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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盼望 

大學時代，凡是科目中有冠上「法」字的，泰多都曾遭遇被當重修的命運（「國際

私法」還三修），可見當年對「法」有何等不願意親近，也因此無法順利與絕大多數同

班同學一起畢業。之所以如此，應是我既看不懂法學教科書上的白紙黑字，更絲毫感

受不到它們與我有何關係，於是便轉身擁抱 MTV、舞廳與撞球店所給予的即時五官豐

富之故。到畢業時，更是將所有教科書打包，彼此立下不必再見之約。 

是軍中學長的重拳打醒了我，讓我藉由具體的強凌弱觸摸到抽象的權利被侵害

感。於是向同學重借教科書，一字一句從頭看起，也逐步看出心得，有些領悟，經歷

過一些考試，最後竟可以攻讀博士，並自營律師事務所，若問那位近 20 年前念大學的

我有無想過 40 歲時的境況會是如此，那個葉光洲想必會狠狠地吐一口白長壽煙，說：

X！哪有可能（台語）？ 

轉變的關鍵尌在 25 歲的受洗信主。 

雖然武俠小說常描寫一個帄凡甚至卑下之人，如何在接受化外高人灌頂，傳授全

身絕學，或吃下千年人參、百年巨蟒後脫胎換骨，打遍天下，娶得美嬌娘等情節，但

這都比不上，我從 25 歲時接受基督教信仰後至今的轉變與際遇。 

因為，無論化外高人、千年人參或百年巨蟒往往只在某時點出現，該時機一縱即

逝，且無法重複使用，但信主之後，尌可以開始與創造天地的上帝時刻作夥，不需前

往人煙罕至之處，無庸具有萬中選一之資質，只要一個「我願意」。 

不過，札如立下婚姻誓約時說「我願意」後，並不擔保日後婚姻及家庭尌是一帆

風順，幸福美滿。時刻與上帝作夥的感受，也並非全然美好，如律師考試我尌考了 8

年，但上帝尌透過這 8 年，調整我對成功與失敗的看法，並讓自己更深刻地看待法律、

法學考試與法學教育。最後，已決定是最後一次前往國家考場報到，竟在當年毫無預

期地考上律師與博士班。 

自然地，我會從信仰的角度來看待博士論文的主題。再加上，我喜歡聽與婚姻、

家庭、親子有關的故事，喜歡參加婚禮，也明確體驜到看似已不復返的歷史，其實仍

以各種型態存在於泥土、空氣與天地萬物間，並超越時間與空間地繼續經由人類知能

傳遞。 

因此，會交出這本綜合信仰、婚姻故事與法律歷史的粗胚成品，自己雖覺得很理

所當然，卻是滿心敬畏，因為，像我這樣一個法律小卒，歷史學領域門外漢，對基督

教二千多年來之信仰寶藏更連沾上皮毛也稱不上之輩，竟能將此三領域融合於一本論

文中，這完全超過我的能力，是上帝的手帶領我完成的。 

最後，我要對以下諸位像天使一般，協助我完成論文的人，至上最深的感謝之意。 

感謝我的父朮，我永遠引以為榮的父親葉憲清先生與永遠不止息以碎碎唸來表示

愛惜的朮親陳金珠女士，謝謝您以最大的寬容、忍耐，包容我的輕狂歲月，接納我信

仰上帝，尊重我以一個男人/父親而不只是兒子的身份，所做的一切決定，並成為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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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組成的家庭背後最穩固的支援。我的姊姊們，特別是自小一路扶持照顧我的三姐

葉貞雯副教授，對我撰寫本篇論文時所提供許多珍貴意見與實質幫助，令我沒齒難忘。 

感謝指導教授林秀雄老師與師朮，老師及師朮從碩士班指導照顧至今有 14 年，看

著我從單身漢，結婚組織家庭，到帶孩子去老師書房跳上跳下，讓我自由取閱滿室書

海資料，使我能自由、持續地在這個婚姻法制史領域徜徉，並教導我婚姻、家庭維持

之道，還不時成為我處理家事實務困難問題的諮詢對象，只能說能進入老師門下受教，

是我在婚姻法領域最幸運的一個選擇。 

感謝口試委員郭振恭教授、陳惠馨教授、鄧學仁教授、王海南副教授、吳煜宗副

教授，在論文評鑑及口試時，帶領我以鳥瞰、縱覽到細節推敲等方式來將論文修札再

三，才讓這本論文能一次次精進。特別是從第一次論文評鑑尌參與的王海南老師，始

終以最溫柔但一針見血的提醒，使本論文的架構、方向與各式細節處理上，能盡量避

免失準；吳煜宗教授除多次慷贈珍貴資料，更提出對論文後期處理有決定性影響的「聖

俗」之說，讓我有豁然開朗之感；以及我始終敬仰的陳惠馨老師，讓我一再反思一些

最基本的問題，並學習將自我抽離，以「讀者」角度來觀看每一章節，均獲益良多。  

感謝換帖好友蔡盛全及同門師弟京都大學博士班研究生陳明楷先生，前者在美

國，後者在日本，於論文寫作期間協助購買、蒐集相關書籍論文之情。明楷並在出國

前，帶我拜訪輔大吳豪人老師，並得到吳老師對論文撰寫方向所提供的寶貴意見，更

在京都介紹我與台灣之光日本清河雅孝（張雅孝）律師建立業務上的學習，衷心盼望

明楷能覓得良妻，體驜婚姻家庭之真實與美好。 

感謝天主教台匇教區金毓瑋神父（副主教），現擔任天主教台灣教區法官的金神父

雖與我素昧帄生，卻始終包容我不時、多次的拜訪，提供各類第一手資訊，最後還願

意擔任論文第一次評鑑委員，讓我受到彷如兄長般的照顧；徐德訓神父（秘書長）贈

與拉丁文學習材料，主業會吳培根神父，願意撥冗花時間與我一起翻譯 Gratian 法令集，

並帶我拜訪通曉多種語言的老神父，在古意盎然的神父辦公室，與吳神父與老神父一

起翻查千年前 Gratian，此種彷彿走入歷史的真實感，至今難忘！ 

感謝師範大學英語系張瓊惠教授，對論文寫作過程中，無論是介紹拉丁文翻譯或

對論文所引用相關英文，所提供的指導與協助。 

感謝寰瀛法律事務所葉大殷律師、古嘉諄律師、陳錦隆律師及劉志鵬律師，不傴

讓我見識到，自己離「好律師」的目標實在還有光年般的距離之遙，更在我在離職後

無業撰寫論文期間，仍慷慨贈與相當於薪水的經濟資助，讓我在經濟上能無後顧之憂，

四位主持律師的大度風範與慷助支援，除萬分感恩外，也祝福我的朮所「寰瀛」能業

務興盛！另，感謝黃世芳律師、郭宏義律師及賴中強律師對我任職寰瀛律師生涯的照

顧、指導與協助，我只能用持續跟您保持聯絡的方式，來表達我的「謝意」！ 

謝謝我的妻子貝佳，娶到妳是我除了受洗信主外，人生第二個最重要也最幸運的

決定，謝謝妳在論文撰寫期間所付出的一切，我會繼續倚靠上帝，學習如何做一個丈

夫與父親，帶領我們家，走向未知卻蒙恩之路。謝謝沐陽，你天天為爸爸能寫完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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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上帝都有聽見，也的確幫助爸爸了喔。謝謝盼雲，你雖然還小，卻仍偶爾能為

爸爸要寫完論文禱告，上帝也聽見了並應允妳的禱告。 

展望未來，懇求上帝，能夠以這本論文作為出發點，帶領我這個法學小卒繼續步

步探索婚姻法制史的演進過程，這樣，尌連作夢都會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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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西歐婚姻法法制化起源—以第 1 至 12 世紀之世俗婚姻法（Secular Marriage 

Law）與教會婚姻法（The Marriage of Canon Law）之沿革及相互影響為探討中

心 

摘要 

 

本文係為探討婚姻法學研究對西歐於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婚姻還俗運動前之

婚姻法沿空白所撰。並以「世俗」及「教會」兩個角度切入，依照「羅馬帝國」（西元

1-476 年）、「初代教會」（1-500 年）、「中世紀初期」（500-1000 年）、復興改革時期

（1000-1200 年）之歷史沿革，探討今日婚姻法中諸如婚姻之本質、婚姻之成立、婚姻

障礙、婚姻成立後之權利義務及婚姻之解消等制度之由來與發展。 

首先，在羅馬帝國方面。按此時期之羅馬婚姻法對「嫁妝」著墨最多，似可顯示

羅馬婚姻之重點乃在婚姻締結後對男方家族財產之重新分配，而非單純身分關係之新

設、連結與延伸。在此同時，亦可察見自西元一世紀起，源自聖經之教會婚姻觀，強

調婚姻之本質係「丈夫與妻子連合，兩人成為一體」之「兩人一體」關係，婚姻之成

立係儀式婚，成立後，丈夫與妻子需秉持「愛與順服」彼此相待，且因婚姻為「神所

結合，所以人不能分開」而衍生出婚姻不可解消之基本信念。 

進入中世紀初期，「神本」之婚姻觀雖藉由散落各地之教會而廣為傳播，然而，對

上層王公貴族，即使有如法蘭西之卡洛琳王朝般，與教會關係良好之政權，但一般上

層階級，為維護其家族利益，繼承財產與個人私慾，對「兩人一體」之婚姻觀與「婚

姻不解消」主義，仍是敬謝不敏，至多於犯罪後前住教會懺悔認罪，或在晚年進入修

道院度此餘生。故中世紀初期之聖俗婚姻觀影響結果，係呈現「下聖上俗」之光景。 

經歷過千禧年後，整個西歐來說似可稱為進入一個「復興改革時期」。在婚姻規

範方面，或因教會改革奏效，民心歸向，且部分國王亦完全服膺教會婚姻規範，故上

層階級之婚姻亦逐漸展現「由俗入聖」之趨。在婚姻法制方面，則在 1140 年左右由格

拉濟亞，藉由教會法制史首見之科學分析方式，交出名為「不和諧教會法之調合」

(Concordia discordantium canonum, A Harmony of Conflicting Canons) 之 法 令 集

（Decretum），其內之婚姻法案例堪稱教會婚姻法一千多年來之結晶，堪稱為西歐婚姻

法制化之源頭。 

綜上，本研究發現今日婚姻法之法制起源，並非僅源自於十六世紀之法國民法，

而係早在十二世紀之教會婚姻法中便可窺見其萌芽之蹤影，而今日婚姻法中受教會婚

姻法影響者，亦非如一般教科書所稱僅「婚姻不解消」一端，而係包括「意思婚」、「一

夫一妻制」及「異性婚」，並且禁止「重婚」、「內婚」均直接或間接受十二世紀教會婚

姻法之影響。 

 

關鍵字：婚姻法起源、羅馬婚姻法、兩人一體、教會婚姻法、格拉濟亞、格拉濟亞法

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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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the origin of the West European marriage 

legislation—emphasized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Secular 

Marriage Law and The Marriage of Canon Law 

Abstract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vacant development of marriage legal history before 

Renaissance, Religious Reformation and marriage returned to secular(movement de la 

sécularization du marriage) in Western Europe. Based on the four periods of history 

including ―Roman Empire‖(A.D1~A.D476),―the early church‖ (A.D1~A.D500), ―Middle 

Age(A.D500~A.D1000)‖, ―the period of renew and reform (A.D1000~A.D1200)‖, the study 

explored th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day‘s marriage law such as the essence, 

establishment, obstacle of the marriage, the right and obligation after getting marriage, and 

the dissolution of marriage, etc. 

At first, the law of marriage in Roman Empire was established on ―Dos‘‘(dowry) a lot. 

It showed that the main focus of Roman marriage was on re-allotting the properties of the 

male‘s family instead of simply reconstituting connecting and extending two persons‘ 

relationship  after getting marriage. 

Meanwhil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the law of marriage in the Church derived from Holy 

Bible emphasized the essence of marriage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wo will became one flesh‖ 

in ―A man will be united to his wife and they will become on flesh‖. And through a ceremony, 

the marriage was established. After the ceremony, husband and wife should treat each other 

with love and obedience. Moreover ,the basic conviction of no dissolution after of the 

marriage was derived from that the marriage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elief ―what God has 

joined together ,let man not separate‖. 

During Middle Age (A.D 500~ A.D 1000), although the churches which spread over 

everyplace disseminated extensively the concept of ―marriage rooted in God‖, the upper class 

of society still didn‘t approve the marriage concept of  ―two will become one flesh‖ and the 

conviction of no dissolution of the marriage, since they wanted to safeguard their family 

benefits, inherit properties, and satisfy their personal desire. Even like Carolingain dynasty in 

France which maintained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urch was also in the same position. 

The upper class most went to the church and confessed their sin after committing crime, or 

spent the rest of their elder life in the abbey. As a result , the marriage of the lower class was 

holy and the upper class was secular showed during Middle Age. 

To Western Europe, after millennium seemed to be called the period of renew and 

reformation. (A.D 1000~ A.D 1200). Since reformation in the Church showed results ,  

the public attitude was for the Church, and some kings completely obeyed the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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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s of the Church, the marriage in the upper class also gradually displayed from 

secular to holy tendency. On the marriage legal system, Gratian composed a Decretum 

named ―Concordia discordantium canonnum, A Harmony of Conflicting Canons‖ in 

A.D.1140 . The Causae of Decretum was recognized as the excellent piece of Church one 

thousand years age and the origin of marriage legal system in Western Europ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rigin of today‘s marriage legal system was not only derived 

from French Civil Law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ut from marriage law in the Churc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nd marriage law of the churc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impacted today‘s 

marriage law in many aspects. The influence was not only limited on the conviction of no 

dissolution action of the marriage as the common textbooks declared so, bu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the conviction of  ― consensual marriage‖ ,―monogamy‖, and on forbidding 

―  plural bigamy marriage‖ and ―consanguine marriage. 

 

 Key Words : the origin of marriage law, the marriage of Roman law, the marriage of Church 

law, become one flesh, Gratian, Decretum Grati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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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目的及動機 

本文係為探討西歐婚姻法法制化起源之目的而撰寫。婚姻法，指法律（令）規定

之內容與婚姻有關者；婚姻法法制化，則指將婚姻事件具體落實於法律（令）文字之

原因及過程。撰寫本文之動機，則為筆者長期對婚姻法從何而來？如何演進？影響因

素為何等問題，具有無比之好奇心所致。1
 

詳言之，我國現行婚姻法雖呈現體系井然有序，條文規定詳盡之外貌惟體系化、

條文化之婚姻法起源何在？規範婚姻法最基本之結婚、離婚等條文之背後思想為何？

對此，教科書一般認為係源自於西元 16 世紀後之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之後「婚姻

還俗運動」(movement de la sécularization du marriage)，甚至僅源自於 18 世紀因法國大

革命而生之法國民法典。此外，對於婚姻法之基本原理，並舉出如基督教2之「婚姻不

解消主義」、法國大革命確定之「婚姻為市民之契約」及「男女平等」等原則為現代婚

姻法之基本思想。3
 

推敲其由來，或與歷史學家稱文藝復興前之中世紀或中古歐洲，4只是一個蠻族長

期橫行之世界，只有破壞、不知建設；5是「半夢半醒」、「沒洗過澡」之黑暗時代；6是

                                              
1
 筆者雖已婚並育有三名子女，並以家事案件為執行律師業務之主要範疇，且持續擔任法院之家事調解委員，但

仍認對「婚姻」此種同時存在極樂/至苦、信靠/撕裂、同心/出軌、永結/離棄、個人/家族之至單純與甚複雜關係，

尚處於體驗摸索期之階段，更對探討人類如何將婚姻關係之始末化約為法律之由來與過程，始終興致盎然。 
2
 基督教（Christianity），依韋伯字典之定義：源於耶穌基督（Jesus Christ），立基於聖經，包含有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以及更正教（Protestant 或稱新教、基督教）之宗教。惟西元 1517 年

馬丁路德推動宗教改革前之西歐，尚未出現今日之新教，故本文所稱之「基督教」即指今日之羅馬天主教，若需

分別指明時，本文將以新教/天主教分別指述。 
3史尚寬著，親屬法論，自版，1964 年，頁 6，頁 83-96；李宜琛著，現行親屬法論，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

頁 80-81；陳棋炎著，民法親屬，三民書局，1961 年，頁 49-51；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著，民法親屬新論，

三民書局，2005 年，頁 60-71；陳惠馨，德國法制史—從日耳曼到近代，元照出版社，2007 年，頁 101；趙鳳喈，

民法親屬編，正中書局，1963 年，頁 51；有地亨著，家族法概論，法律文化社（1990），頁 63-4；棚村政行著，

結婚の法律學，有斐閣（2000），頁 6。 
4
 「中世紀」或「中古」（Middle /Medieval age,）均由拉丁文 Media Antiquitas、Media Aeta、Media Tempestas 而

來，係由 15 世紀之日耳曼學者庫撒納（Nicholas Cusanus,1401-1464，亦為樞機）所提出。原意指在「上古」與

「近代」之一段歷史空間。至於首次將中世紀列出時間範圍者，為德國歷史家刻列爾（Christopher Keller），氏於

1688 年編撰之「中世紀史」中，首次將從君士坦丁皇帝起，至君士坦丁堡遭土耳其人攻陷止，亦即自西元第 4

世紀至 1453 年。如至哥倫布發現美洲止，則向後延 40 年，至 1493 年。參見羅漁，西洋中古史，中國文化大學，

1987 年，頁 7。而王任光則認為皮翁道（Flavio Biondo,1388-1463），似乎是創造「千年中古」之第一人，另認為

刻列爾（Christopher Keller）為荷蘭人。見王任光編著，西洋中古史，國立編譯館，2000 年，導言頁 1。 
5
 此為文藝復興學人（The Humanists or Renaissants）之主張，見羅漁，頁 7。 

6
Hollister, C. Warren and Bennett,J.M.,Medieval Europe : A Short History,2002,introduction,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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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愚民時代，是充滿迷信色彩或病態之隱修生活時代，以及教宗獨裁虐政時代；7或

如啟蒙時代法國學者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所言：上古由「理智」（Reason）統

治，中古由「成見」（Opinion）統治，而最大之成見，乃基督教會以「迷信」來統治整

個歐洲；以及法國人文學者拉伯列（François Rabilais,1495-1553）直接將中世紀冠上「黑

暗」之詞，8等等說法有所關連，故除基督教有關「婚姻不解消」之思想外，今日婚姻

法，彷彿均自 16 世紀甚至法國大革命，方如新生之嬰兒般出生，且該新生婚姻法之基

因或血液中，絕無帶有絲毫中世紀「黑暗」之影靨。 

對上開論述，本文有以下疑問： 

一、自羅馬時代至 16 世紀之前之中世紀西歐，果真無任何具有強制力並為一般人

民所遵循，有關締結婚姻，生養子女、建立家庭以及離婚之準則？若然，則一千多年

來西歐大陸之人民均迷迷糊糊地於「黑暗」、「成見」及「迷信」中完成婚姻大事？ 

甚且，根據學者所描繪，當西歐大地安然度過人類第一個千禧年（西元 1000 年）後，

從各個鄉村、城鎮便彷彿重新甦醒一般，展開一波波社會、經濟、文化、學術之蓬勃

復興及改革浪潮。風行草偃下，不僅使沈睡數百年之羅馬法於當時首創之學院或大學

中重生，更使發展近千年之天主教教會（以下均簡稱：教會）面對沈痾，進行組織變

革，重擬道德規範，更由格拉濟亞（Gratian）彙整出首部內容與體系兼具之教會法法

令集（Decretum）。影響所致，對於以王公貴族及封建諸侯為代表之世俗婚姻與羅馬天

主教為代表之教會婚姻觀，於歷經先前數世紀之無數次正面對決後，於 12 世紀已激盪

出足以影響接續數世紀甚至今之婚姻法原則？9甚至將格拉濟亞之法令集譽為「法源史

上最輝煌之收穫期」之說法，10是否誇大甚至有誤？ 

二、假設西歐世界之婚姻法發展至 12 世紀已略具雛形，甚至如學者 Franz Wieacker

所稱「12 世紀至 14 世紀間歐洲法學的發生；他在整個歐洲的擴散（繼受）—13 世紀

至 16 世紀」，11則構成其制度及法規之基本思考為何？其法制沿革過程為何？世俗婚姻

與教會婚姻觀如何衝突？如何落幕？ 

對以上疑問，文獻似仍無直接、全面性之討論（請見本章第三節第一項研究方法

                                              
7
 此段描述係由新教「教會史」（Ecclesiastica Historia by Centuriators,1559-74 年出版）作者富拉吉伍（Flacius 

Illyricus）所提出。見羅漁，頁 8-9。 
8
 羅漁，同前註，頁 9，頁 11。 

9有關 10 至 12 世紀之社會經濟，教會與教會法之發展，見 Berman, Harold J. 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1983,pp85-119 ； Brooke, Christopher N.L. ,The Medieval Idea of 

Marriage ,1989,Introductin,p.3 ； .Brundage ,James A.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1987.p.137,pp.229-34；Stephenson,C.H.S. and Marples, E.A., Law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1939,p.155；Gratian, 

The Treatise on Laws  (Decretum DD. 1-20) ,trans. Augustine Thompson,O.P. With the Ordinary Gloss trans. by James 

Gordley , and an introduction by Katherine Christensen ,1993,Introduction x-xvii. ； Herlihy,Medieval 

Households,1985,p.73；輔仁神學著作編輯會，神學詞語彙編，光啟文化事業，2005，頁 450；天主教法典  拉丁

文—中文版，台北  中國主教團秘書處出版，1984 年，頁 19。有關 12 世紀世俗婚姻與教會婚姻之衝突與對立狀

況，見 Duby ,George ,trans. Elborg Forster, Medieval Marriage  Two Model from Twelfth-Century France, 

1991,pp2-24；Leclercq, Dom,Jean,O.S.B., Monks on Marriage : A Twelfth-Century View, 1982,introduction,vii. 
10栗生武夫，法の変動，頁 197。 
11陳愛娥、黃建輝譯，Franz Wieacker 著，近代私法史，五南，2004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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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明）。惟基於一探究竟之強烈好奇，筆者雖於寫作碩士論文時，曾嘗試將教會從聖

經婚姻觀轉變為教會婚姻法之歷史沿革，作一概覽式介紹，12但自省離上開目標仍有光

年般之遙遠距離。故承繼上開初衷，續於本論文中追溯、還原第 1 世紀羅馬帝國以降

至 12 世紀西歐世界之婚姻狀況及法制規範，盼能達成以下目標： 

一、彌補目前婚姻法學研究對西歐於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婚姻還俗運動」前

之婚姻法沿革空白。 

二、探討今日婚姻法中諸如婚姻之本質、婚姻之成立、婚姻障礙、婚姻成立後之

權利義務及婚姻之解消等制度之由來與發展，作為個人或其他先進日後繼續拓深西歐

甚至整個市民法婚姻法法制史（或法史學）之墊腳石。 

三、說明羅馬婚姻法、世俗婚姻法及教會法之分合關係，探討教會管轄世俗婚姻

事務之原因及發展過程，此即學者稱婚姻法「由俗入聖」及「由聖入俗」之發展過程13
 

第二節  研究對象 

第一項  時間與區域 

在時間上，本文自第 1 世紀之羅馬帝國為始，至 12 世紀之西歐，循史之序分別探

討。而羅馬帝國前上古時代之古代法以及西歐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後之國家婚姻法及

教會婚姻法沿革，均非本文研究對象。 

設定第 1 世紀至第 12 世紀之原因，在於世俗法代表之羅馬法至第 1 世紀時，已有

7 百多年的發展歷史，而基督教及教會法則是從第一世紀開始萌芽，因此，第 1 世紀係

世俗法與教會法首次同時出現之時期。 

而對於 12 世紀之時間底線，除參照學者蕾諾絲（Reynolds）所稱，多數研究中世

紀法之歷史學者對 12 世紀前之法律均興趣缺缺，蓋因 12 世紀前之法律向多以源自於

日耳曼蠻族之誓約（Oaths）、神判（Ordeals）。 
14惟依本文見解，發展至 12 世紀時教

會婚姻法，無論就基本理論或法律概念似已具雛形，並堪為今日婚姻法律法制化起源

之一，故定 12 世紀為本文研究對象之時間底線，藉以分辨此時期之婚姻法發展狀況，

應有探討之價值。惟因古代法中之 12 銅版法規定有關婚姻部分，以及 12 世紀格拉濟

亞法令集制訂後之影響，因與前述之研究對象具直接關連，故仍納入本文探討之範圍，

併予陳明。 

                                              
12

 葉光洲，婚姻法沿革初探—從聖經婚姻觀到教會法典，私立輔仁大學碩士論文，1999。 
13

 蒙吳煜宗教授於 2009 年 6 月 24 日筆者第二次論文評鑑時所提出之意見，而「由俗入聖」及「由聖入俗」之名

稱均為吳教授所賜。 
14

 Reynolds, Susan, ‖Medieval Law.‖ In The Medieval World. Edited by Peter Linehan and Janet L.Nelson.,2001,p486.

惟蕾諾斯亦表示，該傳統意見亦隨著越來越多研究結果之出現而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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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區域上，本文所稱之「西歐」，與學者所稱之「歐洲」、「中世紀歐洲」或

「歐陸」，均有不同。 

所謂「歐洲」一詞，依牛津當代大辭典記載，係相傳在西元前 5 世紀時，亞述人

以為亞洲與歐洲之區別，在於亞洲位於太陽升起之處，歐洲則位於日落之處。15韋伯線

上字典則從地理上加以定義，其謂歐洲係指在亞洲與大西洋間，面積有 3,997,929 平方

英里之東半球大陸。16另依德國民俗學者希許費爾德（Hirschfelder）之見解，歐洲一詞

係起源於希臘—閃米語言，歷經希臘波斯戰爭後，歐洲指希臘陸上國土。在羅馬帝國

初期，歐洲則成為地中海國家之代名詞。因此，阿爾卑斯山以北地區一直要到凱撒大

地佔領後，才成為今日人稱之「歐洲」。17而美國歷史學者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

則將歐洲分為地理上之歐洲、歷史上之歐洲。地理上之歐洲係以一條從烏拉山脈（The 

Ural Mountains）往南經裏海（The Caspian）、沿高加索山脈（The Caucasus Mountain 

Range）至黑海之假想界線，與亞洲劃分開來；而歷史上之歐洲，則以生活風格為標誌，

在近代係以英國、法國、同屬低地國之荷蘭和比利時，以及一部份德國和義大利為中

心，在西元最初幾世紀，則可將羅馬史看做是歐洲史。18其次，所謂「中世紀歐洲」，

依美國歷史學者賀力斯特及班奈特（Hollister and Bennett）所認，係指等同今日義大利、

德國、法國、西班牙、英國、北歐諸國、東歐、俄羅斯等國之領土。19而「歐陸」，依

學者史密斯（Smith）之見解為「以法蘭西、德意志、義大利、西班牙及其他大陸西部

諸國…」為限。20
 

至於本文所稱之「西歐」，專指與今日義大利、德國、法國及英國等國領土相當之

區域，不包括西班牙及北歐。21採此一定義之理由，乃於本文所定之研究時間（第 1 至

12 世紀）內，無論就世俗或教會婚姻之現實與法規範，均屬上開區域之文獻資料最為

豐富，而將上開區域名之為「西歐」，則係參考美國歷史學者提爾尼（Brian Tierney）

之意見。22 
 

而在西歐諸國中，基於文獻之來源（見本章第三節第一項），並參照歷史沿革之順

序，本文係以日耳曼、法蘭西及愛爾蘭等三地區或國家之婚姻觀或婚姻法規範為探討

                                              
15牛津當代大辭典（The New Oxford Illustratie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2000 年版，頁 610。 
16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europe，瀏覽日期：2010.1.9. 
17張志成譯，Gunther Hirschfelder 著，歐洲飲食文化—吃吃喝喝五千年（Europäische Esskultur），左岸文化，2009

年，頁 19。 
18劉景輝、林佩蓮譯，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著，歐洲歷史的塑造—從文化模式的相遇看歐洲文

明的成長與擴散，時報文化，2007 年，頁 96。 
19之所以如此，係因該書之「中世紀」係指西元 500 至 1500 年，至西元 1500 年，幾乎所有今日歐洲國家均已發

展成熟。見 Hollister and Bennett,p.2 

20姚梅鎮譯，孟羅‧史斯密（Monroe Smith）著，歐陸法律發達史，台灣商務印書館，2006 年，導論頁 002。 
21

 因今日之西班牙至西元 1270 年時，仍屬多國諸王分據之局面，至 1492 年方統一為一個西班牙王國。而今日之

北歐則受當時之法蘭西、日耳曼影響甚深，似無單獨討論之實益。見 Hollister and Bennett，p.96，p.318. 
22

 Tierney, Brian. We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 300-1475, 1999,pp.7-11.依提爾尼之看法，係將地中海沿岸諸國

認屬「西歐」之範疇，惟其著作內亦有論及非在地中海沿岸之英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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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象。 

最後，雖查士丁尼大帝統治下之東羅馬帝國領土雖非本文所稱之「西歐」，惟因查

士丁尼任內頒訂之「羅馬法大全」（詳後述）對整個歐洲影響深遠，故該法典之沿革及

內容仍屬本文之研究對象，併此敘明。23
 

第二項  世俗法與教會婚姻法之沿革與影響 

本文之研究對象為第 1 至 12 世紀之西歐之婚姻法，並從世俗（Secular）及教會

（Ecclesial）兩方面探討之。 

從世俗之角度，本文係按照時間順序，先以羅馬帝國之婚姻法為首要介紹對象。

為能真實進入羅馬婚姻法所規範之時代背景，乃自羅馬之國家及其社會結構開始溯

源，其次則介紹羅馬法之由來及體系構成，接著介紹家庭風貌最後說明在羅馬法中，

針對婚姻事件呈現之具體規範，並以本文所提出之婚姻法結構分析說明。接續，本文

則介紹西羅馬帝國衰亡後，由日耳曼人建立之法蘭西、日耳曼及愛爾蘭諸國之婚姻觀

及婚姻規範。 

其次，從教會之角度，本文則將先闡釋源於聖經（如馬可福音第 1 章第 15 節、馬

太福音第 21 章 12 節、路加福音第 19 章第 4 節等）及傳統之基督教婚姻觀，其次，說

明由初代教會（Early Church）之教父（Fathers，Patres）24詮釋後之基督教婚姻內涵。

最後，則說明因羅馬皇帝將基督教認定為國教（詳後述），教會婚姻觀與世俗婚姻法所

開展之第一次影響，以及教會法萌芽發展之歷程。 

接續，雖西羅馬帝國於 5 世紀（另說：西元 476 年，詳後述）便不復存在，教會

組織、教會法令與教會婚姻法卻於以日耳曼族為主之國家中持續成長並茁壯，是本文

說明西方教會於中世紀初期（西元 500-1000 年）所建立之婚姻道德與婚姻法規範，並

引同時期之法規範及具體世俗君王婚姻案例，作為此段時期教會與世俗婚姻對立、衝

突及融合之寫照。 

最後，本文將說明西歐於千禧年後所開展之變化，以及其中有關羅馬法及教會法

之復興及改革，並提出格拉濟亞之法令集與教會處理世俗王公貴族、平民百姓及神職

人員之婚姻事件始末，俾明教會婚姻法與世俗婚姻之實際影響情況。 

                                              
23

 雖對我國今日婚姻法制化，除受西歐影響外，尚受包括中國、日本等東方法制及習慣之影響，惟後二者似不乏

具體研究成果，故非本文研究之對象，併予序明。。 
24初代教會係今日新教對 Early Chruch 一詞之多數中文翻譯名稱。教父意指早期教曾之教師與重要經典之作者，

或本身道德修養超凡，對教會基本教義有所發揮闡明，以抵禦異說謬誤，且經教會宣布或默認之人。參閱王任光，

頁 31；林鴻信，教理史（上），禮記，1996 年，頁 25-26；楊牧谷主編，當代神學辭典（下），校園出版，1997，

頁 865-6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第一項  文獻探討之內容及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係先以過去有關「中世紀婚姻沿革」、「中世紀教會婚姻法」

及「中世紀法律」等論著為研究對象，而所引用之文獻，均列於本文附件一，敬請  參

閱，謹擇要說明如下。 

首先，在中文文獻方面方面。我國雖有 16 本碩士論文及一本博士論文與「中世紀」

有關，但均與「婚姻」無涉，遑論探討「中世紀法律」或「中世紀婚姻（教會/世俗）

法」；另就我國之期刊與本研究主題有關者，除早期張瑞楠《英德中世紀之法律思潮》

（法律學刊，1972 年 12 月）外，僅有李聖光《杜比與歐洲中世紀婚姻研究》（輔仁歷

史學報 11,2000 年 6 月），與近年來陳惠馨《德國法制史系列講座—中世紀德國法》（月

旦法學 88,89，2002 年 9、10 月）。書籍方面，無論是中國學者彭小瑜《教會法研究—

歷史與理論（Canon  law :History and Theories）》（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3 年），薄潔

萍《上帝作證：中世紀基督教文化中的婚姻》（學林出版社，上海，2005 年 7 月第一刷），

以及我國之陳惠馨《德國法制史—從日耳曼到近代》（元照出版社，2007 年），與陳愛

娥、黃建輝譯，Franz Wieacker 著《近代私法史》（五南，2004 年）均有相當參考價值。

翻譯文獻部分，由幼獅編譯部主編，美國學者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1980）第十部至第十三部，對於本文描述之歷史演進部分提

