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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蘭陵笑笑生《金瓶梅》1於明萬曆年間成書。2當時的社會環境已減少明初禁
慾風氣的影響，縱慾風氣瀰漫整個社會。《金瓶梅》於此時代背景下成書，不少
也受此現實氛圍影響。文本中的男女關係複雜，其中有不少人妻出軌的情節，與
明初提倡寡婦守節風氣相對，成為本文着意討論的重點。本文共三章，以《金瓶
梅》中潘金蓮、李瓶兒、宋蕙蓮和王六兒四位人妻出軌的故事作切入點，探討四
婦出軌行為背後的意義。第一章以文本分析四婦犯姦原因，從對情慾和物慾的渴
求，以及她們對禮教的反抗情況兩方面切入。第二章以《金瓶梅》中的旁觀者與
參與者對人妻犯姦事件的取態，以此作其他角度，觀察文本內的社會氣候對犯姦
事件的接受。第三章則配合《金瓶梅》借宋喻明性質，從明中葉社會多種包括商
業社會的興起、縱慾風氣和心學的提倡等轉變，分析社會主流風氣轉變與出現人
妻出軌事件的關係，以見明中葉成書的《金瓶梅》，當中人妻出軌的不倫事件，
如何受社會氣候左右而產生。

1

本文選以秦修容整理之《會評會校本金瓶梅》為研究《金瓶梅》之版本，所有文本摘錄內容，
如無注明，皆出自此版本。秦修容整理；（明）蘭陵笑笑生著：
《會評會校本金瓶梅》
（北京：中
華書局，1998）。
2
歷代學者對《金瓶梅》成書主要有「嘉靖說」和「萬曆說」兩種說法。前說有秦修容支持，以
《金瓶梅》的問世「設定於明代嘉靖年間」。見秦修容：〈前面的話〉，秦修容整理，（明）蘭陵
笑笑生著：
《會評會校本金瓶梅》
（北京，中華書局，1998）
，頁 1。而譚倫傑指，
「萬曆說」的說
法多被學者接受。見譚倫傑：《俗世風情──話說《金瓶梅》》（台北：萬卷樓圖書，2001），頁
27-35。如吳晗認為，《金瓶梅》是出於神宗萬曆中期的作品。見姚靈犀編，吳晗等著：
《金瓶梅
研究論集》
（香港：華夏出版社，1967）
，頁 23-24。對吳晗之說，魏子雲於《金瓶梅的問世與演
變》中認為，吳晗指的《金瓶梅》版本，是《金瓶梅詞話》
；而他所指的《金瓶梅》並非《金瓶
梅詞話》
，而是比詞話本更早出現的版本。魏子雲配合《金瓶梅》中多佛教因果報應說之內容與
嘉靖年間佛教發展衰落作對照，以及當代評論者沈德符《萬曆野獲篇》的成書時間等因素，推
論《金瓶梅》的成書時間應是神宗萬曆末年，而《金瓶梅詞話》則在之後。見魏子雲：
《金瓶梅
的問世與演變》（台北：時報文化，1981），頁 39-49。而本文採用較多學者接受的「萬曆說」
，
言《金瓶梅》一書成於萬曆年間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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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妻出軌的意義──論《金瓶梅》潘金蓮、李瓶兒、宋蕙蓮和王六兒

緒論
自西漢漢武帝（前 140-前 87）採大儒董仲舒（前 179-前 104）「獨尊儒術」
之議後，儒家思想成為了歷朝歷代主要的治國思想，亦長久成為社會倫理道德
價值觀之指南；又以「三綱」4在道德上約束人的行為。5當中「夫為妻綱」就以
夫妻關係，調整封建家庭內部對「孝」的道德規範；另劃分夫與妻的地位，將妻
子的定位為生兒育女的工具，以及為丈夫的「從屬品」
，終生受命於夫。6在此前
3

提下，已婚婦女理應一心侍奉和忠於丈夫，不能作出軌 7之事以維護道德倫理。
至於五倫關係之開展也是從「夫婦」一倫所擴。至宋代理學家朱熹（1130-1200）
和程頤（1033-1107）提倡「存天理，去人欲」8、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9的道德
觀念，將人的慾望，尤其性慾，進一步加強社會對婦女守貞節的要求。
然而，若世情小說10是反映當時的社會情況，《金瓶梅》的成書暗示始於西
漢時期的道德倫理規範於宋明二朝中失去制衡作用。11在明中期至晚期成書的《金
3

董仲舒認為「君臣、父子、夫婦」取於陰陽之道，而「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配合
「君權神授」的四種權力來源，也是儒家道德倫理的基本規範。見（漢）董仲舒：《董仲舒集》
〈基義第五十三〉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頁 277-278。魏文華編：
《董仲舒傳》
（北京：學
苑出版社，2003）
，頁 45-49。
4
清人黃奭所輯《禮緯‧含文嘉》中見「三綱」之定義：「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
綱。」見（清）黃奭輯：
《易緯；詩緯；禮緯；樂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禮緯》，
卷二〈含文嘉〉，頁 4。
5
見陳谷嘉《儒家倫理哲學》〈董仲舒倫理思想研究〉一章。陳谷嘉：《儒家倫理哲學》（北京：
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頁 159-166。
6
同上，頁 166。
7
「出軌」此動詞是指已嫁人妻背夫犯、紅杏出牆之意。《辭海》注「出軌」，「比喻言行越出常
規」
。見辭海編輯委員會編：
《辭海》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第六版，第一冊，頁 310。
8
對「存天理，去人慾」之說，朱熹在《四書集註．孟子》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就「王亦曰
仁義而已矣。何切曰利」二節中作註釋，成為「存天理，去人慾」說法的解釋。註釋如下：
「仁
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
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己隨之。」見（宋）朱熹：
《四書集註》
（台北：藝文印書館，
1956 年）
，頁 125。蔣伯潛編：《理學纂要》
（台北：正中書局，1982），頁 86。
9
程頤面對「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一問時，以「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
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此成為後世其中一個對寡婦要求貞烈之說。見（宋）程頤：〈河
南程氏遺書〉
（卷第二十二下）
，刊載於（宋）程顥、程頤：
《二程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1）
，
第一冊，頁 301。
10
魯迅指世情小說相對神魔小說而言，以記人事為本，
「取材猶宋市人小說之『銀字兒』
」
，記述
「離合悲歡及發述變態之事」，當中夾有因果報應的思想，不談及靈怪之事；由於其描繪世態見
社會炎涼一面之性質而為「世情書」（按：世情小說）。魯迅亦認為「諸『世情書』（世情小說）
中，《金瓶梅》最有名」，以《金瓶梅》為世情小說之代表。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香港：
三聯書店，1996）
，頁 186。
11
此處所指之道德倫理規範之來源，是自董仲舒提出的「三綱」概念（見註 4）
，以及東漢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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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梅》中，「夫為妻綱」的道德倫理實踐已不多見。《金瓶梅》，自成書以來，因
其艷情部分而被界定為「奇書」
、
「艷書」諸類，甚至一度被禁，後來亦被視為世
12
情小說的代表作。 縱觀《金瓶梅》一書，可見西門慶一人一生被不少女性圍繞，
不論是與西門慶有夫妻關係的各房妻妾、簽下賣身契的西門府婢女，還是勾欄妓
女等，均先後與西門慶發生性關係。13文本中亦發現已婚婦女背夫犯姦的故事，
以潘金蓮、李瓶兒、王六兒、宋蕙蓮等婦人為主。她們以人妻14身份先後與西門
慶，或其他男性發生性行為，成為《金瓶梅》故事發展其中一條重要的支線。
本文的研究重心主要以潘金蓮、李瓶兒、王六兒、宋蕙蓮此四婦人與西門
慶犯姦行為為主，配合旁觀者態度不一的表現，以見文本中的人妻受「性慾」
、
「物
慾」主導下產生的不倫關係，背後呈現社會物慾橫流、道德淪喪的一面。
前人研究中，對《金瓶梅》女性情慾書寫的研究，主要從她們追求性慾的
原因、時代背景的影響、女性主義的表現以及與反抗封建禮教的象徵等方面作為
切入點，至於研究對象主要以潘金蓮、李瓶兒和龐春梅三人為主，或與西門慶發
生過性行為的女性，又或單一的女角色，如許菁頻、魏崇新等以潘金蓮在《金瓶
梅》等小說和戲曲中呈報的形象轉變仍為研究的重點15。如楊林夕針對潘金蓮、
李瓶兒、王六兒和宋蕙蓮等，在《金瓶梅》中為性慾和物慾與非丈夫的男性發生
苟且行為的人妻及婢女，從「淫婦」的形象中再作分類，以見她們與西門慶等男
性發生不倫關係的轉變。16藍桂芳從歷代女教17的推行情況、明代社會環境和思潮

