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繹　第 38 期 
 2014 年 6 月，頁 1-18

坐產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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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討論宋代守節觀念與招夫行為的關係，以及這樣的行為與婦女財產權

及家庭勞動的關連。宋代社會對於女性「專心守節」的爭辯尚未形成共識及規範，

程朱理學未對招夫行為造成顯著影響，夫死守節可能只是受社會稱讚的行為。而在

重財婚的風氣下，無論是「招接腳夫」或「為接腳夫」，是對男女雙方都有利益的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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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語

一、　前言

本文將討論宋代守節觀念與招夫行為的關係，以及背後的行

為、制度及社會風氣。

我們常聽到批評程朱理學如何禁錮婦女，但「招夫」這樣的

權力，是否反映出宋代婦女的主體性並不若我們所想般的低弱？

在程朱理學的影響下，宋代的貞節觀似乎爭議不少。「餓死事極

小，失節事極大」，這樣的價值觀可能被後人放大解釋。但規範

畢竟只是一種理想，且士人對守節的看法並不是那麼一致。我們

很難斷言這些與貞節相關的價值觀造成多深的影響，但我們可以

從很多史料中看到：守節與否，女性其實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權。

甚至女性為何不能單獨處理家務，而必須另外找個男性配偶進到

原生家庭？其背後原因為何？這些是值得深究的。

本文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主要史料，探討宋代接腳夫與

家庭經濟的關係。1

1　 〔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名公書判清明
集》，楊一凡、徐立志主編，《歷代判例判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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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回顧

 對於宋代接腳夫與財產權的關聯性，已有相當研究。包括游

惠遠、伊佩霞（Patricia Ebrey）、滋賀秀三等學者，皆在著作中論

及接腳夫的現象。

 游惠遠從「附於夫亡無子的妻子財產權」來討論接腳夫。她

認為，接腳夫是「婦人於丈夫死亡後所招的男性同居人」，沒有

正式的婚姻關係，只是代寡婦主持家計。所以寡婦仍為亡夫的族

人，可以繼續保有夫產直到改嫁或死亡。2

 伊佩霞則是從再婚的角度討論招夫行為，並將之描述為「將

後夫接到前夫家，種前夫的田，養前夫的子女」。她認為此類行

為在相對貧困的社會中較為常見，因為家庭勞動力的失去，可能

會影響整個家庭的經濟來源。她發現：寡婦的公婆常會為了自身

的晚年，而替媳婦招夫。作為富寡的接腳夫，也對男性本身有現

實上的好處。3

滋賀秀三對接腳夫及財產權的研究最為深入，除了對「接腳

夫」一詞有明確的定義，亦整理與接腳夫財產權相關的法令。他

認為：接腳夫是「寡婦再婚並以接腳夫之名將後夫招入前夫家之

對象」，是對有財產但無勞動力家庭的一種寬容。若亡夫家仍有

未分產的兄弟，代表該家庭仍有勞動力，此時招夫便不被接受。

2　  游惠遠，《宋代民婦的角色與地位》（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8）。
3　 伊佩霞著，胡志宏譯，《內闈──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南京：江蘇人

民 出 版 社，2004）， 譯 自：Patricia Ebrey,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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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產的相關法律上，也有特別的規定。後夫只能經營前夫的財

產，後夫之子亦不能繼承前夫的財產。但因為前夫財產可能經後

夫經營而增加，爭產糾紛便由是而生。以上三位學者對街接腳夫

的研究有相當啟發，但對於重財婚仍少提及。4

本文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史料分析。

三、　宋代法律與士人對「守節」的看法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5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6

夫屬男、屬陽，屬乾卦；妻屬女、屬陰，屬坤卦。《儀禮》

或基於《周易》乾坤、陰陽的觀念，認為「夫者天也」；
7 其並延

伸出「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之觀念。8《禮記》亦有云：「一

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9 一生只經歷一段婚姻、從一

而終的行為，被認為是女性一生所應該企求的目標，是在婚姻關

4　 滋 賀 秀 三 著， 張 建 國 等 譯，《 中 國 家 族 法 原 理 》（ 北 京： 法 律 出 版 社，
2003），頁 499，譯自：滋賀秀三，《中国家族法の原理》（東京：創文社，
1967）。