供相當多參考資料。 

日文論著方面，早期日本學者栗生武夫曾撰寫與本研究主題有關之《法の変動》（昭

和 11 年）、以及《婚姻法の近代化》（1930）等書籍，後世學者則多以專論方式探討有

關包括羅馬婚姻法、中世紀教會法、基督教婚姻法等問題，如久保正幡 阿南成一《教

會婚姻法》（1978），塙陽子，家族法の諸問題(上)（1993），並有學者翻譯外國學者之

作品，如三井哲夫  菅野一彥譯《フランス法制史》（1990）、世良晃志雄  広中俊雄

譯《ドイツ私法概說》（昭和 51 年）、篠田勝英譯《中世紀の結婚》（1994），以及塙浩

譯《フランス法制史概說》（1996 年）等。上開論著，除翻譯著作外，內容多屬參考、

整理西方學者對中世紀婚姻、婚姻法及教會法之研究，均具相當參考價值。25
 

至於西方學者對中世紀之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就語文別而言，屬本文研究

範圍（1 至 12 世紀）之文獻絕大多數係由神職人員以拉丁文撰寫，之後雖陸續出現義

                                              
25

 感謝吳煜宗教授提供此 4 篇日本學者譯著；另目前就讀於京都大學博士班的陳明楷先生亦於日前鼎力提供了

16 篇與本研究主題有關之日文著作，因囿於學力，將留待來日後再加入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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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及英文之文獻，仍以拉丁文為主要記載文字。但因受

語言上之限制，故除格拉濟亞之法令集中部分案例筆者係直接參考拉丁文外，其餘均

以英美等國學者撰寫之論著為參考對象（詳細文獻請參照附件 1），應先陳明。在英美

學者論著中，以美國學者布朗德吉（Brundage）撰寫之《中世紀社會之法律、性與基督

教社會》（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1987）所蒐集之資料似

最為豐富，探討亦相當全面，本文從中受益良多。惟該著作係以古代至中世紀之社會

與法規範中對待「性」之處理為探討對象，與本文以「婚姻」為研究對象仍有不同。 

綜上，上開文獻雖均與本文探討主題有關，惟仍似無任何文獻將焦點關注在第 1

至 12 世紀婚姻法沿革之脈絡及其原因，故本文除參考上開文獻之研究方法外，26乃依

歷史年代發展順序為區分標準，劃分出第二章「羅馬帝國時期（—西元 476 年）」、第

三章「基督教初代教會時期（西元 1—500 年）」、第四章「中世紀初期 500-1000 年」、

第五章「復興與改革之時期 1000-1200 年」等不同之歷史時代。 

其次，因沒有任何法律系統，能在與其所規範對象之社會分離之狀態下，受到完

全之瞭解。27故本文係以前開時期為背景，盡量還原各時代之國家制度、政教關係、社

會環境與家庭結構，作為每一時代之基本認識外，對各時代之婚姻法沿革，本文將從

「婚姻之本質」、「婚姻之成立」、「婚姻成立後之關係」及「婚姻之解消」等角度，作

為分析、說明及比較各時代教會或世俗婚姻觀與婚姻法之標準。28
 

第二項  本文資料引用之原則 

其次，關於本文之資料引用，係依照下列原則處理： 

一、引用與基督教有關之資料或名稱： 

本文引用之聖經經文為新教版本，29但各卷之卷名及所提及之人名，均附加英文名

                                              
26就人類婚姻之研究，Edward Alexander 係提出可自「婚姻之起源」、「雜交」（promiscuity）、「男性之求愛」（the 

courtship of man）、「婚姻之選擇自由」、「親屬間之禁婚」、「掠奪婚及買賣婚」、「婚姻之儀式」、「婚姻之種類」、「婚

姻之延續期間」等等人種學或社會學之角度來探討。見  Edward Alexander , The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1903.ch.1,4-6,8,10,14-16,17,19,20,-22,23 ,pp.2-4.就中世紀之婚姻研究，Brooke 則提出除法律規定，社會現

況外，並可從人口統計學（Demography）、中世紀文學（如：Chaucer, Shakespeare）、畫作（如：Rembrant）甚至

建築，來窺知中世紀婚姻之虛實，見 Brooke,ch.1.7.8.9.10,pp.11-20,pp.142-3 中之畫作。而陳惠馨教授引用德國法

學者賴特布魯（Gustav Radbruch）有關法學家對法律任務之闡釋，認為法制史之研究應該可以從解釋、結構與體

系等角度去研究。見陳惠馨，德國法制史—從日耳曼到近代，2007 年，頁 101。 
27

 Nicholas ,Barry, 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Law,1988,p.3. 
28

 此結構係延續個人碩士論文對聖經婚姻觀之探討結構，並新增「時代背景」及「婚姻本質」二項，見葉光洲，

頁 21-93。另依照日本學者之見解，若純針對婚姻法，可區分為四層結構來理解：一、婚姻之成立。二、婚姻成

立後之效果。三、離婚之成立。四、婚後之效果。加藤一郎「高梨公之還曆祝賀論文集，婚姻法の研究(上)』第

3 頁(有斐閣 昭和五十一年初版)。 
29聖經，聖經公會在香港發行。聖經台語漢字本，聖經公會，台灣，1996。聖經，新國際版研讀本，更新傳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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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及天主教之中文譯名，以茲對照；對於教會之歷代教父、教宗、主教及其他本文所

提及之神職人員之姓名，宗教會議名稱，以及與教會婚姻法規範有關之內容，則以天

主教編定之中文名稱為據。 

二、附錄： 

有關文內所提及之羅馬婚姻法規定，教父之婚姻思想以及阿貝拉爾（Peter Abelarb）

與海蘿麗斯（Heloise）中文書信資料，均列於附錄，供比對參考之用。 

 

 

 

 

 

 

 

 

                                                                                                                                                        
1996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intern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以下稱 NIV 版)。聖書，新共同

訳，日本聖書協會(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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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羅馬帝國時期（西元 1—西

元 476 年） 

依照 Wieacker 之看法，歐洲法秩序之淵源存在於中世紀早期羅馬—日耳曼社會之

根本生活形態，以及古代晚期留給這個社會的三大秩序力量：西羅馬帝國組織之殘餘、

拉丁教會與古代晚期之學校。而整個羅馬帝國遺贈給成型中西方之產物，乃專制體制

中央集權君主下之官僚、行政及財政組織，以及已成為人民固有基本生活習慣之法秩

序。30因此，為瞭解婚姻法制之淵源，探討中世紀早期（於本文即為第 1 世紀至西元 476

年）之羅馬帝國之組織、社會階級，以及羅馬法中對婚姻法之規範等課題，便有其必

要性。 

第一節  羅馬帝國之組織及社會階級 

根據傳統說法，羅馬城邦於西元前 753 年建立，31神話傳說表示羅馬城係由兩個雙

胞胎兄弟一羅慕洛斯（Romulus）勒莫斯（Remus）所建立，其父則為戰神瑪斯（Le Dieu 

Mars）。32之後羅馬歷史可分為三個時期，即王政時代有 244 年，自西元前 753 至 509

年，共和時代有 478 年，即自西元前 509 年至西元前 31 年，以及從西元前 31 年至西

元 476 年之帝國時代。33在將近 1,300 年之統治期間，羅馬法無論在形式上或內容上均

不盡相同，法律規範內容尤其受政治理念與國家體制之影響。34
 

就國家體制，於西元前 390 年左右之早期共和時期（Early Republic），羅馬人已創

立包括執政官（ Consul：對內之最高行政長官，可召集元老院及民會開會，擔任主席，

開始立法，處理司法案件並執行法律）、獨裁者（Dictator：執政官在緊急狀態將權力讓

與其指定之人，期限為 6 個月）、元老院（Senate：供執政官諮詢之機構，成員為終身

                                              
30陳愛娥、黃建輝譯，Franz Wieacker 著，近代私法史，頁 17。 

31
Nicholas ,Barry,  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Law,1988,p.1；Turner, J. W. Ceci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oman 

Private Law, 1953,p.12；吳圳義著，西洋上古史，台北  三民書局，1993 年，頁 179；王學文譯，M.F.Moris 著，

法律發達史，商務印書館，1939 年，頁 87-8；劉增泉譯，Malet et Isaac 著，羅馬與中世紀（Rome et le Moyen âge），

漢唐出版社，1997 年，頁 2。 
32劉增泉譯，Malet et Isaac 著，頁 3。綜合上開人名，似可看出羅馬（Roman）一詞之起源。 
33王學文譯， M.F.Moris 著，頁 88。 
34戴東雄著，中世紀義大利法學與德國繼受羅馬法，元照，1999 年，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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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擁有對法律之事前審核及事後批准之權限），及民會（Comitia,Assemblies，羅馬公

民可選舉行政官員、宣戰媾和及制訂法律者，所有公民皆須親自到羅馬行使政權，其

召開之會議便屬民會）等之國家體制。35
 

就執政官，尼可拉斯（Nichalos）進一步說明，執政官最早之名稱為 Magistrates，

其係繼承自羅馬王室之權力，將原屬於國王之權力分給二名執政官，故執政官亦可稱

為 Consuls。執政官雖握有絕對之行政權，但一方卻必須遵守他方之否決意見，且每人

每任僅有一年，且其權限得由法律限制之。於西元前 367 年，由裁判官（Praetor）取代

原執政官對市民法（Civil Law）之權限。約在西元前 242 年，因業務需要，遂產生第

二名裁判官（Praetor）。其中，一人係管轄雙方當事人均為羅馬公民（Citizen）之案件，

稱為內事裁判官 （Urban Praetor、Praetor Urbanus）；另一人則負責至少一方是外國人、

異族或僑民（Peregrinus）之案件，遂被稱作外事裁判官（Peregrine Praetor、Praetro 

Peregrinus）。此外，內事裁判官處理案件時係適用市民法（Ius Civile），而外事裁判官

適用萬民法（Ius Gentium）。雖然日後裁判官人數遽增，但與羅馬私法（Private Law）

有關者，僅上述二人。36
 

在前開國家體制運作下，雖在共和時期，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均為平等，但至公

元 1 世紀之羅馬帝國時，羅馬社會之階級便已渭涇分明，簡單之分法為：富民與窮人。

前者又稱「體面的人」，後者被蔑稱為「小民」。祇有體面的人纔能做元老行政官或皇

家官員，他們不能被笞杖鞭打，不能被釘死於十字架上，不能被扔到野獸群中。37
 

元老院階級仍為社會之最上層，也是最有威望之階級，騎士為另一擁有鉅額財產

之階級，對皇帝相當忠誠。羅馬公民藉由民會，享有立法權，更有所謂的「自由人」

（Freeman），亦即獲得自由的奴隸。最後是奴隸，只是主人財產一部分，並無個人權

利，其主人可隨意處置，平均死亡年齡約為 21 歲。38
 

有關最上層之貴族，其約起源於西元前第 5 世紀初，最初之貴族多有大地主之背

景，並組成大家庭，家庭成員全帶有該家庭之姓氏，:除了貴族之直系後裔或收養之子

孫外，尚有其「被保護者」，亦即聽從主人言詞之人或世襲之附屬者。如在西元前 479

年之費比安家族，家庭成員就包括 306 位貴族以及 4、5 千位被保護者。因貴族家族近

乎壟斷羅馬之高級行政職位，為能持續獲得威望、賄賂、食物及娛樂，以及滿足一大

群被保護者，貴族長期習於誘使羅馬民會，選舉他們出任國家主要職位一執政官。在

共和初期，貴族更控制政府每一方面之運作。惟有他們能被選為政府官員或擔任祭司;

而且透過元老院議員權威（Patrum Auctoritas）之原則，任何立法必須獲得他們批准方

可通過。雖然貴族只佔總人口約十分之一，但事實上，五十餘個貴族家族透過其黨徒

                                              
35

Tuner, pp.24-27；吳圳義，頁 194-6。 
36

 Nicholas,pp.3-4；王學文譯，M.F.Moris 著，頁 99-103。 
37劉增泉譯，Malet et Isaac 著，頁 58。 
38吳圳義，頁 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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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縱民會投票，實際掌控羅馬。 

貴族中之億萬富翁，在西元前第 2 世紀便已產生，奢侈係貴族社會之正常現象，

在此種社會風氣之感染下，古羅馬人並不關心男女性貞操，致婦女解放。人們盡量花

錢，為求得行政官員之職，然後再利用其職權大肆搜刮財富。儘管有嚴刑峻法，但每

次選舉依然賄賂叢生，到法律訴訟時，更有收買陪審團之事發生。39此外，從盛行於羅

馬城之飲食文化以觀，依照西元前 141 年之「娛樂開銷限制法」，規定每次宴席不得邀

請 3 人以上，僅逢市集期間才准邀請 5 位賓客，並限制餐費之支出。縱使如此，一位

名叫梅特路斯‧斯其比奧（Metellus Scipio）仍為舉辦宴席訂了一車鶇鳥，花費 6 萬元

羅馬古幣，足為一位羅馬士兵年薪（480 羅馬古幣）之 125 倍。40
 

因此，羅馬世界究竟是否如史學家吉朋所描寫，為人類文明上未曾生活得像羅馬

全盛時代那般快樂，並將羅馬之覆亡視為最大之歷史浩劫一是野蠻與宗教之勝利。或

如賀力斯特（Hollister）認為：「羅馬之古典文化雖美，但也十分狹窄一只有帝國之上

層階級能享受，又，其人民雖受益於政治與相當程度之有效率統治，然大部分人仍是

赤貧，很多男女都是奴隸，且婦女既無政治權利，在家亦要遵從及服侍丈夫，就此以

觀，羅馬文化並不劣於、但亦不優於其他古代文化。」，41均賴自何角度，以何標準衡

量。 

總括而言，羅馬帝國隨著國力越見強盛，社會之階級、身分便越形分化，且因帝

國之幅員非常遼闊，各地區之差異性也頗大。何以羅馬人能統治此一帝國超過千年，

一套隨時代變遷而不斷增修刪減之羅馬法功不可沒。 

第二節  羅馬法 

第一項   概說 

羅馬法最簡潔之定義，或如羅馬法大全之法學摘要（Institute，詳後述）所載「吾

等法律均係與人、物或行為之一有關」。42
 

進一步探求，羅馬人與日爾曼人同為以農立國之民族，其法律形態一如日爾曼法，

係不成文習慣法，而非國家制定法。自西元前 753 年建立羅馬城後，羅馬人從農業生

活變為城市生活。為適應都市生活之需要，羅馬人之法律形態不得不改弦更張，從習

慣法改變為制定法。故所稱之羅馬法，即羅馬人建立羅馬城後，為因應都市生活而制

                                              
39

 吳圳義，頁 210-1。 
40張志成譯，Gunther Hirschfelder 著，頁 100。 
41

 Hollister,,p.6. 
42

 ―The whole of our law relates either to persons or to things or to action .‖,見 Nicholas,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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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城市法（Stadtrecht）。 

就性格而言，城市人富於思考，又工於心計。就生活方式來說，城市生活合於邏

輯，而井然有秩序。就思想以觀，城市人民較農民沈穩冷靜而不易為情感所左右。且

羅馬人民在羅慕斯國王至凱撒皇帝之領導下，將羅馬民族以下特性：「男性的高度智

慧、對宗教的輕淡、對傳統的熱愛、對公眾事務處理的天才，以及善，外交手腕處理

國際事務」發揮得淋漓盡致。尤其築成羅馬城後，確立家父長權主義（Patriarchalismus）

之法律思想，直接以家為基本單位，同時以個人之權利為基礎。羅馬人對氏族、部族

之力量及風俗習慣不甚重視，對國家之服從甚於祀祖祭神，對宗教之態度亦輕淡，如

此綜合下，纔能使羅馬法易於發展成具有普遍之理性法（Ratio Scripta）。43
 

其次，與希臘人相較，即便在其他知識成就上，羅馬人僅能算是個小學程度之希

臘人，但在法律上，羅馬人卻是大師。於羅馬人之手，法律首次成為一個全然科學化

之主體，是一套將生冷法律內容所構成之繁瑣規則予以抽象化，經過精心設計成之井

然有序原則體系。此種抽象化過程之所以重要，非僅在該過程使一個公式之簡化成為

可能，更產生超越規則（Rule）之寬廣豐富之原則（Principle）。因此，羅馬人律師能

結合二個或更多原則創造出一個新原則，並根據該新原則導出新規則。此二者之區別，

猶如英文字母與由如中文般表意文字所構成之體系之區別。在實際案件之處理上，羅

馬人律師不僅能對抽象概念加以平衡地建構與操縱，更能對社會及交易生活，以一種

最能簡單地解決實務需求之角度切入，且能對與律師本身建構之邏輯體系抵觸之便利

性理由，予以立即回絕。44
 

綜上，摩里斯（Moris）稱羅馬法係由一整個民族所建立之巨廈，而非出於個人或

若干人之手，故羅馬人是一個法律專家之民族（A Race of  Lawyer），並表示「人民所

產生之法制，再也沒有能夠比羅馬民法更優良，而且我們敢說它在法學史中永遠是其

他所能與之媲美的」。45
 

第二項   羅馬法之法源 

所謂羅馬法之法源，即羅馬歷史上所出現之各種法律型態。就與婚姻有直接關連

之私法領域，關於其法源之組成內容有二種探討方式，一是由尼可拉斯（Nicholas）所

主張，依法源之組成內容，區分為以下三大類：成文法（Statutes）、執政官之敕令

（Edictum）以及法學家之評釋（Interpretatio Jurists）。二是如泰納（Turner）所提，按

                                              
43

 戴東雄，頁 27-8。 
44

 Nicholas,pp.1-2. Nicholas 表示此部分意見係參考 Rudolf von Jhering 所撰寫之 Geist des römischen Rechts，並表

示耶林之著作可能是有關羅馬法最有洞見（perceptive）之論述。見 , note 1. 
45王學文譯，Moris 著,頁 97-8，頁 102。前開譯本將「a race of lawyer」翻譯為法學者之民族，似有未洽，謹改為

法律專家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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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歷史之演進區分為五個時期，並分述不同時期之法源。46經查，有關羅馬歷史時期

之區分標準及各時代之名稱雖大同小異，但學者間似仍無一定之標準，故以下謹依尼

可拉斯（Nicholas）之區分標準，分述羅馬法之法源如后。 

第一款  成文法 

將成文法視為一種由具有制訂法律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所對外頒佈之一般性規範來

看，在羅馬法中，此種成文法在整個私法發展上所扮演之角色相當微弱。早期之成文

法係以 12 銅版法為代表。姑不論 12 銅版法所遺留下來之殘垣片瓦，其內容真實性及

完整性如何，即使肯認其內容真實，亦與現代意義之成文法相去甚遠，故摩里斯（Moris）

認為 12 銅版法僅為「一種通行的法律格言的集成，而足以支持並供作後世發展之用的

法律原則而已」。47
 

第二款  敕令 

掌握最高權力之執政官（Magisteirial）就其管轄事務所表示之意見稱為敕令。敕令

最重要之功能，便是將如 12 銅版法般嚴謹狹隘之規則，轉換成有彈性及可理解之具體

適用內容，並可隨著時代演進、實際需要而作調整及改變。如前所述，內事裁判官（Urban 

Praetor）之業務係處理羅馬公民間之事務，在此範圍，內事裁判官擁有特殊及一般兩種

功能。所謂特殊之功能，係指對每日爭訟之處理，換言之，裁判官（Praetor）需在每日

之個案中，考量是否予以救濟；48而一般功能，則指他具有發布在他任期內，履行他在

特定功能所設定之狀況與解決方式之敕令。例如「有法律，就有救濟」（Ubi ius,ibi 

remedium）便是裁判官對一般功能所發布之敕令。49
 

當敕令隨著時代演進而累積後，無論一般或特殊功能之敕令均逐漸失卻其重要性

及影響力，而被因累積敕令而逐漸成形之公式性之訴訟與程序系統所取代，故當裁判

官處理案件時，即可依據此種已體系化之處理程序與效果，無須再發布敕令。50
 

                                              
46

 Turner,pp.67-111. 
47據無法考據之說法，約在西元前 451 年，有 10 位代表羅馬前往希臘學習 Solon 立法之人，將法典編纂於豎立於

市場之十塊銅碑（tablet）上。另外二塊，則是翌年（西元前 450 年）亦取得授權之人所增編。見, Nicholas, pp.15-6；

王學文譯，Moris 著，頁 97。 
48

 Moris 認為，羅馬之裁判官，其職務與其說是行使私法，毋寧說是監督司法，因裁判官尚可選任法官（Judices）

來從事證據之調查與案件之判決，見王學文譯，Moris 著，頁 100。 
49

 Nicholas,pp.19-26. 
50

 Ibid.,pp.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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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法學家之評釋 

在羅馬時代，解釋當時羅馬法之工作係落在平民法學者之身上。他們可能出身上

層階級，並在從事公職之年月中，受過解釋法律之訓練，他們對實務之處理要比理論

上之問題有興趣，但又不像今日律師需投身於每日工作之細節中。以今日之眼光來看，

他們擁有學院派及實務律師之雙重特色。因為，他們一方面建立偉大之法律文義體系，

並擔任教職，另一方面，他們又在每一方面影響法律之實務面。他們對裁判官做出敕

令以及處理個案救濟時提出建議，也對一般個人撰寫文件或提出法律訴訟時提出建

議，因此他們是諮詢者（Advisers），而非實務工作者（Practioners），最有名之法學家

則可直接於皇宮中，影響皇帝之敕令內容並參與法典之編纂工作。名列羅馬法青史之

著名法學家有西塞羅（Cicero）、耶弗列努斯（Javolenus）、朱利安（Julian）、白佩寧

（Papinian）、保魯斯（Paulus）、厄爾平（Ulpian）51及蓋尤斯（Gaius）等人。而法學家

們對法律之解釋、諮詢及建議，即法學家之評釋，係屬羅馬私法之重要法源。52
 

第三項   羅馬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 

兼容並蓄上開三種法源，堪認為羅馬法之代表者，厥為查士丁尼任內編纂之羅馬

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故謹介紹其大要如下。 

第一款  歷史背景 

來自今日南斯拉夫（一說為羅馬尼亞）之農民家庭，軍人出身之查士丁尼

（Justinian,483-565 年），於西元 527 年（一說為 518 年）即皇帝位，成為東羅馬帝國

拜占庭世界之統治者。其對歐洲之影響，由 13 世紀末之作家但丁撰寫「神曲」時，仍

將查士丁尼認為是羅馬帝國之代表，因此使他在天堂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見一斑。而

查士丁尼最偉大之貢獻，即編纂完成羅馬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中文名稱有「查

士丁尼法典」或「市民法大全」）。53
 

                                              
51厄爾平（Ulpian）及保魯斯（Paulus）均為白佩寧（Papinian）之弟子，烏爾平生平撰述超過 154 冊書，其意見

獲羅馬法大全之學說編纂（Digest）引用者計 2,462 則，約佔學說編纂 1/3，遠超過其他法學家，西元 228 年，烏

爾平死於一場士兵叛變。帕奧魯斯，係擔任執政官官署內之官員，其被學說編纂引用之意見有 2,080 則，與烏爾

平之意見幾占學說編纂之 1/2 者。見,Burdick ,William L. The Principles of Roman Law and Their Relation to Modern 

Law,1964,pp.133-4；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

頁 294，稱上開師徒為羅馬法學界之三大巨頭。 
52

Nicholas,pp28-34；栗生武夫，法の変動，岩波書局（昭和 11 年），頁 67。 
53

Nicholas,pp.38-9；Burdick, pp.152-4；徐家玲著，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時代研究，東北師範犬學出版社發行，

1998 年 9 月第 1 版，頁 164；王學文譯，Moris 著，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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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士丁尼之前，因歷代皇帝所頒佈之各樣敕令既多且雜，於是一些私人法學家

和官方代表遂致力於編纂皇帝之敕令集，並作必要彙整及解釋，這便形成羅馬帝國時

期浩如海之法學著述。但仍造成各級官員在執法時之困難，引起混亂。為了鞏固君主

專制和帝國之統治秩序，必須糾正法制方面之種種混亂，因而，編纂一部切實可行之

法典，確立完善而穩定之法律體系，係查士丁尼在其實現「恢復帝國榮耀」之總體目

標過程中必須完成之重要工作。 

因此，查士丁尼早在其承繼帝國大一統之前，早已有志將所有法規範冶於一爐。

在他正式即位後第二年，西元 528 年，查士丁尼召集了 10 位國內著名法學專家，其中

有著名大法官特利波尼亞努斯（Tribonianus），君士坦丁堡高等學校之法學教授羅比魯

斯（Thophilus）以及貝魯特之多羅特尤斯（Dorotheus），在西元 529 年 4 月 7 日，編纂

完成羅馬法大全。54
 

第二款  羅馬法大全內容 

法典共分四個部分：55
 

一、 法學階梯/法學提要（Institutiones）又稱法學通論（Elementa）。 

此原為研究羅馬法之學生所準備，即學說編纂（Digest）之濃縮精華版。其

內容以蓋尤斯、厄爾平及其他古典法學家之著作為基礎。共分 4 卷，第 1 卷為人

法，第 2 卷為物之分類、所有權、其他物權、遺囑之繼承等。第 3 卷為無遺囑之

繼承、契約及債總等。第 4 卷為不法行為、民事訴訟法、少數之刑法及刑事訴訟。
56

 

二、 敕諭集成（Code） 

共 12 卷，每卷分章。在每章中之同類敕諭則依年代順序排列，同時記載皇

帝及受敕諭人之姓名，其後並附發布之年月日。集成第 1 卷是教會法、法源與官

制，第 2 至第 8 卷為民法，第 9 卷為刑法，第 10 至 12 卷為行政法。 

三、 學說彙纂（Digest; Pandectae） 

法典中以此部分最為重要。內容是在收集羅馬法律學家之主要學說論著，目

的在提供學者及執行法律職務之人所使用。共分 50 卷，每卷（Liber）又分章

（Titulus）。各章精選有名法學家之論著。論著本文（Lex, Fragmentum）之前有

原著者之姓名、標題及卷數等，論著之總數共 9142 篇。學說彙纂共分 7 大卷，

第 1 卷是總則（Prota），分 4 章，第 2 卷是裁判（De Judiciis），分 7 章。第 3 卷

                                              
54

 Nicholas,pp.39-41；Burdick, pp.155-9；徐家玲，頁 228-34。 
55

 Burdick, pp.161-71；戴東雄，頁 43-6；王學文譯，Moris 著，頁 105-7。 
56

Thomas,J.A.C.,Th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 :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1975,introduction,pp.7-12。另勃迪克

（Burdick）認為，法學摘要不只是一本「摘要」或「教科書」，而是得到查士丁尼皇帝授權頒布，具有實質法律

效力之羅馬私法，並為中世紀大學羅馬法教學所普遍使用,見 Brudick,pp.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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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物之規定（De Rebus），分 8 章。第 4 卷是敕諭，分 8 章，敕諭是學說彙纂之

核心內容。除質權之規定外，尚有買賣有關之各種訴訟、利息、特殊之金錢借貸、

證書證人、婚姻、嫁資財產、監護及保證等規定。第 5 卷是遺囑（De Testamentis），

其內容有遺囑之繼承與遺贈。第 6 卷是債權與物權，分 8 章，有繼承財產之占有、

無遺囑之繼承、贈與、解放奴隸之訴訟、所有權及占有權之取得。第 7 卷分 6 章，

有特定契約、不法行為及上訴有關之規定，此外尚有法律用語與法律原則之解說

等。57
 

四、 新敕諭/補遺（Novelle） 

完成法學提要、學說彙纂與敕諭集成等編纂，但其法事業尚未終止。他於公

元 535 年公佈新敕令，又於其死亡前陸續公佈了 100 多敕令。新敕諭除公法外，

尚有親屬法與繼承法。 

第三節  羅馬婚姻法 

在具備上述對羅馬法之基本認識後，以下係就羅馬婚姻法進行探討。 

順序上，將先簡要說明 12 銅版法及羅馬法大全中對婚姻之明文規範，次以「婚姻

之本質」、「婚姻之成立」、「成立後之關係」及「婚姻之解消」等方面逐項敘明。 

需提出說明者，乃本文之所以以羅馬婚姻法作為世俗婚姻法之代表，乃因西元 476

年西羅馬帝國衰亡之前，當時之西歐，除日耳曼與其他蠻族族居住之地域外，均由大

一統之羅馬帝國所治理，又因蠻族之婚姻規範缺乏文字記載，故遺留至今，對當時非

蠻族之一般人民婚姻事件所適用之法律即羅馬婚姻法。 

第一項  成文法之規定 

第一款  12 銅版法58 

於 12 銅版法中，婚姻係與家父權同頒布於第 5 塊銅版內，標題為「與父親及婚姻

有關之權力」（TABLE IV.：Concering the Right of a Father,and of Marriage），於本標題下，

規定 4 個條文： 

第一條 

                                              
57

 雖然查士丁尼皇帝對學說編纂（Digest）之期許是「學說編纂係包含所有之問題及其法律上解決之道」，但勃

迪克（Burdick）認為，從今日律師之眼光來看，學說編纂之分類既不邏輯亦不科學，至於何以要分為 7 卷更只能

令人想到神秘之數字‖7‖所象徵之意義，見 Burdick, p.163. 
58

 The Civil Law,Vol.Ⅰ,1973,pp.64-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7 

父親對因合法婚姻所生之子具使其生與死之權力，並也有權在其子已被賣 3 次後

使其獨立。59
 

第二條 

一旦父親出賣兒子 3 次，兒子將脫離家父權。60 

第三條 

父親當可立即將最近出生之畸胎，或與其他族人外型迥異之子處死。61
   

第四條 

若婦女在她先生過世後 10 個月內產下一子，該子係由合法婚姻所生，並可為先夫

遺產之法定繼承人。62
 

第二款  法學提要（Institutes）之規定 

第一目  家父權（De Patria Potestate）63 

對由我們合法之婚姻而生之子女係臣服於我們權力之下 

1. 婚姻或已婚之生活，係指是一男一女無法分離之結合。64
 

2. 吾等所擁有與子女有關之權力係特別針對羅馬公术：因其他人尌其子孫並

無等同於吾等般之權力。 

3. 任何人，只要由汝與妻所生，便臣服於汝等權力之下：同樣情形，由汝兒

與其妻所生，即汝之孫子及孫女，同樣臣服於汝權力之下，此於曾孫等亦同。惟汝

女兒之子孫，並非臣服汝之權力而係臣服於其父之權力。 

第二目  婚姻（De Nuptiis）65 

於羅馬法大全之法學提要（Institutes）中，婚姻（De Nuptiis）係列於第 1 卷第 10

（BookⅠ,TIT.X），本文稱為「婚姻篇」。婚姻篇一開始係先有一段說明： 

                                              
59

 ―A father shall have the right of life and death over his son born in lawful marriage, and shall also have the power to 

render him independent, after he has been sold three times.‖按於 12 銅表法之時期，子女之地位如同家中之貨物，與

奴隸、家畜相同，均可買賣。在某些狀況下，子女甚至可作為因不法行為造成之傷害，對被害人給付之賠償。Ibid., 

p.65 note1. 
60

 ―If a father sells his son three times, the latter shall be free from paternal authority.‖ 
61

 ―A father shall immediately put to death a son recently born, wbo is a monster, or has a form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embers of the human race.‖ 
62

 ―When a woman brings forth a son within the next ten months after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he shall be born in 

lawful marriage, and shall be the legal heir of his estate.‖ 
63

 Thomas,J.A.C.,Th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 :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1975.p.26.所有條文之英譯均列於附

錄。 
64

 本條原文如下：―Nuptiae autem sive matrimonium est viri et mulieris coniunctio,individuam consuetudinem vitae 

continens.‖ 
65

 Thomas,JAC,The Institutes of Justinian :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pp.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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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依照法定要件，締結兩人間合而為一之合法婚姻契約之羅馬公术，男性需

超過青春期，女性需有能力生育子女。無論渠等已獨立或仍屬家眷，在仍屬家眷之

情況，規定他們需取得對有權家長之同意。可能有疑問者乃，精神喪失之男女可否

嫁娶？雖對男性部分容有爭議，本法典仍決定依據對待女兒之方式，宣布在沒有家

長干涉時下，精神喪失之子亦准許依照法典規定之方式結婚。 

接續為 13 條具體規定： 

1. 但人頇禁止與部分人士結婚，故非每個婦女本法典均准許其成為妻  子。

雙方當事人是父朮子女之關係時，不能結婚。如在父女間、祖父與孫女間、朮子間，

祖朮與孫子間等。一旦上開人士結為連理，渠等可謂締結一個罪惡及亂倫之婚姻。

同理，上情亦可適用在父朮子女係因收養而成立之關係，彼此間不能成婚，且即使

收養終止後亦同。如此，你尌不會將女兒變成你妻子或收養自己之孫女，即使她已

自由時亦同。 

2. 與之相似之狀況係有關旁系血親間之結合，但範圍並非全然一致。兄弟姊

妹間之婚姻，無論其屬全血緣或半血緣之兄弟姊妹，均當然禁止。但是，假如你的

姊妹係因收養而成立，雖然收養關係持續中，你與她亦不可能成立任何婚姻。不過，

一旦因她獲得自由而終止收養時，便無婚姻障礙事由存在。因此，每個人在法律上

想要收養女婿時需先使自己之女兒獲得自由，欲收養媳婦時，則需先使兒子獲得自

由，此問題便獲致解決。 

3. 每個人不能娶他兄弟或姊妹之女兒為妻，也不能娶他兄弟或姊妹之孫女為

妻，即使後者彼此間為 4 等親關係。因此，當禁止與某人之女兒結婚時，也同樣禁

止與其孫女結婚。但若娶自己父親所收養之一位婦人之女為妻，並不當然禁止，按

此種情形對你並無自然或市术規範之限制。 

4. 同樣，兩兄弟或兩姊妹所生之子女或一男一女之兄弟姊妹之子女可互相結

婚。 

5. 接著，即使嬸朮係源於收養，每個人不能娶其父系之嬸朮為妻，也不可娶

仍在婚姻關係中之嬸朮為妻，因兩人有親屬之地位。同理，也不能娶任何一方之嬸

婆為妻。 

6. 此外，出自於對姻親之尊重，本法典禁止與特定婦女間成立婚姻關係。從

而，人不能將親等上如同女兒之繼女或媳婦娶為妻。不過，仍需瞭解已為繼女或媳

婦者之適用。按假使她目前尌是你的媳婦，亦即她仍與你兒子有婚姻關係，因為同

一個女人不能同時嫁給兩個男人，此即你為何不能娶她之另一理由。同理亦可適用

於若仍為你繼女之人，亦即該繼女之朮係你的妻子，因你不能同時擁有二妻，故你

不能娶繼女為妻。 

7. 本法典也禁止某人娶岳朮或繼朮為妻，按後二者均列於朮親之地位，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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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親關係終結後仍有適用。原因在於，若該婦人仍為你繼朮，其係嫁給你父親，依

照一位婦女不能同時嫁給兩個男性之一般法則，她不能再嫁給你。同理，一旦她仍

是你岳朮，其女已嫁給你，因你不能有二妻，故你禁止與岳朮結婚。 

8. 不過，先生之子（或女）係由前妻所生，太太之女（或子）係由前夫所生，

該二名子女得締結有效之婚姻，縱使先生與妻子於後婚育有子女時亦同。 

9. 若你的妻子離婚後，與他人育有一女，該女並非你的繼女，不過朱利安

（Julian）表示，此時仍不可與該女結婚。雖然女兒不是許配給兒子之媳婦，朮親也

不是許配給父親之繼朮，但你若不娶前妻之女，會更札確與合法。 

10. 毫無疑問的，奴隸係禁止締結婚姻，若父女或兄弟姊妹之後獲得自由時亦

同。 

11. 本法典也禁止其他人進行內部通婚，而該禁令係取自古老之法律並具體規

定於學說編纂（Digest）中。  

12. 若有任何與本法學提要所陳述相左之婚姻論調，該對男女將不會被認定為

夫妻，兩人間並無婚姻狀態，且無嫁妝之存在餘地。蓋此種結合並非基於家長權而

生，而傴與親人之權利有關。好比一位朮親並非基於婚姻關係而懷孕，其所生子女

會被認為沒有父親，亦即父親之身分未確定，因此子女將被冠上私生子之封號，如

希臘人對沒有父親之稱呼或議論一樣，接下來，若此種結合一旦解消，並無請求返

還嫁妝之權利，甚者，對此種締結違法婚姻之人，將接受奧古斯督法律所定之處罰。 

不過，子女於出生時係處於無親人權利之狀態，而後取得該權利，亦有所聞。此種

非由婚姻而出生之子女，可於出生後帶往元老院受親人權利之支配。另外，自由人

女性所生之子女，雖該子女之父朮並無婚姻之法定限制，但朮親卻是父親之妾，故

依法律規定之結果，該子女擁有親人權利並有嫁妝。對其他非由婚姻而生之子女，

我們的法律也規定同樣之結果。 

第三款  學說編纂（Digest）之規定 

羅馬法大全中彙整最詳盡之學說編纂（Digest）中，就「婚姻」之規定，有於第 23

卷標題一、有關訂婚（婚約）（Title I. Concering Betrothals）、標題二、有關婚姻儀式（Title 

II.  Concering The Ceremony of Marriage）、標題三、有關嫁妝之法（Title III. Concering 

The Law of Dos）、標題四、與嫁妝有關之協議（Title IV. Concerning Dotal Agreements）、

標題五、因嫁妝而給與之土地（Title V. Concerning Land Given by way of  Dos）。以及

第 24 卷則分為二個標題，包括標題一、夫妻間贈與（Title I .Donatin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及標題二、離婚與離棄（Title II.Divorce and Repudiations）66因每一標題內之內

                                              
66

 The Civil Law,Vol.Ⅴ,1973,pp.2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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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均相當繁多，以下僅就上開標題再濃縮為「訂婚」、「婚姻儀式」、「嫁妝」及「離婚」

等四項，並擷取每一項中第 1、2 則內容作為代表，至於全部內容將列於附錄內供參： 

第一、訂婚：67
 

項

次 

主張者及出處 主張內容 

1 福勞倫提努斯、法學提要，冊 3

（ Florentinus, Institutes, Book III）. 