《女誡》等提倡道德規範之書籍。而針對世情小說記男女之情以外、社會環境各種人情世故的
特點，《金瓶梅》記述的故事與西漢時所提倡的道德觀念相背，以此推論有關的道德倫理概念之
失衡。
12
魯迅以《金瓶梅》為世情小說之代表。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頁 186。
13
對西門慶，又或對當時的社會而言，他和這些婦人發生性關係是合理合法之事──夫妻的結
合是為了開枝散葉、延續一家族的血脈傳承；婢女向主人簽下賣身契，己身為主人擁有；至於
勾欄妓女則是一種交易關係。與西門慶先有夫妻之禮而發生性關係者，為髮妻陳氏(已歿)、繼
室吳月娘、三房孟三姐(嫁後改名孟玉樓)、四房孫雪娥(陳氏婢女陪嫁)；婢女為龐春梅、如意
兒等；勾欄妓女先有李嬌兒(後嫁為西門慶三房妾室)、卓丟兒(後嫁為西門慶三房，已歿，由孟
玉樓填補其位)、韓愛姐等。有關與西門慶先後發生性關係的女性的名單請詳見附錄一。
14
「人妻」指已出嫁之婦女，早見於《荀子‧君道》
「請問為人妻？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
辨。請問為人妻？曰：夫 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見楊家駱主編：《荀子
集解》
（台北：世界書局，1991）
，頁 153。《金瓶梅》一書除有潘金蓮、李瓶兒、王六兒和宋蕙
蓮此四婦外，孫雪娥亦以西門慶妾室身份與來旺兒發生性行為。然篇幅所限，故不在研究之列。
見《會評會校本金瓶梅》
，第二十五回，頁 350-352。
15
詳見許菁頻〈從《水滸傳》到《金瓶梅》——論潘金蓮形象的改寫〉及魏崇新〈潘金蓮形象
的歷史演變〉。許菁頻：〈從《水滸傳》到《金瓶梅》——論潘金蓮形象的改寫〉，《名作欣賞》，
第 28 期（2008 年）
，頁 15-18。魏崇新：
〈潘金蓮形象的歷史演變〉
，
《徐州師范大學學報》
，第 1
期（1997 年）
，頁 93-97。
16
見楊林夕：〈女性．符號．情慾──論《金瓶梅》中的女性形象〉，《哈爾濱學院學報》，第 31
卷第 6 期（2010 年 6 月）
。
17
此處所言之女教，針對未婚及已婚婦女的道德行為教育，以女書的流傳，包括東漢班昭的《女
誡》（見（漢）班昭：《女誡》，刊於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等編：《諸子集成補編》（二）（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頁 441-446。）
，和政府的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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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影響三方面，分析《金瓶梅》中不同身份的女性，受禮教壓抑和縱慾風氣衝
擊下，心理和行為上的對立面。18而劉孝嚴則從《金瓶梅》中對男女之慾的描寫，
分析從文本引伸出明代縱慾風氣，以及縱慾風氣主導下對禮教的破壞及其禍害性。
19
而本文研究之重點，則除了以四婦對追求之慾望作出比較和分析外，同時亦從
四婦犯姦事件中的旁觀者和其他的參與者20的回應作為另一個視點，以討論整個
社會風氣與四婦出軌事件之間的關係。
本文首先從對性愛和物質的慾望追求、對女教以及封建婚姻的反抗兩方面，
文本分析四婦犯姦原因。另就四婦犯姦的行為，從文本內旁觀者的反應和他者如
媒人的介入程度，作為另一個視點，觀察時人對人妻出軌一事的回應，以見社會
從嚴守禮教到縱慾風氣的轉變。最後，以《金瓶梅》成書時間和「借宋喻明」21的
特點，透過文史互證的方法，包括《大明律》22等史料，以及學術思想轉變的影
響，解釋四婦與旁觀者、他者就犯姦事件的取態與社會主流風氣轉變之間的緊密
關係。

一. 四婦出軌與慾望追求和反抗禮教約束的關係
在封建社會的約束下，相對男性，女性的社會地位一直處於下位，命運由
男性決定，不得由身。即使父死從兄弟，夫死從子，成為男性的附屬品。在此情
況下，女性沒有婚戀自由，終生需遵守一系列「如何做個模範女性」的規條23，
更遑論「一女事二夫」、「紅杏出牆」背後所承受的社會壓力，甚或為情送命24。
18

藍桂芳：〈從成長背景探索《金瓶梅》婦女心理與行為〉（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
碩士專修班碩士論文，2003）。
19
劉孝嚴：〈《金瓶梅》男女之欲描寫的文化內涵〉，《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第 6 期，
（2001
年 11 月）
。
20
有關「旁觀者」和「參與者」的闡述，詳見第二章。
21
作者於第一回言文本背景為「大宋徽宗壬帝政和年間」
（見《會校會評本金瓶梅》
，頁 12）
，但
學者認為是借北宋末年比喻明中葉的社會情況。有關闡述詳見第三章。
22
懷效鋒校點：《大明律》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
23
此處所指為針對女性日常生活行事準則的女性規條叢書，始於東漢班昭《女誡》
，至明清兩代，
有關書目數量增多。至於歷代「女四書」除《女誡》外亦包括唐代宋若昭所作的《女論語》及
《女範捷錄》、明代仁孝文皇后所作的《内訓》。見（漢）班昭：《女誡》，刊於四川大學古籍研
究所等編：
《諸子集成補編》
（二）
，頁 441-446。
（唐）宋若莘：
《女論語》
，刊於張福清：
《女誡：
女性的規範》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
，頁 15-19。
（明）徐氏：
《內訓》
，刊於（清）
張海騰編：
《墨海金壺》
（南京：文友書店，1921）
，頁 13249-13301。
（明）劉氏：
《女範捷錄》，
刊於張福清：
《女誡：女性的規範》
，頁 36-41。
24
至宋代，女性除遵守女規而行，亦要守節，社會對婦女為貞守節的看法變成主流，提倡「一
女不事二夫」、隨夫殉葬。而理學家如程頤提倡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朱熹「存天理，滅
人慾」的說法被宋朝廷大力宣揚，至宋中葉開始被婦女遵守實踐。見劉達臨：
《中國古代性文化》
（中）
（三重：新雨出版社，1995）
，頁 724-727。至明代，對守貞節之婦女則加以表揚，包括收
錄於〈列女傳〉中，以作表揚。見（清）張廷玉等撰：
《明史》
〈列女傳〉
（北京：中華書局，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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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潘金蓮、李瓶兒、宋蕙蓮和王六兒四婦在《金瓶梅》中的出軌情況，顯然
沒有受到被社會排斥和趕絕的下場。至於四婦對於犯姦的態度，不見任何對破壞
道德倫理的反思，純粹以個人角度出發。此等犯姦的原因，與對物慾、性慾的膨
脹、以及對女教以及封建婚姻的反抗有關。
1. 性慾、物慾的膨脹
在《金瓶梅》中，四婦不理周遭目光，肆意背夫犯姦，有別於前代小說對已
婚婦人紅杏出牆的描寫。25在她們眼中，維持道德倫理的重要性比滿足一己性慾
和物慾為低。
(一) 潘金蓮、李瓶兒：「性慾」
潘金蓮和李瓶兒對性慾的渴求和追求，毫無保留地彰顯於文字之中，以「性
慾」凌駕道德倫理。即使生活中如一般婦人，服侍夫君起居飲食，但骨子裡對性
慾的渴求依然存在；又因丈夫未能滿足其對性的慾求，而作出不同程度的反抗，
包括背夫與不同男性發生性行為，以性慾被滿足改善現實中婚姻不美滿的狀況。
潘金蓮分別為武大郎和西門慶妻妾時，都有背夫出軌的紀錄。為武大郎妻時
期，與張大戶苟且，直到張大戶病死才結束這段不倫關係；26後來與西門慶發生
另一段不倫關係，潘金蓮最後選擇為性慾放棄婚姻，毒殺武大郎而再嫁西門慶。
27
至於為西門慶妻時期，因被西門慶冷落，性慾得不到滿足下，先與書僮琴童、
西門慶女婿陳敬濟和王潮兒偷情。28而潘金蓮對性慾的需求，可從西門慶與她苟
且時的言語和動作略見一二：29

頁數

有關潘金蓮性慾渴求表現的文句摘錄

96-98

潘金蓮見西門慶兩日不見，罵他負心，只見西門慶有禮物才變得歡喜，
「婦人陪着西門慶，臉兒相貼，腳兒札壓，並肩一處飲酒。」，又與
西門琵琶玩樂，雲雨一番。「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

頁 7689-7763。另亦在律令和體制上提倡寡婦守節，內容詳見第三章。
25
如唐代〈步非煙〉的故事，步非煙為河南府功曹參軍之妾，因與趙象出姦，最後被參軍撞破
姦情，被鞭致死。見汪辟疆校錄：《唐人小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292-296。
26
武大郎會對潘金蓮和張大戶這段不倫關係容忍之因，是因為武大郎與潘金蓮這段婚姻只為張
大戶希望與潘金蓮繼續苟且的一個權宜之計，避免潘金蓮被張家主家婆趕到遠方而失去聯絡，
亦為二人之後於張府以外有一私會之處。見《會評會校本金瓶梅》，第一回，頁 29-30。
27
潘金蓮因一次意外與西門慶碰面，後由王婆安排下於其茶坊發生性關係，當武大郎揭發時被
西門慶踼中心窩重傷，後被潘金蓮以毒藥殺之。見《會評會校本金瓶梅》
，第二回至第六回。
28
張竹坡（張道深）指，潘金蓮先後與張大戶、西門慶、琴童、陳敬濟和王潮兒五人淫過，見
（明）蘭陵笑笑生著，
（清）張道深評，王汝梅、李昭恂、于鳳樹校點：
《張竹坡批評金瓶梅》
（上）
（濟南：齊魯書社，1991）
，頁 5。本文主要討論潘金蓮為武大郎妻時，與西門慶犯姦事件為研
究核心。有關潘金蓮為妻時的犯姦對象，請見附錄二。
29
有關潘金蓮情慾描寫之補充，詳見下節「反抗封建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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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見第六回）
頁數

有關潘金蓮性慾渴求表現的文句摘錄

126-127

(西門慶娶孟三兒後)與西門慶久別重逢，「原來婦人久慣知風月中事，
見扇上多是牙咬的碎銀兒，就疑是那個妙人與他──不由分說，兩把
拆了。」「到晚夕，二人盡存盤桓，淫欲無度。」「原來婦人和西門
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見第八回）

549-553

潘金蓮裝丫鬟娛樂，重新得西門慶心，「不覺淫心漾漾，不住把眼色
遞與他」（見第四十回）

至於李瓶兒，其對性慾的渴求不如潘金蓮強烈。為花子虛妻時也有背夫出軌
的經歷，對象只為西門慶。為蔣竹山妻時期，因房事不順，並以蔣竹山不能為她
帶來比西門慶更厲害的性滿足為由，30最後與其和離，並自嫁入西門大宅，成為
西門慶六房妾侍，希望重新得到西門慶的寵愛，並在房事上得到性慾的滿足。31
(二) 宋蕙蓮、王六兒：「物慾」和提升虛榮感
與潘、李二婦不同，同為人妻的宋蕙蓮32和王六兒33，選擇出軌是滿足物慾多
於性慾。宋蕙蓮從答應與西門慶私通之因，以及每次回應西門慶性愛的要求而言，
可見其出軌之因乃物慾驅使：
頁數

宋蕙蓮在性愛前後從西門慶索取物品清單（見第二十二回）

315

大量衣服、「一匹藍緞子」

315

「一匹藍緞子」

317

「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與他衣服首飾、香荼之類不算，只銀
子，成兩常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脂，漸漸顯露打扮的比往日不
同。」

325-6

宋蕙蓮向西門慶主動要求物品，「爹，後有香茶，再與我些……我少
薛嫂兒幾錢花兒錢，你有銀子與我些兒。」

332-3
38

「自此以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裁花翠汗巾之類，甚至瓜
子爬四五升量進去，分與各房丫鬟並眾人吃；頭上治的珠子箍子、金
燈籠墜子，黃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紅潞油褲兒，線捺護膝；又大袖
子袖着香茶，香桶子三四個，帶在身邊。見一日也花消二三錢銀子。