5　 〔魏〕王弼注，《周易 ‧ 彖傳 ‧ 乾》（四部叢刊景宋本），頁 5。
6　 〔魏〕王弼注，《周易 ‧ 彖傳 ‧ 坤》，頁 13。
7　 《儀禮 ‧ 喪服》：「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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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 
參見：〔漢〕鄭玄注，《儀禮 ‧ 喪服》（四部叢刊景明徐式翻宋刻本），卷
11，頁 8。

8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 ‧ 列女傳》，曹世叔妻條，見：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
84，頁 2790。

9　  〔漢〕鄭玄注，〔清〕阮元審定，〔清〕盧宣旬校，《禮記 ‧ 郊特牲》（臺北：
藝文印書館，1965 年據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頁 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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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中的最高理想，成為女子教育傳授的核心觀念。但以上所述，

都是儒家脈絡下的價值觀；事實上存在著不同看法，如管子就曾

提倡女子再嫁，且以經濟補助鼓勵這樣的行為。10 學者張彬村認為

「從先秦到宋代，中國的寡婦通常會再嫁，守節不嫁只是少數的

例外。」11

士人的看法對社會有多大影響？其實不太一定。雖說「餓死

事極小，失節事極大」，12 但僅以此認定宋朝為對婦女禁錮由寬轉

嚴的時代，恐怕說服力不足。這種道德性的訴求，能做到者幾希？

生理是低層次需求，卻也是推動人們行動的強大動力。假若沒有

獨立自主的經濟能力，又沒有家族或政府協助，在維持生活基本

需要都有問題時，其實很難顧及高層次的「道德上的自我實踐」。13 
再者，當時提倡婦女守節者，以士大夫階層為主。不過士大夫之

間對此事尚未形成共識，並未擬出任何一套具體的規範或制度。14 
許多學者的研究也指出，二程名言對兩宋的貞節觀並未形成巨大

影響。15 雖然程朱理學的發展可能是中國貞節觀由寬轉嚴的關鍵時

期，但並不意味宋代婦女的地位就此急轉直下，且程朱理學到南

10　《管子 ‧ 入國》曾提到：「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
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
獨。」見：〔春秋戰國〕管仲著，〔唐〕房玄齡注，《管子》（上海景常熟瞿
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頁 107。

11　 張彬村，〈明清時代寡婦守節的風氣──理性選擇 (rational choice) 的問題〉，
《新史學》10 卷 2 期（1999，臺北），頁 29。

12　〔宋〕程顥，《二程全書 ‧ 遺書》（同治求我齋叢書），卷 22 下，頁 4。
13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生理需求、安全需求、   

社會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參考：A. H.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1943):370-396. 

14　游惠遠，《宋代民婦的角色與地位》，頁 20。
15   參見：張邦煒，〈宋代婦女再嫁問題探討〉，《宋代婚姻家族史論》（北京 :

人民出版社，2003），頁 169-176；賈貴榮，〈宋代婦女地位與二程貞節觀的
產生〉，《山東社會科學》3 期（1992，濟南），頁 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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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中末期，都還不是官方哲學及主要統治思想。宋代婦女在婚姻

的締結和解除上，都保有一定的自主權，寡婦再嫁也相當普遍。

另外，二程貞節觀不只要求女性守貞，也要求男性對婚姻專一，

是兩性雙向的道德約束，並非單方面地限制女性的婚姻及性自由。

事實上，宋代法律是允許婦女改嫁的。16 張邦煒〈宋代婦女再

嫁問題探討〉一文，根據《夷堅志》中相關史料的統計，發現宋

代婦女再嫁者仍不少，尤以南宋為多，並認為宋代婦女守節者勢

必較明清時期少。17

另外，由米芾對「婦義」的定義：

婦義，謂感翁姑之恩、夫之義。夫沒不改嫁，不招接腳夫，

只事翁婆，如夫在。18

可以看出，婦女的第二次婚姻，除了再婚，亦可選擇招接腳夫。

可見在當時，招夫行為已是平常的社會現象。雖然政府褒獎守節

的寡婦，19 但並未如明清時期走向激烈化和極端化。袁采也曾討論

婦女再嫁：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戚有高義者，寧若

16　《宋刑統》僅禁止婦女居喪改嫁、強迫改嫁、背夫改嫁或是嫁娶有夫之婦，並
無禁止婦女改嫁。參考：張邦煒，《宋代婚姻家族史論》。

17　 張邦煒，〈宋代婦女再嫁問題探討〉，《宋代婚姻家族史論》，頁 151-155。
18　〔宋〕米芾，〈六順曉示〉，《寶晉英光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8，