訂婚係指談論未來要舉行之婚

姻及承諾。 

2 厄爾平，訂婚（Ulpianus, On Betrothals.） 訂婚係源自於承諾，為古代人談

妥並承諾嫁妻予他人之習俗。 

第二、婚姻儀式：68
 

項

次 

主張者及出處 主張內容 

1 莫 德 斯 第 那 斯 ， 規 則 ， 卷 1

（Modestinus,Rules,BookⅠ） 

婚姻為一男一女之結合，形成一種終

身之連結關係，並包含神聖與人類權利之

共同享受 

2 保魯斯，於敕令，卷 35（Paulus） 除非所有人，意即結合之雙方以及拘

束雙方之權威均同意，否則不能舉行婚禮
69

 

第三、與嫁妝有關：70
 

項

次 

主張者及出處 主張內容 

1 保魯斯，於沙賓娜，卷 14

（Paulus,On Sabinus, Book X IV） 

對嫁妝之權利係永久存在，且，依給予嫁

妝之人意思，係於約定便知悉嫁妝將永遠掌控

於先生之手。 

2 保魯斯，於敕令，卷 60

（Paulus,On the Edict, LX） 

為國家之利益，女性應保有其嫁妝，以便

使其得以再嫁 

第四、與離婚有關：71
 

項

次 

主張者及出處 主張內容 

1 保 魯 斯 ， 於 敕 婚姻可因離婚、死亡、俘虜或其他任何可加諸任何一

                                              
67

 The Civil Law,Vol.Ⅴ,pp.241-244.與訂婚有關者共有 18 則。 
68

 The Civil Law,Vol.Ⅴ. ,pp 244-61 ,與婚姻儀式有關者共 68 則。 
69

 ―Consensus non cencubitus facit matrimonium; et consentire non possunt ante annos nubile.‖ 
70

 The Civil Law,Vol.Ⅴ,pp.261-335,與嫁妝有關者有 202 則。 
71

 The Civil Law,Vol.Ⅴ,pp.335-42，與離婚有關者共 11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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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卷 35（Paulus,On 

the Edict, X X XⅤ） 

方之強制勞役而解消。 

2 蓋尤斯，於地方

敕令，卷 11（Paulus,On 

the Edict, XⅠ） 

離婚係源於意見不同，或雙方解消婚姻各行其事：（1）

於離棄之情況，意即，棄絕婚姻，接下來便是‖保留財產‖，

或‖保留財產之管理‖。（2）為達解消婚約之目的，必須做

出拒絕之表示，此時可使用以下說法‖我將不會接受你所提

之條件‖。  

 

第四款  評析 

以形式角度，集 1,300 年歷史於一身之羅馬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就「婚

姻」尚無發展出如如現代婚姻法之法典形式及如教科書般之編排體系，應屬肯定。另

法學提要（Institutes）有如今日簡明版之婚姻小六法，而學說編纂（Digest）則似判例

要旨及學說彙編之綜合體。 

就內容而言，與今日婚姻法之規定相較，12 銅版法與「婚姻」有關之規定，重點

在於婚生子女之判定及該子女之權利；法學提要雖有揭櫫婚姻係「一夫一妻」、「異性

婚」之婚姻定義，卻未規定於「婚姻」篇內，而「婚姻」篇之規定，則均屬「婚姻成

立要件」事項，如當事人年齡、意思能力及近親婚等限制。至於學說編纂，則將重點

置於與婚姻成立前之「訂婚」、「嫁妝」與婚姻成立要件之「婚姻儀式」。最後，若純以

篇幅論，學說編纂中與嫁妝有關之內容即占所有婚姻規定之 3/5 強，72故對羅馬法學家

及皇帝來說，「嫁妝」為羅馬婚姻中最重要，最需要以法律規範之事項。 

惟上開分析，係僅針對法典規定之形式與內容重點所為之淺層探討，尚難將之視

為羅馬婚姻法之真實全貌與內涵，本文以下將從「婚姻之本質」、「婚姻之成立」、「婚

姻成立後之關係」及「婚姻之解消」等角度分別說明。73
 

                                              
72

 The Civil Law,Vol.Ⅴ. ,pp261-97.此處之嫁妝係包含妻子之嫁妝與丈夫之聘禮，詳本節第四項嫁妝之說明。 
73

 對於羅馬婚姻法，科爾貝特（Corbett）及特雷克吉雅里（Terggiari 分別提出不同之體系結構，科爾貝特之結

構包括「婚姻之條件」、「婚姻之形式」、「婚姻之對價」、「婚姻之效力」及「婚姻之解消」等項。見 Corbett, Percy 

Ellwood, The Roman Law of Marriage, 1930.pp.1-2，據科爾貝特表示，本書係英語世界甚至是歐洲第一本探討羅馬

婚姻法之專論。見 preface. 特雷克吉雅里則分為「協議」（Sponsi）、婚姻（Coniuges）、家父與家母（Paterfamilias 

and Materfamilias）及分離（Separation）。惟如第一章第三節研究方法所示，本文未採上開兩學者之體系結構，而

以「婚姻本質」、「婚姻成立」、「成立後之關係」及「婚姻之解消」為探討標準。最後，針對兩人著作中拉丁語名

詞之翻譯，係參考 Collins, Pocket Latin Dictionary,2008 及吳金瑞編著，拉丁漢文辭典，光啟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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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婚姻之本質 

第一款  家庭（Familia）與家眷（Household） 

羅馬人婚姻之本質源自家庭（Familia）及家眷（Household）。 

在古典拉丁文中，家庭通常指在家長權（Patria Potestas）掌控下之所有事物與所有

人員。而法學家厄爾平（Ulpian）於西元第 2 世紀將家庭定義為「因自然（如：自然之

子孫）或依法（如：妻子、養子女、奴隸）附屬在家長權下之人」。74不論家庭中之後

裔（包括子、孫甚至曾孫）有多少，其法律上或習俗上之領導者均屬於最年長仍存在

之男性。此外，立於同一家長權下之親屬稱為父系親屬（Agnati），而因婚姻而成立之

親屬關係稱為姻親（Affinitas, Affinity）75
 

其次，所謂「家眷」，係源於希臘文之 oikos，而依希臘哲學家贊諾芬（Xenophon）

於西元前約 386 年之說法，家眷指財產之總和。但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則將家眷

視為受權威之首的支配，包括奴隸、僕人、配偶及血親之所有人。至羅馬時代，羅馬

之家眷則成為一個宗教團體，負責維繫家內神祇之祭拜。76
 

在羅馬家庭中，父親之權威是至高無上。他可拒絕撫養自己之孩子，可將孩子賣

掉或隨意安排他們之婚姻。孩子犯罪時，父親可將其處死，而孩子之教育和管教任務

通常是由父親負責之。母親也是父親之臣服者，但至少在公眾儀式和比賽場合裡，她

看起來是頗受愛戴。而羅馬人在共和國之前幾個世紀裹，一直為擁有許多孩子而驕傲，

尤其是兒子，因為祇有男孩子纔能舉行祭祖儀式，沒有兒子的羅馬人可以收養一個，

他可以與有多個兒子之友人達成協議，把其中之一個兒子過繼給他。77
 

綜上，雖羅馬社會發展成熟後，便呈現一高度階級分化之涇渭分明狀態（貴族與

窮人、自由人與奴隸），但羅馬之家庭仍屬以家長（Paterfamilias）為首所組織之單位。

家長基於家長權，對家中組成份子及財產（此部分即為廣義之家眷）具絕對性之掌控

及權威，僅受習慣及公眾意見之限制。最後，以家長權為基礎，並衍生出羅馬婚姻中

先生對妻子所擁有太太之法律上權力—夫權（Manu,Manus）。78
 

                                              
74

 Herlihy, David, Medieval Households. 1985,pp.2-3. 
75

 Burdick,p.212-3. 
76

 Herlihy, p.3. 
77劉增泉譯，Malet et Isaac 著，頁 14-5。 
78

 Nicholoa,pp.65-7；Scott,S.P. The Civil Law,Vol.Ⅰ,1973. 見,pp.64-5,no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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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夫權（Manus）與嫁妝（Dos） 

羅馬人之婚姻（Nuptiae,Matrimonium,Coniugere），係以夫權及嫁妝為本質概念。 

在羅馬家庭夫權之下之妻子，於丈夫家庭中係處於「女兒之身分」（In Loco Filiae, In 

the Place of a Daughter），79並受到丈夫自生父所取得之家長權之全然支配，並且於理論

上，該權利係操妻子之生殺大權外，更可任意與妻子離婚，但妻子原則上卻無權與丈

夫離婚（詳後述）。此乃從家長權之角度而言，羅馬婚姻為夫權婚，原意指「在手之下」

（Manu, Under the Hand）或在手之下傳遞（Conventio in Manum ,Passing Under the 

Hand）。申言之，所謂夫權婚，係指父親將對女兒之家長權交至丈夫之手上。80
 

在夫權婚下之最重要特徵，誠如羅馬時代之偉大辯士西塞羅（Cicero）稱：「當妻

子在夫權之下時，所有原屬她之物，均以嫁妝之名歸丈夫所有。」81，即嫁妝。即使該

婚姻因一方死亡或離婚，妻子也無權利請求返還原屬嫁妝之財產。不過，妻子可因「女

兒之身分」，使她於丈夫過世後，得與子女共同參與分配丈夫之遺產。 

雖著羅馬進入帝國時代，因國家越加富強，人們便想追求新奢華享受及更高水準

之生活，故由女方及其家庭所提供之嫁妝亦需隨之持續增加，否則無法順利成婚，此

種加諸於女方家庭之「婚姻重擔」（Burdens of Matrimony）讓政府擔心日益膨脹之嫁妝

開支會形成結婚之障礙。在此種經濟因素影響下，羅馬人逐漸選擇不帶有夫權之自由

婚（Free Marriage）。按此時，女方對嫁妝仍具有使用之權，且雙方一旦婚姻解消時，

更得取回嫁妝。 

因此，對欲建立新家庭並養兒育女之年輕夫妻來說，須實際面對婚姻重擔。故羅

馬人之婚姻有如一提供財產交換之平台，新郎與新娘，或雙方各自之家庭，以禮物之

形式藉由婚姻來互相交換。此種禮物，對新人而言，係雙方之長輩支持孩子開展事業

並鼓勵其生產之最主要經濟來源。82
 

第三款  一夫一妻制 

依法學提要 1.10.6：「此外，出自於對姻親之尊重，本法典禁止與特定婦女間成立

婚姻關係。從而，人不能將親等上如同女兒之繼女或媳婦娶為妻。不過，仍需瞭解已

為繼女或媳婦者之適用。按假使她目前尌是你的媳婦，亦即她仍與你兒子有婚姻關係，

因為同一個女人不能同時嫁給兩個男人（for the same woman cannot be married to two 

                                              
79

 Herlihy,pp.8-9；Corbett,p.122 
80

 Burdick,pp.221-2. 
81

 ―cum mulier viro in manum convenit,omnia quae mulieris fuerunt,viri fiunt dotis nomine.‖見,Herlihy,p.9 and note.33. 
82

 Herlihy,pp.9-10, p.14,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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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 at the same time），此即你為何不能娶她之另一理由。同理亦可適用於若仍為你繼

女之人，亦即該繼女之朮係你的妻子，因你不能同時擁有二妻（becausae you cannot 

have two wifes at the same time），故你不能娶繼女為妻。」故勃迪克（Burdick）認為

羅馬法係採嚴格之一夫一妻制，因一個人不能同時娶二妻或嫁二夫。83
 

第三項  婚姻之成立（一） 

第一款   訂婚或婚姻之磋商 

如同其他古代民族，基本上有結婚意思之羅馬人會先以訂婚之意思來作為開端進

行交涉，且可能確實有將該女子交付予購買者之婚姻買賣程序，並因此將結婚與訂婚

作為一次交易。就訂婚之締結，當時之法學家厄爾平（Ulpian）指出早期羅馬人習慣上

會以契約方式來確保訂婚之履行。84此外，西元第 9 年之奧古斯都婚姻法禁止未滿 10

歲之女孩訂婚，並將訂婚之期間限制為 2 年。85
  

第二款   婚姻之必要條件（Conubium） 

第一目   國籍、階級與身分 

羅馬法係以是否符合婚姻之必要條件（Conubium），決定婚姻是否合法。依科爾貝

特見解，所謂必要條件指：一男一女所締結之合法婚姻要件。依羅馬法學者厄爾平

（ Ulpian ） 所 編 纂 之 Regulae,5,2-5.5,8, 及 另 一 學 者 蓋 尤 斯 （ Gaius ） 之 意 見

（Gaius1,56,67,76-80）所示，婚姻之必要條件係指構成合法婚姻（Justum Matrimonium）

之必要條件，並使該羅馬公民得以藉此生育出在其家父權地位下之子女。86
 

就羅馬公民如何成立婚姻之必要條件，厄爾平與蓋尤斯係以國籍（Nationality）為

判斷基準。首先，羅馬男性公民可與羅馬女性公民結婚，其次，羅馬男性公民亦可跟

獲得與羅馬人結婚特權之拉丁民族或僑民之個人結婚，之後，羅馬女性公民亦具有同

一資格。87接著，在羅馬殖民地或其他城市之居民，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權利，雖然有

                                              
83

 Burdick,p.217.對此，口試委員包括郭振恭老師及吳煜宗老師均認為，羅馬法僅禁止近親婚，而非採一夫一妻制。

然從上開規範之文字以觀，Burdick 所言似較有理，惟自羅馬人實際之婚姻生活來看，後者之說方屬實在。 
84

 Burdick,p.1,p.6. 
85

 Herlihy,p.17. 
86

 Corbett,p.24. 
87

 在 lex Minicia 時代，曾認為羅馬女性公民與拉丁人為 conubium 所生之子女為拉丁人，但 Hadrian 時代便規定

此時該子女應為羅馬人。見 Cotbett,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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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殖民地居民擁有與在羅馬居民完全相同之私權及政治上之公民權，但大部分義大利

城市之居民僅有私權而非政治上之公民，後者稱為無投票權之公民（Cives Sine 

Suffragatio），且其中僅有部分能成立合法之婚姻。88
 

羅馬公民與奴隸間並無結婚之必要條件之存在，即使在奴隸間亦無法為合法之婚

姻。於十二銅版法即已限制貴族與平民間之通婚，該限制至卡奴列依亞法（Lex 

Canuleia,445 B.C）之後方屬合法，孟森（Mommsen）主張，該項限制係至奧古斯督時

期（18 B.C.）方被取代，理由為於傅利亞法（lex Fulia）中允許或承認貴族與自由人

（Libertini）間之婚姻。89
  

最後，羅馬婚姻法尚處理包括基督教徒與猶太教徒間之婚姻、士兵與帝國官員、

女性與其家教老師、受監護人與監護人間能否為合法婚姻等問題，而原則上均為禁止。
90例如查士丁尼時代，無論修士或修女抑或其他神職人員，均禁止結婚。91

 

第二目   親屬關係（Relationship） 

在直系親等間，無論親等遠近或該關係出自於血親或收養，婚姻均無法成立。至

於旁系血親間，古代法律係禁止包括 6 親等在內之旁系血親結婚，包括二親等之表兄

弟姊妹。上開觀點雖受爭議，卻仍被之後之法律所接受，首次違反此限制者，乃克勞

第尤斯（Claudius）皇帝娶其兄弟之女 Agrippina 為妻，在此先例之後，蓋尤斯（Gaius）

表示法律便開始允許娶兄弟之女為妻，但仍然禁止娶姊妹之女或娶嬸嬸為妻。而在一

親等表兄弟姊妹間之婚姻，雖於狄奧多西（Theodosius）皇帝統治時被認定為違法，卻

在西元 405 年時再度被允許。此外，自由人不能娶其母親或姊妹、或姊妹之女為妻。92
 

因收養而成立之旁系血親間，並無禁止任何一方因解除（mancipation）收養後所締

結婚姻，故解除收養後，即可娶收養前之姊妹為妻。 

對於已終結之婚姻（ terminated marriage）後之親屬間婚姻，在華倫狄尼安

（Valentinian）、 狄奧多西（Theodosius）以及阿卡狄尤斯（Arcadius）等皇帝時，均禁

止與已過世兄弟之妻，或已過世妻子之姊妹結婚。而與繼女或繼子亦無法成立合法之

婚姻。但到查士丁尼時代，夫或妻因不同婚姻所生之子女間卻毫無問題可以結婚。93
 

違反親屬關係之婚姻係無效並屬於亂倫，對此之處罰亦隨著時代演進而有不同。

在早期會把亂倫者從名為塔爾佩隘安之石（Tarpeian Rock）處推下之方式來處決，於第

1 世紀時，更產生對婦女一旦從塔爾佩隘安之石掉下卻仍生還時，是否仍須再執行一次

                                              
88

 Corbett,pp.28-9. 
89

 Corbett,pp.30-3. 
90

 Corbett,p.30,pp.39-47. 
91

 Burdick,p.218. 
92

 Corbett,pp.47-51. 
93

 Inst.1.10.1, 見 Tomas,JAS,p.29；Burdick,p.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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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爭議（Quintilian, Inst.7,8）94。但古典時代之法律充其量就是處以放逐（deportation），

在當事人僅為旁系親屬時，男性會處以通姦，或更輕之處罰後便釋放，女性則免罰

（scot-free）。到了信仰基督教之羅馬皇帝，在某時點會對某些個案處以死刑，但法律

最後亦減輕為財產上之罰金而已。在奧斯羅耶尼（Osroene）及孟梭波塔米亞

（Mesopotamia）皇帝時代，因亂倫婚姻實在太過普遍，迫使查士丁尼皇帝施壓並威脅

對亂倫婚姻之當事人及其子女，均將處以死刑。 

 

第三目    年齡（ Age ）與身體狀況

（Physical condition） 

依照學者列希（Lacey）之說法，古代之希臘男人一般在 30 歲結婚，女性則在 16

歲結婚。而依希臘哲學家海希奧德（Hesiod）與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建議，男女最

佳之結婚年齡為男 37 歲、女 18 歲。95
 

至羅馬時代，根據碑文（inscription）之記載，異教徒女性通常在 12 至 15 歲間結

婚，而羅馬女性實際訂婚之年齡可能低於 10 歲，故奧古斯督方頒訂法律禁止未滿 10

歲之女孩與人訂婚。直到查士丁尼之羅馬法大全將結婚年齡訂為男性 14 歲，女性 12

歲。96
 

此種女性早婚之慣行係有悠久之歷史，據載聖梅苓（St. Melany）在 13 歲便結婚。

奧佛拉麗雅（Euphraxia）當被許配給一位元老院議員，因而獲得一筆定金（earnest money）

時，年方 5 歲，而當所有人等候新娘長大時，該未婚夫卻嘗試向女孩之母親求愛。97
 

但羅馬社會之現實卻與法律相去甚遠。實際上，羅馬男性均相當晚婚，如前所述，

亞里士多德建議男子 37 歲時才結婚，因此時熱情已退卻，而性情平允，宜傳宗接代。

不過，顯然上開主張對國家強盛有所影響，故奧古斯督便對 25 歲還未結婚生子之羅馬

男性，明令需受處罰，但卻仍有不少羅馬男人選擇晚婚甚至不婚。 

因男性之晚婚甚至不婚，導致羅馬人口數中長期出現大量單身漢，此種現象於羅

馬進入強盛穩定之帝國時期更加明顯。根據奧古斯督皇帝所做之調查，令人震驚之結

果顯示單身漢之數字遠超過有家室之人。故自西元第 2 世紀晚期起，政府遂尋求能激

                                              
94

 Cobett,p.50. 
95

Corbett,p.182 note.69,note70. 
96

 Inst.1.22,原文為‖…et ideo sancta constitutione promulgata prbertatem in masculis post quartum decimum annum 

completum illico initium accipere disposuimus, antiquitatis normam in femininis personis bene positam suo ordine 

relinquentes,ut post duodecimim annum completum viripotentes esse ceadantur.‖見, Thomas,JAC,p.55. 
97

 Ibid.,p.183 note.74,note7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7 

勵男性結婚之解決之道，例如，提倡除元老院議員外，所有人均可與自由人女性

（Freedwomen）結婚，其所生子女亦屬合法之作法。另一方面，於西元第 9 年頒訂帕

皮亞-波帕耶亞法（Lex Papia Poppaea），對不婚（Coelibes）與無子（Orbi）者均施以處

罰。但諷刺的是，前項法律雖以當時二位執政官（帕皮亞-波帕耶亞）為名，惟該二名

執政官本身即未婚。98
 

為吸引這些對婚姻猶豫不前之男性們，家中有待嫁女兒之父母便將其所能提供之

女兒嫁妝數額標價以求。但此種「供需」模式遂演化成談判力強之羅馬男性往往不會

滿意女方父母之第一次標價，情願繼續待價而沽。相反地，較無談判條件之男性則可

能接受女方父母所開出之第一次標價。為取得更高之嫁妝，羅馬男性便延後結婚，而

羅馬女性則通常會在第一次談判便出嫁（對象則是較無談判條件之男性）。99
 

除此之外，羅馬人亦有需於青春期（Puberty）之後方可締結合法之婚姻之規定。

對女性而言，係以陰毛長成（Pubes）為準，男性則需經身體檢查（厄爾平,Reg.5.2.）。

早期之法律，因需依照身體之實際檢查決定青春期，故無法將該時期之年齡明確化。

之後對女孩停止此種檢查方式，並將女孩之年齡訂為 12 歲，但男孩仍持續實施，考其

原因，或許與男性在政治上之特權及男性穿著之服裝有關。 

對於男性應否維持身體檢查或訂定一個固定之年齡標準，在學者間迭有爭議。前

者堅持應繼續維持，但後者主張男孩之青春期在 14 歲即已完成。另皮理斯庫斯（Priscus）

提出男孩滿 14 歲並有生育能力才算合格。 

因法律並未明確表示年齡之標準，故訴訟之一方仍可以他方之男性相對人具「青

春期爭議」（The Dispute of Puberty）為由，檢查對方身體，這也是唯一解決之道，直到

西元後 529 年，查士丁尼皇帝方廢除此項身體檢查並以滿 14 歲為固定之標準。100另外，

當配偶之一方於雙方開始同居時未滿青春期，雙方之合法婚姻仍自該人年齡已達之時

起算。 

朱利安法（Julian law）特別將超過 60 歲之男性與 50 歲之女性排除於獨身及無子

之處罰之外。而其他法令則宣示 60 歲以下之男性與超過 50 歲之女性所締結之婚姻屬

於「無偶婚」（Impar Matrimonium），此時配偶無法繼承他方遺產，對上開規定，科爾

貝特認為最好之解釋係基於生理因素之考量。101
 

最後，若以賀立熙（Herlihy）調查並整理西元 250 年至 600 年基督徒墓碑上銘文

有關過世者結婚年齡之記載所製作出該時期基督徒男女雙方第一次結婚時之年齡統計

                                              
98

 Herlihy,pp.17-18,and p.183 note 83. 
99

 Ibid.,p.18.對此，Herlihy 認為，在羅馬男性遲遲不婚、不生之現象下，羅馬社會應該會出現在婚姻市場中，未

婚女性之數字遠高於未婚男性之狀況，但遍查各種文獻均似無此種情況。故 Herlihy 推測，羅馬社會恐仍存在如

古代社會般將女嬰遺棄之風氣，且在嫁妝數額居高不下之壓力下，更使得羅馬家庭養育女孩之意願遠低於男性，

Ibid.,pp.18-9. 
100

 Cobett,pp.51-2.對此，Collinet(N.R.H.,1900,PP.368-71)有不同意見，其認為只有該男孩受監護之關係已終止時，

才免除身體檢查。見 Cobett p.52,note.2. 
101

 Cobett,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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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或可作為羅馬帝國時代一般庶民結婚年齡之參考：102
 

 男性 女性 

年代 人數 平均年齡 人數  平均年齡 

西元 300 年前 0 0 2 15.55 

300-399 年 11 30.25 29 18.12 

400-499 年 2 22.50 8 15.95 

500 年後 2 25.00 6 18.23 

無法確定年代 67 27.17 115 19.27 

總計 82 27.43 160 18.81 

 

第三款   婚姻之形式 

如前所述，夫權婚係指將由父親之手將新娘交付之意。而於早期之羅馬社會將此

種把新娘「交付」予新郎之儀式或動作，以三種方式表示：藉由小麥麵包（Spelt Bread）、

藉由買賣，以及長期之同居。103故由夫權所衍生出之婚姻形式（類型）有三，即：共祭

婚（Confarreatio）、買賣婚（Coemptio）以及同居婚（Usus）。此外，非出於夫權之婚

姻，則稱為自由婚（Free Marriage）。104
 

就婚姻形式於羅馬法上之地位，科爾貝特認為羅馬法對婚姻形式（類型）並無明

訂，僅在非法學性之文學著作內，可窺知當時宗教或世俗婚姻之各種儀式風貌，但此

些儀式不但法律所稱之儀式有顯著之差異，且婚姻之有效與否亦非取決於儀式。105漢特

（Hunter）亦認為，雖然有舉行訂婚及結婚，婚姻並不以儀式為要件，而係具有婚姻意

思之事件（a matter of intention），倘若兩個已同居者欲結為夫妻，法律上他（她）們就

會被認定為夫妻106
 

第一目   共祭婚（Confarreatio）107 

所有婚姻形式中最神聖，也只專屬貴族獨享者，稱為共祭婚（Confarreatio）。在共

祭婚中，需提出包括一隻羊、以小麥作成之麵包、水果及糕點等祭品，獻祭給朱比特

                                              
102

 Ibid.,p.19,table.1.1. 
103

 Herlihy,p.8. 
104

 雖科爾貝特（Cotbett）表示關於婚姻之形式，古典時期之羅馬法學者著作中均尋無任何描述或事實記載，但

於勃迪克（Burdick）之著作內，係引用包括蓋尤斯（Giaus）、卡圖魯斯（Catullus）等人之著作作為說明共祭婚、

買賣婚及同居婚之依據，故科爾貝特所言，似值存疑。見 Burdick,p.222-3 and note 52-56. 
105

 Cobett,p.68. 
106

 Hunter, p.7. 
107

 Collins, p.73.confarreatio 係指最神聖之羅馬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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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piter），新人並需在官方祭司（Pontifex Maximus 或 Flamen Dialis）以及 10 名證人

面前舉行該獻祭，以強調該制度之神聖性與重要性。新郎與新娘之右手相牽並一起坐

在兩張相連的椅子上，其上放有獻祭所需之羊毛，並宣讀固定之儀式文句，最後，當

新娘被迎入夫家時，需有火與為伴。不過，包括蓋尤斯（Gairs）在內之羅馬法學者均

未明確說明，若於上開儀式中缺少 10 個證人在場是否會影響婚姻效力，惟科爾貝特

（Cobett）認為，對朱比特之獻祭以及在 10 名證人及丘比特之祭司見證等，均屬辦理

婚姻之核心要件。上開形式於祭司制度仍運作時均還被實施，直到西元 394 年狄奧多

西（Theodosius）皇帝廢除異教獻祭之後方不復存在。108
 

第二目   買賣婚（Coemptio）109 

比共祭婚更常見，且為所有羅馬公民均可使用之夫權婚姻形式稱為「買賣婚」

（Coemptio），依蓋尤斯所言，買賣婚為「一種虛擬之賣賣」（A kKind of Imaginary Sale）。

實際上，此婚姻之締結，需在不少於 5 名成年人見證下，由新郎給新娘父親一些銅幣，

使其女兒歸於自己。110
 

從法律之角度，當一方以特定之話語指出目標時，讓與即為成立。而從法學家之

著作中，無論是情況最多之丈夫賣賣妻子，或情況較少之妻子購買先生，均肯認此時

有一種共同擬制買賣（Mutual Fictitious Purchase）情況存在。依科爾貝特之見，此制度

係早於 12 銅版法而存在，代表女性在家仍臣服在家長權之下，而女兒對自己並無法主

張任何權利，故父親或家長均有權將女兒賣出，甚至此制度可視為父親對女兒喪失家

父權之一種賠償方式。不過，羅馬歷史上亦出現女方可否自我出售（Self-Sale）以及效

果如何等爭議，學者對此意見並非一致。但此一制度在 3 世紀後似即消失無蹤。111
 

第三目   同居婚（Usus,Usucapio） 

第三種由夫權所衍生之婚姻形式，係經由同居或實際相處所締結之婚姻。依蓋尤

斯（Gaius）之見解，當一男一女不中斷地同居一年甚至更長之後，「該女子便成為男子

家中之一員並假定取得女兒之地位」。並因此使兩人成立婚姻。若該女子不願意，12 銅

版法允許她每年有 3 天可返回父家（此段停留期間稱為 Trinoctium）。若上開返家之情

事發生，則該女子仍處在家父權之掌控下。由 Trinoctium 更創造出無夫權（Sine Mamu）—

                                              
108

 Cobett,pp.71-75；Herlihy,p.8；Burdick,pp.222-3.因 confar 有「共同」之意，故此處之 confarreatio 似與薄潔萍所

稱之「共食婚」（參見薄潔萍，頁 85-86）雷同，但由該婚姻之過程以觀，似乎仍將重點置於對神祇之獻祭而非飲

食，故本文將之翻譯為「共祭婚」。 
109

Collins,p.62，coemptio 為 the form of Roman marriage 之意。 
110

 Herlihy,p.8. 
111

 Cobett,pp,81-84；Herlihy,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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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婚（Free Marriage），亦即妻子不在丈夫之家長權掌控之下之婚姻。112
 