30

李瓶兒言蔣竹山「原來是個中看不中用吃鑞槍頭」（第十九回），指其性能力不足以令李瓶兒
有性愛歡愉。見《會評會校本金瓶梅》，頁 266-267。
31
李瓶兒與花子虛一段，李瓶兒不似潘金蓮一樣為與西門慶結為夫妻而殺害夫婿，相反花子虛
不知西門、李二人姦情，只因花子虛大病而死。見《會評會校本金瓶梅》第十三回和第十四回。
至於與蔣竹山一段，因李瓶兒遲遲未被西門慶迎娶而自嫁，後不滿其房事而與之和離，後嫁予
西門慶。見《會評會校本金瓶梅》第十九回。
32
宋蕙蓮為西門慶親信來旺妻子。
33
王六兒為韓道國之妻，其夫後為西門慶的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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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西門慶背地與他的。」
雖宋蕙蓮背來旺與西門慶犯姦，部分原因與性慾渴求有關，34如向西門慶主
動提出發生性愛的地點（第廿二回），但相比潘、李二婦對出軌的態度，宋蕙蓮
的物慾明顯比後者為強，35甚至與李瓶兒向西門慶送上禮物成一對比，36可說是以
性愛作物質的交易方式。滿足物慾外，改變在西門大宅的地位也是宋蕙蓮另一個
出軌的原因，這可從一次酒食準備事件（第二十三回）對同是西門大宅的奴婢和
三婦(潘金蓮、孟玉樓、李瓶兒)的態度不同：
西門大宅奴婢和婦人行動

宋蕙蓮的回應（第二十三回)）

宋蕙蓮的態度

來興兒：依潘金蓮和孟玉 「我不得閑，與娘納鞋哩！隨問 惡言相對，不
樓之令買下酒和豬首要宋 教那個燒燒兒罷，巴巴坐名兒教 願行事
蕙蓮處理。
我燒。」
玉 蕭 37 勸 宋 蕙 蓮 依 令 煮 「(宋蕙蓮)笑道：『五娘怎麼就知 聽令行事
食，免惹潘金蓮生氣。
我會燒豬頭？裁派與我？』於是
走到大廚灶裡」把豬首燒好送到
潘、孟面前。
三婦對宋蕙蓮手藝讚賞

「(宋蕙蓮道)『小的知道娘們吃不 恭敬奉承
的咸，沒曾好生加醬，胡亂罷了。
下次再燒時，小的知道了。』便
磕了三個頭，方才在桌頭旁邊立
着，做一處吃酒。」

34

宋蕙蓮夫來旺為西門慶之親信，經常代西門慶出遠門為其奔波，如於《會評會校金瓶梅》第
十回（頁 146）中，被西門慶使令「星夜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
，為西門慶和潘金蓮二人姦情奔
波。而宋蕙蓮長期因夫長期外出工作，被夫冷落，成為其出軌的導火線。除《金瓶梅》外，
（明）
馮夢龍《三言》中亦有人妻因丈夫長期在外工作而被冷落，最後背夫犯姦的故事，如《喻世明
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任孝子烈性為神〉；《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難逢夫〉、〈三現包龍
圖斷冤〉、〈計押番金鰻產禍〉。見（明）馮夢龍編：《警世通言》（上下冊）（香港：中華書局，
1996）
。（明）馮夢龍編：《喻世明言》（上下冊）
（香港：中華書局，1965，第一版，1991，第二
版）
。按：這可推論丈夫因工作長期外宿，令人妻被冷落，對性慾的渴望成為其一導致人妻出軌
的原因。
35
Volpp: ”The central concern of this novel (按： Jin Ping Mei 金瓶梅 ) is, … the
perversion of these bonds (luanlun 亂倫). The concerm is often articulated in terms of
the circulation of goods. Thus Ximen Qing (按：西門慶) initates as affair with his servant
Song Huilian （宋蕙蓮） with the surreptitious gift of a bolt of blue silk.” Volpp,
S. The Gift of a Python Robe: The Circulation of Objects in “Jin Ping Me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05, 65(1),）, p.137.
36
李瓶兒為令西門慶繼續到花府犯姦，每次向西門慶送上不同的禮物，甚至將自己和花家大部
分財物寄存到西門大宅中以取得西門慶對其信任，並定下迎娶之期，見《會評會校金瓶梅》第
十三回；相反，宋蕙蓮每次與西門慶做一處時，都先索取物品錢財為先，取得西門慶答應後才
順西門慶之要求，見《會評會校金瓶梅》第二十二回。
37
玉蕭為西門慶繼室吳月娘的貼身婢女，亦是西門慶與宋蕙蓮私通的撮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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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例子而言，借與西門慶出軌一事，宋蕙蓮無疑改變了在西門大宅的地位。
儘管名義上只是婢女，但在奴婢之中，卻沒有作伙奴婢依令行事的態度，只聽令
於對自己的「有恩」的人，自認在西門大宅內已脫離了奴婢的身份，而是一個被
寵幸的小妾。地位的轉變也令宋蕙蓮選擇與忘記實為奴隸妻子的身份。如第二十
四回，宋蕙蓮「仗西門慶背地和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裡，逐日與玉樓、
金蓮、李瓶兒、西門大姐、春梅在一處玩耍」，儼如其中一個西門大宅的主子。
至於王六兒出軌，性慾與物慾需求俱備，依出軌對象的身份不同，以得到不
同的慾望滿足。然而，從兩次的出軌事件比較，王六兒的物慾比性慾更大。與西
門慶犯姦前，王六兒曾與其小叔韓二發生不倫關係，後被鄰里揭發並告上官府如
而不了了之。
（第三十三回)）在此段關係中，王六兒得到性慾的滿足，與宋蕙蓮
情況相近，以犯姦代替被丈夫因通商外宿而冷落的結果。至於與西門慶犯姦，王
六兒則物慾滿足為主。
與宋蕙蓮相同，西門慶先以利益引誘其犯姦；而每次二人私通前後，王六兒
的物質要求都會被滿足：
有關章回 頁數

王六兒在性愛前後從西門慶索取物品清單

卅七

515-516

侍女錦兒

517

「一二兩銀子盤纏」

532

獅子街石橋東邊新房

卅九

甚至王六兒主動承認與西門慶出軌是為了滿足物慾而行。38
而性慾方面，從她與西門慶彼此間的對話，可見她亦希望性愛的滿足39，又
如西門慶以「好風月」形容她，和她在房事上尋求不同的刺激，甚至不避嫌於丈
夫在家時與西門慶做一處（第三十八回）。
表面而言，從其兩次出軌經歷比較，她的性慾渴求是比物慾為重。從文本中
見，王六兒希望能通過與社會上有較大勢力者出軌，以改善生活現狀。兩次出軌
中，王六兒皆取得性慾；而物慾的滿足則視乎姦夫之身份。例如韓二為市井混混，
故王六兒只單純取得性慾方面的滿足；至於西門慶是清河縣大地主，後為提刑，
可為她帶來物質生活，亦可作為其靠山，為地方勢力的一種，40滿足性慾之餘，
38

王六兒主動對夫韓六國道出與西門慶苟且一事，「也是輸身一場，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
也是宋蕙蓮的「恩人」
。見《會評會校本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頁 525。
39
王六兒在第一次與西門慶出姦後，跟他說「爹到明日再早來些，白日裡咱破功夫，脫了衣裳
好生耍耍」，可見其對性事主動的一面，以及對性慾的需求。見《會評會校本金瓶梅》，第三十
八回，頁 516。
40
在苗青一案中，王六兒借其與西門慶的關係，收受苗青賄賂，得令西門慶為苗青脫罪。《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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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名兼收。因此當韓二在官司過後再次登門要求要與王六兒做一處時，礙於為
西門慶情婦，最後趕走韓二（第三十八回）
，並非「一女同侍三男」
，41甚至以「受
苦」一詞形容與西門慶苟且的行為，42可見只有性慾滿足並不能打動王六兒與西
門慶出軌，物質補償和地位提升亦是誘其出軌之關鍵。43
2. 反抗禮教約束
上節言四婦出軌的目的，主要與性慾、物慾的膨脹有關。如苗綠於〈審美人
生的尷尬──析《金瓶梅》中的情欲人生〉中提到，潘金蓮等人妻犯姦的行為「無
視傳統倫理道德的一切，生命成為只為情欲綻放的花朵，只為激情的瞬間存在」。
44
從四婦對性、物二慾的追求亦見當中放棄了維持道德倫理觀念的堅持。另從四
婦出軌亦見自西漢劉向（前 79-前 8）《列女傳》45開始建立婦女的「列女」形象
已復不再，「女四書」等女教叢書亦難再對女性作出規範。同時也是反抗禮教約
束的反映。
東漢班昭的《女誡》與唐代宋若莘的《女論語》、明代仁孝皇后的《內訓》
和劉氏所撰的《女範捷錄》
，被後世合稱為「女四書」
，為封建時期婦女道德教育
的通用書籍。見四書之立書大意，多強調女性不論已婚與否，需要遵守禮教，
「不
46
47
愧於婦道」， 否則有「失容它門，取恥祖宗」 之後果。至明太祖仁孝文皇后撰
《內訓》，以二十篇從德行、修身、言行三方面，說明婦女如何在「上而至於事
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又推而至於母儀、睦親、慈幼、逮下，而終之於
待外戚」48的範疇中可實行當中的道德規範。在「女四書」之下，坊間亦有不少
同類的書籍49，可見自東漢至明，社會普遍對於婦女道德教育的重視。

