對性。 

四、立誓後欲歃血者，宰雞取血或以針刺（以刀割）指出血滴入

酒中，眾人分飲血酒。 

五、有準備酒食者在場分用，食畢而散。 

以上對於組織與儀式的概括並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民間文化蓬

勃的生命力以及豐富的想像力，因時、因地的制宜，突發奇想的創造，

都可能為異姓結拜的儀式和組織添加新的內容。 
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文化傳統，在清政府的禁令下不但未曾絕

跡，反而更加發展，異姓結拜必然與清代社會的脈動有密切聯繫，由

於史料所限，本文只能就其與民變、宗族社會、經濟活動等三個面向

的關聯加以考察。 
滿族入關之初，抗清的主要力量是南明各政權，其領導階層間雖

亦有結拜弟兄之事，然非在廟堂，即在軍旅，與清朝為敵國之體，不

能視為民變。順治年間以異姓結拜起事的民變多與南明政權有所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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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時因去鼎革未久，故國之思仍然強烈；康熙中葉以後，前明遺老

所組織的抗清武力基本肅清，清廷統治權日趨穩定的情況下，民變多

肇因於社會矛盾的激化及吏治的敗壞，要言之，窮苦難度與官逼民反

而已。其中如朱一貴、吳福生等雖亦以「反清復明」作為號召，恐怕

並無多少民族情緒或政治意識。概略言之，與異姓結拜相關的民變中，

為首者多是在起意之後才糾集素識者結拜弟兄，作為發展群眾的骨

幹；在秘密宗教的民變中，異姓結拜則被當作拉攏關鍵分子或結合其

他勢力的手段，兩者皆罕有以現成的異姓結拜團體作為叛亂載體的情

形。 
早在明末，閩、粵地區的強宗大族恃其人丁的眾多，族產的龐大，

在爭奪社會控制與經濟利益的鬥爭中佔盡優勢，時有欺凌鄰近小姓之

事。閩南地區的小姓不堪其辱，以團成「義姓」、結拜弟兄相抗衡，

著名的「以萬為姓」集團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現的。清初大亂之後，宗

族勢力有所衰退，大、小姓之爭要到雍正年間才又逐漸成為閩、粵宗

族社會最主要的衝突，大姓欺壓小姓之事不絕於書，小姓之間又開始

團結「義姓」以抗敵大姓，而大姓中亦有結為「義姓」的情形，惟其

是否有異姓結拜的事實則仍難斷定，如果「義姓組織」未曾結拜弟兄，

宜視為「類異姓結拜」組織。有清一代，宗族之間、族內各房之間的

衝突未曾停歇，但因此而發生的異姓結拜案卻極為少見，主要原因應

是受到會黨普遍流傳的影響。亦即，因宗族衝突而必須團結力量時，

各宗族或族內各房選擇以結會樹黨的方式取代了「義姓組織」和「異

姓結拜」。 
宋代以後，由於手工業和商業的繁榮，各式各樣的「行」有了重

大的發展。作為一種社會集團，保持利益、追求利益是行幫組織或商

業團體最主要的功能，也是其存在的目的。地緣團體也是一種社會集

團，在必要的情況下，兩者會產生交集，甚至完全重疊，這一點，在

技術性較低的行幫組織中特別明顯，此由於其取代性較高，特別容易

發生爭奪地盤的暴力衝突，也更有團結力量的需求。基本上，所有的

行幫組織或商業團體都有結拜成異姓兄弟的可能，因為異姓結拜也是

一種社會團體，而且在異姓結拜團體中，成員彼此間的關係更為緊密。

即便形成職業與地緣合一的團體，但仍不足以應付內部的分裂或外部

的挑戰時，異姓結拜提供他們另一種選擇，透過結拜的神聖儀式，建

立最原始的血緣認同，使他們在鬥爭中更加團結。 
中國人口數量的增長在清代到達前所未有的高峰，但耕地面積的

增加卻未能趕上人口增加的速度，人多地少的情形下，人口壓力日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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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一般而言，人們會自動選擇以移民的方式消解人口壓力，但在