頁 9。
19　「右是人間六順之事，能感召時和、歲豐人壽、長家道富子孫，多或遇朝廷恩

赦，則當給賜粟帛，或免身役，旌表門閭。」參見：〔宋〕米芾，〈六順曉示〉
《寶晉英光集》，卷 8，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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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親。若隨母而歸

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閒，多不自明。20

程頤本身亦曾主持甥女的再嫁：

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

時小官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21

雖然並非所有人都同意再婚，但就連程頤都會根據實際情況

折衷自身觀點，由此可見，更多人是以實際層面為考量，替婦女

設想。士大夫的道德理想，若要真正落實於社會，必須依據現實

環境的考量。而婦女選擇守節或再嫁，也不單純是因為理學的影

響，而是社會、法律、經濟等等力量相互影響的結果。離婚再嫁

於當時似乎不是一件值得大肆批評的事，我們只能說：夫死守節

是一種受到社會稱讚的行為而已。

四、　接腳夫與財產權

在法有接腳夫，蓋為夫亡子幼，無人主家設也。22

接腳夫，為以異姓繼寡婦者。23

20   〔宋〕袁采，〈孤女宜早議親〉，《袁氏世範》（合肥：黃山書社，2008），上卷，
頁 22。

21   〔宋〕朱熹著，呂祖謙編纂，〈家道〉，《近思錄集釋》（長沙：嶽麓書社，
2010），卷 6，頁 6。

22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已出嫁母賣其子物業〉，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 9，頁 257-258。

23   〔元〕徐元瑞著，〈親姻〉，《吏學指南》，卷 5，收入：楊訥點校，《吏學指南（外
三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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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自唐末即有接腳夫。「接腳」一詞最早出現於《舊唐

書》，24 指「選人冒死人之名應選」。25「接腳夫」一詞，頗有自

此延伸而來的味道，且相當具象地表達了寡婦前夫與後夫之間的

關係。根據《名公書判清明集》及《吏學指南》，接腳夫是婦人

於丈夫死亡後，自外招來共同主持家計的男性同居人。當實際生

活失去了依靠，自己又沒有求生能力時，這些因家貧無法生存、

打算改嫁的寡婦，可能會因為無法拋下年邁的公婆及幼小的子女，

而招一位男子到前夫家，與其結為夫妻。這是一種為拯救家庭勞

動力喪失而造成生計困難的家庭，迫於無奈的折衷方式，其中有

「招夫依靠」、「招夫養老」、「招夫養子」或「坐產招夫」等

等形式。26 這裡所要討論的，是「坐擁前夫遺產並招後夫協助管理」

的「坐產招夫」。

婦人夫在日，已與兄弟伯叔分居，各立戶籍之後，夫亡。本

夫無親的子孫及有分骨肉，只有妻在者，召到後夫，同共供

輸，其前夫庄田且任本妻為主，即不得改立後夫戶名，候妻

亡，其庄田作戶絕施行。27

只有缺少勞動力的家庭才可以召接腳夫。因此，若亡夫與其

兄弟未分家，或是已不缺少維繫家庭生活必要的勞動力，寡婦是

不能招接腳夫的，甚至會被判定為「再嫁」而非「招夫」。因此

24   《舊唐書 ‧ 列傳 ‧ 韋陟》：「常病選人冒名接腳……正調者被擠，偽集者冒
進。」。此處所稱「最 早」，是以《中研院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檢索而得。
參見：中研院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檢索日期：
2013 年 1 月 7 日）。

25　漢典，http://www.zdic.net（檢索日期：2013 年 1 月 7 日）。
26　滋賀秀三著，，張建國等譯，《中國家族法原理》，頁 499。
27  〔清〕徐松輯，〈民塵雜錄〉，《宋會要輯稿 ‧ 食貨志》（北平圖書館影印原

稿本影印），卷 58-61，頁 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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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寡婦和亡夫兄弟或繼子爭產的事例：