會校本金瓶梅》，第四十七回，頁 626-635。
41
這指王六兒與西門慶及生出姦行為後，她只有韓道國與西門慶二夫侍候；如由性愛驅使為前
提下，王六兒也可隱瞞西門慶和韓道國，另約韓二繼續偷情行為，以同時侍候三丈夫，但她沒
有，只以韓道國、西門慶二人為性愛對象，並斷言拒絕與韓二再次交合。
42
見《會校會評本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頁 526。
43
楊林夕認為，王六兒與西門慶犯姦是為了滿足物慾。見楊林夕：
〈女性．符號．情慾──論《金
瓶梅》中的女性形象〉
，頁 54。
44
見苗綠：〈審美人生的尷尬──析《金瓶梅》中的情欲人生〉
，《長春大學學報》
，第 16 卷第 3
期（2006 年 5 月）
，頁 42-43。
45
西漢劉向（前 79-前 8）著《列女傳》之因，在《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傳〉中有提及。因
「睹俗彌奢淫」、
「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而以《詩》
、《書》兩經典收錄的「賢妃貞婦」和「孽嬖
亂亡」的女性故事，讓天子借鑒，並以「賢妃貞婦」為選后妃的依據。這亦從天子推及民間，
將「賢」、「貞」作為評論婦女的準則。見（漢）班固：
《漢書》〈楚元王傳〉（北京：中華書局，
1962 年）
，頁 1957-1958。而婦女（包括未娼及已婚者）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貫徹道德行為，則自
東漢班昭《女誡》
。見（漢）班昭：
《女誡》
，頁 441-446。
46
見（唐）宋若莘：《女論語》，頁 15
47
（漢）班昭：《女誡》
，頁 441。
48
（明）徐氏：《內訓》
，頁 13249。
49
依張福清之收錄，由東漢班昭《女誡》開始，至民國時期，有關婦女道德教材約二十七項；
當中，東漢至唐之女書共三本，而明代之女書共七本。見張福清：
《女誡：女性的規範》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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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瓶梅》中的四婦人的出軌行為，與社會的期望脫離。她們出軌前後並
沒有任何道德方面的思考，如對背夫出軌的概念上，只著重個人慾望多於維護自
身貞節與丈夫名聲。對於女誡規條，違反多於遵守，絲毫沒有任何依女誡而行的
概念。50她們沒有想過丈夫一旦知悉自己出軌會有何反應，或沒有因貞烈婦女與
出軌婦人這兩種具衝突性質的形象有任何爭扎，甚至會盡其所能，令知情者保密。
如潘金蓮對繼女迎兒作出恐嚇，也見她在知道自己反女誡而行，背夫不忠，因而
以可用之手段令迎兒隱瞞。
女性規條不被四婦所重視，可從她們的日常生活的情況中見一二。以宋蕙蓮
自殺一事為例。潘金蓮說宋蕙蓮「一心只想他漢子，千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
萬也說『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意』。這等『貞節』的婦人，卻拿甚麼拴住他的
心！」
（第廿六回）當中潘金蓮以「貞節」一詞形容宋蕙蓮，無疑是反諷宋蕙蓮，
既然在出軌之時已沒顧及其「貞節」，又何用以自殺回應對來旺的歉疚？雖然宋
蕙蓮第一次自殺與來旺有關，也因自覺連累來旺、羞愧之心促使，而非因背夫犯
姦而含羞自縊；而第二次自殺則氣不過被其他西門大宅婢女（如惠祥等）冷言相
對，因此自縊了結。
楊林夕以慾望的沉迷和超脫兩方面評論四婦犯姦行為。他認為，潘金蓮和王
六兒是為了滿足慾望而犯姦，相反，李瓶兒和宋蕙蓮則透過犯姦行為達到「超脫」
的境界。他指，潘金蓮犯姦是追求「肉慾」，「為了情慾而無視道德」；王六兒是
追求物慾，為了金錢而出賣性愛，「為了從他（按：西門慶）那裡得到一些錢和
物，或者滿足女性特有的虛榮心」；反之，李瓶兒一再與西門慶犯姦，性慾被滿
足的同時，也得到與西門慶的愛情，不再強求於性慾的追求，轉而向眾人表示善
意；而宋蕙蓮則因犯姦事件令來旺受牽連，產生「自責與愧疚的心理」，亦拒絕
西門慶的婚事，盡力保護來旺，並為來旺自殺，這也是她從犯姦事件中，不再沉
迷於不倫關係的超脫表現。51從楊林夕之見，可見四婦的慾望能否從犯姦事件中
得到滿足而有心態上的轉變。潘、王二婦因慾望的無限性而離不開對慾望的眷戀，
而李、宋二婦則因慾望的被滿足，或比滿足慾望更重要的事件出現，而不再強求
對慾望的滿足，作出轉變。52然而，四婦在出軌事件中，無論有否因慾望被滿足
而產生心理方面的轉變，她們在意識上是沒有因女教規條提倡的貞節概念而左右，
純粹為個人心態的轉變。

50

有關四婦所犯女四書的條文清單，詳見附錄三。
見楊林夕：〈女性．符號．情慾──論《金瓶梅》中的女性形象〉，頁 54-55。
52
李瓶兒和西門慶犯姦之因，乃因未能從丈夫有正常和令她享受的閨房之樂而向外求取。有關
內容詳見上章第一節。對宋蕙蓮而言，因丈夫來旺曾幫助她為亡夫蔣聰報仇而以身相許，但因
自己之私慾而連累丈夫而感到愧疚，不能以怨報德而拒絕對慾望的追求。見《會評會校金瓶梅》
第二十六回。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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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沒有女教的枷鎖下，四婦著重一己的感受，甚至為自己作主，為自己謀
取幸福，有別「三從」53概念一生只可依從男性的概念。這方面特別可見於與西
門慶通姦後嫁為其婦的潘金蓮和李瓶兒，以出軌的方式尋找「理想」的丈夫，改
變前半生的命運。這也是她們反抗封建婚姻的意識，將此付諸行動。
對二婦而言，婚姻美滿的關鍵與性慾離不開關係。潘金蓮嫁武大郎乃權宜之
計，對他「那身不滿尺的丁樹，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的外表、
「三寸丁的物事」
54
55
不感興趣，甚至以「遭瘟」形容與武大郎的婚姻。 李瓶兒因蔣竹山「本蝦膳，
腰裡無力」
（第十九回），不能滿足其性慾而結束與蔣的婚姻。
對於性慾，潘金蓮是着緊非常，甚至會比較不同的男性陽具，以此判斷誰能
給她最大的性慾滿足。這也是潘金蓮認為「幸福」生活的依據和「理想」丈夫的
標準56。張大戶死後，潘金蓮趁武大郎外出行商時，
「在簾子下嗑瓜子兒，一徑把
57
那一對小金蓮故露出來，勾引浮浪子弟」
， 後來武松出現，潘金蓮相信相貌英武、
身材健美的武松會滿足其性慾而主動色誘（第一至二回）；至於西門慶，潘金蓮
見其「張生般龐兒，潘安的貌兒，可意的人兒」
（第二回）
，加上媒人王婆道出西
門慶為大財主的身份，不論性慾、物質方面都比武大郎優勝，符合潘「理想」丈
夫的準則，而樂於與西門慶結合，並毒殺武大郎另嫁西門慶。58即使潘金蓮再嫁
後，因「青春未及三十歲，欲火難禁一丈高」，見西門慶留戀煙花多日不歸，而
私下與僕人琴童偷情，59以滿足一己之性慾。對潘金蓮而言，只要能令其性慾得
到滿足，就是其嚮往的婚姻生活，因此在婚姻生活得不到性慾，就會向外求索，
直到滿足為止。
至於李瓶兒，與潘金蓮相近，與丈夫房事不順為其出軌之因。60為梁中書時，
因被正室妒忌而外宿，與梁中書行夫妻之事添加難度。為花家媳婦期間，長期被
身為公公的花太監要求同房，而夫婿子虛經常「在外邊眠花臥柳，不顧家事」
（第

53

「三從」指「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見（漢）鄭玄著；
（唐）賈公彥疏：《儀禮注
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頁 358。
54
「物事」於此指男性陽具。見《會評會校本金瓶梅》
，第四回，頁 74。
55
潘金蓮與武大郎婚姻的建立純為便於她和張大戶二人苟且。見《會評會校本金瓶梅》
，第一回，
頁 31。
56
潘金蓮曾就張大戶和武大郎的陽具大小作比較，
「卻說這婦人自從與張大戶勾搭，這老兒是軟
如鼻涕膿如醬的一件東西，幾時得個爽利！就是嫁子武大，看官試想，三寸丁的物事，能有多
少力量？今番遇了西門慶，風月久慣、本事高強的，如何不喜？」，以見其將婚姻美滿與性慾滿
足劃上等號。見《會評會校本金瓶梅》，第四回，頁 74。
57
當時的審美準則之一為女性能否纏有一雙小腳。見《會評會校本金瓶梅》，第一回，頁 31。
58
見《會評會校本金瓶梅》
，第二回至六回，頁 49-98。
59
「把小廝(琴童)灌醉了，掩上房門，褪衣解帶，兩個就干做一處……自此為始，每夜締人便
叫琴童進房如此」見《會評會校本金瓶梅》，第十二回，頁 166，170-171。
60
楊林夕指，李瓶兒遇上西門慶前，「在梁中書和花子虛那裡，她的個人慾念無法得到滿足。」
見楊林夕：〈女性．符號．情慾──論《金瓶梅》中的女性形象〉，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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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回）
，令李瓶兒獨守空房，性生活次數寥寥無幾，61關係轉淡。在這情況下，
李瓶兒不由得與西門慶發生不倫關係，利用花子虛外宿，每夜在花宅度魚水之歡。
為蔣竹山妻時期，與夫不和之因乃其「本蝦膳，腰裡無力」
（第十九回）
，房事上
不如西門慶，最後決定與蔣和離，重回西門慶懷抱，以滿足可以享受性愛的婚姻
生活。
說二婦偷情可見她們對「理想」丈夫的追求，同時亦見她們對封建社會下禮
事不能自決的反抗。如上所述，潘金蓮嫁武大郎，全為張大戶的主意，其非她的
意中人。因此令她與西門慶苟且後，以毒殺武大結束這場「不是自主」的婚姻，
並自嫁「理想」丈夫西門慶，以得「理想」的婚姻。而李瓶兒對婚姻自主的意識
更為強烈。自梁中書逃命、投奔東京親人後，李瓶兒再沒封建婚姻的束縛，自找
媒人與花子虛說婚；花子虛病死後又不斷游說西門慶早日迎娶；與西門慶不和期
間，又自行決定與蔣竹山成親，後見房事不同而主動提出和離，深信只有西門慶
在房事上可為她帶來滿足，為最「理想」的夫婿，而自抬花轎嫁入西門大宅。
二婦結束被動的婚姻契約後，自行嫁入西門大宅，說明了她們對禮教的無視
外，其「命運自主」態度也強烈。封建婚姻契約是雙方父母和第三者為未婚男女
覓得「理想」配偶為大原則而訂立，而潘、李二婦以偷情作為對「被安排」的婚
姻的回應，自行尋找「理想丈夫」
，尤其李瓶兒「一找再找」
，終於與西門大宅了
62
結餘生，可見二婦雖不按主流常規 ，但執於個人婚姻幸福須自求的態度，也是
對封建禮教約束女性婚姻自主的一種反抗。