人口壓力成為全國性的問題時，內部移民亦無能為力；再者，移民畢

竟是一項冒險事業，在安土重遷的傳統社會裡，不免會受到觀念與心

態的抑制。被排擠出農村、失去土地的人可能以從事工商業謀生，但

在經濟結構未出現革命性的變遷之前，工商業尚無法容納大量失業人

口的情況下，許多人就難免於游民化的命運了。 
廣東是清代異姓結拜案件比例最高的省份，也是人口壓力最大的

地區之一，由於地狹人稠，人口與耕地比例過低，被排擠出土地的人

們失去了宗族、鄉黨的聯繫與保護，採取異姓結拜的方式尋求新的社

會連結，故人口壓力實是粵省結拜案件頻發的主因。加上當時的社會

經濟條件尚不足以吸納大量的農村失業人口，許多脫離農業生產、游

離於社會邊緣的人，以不為社會所認可的手段謀求生存，搶案頻傳，

至被目為盜藪，結拜案件與盜匪案件的高度相關，構成人口壓力問題

一體的兩面。就空間分佈而言，嘉慶年間的異姓結拜案以廣州府為中

心向外輻射，是因為此地區內人口最為密集，既是人口過剩最嚴重的

地區，也是劫掠對象最豐富的地區。道光年間，由於官府加強查察取

締，以異姓結拜為班底組成的盜匪集團，轉以林深菁密的山區作為藏

身之所，其中又以粵東、粵北與湘、贛二省交界的山區最為逋逃之藪。 
嘉、道時期，容納外來人口移入的地區，其結拜案件有增加的趨

勢，道光朝尤然，其異姓結拜案發生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地區。異姓

結拜存在既久，雖無法追蹤其源流，僅憑常識亦能推知離鄉背井之人

易於結拜為異姓弟兄。但各地風土民情不同，如果不對人口移入地區

做實證研究，常識性的概括很容易流於皮毛、膚淺。 
經由對四川、台灣、雲南、東三省的比較研究，我們可以得出以

下幾點結論：其一，由於各地區歷史條件與社會環境的差異，異姓結

拜發展的情形也有所不同，如嘓嚕子在四川發展成獨特的、長期存在

的異姓結拜團體；台灣的羅漢腳可能因為秘密會黨的蓬勃發展，並未

在異姓結拜的舞台上擁有太大的空間；雲南因與四川相鄰，其結拜弟

兄的形式與內涵多少曾受嘓嚕子的影響，而且可能在漢人與少數民族

的衝突中起過一定的作用。凡此種種，說明在清代中國廣袤的土地上，

異姓結拜因著風土民情、社會條件的差異，有機會發展出不同的地區

性特徵。其次，自然的血緣和地緣關係是最常見的社群結構法則，異

姓結拜就是一種擬血緣的關係，在適當的條件下，地緣意識也會成為

結拜時的要素之一，這一點在台灣社會表現得最為明顯。在四川移民

中雖然也有「呼朋引類」和「同鄉同類，相聚為匪」的情形，但在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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嚕子團體中卻看不出其結合有受到地緣意識影響的痕跡；在東三省的