雖然在 12 銅版法之前即有同居婚之存在，但之後便逐漸無人運用。此外，據 Cobett

表示，在 12 銅版法前之法律已承認非出於共祭婚或買賣婚之婚姻亦為有效，惟法律仍

將夫權婚視為婚姻之基本，故男性以一年來作為形成夫權婚之時效，在此期間一方違

反用益婚之連續性，時效將無法繼續，女性若想要可回自己原來父家，此外，同居婚

之運作係出於男女雙方之獨立協議。113
 

第四目   自由婚（Free Marriage） 

如上所陳，自由婚（Free Marriage）係指不具有夫權（Sine Manu）之婚姻。早在

12 銅版法時代，自由婚便獲得承認，而自共和晚期（Late Republic）以及帝國初期（Early 

Empire）起，採自由婚之人數逐漸增加，至西元第 2 世紀前業成為當時人們所盛行之婚

姻模式。 

首先，自由婚之成立與否，係以男女雙方是否具結為夫妻之結婚意思，即女方有

無以與男方結婚並同居之意思進入男方家為起點，此主觀意思亦為判斷男女雙方是否

締結婚姻，或雙方僅屬同居之標準，換言之，男女雙方需有視對方為夫妻之意思，否

則就無法發生合法之婚姻效力。 

其次，自由婚因不具夫權（Sine Manu）之本質，故妻子仍臣服於自己本身家庭家

長權之下。此外，於自由婚內，夫妻之財產係各自分別，稱為分別財產（Separate 

Property），而夫妻彼此間有效贈與（Valid gifts）即屬分別財產。114
 

第四款   當事人意思 

羅馬法之婚姻係以當事人意思為成立要件。惟受家長權之影響，雖已達到成熟年

齡（後述）之兒女仍須基於家長之意思下締結婚姻，家長無庸考慮兒女之意思。115若子

女欠缺父母同意而締結婚姻，依照查士丁尼羅馬法大全之規定，該婚姻欠缺家長權，

係屬違法婚姻。勃迪克（Burdick）認為婚姻無效。116考其源由，雖有從哲學上觀點認

為此屬於一種需服從之道德上義務，並舉出當家長將子女與他人重複訂婚或結婚時，

執政官（Praetor）之敕令係處罰該家長，而無追究男女雙方為例。但科爾貝特認為上開

說法並無法說明此一作法之法律上理由，其認為，可能是在早期之羅馬，子女大致上

如同動產（Chattles）一般，所以在締結婚姻時，僅需要有子女之實際存在，至於子女

                                              
112

 Herlihy,pp.8-9. 
113

 Cobett,pp.85-90. 
114

 Cobett,pp.90-6；Herlichy,pp.9-10；Burdick,pp.221-2. 
115

 Inst.1.10, 見 Tomas,JAS,p.29. 
116

 Inst.1.10 .12, 見 Tomas,JAS,p.31；Burdick,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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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想法則無關緊要。117
 

當某位男性不在臣服於家長權下，稱為 sui juris，他則可不需家長之意思而結婚，

但對女性來說，理論上均需處於其父之家長權下，縱其父死亡，也需臣服於監護人

（Tutor）之家長權下。118
 

其次，從性別角度，所謂當事人係指需有男方（Filius）之意思，並無疑問，但是

否容許女方（Filia）表達對自己婚姻之意見，一直到西元 5 世紀均有爭議。因為長久以

來，女方家長違反自己女兒之意見而解除已成立之婚姻，係所在多有。由此可看出，

女孩雖然已在夫權（Mamus）下時，她仍屬父家之一份子。然而，對家長是否可強迫

子女結婚，雖隨著時代而有不同見解，但至查士丁尼時，法律係規定沒有人能被強迫

結婚。119
 

此外，古典羅馬法時代之意思婚，係將婚姻之維繫取決於夫妻雙方之婚姻感情

（Affectio Martitalis）及對維持婚姻之持續同意，當婚姻感情存在，婚姻維繫，婚姻感

情終結，婚姻結束。是故，締結一樁同時與二個對象有婚姻意思之重婚關係，對羅馬

人而言近乎不可能，更不會成為法律之規定內容。但到了後古典時代（Postclassical），

婚姻雖仍由當事人意思所締結，惟此種當事人意思只要曾經出現，縱使於婚姻延續期

間已不存在，仍不影響婚姻之成立，只有一方死亡或離婚能使婚姻解消。換言之，古

典時代之婚姻需要持續存在之當事人意思，後古典時代則僅結婚當時存在即為已足。120
 

最後需強調者，乃羅馬法之婚姻雖雙方當事人合意即可成立，但婚姻卻是個存在

於自由人以上階級間之私人契約行為（奴隸需至 3 世紀方允許訂立合法之婚姻契約）。

除非雙方有交換聘禮，否則婚姻契約並無特定形式，但上層階級的羅馬人幾乎都準備

一份手寫的嫁妝契據作為婚姻正式形成的部分，這就是嫁妝文書，以後發展成婚姻證

書。121
 

                                              
117

 Cobett,pp.53-5；Burdick,p.215。另依勃迪克之見解，直到查士丁尼法典（羅馬法大全）前，長期以來之羅馬法

均漠視結婚當事人本人之意思，而只看重當事人家長之意思，家長可完全不顧當事人意思而締結婚姻。見, 

Burdick,p.217. 
118

 Burdick,p.216,p.221.因此，查士丁尼法典中提出一個問題：一個心神喪失之人在欠缺家長同意下可否結婚？法

典認為，此種男女仍可在欠缺家長同意下結婚。見,Inst.1.10, 見 Tomas,JAS,p.29. 
119

 Cod.5,4,14.；Cobett,pp.56-7；Burdick,p.217. 
120

 Brundage, Law,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94. 
121

 Hunter ,David G., Marriage in the early church. p.6；薄潔萍，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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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婚姻之成立（二）：嫁妝（Dos）與婚前聘禮

（Donatio Ante Nuptias）122 

第一款   嫁妝（Dos） 

羅馬法上之嫁妝係指妻子對家庭費用之貢獻，該筆貢獻本質上為家庭事件，並可

能與婚姻形式之演進同樣歷史悠久。無論在漢摩拉比法典（Hammurabi Code）之規定、

舊約聖經對以色列民族之描述、雅典人之法律以及 12 銅版法均可發現嫁妝之蹤跡。希

臘法律中，更將嫁妝作為婚姻有效成立之條件。而 12 銅版法則將嫁妝視為先生之財產。
123

 

    在一個通常由父母安排子女婚姻之社會下，嫁妝成為妻方家庭財產轉讓之一

種象徵，依照厄爾平之見解，將嫁妝區分為三方面說明，即嫁妝之給與（Dotis datic）、

嫁妝之表達（Dotis dictio）及嫁妝之承諾（Dotis promissio）。 

第一目   嫁妝之給與（Dotis datio） 

嫁妝之給與，係指妻子將包括金錢、土地等之財產交予丈夫。除財產權之外，其

他實際權利亦屬給與之標的，如使用收益權（Usufruct）即時常被提及，而丈夫成為該

實際權利之名義人。 

此外，妻子得放棄所繼承之遺產，並將之轉為嫁妝。亦即，當妻子成為繼承人時，

其得拒絕，並將遺產指定為嫁妝，使其先生繼承。此種遺產轉換為嫁妝之成立與否，

與夫妻雙方之協議有關。 

當妻子接受遺產並將之轉為嫁妝後，因接受之人並非繼承人，對該遺產所生之債

務並無清償義務，而妻子因仍保有繼承人之身分，故在法律上仍為訴訟主體，但先生

可成為妻子之受託人而進行訴訟。 

先生收受嫁妝後，得提供擬制之收據予太太或第三人，稱之為 Acceptilatio。收受

Acceptilatio 會使標的或權利立即移轉，並消滅雙方之義務，但一旦雙方婚姻解消後，

Acceptilatio 之效力回復，使妻子或第三人得向丈夫請求賠償。但此項債務若可分期支

                                              
122

 依 Cobett 見解，係將此部分置於婚姻契約（marriage contract）之章，見,pp.147-210.但究其內容 dos 係指女方

因訂婚或結婚所支出之對價，Donatio Ante Nuptias 則為男方所支出，故修正如本款之名稱。 
123於 Corbett 著作中，描述嫁妝之篇幅亦高達 63 頁，占全書頁數（251 頁）之 1/4 Cobett,pp.147-8,p.152.，可見嫁

妝於羅馬法婚姻法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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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丈夫並無須立即全數支付。124
 

第二目   嫁妝之表達（Dotis dictio） 

嫁妝之表達（Dotis dictio）係指一種口述之契約。形式上，通常僅有女方宣布嫁妝

為如何如何，而接受嫁妝者之同意無須為任何口頭表示，但該項表達原則上需在結婚

前談妥。但縱使在結婚之後，若表明某項特定之物係給與給丈夫作為嫁妝者，亦有可

能發生並被接受。 

只有女性本身、她父家之長輩以及債務人，可作此項表達。而嫁妝通常來自女方、

女方父家長輩之一。之所以擴及至債務人，係因為此時女方對該債務人具有權利。 

表達之標的能為動產或不動產、有體物或無體物。成立之後無須立即轉讓所有權，

該表達並非讓與之表示，而是設定一種法定義務，使男性因受有嫁妝而需負其應負之

義務。 

因通常表達之標的不是土地就是動產，故已經存在之債務將構成表達之例外。對

義務人而言，通常均有特定之履行期限，若無期限，不動產通常應於婚後立即交付，

不可代替之動產於婚後一年交付，可代替者則可分三年交付。此種類型到查士丁尼時

代便相當罕見，因人民均以下述承諾（Promissio）來取代表達125
 

第三目   嫁妝之承諾（Dotis promissio） 

此為嫁妝之一般類型，包括新娘、新娘父母、甚至任何藉由契約需支付若讓與可

作為嫁妝之金錢、物品或其他標的之人均得適用。此項交付或移轉之義務，一般會在

婚前談妥，但也可能基於各種情況而定。特定之履行期限可經由協議為之，若無，若

為代替物，需於婚後一年內，分三期來履行，若為不可代替之動產，則可於婚後一年

內履行。上開履行期限到了查士丁尼時均遭廢棄，其法律規定（C.5,12,31,8）若欠缺期

限之協議時，應在結婚儀式後立即履行。此外，該法律（C.5.12,31）更規定若遲延二年

仍未履行時，可收取 4%之法定利息。126
 

第二款   婚前聘禮（Donatio Ante Nuptias） 

如同在希臘、埃及、高盧、日耳曼及西班牙，羅馬訂婚之男性（Sponsus）通常會

給女方（Sponsa）禮物。此種方式可能源自古代買賣婚中需支付新娘一定價格之習俗。 

                                              
124

 Cobett,pp154-162. 
125

 Cobett,pp.163-6. 
126

 Cobett,pp.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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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其有效，禮物通常需在婚前交付，女方則將所收到之禮物如同嫁妝一般地收

下。有關聘禮之數額，歷代羅馬法有不同之規定，有規定應與嫁妝同等，亦有規定僅

需嫁妝之 1/2。有關婚前聘禮（Donatio Ante Nuptias），依科爾貝特彙整查士丁尼之羅馬

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規定如下： 

一、 需與嫁妝相等。 

二、 雖早期法律規定聘禮需於婚前交付，但查士丁尼允許在婚姻期間

交付，並將名稱變更為婚後聘禮（Donatio Porpter Nuptias.） 

三、 從丈夫或妻子因特定事項所取得之聘禮或財產應該相同。 

四、 屬聘禮之不動產，除非經過慎重之預防措施並獲得妻子之同意，

否則不得移轉或設定抵押，即使可移轉或設定，亦需以該移轉或設定時丈夫

仍有足夠之財產可作為聘禮為前提。 

五、 婚姻因丈夫死亡、離婚或非可歸責妻子之過失而解消時，在有孩

子之前提下聘禮屬於妻子，但妻子只有使用收益權，財產所有權屬於孩子。 

六、 婚姻期間因出於討好（Insinuatio）所為之一般性之贈與並非聘禮。 

第五項  婚姻成立後之關係 

對羅馬之男性而言，並未因結婚而改變其原有之地位，對其市民之身分及階級亦

無直接影響。但對上層階級之羅馬男性，結婚之必要性在於家族姓氏僅能傳續給合法

婚姻關係中所生之子嗣，只有合法婚姻關係中所生之子女方可繼承父親之遺產、門生

食客。此外，在行政長官或執政官之選舉上，已婚者以及婚後子女數多者，均較未婚

者以及婚後子女數少者佔優勢，甚至因此產生對獨身之處罰。127以下謹從數方面簡述婚

姻效力之內容。 

第一款   夫權婚（Manus）與自由婚（Free 

Marriage） 

在夫權婚之類型中，其特徵乃婚後妻子係不再依附於父親之下，並斷絕與所有父

系之關係，離開其原生家庭（Original Family），轉向丈夫之夫權婚。此後，妻子便進入

丈夫之父系家庭（Agnatic Family）並成為丈夫之宗族（gens），丈夫與妻子間之關係有

如祖父與孫女。 

                                              
127

 Cobett,pp.107-8,pp.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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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權婚係保有財產與訂定契約之權利，因此原本妻子此部分之權利亦由原先之父

親移轉至丈夫，妻子之資產也成為丈夫家庭之資產，於婚姻關係中該資產所增生之利

益屬於丈夫。而任何由妻子訂約所生之權利亦歸丈夫。 

在夫權婚之下，妻子有權與婚姻所生之子女，以第一順位之繼承人地位，繼承丈

夫之不動產。此外，妻子亦有權對子女、公公來繼承。 

丈夫可在遺囑中指定妻子之監護人（Tutor），或允許妻子自己指定。丈夫在婚姻關

係中，可用解除之方式來結束夫權婚。在 Gaius 之時期，妻子在夫權婚中可提出離婚，

藉此以適當方式迫使丈夫來解除夫權婚。但只要妻子仍在婚姻關係中，除非在女方家

庭（Filiafamilias）父親之嚴格要求下，否則妻子無法強迫先生解除。128
 

另一方面，在自由婚中，妻子仍屬其原生家庭之一員，亦未改變原隸屬於父家宗

族之關係。妻子可分享丈夫之官方身分，但無法取得丈夫之政治地位（Civitas）。 

其次，自由婚對妻子之一般財產與訂約之權限均無影響，妻子仍可從父家獲得實

際與個人之權利，妻子婚前之財產以及因訂婚或結婚所獲得之財產仍屬妻子所有，除

非妻子將其贈與予先生。129
 

第二款   夫妻間之贈與 

有一種不利益對雙方來說均屬公平，即除某些情況外，夫妻間不能為有效之贈與。

依厄爾平（D.24,1,1,）之說法，此乃源自於習慣法之規定，其本意係為避免在夫妻感情

之驅使下而為任意之自我犧牲。 

可為有效贈與之情形有二：一般性與特殊性。一般性情況係指贈與若使贈與人更

窮而受贈人更富有，即為法律所不許。饒富趣味者，所謂財富增加之時點並非以受贈

與時，而係以一方提出訴訟請求回復之訴訟證明（Litis Contestation）時為準。此外，

依厄爾平所引用之例，妻子所取得之遺產並非贈與，按所謂「使贈與人更窮」在於某

項財產之實際減少，而非獲得額外之財產。相同之解釋標準也適用於「使受贈人富有」

上，如由妻子本人或妻子之奴因食物或油膏所支出之費用，便不會被認為能使妻子之

財富增加。因此，上開二種情況，妻子所獲得之贈與均為有效。130
 

其次，所謂特殊允許贈與，係取決於贈與之目的而定，如合意離婚之費用、作為

丈夫因所處階級或公務所需之妻子贈與費用以及在生日或其他節日之禮物，均屬此類

之贈與。 

對以上有效之贈與，仍有少許本質上之限制，即以贈與是否過份慷慨作為判斷標

準。因此，若贈與符合上開標準，將自始無效（void ab initio），贈與人仍為所贈與之物

                                              
128

 Cobett,pp.108-112. 
129

 Ibid.,pp.112-4. 
130

 Cobett,pp.114-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6 

之所有者，並可要求歸還。若贈與之內容為某項承諾或債務之免除，該項贈與並無法

律上之效力，亦不會使贈與人負自然義務。131
 

第三款   婚姻之權利義務 

結婚後，雖然實際上妻子是在以丈夫為首之家庭中之女主人，並與丈夫共同承擔

家務。如前所述，夫權婚之下妻子之法律地位，係如女兒一般。與上開獨裁之型態相

較，在自由婚中之丈夫地位則很明顯地處於弱勢，在婚姻之開始，丈夫就必須接受他

的妻子仍然處於妻父之家長權，並未因結婚而受到限制之事實。 

此外，夫妻彼此間負有一種尊敬與仁慈之義務，使一方不能直接以訴訟來對他方

執行，此種義務可用「Reverentia」稱呼之。依照厄爾平之見，只要婚姻持續，夫妻間

就不得提出刑事或誹謗之訴訟。 

    最後，丈夫道德上需供給妻子之適當需要，其具體內容則視雙方身分而定，

他可能以按年或每月補貼之方式，此種補貼或供給並不會被認定是受限制之贈與。丈

夫須為此舉之由來係因妻子之嫁妝，故一旦丈夫故意拒絕為此項供給，陷入貧困之妻

子可從丈夫所收受之嫁妝中請求法院命丈夫為相當之供給。132
 

第四款   違反義務之處罰 

對與人通姦（Adultery）之妻子，可由包括丈夫以及妻子血親等成員所組成之家族

法庭（Domestic Tribunal）予以定罪，而罪名除死刑之外，亦可為離婚。此種以家族法

庭處理之方式在自由婚並不適用。在後者，除了離婚之外，亦可主張以金錢處罰，至

於金錢賠償之數額，從妻子嫁妝之 1/6 到 1/8 均有其例，到了查士丁尼時代，此一比例

甚至提高至 1/3 甚至 1/2。133
 

西元前 18-16 年，奧古斯督針對仍沈溺於上一個共和世紀之道德敗壞之羅馬社會，

在自由婚之普遍化以及傳統性道德之淪喪下，除通姦外，更為掃蕩層出不窮之荒淫放

蕩行為（Stuprum），通過弗利亞法（lex Fulia），期能藉由更嚴格、明確之犯罪處罰，提

供一個比以往陳舊過時法令更一致、客觀以及有效之標準。 

首先，弗利亞法將通姦之司法管轄權由家族，特別是丈夫手上，轉移至國家，但

此舉是否因此減損先生對妻子之夫權婚權限，仍有爭議。134其次，廢除殺妻之權利似亦

為弗利亞法之影響。不過，對與妻子通姦之奴隸、自由人、或丈夫家之成員仍可因此

舉而被丈夫殺死。甚至，當妻子之父親發現其已婚之女在父家，或在女婿家與人通姦，

                                              
131

 Ibid.,pp.116-7. 
132

 Cobett,p.127. 
133

 Cobett,pp.127-133,p.146. 
134

 Ibid.,pp.134-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 

該父親亦有將女兒與相姦者殺死之權。 

總而言之，弗利亞法最主要之制訂目的係處罰已婚女性之通姦罪，而對通姦罪之

處罰可適用任何情況、階級之女性。且男性若娶曾被判定通姦之女子為妻，也會使自

己落入法律訴追之範圍內，但此種婚姻仍為有效。 

不過，已婚男性，因可與妻子以外之其他女人發生性關係，故無法被單獨起訴。

換言之，在弗利亞法之認定，丈夫通姦並非犯罪。然而，此時可以丈夫重婚為由來處

罰丈夫。135
 

不過，雖然羅法社會及羅馬法均不允許通姦（嚴格而言，係指妻子之通姦），且設

有處罰，但蓄妾（Concubinage）卻被廣泛適用。特別是在男女雙方並非處於相同之社

會地位，此二人若以蓄妾之方式共同生活，彼此間既不需負婚姻之責任，亦無庸享受

婚姻之利益。最有名之蓄妾實例，就是最負盛名之拉丁教父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s），在其未成為神職人員之前，係與妾蓄妾多年，並生下一子。 

當基督教時代開始時，奧古斯督皇帝想要限制選擇蓄妾生活之人數，根據帕皮亞

法（Lex Pappia） 及優利亞法（Lex Julia），仍蓄妾者喪失繼承之權利，因蓄妾關係而

生之子女無法繼承其父母之財產，亦無法受蓄妾者領養，此種立法之意圖係為強化合

法婚姻之制度性。136
 

第六項  婚姻之解消（Dissolution） 

第一款   具體解消事由 

除離婚與死亡外，在羅馬法歷史上，有四項可能影響婚姻持續成立之因素，包括 A、

受特定刑之宣告（Certain Types of Criminal Sentence）。B、受監禁（Captivity）。C、離

家（Absence），以及 D、兵役期間（Military Enlistment）。 

早期之羅馬法，當人們被處「水與火之刑」（Aquae et Ignis Interdictio）或遭驅除出

境（Deportation）時，婚姻於法律上即為終止。之後基於人性之考量或因基督教思想滲

入之影響，遭判驅逐出境並無自動解消婚姻之效果。此外，被判為奴隸亦會終結婚姻，

甚至連曾經為奴之人或該人之子之婚姻亦會遭司法判決解消。 

第二個婚姻具體解消事由—受監禁（Captivity）。如上所述，因與奴隸無法締結之

婚姻，而受監禁人係處於奴隸之地位，故與受監禁之人所締結之婚姻應解消。婚姻解

消後，他方配偶自可再婚，但為免因再婚不合法而受罰，他方配偶需在不確定入監配

偶之生死狀況 5 年後，方可再婚。 

                                              
135

 Ibid.,pp.139-143. 
136

 Hunter,p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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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具體事由為離家（Absence）。有足夠之理由，可證明從早期之羅馬至查士丁

尼皇帝，丈夫或妻子長期離家或忽略家中配偶甚至家人死活時，可為合法之再婚。以

普勞塔斯（Plautus）所提之例，有二個妻子（互為姊妹），均滿懷希望等待離家之先生，

並在失望中過了 3 年，因此兩人之父遂企圖勸說兩人再覓良人。而最有力之法律支持

出自羅馬法大全（Cod.5,17,7.），對於丈夫投身軍旅後，超過 4 年音訊全無時，可向有

權之軍事長官提出申請，並告知此項意願，即可免受處罰而再婚。但法典亦規定，妻

子需證明丈夫死亡，並需在軍事權威機構，於證人前宣示有關丈夫生死之謠言均告平

息後一年，方可獲致真正自由。若無履行上開程序，僅僅因第一任丈夫長期離家便再

婚，妻子與第二任丈夫將會以通姦之理由受罰，因為，此種情況下第一任婚姻尚未解

消。 

至於因國家需要而剝奪士兵之婚姻效力之嚴苛規定，雖曾存在於奧古斯督時期，

但已於第 3 世紀遭廢除。 

第二款   離婚（Divorce） 

羅馬時代之離婚，吳圳義認為，在奧古斯督之前，離婚與締結婚姻同樣容易。而

離婚，特別是在基於政治或經濟考量而締結婚姻之上層階級，顯得稀鬆平常。137根據教

父聖耶若米（St.Jerome）提到 2 個極端之例：某個男人曾娶過 20 位妻子；另外，在某

位妻子之葬禮，是由她第 22 位丈夫所舉辦。138
 

第一目   夫權婚（Manus）與自由婚（Free 

Marriage）之離婚 

雖然，至少在上層階級之羅馬人離婚似屬常態狀態，但似無具體反映於羅馬婚姻

法中。謹就羅馬婚姻法最普遍之夫權婚及自由婚分別探討。 

首先，對夫權婚究竟可否離婚？如何離婚？羅馬時代之法學者即爭論不休，各皇

帝頒訂之法律敕令亦迭有差異。如古力優斯（ Gullius）即表示，從最後一次對妻子提

出之離婚訴訟之後，在羅馬有 500 年沒有任何離婚，即為適例。而科爾貝特彙整眾家

學者及法律規定後，認為夫權婚無法解消，係長久存在，但其亦指出，對其所蒐集到

                                              
137造成此一現象之由來，或有如吳圳義所言：「統治階級沈迷於物質生活之追求。男女皆追求個人的享樂，而避

免婚姻的桎桔。同居之風盛行。不願結婚。」見吳圳義，頁 256。 
138

 Jerome, Epist.123.10,in PL 22:1052-3.見 , Brundage, Law,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94 and 

note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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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料並無法得出使其滿意之說明。 

若從夫權婚姻係屬帶有濃厚宗教意味之共祭婚（Confarreatio）角度來探討，共祭

婚係由神聖之祭司（Flamen）來劃分離婚之禁止範圍，而直到 Domitian 之前，除了特

別請求及少數例外，139均禁止離婚。140最後，離婚除需具備具體事由（如：通姦，詳後

述）外，欲取得夫權婚之離婚結果，僅能由家事法庭之判決。141
  

至於自由婚方面，於西塞羅時代，提起自由婚之離婚並不需要任何形式，而是要

有離婚之意思。於奧古斯督皇帝時，引進較嚴格之離婚程序，離婚需在 7 名成年之羅

馬見證人前，以口頭或書面舉行，其目的係欲提供雙方已離婚之客觀證明。142其次，在

自由婚中，夫妻雙方之離婚意思亦不受雙方家長之左右。 

第二目   其他具體離婚事由 

對氾濫之離婚狀況，君士坦丁皇帝時代便制訂之一系列限制離婚之法令，從反面

言之，具體之離婚限制原因即屬離婚之法定理由。 

首先，除非丈夫殺人（Homicide）、預備毒藥（Preparation of Poisons）或褻瀆或毀

壞墳墓（Violation of Sepulchres），否則妻子不得因丈夫酗酒、賭博或在外拈花惹草而提

出離婚。若妻子違反此規定而仍提起，除婚姻並無解消外，妻子並喪失所有嫁妝以及

聘禮（Donatio Ante Nuptias），且驅逐出境（Deportation）。另方面，丈夫至少需以通姦、

預備毒藥（Preparation of Poisons）或充當淫媒（Procuring）為由方可對妻子提出離婚，

若違反，除喪失嫁妝以及聘禮外，並禁止丈夫再婚。 

之後，經過賀紐瑞尤斯（Honorius）、狄奧多西（ Theodosius）及君士坦丁等皇帝，

對上開內容均有增刪修改，如將原本之驅逐出境，改為僅能在妻子全無法定離婚理由

而仍提出離婚時，方可對妻子驅除出境；另對丈夫得因妻子有重大犯罪而離婚，除取

得嫁妝與聘禮外，修正為可立即再婚，但若丈夫係輕率離婚，除喪失嫁妝及聘禮外，

二年內不得再婚。 

再者，針對具體之離婚事由，係區分為適用於配偶雙方之具體離婚原因如：通姦、

下毒（Poisoning）、叛國（Treason）、偽造文件（Forgery）、褻瀆或毀壞墳墓（Violation 

of Sepulchres）、偷竊教會（Church-Theft）、收容搶匪（Harbouring of Brigands）、綁票

（Kidnapping）以及預謀殺害他人（Murderous Designs Against The Other）。以及僅適用

於丈夫一方之：搶劫（Brigandage）、城堡行竊（Cattle-Thieving）、毆妻（Wife-Beating），

                                              
139

 普盧塔區（Plutarch）曾提出，在羅慕倫斯（Romulus）法時代，曾允許丈夫廢棄（repudiate）妻子，但不允許

妻子拋棄（cast off）丈夫，此一法律之基本思想，係認為夫權婚下，妻子係立於女兒之地位，而趕女兒遁入空門

是絕對可能的，見 Cobett,p.222. 
140

 Ibid.,pp.218-220. 
141

 Ibid.,p.226. 
142

 Hunter,p7；Cobett,p.223,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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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家中與野女人發生性關係（ Intercourse with Lewd Women in The Common 

Home），和僅適用於妻子之：徹夜未歸（Staying out All Night）、前往丈夫禁止之遊戲

或戲劇（Attending Games or Theatres Prohibited by Her Husband）。 

妻子若未具備上開理由之一仍提起離婚，將喪失嫁妝及聘禮（Donatio），並暫停婚

姻之合法性 5 年。對丈夫而言，喪失嫁妝與聘禮是唯一之處罰，但也曾出現禁止丈夫

在離婚後 2 年內再婚之規定。 

至西元後 528 年之查士丁尼法典，增加丈夫自婚後起 2 年發生不能人道（Impotence）

之法定離婚原因之規定，但妻子僅能回復嫁妝而需歸還聘禮。西元 533 年之法典又增

加妻子墮胎（Abortion）、暴露與他人之放蕩關係（Wanton Exposure of Her Person）以

及嘗試再婚（Attempted Bigamy）。況且，對可歸責之配偶，若雙方無子女，應任憑他

方自由處分該可歸責配偶最高價值之 100 鎊黃金之 1/4 之財產，若有子女，該部分財產

責全數歸與子女。143
 

第三目   離婚之效果 

當離婚之原因係由妻子或妻子之家長所引起時，丈夫及其家長（不包括丈夫之繼

承人）得對前妻主張取回嫁妝之自由（Retentiones Propter Liberos），每個子女得分配所

取回數額之 1/6，但子女總分配數額不得超過取回數額之 1/2。此外，若無辜之丈夫與

犯罪之妻子離婚時，若妻子通姦，丈夫得分配嫁妝之 1/6，其餘較輕之犯罪則為 1/8。

對妻子而言，若其並無法定之理由而提出離婚，或先生係基於法定理由提出離婚，均

喪失對嫁妝之權利。144
 

然而，在查士丁尼皇帝，受基督教思想之影響，其改革前開離婚後財產分配之法

律，變更為即使不忠或善變之妻子喪失對嫁妝之權利，先生仍僅取得對嫁妝之使用收

益權（Usufruct），財產則歸屬於雙方於婚姻關係所生之子女。145
 

至於丈夫因結婚所給與之聘禮（Donatio），於雙方離婚時，係視不同取回嫁妝之狀

況比照適用。146
 

第三款   再婚 

於羅馬共和時期，在感情層面係明顯禁止寡婦立即結婚。此外，寡婦尚需對已過

世之前夫負哀悼之義務，但先夫若為叛國者、異邦敵人或曾犯過自殺之罪，哀悼之舉

即不適當。 

                                              
143

 Cobett,pp.243-7. 
144

 Cobett,pp.192-3. 
145

 Ibid.,pp.201-2. 
146

 Ibid.,p.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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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寡婦在 10 個月內另嫁，並應獻祭補償其罪，上開性質上屬宗教性之義務並成

為世俗法所規範之事務。帝國時期之法律將禁止寡婦另嫁之時間延長為 12 個月，並對

違反者處以高額之罰金，尤有甚者，急忙想另結良緣之寡婦除不得主張其從先夫所取

得之任何事物之權利，並喪失對三等親親屬之外之遺產繼承之能力。 

之後，依奧古斯督皇帝時代之 Caducary 法，鰥夫（Widower）於妻子過世後可立

即再婚。弗利亞法則規定寡婦在丈夫死後 1 年，妻子在離婚後 6 個月內需保持單身，

而帕皮亞法將上述期間延長為 2 年及 8 個月。 

不過，受基督教思想影響之皇帝則視再婚為一種惡行。如西元 382 年之法典

（Cod.5.9.3）規定，與先夫育有子女之再婚妻子，對先夫之所有財產僅有使用收益權

（Usufruct），財產均歸屬於子女，之後包括狄奧多西（Theodosius）、范倫提尼安

（Valentinian）、里奧（Leo）以及安鐵米尤斯（Anthemius）等皇帝頒訂之法律均有類

似之規定。147
 

 

第四節  對羅馬婚姻（法）之檢討 

就婚姻之本質而言，羅馬婚姻係以家長之家父權為出發點，結合家庭與家眷，並

衍生出對妻子之夫權婚。落實於羅馬婚姻法中，則為包括身分關係（包括個人、家族、

身分階級、子女、親屬）與財產關係（包括嫁妝、聘禮、夫妻雙方及雙方家族對嫁妝

及聘禮之權利義務）之結合體。 

在婚姻之成立要件上，於不同時代，不同階層、地位之夫妻間，產生如共祭婚、

買賣婚、同居婚及自由婚等不同婚姻形式，而成立要件更有包括當事人年齡、親等及

親屬、當事人意思、嫁妝及聘禮等項目，但均以當事人之意思與雙方財富之給與（妻：

嫁妝，夫：聘禮）為共同要件。於上開成立要件中，羅馬婚姻法對「嫁妝」著墨最多，

似可顯示羅馬婚姻之重點乃在婚姻締結後對男方家族財產之重新分配，而非單純身分

關係之新設、連結與延伸。純就此點以觀，羅馬法上所規定之婚姻，其本質似僅為附

隨於財產之事件，因此，在羅馬人心中，婚姻之「經濟價值」係遠超過結婚雙方之「個

人價值」。 

於婚姻成立後之關係上，妻子在夫權婚下係立於女兒之地位，且妻子之婚前嫁妝

原則上均屬夫之財產，妻無權過問。此外，丈夫並擁有對妻子之處罰權。 

最後，以當事人意思為成立要件之羅馬婚姻，原則上亦可於一定人數證人見證下

以當事人意思使婚姻解消，但不同時代之羅馬法卻加上諸多具體婚姻解消事由，如此

一來，似僅讓羅馬婚姻之解消更形容易。 

                                              
147

 Cobett,pp.24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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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本文認為，就婚姻法之內部意涵角度，羅馬婚姻法關注之焦點，乃在家父

權意志之貫徹及家庭經濟價值之交換與提升。 

此外，於婚姻法制之時代變遷角度，亦可看出羅馬婚姻法係一可依照時代需求，

藉由形式上以皇帝名義發布之敕令，或法學家之解釋，來變更或廢除先前既有規範之

「可變式法體系」，例如本章所討論有關違反婚姻之義務（第五項第四款）、婚姻之解

消事由（第六項第一款）、離婚事由與效果（第六項第二款）與再婚（第六項第三款）

等均可看出此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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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督教初代教會（ Early 