二. 文本內「旁觀者」和「參與者」對四婦出軌的表現
本部分以「旁觀者」和「參與者」兩種四婦和情夫西門慶以外的第三者角色，
觀察其他人對四婦出軌事件的反應。「旁觀者」是以在四婦出軌事件中，以非當
事人及相關人物之清河縣百姓，以及旁白（或言說書人）之聲音為主，大部分的
旁觀者以群體的身份出現。他們在文本中從「旁觀者清」的角度，觀察犯姦事件
的進展，借他們的取態見社會大氣候對犯姦事件的回應。而「參與者」則以四婦
犯姦事件有關之角色為主。他們具有獨立的身份和形象的描寫，對於犯姦事件的
61

李瓶兒和花子虛房事不順，同時因被花太監要求同房而不能與花子虛有房事。原文：
「他逐日
睡生夢死，奴那里耐煩和他幹這營生！他每日只在外邊胡撞，就來家，奴等閑也不和他沾身。
況且，老公公在時，和他另在一間房睡着，我還把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好不好對老公公說了，
要打倘棍兒。奴與他這般頑耍，可不砢硶殺了奴罷了！」；對蔣竹山曾以為如同西門慶一樣能給
她房事上的滿足「把你(蔣竹山)當肉塊兒，原來是個中看不中用吃鑞槍頭」
，見《會評會校本金
瓶梅》
，第十七回，頁 239。
62
根據《大明律》〈戶婚律‧居喪嫁娶〉一例，「凡居父母及夫喪，而身自嫁娶者，杖一百。」
見懷效鋒校點：《大明律》
，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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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和變化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如在潘金蓮犯姦事件中，媒婆王婆便是「參與
者」
，促成潘金蓮和西門慶之姦情，當中從王婆的「樂意相助」
，見出她對事件採
積極態度的原因。這可反映文本內的社會大眾在維持生計與堅守道德倫理之間的
取捨。
1. 旁觀者的反應
對於四婦出軌，文本內的旁觀者，如一眾清河縣百姓和旁白等，他們沒有直
接對涉事的四婦人和通姦者施以道德倫理批判，反而是抱着「曉而不宣」
、
「看一
齣好戲」的心態靜觀事態發展。而他們亦會視乎通姦者的身份和地位，以決定應
否進行道德上的譴責。這以潘金蓮為武大郎妻子時與西門慶，和王六兒與小叔韓
二的通姦事件為例。
潘金蓮與西門慶偷情一事，「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鄰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
大一個不知」
（第四回）
，即使鄆哥兒幫助武大郎到王婆茶坊揭發姦情而菅得逃跑
的下場時，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管事？」
（第五回）
，選擇圍觀
又置身事外。即使武大郎因揭發二人姦情而被毒害、死得不明不白，鄰人們只能
配合潘金蓮的假哀假淚，勸她早日放開。63當武松追查大哥死因，而誤殺李外傳
時，議論者「卻不知道西門慶不該死，倒都說是西門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第
九回），令武松由得理變成不理，原告反變被告，相反，西門慶在地方的惡勢力
令旁觀者為保性命而不言真相，不敢作出任何評論，將所有消息來源推到鄆哥兒
身上，不加讒論以明哲保身，免因此牽連在內，得失西門慶。
相反，因王六兒和韓二在社會地位和影響力遠遜於西門慶，64因此二人偷情
被捉到官府後，不少以道德批評的議論聲音隨之湧現。王、韓二人被鄰里得知姦
情，是因王六兒與鄰人結怨而被打聽出與小叔有姦情，繼而被當場捉姦。當王、
韓二人被捉後，「就哄動了那一條街巷」，65更有鄰里道出小叔與嫂子偷情需受絞
罪的法律內容予街坊參考66。他們對此不倫關係的議論比潘、西門一案更多參與，
乃因無須承擔得失有財勢之人的後果，就姦情暢所欲言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從兩宗同類的事件而言，旁觀者對事件的表態和參與成份的不同，也是暗示
了社會對已婚男女偷情一事的接受底線，已低過道德倫理的限制，「知而不宣」

63

有關文句為「鄰里街坊都來看望，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眾街坊問首道：
『大郎得何病患而
死了？』 那婆娘答道：『因害心疼，不想一日曰越重，看看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鼓死了，
好是苦也！』 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眾鄰舍明知此人死的不明，不好只顧問他。眾人終勸道：
『死是死了，活的自要安穩過。娘子省煩惱，天氣暄熱。』」
，見《會校會評本金瓶梅》
，第六回，
頁 92。
64
王六兒出身屠戶，韓二為「耍錢的搗子」，見《會校會評本金瓶梅》，第三十三回，頁 462。
65
句中街巷指牛皮街，見《會校會評本金瓶梅》，第三十三回，頁 463。
66
那老者陶扒灰指，「原來小叔兒要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姦，兩個都是絞罪。」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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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常見。67而告發事件亦非本着維持社會道德倫理操守為大前提，反之以私
人恩怨成為揭發姦情之因，以此為一種報復對方的手段。68同樣，偷情者的身份
背景亦影響了旁觀者議論的投入度。觀潘、西門二人與王、韓二人的姦情事件，
由於西門慶在清河縣的財力和地方勢力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因此旁觀者對二人姦
情不敢多言，以免招上殺身之禍，第三者問及亦推說由他人道出事件了事；反之，
韓二只是一個地方上的小混混，沒有西門慶的家財和勢力，即使得罪也不會招致
惡運，自然令旁觀者在沒有生命安全的威脅下能大談己見，批判他們的出軌行為
有違道德等等。
至於旁白亦是文本內的旁觀者之一，借「看官聽說」表示對四婦出軌的回應。
旁白的身份來源為小說的作者，此乃作者借旁白的角色道出己見。69旁白（或言
作者）對於四婦出姦的反應，表現出其對人妻出軌的看法。如對於宋蕙蓮與西門
慶苟且一事，則有「凡家主，切不可與奴僕並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
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70之回應（第廿二回）
，直接道出為人妻的
奴婢與家主犯姦、二人發展不倫關係的評價。
2. 參與者的介入
如第一部分提及，四位出軌婦人反普遍對婦女的期望而行。惟將整件人妻出
軌的事件細閱，不難發現將姦情撮合的媒婆，既要為這些婦人犯姦事件負上責任，
也見在社會上，有一部分人的道德倫理觀，因物慾和生活迫人而喪失。
除李瓶兒以外，三婦人與西門慶偷情，分別由王婆（潘金蓮）、玉蕭（宋蕙
蓮）和馮媽媽（王六兒）三人撮合。71她們答應西門慶為他撮合「姻緣」
，與利益
有關。以王婆為例，她為西門慶獻計，試探潘金蓮的心意，又為二人提供幽會機
會和空間；其後又為西門慶和潘金蓮二人可以「長做夫妻」，不惜參與殺害武大
的計劃；又不斷向潘金蓮強調「再嫁由身」的婚事自主權。她不斷游說潘金蓮與
西門慶犯姦之目的，不僅在於要為二人從不倫戀中滿足雙方渴求的性慾，而在於
67

除對四婦以外，《金瓶梅》中的社會對人妻出軌一事不感奇異，對於鄰里有沒不倫關係只是知
道而不加張揚。如陶扒灰（見上註）被鄰里認出一連娶三個媳婦後與她們有不倫關係，也是眾
人所知曉，卻不告上官府以正不倫風氣，只作為閑話笑話和把柄，可見書中不倫關係數目之多，
令社會也麻目對待和接受。
68
潘金蓮與西門慶一事中，鄆哥兒因被王婆阻止，不能向西門慶賣梨以取得收意，而對武大郎
道出真相，以及獻計揭破姦情，令姦情曝光，不能暗地進行。見《會校會評本金瓶梅》
，第四回，
頁 77-79；王六兒與韓二一事，則因王六兒不受幾個浮浪子弟的街坊所誘，令對方「心中有幾分
不憤，暗暗三兩成群，背地講論，看他背地與什麼人有首尾」
，以爬牆到韓宅捉破二人姦情。見
《會校會評本金瓶梅》
，第三十三回，頁 462-463。
69
日本學者寺川正男認為，「看官聽說」的內容，是代表了作者在文本中的聲音，以此道出對小
說情節發展的看法。見寺川正男：〈《金瓶梅詞話》中的作者介入文──「看官聽說」考〉，刊於
黃霖、王國安編譯：《日本研究《金瓶梅》論文集》
（濟南：齊魯書社，1989），頁 244-261。
70
張竹坡評此處時言「作者砭人處，文字一頓」
，以見此段文字乃作者之言。見《會校會評本金
瓶梅》
，第二十二回，頁 317。
71
有關媒人行動詳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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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自己「謀生」
。王婆本來開茶坊賣茶，因生意難維持生計，加上兒子不成器，
為了生存而有其他營生，包括為未婚女子說媒、「次後攬人家些衣服賣，又與人
家抱腰收小的，閑常也會做牽頭、做馬百六，也會針灸看病」72，又「積年通殷
勤、做媒婆、做賣婆、做牙婆，又會收小的，也會抱腰，又善放刁」
。73王婆為生
活而為人妻說媒，從向西門慶獻計、安排他與潘金蓮的會面、設計潘金蓮到她茶
坊逗留的籍口等，王婆從中得到西門慶利益：
有關章回和頁數

王婆從西門慶得到的利益

王婆的行動

第二回，頁 53-54
第三回，頁 58-61
第四回，頁 71-75

十兩

為西門慶和潘金蓮二人
「撮合」

第三回，頁 59-61

一匹藍綢、一匹白綢，一匹白 安排潘金蓮到她家，並
絹，十兩好綿
計劃潘金蓮與西門慶碰
面的機會

王婆面對西門慶希望可與潘金蓮苟且的想法，沒有拒絕，反而為他獻上計謀，先
讓二人見面，繼而從對答中74讓西門慶確定潘金蓮對自己的心意，甚至提供一個
偷情的地方讓二人雲雨。由此見出，在維持生計和維持道德倫理的選擇中，王婆
選擇了前者。
另外，從人妻丈夫對於妻子與西門慶犯姦一事的態度，可見以生命與道德倫
理不可得兼的社會現實。武大郎（潘金蓮夫）和來旺（宋蕙蓮夫）因對二婦與西
門慶苟且一事不滿，最後落得被西門慶或殺或害的結局。75相反，韓道國因接納
和歡迎西門慶與其妻王六兒的不倫關係，不但沒有被西門慶殺掉，甚至改善了一
家的生計，也成了西門慶的親信76，另借西門慶之名，在清河縣或在行商過程中，
被他人奉承；又在西門慶死後，恃妻子與西門慶的性愛關係，私下奪走西門慶的
財物。77雖然韓道國向西門慶讓出妻子以換取財產，的確為一家的生計得以改善，
也能滿足妻子的性慾，但對夫妻一倫和道德觀念，已不重視和維持。
從文本中媒人和韓道國的行事方式，可見他們的道德情感並非濃厚。與武大
郎和來旺對比，武、來二人面對妻子出軌，因知道與道德倫理相背而作出反抗；