異姓結拜案件中，地緣意識更無所施其故技。究其原因，一是開墾形

態的不同，二是歷史背景的差異。台灣的開墾制度是由墾首先向官府

取得大批土地，再招佃耕種，這就給同籍之人提供了一個聚集在一起

佃耕同一片土地的機會；東三省是封禁之地，任何開墾都是違法的行

為，移民不太可能有聚同籍之人而耕居的選擇；嘓嚕子是游民團體，

多從事犯罪活動，更沒有拘泥於地緣意識的必要。此外，移居台灣者

多屬閩南、粵東之人，在其祖籍地原有大、小姓或大、小鄉互鬥的歷

史包袱，過於發達的宗族社會及對社會資源的激烈競爭，造成此地區

極強烈的宗族意識和地域意識，移入台灣之後演變為以祖籍為分類的

意識，成為分類械鬥之源；東三省移民多來自華北各省，沒有類似的

歷史包袱，地緣意識在異姓結拜中較難發生作用；至於嘓嚕子，初期

以湖廣人居多，乾隆末年時四川本地人成為最大族群，閩、粵移民縱

然仍有地緣意識，只怕也不敢表現出來。最後，由於移墾社會在經過

一段時間之後，因為土地開墾殆盡以及分配不均等問題，游手之民逐

漸增加，起先以新移入者為多，隨著時間的推移，本地之人也開始出

現游民化的現象。如果再加上戰亂或吏治腐敗等因素，導致政府控制

力量減弱，社會治安就會出現問題。此時，異姓結拜往往成為犯罪的

載體，嘓嚕子、羅漢腳、「馬賊」、「金匪」等莫不皆然。但這只能

說明異姓結拜有助於組織犯罪，其本身並不具備犯罪的傾向。 

有學者指出：「在清代社會演變的過程中，由於經濟生活日趨多

元化，地方共同體的職能更為多樣化，社會分化不斷加深，社會矛盾

不斷加劇等等因素的作用，根據不同原則組成的地方共同體不斷湧現

出來，它們構成的法則已不是上述三種系統（指宗族、基本市集區、

祭祀圈）所能涵蓋。許多不同的因素和關係，諸如：共同興修和維護

水利設施的需要，鄉紳之間的村際交往，基於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和

利害關係而形成的分類意識，出於社會身份地位的差別、階級分化和

租佃形成村際支配關係，出於某種政治需要組成的村際或族際聯盟，

凡此種種，都可能構成形式各異，功能各別的地方共同體組織。」1陳

其南在檢討中國社會的研究時也指出：漢人社會的結構法則並非一層

不變，而是具有相當多的可能性的，從方言群、祖籍地緣、宗教信仰，

                                                 
1 韋慶遠、葉顯恩主編《清代全史》第五卷，頁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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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層次的宗族關係或戲曲嗜好均可作為群體意識的認同標準。2異姓

結拜組織可否視作一種社會共同體或社會結構法則，端視我們對「社

會」以及「共同體」的定義如何，這可能還需要相當的論辯與澄清，

然而其作為一種社群組成的形態則無可置疑。從異姓結拜與清代社會

的脈動，以及對各人口移入地區異姓結拜情況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

異姓結拜本身既是社群組構的一種形態，影響其組成的各種因素如政

治目的、血緣、地緣、語言文化、經濟利益等，同時也是影響社會共

同體組成的因素或社會結構的法則。這些因素或法則在異姓結拜的組

成過程中或個別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或有兩個以上的因素交集甚至重

疊的發生作用，在比較大範圍的「社會共同體」中是否也有類似的情

形？如果有，其實際運作的情形如何？仍有待進一步的印證。 
異姓結拜與會黨的關係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本文採取「顧名思義」

的辦法，以會名的有無為標準將之斷然分開，這是基於甄別史料、確

定研究範疇的需要而不得不然的壯士斷腕。平心而論，這樣的做法難

免忽略兩者間存在著光譜的事實。如嘓嚕子者，本文是將之視作異姓

結拜來處理，但嘓嚕子實在是一種極為特殊的異姓結拜團體，即以階

層化的程度而論，較諸嘉、道年間天地會系統的會黨尤有過之，因此，

酒井忠夫主張嘓嚕子自乾隆後期即開始其「幫會化」的過程，是有其

道理的。3這是研究主題所造成的定義上的困境，或許，以會黨為主題

進行研究時，可以對異姓結拜與會黨之間的光譜做更好的處理。 
本文對異姓結拜與會黨的比較研究散見於第三章各節，第四章第

一、第二節，第五章以及第六章各節，此實囿於論文結構，學力所限，

無可如何。清代會黨主要是在異姓結拜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秘密結

社，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定長奏定新例後，懲治會黨與異姓結拜
的法條就牽混在一起，直到清室覆亡。大略言之，會黨的社會影響力