Church）時期（西元 1—500 年） 

依 Wieacker 所述，對於歐洲法秩序之淵源，除羅馬帝國外，作用更深刻的或許是

西方之教會；此外其亦表示，因教會是中世紀最重要之精神力量，也是中世紀最封閉，

卻也最龐大之公共組織，教會之內部秩序根本就是中世紀最有勢力之法秩序，若對教

會欠缺認識，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私法。148
 

     基此，本章係針對自第 1 世紀起，便隨著基督教思想而逐漸開展之初代教會，

探討基督教之由來與興起過程，以及教會法之產生背景。之後，便進入由初代教會基

於聖經所倡導，並成為今後教會婚姻法根源之聖經婚姻觀，並介紹後世影響深遠之教

父們對聖經婚姻觀之闡述，最後，則介紹本時期（1-5 世紀）基督教婚姻觀對同一時期

羅馬婚姻法之影響，俾以瞭解世俗婚姻法與教會婚姻觀併存後之狀況。 

第一節  基督教之興起及初代教會之

發展 

第一項   基督教之興起 

對羅馬帝國而言，其宗教本是相當複雜，原始宗教係隨著農業而生之「自然宗教」，

如家庭神（Lares）、糧食神（Penrates）、門神（Janus）、灶神（Vesta）。進入城邦後則

由祭司負責維持羅馬公民與神祇間之關係，並吸收許多希臘神。奧古斯督為鞏固政權，

更新創「皇帝崇拜」，使羅馬人直接崇拜羅馬精神（Genius of Rome）或羅馬女神（Godness 

Rome），而羅馬皇帝就是羅馬女神之有形代表，故崇拜羅馬皇帝便為崇拜羅馬女神，成

為羅馬之國教。149
 

當羅馬皇帝之「造神」運動方興未艾之時，於羅馬境內出現了另一個與羅馬帝國

                                              
148陳愛娥、黃建輝譯，Franz Wieacker 著，近代私法史，頁 17，頁 53 
149

 王任光，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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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完全不同之宗教，便是基督教。耶穌基督出生時，羅馬帝國已有約 750 年之長久

歷史，且已進入著名之凱撒—奧古斯督統治時期，不再是原始羅馬帝國元老院合議制，

而是歷史悠久而且是強勢之羅馬極權君主統治政權。150
 

耶穌出生於伯利恆（Bethlehem），長於拿撒勒（Nazareth），並無顯赫家世，年 30

方開始外出傳道，跟隨者眾，其中有 12 位稱為使徒（Apostles，天主教：宗徒）。據聖

經記載，耶穌遭自己門徒中之猶太出賣，以耶穌「自稱為神之子」之罪名遭釘死於十

字架上，3 日後復活，升天前向使徒及其他門徒表示：「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

术。」（馬可福音第 16 章 15 節，Mark 16:15，天主教：馬爾谷福音）。 

基督教之基本信仰為「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身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第 3 章 16 節，John 3:16，天主教：若望福音），且

因耶穌基督本身即接受罪人、稅吏之招待，也向妓女傳那「使被擄的得釋放、受壓制

的得自由」之天國福音，故不分種族、身分、階級、學識，只要能認罪悔改，便全屬

「神國子术」，馬上享有屬天之福氣，這對當時貧富懸殊、階級極為不平之羅馬社會，

特別是中下階級之人，帶來一種盼望；對於混亂現實感到失望之知識份子，亦可藉由

基督教信仰重新燃起對未來天國降臨之希望。 

第二項   初代教會之發展 

第一款   從非法團體到國教 

耶穌升天後，其門徒們聚集到耶路撒冷彼得之周圍。起初，門徒們似以彼得（Peter）

為首，竭力廣傳福音，得救之人數與日遽增，但同時也遭到猶太人之迫害，其中有個

名叫保羅（Paul，天主教稱保祿）之猶太人，曾在大馬士革去耶路撒冷之路途上親耳聽

到耶穌對其說話，也因而使其改變宗教信仰，保羅後來成為基督徒中最有能力之傳道

者，並撰寫了新約聖經除福音書外多封書信，當門徒將福音傳到安提阿（Antioch）後，

開始被稱為基督徒（Christians）。151
 

之後，基督徒可能因（一）原始成員多為社會低階之人如奴隸，而被認為係「奴

隸之宗教」，受到上層階級之排斥。（二）拒絕供奉包括神化後之皇帝以及官方之神靈，

認為是對官方甚至皇帝之嚴重不敬。（三）主張婚姻不可解消、守貞與禁慾等觀念，排

斥當時奢靡宴樂之文化，使一般羅馬人民對之亦無好感。這樣一個得罪當時羅馬各種

階級之宗教團體，最終仍使羅馬政府以基督徒係不遵守崇拜皇帝命令之「非法」團體，

加以取締。故自西元 64 年之尼祿皇帝（Nero,37-68）開始至西元 313 年君士坦丁大帝

                                              
150

 王任光，頁 16-17；林鴻信，頁 21-2；楊牧谷主編，當代神學辭典(下)，頁 865-7。 
151

 聖經，使徒行傳（天主教：宗徒大事錄）第 11 章第 2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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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ine the Great, 西元 288-337 年）頒布之米蘭敕令（The Edict of Milan，或稱米

蘭詔書）間之 250 年，產生史稱「教難時期」，為數甚眾之基督徒為堅持不放棄其宗教

信仰而遇難。152
 

西元 313 年，號稱「第一位基督徒君主」之君士坦丁頒布「米蘭詔書」（The Edict of 

Milan,或「米蘭敕令」），使基督徒及初代教會從此與其他公民相同享有法律保障之權

利，無論對教會史或整個歐洲歷史，均有深遠影響。153經整理，君士坦丁受基督教教義

影響之所頒訂之政策有如下數端：154
 

一、 使教會在羅馬帝國中擁有合法之地位，以公款建設教堂。 

二、 豁免教會賦稅與勞役。 

三、 立遺囑者有權指定教會為受益人。 

四、 取消十字架刑，並禁止鯨面刑、禁止犯人於競技場供野獸吞噬，

禁止劍奴決鬥（The Combat of Gladiators）。此乃因人係由上帝之形象所造，

且符人道。 

五、 主日及復活節定為公共假日。 

六、 保障奴隸，使無故殺害奴隸者為兇手。 

七、 保障子女權利，提高婦女地位，使通姦者受重罰。 

八、 基督徒間有爭執，可請主教裁判，承認其判決之效力，此為日後

教會法庭之濫觴。 

接續，於西元 380 年，狄奧多西皇帝（Theodosius，379-395 年）宣布基督教成為

國教，381 年禁止一切外教祭祀；391 年封閉全國廟宇；392 年禁止家庭宗教。狄奧多

西皇帝過世後，羅馬帝國分為東西二國。155
438 年由狄奧多西二世（TheodosiusⅡ,402-450

                                              
152

 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17-20；世界書局編譯所譯，卡爾登‧海士湯姆‧蒙著，世界史中古篇，世界書局，

1959 年，頁 10-11；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

基督時代（The Empire and The Youth of Christianity,1944），頁 314-9。 
153

 「我—君士坦丁奧古斯督，與我—李西尼奧古斯督（註：東羅馬帝國皇帝），我們能在米蘭相會，感覺相當的

愉快。為追求帝國的利益和安寧，我們認為在一切有關大半人類幸福的事中，首推對唯一神明（The Divinity）的

崇拜，對基督徒而言如此，對其他所有國人也無不如此；人人有自由之權去信仰他們所喜愛的宗教；這樣希望我

們以及我們管轄的臣民，在神（The Divinity）的天座前渥蒙祂的寬恕和保佑！因此，我們由於這有益及重大理由，

茲決定：無論國人信奉什麼宗教，基督教也好，其他任何人們所熱愛的宗教也好，信仰自由的權利對任何人絕對

不得遭到干擾。這樣切望我們所樂意遵奉的那個宗教的至高唯一尊神（Supreme Divinity），在一切事上繼續賜予

我們祂慣有的恩惠和祝福。除此外，我們相對對基督徒還應有以下的措施：假如他們以往習慣聚會的地方，且在

先已得到由你們（總督及省長）機構所頒發的書面證明，全部或局部已被我們國庫拍賣或任何他人佔據者，應無

條件歸還，且不得要求任何補償；所有任何困難或異議，皆屬無效。」見羅漁，頁 75。查東羅馬帝國皇帝曾在

米蘭詔書上署名，卻沒有遵守諾言，故該詔書頒布後於東羅馬帝國領土內依舊發生教難，見王任光，西洋中古史，

頁 22。 
154羅漁，頁 76；世界書局編譯所譯，卡爾登‧海士湯姆‧蒙著，頁 22-4。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

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基督時代（The Empire and The Youth of Christianity,1944），頁

325-6。 
155其內容為：「我們切望由朕所治理的所有人民都信奉由聖彼得門徒傳給羅馬人的宗教，一脈相傳直到我們。企

望國人皆追隨具有門徒之德的司祭長（Pontifex Maximus-Supreme Pontiff）達馬蘇（Damasus,376-384），和亞歷山

卓城主教彼得的芳表，他們的工作是根據門徒遺訓及福音教義，深信：父、子、聖靈為惟一神，威嚴相等而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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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頒布之狄奧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規定：156
 

Ⅰ.2.我們的意旨是：凡在我們寬大統治下的人术，都應該繼續崇奉聖彼得傳授

給我們羅馬人的宗教，一如忠實傳統所保持的 ;這宗教也是現任教宗達馬蘇

（Damasus 1,  366-383)和亞歷山大城主教彼得一一位具有宗教熱誠的人一所崇奉

的宗教。根據使徒的訓誨和福音的道理，我們相信父、子及聖神是一個天主，同尊

三位一體。 

    我們命令，凡信奉這道理的應有「公教基督徒」的名號；其他人，照我們

的判斷，既係狂妄不經之徒，應以「異端者」的污名稱之，他們的會所不得擅稱「教

堂 」(Ecclesiae) ；他們將遭受到的，不傴是天主的懲罰，而且，依照天主的旨意，

也是我們法律的制裁。(380 年 2 月 28 日)。 

Ⅱ.1 據稱：公教教士曾受某些異端派的困擾，藉口公共習慣，被逼擔任公職或

收稅員，違反我們賜予他們的特權。今特再命令：如有人再受到此類困擾，應另選

一人替代；上稱公教教士今後應免除此類違法事件...... (313 年 10 月 31 日)。 

Ⅱ.4.任何人均有自由，死時將財物遺留給神聖可敬的教會，其遺囑不應被視為

無效...... (？年 7 月 3 月)。157
 

Ⅱ.10.為使服務教會的各種組織有更多人參加，教士和其助理應予以免稅。他

們不應再繳貿易稅，因為很顯然的，他們得自買賣的利潤係為窮人的好處。我們命

令：他們中從事貿易的人，應免繳一切稅金。同樣，要求他們維持或補充驛車，亦

應該停止。此頂特權，我們亦賜予他們的妻子、兒女、男女傭僕，因為我們命令，

他們亦應該繼續享受免稅。(353 年 5 月 26 日)。158
 

Ⅱ.12.據我們的法律，我們禁止控告主教於法庭，以免給宗教狂熱者不斷控告

的機會，而控告者反利用主教的善良而不致受罰。因此，如有人遭受委屈，應向其

他主教申訴，由主教決定對兩方作適當的審判。(355 年 10 月 7 日) 

                                                                                                                                                        
惟有遵循這律令者，方可成為基督教徒，其餘之人，我們認為他們都是愚頓或白癡（Lunatic and Insame），將被

視為異端份子，他們的聚會之所不可以稱為教堂，且將遭到天誅，因為我們的律令正是順天命而頒發的」，見羅

漁，頁 82；蕭維元譯，培克爾(Robert 1. Baker)著，基督教史略，1989 年，頁 83；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24-25。

王學文譯，M.F.Moris 著，法律發達史，頁 111。 
156

 Theodosian Code, trans. Clyde Pharr,1952,vol.XVI,440-476.引自王任光，西洋中古史史料選譯  第二輯，1993

年，頁 199-203。本法典於羅馬法之重要性為：一、彙整修改羅馬法意見相左，不合時宜部分，並明令引用帕丕

尼安（Papinian）、帕奧魯斯（Paulus）、烏爾平（Ulpian）、蓋尤斯（Gaius）及莫德斯第那斯（Modestinus）等法

學家之意見作為法律之依據，法院亦需依照為判決。二、該法典係於西元 438 年正式頒布。按狄奧多西法典於

425 年即已編纂完成，並以當時西羅馬帝國皇帝范倫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Ⅱ）之名為法典名稱（The Law of 

Citations of Valentinian Ⅱ），因該法典施行後仍橫生諸多適用上之疑難，故狄奧多西皇帝於 438 年提出修正後之

法典版本，稱之為狄奧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適用東、西羅馬帝國。見, Burdick,pp.148-150. 
157

 王任光著作中對此命令之年代便標示「3s1 年」，因難探知其正確數字，故本文以？代替。見王任光，西洋中

古史史料選譯，頁 200。 
158

 按神職人員免服公職，免繳某些稅金，係自 313 年君士坦丁大帝即已開始。該制度一施行，教會很快便擠滿

應徵神職之人，導致都市抱怨服公職人員及稅收均因此欠缺，故君士坦丁大帝大帝只得再規定，凡能勝任市政職

務之人，不得成為神職人員。見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之十：基督時代（The Empire and The Youth of Christianity,1944），頁 325，頁 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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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3.术事訴訟所習用的程序亦應用於教會訴訟，如此，如有牽涉到宗教法規

的某些歧見或輕微過犯發生，應在他們自己的場所，由他們自己教區的會議來處

理；至於一般犯罪行為，則應由一般或特種法官，或較高權力來處理......, (376 年 5

月 17 日)。 

Ⅱ.31.如有人膽敢褻聖，如侵入公教教堂、傷害教士與服務人員、或在禮拜場

所對儀式有所干擾，不論發生什麼情事，均應由城市義會，官員與負責人，以書面

通知當局，並由地方警官作成札式報告，公佈犯罪者之姓名。此外，如犯罪行為出

自群眾，如不能全部，至少指出可知的人名，經過他們的供認，亦可以知道其他同

犯的名字。如此，省長務必知道:對公教會的教士與服務人員，對宗教禮拜及禮拜

場所的不法行為，犯罪人在認罪或被判定罪後應處死刑。省長不應等待主教的告

訴，因為主教的聖德祇知寬宥而不知其它。如有八易害教士與服務人員，對這種有

害社會的罪行提出控訴，或要求重罰犯罪人，不傴是一件許可的事，而且是一件可

獎勵的事...... (398 年 4 月 25 日)。 

Ⅴ.1. 為宗教理由所頒佈的各頂特權，唯有接受公教信仰者始能享受。至於異

端派和裂教徒，依據我們的旨意，不傴不能享受此頂特權，而且應被迫接受各種公

務。(326 年 9 月 1 日)。 

Ⅹ.2.停止迷信，廢除荒唐祭祀。如有違犯我父聖主及本人法律而舉行祭祀者，

將即受到應得的懲罰。(341 年) 

Ⅹ.4.特茲命令，所有廟孙應一律封閉，禁人出入，務使邪惡之徒無由犯法。我

們又命令，任何人不得學行祭祀，違著應死於劍下。我們規定，受此刑者之財產一

律充公。怠法之省長同刑。 

    一切迷信均應澈底消除，但我們願意，所有城外建築及廟孙仍讓其繼續存

在，不受拆除，因某些戲劇、娛樂、競賽等，既導源於某一廟孙，並對羅馬人已長

期提供娛樂表演，此類建築即不應拆除。(353 年) 

同樣之基督教教義，之前信仰者視為犯罪，需進入羅馬競技場在民眾激昂沸騰之

情緒下受野獸吞咬，或與重大罪犯一般釘上十字架，如今信仰上帝遂成為成為法律上

之義務，歷史之渺然與難測，可見一端。 

第二款   初代教會之組織 

初代教會之基督徒會先在私人房舍集合，形成類似猶太人會堂（Synagogue）之形

式，每個集會稱為 Ekklesia—等同希臘人民聚集於市政府之稱呼。159
 

                                              
159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基督時代（The Empire 

and The Youth of Christianity,1944），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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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上開處所聚集之人數增多後，依照提多書（Titus，天主教：弟鐸書）第 1

章第 5 節，保羅（Paul）囑咐提多：「…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設立長老」。是故，

王任光指出，基督教原是「都市宗教」，其信仰之傳播，係以城市中之猶太人為對象，

故當聖彼得和聖保羅每到一城，先訓練一批幹部人員，直至他可以獨當一面時，即立

其中之一為「主教」（Bishop）或「監督」（Episcopus），其他為「長老」（Presbyter or priest），

共下又有「輔祭」或「輔佐」（Deacon，或稱會吏160），然後使徒們才到另一都市繼續

傳道。主教轄區以市為中心，後來逐漸向郊區擴展；每立一教堂，由長老負責，稱為

「堂區」（Parish），而主教所治區域則稱「教區（Diocese），教會初期，各教區除直屬

於創立使徒外，彼此間並無隸屬關係，更無所謂最高中央組織之存在。161
 

當各城市之教會均大致成形後，為信仰及禮儀之統一，以及教會綱紀之維持，一

個更高權威之豎立乃是刻不容緩。故從西元 3 世紀起，羅馬各城市之主教習慣以召開

集會之方式來解決共同問題，此方式逐漸形成慣例。此外，人數越來越多之主教亦需

要管理與彼此協調，故於 4 世紀時，便有了管理主教與各省內教會之大主教

（Archbiship,Metropolitans）。在主教或大主教之召集下，常以宗教會議（Synod,Council）

來研商共同事項之處理方式，會議又分省區（Provincial，只代表一省）、包括東西教會

（General）以及對所有基督徒均有拘束力之大公會議（Ecumenical）。162
 4 世紀末，主

持此種教務會議（Council or Synod）之人逐漸成為主教之首，又因羅馬城係整個帝國

之首都，故羅馬之主教即被公認為整個教會之領導者，稱為教宗或教皇（Pope, 源於拉

丁文 Papa-Papacy，原意為「父親」），此外，尚有幾個都市之主教，或因環境之特殊，

或因直接為使徒所創立，便將這些主教稱為「宗主教」（Patriarch）。 

依天主教之說法，羅馬教宗之權力係直接繼承自使徒彼得（天主教：伯多祿），因

耶穌曾對彼得說：「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

權柄不能勝過他。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綑綁的，在天上也要綑綁；

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馬太福音第 16 章第 18-19 節，天主教：瑪竇

福音）。至此，初代教會組織可謂已然成形。163
 

                                              
160世界書局編譯所譯，卡爾登‧海士湯姆‧蒙著，頁 15。  
161監督與長老最初之區別是不明確的，之後監督之地位向上提昇而成為後世主教(Bischof)之前身，長老之地位則

比監督低而單單是輔助監督(但有不同意見)；至於執事，剛開始不過是做監督或長老的輔助事務，主要是處理病

患、窮人之救濟事務。參栗生武夫，同前註，頁 178；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26。而「監督」係當時社會之普

通名稱。於城市中各政務院職員都有此稱號，或被上級監督遣來之執事人員也被稱為 Episkoipoi，從此可見教會

係承襲了當時社會之法律與體制。見劉志明，教會法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神學論集 4，1970 年，頁 239。 
162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一：拜占庭伊斯蘭

及猶太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Byzantine Zenith, 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Judaic Civilization,1950 ），頁 67-8。 
163

 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26-7；羅漁，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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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教會法之由來及法源 

第一款   教會法之由來 

除建構教會之組織外，初代教會亦開始進行教會法典（Canons）之蒐集與編纂。

而‖canon‖ 一字之原意即指規則、標準或權威。164
 

今日之天主教教會法典，係「作為一代表教會立法之主要文獻，並以啟示及傳承

之法制和立法傳統為依據，以維持個人及社團生活，以及教會本身活動之必要秩序。

因此，對教會而言，法典不僅包括教會之神聖創始者所定之基本體制，或由使徒傳承

及其他古老傳統而來之體制，以及付託與教會之三種職務之執行法則外，教會還必須

制定一些其他之行事法則。」165
 

惟回溯至 2000 多年前，教會法最初之萌芽，可説是源自於耶穌基督自己之教導。

例如依馬可福音第 1 章第 15 節、馬太福音第 21 章第 12 節、路加福音第 19 章第 4 節

等章節之記載可知，耶穌不只是説教，還訂立律法並處罰。爲使信徒過愛、信仰、克

己、正義之新生活，耶穌便時時有對他們加諸以法與刑之必要。又如馬太福音第 28 章

第 19 節、馬可福音第 16 章第 15 節之記載，耶穌對 12 個使徒宣講遺嘱時，均教他們

不但成爲教師（Lehrer）並同時爲裁判官（Richter）。因此，12 個使徒在耶穌死後遊歷

四方，並在各地設立教會、訂定基本組織之同時，也開始訂定信徒們應遵守之道德或

法律規範。換言之，使徒係教會之開創者，亦為教會法之立法者。故所謂教會與教會

法由耶穌開始，自係因使徒而實際使之發生。166
 

此外，自從教會初期就有習慣收集、彙整教會規則之習慣，以便使人知道、應用

與遵守，此點對神職人員尤為重要。例如則肋司定教宗（Coelestinus Papa）於西元 9

年 7 月 21 日寫信給阿布里亞和和卡拉布里亞地區主教們之信函中勸告說：「任何一位

司鐸不得不知法律條文」。167因此，便出現如第 1 世紀之「主之訓導」（Didache），該訓

導至第 3 世紀之便有拉丁文本，為現存最早之教會規則集成，匯總了教會禮儀和紀律

等方面之各種規章。其分為 16 章，前 10 章主要論及宗教禮儀制度，後 6 章陳述基督

徒之行為規範和教會法紀。 

接續，於 225 年前後編纂之「使徒傳統」（Apostolic Tradition），及第 4 世紀之「使

                                              
164

 Burick,p.172. 
165

 天主教法典  拉丁文—中文版，頁 11。 
166栗生武夫，「教會法の法源」同氏著『法の変動』，頁 176 至 185 頁；關於教會法時期之劃分，参閲久保正幡 阿

南成一「教會婚姻法」宮崎孝治郎郎編集『新比較婚姻法Ⅲ』，勁草書房，1978 年二刷，頁 821 至 826；

Burdick,pp.172-3. 
167天主教法典一拉丁文中文本，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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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律令」（Constitutiones Apostolorum,Enachtments of the Apostles），則收錄了 4 世紀各地

區主教所頒布之法令，並添加尼西亞會議（325 年）之決議及教父之書信內容，為第一

部以宗教會議及教父書信彙整之教會法令。168至於上開規範之編纂地，均在今日之敘利

亞，而最後公諸於世之文字，則多經由召開宗教會議（如西元 341 年之安提阿 Antiochia

會議）加以確認。早期教會法之內容，多集中在教會紀律事務，敬拜之行為，以及基

督徒間彼此應有之關係。169
 

綜上，針對初代教會教會法之起源與演變，劉志明神父表示：「從初生的教會到初

期的教父，我們很難指出法律如何演變，只能說，當時法律的形成，最容易瞭解的恐

怕就是個當時的具體原因影響了某一方面，之後才對整個教會形成一項決定性的法

則。」170
 

第二款   教會法之法源及編纂 

吾人亦得自教會法法源（The Sources of Canon Law）之角度來認識初代教會之教會

法。依布朗德吉（Brundage）之見解，此時期之教會法法源係來自以下數端：171
 

一、會議決議（Conciliar canons）： 

個別主教或總主教為處理該地區所生之事務，可使用召開教區會議或省級會議之

方式。一旦涉及全體基督教世界，具有普世性性質之事務，教宗便會召集所有主教或

重要神職人員以會議方式研議。而上開會議討論之結果一旦對外宣布，便稱為會議決

議，而成為教會法之主要法源之一。 

二、教宗之教令信函（Decretal letters） 

就主教針對個別案件之處理結果，可藉由上訴至羅馬由教宗進行最後之決定，而

教宗對該案件撰寫之決定或回復稱為教令，通函所有教會知悉者稱為教令信函，現知

最早之教宗教令為 385 年由教宗西里奇烏斯（Siricius,384-399 年）所撰。教宗之教令信

函於教會法源之地位係與宗教會議之決議相等，並在第 5 及 6 世紀前，就開始蒐集教

宗所頒布之教令信函。 

三、信仰基督教之羅馬皇帝頒布之法律或教令： 

當教會成為羅馬帝國之國教後，教會獲得合法性，對教會法之性質也起了很大的

變化。以往教會法被稱為「不法之法」（Unlawful Law），現在則成為「合法之法」，並

                                              
168

 Berman, Law and Revolution,p.199；Brundage James A.,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 p.40.據教會法史學界夙有盛名之潘尼頓（Kenneth Pennington）表示，布朗德吉之著作為第一

本探討歐洲社會法律專業人員，包括律師、法官等制度之起源，以及其專業領域、身分、教育與工作內容之著作；

彭小瑜著，頁 18-20。 
169

 Brundage , Ibid.,p.41；雷立柏（Leopold Leeb）編，拉—英—德—漢法律格言辭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頁 308。 
170

 劉志明，頁 239。 
171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 pp.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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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已得到國家之承認而成為法秩序之一部。因此，信仰基督教之羅馬皇帝進而針對

如教會之司法管轄權、教會之配置與組織、教士之權利義務，甚至如婚姻、土地等世

俗事務，均曾頒布法律或教令（詳第四項所述），此部分亦屬教會法之來源。 

四、教父之著作： 

按初代教會教父包括聖耶若米（約 345-420 年）、聖盎博羅修（Ambrose 約 339-397

年）與聖奧古斯丁（354-430 年），其等對基督教信仰之闡釋（有關教父及教父對基督

教婚姻之闡釋請見本章第 4 節），均被教會視為權威而成為教會法之一部分。 

上開法源所構成之教會法，其資料與內容均日益增加，對主教與教士來說，實難

期待其能於浩瀚之法源內找出切實可用之依據。為此，對每一項法源，主教或其助手

便以該法源之作成者加上節錄後之內容作為編纂教會法之基本單位，按此規則依序編

定，俾提供使用者能更輕易地查詢其所需要之依據，並瞭解教會之主流意見。172
 

第四項   基督教國家化與國家基督教化 

從西元 313 年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詔書起，基督教會便逐漸進入羅馬之政府體

系，此轉變將基督教從一相當弱小之緊密連結被迫害者組織，搖身一變成為蓬勃發展，

官方支持所羅馬帝國之政府分支機構。4 世紀末，羅馬政府更開始去迫害異教徒與其他

非基督徒，如同基督徒不久前所受遭遇一般，而此時，基督教更成為羅馬法中所明示

之國教。 

不過，於現實生活中，教會領袖很快發現，縱使身為羅馬之國教，仍亟需一個有

效之管理系統來處理教會本身之事務，故教會不僅很快地使自己融入羅馬法下之政府

運作與組織，並將之運用於初代教會組織之建立（見前項第二款所述），主教成為具有

公共功能之角色，管理相當多資源及掌控日益增加之政治上權利，政府更賦予主教司

法權限，使主教所為之判決等同於市民法之判決。不過，教父們與早期之宗教會議均

禁止教士們以「辯護人」（Advocate）173之身分參與市民法院之實際操作，查士丁尼並

將此禁令立入帝國法律中。174
 

在此同時，羅馬政府本身也如同教會逐漸轉變中。至 4 世紀末時，教會業成為帝

國中之不容忽視之力量，無論教會之利益與目標羅馬政府是否認同，各省省長甚至羅

馬皇帝，對主教所提出之意見與政策均無法不再正視。此種教會需適應國家之組織及

                                              
172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44.本文認為，查士丁尼於

529 年頒布之羅馬法大全亦屬此種編纂方式（作者、出處、內容摘錄），故法制演變上，係由教會影響羅馬法大

全抑或反之，仍待釐清。 
173

 ―Advocate‖係羅馬時代之法律人，與法學家不同，其係代表當事人進行訴訟（法學家原則上係提供意見供法官

參考）。依照烏爾平（Ulpian）之意見，Advocate 係於法官前辯護，或反對對造所提出之意見，其目標就是確保

當事人之勝訴，綜上，本文將 Advocate 譯為辯護人。見, Brundage ,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 2008,pp.23-5. 
174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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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模式，國家權力為同化教會也需調整其作法之雙重轉變，對雙方均造成重大

之影響。 

在國家方面，從君士坦丁皇帝開始，便使市民法院（Civil Courts）承認並執行宗教

法院之判決。雖然一開始於主教法院所適用之程序相當簡易，但也逐漸地與市民法院

之程序接軌，故於 376 年，羅馬帝國法律規定教會法庭應與市民法院適用相同之程序。
175

 

除司法程序外，羅馬帝國更發布了許多之教令與法律，其內容係有關教會之配置、

管轄以及職制等，使國家化之教會成為國務之擔當者。栗生武夫認為，此時之羅馬帝

國國家業成為除教會本身以外之另一之立法者，由羅馬帝國制定出法律則謂國家教會

法（Staatskirchenrech）。而教會，則成為擔當帝國教化與救貧之國務擔當者。176
 

對教會之神職人員而言，至 400 年時，主教成為一個需賣力工作之重要官方角色

以及靈性上之領導者，在此種扮演世俗與聖職之雙重角色下，4 及 5 世紀間之主教成為

擁有權力、榮耀並承擔重責之人，少數高級教士（Dignitaries）、輔祭（Deacons）或其

他教士也開始分擔此種轉變下之權利與義務。177
  

最後，於此時期國家法與教會法，也開始去面對並處理教會與政府間之關係，特

別是兩者間之司法管轄界限。其次，因教會之財產與收入所產生之有關財產取得、管

理、稅賦與本質等問題亦均含有世俗與宗教之成分。另婚姻與家庭部分，諸如對於上

層階級之婚姻，婚姻之不可解消與離婚等議題，亦為另一教會法與市民法均作規範且

會產生抵觸之法律領域。其餘雙方爭論之焦點尚有如對性道德，劇場與公共娛樂，應

否服軍職，奴隸制度，貿易與金融，甚至契約法等。178
 

賀立斯特（Hollister）認為，基督教國家化後，基督教不再如以前那麼熱情，亦不

像以前般獨立，且自此開始，基督教信仰遂依附於帝王之喜惡。179
 

                                              
175

 Cod Theod.1.27.1;Cod Theod.16.2.23.見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 p.42 and note 157-158. 
176栗生武夫，法の変動，頁 185-6。 
177

 Brundage, Law,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p.77-8. 
178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43. 
179

 Hollister,,p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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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督教婚姻觀之來源：聖經

與傳統 

第一項  聖經簡介 

在人類歷史上來看，沒有任何一本書，像聖經這樣地被宰殺、考察、查緝、毀謗。

也沒有什麼哲學、宗教、心理學、古典或詩詞書籍曾經歷經過這麼多之攻擊，人們對

其中之每一章、每一行、以及每一個字，都不肯輕易放過。有趣的是，也有人可能將

其一本文學作品， 一本以色列之歷史書，一本類似神話之記載、甚至是一本不應在繼

續存在於世上之書來看待。180而聖經，係提供整個基督宗教思想及生活所仰望之最重要

來源，謹從以下三個方面簡要介紹： 

第一款  聖經之作者 

聖經是由 40 多位作者寫成，例如，猶太人摩西（Moses，天主教：梅瑟） 曾被法

老之女養育成人，但之後卻反而變成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之領袖；約書亞（Joshua，天

主教：若蘇厄）是繼摩西之後，以色列人之領袖；撒母耳（Samuel，天主教：撒慕爾）、

以賽亞（Isaiah，天主教：依撒意亞）、耶利米（Jeremiah，天主教：耶肋米亞）、以西

結（Ezekiel：厄則克爾）、約拿（Jonah，天主教：約納）等為先知（Prophet）； 大衛（David，

天主教：達味）、所羅門（Solomon，天主教：撒羅滿）父子為君王；但以理（Daniel，

天主教：達尼爾） 是宰相；阿摩司（Amos，天主教：亞毛斯）是個牧人；彼得（Peter，

天主教：伯多祿）與約翰（John，天主教：若望）原本都是漁夫；馬太（Matthew，天

主教：瑪竇）是稅吏；路加（Luke，天主教亦稱路加）則是醫生。至於撰寫大部分新

約聖經之保羅（Paul，天主教：保祿）則是個羅馬公民，擅長製作帳棚。而猶大（Jude，

天主教：猶達）則是耶穌之親弟。上述作者共歷時約 1,600 年，方共同將聖經寫作完成。
181

 

                                              
180死於 1778 年之法國著名的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在生前即預言，在他死後一百年，基督教將不復存在，人們

只能從歷史書上讀到它而已，參閱韓偉等譯，麥道衛(McDowell Josh)著，鐵證待判頁 28，1994。 
181

 
181聖經，聖經公會在香港發行。聖經台語漢字本，聖經公會，台灣，1996。聖經，新國際版研讀本，更新傳

道會， 1996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intern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以下稱 NIV 版)。輔仁神

學著作編譯會，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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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聖經之內容 

    聖經（Scriptura Sacre,The Sacred Writing,Biblia,Bible）係自希臘文之「書」字。

一般而言，聖經係包含正典（Canon）及次經。所謂正典（Canon）係由「葦」這個字

而來（英文為 cane，希伯來文為 qaneh，希臘文為 kanon），而「葦」係古代衡量之尺度，

後來做「標準」解。於基督教信仰中， Canon 係被認為是一套可作為信仰與準則之書

目。182今日之聖經包括摩西 5 經、歷史書 12 卷、詩歌與智慧書 5 卷、先知書 17 卷等共

39 卷；新約部份則有包括四福音、使徒行傳、書信 21 卷、與啟示錄共計 27 卷。然而，

天主教之聖經舊約則有 46 卷。183
 

    至於次經，則從希臘文之 apokruphos 而來，原義是「隱藏之事物」，184在此係

指不符被認定作為正典標準，卻仍與新舊約之正典思想有關之經文。是否接納次經為

正典，在東正教、天主教與更正教間，曾產生歷史上源遠留長之爭議，但對於更正教

而言，從清教徒於英國逐漸得勢，並在偉斯敏斯德信條（Westminster Confession）指出，

次經只是人之著作，地位不能與正典相比後，此一見解為大多數新教教會所接受。因

而英國聖經公會遂發展出不發行包含次經在內之聖經版本之原則，因此今日更正教之

聖經版本中並無次經之存在。185
 

第二項  傳統 

第一款  何謂傳統 

傳統（Tradiction），天主教稱為「聖傳」，指教會信仰、教理、禮儀和聖經之傳承。

遠在新約聖經尚未問世前，教會就教導人遵守耶穌所吩咐的一切，而在此時之教會流

傳之教導（道理、文獻、教父著作、禮儀、習慣）中，有的列入新約，有的雖未直接

列入，教會仍視為至寶，保存至今。186
 

其次，天主教道明會士伊偉斯‧康嘉（Yves Congar）在其著作「傳統與諸傳統」

（Tradition and traditions）中將傳統分為兩層意涵：第一、教會中所傳信息基本而不可

改變之要素，它甚至可比擬新約裡之福音宣講，是上帝託付給教會之基本福音信急如

                                              
182楊牧谷，當代神學辭典(上)，頁 179；韓偉等譯，麥道衛(McDowell Josh)著，頁 41。 
183

 聖經，思高聖經學會，1988 年。其理由則為更正教（新教）係採希伯來文聖經版本;而天主教則採希臘文之聖

經版本，參閱前述聖經，頁 1；羅漁，頁 21。 
184韓偉等譯，麥道衛(McDowell Josh)著，頁 47。 
185楊牧谷主編，當代神學辭典(下)，1997 年，頁 1048。 
186