今已改嫁劉有光，遂以接腳為名，鵲巢鳩居，豈能免魏景謨

等之詞乎？……魏景宣非無子孫，且其屋係同居親共分，

法不應招接腳夫。……趙氏改嫁，於義已絕，不能更占前夫

屋業……趙氏不應占魏景宣前妻之業，合還其親男魏汝楫管

佃。28

徐氏今不能守志，而自出嫁與陳嘉謀，則是不為陳師言之妻

矣。不為陳師言之妻，則是不為紹祖兄弟之母矣。既非其人

之妻，又非其人之母，而輒欲賣其家之業，則其子之不孝，

可乎？在法有接腳夫，蓋為夫亡子幼，無人主家設也。今陳

氏三子年幾三十，各能主家，亦何用陳嘉謀為哉？徐氏於子

壯年事陳嘉謀，是嫁之也，非接腳也。安得據人之屋，賣人

之業，豈是有理哉？ 29

根據宋代法律，若夫死而有子嗣，財產名義上為兒子所有，

寡婦則作為兒子長大前的財產管理者。若無子嗣，則寡婦有立嗣

權，可以用過繼或收養的方式為夫家立嗣。30 但若寡婦改嫁，便不

再是前夫的族人，也就喪失任何管理前夫財產的權利。而「改嫁」

與「招接腳夫」之別，在於前者不能承分任何前夫財產，即所謂

的「朝嫁則暮義絕」；後者則因未改適人，仍為亡夫族人，依然

28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已嫁妻欲據前夫屋業〉，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 9，頁 307-310。

29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已出嫁母賣其子物業〉，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 9，頁 257-258。

30　參考：方儷璇，〈從《名公書判清明集》看宋代婦女的婚姻生活〉，收入宋代
官箴研讀會編《宋代社會與法律──《名公書判清明集》討論》（臺北：東大，
2001），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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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保有夫產直到改嫁或死亡。以接腳夫的立場而言，若寡婦無

子嗣，不須接腳夫負共同撫養之責，則接腳夫對寡婦家產只有使

用權而沒有所有權。簡而言之，接腳夫只能管理或經營前夫的財

產，而不能將之納入自己的名下。而接腳夫的子嗣，無論是否與

該寡婦所生，皆不能繼承財產。

但若是後夫經營有成，寡婦的家產便會增值。這些增值的部

分，便是後夫和其子嗣可以自由運用的部分。而當這些增值遠大

過原本的家產時，便會產生後夫之子與前夫之子爭產的狀況。

五、接腳夫與重財婚

納接腳夫，簡而言之，就是把新丈夫接到前夫和自己的家，

種前夫的田，養前夫的子女。31 但是，把一個外姓男子接到前夫家

中，前夫的母親難道不會心生埋怨嗎？《名公書判清明集》與《夷

堅志》，有著這樣的案例：

丘輔之曾祖名紹，娶阿張為妻。紹存日生二女，名四二娘、

四四娘，遺腹生一男，名繼祖。是時阿張奉姑阿葉命，納胡

喆為接腳夫，撫養孤幼。32

都昌婦吳氏，為王乙妻，無子寡居，而事姑盡孝。姑老且病

目，憐吳孤貧，欲為招婿接腳，因以為義兒。吳泣告曰：「女

不事二夫，新婦自能供奉，勿為此說。」33

31　伊佩霞，《內闈──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頁 185。
32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爭田業〉，《名公書判

清明集》，卷 6，頁 154-155。
33  〔宋〕洪邁，〈都昌吳孝婦〉，《夷堅志補》，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

新興，1975），卷 1，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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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兩篇前夫母親要求兒媳婦納接腳夫之史料。我們可以