逐漸凌駕異姓結拜之上，此一趨勢不但反映在律例的修訂上，反映在

官員查緝的態度與審擬的標準上，也反映在兩種案件的時空分佈上。

會黨雖然在儀式上較為繁複而神聖，組織上比較嚴密，階層化的程度

也較高，但異姓結拜並非被動的接受會黨的影響，在發展的過程中，

它也曾不斷提供會黨一些新的養分，故二者之間是雙向互動，彼此交

流的關係。 

                                                 
2 陳其南〈現階段中國社會研究的檢討：台灣研究的一些啟示〉，收錄於氏著《家族與
社會—台灣與中國社會研究的基礎理念》（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79年3月），
頁120。 
3 酒井忠夫《中國民眾と秘密結社》（東京，吉川弘文館，平成4年2月），頁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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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會的出現標誌著會黨的發展已臻成熟，僧人提喜結合秘密宗

教師徒相傳的傳播模式與閩南盛行結會樹黨的傳統，在傳會師的指導

下於各地建立異姓結拜性質的會黨，成功的使天地會成為清代第一個

全國性的、長期存續的會黨。民間各種秘密結社之間的交流、滲透，

長期而沉默地持續著，檔案中雖然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卻已難窺

其全豹。研究中國秘密社會史，必須對史料的不足保持一份謙卑，並

且在區分其系統時，同時重視不同秘密結社之間的交互影響，才能對

秘密社會的發展有更精確的觀察和理解。 
會黨雖由異姓結拜發展而來，但因權力與職務的分化，階層化的

程度愈來愈高，終於導致個人與組織以及成員彼此之間關係的質變，

從而向異姓結拜的反方向發展，此於天地會、哥老會皆然，這也許是

會黨與生俱來的宿命，一個不可逆轉的歷程。 
在蒐集、整理史料的過程中，有一種史料是頗有價值但筆者未能

處理的，此即誣指結拜案。雍正二年（1724）五月十五日，鳳陽府壽
州報稱拿獲王克丘一犯，緣王克丘將一封文書送至原順天府府尹俞化

鵬家中，俞化鵬拆閱後見內有悖逆之詞，即行舉發。王克丘被捕後供

稱住在烏巢山地方之朱成榮是明朝後裔，其兩耳垂肩，兩手過膝，容

貌異於常人，與王克丘在烏巢山廟內結拜為兄弟，欲邀俞姓閑官為宰

相，共謀大事。再經審訊，發現原來王克丘是一瘋子，朱成榮並無與

之結拜弟兄，圖謀不軌情事。4誣告案之發生往往出於不同動機，如第

一章所引霍邱縣僧人妙山是因憤於犯罪被逐出寺，不能染指寺產而京

控監生何班等人結拜逞兇；5廣東惠來縣民胡厚任是為爭奪祖產京控族

兄胡厚松等結拜謀反；6山東鉅野縣人趙延樂等只因酒後口角，誣告族

兄趙延松結拜弟兄，傳習邪教；7陜西興縣生員張相日只因聽得千總呂

永太與民人陳峻山兄弟相稱，遂疑其結拜弟兄，於考試時擬就奏章，

寫入試卷之中；8廣西來賓縣人盧文猷因與盧遵魁等爭奪田水結怨，適

見盧遵魁與古萬鍾等在關帝廟酬神飲酒，疑其聚眾結拜而赴縣稟控。9誣

                                                 
4《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892，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兩江總督查弼納奏摺。 
5《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四十輯（民國74年8月），頁583∼590，乾隆四十二年十月
二十七日，兩江總督高晉奏摺。  
6《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四十六輯（民國75年2月），頁779∼782，乾隆四十四年二
月十六日，兩廣總督桂林等奏摺。 
7《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第二輯，頁426∼429，道光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山東巡撫經
額布奏摺。 
8《外紀檔》，道光二十年九月，頁198∼202，山西巡撫楊國楨等奏摺抄件。 
9《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第十六輯，頁267∼272，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廣西
巡撫周之琦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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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外，又有捏稱結拜之事，如雍正年間在雲南賣藥營生之許英賢，