 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頁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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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禮、大使命等，康嘉先生將此稱為英文大寫之 Tradition. 第二、教會中受時間、文化

制約之某種觀點，包括教會組織、儀式、倫理、語言等觀點，此種康嘉先生稱為英文

小寫之 tradition。亦等同於每個人之宗教經驗。187
 

承上可知，基督教思想，係由基督徒們依照所接受之教會傳統或基於各人宗教經

驗，對聖經或其他與聖經有關之經文經由認識、詮釋與應用後所得出之一切整體之組

成。婚姻觀，自屬其中之一部分，而最早之基督教徒係從猶太主義，而非從當時其他

說法如天啟論者（Apocalypticism），承繼了豐富之婚姻傳統。188若依康嘉先生之定義，

此部分之傳統係屬小寫之 tradition。 

第二款  初代教會承繼之傳統 

依上定義，則初代教會創立時所承繼之婚姻傳統，最重要者，厥為記載於舊約聖

經內以色列始祖及君王們之「一夫多妻」及「休妻」。 

第一目  一夫多妻 

早期希伯來傳統之家眷結構，如同近東民族一般，係一夫多妻制度。有能力供養

之男性會同時有數名妻子與妾，而一夫一妻制常出於財產上之短缺，而非一種原則。189
 

一、亞伯拉罕（Abraham，天主教：亞巴辣罕） 

以色列民族之始祖，有「信心之父」稱號之亞伯拉罕，於舊約聖經第 1 篇創世紀

（Genisis）第 16 章第 1 至 3 節記載：「亞伯蘭（亞伯拉罕未改名前之名）的妻子撒萊

（Sarai，天主教：撒辣依）不給他生兒女。撒萊有一個使女，叫做夏甲（Hagar，天主

教：哈加爾），是埃及人。撒萊對亞伯蘭說：『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

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亞伯蘭聽從了撒萊的話。於是亞伯蘭的妻子撒萊將使

女埃及人夏甲給了丈夫為妾。190」第 25 章第 1 至 2 節：「亞伯拉罕又娶了一妻，191名叫

基土拉（Keturah，天主教：刻突辣）。基土拉給他生了心蘭、約珊、米但、米甸、伊施

巴和書亞」。因此，亞伯拉罕共娶 3 妻。192
 

                                              
187林瑞隆譯， Daniel J. Adams 著，聖經解釋學導論，東南亞神學院協會台灣分會，1979 年，頁 165。 
188

 Hunter, Daved G. , Marriage in the early church,1992,p.2. 
189

 Brundage, Law,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52. 
190

 夏甲所生之子以實瑪利（Ishmael）最後雖遭撒萊趕出家門，卻是今日阿拉伯人之始祖，見創世紀第 21 章第

12 至 21 節。 
191

 個 人 認 為 ， 若 依 N.I.V 版 本 聖 經 ， 則 夏 甲 與 基 土 拉 均 屬 亞 伯 拉 罕 之 妻 （ wife ）， 見  Holy 

Bible,N.I.V.,1995.p.16,p.19，故中文和合本聖經將夏甲翻譯為「妾」，基土拉翻譯為「妻」之原因為何，似難理解。 
192亞伯拉罕之兄拿鶴（Nahor）也娶妾流瑪（Reumah），見創世紀第 22 章第 2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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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雅各（Jacob，天主教：雅各伯） 

    亞伯拉罕之孫（其父親為以撒，Isaac，天主教稱：依撒格），上帝多次應允以

色列民族將自他一人而生之雅各，據創世紀第 29 章第 16 節至 24 節，及第 30 章 1 至 9

節之記載：「拉班（Laban，雅各之舅父，天主教亦稱拉班）有兩個女兒，大的名叫利

亞（Leah，天主教：肋阿），小的名叫拉結（Rachel，天主教：辣黑耳）。利亞的眼睛沒

有神氣，拉結卻生得美貌俊秀。雅各愛拉結，尌說：『我願為你小女兒拉結服事你七年。』

拉班說：『我把她給你，勝似給別人，你與我同住吧！』雅各尌為拉班服事七年；他因

為深愛拉結，尌看這七年如同幾天。雅各對拉班說：『日期已經滿了，求你把我的妻子

給我，我好與她同房。』拉班尌擺設筵席，請齊了那地方的眾人。到晚上，拉班將女

兒利亞送來給雅各，雅各尌與她同房。拉班又將婢女悉帕（Zilpah，天主教：齊耳帕）

給女兒利亞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亞，尌對拉班說：『你向我做的是什麼事

呢？我服事你，不是為拉結嗎？你為甚麼欺哄我呢？』拉班說：『大女兒還沒有給人，

先把小女兒給人，在我們這地方沒有這規矩。你為這個滿了七日，我尌把那個也給你，

你再為她服事我七年。』雅各尌如此行。滿了利亞的七日，拉班便將女兒拉結給雅各

為妻。拉班又將婢女辟拉（Bilhah，天主教：彼耳哈）給女兒拉結作使女。雅各也與拉

結同房，並且愛拉結勝似愛利亞，於是又服事了拉班七年。 

耶和華見利亞失寵，尌使她生育。利亞懷孕生子，尌給他起名叫呂便（Reuben，

天主教：勒烏本，尌是『有兒子』的意思）。因而說：『耶和華看見我的苦情，如今我

的丈夫必愛我。』她又懷孕生子，尌說：『耶和華因為聽見我失寵，所以又賜給我這個

兒子。』，於是給他起名為西緬（Simeon，天主教：西默盎，尌是『聽見』的意思）。

她又懷孕生子，起名為利未（Levi，天主教：肋未尌是『聯合』的意思），說：『我給丈

夫生了三個兒子，他必與我聯合。』她又懷孕生子，說：『這回我要讚美耶和華』，因

此給他起名叫猶大（Judah，天主教亦稱猶大，尌是『讚美』的意思）。這才停了生育。

拉結見自己不給雅各生子，尌嫉妒她姊姊，對雅各說：『你給我孩子，不然我尌死了。』

雅各向拉結生氣，說：『叫妳不生育的是  神，我豈能代替祂作主呢？』拉結說：『有

我的使女辟拉在這裡，你可以與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這孩子。』

拉結尌把她的使女辟拉給了丈夫為妾；雅各便與她同房，辟拉尌懷孕，給雅各生了一

個兒子。拉結說：『  神伸了我的冤，也聽了我的聲音，賜我一個兒子』因此給他起名

叫但（Dan，天主教：丹，尌是『伸冤』的意思）。拉結的使女辟拉又懷孕，給雅各生

了第二個兒子。拉結說：「我與我姊姊大大相爭，並且得勝」，於是給他起名叫拿弗他

利（Naphtali，天主教：納斐塔里，尌是『相爭』的意思）。利亞見自己停了生育，尌把

使女悉帕給雅各為妾…。」193
 

                                              
193這對姊妹（加上她們使女）間之子大戰結果，利亞生了 6 男 1 女，拉結生了 2 子，利亞之使女悉帕生了 2 子，

拉結之使女辟拉也生 2 子，見創世紀第 35 章第 23 至 2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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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雅各共娶 4 妻。 

三、摩西（Moses，天主教稱「梅瑟」） 

帶領以色列族出埃及，頒訂十誡及摩西律法之埃及王子摩西，根據出埃及記

（Exodus，天主教：出谷記）第 2 章第 21 至 22 節之記載：「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

人把他的女兒西坡拉（Zipporah，天主教：漆頗辣）給摩西為妻。」而民數記（Numbers，

天主教：戶籍紀）第 12 章第 1 節亦記載：「摩西娶了古實（Cushine，天主教：雇士）

女子為妻」。由上可知，摩西共娶 2 妻。 

四、大衛（David，達味）及所羅門（Solomon，撒羅滿） 

在以色列族中地位崇高之王大衛，依照聖經撒母耳記上（1 Samuel，天主教：撒慕

爾紀上）18 章第 27 節之記載：「於是掃羅（Saul）將女兒米甲（Michal，天主教：米加

耳）給大衛為妻。」，之後撒母耳記上第 25 章第 40 節：「大衛的僕人到了迦密見亞比

該（Abigail，天主教：阿彼蓋耳），對她說：『大衛打發我們來見妳，想要娶妳為妻。』」

第 43 節：「先娶了耶斯列人亞希暖（Ahinoam，天主教：阿希諾罕），她們兩人都作了

他的妻」。此外，按撒母耳記下（2 Samuel）第 3 章第 2 至 5 節之記載，大衛更娶了包

括瑪迦（Maacah，天主教：）、哈及（Haggith，天主教：哈基特）、亞比她（Abital，天

主教：）及以格拉（Eglah，天主教：）等 4 名妻子。最後，依撒母耳記下第 11 章記載，

大衛先與他部屬烏利亞（Uriah，天主教：）之妻拔示巴（Basheba，天主教：）發生性

關係，設計將烏利亞害死，再娶拔示巴為妻。總計，大衛共娶 8 妻。 

撰寫聖經中智慧之書「箴言」（Proverbs，天主教：），並有「極大的智慧聰明和廣

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測量」，大衛之子所羅門，除娶了法老之女兒為妻外，依列王記

（1 King）第 11 章第 3 節之記載「所羅門有妃七百，都是公主；還有嬪三百。」，上開

數字恐為以色列諸王之最。 

第二目  休妻 

古代希伯來文化中，除一夫多妻外亦有休妻之傳統。 

申命記（Deuteronomy，天主教：）第 24 章第 1 節至第 4 節：「人若娶妻之後，見

他有什麼不合理的事，不喜悅他，尌可以寫休書交在他手中，打發他離開夫家。婦人

離開夫家後，可以去嫁別人。後夫若恨惡他，寫休書交在他手中，打發他離開夫家，

或是娶他為妻的後夫死了，打發他的前夫，不可在婦人玷污之後再娶他為妻，因為這

是耶和華所憎惡的，不可使耶和華你神所賜為業之地被玷污了。」 

經查，於摩西之時代，依當時其他異教之社會風俗，當男人於證人面前說：「我休

了我的妻子」，或對妻子說「妳不再是我的妻子」後，就完成了離婚之手續，此時，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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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能帶走的就是她身上之衣服、頭飾，而無法從原先與丈夫共組的家庭中拿到什麼。

故色列丈夫欲與妻子離婚時，應如何處理，摩西進一步將休妻之條件限制於妻子有「不

合理的事」方可為之。 

從之後被擄分散太人常用之休書，可以略窺早年摩西規定休書之概況： 

七日的第____天，一月的第____日，創世以來的第______年，在____城，我

_______的兒子，願意毫無限制的讓我的妻子_______，_______的女兒，自由離去，

並答應給妳自由權，可以改嫁給任何自己喜歡的男人。從今以後，沒有人可以妨礙

妳，妳已獲准嫁給任何男人。根據摩西和以色列的律法，這是我給妳的休書，也就

是妳得釋放信件，得自由的證書。 

見證人:______的兒子_____________ 

見證人:______的兒子_____________ 

何謂「不合理的事」，猶太法典（Mishnah）中記載了拉比（猶太教教師）對此之

一段討論：「沙麥（Shammai）學派說：若不是為妻子的不貞，人不可休妻，因為經上

說：見他有什麼不合理的事，才可如此行。但希利（Hillee）學派說：女方不善烹調，

男人也可休妻，因為經上說，見他有什麼不合理的事。拉比亞克巴(Rabbi klba)說：丈

夫發現別的女人比元配美麗，也可休妻，因為經上說他不喜悅他，就可休妻。」194承上，

所謂「不合理的事」，似可認為即丈夫主觀上認為不合理均屬之，且於希伯來傳統中，

此種休妻純屬男性特權。 

第三目  小結 

對於希伯來（以色列）傳統中先知（如摩西）、族長（亞伯拉罕、以撒）與君王（大

衛及所羅門）之一夫多妻制度，本文認為，此係由人性主導下所發展之婚姻傳統，聖

經予以記載並非表示上帝允許此種一夫多妻制度。 

其次，就摩西於舊約中闡釋之「休妻」方式，新約中耶穌便解釋其緣由：「法利賽

人說：『這樣，摩西為甚麼吩咐給妻子休書，尌可以休她呢？』耶穌說：『摩西因為你

們的心硬，所以許你們休妻，但起初並不是這樣。』我告訴你們，凡休妻另娶的，若

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尌是犯姦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 

                                              
194

Brundage, Law,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53；馮錫剛譯，卡爾‧朗尼(J.Carl Laney)著，破除

離婚的迷思一從聖經觀點看離婚與再婚，大光傳播有限公司，1994 年，頁 48。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

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一：拜占庭伊斯蘭及猶太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Byzantine Zenith, 

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Judaic Civilization,1950 ），頁 565-9，對希伯來文化及猶太法典婚姻部分論述甚詳。例如：

「家庭之禍，來自妻子；因此作丈夫的應尊重妻子。」、「一百個女人作證只等於一個證人之效力」、「男人有個惡

婦在家，就永遠不會下地獄」，認為猶太法教士非常恐懼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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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朗尼（Laney）認為摩西並非設立離婚之制度，而是對那些被丈夫遺棄的妻

子，提供以下保障：（一）擁有離婚證書。（二）免去家庭責任。（三）日後再婚，可免

受前夫之干涉，得以自由。195天主教教理則認為「天主給梅瑟（即摩西）的法律旨在保

護女人，反對男人任意支配女人。」196
 

第三節  聖經之婚姻觀與誡命 

聖經除記載古老希伯來文化中一夫多妻與休妻之婚姻傳統外，本文認為，聖經並

具體載明包括「婚姻之由來」、「婚姻之本質」、「婚姻之成立」、「婚姻成立後之關係」

及「婚姻之解消」等婚姻觀及誡命（Decree,Commandment）。最後，則探討一旦違反聖

經對婚姻之誡命時贖罪之道。 

首先，聖經第一篇，舊約之創世紀第 2 章第 18 至 25 節便明示：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天主教思高聖經

中譯為:人單獨不好，我要給他造個與他相稱的助手）。之後，耶和華將各樣走獸與

飛鳥帶到亞當面前，亞當為一切牲畜、空中飛鳥與野地走獸都取了名字，卻沒有遇

見配偶幫助他。於是，耶和華神使亞當沈睡，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來。

用亞當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亞當跟前，當亞當一看到女人時，說：

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因

此，人要離開父朮，與妻子連合（天主教思高聖經: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為一

體。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上述經文至少包含以下基督教婚姻觀重點：第一、婚姻之由來係因「耶和華神說：

那人（即男人亞當）獨居不好」（第 2 節）。第二、婚姻之成立係在上帝見證下所舉行

之儀式婚。第三、婚姻之本質乃「人要離開父朮，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第四、

婚姻成立後之關係乃「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第 24、25 節）等。故

將創世紀此部分之聖經經文稱為聖經婚姻觀之源頭，似無過份。  

基此，謹以上開經文輔以其他聖經經文，以「婚姻之由來」、「婚姻之本質」、「婚

姻之成立」、「婚姻成立後之關係」及「婚姻之解消」等結構敘明聖經之婚姻觀。197
 

                                              
195馮錫剛譯，卡爾‧朗尼(J.Carl Laney)著，頁 18-24。 
196

 天主教教理，頁 386。 
197

 關於聖經經文之詮釋（Exegesis），從猶太時期（西元前 1 世紀）之米大示(Midrash)釋經法，即以經文之輕重、

類比、單一經文為基準、共相與殊相、以其他經文為旁證等「以經解經」之方法至教父時期之寓意法（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與字義法等，請見林瑞隆譯，Daniel J.Adams 著，聖經解釋學導論，1979 年，頁 20-68；溫儒彬譯，

華德凱瑟（Walter C. Kaiser）著，解經神學探討，中華福音神學院，1988 年，頁 30-39。故本文於構築聖經婚姻

觀之體系時，係選擇聖經中字義上與婚姻有關之經文（包括字義與寓意），作為「婚姻之由來」、「婚姻之本質」、

「婚姻之成立」、「婚姻成立後之關係」及「婚姻之解消」等各結構項目之內容。其次，就體系結構與經文，本文

與個人碩士論文時亦有不小之差異，見葉光洲，頁 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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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婚姻之由來： 那人獨居不好 

根據聖經舊約創世紀之記載，上帝以 7 日創造天地及人後「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

好」，但那位用地上塵土所造成之男人亞當（Adam，天主教：），被上帝安置於伊甸園

後，出現了聖經第一個「不好」之情況：「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It is not good, 

Es ist nicht gut, 良くない），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創世紀第 2 章第 18 節）。 

為何男人亞當獨居不好？鄺炳釗認為，對照創世紀第 1 章第 27 節，上帝乃是照著

自己之形象造男造女，故僅有亞當而無女性，無法形成一個「好」字。198就此，本文認

為，從創世紀第 1 章，上帝看著祂所創造之物均認為係「好」或「甚好」，唯獨亞當「不

好」，關鍵便在亞當係「獨居」。而「獨居」為何不好，或因亞當一人存在於世，別無

任何同類之伴侶時，令亞當之心思意念或行為與上帝當初創造亞當之初衷不符，遂生

「不好」之果。 

面對此種「不好」之獨居生活，上帝提出之解決方式，便是為亞當尋找一個合適

之幫助者。依創世紀之描述，先是「各樣走獸與飛鳥帶到亞當面前」，當這些動物仍無

法成為適合亞當之幫助者時，上帝便用亞當身上所取出之肋骨造成一個女人，讓亞當

一看到便說出「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兩人遂締結「離開父朮，與妻子連合，

二人成為一體」之婚姻。 

第二項  婚姻之本質 

如上所述，人類第一對夫妻所締結者，係「人要離開父朮，與妻子連合，二人成

為一體」之婚姻。經查，除創世紀第 2 章第 23 節外，同樣經文尚在馬太福音第 19 章

第 5 節、馬可福音第 10 章第 7 節、以弗所書第 5 章第 31 節均重複出現。麥偉恩（Wayne 

Mack）表示這是聖經中神在論及婚姻，唯一一句重複 4 次者，因此，這句話代表著神

為著婚姻所設下之藍圖，故鄺炳釗亦稱此乃觀乎婚姻之重大宣言。199
 

第一款  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 

「離開父朮，與妻子連合」為聖經婚姻觀所提出之第一項婚姻本質。經查，亞當

與夏娃均親自由上帝所造，故兩人締結婚姻時，似無一般人類社會概念之「父母」存

                                              
198鄺炳釗，頁 251。 
199何傑瑩譯。麥偉恩(Wayne Mack)著，更深的合一基督徒的婚姻，1993 年，頁 1；鄺炳釗著，天道聖經註釋創世

紀(卷一)，天道書樓有限公司，1997 年，頁 249。本文認為，若將哥林多前書第 6 章第 14 節也算出（請見本節第

二項第一款「並不羞恥之性關係」），聖經應出現 5 次兩人一體之婚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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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言。故聖經所指之「離開父母」，其適用之對象似指亞當與夏娃後之人類婚姻，而

不包括亞當與夏娃。其次，「連合」一詞源自希伯來文，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動詞，含有

「因愛而死纏不放」之意（參閱創世記第 34 章第 3 節），夫妻兩人因愛連合而成為一

體，直到死亡才分開。200
 

又，結婚之男女為何需以「離開父母」為第一要務，鄧敏認為:「要結婚的男女，

結束過往對父母的依戀和依賴，轉而為對配偶的依戀並負起責任。」201
 麥克（Mack）

則認「離開父母」指子女與父母關係之徹底改變，包括：一、過自立的生活。二、對

配偶之意見與習慣之尊重優先於父母。三、人際關係上，要以自己和配偶之關係為首

要。202至於離開父母與聖經中十誡所說「孝順父母」有無抵觸，懷特（Wright）則認：

「離開父母的重點是脫離與父母以往之關係；而孝敬父母則是向父母致以敬意，承認

父母養育之恩是永難回報的，因此任何與親人斷絕往來，不尊重父母、不關懷父母或

祖父母生活所需之行為，都是與神的話背道而馳的。」203 

經查，中文聖經「因此，人要離開父朮，與妻子連合」，於 NIV 聖經版本係記載為

「For this reason a man will leave his father and mother be united to his wife」，另 KJV 聖經

版本(King James Version)則記載為「Therefore shall a man leave his father and his 

mother…」，故就上開經文，本文認為包括以下意涵： 

一、離開父母之理由，係出於先生與太太係「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之親密關係，

此為上帝放在夫妻體內，如天然磁鐵般之預先命定。 

二、離開父母之目的，係為與妻子進行那帶有至死方止之愛情連合，若無先離開

父母，將不能完成此種結合。 

三、執行「離開父母」之主體為丈夫，而非妻子。 

第二款  夫妻成為一體 

由聖經中「兩人成為一體」僅出現在對夫妻關係之描述，本文認為，該段經文文

字顯示夫妻關係之親密性，其內涵有以下數項： 

第一目  最親密之人類關係 

此種「兩人一體」（become one flesh）之關係，即耶穌於新約馬太（Matthew，瑪

竇福音）福音第 19 章第 6 節所稱：「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

而亞當斯（Adams）表示，此不僅指夫妻間之性結合，更表示兩個人因此成為一個人。

                                              
200鄧敏，頁 44；鄺炳釗，頁 250。 
201

 鄧敏，天長地久，1994 年，頁 27。 
202何傑瑩譯。麥偉恩(Wayne Mack)著，頁 2-3。 
203鄧敏，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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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另齊南（Keenan）則認為，成為夫妻之雙方本由一體而分（即：夏娃係由亞當身上

之肋骨所造），並再一次於婚姻中合為一體。205根據聖經之記載，此種「成為一體」之

描述僅用於夫妻之關係上，而未見於其他如父母子女、家族、宗族等關係上，故其另

一重要含意，則是顯示夫妻關係係人類中最親密關係。杭特（Hunter）則認為「成為一

體」係婚姻在上帝創造計畫中之起源之教導，更成為基督徒面對否認婚姻好處時之有

價值源頭。206
 

第二目  一夫一妻制 

鄺炳釗認為，在夫妻兩人「成為一體」之情況下，怎可再與另一人「成為一體」，

故可見創世紀之作者認為婚姻是一夫一妻制。陳終道牧師則認為，上帝只為亞當造一

個夏娃，並沒有造兩個，因此神的旨意就是要一夫一妻「成為一體」。207
 

至於此處之一夫一妻制與希伯來傳統之一夫多妻制有無扞格，藍姆（Ramm）認為，

對一夫一妻制之詮釋，需按歷史之角度，從整本聖經上帝啟示之漸進性來看。故雖於

創造之始，上帝便藉由聖經之作者宣示一夫一妻之理想制度，但在舊約時期，因人類

在論理與神學（即:對神的認識）上尚屬幼稚，故一夫一妻制之婚姻理想是要到新約時

期才清楚地被說明出來，因此，我們不能拿舊約中的人物多妻（如：摩西、大衛）來

認為今日社會吾人也可以倡導一夫多妻制。208
 

第三目  異性婚制 

本文認為，「合為一體」之第三層意義，係宣告夫妻之性關係，應由男女兩性來完

成而非同性，故婚姻係由異性婚所構成而非同性婚。不惟寧是，若與同性發生如夫妻

般之性關係，為上帝所憎惡，此有利未記（Leviticus，天主教：肋未紀）第 18 章第 22

節：「不可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的。」及羅馬書（Romans，天主

教亦為羅馬書）第 1 章第 26、27 節中:「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

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

此貪戀，男和男行可恥的事....。」可資參照。 

                                              
204馮錫剛  沈強譯，傑伊、亞當斯(Jay E.Adams)著，婚姻輔導學 談結婚、離婚與再婚，大光書局出版， 1988

年，頁 35-6。 
205

 keenan, A. and Ryan, J., Marriage A Medical and Sacramental Study, 1955,p.216. 
206

 Hunter ,p.3 
207鄺炳釗，頁 250、254；陳終道，聖經中的得勝者，舊約人物選解，1998 年，頁 21。 
208詹正義譯，藍姆(Bernard Ramm)著，基督教釋經學，1996 年，頁 4、189、19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3 

第四目  表彰基督與教會之關係 

最後，夫妻間之兩人一體關係，更為表彰基督與教會間之關係，此有以弗所書

（Ephesians，天主教：厄弗所書）第 5 章第 31 至 32 節：「為這個緣故，人要離開父朮，

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祕，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可徵。 

第三款  生養眾多 

上帝以 7 天創造天地萬物，於第 6 天時，依創造創世紀第 1 章第 27 至 28 節之描

述：「神尌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著祂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尌賜福給他們，又對

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此外，當大洪水將第一批人類及地

上各類之活物均除滅，上帝於創世紀第 9 章第 1 節，對唯一存活之挪亞（Noah，天主

教：諾厄）一家人說：「你們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依上開經文所示，本文認為，

「生養眾多」係上帝對祂所賜福之男女，以及本為夫妻之挪亞一家人所設立之男女結

合之目的，而婚姻本即上帝安排且賜福之制度，應無疑問，故「生養眾多」應可認作

婚姻關係所衍生之另一本質及目的。 

第三項  婚姻之成立 

第一款  儀式婚 

當上帝「用亞當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後，創世紀第 2 章第 22 節記載，

上帝「領她到亞當跟前。當亞當一看到女人時，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

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學者韋斯特曼（Westermann）認為

亞當描述夏娃之說，翻譯為今日用語即：「我終於找到了！」209
 

經查，聖經並無記載夏娃第一眼見到亞當後之反應，故難遽認夏娃對此樁由上帝

安排之婚姻有做出任何意思之表示。惟從經文中有關「領她到亞當跟前」，彷彿父親（或

其他長輩）牽著女兒之手並交給新郎般之描述，加上亞當與夏娃係於上帝見證下完成

婚姻，亞當並於當場表達對結婚一事之意思（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據此似可認為，

聖經對婚姻之基本設計係採需有一定程序，有見證者，以及當事人需在此程序中表達

婚姻意思之儀式婚。 

                                              
209鄺炳釗，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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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信仰相同 

根據聖經舊約出埃及記（Exodus，出谷紀）之記載，當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

及後，上帝就不斷地告訴以色列人不可與沿途各異教信仰之女子通婚，如在出埃及第

34 章第 15 節：「又為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為妻，他們的女兒隨從他們的神，尌行邪

淫，使你的兒子也隨從他們的神行邪淫。」 

至以色列人在埃及之曠野漂流 40 年後，終於可以進入上帝所應許之迦南美地前，

已年屆 120 歲之摩西於舊約申命記（Deuteronomy，天主教亦為申命紀）第 7 章第 1 節

至 4 節，繼續強調：「耶利華你的神領你進入要得為業之地…從你面前趕出許多國术…

都比你強大。…不可與他們結親，不可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也不可叫你的兒子

娶他們的女兒，因為他必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去事奉別神。」 

接替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之約書亞，於年近 110 歲，將與列祖同睡前夕，

在舊約約書亞記（Joshua，若書厄）第 23 章第 12 節，繼續提醒新一代之以色列人，若

他們與鄰近諸國之人彼此結親、互相往來之後果，就是「神必不再將他們從你們眼前

趕出；他們卻要成為你的網羅（Snare）、機檻（Traps），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

們在耶和華你們  神所賜的美地上滅亡。」 

就連大衛王的兒子，上帝表示「在你之前沒有像你，在你之後也沒有像你的。」

之所羅門（Solomon,撒羅滿），雖然在年輕登基時曾信誓旦旦地帶領以色列人向耶和華

表示願意順服並遵守上帝誡命（列王記上第 8 章第 22 節至 61 節，1 King,8:22-61）但

當他享盡了一生之榮華富貴後，除了原配之外，還戀愛許多非以色列族之女子，生平

總共擁有妃七百、嬪三百。因此，耶和華上帝在列王記上第 11 章第 11 節表示：「你既

行了這事，不遵孚我所吩咐你孚的約和律例，我必將你的國奪回，賜給你的臣子。」 

而舊約聖經最後一卷瑪垃基書（Malachi，天主教：瑪垃基亞），於第 2 章第 11 節

至 12 節亦提及：「猶太人行事詭詐，並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之事，

因為猶太人褻瀆耶和華所喜愛的聖潔，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為妻，凡行這事的，無論

何人，尌是獻供物給萬軍之耶和華，耶和華也必從雅各的帳棚中剪除他。」 

不過，舊約路得記（Ruth，天主教：盧德），整篇均記載與以色列人信仰不同之摩

押（Moab，天主教：摩阿布）女子路得，於她的以色列丈夫死後，以色列婆婆拿俄米

（Naomi，天主教：納敖米）催促路得改嫁，路得卻表示：「不要傶我回去不跟隨妳。

妳往那裡去，我也往那裡去；妳在那裡住宿，我也在那裡住宿；妳的國尌是我的國，

妳的神尌是我的神。妳在那裡死，我也在那裡死，也葬在那裡。除非死能使妳我相離！

不然，願耶和華重重地降罰與我。」（路得記第 1 章第 16 至 17 節），最後路得再嫁給

丈夫之親族成員波阿斯（Boaz，天主教：波阿次），成為以色列最偉大之君王大衛之曾

祖母，該血統並一路延續至耶穌基督（見馬太福音第 1 章第 5 節至 1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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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所示，本文認為，縱使路得本屬具異族信仰之妻，但路得係於告白將以婆婆

之信仰為自己之信仰後，方得到上帝祝福，再嫁給以色列人波阿斯為妻，故於舊約聖

經中，似仍以夫妻均應事奉耶和華上帝，擁有共同信仰，方為上帝所許之婚姻，否則，

均為上帝所嚴格禁止。210
 

於新約中，與婚姻雙方信仰有關之經文，乃保羅（Paul）於新約哥林多/格林多後

書第 6章第 14節所提：「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Do not be yoked together, 

NIV 版本）…。」 

經查，保羅寫作當時，軛係置於兩頭驢（馬）或牛之肩上，故同負一軛之牲畜對

彼此欲前進之方向無法一致，自難順利完成工作，故有認為保羅撰寫本段經文，本意

原欲告誡哥林多教會之信徒，勿與非信徒合作，避免破壞信徒間之合一；211但陳終道牧

師認為，本段經文雖未特別指明，但因哥林多城有一些人之男女關係紊亂，故一定可

適用於婚姻，另鄧敏係直接將此段經文列為聖經之婚姻觀。212
 

本文認為，哥林多後書第 6 章第 14、15 節「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

軛。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基督和彼列（尌是撒旦）有什

麼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麼相干呢？」旨在闡述信徒因接受基督信仰後，本

質上與未接受信仰者差異頗大，更難在與基督信仰有關之信念、看法與價值觀上有任

何交集，故凡與基督信仰有關之真理（如：耶穌是神的兒子）、信念（如：我信上帝，

創造天地之獨一真神）及制度（如：洗禮與擘餅），信徒與非信徒間並無產生共識之可

能。故由上帝創立之婚姻制度，係包括原理（「兩人一體」）、信念（「神所結合的，人

不能分開」）與制度（儀式婚）等層面，當屬無法與非信徒「共負一軛」之項目，應無

疑問。 

綜據上述，從聖經舊約至新約，均一致性地認為，信仰不同之雙方不可締結婚姻，

故基督教婚姻之締結，係以信仰相同為要件。 

第四項  婚姻成立後之關係 

第一款  夫妻間之性關係 

第一目  並不羞恥 

當亞當與夏娃成婚後，依創世紀第 2 章第 25 節所示：「當時夫妻兩人赤身裸體，

                                              
210

 本文此處見解與個人於碩士論文寫作時不同，碩士論文係認「於舊約中，當外邦人並無使以色刊人之信仰產

生轉向之虞時，此二者之婚姻是神所許可甚至意愛的;反之，則為神所嚴格禁止。」見葉光洲，頁 30-1。 
211聖經，新國際版研讀本，更新傳道會，1996，頁 2201；吳羅瑜等六人譯，證主聖經手冊，福音證主協會，香港，

1993 年，頁 599。 
212陳終道，哥林多後書  新約書信讀經講義，1988 年，頁 135；鄧敏，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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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羞恥」。經查，舊約中赤身裸體常與性行為相連結（如：利未記第 18 章213），更多

象徵羞恥，如以賽亞書（Isiah，天主教：依撒意亞）20 章第 4 節：「照樣，亞述王也必

擄去埃及人，掠去古實人，無論老少，露身赤腳，現出下體，使埃及蒙羞。」而於上

帝所設立之婚姻內，夫妻雖「赤身露體」卻「並不羞恥。」 

何謂「並不羞恥」，紀博遜（Gibson）認為係指：一、兩個人主觀上就像小孩子一

樣，並不覺得『赤身裸體』這件事有何不妥。二、夫妻也沒有讓對方覺得羞恥。這也

是婚姻關係中最重要之部分，即「尊重對方」，不使對方覺得羞恥。三、夫妻間不以性

行為為羞愧，而是將其作為可以全然享受之美好關係。四、並非只有一次性行為「並

不羞恥」，而是恆常、每次都不覺羞恥。214
 

本文認為，最初上帝係看亞當獨居「不好」，便創造最適合亞當之幫助者夏娃，之

後，夫妻無論於精神或肉體上，係處於無任何溝通障礙，互相深深吸引，既單純又熱

情之「兩人一體」境界，故「並不羞恥」之感受，係上帝安置於夫妻間，作為彼此性

關係之原始設計機制，並堪為測試人類性關係之最佳試劑，換言之，只有婚姻關係中

夫妻之性關係，才存在「並不羞恥」之感受。 

第二目  不可姦淫 

雖上帝原本創造之夫妻性關係乃於伊甸園中「赤身裸體，並不羞恥」之純真美好，

但因亞當夏娃之犯罪，這罪進入夫妻性關係後，帶來「姦淫」之果。 

因此，舊約出埃及記第 20 章記載，當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後，到了西乃山

（Mount Sinai，天主教亦同），上帝頒布 10 條誡命（The Ten Commandments），其中，

第 7 誡（天主教為第 6 誡）告訴以色列人「不可姦淫」（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其次，新約馬太福音第 5 章第 27 至 28 節，耶穌說：「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