72

見《會校會評本金瓶梅》
，第二回，頁 53-54。
見《會校會評本金瓶梅》
，第二回，頁 52。
74
王婆言西門慶若要知潘金蓮之心意，則要「十分光」──從十次王淒和西門慶與潘金蓮的對
答和反應中見潘金蓮之心意。見《會校會評本金瓶梅》
，第三回，頁 61-62。有關「十分光」之
內容詳附錄四。
75
見《會校會評本金瓶梅》
，第五回和第二十六回。
76
見《會校會評本金瓶梅》
，第三十八回、第四十六回、第四十七回、第四十九回、第八十一回。
77
見《會校會評本金瓶梅》
，第八十一回，頁 121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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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媒人，不斷鼓勵人妻與西門慶相好78；韓道國主動要王六兒向西門慶獻身，改
善生活環境，讓其妻從其夫意，以妻子之身換取財富和地方上的權勢。這樣的對
比，見出媒人和韓道國的道德倫理觀念微弱。而道德倫理觀念的轉弱，與商業社
會的發展和理學思想的衰弱導致。

三. 社會主流風氣轉變與《金瓶梅》人妻出軌事件的關係
《金瓶梅》一書雖以北宋末年的背景為主，但後世學者主以「借宋喻明」為
小說的定位。吳晗於〈金瓶梅的著者時代名其時代背景〉指《金瓶梅》「所寫的
是萬曆中年的社會情形」79鄭頌指《金瓶梅》「反映了明代社會的眾多方面」80；
韶玉、尊白〈《金瓶梅》大量性描寫出現之原因初探〉亦指《金瓶梅》是喻明小
說，以歷史上明神宗皇帝好男風的現象受樣反映在《金瓶梅》中為證81；譚倫傑
亦認為作者「是以明代嘉靖、隆慶、萬曆年間即明代後期為其社會背景」
，用「以
82
宋喻明」的手法書寫《金瓶梅》。 由此看來，《金瓶梅》中的北宋末年的社會描
繪，很大程度是依作者身處的明中葉社會實況書寫而成。
觀乎人妻出軌事件中，四婦、旁觀者與他者三方面的取態皆有別於明初的社
會觀。明初社會以程朱理學的思想為本，「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
事大」的觀念散佈整個社會，另亦有仁孝文皇后撰有《內訓》，對婦女的行事和
思想作出規範。加上政府在法律層面上，以制度鼓勵寡婦守節。如《大明會典》
卷七十九提到：「洪武元年令，凡孝子賢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有司正官
舉名，監察御史按察司體憿，轉達上司，旌表門閭。又令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
亡守制，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83，以家族的利益鼓
勵寡婦守節，減低夫家要求其再嫁的可能性。同時亦以法律條文限制寡婦的財產，
以此阻止寡婦再嫁。又如《大明會典》卷十九指：「凡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
夫份，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其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粧奩並聽前夫
之家為主。」84。對此，學者白凱（Kathryn Bernhardt）認為，明代社會限制寡婦
78

如玉蕭一再向宋蕙蓮建議，與西門慶偷情換取更好的生活條件。見《會校會評本金瓶梅》
，第
二十二回。
79
吳晗：〈金瓶梅的著者時代名其時代背景〉，刊載於姚靈犀編，吳晗等著：《金瓶梅研究論集》
（香港：華夏出版社，1967），頁 34。
80
見鄭頌：〈明化文代背景下的《金瓶梅》創作及評論〉
，《社會科學戰線》，第 5 期（1993 年 5
月），頁 229。
81
見韶玉、尊白：
〈《金瓶梅》大量性描寫出現之原因初探〉，
《松江學刊》
（社會科學版）
，第 48
卷第 2 期（1990 年），頁 88。見《會校會評本金瓶梅》
，第三十四回
82
見譚倫傑：《俗世風情──話說《金瓶梅》》
，頁 16，61。
83
見（明）李東陽等敕撰；
（明）申時行等奉敕重修：
《大明會典》
（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989）
，頁 1254。
84
同上，頁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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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亡夫財產，是為了強化社會道德倫理的規範，提倡寡婦守貞節的風氣。85諸
等「軟硬兼施」的政令和文字的頒布，目的只為了令婦女堅守貞節，作為控制社
會秩序的一種手段。然隨着社會的發展和學街思潮的轉換，至明中葉的社會風氣
變得開放，與初期的壓抑風氣大相逕庭。這也成為《金瓶梅》中人妻出軌事件的
主因。
藍桂芳於〈從成長背景探索《金瓶梅》婦女心理與行為〉一文中，對明代社
會風氣轉變作出詳細的分析。86她指明中葉的商業經濟的發達發展，
「普遍呈現出
一派繁榮昌盛、富庶昇平的現象」，這種現象對「人們的生活和道德觀念開始產
生巨大的裂變」
。87另外，藍桂芳指出，明初社會的禁慾風氣轉變至中葉的縱慾風
氣，與統治者的縱慾作風有關。88而學術思想上，王陽明心學的提倡與流行，延
伸對人性和婦女解放亦導致縱慾風氣的出現。89
明中葉後，社會瀰漫的縱慾風氣，反映宋代理學對人慾的壓抑，已不被為社
會所接受。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指，《金瓶梅》「時涉隱曲，猥黷者多」，乃
因「而在當時，實亦時尚」
；90而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指《金瓶梅》寫作意為「指
斥時事」
。91二者之言，如張翰《松窗夢語》言「世俗以縱慾為尚，人情以放蕩為
快」
，92指出了《金瓶梅》成書與現實社會中的縱慾風氣互相緊扣。劉達臨於《中
國古代性文化》指，明代盛行色情小說之因有五點，當中包括對不合理地壓抑人
類慾望的封建禮教作出反抗；以及資本主義引發對個性解放的思潮影響。93
商業經濟的繁榮，加上陸九淵、王陽明的心學94，以及李贄反理學、提倡重
視人慾的思想，衝擊明代社會的禁慾風氣。95《金瓶梅》的書寫亦受到此影響，
85

Bernhardt, Kathryn. Women and property in China, 960-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5.
86
藍桂芳以「貪利奢靡的社會風氣」、「淫慾的社會風氣」以及「開放的社會思潮」三方面討論
明中葉的社會觀念轉變原因。詳見藍桂芳：〈從成長背景探索《金瓶梅》婦女心理與行為〉，頁
20-46。
87
見藍桂芳：〈從成長背景探索《金瓶梅》婦女心理與行為〉，頁 21。
88
見藍桂芳：〈從成長背景探索《金瓶梅》婦女心理與行為〉，頁 27-31。
89
見藍桂芳：〈從成長背景探索《金瓶梅》婦女心理與行為〉，頁 37-45。
90
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頁 189。
91
見沈德符：《萬曆野獲編》
，刊於黃霖編：《金瓶梅資料彙編》
，頁 230。
92
見張翰：《松窗夢語》，轉引自李春青等編，郭英德等著：《明人奇情》（台北：雲龍出版社，
1996）
，頁 69。
93
另外三點為對明代的高壓統治和知識分子的控制的反抗；成化年間後由皇宮流傳到民間對「房
中術」的討論；民間對性知識的渴求。見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頁 957-958。
94
王陽明之「心即理」，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以「心」作為主宰一切的單
位，以此規範人類行為的道德原則。而在孟子「性善說」的基礎下，王陽明進一步提出的「致
良知」，強調「良知」為人先天已備，為是非善惡的判斷準則，以人之主觀意識實踐倫理道德。
見（明）王陽明：
《王陽明全集》
〈傳習錄中〉
（台北，正中書局，1976）
，頁 33-73。宋克夫：
《宋
明理學與章回小說》（武漢：武漢出版社，1995）
，頁 100-105。
95
李贅之「童心說」指，「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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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男女在性愛上的互動，如人妻出軌，作為人慾的解放。論四婦的出軌之緣由，
對慾望的追求是原因之一。如《金瓶梅》中，宋蕙蓮為奴隸妻子的身份在西門大
宅任婢女，卻為了衣著的光鮮而與西門慶犯姦96，也是為了在商業發展中以改變
外在條件，冀得到上層社會圈子的認同，因此借犯姦拉近與西門慶的關係，以此
提昇在西門大宅的地位，與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和李瓶兒等妻妾「一同玩耍」，
拒絕與同樣身份的婢女如賁四嫂惠祥為伍。
劉孝嚴於〈《金瓶梅》男女之欲描寫的文化內涵〉指，
《金瓶梅》其中一種表
現男女之慾的方式是「私通」
。他認為，文本中的男女，
「主要是追求性欲官能的
滿足」，而人妻如潘金蓮等犯姦，是為了滿足「人慾」和利益。然而，這種人慾
的解放，卻附帶商業性和悲劇性的性質，以犧牲道德性質取得人慾的解放。商業
性的解放如王六兒與西門慶的苟且，背後以性愛作為交易的方式，換取利益。悲
劇性如潘金蓮、李瓶兒和宋蕙蓮犯姦，過程中害死了武大郎、花子虛和來旺，置
道德倫理於不顧，以人命換取慾望的滿足。97周鈞韜認為，
《金瓶梅》以大量篇幅
描寫通姦事件，
「人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也是社會縱慾風氣的反映。98這種「重
人慾」、由主觀思想界定道德標準，無疑是令人可以滿足慾望；但過度對慾望的
追求，反而失去固有的客觀道德倫理標準，令社會秩序失去指引99。
以四婦犯姦為例，根據《大明律》
〈戶婚三‧出妻〉一例，
「凡妻無應出及義
100
絕之狀而出之者，杖八十」 ；另〈刑律八‧犯姦〉一例，
「凡和姦，杖八十；有
夫，杖九十」
，男女雙方同罪，而「姦婦從夫嫁賣」
，如夫決定留犯姦婦人在家就
不用賣嫁，但「若嫁賣與姦夫者，姦夫、本夫，各杖八十，婦人離異歸宗，財物
入官」101。然觀四婦和西門慶等姦夫 102全皆犯此二例；而韓道國讓王六兒與西門
慶偷情以改善生活條件，亦犯有〈刑律八‧縱容妻妾犯姦〉一例103，但沒有受法
律制裁，亦沒有人對此敢於告上官府。104可見對於縱慾風氣的衝擊，社會未能在