被捕後畏刑亂供張易珍等結拜謀反；10在保定府涞水縣開設銀匠舖的江

西人呂學一被捕後，畏刑妄供與浙江仁和縣監生陳銓歃血結拜，計畫

下海為寇；11乾隆四十二年（1777）八月，威遠堡邊門章京拿獲銷毀刺
字的廣東人周俊省、胡亞貴二犯，胡亞貴於審訊時供稱因結拜弟兄行

竊，發遣為奴，周俊省亦供因結拜弟兄發遣為奴，承審官員行文查證

後，證實二人皆因行劫為從，在外把風接贓而發遣，屬「脫逃免死盜

犯」，審明後即被正法。12人民之外，尚有官員藉誣告結拜以圖勒索者，

除了朱一貴案中台灣知府王珍之子，還有雍正年間署鳳山縣知縣彭之

曇。雍正七年（1729）四月十五日，鳳山縣兵丁吳旺拾獲無名揭帖，
稟交千總陳良，打開一看，發現是一張報單，上寫朱懷、朱平、卓頗、

卓武、陳張、徐尾、紀春等拜把情事，陳良知會署鳳山縣事彭之曇，

彭之曇將諸人拘提到案後，審無拜把之事，遂將已入保甲冊中的卓武、

紀春、陳張、徐尾等四人釋放，而將未入保甲的其餘三人枷號，透過

翁秩勒索贓銀三十六兩，才准三人保結釋放。13異姓結拜在清代律例中

屬於重罪，逢恩赦不得減等，且被列入不准贖罪章程之中。14誣告結拜、

妄捏結拜之案不止一端，實是社會史研究的好題目，也是心態史研究

的極佳素材。 
前述羅謂玉、黃裕典等人為營救余猊而結拜弟兄案，基層官員最

初的報告原是：「關帝誕辰舊例，通鄕治備祭品，拜神酬福。有武舉

黃裕典等百十餘人羅列會飲，旁觀者因見人眾，不能無疑，隨立即喚

到該鄕保長方容士細加研訊，堅供實係敬神，並無別故。黃裕典在彼

修屋，適與其會，並無奸歹交通之弊。」但焦祈年認為事甚可疑：「如

果酬神宴會，有何驚疑之處？看此舉動，武舉黃裕典必係好事之徒，

藉稱酬神，或結黨拜把，或另有別情，俱未可定。」15雖然終於因懷疑

破獲了這起結拜案，但「懷疑」本身即是官員心態的反映。相關問題

原可列入「律例」一節加以討論，但本文處理律例，主要是作為探討

                                                 
10《史料旬刊》第二期，頁23∼25，王國棟奏摺。 
11《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十八冊，頁440、441，雍正八年四月十二日，署江西
巡撫謝旻奏摺；頁874∼876，雍正八年六月初六日，浙江總督李衛奏摺。 
12《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三十九輯（民國74年7月），頁821、822，乾隆四十二年八
月二十五日，穆經阿奏摺。 
1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第141536號，雍正八年福建總督揭帖。 
14《宮中檔咸豐朝奏摺》第三十二輯，頁526，失名奏片。 
15《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二十二冊，頁376，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九日，焦祈年
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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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姓結拜儀式與組織的背景，因恐焦點模糊，結構散漫，不得不予擱