淫。』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尌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她犯姦淫了。」希

伯來書（Hebrew，天主教亦同）第 13 章第 4 節：「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污

穢，因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審判。」及哥林多前書第 6 章第 15 至 16 節：「豈不知你

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我可以將基督的肢體做為娼妓的肢體嗎？斷乎不可。豈不

                                              
213

 利未記 18 章第 6 至 19 節：「你們都不可露骨肉之親的下體，親近他們。我是耶和華。不可露你母親的下體，

羞辱了你的父親。她是你的母親，不可露她的下體。不可露你繼母的下體；這本是你父親的下體。你的姊妹，不

拘是異母同父的，是異父同母的，無論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她們的下體。不可露你孫女或是外孫女的下

體，漏了她們的下體就是露了自己的下體。你繼母從你父親生的女兒本是你的妹妹，不可露她的下體。不可露你

姑母的下體，她是你父親的骨肉之親。不可露你姨母的下體；她是你母親的骨肉之親。不可親近你叔伯之妻，羞

辱了你叔伯；她是你的叔伯母。不可露你兒婦的下體，她是你兒子的妻，不可露她的下體。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

下體；這本是你弟兄的下體。不可露了婦人的下體，又露她女兒的下體，也不可娶她孫女或是外孫女，露她們的

下體；她們是骨肉之親，這本是大惡。你妻還在的時候，不可另娶她的姊妹作對頭，露她的下體。女人行經不潔

淨的時候，不可露她的下體，與她親近…」。 
214馬鴻述譯，紀博遜(C. L. Gibson)者，每日研經叢書  創世紀註釋上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1993 年，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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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與娼妓連合的，便是與她成為一體嗎？因為主說：二人要成為一體。」 

對上開經文，本文擬自二方面敘明： 

一、性關係之獨佔性 

「姦淫」，天主教亦稱為「邪淫」，認為係違反「潔德」或「貞潔」之罪，並發展

如數量及種類眾多之內涵。215新教學者多認為姦淫係指「與配偶以外之人發生性關係」。
216本文認為，若以希伯來書第 13 章第 4 節：「床也不可污穢」（…the marriage bed kept 

pure,….NIV 版本）及哥林多前書第 6 章第 15 至 16 節：「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

體嗎？我可以將基督的肢體做為娼妓的肢體嗎？斷乎不可。豈不知與娼妓連合的，便

是與她成為一體嗎？因為主說：二人要成為一體。」217，來解釋舊約十誡中「不可姦淫」，

似可得出所謂「姦淫」（Adultery），係指「對配偶以外之人/物發生性之結合」，按於夫

妻「二人一體」之婚姻本質下，任何與非配偶之人/物為性結合，均破壞原本僅能由配

偶共享之「一體」關係。 

職此，在「不可姦淫」之誡命下，「性關係」限縮至僅在夫妻間才能存在，故性之

結合主體係由夫妻雙方獨佔，不能以其他人或物代替。 

二、性關係之忠實性 

夫妻除不可與配偶以外之人/物為性結合外，依耶穌於馬太福音第 5 章第 28 節說：

「凡看見婦女尌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她犯姦淫了」，更將「不可姦淫」之要求提

升至「動淫念」之主觀意念層次。 

對此，史密斯（Smedes）認為，「不可姦淫」之誠命要求我們： 

作一個孚約的人 

按成為一個看重與另一個人成為伴侶之約定，而看輕天性中可能有之擴展自我性

衝動之權利。因為，守約，也許是人類之所以會與其他動物有所區別之最大奧秘，人

類會彼此約定，也會彼此守約。當在婚禮上，面對著不可知之未來，將來與妳約定的

人也會改變，你們的環境也會改變。更糟的是，發現原來妳/你答應要跟他/她廝守致死

                                              
215

 包括主觀之內心邪淫，以及客觀之姦淫（Fornicatio）、通姦（Adulterium）、強姦（Stuprum）、略姦（Raptus）、

親姦（Incestus）、瀆姦（Sacrileguum，指除邪淫之罪外，尚褻瀆聖地、聖事或聖物，如有神職神品之人自己或與

他人犯邪淫）、遺精（Pollutio）、雞姦（Sodomia）、獸姦（Bestialitas）等，見張希賢，倫理神學綱要，1964 年，

頁 167-77；天主教教理，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社，1998 年，頁 535-47。 
216對於「不可姦淫」，鄭慧姃譯，納比爾（B.David Napier）著，出埃及記註釋，平信徒聖經註釋(3)，1993 年，頁

144 認為係侵害婚姻關係，與未婚男女之通姦；蘇穎智，出埃及記一出生入死之路，生命信息系列，1997 年，頁

165，認指任何婚姻外之性行為；盧俊義，出埃及記的信息(下)，1998 年，頁 339-40，則指男女間不正常之關係；

思譯，胡意宜著(F.B.Huey,Jr.)著，出埃及記，天道研經導讀，1996 年，頁 86，則稱不可姦淫只不可侵犯婚姻之忠

誠。 
217保羅撰寫此段經文之背景，係當時之哥林多城乃供奉亞富羅底特女神，並以宗教之名鼓吹嫖妓，全盛時期女神

廟廟妓數目高達一千人，故希臘文中之「哥林多化」係與「放縱情慾」同義。哥林多教會處於此種環境下，致信

徒將飲食與淫亂均視為人之本能，故保羅極力地加以反駁，指出此乃世人之觀念，不是基督徒之觀念。見陳終道，

哥林多前書，新約書信讀經講義，1987 年，頁 146 頁；聖經，更新傳道會，頁 2157；吳羅瑜等六人譯，頁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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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象，在某方面來說根本不是妳/你想要的人時，「不可姦淫」之誡命告訴我們，要反

抗整個文化，因為文化可能會慫恿我們不要以過去之約定來拘束自己，而要將眼前之

需要與將來之可能性作為第一選擇。但誡命仍無聲地說：輕看自己的需要，調整未來

之可能性，尊重過去曾答應應要在婚姻中成為一名伴侶之約定。218
 

第三目  合宜相待 

既然性關係僅能發生於配偶間，那應該如何為之？哥林多前書（Corinthians1，天

主教：格林多）第 7 章第 1 至 5 節：「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我說）男不近女倒好。

但要免淫亂的事，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自有自己的丈夫。丈夫當用合

宜的份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應如此。妻子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夫

也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虧負，除非兩相情願，暫時分

房為要以後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著你們情不自禁引誘你們。」 

因此，保羅認為夫妻間仍維持兩人一體之性關係，於性事上亦應彼此「合宜」相

待 

第二款  愛與順服 

夫妻婚後除性關係外，彼此應如何對待，以弗所書（Ephesians，厄服所）第 5 章

22 至 31 節記載甚詳：「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為丈夫是

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

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札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

捨己。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可以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

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

子；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總是保養顧惜，札像基督待

教會一樣，因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有古卷加：尌是他的骨他的肉）。。為這個緣故，

人要離開父朮，與妻子連合，兩人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

會說的。然而，你們每人都要愛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 

由使徒保羅撰寫之以弗所書，其目的在於告訴以弗所教會信徒有關「基督與教會

之關係」與信徒間彼此「合一」之關係，219因此，保羅在此引用一般人最容易瞭解之「婚

                                              
218

 張實賢、柯美玲、馬倩平合譯，史密茲(Lewis B.Smedes)著，祇是道德，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8 年，頁

242-53 頁。 
219

 以弗所為當時小亞細亞之大城，城內有世界 7 大奇觀之亞底米女神廟，而對在以弗所教會之信徒，保羅希望

藉著以弗所書傳達福音之合一性，消弭當時存在於猶太人與未信主之外邦人間之隔閡，見聖經，更新傳道會版，

頁 2223；陳終道，加拉太書、以弗所書，1987 年，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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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以他自己得自上帝之領受，說出丈夫與妻子之合一關係，其本質係如同基督與教

會本為一體般之「極大奧秘」，此一說法經由教父奧古斯丁援用後，成為天主教將婚姻

視為聖事（Sacrament）之理論基礎（詳後述）。 

其次，如何達成夫妻間之合一關係，對丈夫，保羅提出丈夫是「妻子的頭」，需要

「愛妻子」以及「如愛自己一樣」之要求；對妻子，則提出「順服丈夫」如同「順服

主」之要求。 

第五項  婚姻之解消與再婚 

對於類似近代婚姻法之「離婚」，聖經中係以「分開」、「離棄」、「休妻」等名詞來

描述，本文係以「解消」（Dissolve）作為描述婚姻關係是否終結，配偶可否再婚之總

括概念。而對婚姻是否可解消，以及因一定理由使夫妻分離後可否再婚，聖經中均有

具體之記載。 

第一款  耶穌：婚姻不可解消 

馬太福音（Matthew，瑪竇福音）19 章 3 至 8 節：「有法利賽人來試探耶穌，說：『人

無論甚麼緣故都可以休妻嗎？』耶穌回答說：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並且說：『因

此，人要離開父朮，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因耶穌基督明確表明「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經由初代教會教父之闡揚及確認，

遂奠定了天主教此後主張婚姻不可解消之最重要依據。而採此一主張之理由，乃因婚

姻制度於上帝創造時，係使「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簡言之，婚姻之所

以不可解消，係因婚姻乃上帝所創造之「兩人一體」關係。 

第二款  保羅（保祿）：分離後不可再婚 

哥林多/格林多前書第 7 章 10 至 11 節：「至於那已經嫁娶的，我吩咐他們；其實不

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說：妻子不可離開丈夫，若是離開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

夫和好。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 

雖耶穌具體明確地表示「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但對於違反此種誡命之人應如

何處理方符合上帝心意，保羅（Paul）提出「妻子不可再嫁」還有「或是仍同丈夫和好」

之選項，而不論選擇何者，結果均是「不可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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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因信仰不同之夫妻分離 

接續上開經文，保羅在哥林多/格林多前書第 7 章 12 至 16 節表示：「 我對其餘的

人說（不是主說）：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願和他同住，他尌不要離棄妻

子。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願和她同住，她尌不要離棄丈夫。因為不信的丈夫

尌因著妻子成了聖潔，並且不信的妻子尌因著丈夫（原文是弟兄）成了聖潔。不然，

你們的兒女尌不潔淨，但如今他們是聖潔的了。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尌由他離去

吧！無論是弟兄，是姊妹，遇著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 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

你這作妻子的，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這作丈夫的，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妻

子呢？」 

    此處，保羅係針對夫妻婚後僅一方接受基督之信仰時，是否需繼續維持雙方

之婚姻關係，提出解決之道。首先，已接受信仰之人不應離棄該未接受信仰之人，目

的是為使他方配偶「成了聖潔」（Sanctified）。倘若該未接受信仰之配偶因此欲結束夫

妻關係，那也只能任其離去。不過，此時該已接受信仰之人可否再婚？保羅並無說明。
220

 

第四款  妻子淫亂221是否為婚姻解消並可再

婚之原因？ 

一、肯定說 

依馬太/瑪竇福音 19 章第 9 節：「我告訴你們，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

故，尌是犯姦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之文義，耶穌表示於「妻

子犯淫亂」之情況下，丈夫可休妻另娶。而奧古斯丁在「淫亂之婚姻」（Adultery Marriage）

一文中，認為：「論到男人與妻子離婚，上帝我們的主使此理由（按：即淫亂）成為唯

一之例外，可理解的，同樣之原則亦可拘束先生，因妻子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

乃在丈夫，夫也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哥林多/格林多前書 7 章 4 節）。」
222將適用對象更擴大至「丈夫犯姦淫」之情況。 

二、否定說： 

                                              
220

 基督教學者之見解有引用第 7 章第 10 節之「妻子不可離開丈夫，若是離開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

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之經文，認為就算非信徒離開後，信徒也不可嫁娶。見陳濟民，保羅論離婚，陳若愚主編，

離婚與再婚，中國神學研究院，1991 年。至於天主教之看法，於格拉濟亞之法令集有充分之探討。 
221

 有關淫亂（Adultery）之意涵，請見本章第四項第一款第二目「不可姦淫」之說明。 
222

 Augustine,pp.143-5；Brundage, Law,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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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馬爾谷福音 10 章 11 至 12 節記載：「耶穌對他們說：『凡休妻另娶的，尌是犯

姦淫，辜負他的妻子；妻子若離棄丈夫另嫁，也是犯姦淫了。』」路加福音 16 章 18 節：

「凡休妻另娶的尌是犯姦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姦淫。」並無馬太/瑪竇福音所規定

之例外情形，由此可見，只要離婚後之再婚，夫妻均平等地犯了姦淫之罪。223
 

    前二說係單純比對馬太福音與其他福音書之差別所得之結論，為何對同一件

事，馬太會加上「若不是為了淫亂之原因」？教會之意見係從希伯來文法之解釋來看，

認為馬太之限制係後代才加入，故淫亂並非婚姻解消之原因，並逐漸發展成淫亂構成

夫妻分離之原因，稱為分居觀（The Seperation View）。而他方配偶僅能請求別居。224
 

     綜上，本文認為，「神所結合的，人不能分開」為上帝設立婚姻之最基本原

則，該宣告清楚明確，要無不同解釋之空間。故一旦締結上帝所認可之婚姻後，由人

性所發展出之「淫亂」並無法解消由神所結合之婚姻。至於馬太/瑪竇福音之例外，本

文則採天主教之看法，認應以馬可/馬爾谷福音及路加福音之記載為準，而非馬太福音。 

第六項  最大之誡命與救贖 

新約馬太/瑪竇福音第 22 章第 34 至第 38 節，馬可/馬爾谷福音第 12 章第 38 至 34

節，路加福音第 10 章第 25 至 28 節，均記載當有人問耶穌「律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是

最大的呢？」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尌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

綱。」 

一旦違反上帝之誡命，即屬犯罪，解救之道記載於聖經約翰一書第 1 章第 9 節：「我

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

義。」 

以上兩處經文，彷如兩盞明燈，給予在迷濛與低迴之屬世塵念者方向，指引違反

法律、誡命、規則與傳統者救贖之道。因此，就婚姻一事，聖經固然提供諸多要求、

規範與禁止規定。不過，如基督所言，最大之誡命便是愛主及愛人如己，而任何違反

誡命、律例之罪愆均可透過真誠之認罪得著赦免， 

如約翰/若望福音第 8 章第 3 至 11 節所描寫：「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

拿的婦人來，叫她站在當中，尌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札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

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他們說這話，

乃試探耶穌，要得著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

                                              
223

 Duby,p.24. 
224塙陽子，家族法の諸問題(上)，頁 8-9；穆宏志，新約中婚姻的不可解性，神學論集 52，1982 年，頁 327。而

基督教學者則舉出有「淫亂使婚姻無效說」（The Annulment View）及「有限離婚與再婚說」（The Limited Divorce 

Remarriage View）及「自由離婚及再婚說」（The Open Divorce Remarriage View）等不同之見解，見雷建華著 龐

陳麗娟譯，從聖經看離婚與再婚，陳若愚主編，離婚與再婚，中國神學研究院，1991 年，頁 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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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問他，耶穌尌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尌可以先拿石頭打

她。』 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聽見這話，尌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地

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耶穌尌直起腰來，對她說：『婦

人，那些人在哪裏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

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因此，本文認為，上帝透過聖經告訴人們有關婚姻制度之由來，本質，如何成立，

成立後之關係等，其目的並不在藉此劃分出非屬聖經婚姻，或違反聖經婚姻之如何罪

大惡極，乃是希望祂的子民能藉由婚姻此種一男一女之結合，進入一種雖處俗世卻可

與耶穌同在之親密關係。縱使走出上帝設計之婚姻範疇，也可藉著認罪重新回復原始

之狀態，只是，對於身陷私欲苦海之夫妻，如耶穌最後一句話：不要再犯罪了。 

以下，則以初代教會之教父之眼光，呈現他們對聖經婚姻觀之原始詮釋，而教父

意見對於後代之教會而言，除可做為詮釋聖經之權威標準外，更成為後世教會婚姻法

法源之一。 

第四節  初代教會教父之婚姻思想 

第一項  教父之產生 

基督徒從散落之小眾成長至一個有組織之宗教團體，依杜藍（Will Durant）之見解，

需經歷：教規之形成，教義之決定及教會之組織三個階段。225按教會建立之始，只要信

仰認罪悔改並接受洗禮，便能得救，而耶穌之言行即為教徒之生活準則。但經過一段

時間，初代教會之組織成形後，因加入之信徒教育程度參差不齊，對聖經中之教義便

需要更詳細、更確定之解釋，且當基督教越形傳開，無論信徒或非信徒對於教義之疑

問或批評，均需要教會正面之回應、澄清或糾正。因之，神學乃逐漸發展，教父（Father）

亦由之而生。 

對婚姻觀而言，按教會誕生之時，深受羅馬時期之道德家及哲學家所宣揚理念之

影響。在古代文化中，婚姻係與生育子女之目標緊密聯繫，對羅馬而言亦不例外。生

育（Procreation）被視為是公民之義務，而所有適婚年齡之公民均被期待對此做出貢獻。

不過，斯多葛學派（Stoic）則強調婚姻即如配偶間之友誼，並將重點置於婚姻之和諧

性。魯伊尤斯（Musonius Rufus），這位在第一世紀左右任教於羅馬之斯多葛學派哲學

家，認為在婚姻關係中，丈夫與妻子係為一起共同生活並生養子女為目的而結婚，夫

妻應將兩人間所有事物均看作共同，並無任何事物對某人而言係特有或私有，甚至身

                                              
225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基督時代（The Empire 

and The Youth of Christianity,1944），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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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也不例外，而僅僅子女並無法構成婚姻。此外，對性之態度，魯伊尤斯則認為交合

僅在婚姻中有其正當性，並可因生育子女而盡量為之，但僅為享樂而交合，則既不正

當亦不合法，即使婚姻關係中之交合亦同。226
 

此種來自哲學家之新觀點雖然大幅削弱基督教影響之獨立性，卻成為聯繫之後基

督徒與其當時文化之重要橋樑。基督教傳教者如亞歷山卓的革利免，在第 2 世紀末係

直接將上開思想引用為建構基督教婚姻神學之依據，並對第 4 世紀及第 5 世紀初期之

金口若望（John Chrysostom，新教：屈梭多模）及奧古斯丁在如何面對變動之社會及政

治局勢時，便至此尋覓其理想之婚姻道德。 

第二項  赫爾瑪斯（Hermas）227 

現存之第 2 世紀有關婚姻之首次討論係集中於離婚，以及一方配偶死亡或離婚後

可否再婚等議題。最早之文獻係由在羅馬之赫爾瑪斯（Hermas）所編纂之牧人書

（Shepherd）中，而婚姻之論述則集中於該文集之 Mandates 4 一節。文章中，一位象徵

赦罪之天使喬裝成牧羊人，在赫爾瑪斯面前出現，教導其基督教之道德義務。天使首

先表示（Mandate 4 :29.1,32.4）：228
 

我命令你，守護你的貞潔，不可容讓對其他女人之慾望或任何淫念或任何相似之

惡念進入你心。因如此行是犯大罪。若你總是紀念你自己的妻子，你將永不犯罪。但

若此種慾望進入你心，你將犯罪，且若任何相似之惡欲萬一進入，你將犯罪。因為對

神的僕人而言此種慾望是大罪。若任何人犯下如此惡行將自取死路。看啊，你可避免

此種慾望，因為當聖潔存在正直人之心中，放縱將無從進入。 

接著，赫爾瑪斯與天使展開如下問答： 

赫爾瑪斯問：若丈夫逮到信主之妻子與人通姦後，仍繼續與妻子同住，丈夫是否

犯罪？  

天使答：只要丈夫不知道，他就無犯罪。倘若一旦發覺妻子罪行而妻子不僅未悔

改，還持續該淫行，則丈夫若繼續與妻子同住，便是在其妻之罪上有份，並參與通姦。 

赫爾瑪斯問：若這女人持續此種情慾，這男人可如何做？  

天使答：他該休了她，且須獨居。但他休妻再娶其他女子為妻，他自己則犯姦淫 

赫爾瑪斯問：假若，我的主，這被休之妻子悔改且欲重返，先生應否該接納她 

天使答：應該接納，若這男人不接納她回來，他犯罪並給自身帶來大罪，因為必

                                              
226

 Hunter, p.8. 
227赫爾瑪斯，新教稱為黑馬，西元 2 世紀之人。據其自傳描述，原為基督徒奴隸，後得自由，並因某些不正當手

法而致富。在教難之迫害中，得著上帝啟示，真心悔改，著有 Sherpherd（新教：黑馬牧人書；天主教：赫爾瑪

斯牧人書），見輔仁神學著作編輯會，頁 492。 
228

 Hermas, The Shepherd.In Hermas. Le Pasteur, ed.R.Joly,152-62.Sources chrétiennes, vol. 53bis. Paris, 1968.

見,Hunter ,pp.29-32.Hunter 之英文譯文均列於附錄以供參照，本文係譯自英文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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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歡納悔改之罪人歸回。但這樣的次數不能超過一次，因為神的僕人只能有一次之悔

改。所以，為了妻子還有悔改之可能，休妻之男人不應再婚，對姦淫所採取之作法係

男女均適用。通姦不僅發生在人玷污自身之時，亦在其行為如同異教徒行為之時。因

此，若有人持續此種淫行而不願悔改，配偶應與其分離且不與其同居，否則就是與姦

淫有份了。這就是我所命令，無論男女，若配偶之一方與人通姦，他方應單獨居住，

如此悔改才有可能 

赫爾瑪斯問：萬一妻子或先生過世，而生存之一方再婚，該再婚者犯罪嗎？  

天使答：他沒有犯罪，但他若維持單身，將使自己獲得更特別之榮耀及上帝之大

榮光。但若他結婚，他並沒有犯罪。因此，保守你的貞潔與聖潔，使你得為主而活。

從今而後，細查我已說與將要說之話語，從你相信我那天起，我將在你家中與你同住。

你若遵守我的誡命，你先前之過犯均將獲得赦免。若其他人遵守我的誡命並行在純潔

中，將全部都會蒙赦免 

第三項  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229 

自第 2 世紀開始，當基督教首次以不同於猶太主義一種教派出現而引起羅馬統治

者之注意時，基督徒們就紛紛遭到懷疑甚至控訴，常見之表面控訴理由係基督徒藐視

人類、或不夠恭敬而犯罪，甚至指控如亂倫、殺嬰、謀殺等，均為基督徒所為。但背

後隱藏之真正原因，不只是基督教拒絕接受羅馬之宗教，而是基督教將造成羅馬家眷

之轉變。面對此些控訴，第 2 世紀有許多基督徒開始撰寫回應之文章，即吾人所熟知

之護教者（Apologists）。護教者企圖說明基督教之理念及所展現之行為，並闡明並無任

何犯罪情事，而且基督徒係正面積極之知識份子，更可為羅馬帝國帶來道德上之助益。

以基督徒之婚姻道德為例，護教者主張基督徒之婚姻，至少一夫一妻制度之理念，即

可為社會帶來益處。230
 

    除需面對來自羅馬帝國之控訴外，基督教內部在同一時期，也出現諾斯底

（Gnostic）主義231之挑戰。該主義對婚姻之看法，則可追溯至保羅寫給哥林多人之書

信，部分基督徒追求對性及其他不潔之物（如：食物）之禁絕，標榜禁慾主義，並希

望將之加諸他人，因此，諾斯底主義係排斥婚姻。 

    面對上述內憂外患，最具代表性之護教者即為亞歷山卓之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 

革利免是一位在亞歷山卓神學院之院長及教師，撰寫了三套完全不同系列，能讓

讀者經從一開始之無知到最後獲得知識上之啟蒙之論文。而其對婚姻之論述則集中於

                                              
229

 天主教稱克肋孟，或客雷孟，見輔仁神學著作編輯會，頁 186。 
230

 Hunter, p,46；吳圳義，頁 301。 
231

 說明諾斯底之內容、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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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冊之 Miscellanies 中，謹擇其要分述如下：232
 

（ 23. 137） 婚姻是為生育合法子女之男人與女人首宗之法律結合。 

（140） 吾人必須結婚，既是為國家和子女之繼承，且為著世界完成性。 

（6.45） 對那些自稱藉由神聖之自我節制，便可教導別人拒絕婚姻及生養子女，

以及吾人不需再將不幸福之人類帶來世上，並且不需再為死亡提供對象之人，其說法

既褻瀆受造物，也褻瀆了神聖之造物主、全能獨一真神。我必須這樣說，首先，使徒

約翰/若望表示：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尌知道如今是末時了，他

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於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尌必仍舊與我們同在（約翰

一書第 2 章 18-19 節）。故其人之說法將被斥責，因他們曲解構成其說法之明確事證。 

（49） 某些人公開宣稱，婚姻是姦淫並教導婚姻是受魔鬼引介。他們並誇耀自己

是仿效主本身不娶，亦無擁有任何世上事物，因此他們主張比任何人更瞭解福音。對

此種人聖經說：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得/伯多祿一書第 5 章第 5 節）

尤有甚者，他們不瞭解主為何不結婚。首先，主有自己的新娘，教會。其次，主並非

一般人需要肉體上之幫助者，又因永活之主為上帝之獨生子，無須生育子女。 

（58）總言之，我們對婚姻、食物及其他事項之立場為：所為均非出於貪慾，而

傴因確有需要。因為我們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  神生的（參

見約翰/若望福音 1 章 13 節） 。已婚男人需在生育子女上練習自我控制，使他與所愛

之妻子生育子女時，非出於貪慾，而出於一種神聖及貞潔之意念。 

（12.79） 無論人選擇獨身或為生養子女緣故而結婚，必須維持不向次好的屈服。

若人們能忍受其所選擇之生活，他將可從神獲取大利，因他以一種既純真又理性之態

度來實踐自我控制。但他若為求更多之榮耀而太強調教條，則可能會大失所望。正如

獨身一般，在婚姻也有為主而做之明確服務對象及事工，我指的是對於孩子及妻子之

照顧。這種婚姻結合之特徵，似乎就是能使一個人能委身於有機會能表現出對丈夫與

妻子所共同分享之每件家務之完美婚姻，這也是使徒所指，被指定擔任長老（Bishop）

之人需能藉由管理自己之家來學習照管  神的教會（提摩太前書第 3 章第 4-5 節，天主

教：弟茂德）。因此，讓每個人按著他所蒙召之身分來成尌事工（哥林多/格林多前書第

7 章第 24 節），使此人可在基督裡得著釋放並獲得獎賞（哥林多前書第 7 章第 22 節）。
233

 

第四項  聖耶若米（St.Jerome） 

約西元 380 年左右，一位住在羅馬之神職人員約維尼安（Jovinian）開始傳講有關

                                              
232

 Paedagogos. In Clément ďAlexandrie.Le Pédagogoue,ed.C.Mondesert,164,180-8.Sources 

chrétiennes,vol.108.Paris,1965.見, Hunter, p.46,p.47,p.49,pp.50-1,p.52,p,54,pp55-6.Hunter 之英文譯文均列於本文之附

錄以供參照，本文係譯自英文譯文。 
233

 Hunter 認為，在某些方面，Clement 甚至認為婚姻優於獨身，因為獨身者僅在意自己能否得救，相對的，已婚

者必須投身於家務之分擔與管理，後者是更能反映上帝神聖之照顧意旨之表現，見 Hunter,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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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之基督徒與其他獨身之弟兄姊妹本質上在神聖性（Sanctity）並無不同之主張：處

女、寡婦與已婚婦人，一旦已在基督裏受洗，除非她們還從事不同工作，否則價值相

同。此外，約維尼安並不認為獨身（Celibacy）或禁慾（Ascetic）較婚姻優越。此外，

約維尼安並主張基督徒是否真正得救及聖潔，關鍵係在於是否憑信心接受洗禮，而與

有無禁慾或禁吃不潔食物等作為無關，雖此主張隨即受到當時羅馬教宗西里奇烏斯

（Siricius,約西元 393 年）將之判定為異端，但仍繼續傳播開來。234故有名之教父耶若

米235與聖奧古斯丁一方面對約維尼安之意見予以嚴正駁斥外，並各自提出不同之婚姻思

想，二位教父之婚姻思想對後代教會均影響深遠。 

耶若米主張亞當與夏娃於伊甸園中係純潔無暇，兩人係因墮落後，因上帝之詛咒

方為身體之結合，因此所有之婚姻均可詛咒，僅有在重新創造之天堂中方能將婚姻帶

回原始之純潔無暇，故婚姻本身就是一項罪惡，丈夫若過份愛慕妻子，自己就成了通

姦之人，而妻子則因此變成娼妓。在耶若米「反約維尼安」（Adversus Jovinianum）文

章中，高度讚揚貞潔，對婦女及婚姻則多所攻擊。 

耶若米之婚姻思想與日後教宗大額我略（Geogory the Great,590-604）所倡導之婚

姻觀頗多神似之處，後者為眾多修道院及主教法庭所援用，其主張人類社會係由二個

階級所構成，上層階級之人具有自制力，能抵抗來自肉體之試探；另一層階級之人則

陷於婚姻結合之羈絆，而婚姻無可避免將受肉體之樂所玷污。按自從亞當犯罪，男人

便無法自我控制，且無存在沒有樂趣之交合，故一旦結婚就是犯罪，良善與邪惡之界

限就在於自制與結合，亦即獨身與婚姻。236
 

第五項  聖奧古斯丁（St.Augustine of Hippo） 

希波之奧古斯丁（簡稱：奧古斯丁），這位早期拉丁教父中最卓越，且對後世影響

力最大之人，在西元約 401 年時撰寫了婚姻之益處（The Excellent of Marriage）一系列

文章，不僅回應約維尼安及耶若米就婚姻與禁慾之爭論，更闡釋婚姻係人類社會第一

個自然之結合，及婚姻之三項好處，包括生育（Procreation）、忠實（Fidelity）及聖事

（Sacrament）237
 

                                              
234

 ―Those who have been bore again in baptism with full faith cannot be overthrown by the devil.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abstinence from food and receiving it with thanksgiving There is one reward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for all 

who have preserved their baptism.‖由此可知，Jovinian 之神學理論很明顯地係將洗禮（baptism）看做是最重要之事。

是洗禮建立了每一個基督徒之聖潔，而非禁慾之善工。更甚者，洗禮更使每一個教會成為聖潔而非禁慾，因為每

一個人是透過洗禮方進入教會而非透過禁慾，見 Hunter, Resistance to  the Virginal Ideal in Late-Fourth-Century 

Rome:The Case of Jovinian,‖ Theological Studies48(1987)45-64. 
235

 Jeorme（耶若米），在其時代領導群倫之聖經學者，以研究聖經與註釋經文出名。耶氏花了 23 年將聖經從希

臘文修訂成拉丁文，此乃著名之「武加大譯本」(Vulgate Bible)，而被嗣後之西方教會奉為圭臬，並成天主教聖經

之依據。見楊牧谷，當代神學辭典（下），頁 610-1。 
236

 Duby,pp.27-8. 
237

 Augustine, Marriage and Virginity, trans. Ray Kearney, 1999.p.9,pp.14-5, pp.29-32,Hunter, pp.102-127.此部分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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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乃首宗社會結合（Marriage: The First Bond of Society） 

1.1 每個人均為人類之一員，而人類天生具社會群體性，故自然享有友誼之強大利

益與能量。因此，上帝從一人中造出眾人，使眾人不僅因相似種族，且因親屬關係之

束縛而能在社會關係中合一。是故，人類社會之第一個自然結合，就是夫妻。上帝並

非去以獨立個體創造夫妻，再使他們結合而成為一個不同種族之人，而是從一人中創

造出另一人，女人是從取自男人身上之肋骨所造成的，此乃象徵男女結合之力量，以

致於具有共同前瞻性之同行夫妻，得以成為彼此之支柱，進而繁衍後代形成社會，子

女並非僅是夫妻結合，更是兩人在性方面結合所成之榮耀果實，非出於夫妻之聯合，

而出於雙方之性關係。因為，縱使無此種親密之性關係，兩性間可能會存在確實之友

誼關係，以及一方發號司令他方順從之親屬關係。 

二、配偶間之相互忠實（The Mutual Fidelity of Spouses） 

4.4 進而，即使夫妻履行對他方之義務，會被認為有些過份且無適當之拘束力，夫

妻間仍有彼此忠實之義務。使徒認為此種忠實之責任是如此具拘束力，以致於幾乎可

視為一種權柄：妻子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沒有權柄主張自己

的身子，乃在妻子（哥林多/格林多前書第 7 章第 4 節）。當任一方因著本身慾念之驅使，

或是要給其他人承諾，而與別人同寢時，此方便違背了婚約，而不履行忠實之責任就

是姦淫。此種情況已屬背信，且在婚姻事件之底基，就屬靈助益而言，信任具有非常

大之價值，因此，信任應排在維持身體健康，甚至於婚姻生活之前。 

三、為慾念受償之婚姻（Marriage as a Remedy for Sensuality） 

6.6 當履行婚姻義務非出於理性，以致於夫妻並非為生育子女而交合時，使徒允許

此舉可被原諒，並表示該部分並非命令（見哥林多/格林多前書第 7 章第 6 節：我說這

話，原是准你們的，不是命你們的）。因此，即使在該種道德墮落動機下之性行為，仍

因受婚姻之庇護而免淪為姦淫或通姦。此言並非表示該項行為因婚姻而被接受，而是

因為已婚者不僅是在生育子女此種人類第一個社會結合之道德狀態上，夫妻雙方在性

之結合應彼此忠實，而且夫妻在減輕對方軟弱，避免該軟弱之一方有不正當之結合上，

亦負有彼此協助之義務。因此，除非獲得他方同意，否則即使一方欲長久禁慾亦無可

能成立。理由即為妻子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沒有權柄主張自

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哥林多/格林多前書第 7 章第 4 節）。所以，當先生對妻子有所期