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
，真實情感產生自人的自然本性，依心而行，
不被「聞見道理」等儒家義理所約束；又提倡作家創作時強調本體意識。見（明）李贄：
《焚書．
續焚書》
（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98-99。宋克夫：《宋明理學與章回小說》，頁 107-108。
96
見《會校會評本金瓶梅》
，第二十二回。
97
見劉孝嚴：
〈《金瓶梅》男女之欲描寫的文化內涵〉
，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第 6 期，
（2001
年 11 月）
，頁 97-103。
98
周鈞韜：
〈《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說──兼論《金瓶梅》對晚明社會性縱慾風氣的全方位揭示〉
，
《內江師範學報》
，第 27 卷第 7 期（2012 年 7 月）
，頁 9。
99
Volpp 對此認為商業社會的出現導致社會秩序的失衡是《金瓶梅》作者關注的問題。原文：”The
author of Jin Ping Mei is concerned that these transactions, whose effect is to
destabilize the material realm, will ultimately lead to social disorder.” (Volpp, 2005)
100
見懷效鋒校點：
《大明律》
，頁 65。
101
同上，頁 197。
102
包括與潘金蓮犯姦的張大戶、琴童、陳敬濟、王潮兒；與王六兒犯姦的韓二。
103
此例指，「凡縱容妻、妾與人通姦，本夫、姦夫、姦婦，各杖九十。」見懷效鋒校點：《大明
律》，頁 198。
104
四婦出軌事件中亦有其他犯罪事件未被處理，詳見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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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人慾與維持道德倫理兩極端中取得平衡，令社會秩序亦帶失常情況。這也是
鼓勵了如人妻出軌等不合道德倫理和禮法的事件不斷出現。
隨心學而生的開放思潮，重視人慾解放的同時，也對婦女長期處於被封建禮
教壓抑的情況進行解放。藍桂芳指，從與蘭陵笑笑生同時期作者如馮夢龍等，在
書寫婦女追求情慾之歡的情節中，可見他們「正面肯定女性情欲，大膽刻畫中下
層婦女對情欲的追求，打破傳統文化中倫理道德對個體心性的禁錮……呈現婦女
們爭取人格獨立的開放思想」105。這種肯定的背後與當時社會的解放思潮影響不
無關係。以潘金蓮和李瓶兒為例，前者雖然不惜以人命換取對性愛的追求，但不
能否認的是，她是忠於自己、積極於打破限制以滿足自己慾望的人；後者為了尋
找自己渴求的婚姻生活而一再尋找，因而一生嫁了四次。在作者的筆下，她們是
一個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即使她們的行事作風和為性慾的表現令身邊的人受傷
害，但作者選擇在適當情節上道出她們的來歷，不加道德性的批判，讓讀者同情
她們的遭遇，也見封建禮教對女性生活幸福的不顧，以此表達對婦女解放的支
持。

四. 結論
如吳功正於《小說美學》中提及，
「情節的最可靠、最根本的基礎是生活」106，
情節所述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小說外現實社會的真實一面。當旁觀者在生命沒有受
成脅的前提下才敢評論和告發個別的犯姦事件，而非單以破壞家庭和社會道會倫
理觀為大前提，可見文本中的社會（或以宋喻明的真實社會）107在思考上已非道
德本位，與理學的思想風潮脫離，以滿足生存和物質條件為主。108
四婦犯姦的情節，在《金瓶梅》書中可說是其中一類複雜的男女關係。背後
牽涉的對象不只是犯姦的婦人和情夫，還有他們法律上的配偶。當婦人決定接受
西門慶犯姦的邀請時，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對婚姻關係狀況的不滿。不論婦人犯
姦之因，如潘金蓮和李瓶兒出於對房事的不滿、宋蕙蓮和王六兒為了更好的物質

105

見藍桂芳：〈從成長背景探索《金瓶梅》婦女心理與行為〉，頁 44-45。
吳功正：《小說美學》
（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5），頁 278。
107
有評論者認為《金瓶梅》以北宋借喻為明朝社會實況。如魏子雲認為《金瓶梅》是「一部諷
喻明神宗寵幸鄭貴妃而貪財好貨又淫慾無度的小說」見魏子雲：
《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
（台北：
時報文化，1981）
，頁 114。鄭頌認為是「明寫宋代社會，實際上作者時時不離明代的社會環境。」
見鄭頌：
〈明化文代背景下的《金瓶梅》創作及評論〉
，
《社會科學戰線》
，第 5 期（1993 年 5 月），
頁 231。
108
至明代時，王陽明提倡心學，李贄的反理學，二者提倡人應有自我約束的能力，着重人的行
事應從心而發，不受外在規則限制；而李贄亦提借人慾的解放，打破宋代程朱（程頤、程顥、
朱熹）理學在明初時的禁慾風氣。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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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而出軌，就夫妻關係的道德性質和法制兩方面而言，不能否認她們對於婚姻
關係抱有輕視態度。因此李瓶兒「一嫁再嫁」
，潘金蓮為了滿足性慾而毒殺丈夫，
宋蕙蓮和王六兒則乘丈夫不在身邊而與西門慶苟且。然而，隨着社會環境的轉變，
對四婦犯姦事件亦會有不同的解讀。在當世的目光下，四婦形象離不開「淫婦」
二字。至現世受各種有別於封建制度的新思想和女性主義的影響下，她們犯姦的
事件，卻見出她們銳意爭取婚戀自主、命運自主的一面，不再將慾望壓下，而是
為自己而活。這種看法的反差，尤如時代交替的象徵。而《金瓶梅》作者選擇將
四婦犯姦的事件作為故事主線之一，也可見他對四婦故事，或現實中同類型婦女
作出不忠行為的另類分析。
而作者借文本內的旁觀者和旁白對人妻犯姦的回應，也表達其立場。從旁觀
者對事件的反應，一方面是道出現實中社會對道德倫理之無視，另一方面從旁白
只作叙述、較少批評的表現，也見出作者面對這種事件，在現實中受固有的封建
道德倫理與性慾解放兩種極端思想衝擊下，處於兩難局面，因而以立場中立作為
回應。如文中所述，作者以旁白的聲音道出自己的想法，目的是借西門慶等主角
因淫亂而亡，讓讀者可在現實中杜絕此不良風氣；對於四婦的追求情慾的表現，
卻是沒有大加批判，反而交代他們的身世讓讀者自行判斷當中的對錯，相信也是
作者的用意，避免受作者的記述影響對四婦行為的評價。
而社會環境由提倡守節的壓抑性質轉變至縱慾風氣的開放性質，由於急劇的
轉換和長久的壓抑下產生的反彈作用，因而衍生出各種有關道德倫理、社會秩序、
人事法治失衡等問題。這除了造成混亂的情況外，也破壞了上千年來歷代歷朝致
力維護的道德倫理觀，包括夫妻關係的破壞等。這也成了《金瓶梅》和人妻出軌
事件的背景，以此見社會風氣的急劇轉換所帶來的混亂局面。
雖然《金瓶梅》只為一本小說，而四婦也非曾活於世上的真實人物，但作為
世情小說之代表，作用之一是以文本說出描繪世態，見現實社會炎涼的一面，加
上其喻世性質，相信能借四婦出軌，觀出明中葉社會社會主流風氣轉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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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與西門慶發生性關係之女性109
（註：*為本文論述的對象）
1.

抅攔妓女或被西門慶包養：

李嬌兒
2.

卓丟兒

李桂姐

吳銀兒

鄭月兒

宋蕙蓮*

王六兒*

賁四嫂

綉春

蘭香

孫雪娥

以他人妻之身份與西門慶犯姦：

潘金蓮*

李瓶兒*

來爵媳婦惠元
3.

西門大宅的婢女：

春梅

迎春

如意兒
4.

與西門慶先行婚禮後發生性關係之妻妾：

吳月娘
5.

孟玉樓

寡婦：

林太太
6.

西門慶親信之妻：

宋蕙蓮*

王六兒*

賁四嫂

來爵媳婦惠元

109

「與西門慶發生性關係之女性」不包括西門慶之正室陳氏及繼室吳月娘，主指非為西門慶之
大房妻子。有關婦女身份以張竹坡於《張竹坡批評金瓶梅》
〈雜錄〉一篇之整理。見（明）蘭陵
笑笑生著，
（清）張道深評，王汝梅、李昭恂、于鳳樹校點：
《張竹坡批評金瓶梅》
（上）
（濟南：
齊魯書社，1991）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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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潘金蓮為妻時的犯姦對象

武大郎妻時期
西門慶妻時期

110

情夫

有關章回

張大戶

第一回

西門慶

第四至六回、第八回

琴童

第十二回

陳敬濟

第八十回、八十二至八十三回、
八十五回

王潮兒（王婆兒子）

第八十六回

110

西門慶生前，潘金蓮只與陳敬濟有曖昧行為，直至第七十九回西門慶死後，二人才有偷情行
為。至於與王潮兒的苟且行為，因於第八十五回潘金蓮被吳月娘發現與陳敬濟的偷情行為而被
逐出西門大宅。而潘金蓮與陳敬濟和王潮兒偷情期間仍在西門慶之喪期內，因此身份仍是西門
慶之五房妾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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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四婦所犯的女誡清單
（潘＝潘金蓮；李＝李瓶兒；宋＝宋蕙蓮；王＝王六兒）