發現，婆婆非但沒有要求兒媳婦守節，反而要她納接腳夫。而再

觀看其納接腳夫的理由，更可以得出以下原因。第一，這戶人家

需要男丁。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併」，土地兼併情況嚴重，

很多下層家庭沒有能力納稅，只能由自耕農轉為佃農。如果一位

佃農死了，他的地主可以因為他的妻小沒有能力耕田納租而趕走

他們。若這時，這位寡婦有了新丈夫，亦即多了一位男丁，這戶

人家就可能有能力繳納租稅。每個家戶有無可勞動者，對他們日

後能否有穩定的經濟收入，影響甚大。這兩段史料中的男子可能

皆為家中獨子。婆婆不希望兒媳婦改嫁，拋下孤幼造成自己的負

擔，又希望她可以照顧自己終老，卻擔心她可能沒有能力獨自撫

養，所以希望找一位男子到家中「幫忙」。

另外，人的需求確實有層次之別。家有恆產的寡婦親持家計

本已不太容易，家無恆產者更是困難。在無法維持生計的情況下，

即使宋儒強調貞節，他們亦主張以實際需求作為優先考量。
34 因此

我們可以發現，「節婦」並非一個強烈、束縛的基本要求，女子

對守節與否其實有相當的自主權，納接腳夫也似乎稀鬆平常。

為什麼一個家庭一定要有一名男性呢？很多例子說明了女性

如何主持家中經濟、撫育兒女，其治理家業的能力是無庸置疑的，

她們也確實在夫亡後擔起家中家長的角色。但除非寡婦有著超人

的意志力及能力，能完全獨立經營家業並且有成，否則若一個家

庭沒有男性家長，似乎依然會受到種種困難及限制。中國婦女的

34　張彬村，〈明清時期寡婦守節的風氣－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問題〉，《新
史學》10 卷 2 期，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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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義是附屬於夫家之下的，她們所做的一切，或說道德標準

要求她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夫家的利益為優先考量，包括招夫

行為。

再論接腳夫與宋代重財婚的關係。宋代商業發達，不免帶動

社會上的重財風氣，使人們追求財富，甚至造成婚姻關係與現實

利益的密切關聯。蔡襄與司馬光，皆對此作出了批評：

婚娶何謂？欲以傳嗣，豈為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

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35

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

問聘財之多少。36

由上述二人的批評，可以知道當時社會將婚姻一事「商品化」的

陋習。直到南宋的士人群體，仍有這樣的現象：

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

則遣媒妁往返，甚於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它；市井駔儈，

出捐千金，則貿貿然而來，安以就之。37

而我們可以說，接腳夫是重財婚的表現形式之一。成為接腳

35    〔宋〕蔡襄，〈福州五戒文〉，《端明集》，卷 34，頁 8。參考與轉引自：方
儷璇，〈從《名公書判清明集》看宋代婦女的婚姻生活〉，收入：宋代官箴研
讀會編，《宋代社會與法律──《名公書判清明集》討論》，頁 102-103。

36　〔宋〕司馬光著，〈親迎〉，《司馬氏書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卷 3，
頁 33。

37　〔宋〕呂祖謙編，〈請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皇朝文鑑》（上海：商務
印書館，1936 年據常熟瞿氏藏宋本），卷 61，頁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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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或為了生存、或為了完成娶妻留嗣的人生大事。

焦生，不知何許人，客於洛陽，久之……有同里民姓劉，

家亦豐實，姓劉者忽暴亡，有二女一男，長者才十餘歲。

劉之妻，以租稅且重，會無所依，夫即葬，村人不知禮教，

欲納一人為夫，俚語謂之接腳。村之豪儒，以焦生愧然，

命媒氏於劉之妻言之。劉妻知焦生於州縣熟，許之。未半

歲，納之為夫。焦久貧悴，一旦得劉之活業，幾為富家翁，

自以為平生之大遇也。38

上述史料中，為焦生和寡婦婚姻牽線的，是村中的豪儒。寡

婦在前夫死亡不到半年，便納焦生為接腳夫。焦生因為做了劉家

寡婦的接腳夫，自此擁有富裕的生活，竟也感到自豪，絲毫不因

婚配對象及招夫身分而有任何負面情緒。此事發生於洛陽，是士

人聚集、城市發達的區域，社會的思想或較其他邊遠地區開放，

也較具該時代的代表性。雖有士人批評他們「不知禮教」，但似

乎也僅止於批評而已。納接腳夫在當時，應該不是一件要不得的

事。而這段史料代表「坐產招夫」的招夫形式。劉家寡婦以豐厚

家財招到貧困單身男子，進入其夫家成為替補的勞動力。

「坐產招夫」這樣的表現形式，適用於擁有耕地權或是財產

的寡婦。倒不是寡婦以此吸引男性成為其接腳夫，而是男性選擇

擁有這樣條件的寡婦為其妻：既不需支付聘禮費用，又可以坐享

其前夫之成。

38　〔宋〕張齊賢，〈焦生見亡妻〉，《洛陽縉紳舊聞記》（清知不足齋叢書本），
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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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語 