置，但相信這將是一個極富吸引力的題材。 
漢人與邊疆少數民族結拜弟兄的案例雖有，但為數極少（在以漢

人為主流的社會中少數民族與漢人結拜者自當除外），至於邊疆少數

民族內部的異姓結拜，僅見以下一例：雍正年間，雲南「野賊」大頭

目方景明、普有才等率多人攻破猓目施和尚之寨，將施和尚殺死，不

肯解散。雲貴總督高其倬聞訊，派兵前往剿辦，攻破賊寨，拿獲頭目

多人，普有才逃入哀牢山西南威遠土州境內。高其倬奏稱：「賊人無

事之時，與土司及其子弟頭人皆結婚姻，或拜為父子，或盟為兄弟」，

威遠土知州刀光煥藏匿普有才，「不但不加堵禦，反暗中接濟糧米，

透露消息，又與普有才結為父子，諸子皆結為兄弟，將普有才藏匿其

地。」16高其倬對邊疆少數民族風俗的理解，是以漢俗作為參照點，實

際上，刀光煥與普有才父子之間的關係是否可以理解為漢俗之結拜父

子、結拜弟兄的關係，仍待證實。不過，正如蒙古人自有結安荅的習

俗，清代邊疆少數民族亦不能排除存在類似異姓結拜這種社群結合機

制的可能。 
本文將研究範圍限於「異姓人結拜弟兄」，主要因為此係清律條

文，而筆者所掌握的異姓結拜檔案，可以說都是律例的衍生物。在律

例的籠罩下，最令人感覺遺憾的，就是女性的缺席。林惠祥指出：秘

密社會的組成分子很多只限於一性，尤以限於男性者為多，可以稱為

性的區分或性的結社（sex dichotomy or association），但此外也不是絕
對無兼容兩性的。男性的秘密結社多於女性，這在野蠻社會與文明社

會都一樣，女性的結社很常是模仿男性的。17清代的異姓結拜似乎也存

在相同的規律，乾隆初年，河南伏牛山中有一秘密宗教的女教主蔡氏，

因年已四旬開外，而貌猶處子，因此有「一枝花」外號。一枝花被捕

後供稱，曾與另一女教主梁朝鳳結拜為乾姊妹，18這是筆者自檔案中發

現的唯一一件女性異姓結拜的案例。《清稗類抄》〈粵有十姊妹〉條

云：「粵東處女，輒喜結合異姓儕輩為十姊妹，聚相得者十人，敘齒，

年長者居首，對神宣誓，歷久不渝。凡言動必以禮，女紅妝束，均聽

年長者指揮，無待保姆之教，自嫻閨範。惟出嫁必讓其居先，不敢攙

                                                 
16《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二冊，頁839∼844，雍正二年四月十九日，雲貴總督
高其倬奏摺。 
17 林惠祥《文化人類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民國65年6月），
頁228。 
18《康雍乾時期城鄉人民反抗鬥爭資料》，頁620，乾隆五年正月十七日，河南巡撫雅
爾圖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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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或迫於父母之命，幼者先嫁，不與新郎宿；強之，則以死拒，如

禦強暴，必待長於己者皆已畢嫁而始成燕好焉。」19此條雖記其俗，惜

無實例。《警世通言》第三十一卷「趙春兒重旺曹家莊」，敘述妓女

趙春兒嫁給敗盡家財的紈絝子弟曹可成後，屢予接濟，但曹可成揮霍

如故，後為營求官職而告貸無門，乃向趙春兒哭訴，趙春兒謂：「我

當初未從良時，結拜過二九一十九（八）姊妹，一向不曾去拜望。如

今為你這冤家，只得忍著羞去走一遍。一個姊妹出十兩，十八個姊妹，

也有一百八十兩銀子。」20又《醒世姻緣傳》第七十三回說道程大姐再

醮周龍皋，周龍皋死後，程大姐「打扮得嬌模嫩樣，四外招搖，逢人

結拜姊妹，到處俱認親鄰，醜聲四揚，不可盡述。」21《醒世姻緣傳》

的作者西周生究竟是誰，學界還未有定論，但其為清初之人則可無疑，

因此我們可以推斷明末清初之際，從事特種行業的女性多有結拜異姓

姊妹之事，以致縉紳先生們對婦女結拜似乎頗有微詞。女性在異姓結

拜的歷史中雖是比較弱勢的，但亦自有其精采之處，不能單純的化約

為男性的附屬品或衍生物。透過通俗文學作品，也許能使我們對此議

題有更好的掌握。 
   

                                                 
19《清稗類抄》第四冊，頁29。 
20《警世通言》，頁476。 
21（清）西周生《醒世姻緣傳》（台北，世界書局，民國68年3月），頁5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