111

女書
《
女
誡
》

有關女誡規條

潘 李 宋 王 四婦犯規條的原因

卑弱第一









四婦沒有以卑弱形象行事，包括出言頂撞丈夫和沒有清
靜自重。

夫婦第二







敬慎第三







三婦沒有事奉丈夫。



四婦沒有敬順丈夫，亦因在婚姻中未能知足而對丈夫作
出具侮辱性的行為。

《
女
論
語
》

婦行第四









四婦沒有遵守「婦德」一項，背夫犯姦。

專心第五









四婦沒有專心正色，例如衣著打扮濃豔，行為舉上輕浮，
沒有守禮義，心存純潔之念。

立身章第一









四婦沒有守清、貞之則，面對異性則沒有「行莫回頭」
「語莫掀唇」「坐莫動室」「立莫搖裙」「喜莫大聲」「怒
莫高聲」「莫窺外壁」「莫出外庭」113之表現。

112

學禮章第三





潘金蓮在王婆家見西門慶到訪時，沒有辭去，反而逗留
吃酒，繼而與西門慶苟且。宋蕙蓮則與西門慶偷情後，
不顧禮數，說三道四，以「引惹惡聲，多招罵怒」114。

事夫章第七



潘金蓮為武大郎妻時，沒有事夫，更毒殺丈夫。

管家章第九



潘金蓮為武大郎妻時，不滿丈夫的工作能力而多次埋怨。



待客章第十

潘金蓮為武大郎妻時，並非待客殷勤，而以自己心意為
主，如得知武松不願與自己苟且時即惡言相對。

《
內
訓
》

和柔章第十一





守節章第十二









四婦出軌，沒有遵循三貞九烈之條。

德性章第一









四婦沒有自身的德性（貞固、沉靜、幽淑、閑雅、端楷）

潘金蓮和宋蕙蓮多次挑起是非。

莊肅、誠實、純一）和表現於外在（孝親、敬長、仁愛、

115

明察、慈淑、和睦、溫柔、恭順）共十六種的德性。

修身章第二









四婦「目視惡色」、「耳聽淫聲」、「口出傲言」116，未能
修身。

慎言章第三







謹行章第四







三婦對丈夫（包括潘金蓮成為西門慶妻後）沒有慎言。



三婦沒有遵從德行而行，背夫犯姦，滅絕婦道，同時背
「三從」之訓而行。

111

（漢）班昭：《女誡》，刊載於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等編：《諸子集成補編》（二），頁 441 至
446。
112
（唐）宋若莘：
《女論語》
，刊載於張福清：《女誡：女性的規範》
，頁 15 至 19。
113
見（唐）宋若莘：《女論語》，刊載於張福清：《女誡：女性的規範》
，頁 15。
114
見（唐）宋若莘：《女論語》，刊載於張福清：《女誡：女性的規範》
，頁 16。
115
（明）徐氏：《內訓》
，刊載於（清）張海騰編：《墨海金壺》
，頁 13249 至 13301。
116
（明）徐氏：《內訓》
，刊載於（清）張海騰編：《墨海金壺》
，頁 1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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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勵章第五



警戒章第六





二婦與西門慶苟且後，變得怠慢和懶惰，只願縱情玩樂。
潘金蓮即使為武大郎妻和西門慶妻時，不作警戒，甚至
主動加宮，如毒殺武大郎、設計嚇死官哥兒（李瓶兒子）
。

節儉章第七









四婦生活不作節儉，如宋蕙蓮和王六兒更為更多的物積
享受而犯姦。

積善章第八









四婦沒有作寬柔恭順、心志平和等積善之事，反而作出
怨恨、忌嫉之事。

遷善章第九

《
女
範
捷
錄
》
117
118
119





四婦犯姦本是犯女性大過之一，但只有宋蕙蓮因來旺被
牽連而作出反省，其餘三婦沒有回應。

貞烈篇



慈愛篇









四婦出軌，並非「烈女不更二夫」118。
潘金蓮為武大郎妻時，沒有對繼女迎兒以慈愛相待，反
而對她發洩不滿和施以虐待行為。

秉禮篇









四婦犯姦反禮法而行。

勤儉篇









四婦不勤不儉。

才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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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

117



四婦犯姦，「大悖於禮」119，沒有才德。

（明）劉氏：《女範捷錄》
，刊載於張福清：《女誡：女性的規範》
，頁 36 至 41。
見（明）劉氏：
《女範捷錄》，刊載於張福清：《女誡：女性的規範》
，頁 37。
見（明）劉氏：
《女範捷錄》，刊載於張福清：《女誡：女性的規範》
，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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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媒婆就三婦120（潘金蓮、宋蕙蓮、王六兒）犯姦的行動
章回

頁數

人物

事件摘要

/ 文本摘錄

二

49

王婆

王婆看見西門慶和潘金蓮二人初見，埋下「撮合」二
人的主意。

三

58-69

王婆

王婆獻計，向西門慶道出金蓮的身世，又向西門獻計，
包括設計讓金蓮可弋王婆家逗留的原因，和試談金蓮
的「十分光」。
「『大宜人如幹此事，便買去匹藍綢，一匹白綢，一
匹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老射卻走過
去，問他借曆日，央及他揀個好日期，叫個裁縫來做。
他若見我這般說，揀了日期，不肯與我來做時，此事
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地說『我替你做』，不要叫我
裁縫，這光便有一分了。我便請得他來做，就替我縫，
這光便二分了。他若來做時，午間我卻安排些酒食點
心請他吃。他若說不便當，定要將去家中做，此事便
休了；他不言語，吃了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
你莫來，直至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
以咳嗽為號。你在前門叫道：『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
我買盞茶食。』我便出來，請你進房裡坐吃茶他若見
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道我扯住他不成？此事便
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
坐下時，我便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服施主
的官人，虧殺他。』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
他針指。若是他不來兜攬應答時，此事便休了；他若
口中答應，與你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了。我便道：
『卻難為這位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施主，
一個出錢，一個出力。不是老身路歧相央，難得這位
娘子在這裡。官人做個主人，替娘子澆澆手。』你便
取銀子出來，央我買，若是他便走時，難道我扯住他？
此事便休了。他若不動身時，事務易成，這光便有六
分了。我卻拿銀子，臨出門時，對他說：『有勞娘子，
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終不成阻
當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又好了，這光便
有七分了。待我買得東西，提在桌子上，便說：『娘
子且收拾過生活去，且吃一杯兒酒，難徥這官人壞錢。』

120

由於李瓶兒與西門慶犯姦是自己作主導，沒有借媒人的力量，因此本附錄只列其餘三婦犯姦
時媒人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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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肯和你同桌吃，去了，此事便休了。若是只口裡
說要去，卻不動身，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
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
交你買；你便拿銀子，又央我買酒去，並果子來配酒。
我把門拽上，關你兩個人在屋裡。他若焦燥，跑了歸
去時，此事便休了；他若由我拽上門，不焦燥時，這
光便有九分。只欠去分了。只是這一分倒難。大官人，
你在房裡，便着幾句甜話兒說入去，卻不可燥爆，便
去動手動腳，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
向桌子上拂落一雙箸下去，只推拾箸，將手去他腳上
捏一捏。他若鬥鬧炒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休了，
再也難成。若是他不做聲時，此事十分光了。」
四

74-75

王婆

王婆依計回屋，金蓮以為被王婆撞見而不知是計，「我
請你來做衣裳，不曾交你偷漢子。你家武大郎知，須
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武大說去。」令潘金蓮信以為
真，許下與西門慶苟且的後續；又和西門慶作事後討
論，指金蓮的身世令他性欲特強才上當，但不認為此
乃有傷風化，亦以生意為主。

77

王婆

為西門慶和潘金蓮二人偷情提供住處。
「那婆子只管往
來拿菜篩酒，那裡去管他閑事，由着二人在房內做一
處取樂頑耍。」

四
五

78
83

王婆

阻止鄆哥兒在西門慶和潘金蓮在房內苟且期間進入和
發現二人出軌，護衛角色

五

86

王婆

為西門慶和潘金蓮計謀如何毒殺武大，令二人可以長
做夫妻，又不用被審

84
86

王婆

協助潘金蓮處理武大屍體

91-98

王婆

打理武大身後事

98

王婆

與迎兒一同守門，讓西門慶和潘金蓮安心玩樂

127-128

王婆

通知武松將到家門，獻計燒武大靈牌，潘金蓮快嫁西

六
八

門慶，由他應付歸到的武松。
廿二

315-316

玉蕭

為西門慶向宋蕙蓮說好話，以物質誘他和西門慶「往
山底下子成事」，又作把風、傳話、送禮角色

廿三

325

玉蕭

「便遞了個眼色與他，向他手上掐了一把」

326

玉蕭

為宋蕙蓮、西門慶二人到潘金蓮處堂首把風

369-371

玉蕭

勸宋蕙蓮不如放棄來旺，一心服侍西門慶

馮媽媽

趁韓道國到東京送嫁，幫西門慶與王六兒奸情成接頭
人，又指王六兒「雖是打扮喬樣，到沒見他輸身。」，

廿六

三 十 513
七

239

到韓家向王六兒道出「宅裡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裡，
如此這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丟得你冷落，他要來
和你坐半日兒，你怎麼說？這裡沒人，你若與他凹上
了，愁沒吃的，穿的，使的，用的？走熟了時，到明
日戶子也是替你尋得一所，強如在這僻格楋子裡。」
又不斷說服，要王六兒答應，令他答應。
516

馮媽媽

在西門慶和王六兒二人幽會時在門外與玳安守着

517

馮媽媽

對西門慶和王六兒二人事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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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眾人犯罪記錄（與四婦犯姦背景有關）
章回 頁數

事件摘要 / 文本摘錄

《大明律》有關條文

四

73-77

西門慶出人妻

刑律八：犯姦

五

85

王婆教唆西門慶佈局殺武大

刑律七 詐偽：詐教誘人犯法

潘金蓮毒殺武大

刑律二 人命：謀殺人
刑律二 人命：殺死姦夫

九

138

十四 200-201

「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惡西門慶與嫂 刑律二 人命：謀殺人
潘金蓮通奸，踼中心窩。王婆主媒， 刑律二 人命：殺死姦夫
陷害性命。何九朦朧入殮，燒毀屍傷。」
李瓶兒借花子虛入獄一事，打算將六 戶律一 戶役：卑幼私擅用財
十錠大元寶，「四箱柜蟒衣玉帶，帽 刑律一 賊盜：親屬相盜
頂绦環」等值錢之物交西門慶保管而
不與花子虛交代。吳月娘使計「銀子
便用食盒叫小廝抬來。那箱籠東西，
若從大門裡來，教兩邊街坊看着不惹
眼？必須夜晚打牆上過來，方隱密
些。」

十八 249-251

西門慶賄賂官員擅改律令

名例律：職官有犯、文武官犯
公/私罪

二十 283

李瓶兒擅取梁中書物品

戶律一 戶役：卑幼私擅用財
刑律一 賊盜：親屬相盜

284

潘金蓮擅自要求西門慶在李瓶兒的金 刑律一 賊盜：親屬相盜
器中取得少量打造同樣飾物(偷工減
料)

二十 374
六

擅改宋蕙蓮死因

刑律五 訴訟：教唆詞訟

三十 463
三

王六兒與韓二叔嫂通奸

刑律八：犯姦

466

應伯爵教唆韓道國作假供以救媳婦弟 刑律五 訴訟：教唆詞訟
弟二人

三十 525-526
八

韓道國讓王六兒出姦

刑律八：縱容妻妾犯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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