南宋的守節觀念，並未對寡婦招夫造成顯著的影響。因為士

人之間對此事尚未達成共識，也沒有法律或規範禁止這項行為。

關於南宋寡婦對夫家財產的支配權，只要她們不改嫁，繼續留在

夫家扮演「母親」的角色，還是可以繼續保有夫產的使用權直到

逝世，即使擁有同居人也沒關係。以寡婦的家庭來說，招接腳夫

的最大目的，莫過於遞補因前夫死亡所失去的家庭勞動力。招夫

只是招來一個幫手，並不是另立家庭中的主人。然而，就接腳夫

而言，他們到寡婦家的最主要原因，多半是為了寡婦的家產。

雖然尚未找到足以相佐證的史料，但我們或許可以較大膽地

假設，宋代士人反對招夫行為的原因，除了所謂「專心守節」的

價值觀以外，應還包括因招夫而引起的種種財產問題。我們很難

排除接腳夫對寡婦家產的目的，而在史料中也確實看到很多為了

財產對簿公堂的實例。有接腳夫任意揮霍寡婦家業者、
39 有前夫

之子與後夫之子相爭田產者、
40

有因為招夫而產生的立嗣問題，41 
有後夫之子是否應奉養寡婦的問題…… 42 等等。《袁氏世範》亦

提到：

娶妻而有前夫之子，接腳夫而有前妻之子，欲撫養不欲撫

39　《朱子語類》：「昔為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為接腳夫。
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甘，來訴。初以其名分不便，卻之，後趕至
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引自：〔宋〕黎靖德編，〈外任 ‧ 浙東〉，
《朱子語類》，卷 106，頁 2643。

40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爭田業〉，《名公書判
清明集》，卷 6，153-156。

41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夫亡而有養子不得謂之
戶絕〉，《名公書判清明集》，卷 8，236-238。

42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背母無狀〉，《名公書
判清明集》，卷 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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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尤不可不早定，以息他日之爭。……當質之於眾、明

之於官，以絕爭端。43

由是觀之，接腳夫與寡婦前夫家之間的爭執，是一項眾所周知而

且相當棘手的問題。而這些爭端所造成的社會衝突，其實都是可

以避免的。故士人或許亦基於這樣的立場而傾向反對「坐產招夫」

的行為。

最後，若從墓誌銘的紀錄來看寡婦再嫁的數量，其實不一定

準確。雖說夫死守節於宋代並非必要，但若當時士人的道德標準

傾向於守節，他們不一定願意直接寫出寡婦再嫁的事實。再嫁寡

婦的真實數量，可能較所記載為多。

43　〔宋〕袁采，〈收養義子當絕爭端〉，收入：王雲五主編，《袁氏世範》《四
庫全書珍本別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據清知不足齋叢書本），上卷，
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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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ochanzhaofu :
 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ejiaofu and 

Zhongcaihun 

Chien-Yu Wu*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scribed that the scholars of the Song Dynast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chastity among widowed women. 
Therefore, women in that era did not possess substantial subjectivity 
regarding their identities and assets. However, this argument is 
contradictory to the fact that women had to seek a “jiejiaofu”,or second 
husband,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household labor force. What options 
were chosen by women in the Song Dynasty torn between the culture 
of widow chastity and labor demands? How were the widow’s assets 
allocated after remarrying someone with a different last name? How did 
Song Dynasty scholars contemplate this difficult contradiction?

     Based on the Ming gong shu pan qing ming ji and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the prevalence of seeking a second 
husband and determined that relevant arguments involving female 
chastity had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or formed a norm during Song 
Dynasty society. In addition, the Cheng-Zhu school did not exhibit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seeking a second husband. Nonetheless, 
widow chastity was celebrated by society. However, the popularity 
of fiscal remarriage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was beneficial for both 
widows and their remarriage partners.

Keywords: 
Jiejiaofu（接腳夫，men who marry widows） 　Zuochanzhaofu （坐產招夫，widow 
who seeks new partner using inheritance from late husband）　Zhongcaihun（重財婚，

fiscal marriage）　property rights   Ming gong shu pan qing ming ji ( 名公書判清明集，

Collection of just verdicts by famous ju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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