待或妻子對先生有所期待時，即使該項期待係基於自身之軟弱或缺乏自制力，而非出

於生育子女之原因，夫妻雙方均不能拒絕對方之要求，若能如此行，當撒旦誘惑時，

他們將不會因一方，他方，或雙方缺乏節制而犯下萬劫不復之罪行。238婚姻中因生育後

代所為之性行為並無犯罪。出於滿足性慾，卻仍與自己之配偶所為之性行為，因仍在

                                                                                                                                                        
文譯文亦請參看附錄。 
238另可參考 Hunter 版本之翻譯― This is to prevent them from falling into damnable seduction at the temptation of Satan 

becausae of the incontinence of one or both of them.‖ 見, Hunter,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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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忠實關係中，屬於可赦免之罪（venialis culpa）239。但姦淫或通姦，則構成致命之

罪。因此，禁絕所有性行為，甚至比為了生育子女而有的婚姻性行為為佳。 

四、一夫一妻制為結合之聖事（Monogamous Marriage Is a Sacrament of Unity） 

18,21 從眾多人中，將興起一心、一意轉向神之一城之民。當走完天路歷程後，不

再有人對其他人隱藏自己想法，且無任何對立事件發生時，人類合一之完美性將會實

現。為此，在這個世代中，經由一男一女之結合，婚姻之神聖性被恢復，故除非是僅

有一位妻子之男子，否則無法被任命為教會之傳道人。對此點瞭解最詳者，極力主張

擁有第 2 位妻子之已受洗者或異教徒均不可被任命（為傳道人）。重點不在於有罪與否，

而在婚姻之神聖性，因為當受洗時，所有之罪均不會被紀念。如聖經所載：你若娶妻，

並不是犯罪，處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參照哥林多/格林多前書第 7 章第 28 節）；他

尌可隨意辦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親尌是了（哥林多/格林多前書第 7 章第 36 節）。

非常清楚顯示，結婚不算有罪。然而，因著聖事之神聖性，已犯罪之女子，縱使受洗

之後，仍無法聖化成為聖處女之一。同理可知，縱使擁有一個以上之妻子之男人沒有

犯罪，他已經失去了獲得聖禮之某些先決條件。這些先決條件並非為獲取良好生命獎

賞，而係為接受教會任命之標記。基此，正如多妻之祖先們預表從萬國中興起之眾教

會將臣服於基督一人，也如我們僅有一個妻子之教會領袖象徵所有人種連結順從於基

督一人，當「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從  神那裡得著

稱讚」（哥林多/格林多前書第 4 章第 5 節）時，將會是完滿的。目前，在將被連結於基

督一人之眾人之中，存在著公開與隱藏之意見不一致，縱使不以寬容相待，屆時所有

爭議均將不復存在。但正如古代一夫多妻之婚姻聖事係表彰天下萬國萬民將歸向神，

吾人此時代之一夫一妻婚姻也是未來我們在上帝之城將連結歸向神之表彰。總結來

說，離開仍活著之丈夫而另嫁他人有如服事二個或更多個主，無論過去、現在或將來

都是不被允許的。棄絕真神而轉向淫亂迷信之他神總是錯的。因此聖徒不會做出如羅

馬之卡多（Cato）所為，仍在世時就將妻子交出，使她可為其他人生子。240我們女人在

婚姻中，聖事之聖化比多產之子宮更有價值。 

五、摘要：婚姻之三種益處（The Three Goods of Marriage） 

因此，對於萬族萬民而言，婚姻之價值在於生育子女及忠實守貞。而對屬神之子

民而言，婚姻亦為聖潔之聖事，故當妻子之丈夫仍然活著時，即使她是被休的，即使

為了生育子女，該女子係禁止再嫁（按：如前述卡多之例）。 婚姻存在之唯一目的，

即是成為聖潔之聖事，縱使此目的無法達成，婚約仍成立，直到夫妻一方死亡，此婚

約才算中斷。這好比任命一位神職人員，其係為建立一群有信心之信徒而被任命，縱

使該結果並未發生，任命之聖事仍存在該受任命者身上。 如果任何人為了一些錯事被

                                              
239

 Augustine,p.59,note.14.Hunter,p.108. 
240

 卡多（Cato）與妻子瑪西雅（Marcia）離婚,讓妻子嫁給友人昆德斯荷坦斯尤斯（ Quintus Hortensius），瑪西雅

並為友人生子。見,Augustine,p.61,note.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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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除，雖不會失去任命，但他將為此終身受審判。因此，使徒見證婚姻之目的係生育

子女。保羅說：所以我願意年輕的寡婦嫁人 （提摩太/弟茂德前書第5章第14節 ）。若

有人問他，為何如此？保羅是這樣回答：生養兒女，治理家務。有關忠實之守貞，經

上記著說，妻子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沒有權柄主張自己的身

子，乃在妻子（哥林多/格林多前書第7章第4節）；同時，有關婚姻為聖潔之聖事，聖經

記載，妻子不可離開丈夫，若是離開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

離棄妻子 （ 哥林多/格林多前書第7章第10至11節 ）。生育子女、忠實守貞及聖事均是

好的，因著前述三種益處，婚姻成為美好的。然而，在此世代，堅守獨身，僅僅順服

主基督，而不去從事肉體上之生育子女等行為，是更好及更聖潔的。不過，人必須依

照聖經所說，為主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主喜悅（哥林多/格林多前書第1章第32節），方

能使用此一自由。換言之，獨身者應在意不應該因獨身而減少其對神之順服。一般而

言，獨身係基本之美德，乃所有其他美德之來源，古代教父們以身體力行此美德。另

一方面，因教父們之公義及聖潔，故毫無疑問能維持在一種獨身之心理狀態，另基於

對上帝之順服，若他們被要求棄絕一切之性行為，亦是可以做到的。當他們能夠放棄

生育子女，即棄絕發生性行為之唯一理由時，若上帝命令或要求他們避免性行為時，

他們會有多樂意啊？ 

第五節  基督教婚姻觀之影響與適用 

第一項  婚姻之成立 

基督教婚姻觀影響羅馬婚姻法之結果之一，便是首次使重婚在羅馬帝國中成為犯

罪行為。當信仰基督教之皇帝統治時，因離婚係除死亡外唯一終結婚姻之方式，且受

基督教影響，離婚之條件更為嚴格（事實上，教會係禁止離婚），故原本羅馬人習以為

常之重婚便首次納入成為一個法律上之課題。241此外，君士坦丁大帝更將同時擁有一妻

一妾之行為亦視為違法，此些轉變均為羅馬法受基督教夫妻間性關係之主張所影響之

證明。 

其次，對於社會階級光譜之兩端，信仰基督教之皇帝亦修改有關結婚法律之規定。

對最上層之階級，新婚姻法將之前允許結婚之內容予以限縮，使此族群之結婚對象受

到限制；對最下層之人民而言，信仰基督教之羅馬皇帝所頒布之法令使得他們第一次

得以合法結婚，如將非正式之奴隸夫妻轉變為擁有合法權利之婚姻。242
 

再者，於信仰基督教之羅馬皇帝統治下之婚姻契約較以往更為正式。在君士坦丁

                                              
241

Codex Justinianus, 5.17.8.4,見 Brundage, Law,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87,p.94.  
242

 Codex Justinianus, 5..5.7(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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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帝前，縱使實際上存在通用之結婚儀式，但羅馬法並無任何與婚姻儀式有關之規定。

但在第 4 至 5 世紀間，教會開始要求基督需結婚時須接受來自教士之祝福，而基督教

婚禮儀式也於本時期具體化。直到 6 世紀時，更已發展出二種不同之結婚儀式。 

第一種，盛行於高盧，神職人員係對躺在婚姻之床之新人給予祝福。根據卒於西

元 418 年，Autun 主教聖愛瑪特（St.Amator）之生平描述。按該主教仍為世俗青年之時，

其父母為他討了一個媳婦名瑪莎（Martha），兩人並已上了婚姻之床。當主教到場來祝

福這新人，藉由神聖之本能開始詳述婚姻祝福，並宣告且引導這對新人以禱告進入聖

經利未記（Levites）有關獨身需要之教導後，愛瑪特與瑪莎除歡歡喜喜地領受該神聖之

兆頭外，更開始奉行貞潔之生活，兩人便無發生性關係。第二種則主要發生在義大利

地區，神職人員之賜福並非在臥室，而是在教會內或門口舉行。這可能是中世紀經常

出現，在教堂門口（in facie ecclesie, at the door of the church）接受祝福之濫觴。由上可

知，高盧模式婚禮之重點在於夫妻之性結合，並將婚姻儀式視為一種最基本之家中事

務；而義大利模式之重點則在於當事人之意思以及教會於婚姻中之角色。不過，神職

人員之祝福並未被認為與婚姻之有效結合有關，依然僅有當事人之意思方能成立婚

姻。243
 

復按，信仰基督教之羅馬皇帝亦對近親婚之規定加以修訂，而新規定係強烈地排

斥親屬間之婚姻，並創造出一套計算親屬關係之系統，以打破由原本之異教信仰所建

立之親屬及家眷間之緊密連結之婚姻關係。對此，學者古狄（Goody）認為，教會嚴格

限制近親結婚之規定係著眼於本身經濟上之利益，按嚴格限制一定親等內之婚姻，排

除人們藉由近親結婚所生之連結，將世襲財產保留於自己之親屬團體內，以增加教會

繼承富人財產之可能性。但賀立熙（Herlihy）則表示，散落各地之初代教會教會領袖

是否已有一致性地自覺，並夠精明來設計並執行此種取得財產之策略，對此部分吾人

尚無明確資料可佐。反而，當時年輕人帶著自己象徵奉獻之財產投身神職時，這些教

會新成員多屬富人子弟，因此站在教會之立場，應該提倡富人多結婚生子而非對富人

提出更多婚姻障礙。抑且，就算教會與富有之上層人士來往密切，所看重者並非財產，

因為一位有錢之大亨雖可將土地奉獻給教會，卻無法提供教會具體之人力，按教會對

教士之需求係遠超過財產。總之，無法確定教會是否確實採取如古狄所稱之策略，或

此種策略是否達成目標。244
 

本文認為，初代教會於君士坦丁、狄奧多西兩位皇帝相繼發布米蘭詔書並宣布基

督教成為國教之前，係屬受國家強烈排斥甚至追殺之宗教團體，如何堅持信仰並為主

殉道，當為當時教會上下最主要之關心項目。至基督教成為國教後，教會亦需時間自

百廢待舉中逐步建造，衡諸當時環境中建立教會之優先順序，似難認教會領袖具有以

                                              
243

 Herlihy,pp.13-4；Brundage, Law,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88. 
244

 Jack Goody,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1983,pp42-7；Herlihy,p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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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親等結婚」來獲取教會財產之獨到眼光。且古狄之意見似屬臆測，並無資料以

證其說，自無可採。 

最後，對婚姻事件之管轄，據學者之研究，認為可能早從君士坦丁大帝發布米蘭

詔書後，主教或教區便掌管具有處理婚姻與離婚訴訟權限。245
 

第二項  離婚與再婚 

於信仰基督教之羅馬皇帝統治時期，離婚成為婚姻法中一項重要之議題。從君士

坦丁皇帝開始，離婚便成為法律規範之對象，但這不足以作為君士坦丁皇帝已採取教

會對離婚之看法，且君士坦丁頒布之法令，仍如先前之羅馬法一般，准許於一定之理

由下離婚。246另君士坦丁對於離婚後之再婚並無作任何限制，亦無任何證據顯示再婚會

遭致任何法律上之壓力，故再婚，至少對男人來說，彷彿成為離婚之續集。 

如前所陳，初代教會之教父如聖奧古斯丁及聖耶若米，係以馬太/瑪竇福音第 5 章

第 32 節為據，主張除淫亂外婚姻乃不可解消，若非如此之再婚均為犯姦淫。然而，第

4 世紀之宗教會議或信仰基督教之羅馬皇帝並無對禁止離婚或再婚作出具體貢獻。直到

西元 407 年，將近 1 世紀後，才有卡薩吉（Carthage）會議規定離婚之基督徒不得再婚，

但上開會議之文字仍未明確表示，所謂不得再婚究係為永遠有效之限制，抑或僅限制

於前配偶仍生存時不得再婚。 

於國家法部分，無論係賀紐瑞尤斯（Honorius）或狄奧多西（ Theodosius），甚至

查士丁尼皇帝，除仍允許符合一定具體事由之離婚（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三節第六項第

二款第二目，有關羅馬婚姻法離婚之具體事由），亦允許在一定條件下再婚。由上開國

家法之立法沿革，布朗德吉（Brundage）認為，羅馬人始終將離婚視為純粹之私人事務，

但基督教卻仍不斷地希望能將婚姻不解消之信念納入立法，並強調離婚後不許再婚之

立場。247
 

第三項  神職人員之婚姻 

因基督教出現後，對獲得上帝召喚，願意全心全意遵照聖經教誨生活，並有教導、

照養其他信徒恩賜之神職人員，其是否可與一般信徒相同地結婚、生育子女，亦屬本

時期基督教婚姻觀具體適用時之重要課題。 

按初代教會時，神職人員並不一定要獨身，若他在被授予神職前已經結婚，則仍

                                              
245

 Brundage, Law,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87；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

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基督時代（The Empire and The Youth of Christianity,1944），頁

325。 
246

 Herlihy,pp.10-1. Brundage, Law,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94. 
247

 Brundage, Law,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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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與妻子繼續共同生活。但若授予聖職前未婚，便不可於任職時結婚。此外，結過 2

次婚或娶寡婦、離婚之人或納妾者，均無法擔任神職。對上開現象，有部分人士引用

新約哥林多/格林多前書（1Corihthians）第 7 章 32 節「我願你們無所掛慮，沒有娶妻的，

是為主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主喜悅」指責那些已婚之神職人員。雖然在約 362 年之肯

葛拉（Gengra）會議便指責該觀念為異端，但教會仍逐步要求神職人員應維持獨身。或

因當時各個教會已收到越來越多之財產奉獻，但曾發生已婚之神職人員會將該財產登

記為自己所有，並轉送給自己子女；或已婚之神職人員出現通姦或其他不名譽事件，

均減少人民對神職人員之尊重。因此，羅馬教宗西里奇烏斯（Siricius）於 387 年命令

開除任何已婚或繼續與妻子共同生活之神職人員，此命令獲得包括耶若米、奧古斯丁

等教父之支持，並曾在西方教會獲得短暫之執行成效。248
 

 

 

 

                                              
248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一：拜占庭伊斯蘭

及猶太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Byzantine Zenith, 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Judaic Civilization,1950 ），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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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 世 紀 初 期 （ 西 元

500-1000 年） 

當一群戰鬥性的遷徙民族摧毀了一個組織已弱化、崩潰之古老城市文明後，新文

明又被型塑出來。因此，西羅馬帝國雖然傾倒，西歐文明卻沒有因此隨之消逝。249因此，

西歐大陸在經歷了西羅馬帝國崩然倒下後，不同之日耳曼族如何吸收先前羅馬文明之

遺產？初代教會在發展了數百年後，如何將聖經婚姻觀適用於這群本身均有各自之婚

姻習慣之不同民族上？適用之結果又是如何？以上，均為本章欲探討之課題，期能藉

此勾勒出本時期婚姻法制沿革之脈絡。 

然而，誠如 Wieacker 所言：「在幾個世紀裡，歐洲法秩序的內在脈絡都欠缺直接的

記載，這使得研究中世紀早期的法史學家必須面對特別困難的任務；他經常必須藉助

一般的前提或稍後的文獻，來推論、重整整個世俗的法秩序，日耳曼民族的部分更是

如此。」250故本文為何僅以日耳曼、法蘭西及愛爾蘭為世俗婚姻觀及婚姻規範之探討對

象，原因即源於此，首先敘明。 

第一節  歷史背景 

第一項  傾倒與重生之年代 

第一款  永恆之都隕落 

西元 406 年，時值寒冷之 12 月，歐洲最寬之河流—萊茵河凍結成冰，成了最佳之

天然渡橋。在羅馬河岸之士兵，縱使是剛進駐，且本身或流有蠻族（Barbarian）血統之

人，仍可充分代表了一個維持將近 12（或 13）世紀之農業、美食、藝術、法律、政治

及軍事之文明，亦即人類所知最具深度、最持久、最寬廣之羅馬和平時期（Pax 

Romana）。因此，單從外型來看，套句現代話，羅馬士兵簡直是帥呆了。按士兵們不僅

                                              
249陳愛娥、黃建輝譯，Franz Wieacker 著，近代私法史，頁 21-2。 
250陳愛娥、黃建輝譯，Franz Wieacker 著，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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鬍子刮除乾淨，其姿勢、服飾（包括材質堅固且造型優美之胸版，以及方便行動之裙

子）及髮型均經過設計，更具有美感。另羅馬士兵雖不如蠻族男子高大，卻多有強健

之體格，就連軍中之食物，也可口美觀兼具，以胡蘿蔔為例，主廚先縱切，再略微調

整方向後縱切，最後切出一條條細長之三角長條形。251
 

對照萊茵河對岸之蠻族軍隊與女人及小孩，他們頭上與臉上之毛髮多未經修剪，

有些還抹上油膏編成特殊形狀，身上也多劃上油彩，乍看頗為嚇人。多數人聚集時並

紀律可言，在咆哮中維持混亂，彼此競逐。根據一具西元前第 3 世紀之希臘雕像「頻

死之高盧人」（Dying Gaul），可看出蠻族中之高盧人與塞爾特（Celts）人，在打仗前會

脫光衣服，全身赤裸。而一旦開始戰爭，這些全身赤裸之大漢，會高聲長嘯，帶著刀

和盾牌，在帶頭者吹著會發出可怕噪音之喇叭或笛子之帶領下，彷彿著了魔似地衝向

敵人。這便是莫理斯（Moris）所稱：「一種在優美而懦弱文化中之野蠻人」。252
 

而在 406 年之渡河行動中，僅蠻族中之汪達爾人（Vandals）便有 2 萬人（不包括

女人及孩子）進入羅馬。253
 

雖然，以日耳曼部族為主體之蠻族，數個世紀以來均在羅馬邊境頻繁地「入出境」，

部分蠻族還因此比羅馬人更像羅馬人（高盧人便屬最佳代表），甚至不少蠻族人更成為

真正的羅馬軍人。但千百年來世居於羅馬城之市民人仍沈溺於 10 多個世紀以來之悠久

光榮歷史，根本無法想像自己會遭來自於萊茵河另岸之「野蠻人」取代之一天。是故，

當西元 410 年羅馬城民一覺醒來，發現西哥德（Visigoth）酋長阿拉里克（Alaric）率領

之軍隊已經羅列於家門口，當阿拉里克切斷所有羅馬城對外之通道後，羅馬人民因糧

食短缺，開始互相殘殺。最後，派遣了兩位使者前往協調，雖然使者此時仍搬出羅馬

城千年以來便無人能攻破之輝煌歷史，並表示城內尚有 1 百萬羅馬居民準備抗拒到底，

企圖嚇走這批他們本來看不上眼之外邦人。 

阿拉里克平靜地回答：「草長得越密，越容易採割」。 

兩位使節發現，眼前這人不是傻瓜。好，那請他離開之價碼是多少？阿拉里克表

示：他的軍隊將橫掃羅馬城，奪走金銀財寶及一切能搬走之物品與奴隸。 

此時，歇斯底里之使者抗議：那我們還剩下什麼？ 

阿拉里克回答：你們的命。254
 

                                              
251曾蕙蘭譯，湯瑪斯‧高希爾（Thomas Cahill）著，愛爾蘭人如何拯救文明—影響深遠的英雄傳奇故事（How the 

Irish Saved Civilization—The Untold Story of Ireland‘s Heroic Role from the Fall of Rome to the Rise of Medieval 

Europe），台北 究竟出版社，2002 年，頁 21。 
252王學文譯，M.F.Moris 著，頁 115。 
253

 同前註，頁 21-22，頁 92-93，「頻死之高盧人」（Dying Gaul）之照片請見該書之第 1 頁。 
254曾蕙蘭譯，湯瑪斯‧高希爾（Thomas Cahill）著，頁 37-8。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

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一：拜占庭伊斯蘭及猶太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Byzantine Zenith, 

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Judaic Civilization,1950 ），頁 53-4。號稱永恆之都（eternal city）之羅馬為何會殞落？高希

爾（Cahill）於其著作頁 18-36 整理各家意見如下： 

一、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認為，扳倒帝國的不是基督教，而是罪孽深重之異教信仰。二、依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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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410 年，西哥德人進入毫無阻擋之羅馬，阿拉里克准許兵部下在羅馬城搶掠

3 天（一說為 6 天）。之後，雖形式上羅馬仍由皇帝統治，但實際上卻已由日耳曼將軍

牢牢掌握。476 年，日耳曼將軍奧多維加（Odovacar）覺得維持此種現狀毫無意義，遂

先廢去最後一個西羅馬皇帝，將帝國之飾物送往君士坦丁堡，再把農田充公，以養活

其日耳曼部隊，確立其主權於義大利。數年後，在哥德人帝王狄奧多里克（Theodoric）

領導下，大軍進佔義大利，征服奧多維加，建立一個強大之日耳曼王國。255
 

因自西元第 476 年起，直到法蘭西之查理曼大帝出現前，西歐沒有任何「皇帝」，

故一般史家會以該年作為上古之結束及中古（中世紀）之開始。256
 

第二款  日耳曼諸國 

操同樣日耳曼語之諸民族，於 4 世紀中葉，便已陸續進入西歐，特別是靠近地中

海部分之區域，至 6 世紀初，西羅馬帝國已成回憶。其版圖領域，則由一些近代西歐

國家雛形之日耳曼邦國所分據，如在不列顛（今日英格蘭），日耳曼人中之盎格魯人和

薩克遜人登陸並開始開疆闢土。東哥德人甫自奧多亞克人（Odoacre）手屮奪走了義大

利，汪達爾人佔領了北非，西哥德人侵佔了西班牙和高盧南部。還有一支日耳曼人的

王國在北部高盧形成法蘭克王國。這些民族雖受羅馬之體制及法律影響，也因入侵而

將本身原有之法律及制度帶入西歐，故整個中世紀初期，可謂係一以日耳曼諸民族為

國家主體所建構之世紀。257
 

學者三島淑臣認為，對日耳曼人來說，從西羅馬帝國滅亡至卡洛林王朝之文藝復

興（詳後述），這幾個世紀堪稱黑暗世紀，指的是文化與道德下降之時代。此段時間之

                                                                                                                                                        
時期人文主義之父佩脫拉克（Petrach）意見，認為是帝國內部之過錯。 

一、 馬基維利（Machiavelli）則認為羅馬係因野蠻人入侵而衰亡。 

二、 依 1776 年，撰寫羅馬帝國興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之吉朋（Edward Gibbon）則

是認為「羅馬之衰亡，乃過度龐大所招致無可避免之自然後果」、「人們會認為基督教之引進，或至少是其風

行濫施，對羅馬帝國之衰亡確有影響。」 

三、 現代歷史學家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則認為，所謂蠻族，就是因為學習到羅馬之農業技術，導致其人

口增加，因此，必須取得新的土地來餵養新增加之人口。回溯 1300 年前，一群講拉丁語之農夫也是為了解

決人口遽增問題，遂展開長征，最後造就了羅馬帝國，因此，羅馬乃是被創造它之同一股力量所摧毀的。 

四、 高希爾認為，羅馬官僚系統為維持本身利益，藉由稅務系統無時無地抽稅，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但上位者

仍大張旗鼓地進行徒勞無異之立法，對一般百姓之生活困境卻日益盲目，就連維持帝國勢力之軍隊，也因一

般男性之逃避從軍，而成為奴隸等社會邊緣人之投身管道。 

另王任光，亦指出有包括「疆域龐大」、「極權統治」、「東西分治」、「軍隊變質」、「稅賦制度」等原因，見氏著，

頁 2-12。而麥克尼爾（Mcneill）則提出一、幾種傳染病蹂躪地中海地區，造成人口大量減少。在改良之農業技術

傳入來因河岸之日耳曼地區，以及多瑙河中下游之草原游牧民族越來越來對付等情況，造成西羅馬帝國之衰亡，

見劉景輝、林佩蓮譯，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著，頁 120-7。 
255

 Hollister,pp.21-5；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51-2。羅漁對此部分之描寫最為詳盡：「410 年 8 月 24 日深夜因敲

詐不遂，買通奸小打開鹽門（Porta Salaria），因此進入此古老聞名之都，三天三夜大肆搶劫，死人不計其數。」

見羅漁，頁 121。 
256

 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52。 
257

 Brundage,p.124； Hollister,p.25；姚梅鎮譯，Monroe Smith 著，頁 88-91。陳惠馨，頁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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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各部族，均無法持續長久保持，而係反覆地入侵和移動，導致全歐洲之不安與

動搖，進而環境陷入殺戮與掠奪之漩渦中。然而，此一黑暗時代，是為下一個新世界

誕生之摸索和艱苦時代，在摸索之過程中，新紀元之世界逐漸形成。此外，本段黑暗

時代亦非與前代（即羅馬時代）完全斷絕，羅馬文明所遺留下來的，則由基督教與日

耳曼與其他歐洲民族共同繼承。258
 

最後再次強調，受限於引用文獻之內容，本文係以日耳曼、法蘭西與愛爾蘭等三

地區或國家之婚姻觀或婚姻規範，作為中世紀初期世俗婚姻之說明對象。 

第三款  蕞爾之島愛爾蘭 

愛爾蘭之名源於愛爾蘭語之「愛爾」（Éire），即肥胖、肥沃之意。係當地之塞爾特

（Celt）先民為表達對土地之感謝所命之名。經過英語化，再加上日耳曼語字根「土地」

（land）後，遂成今日愛爾蘭（Ireland）。大約距今 2,400 年前塞爾特人便已進入愛爾蘭，

以農畜業為主要經濟活動，因航海技術發達，與不列顛與歐洲大陸之交易尚稱頻繁。

於基督教傳入前，愛爾蘭島上大約有 100 多個大小邦國，統治者稱為國王（rí ruirech），

惟國王統治之區域僅為今日一個郡縣大小。259
 

日耳曼或其他蠻族於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前，除凱撒之高盧戰記，與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年代 55?-117?）之「日耳曼」外，並無具體文字論述留世，260日耳曼

各民族之國家成文法律，更係至西元第 6 世紀甚至之後幾個世紀方陸續出現。然而，

位於歐洲西北部之愛爾蘭，卻是擁有最豐富之文字資料，如懺悔禮儀（Penitentials，詳

後述）、英雄傳奇及抒情詩，除可帶領吾人進入中世紀初期西歐人民之家族與婚姻世

界，261根據學者高希爾（Thomas Cahill）之研究，整個西歐世界，於西羅馬帝國亡國後，

就是藉由愛爾蘭人，方能保存了整個拉丁文明，開創了方言文學，更將基督教文明傳

回西歐大陸，以抵擋伊斯蘭文明之入侵。262
 

若上開說法為真，263中世紀之西歐世界文化，雖表面上自 476 年喟然滅絕，其重生

                                              
258三島淑臣，法思想史，青林書院（1998），頁 148-9。 
259塞爾特人，係指距今大約 2,800 年前，定居於今日法國全境，部分更進入今日之西班牙，及另一支度過英倫海

峽（English Channel）進入今日之不列顛與愛爾蘭，還有另一支穿過阿爾卑斯山，定居於今日義大利北部之民族，

依照凱撒（Julius Caesar,100-144 B.C.）之高盧戰紀（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之記載，將塞爾特人列為高盧

（Gual）人之一支，其身材魁武、金髮碧眼、皮膚白晰，但性情浮躁，易於挑釁，行事輕率。見周惠民，頁 5-14，

頁 17，惟周著將 Celts 翻譯為「克爾特人」，而 Cahill 則譯為「居爾特人」，本文參照羅漁著作見解，翻譯為塞爾

特人，見羅漁，頁 130-2。 
260

 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39。 
261

 Herlihy,pp.29-30；周惠民，愛爾蘭史—詩人與歌者的國度，台北  三民書局，2009 年，頁 30。 
262曾蕙蘭譯，湯瑪斯‧高希爾（Thomas Cahill）著，頁 225-9。本書作者藉由深厚之治學及文字功力與絕佳之說

故事能力，旁徵博引，讓讀者真有進入愛爾蘭史豐富之時光隧道之感。 
263

 另一說認為，基督教於西歐北部之傳揚係來自愛爾蘭，南部仍來自羅馬，見梁思成等譯，威爾斯（H .G. Wells）

著，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商務印書館，1935 年，頁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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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火，卻燃自那個毫不起眼，遠在當時世界邊緣蕞爾之島。 

而愛爾蘭文明之火，係燃自聖派崔克（St.Patricius,Patric）。 

雖然，耶穌基督升天時係留下傳福音使命之付託，然而使徒保羅也僅在希臘—羅

馬世界傳福音，傳說中使徒多馬雖曾抵達印度，卻無留下具體資料。而中世紀最偉大

之教父奧古斯丁，也從未離開過羅馬統治下之領地，此或與中世紀之地圖上，未經繪

製之區域總是寫著：「妖魔橫行」有關。因此，聖派崔克（St.Patricius,Patric），這位於

第 5 世紀第一位抵達羅馬律法所未及之蠻荒之地之傳教士及主教，可能是基督教歷史

上第一位傳教主教。他將生命中最後之 30 年（約 40 歲末至 70 歲末），全然奉獻於當

時仍屬「妖魔橫行」之愛爾蘭，取得諸多國王之信任後，於各地建立教會、修道院（包

括女修道院），於歷史上首次明白提出反對奴隸之主張，並且，在沒有任何流血衝突或

殉教之情況下，使全愛爾蘭幾乎都受基督教思想之影響，並為歷史上唯一使單一國家

皈依某種宗教之人。264故直到今日之愛爾蘭人仍在每年 3 月 17 日以「聖派崔克節」紀

念之。265
 

受聖派崔克之影響，愛爾蘭之戰士遂有部分轉變為修士，聖派崔克並以將羅馬文

明以拉丁文字之書寫方式傳入愛爾蘭，使修道院成為愛爾蘭中世紀初期之人口、藝術

與知識之薈萃地。而中世紀初期愛爾蘭之社會現象，便來自一個罕見之資料來源：聖

徒傳記（Hagiogarphy），亦即由聖派崔克以降如聖科倫巴（St.Columcille,521-）及其他

弟子所留下之文字記載。266於西元第 8 世紀之前，列名於愛爾蘭之聖徒者即將近百人，

對這個在西元 5 世紀前尚屬羅馬帝國之領土且未改信基督教之歐洲邊緣之彈丸小國，

博得聖徒之島（insula sanctorum, isle of saints）之美譽。 

聖徒中女性人數多於男性。而聖徒們係藉由四處傳教之方式，將足跡踏遍蘇格蘭

（Scotland）、不列顛（Britan）、高盧（Gual）、日耳曼（Gremany）甚至義大利（Italy），

故由聖徒傳記或言行錄所呈現之內容便不只限於愛爾蘭一隅，而係當時歐洲西北之島

嶼與海岸文化。 

第二項  教會之角色與發展 

中世紀初期之教會，係扮演保存並傳遞基督教—羅馬文明於日耳曼諸國之角色。

於發展上，則先在教會內部，發展出個人之隱修生活與團體之修院制度，對世俗而言，

                                              
264羅漁，頁 91；曾蕙蘭譯，湯瑪斯‧高希爾（Thomas Cahill）著，頁 117-75；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一：拜占庭伊斯蘭及猶太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Byzantine Zenith, 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Judaic Civilization,1950 ），頁 126-8。 
265周惠民，頁 23-9。 
266科倫巴及其弟子因發動戰爭，導致 3,001 人死亡，而遭逐出教會之處罰，因此離開愛爾蘭，立志要拯救超過 3,001

個靈魂。到了蘇格蘭西岸外海之愛奧納島（Iona）定居後，成為將愛爾蘭之修道傳統、所抄寫之經書文字帶入蘇

格蘭、英格蘭，建立該些地區具有識字文明之基督教社會，進而將由愛爾蘭保留之古文明傳回歐洲之兼具戰士及

修道士之傳奇人物，見曾蕙蘭譯，湯瑪斯‧高希爾（Thomas Cahill）著，頁 19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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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展開教會與國家間對立又合作之微妙關係，以及進入中世紀之封建社會後，教會及

教士之封建化。 

第一款  承先啟後之角色 

西羅馬帝國崩解後，卻也是教宗及整個教會於歐洲社會開展其重要獨立角色之肇

始。首先，五世紀中葉教皇良一世（LeoⅠ,440-461）成功地說服匈奴撤退、保全羅馬

城，因而成為義大利之精神領袖。李奧及其傳人宣稱羅馬主教一教皇是教會最高權威，

堅持在精神事務方面，教會高於國家，故教會應自國家體制獨立出來。267
 

其次，西羅馬帝國雖於 5 世紀崩解，但直到西元 800 年左右，雖當時之統治者早

已全數換為操日耳曼語之國王，但西歐居民彷彿仍可處於已逝去之帝國統治中，皆因

西歐教會之領袖以及教會組織保存了眾多羅馬行政風格所致。首先，行省之主教座區

便與晚期羅馬帝國之行政組織一致，而教會仰賴紀錄資料之作風，亦反映出羅馬帝國

之行政慣例。此外，教廷更將晚期羅馬帝國官僚體系中之慣例與作法長期保留下來。268
 

教會中特別是主教，厥為此過程中之關鍵人物。於羅馬帝國市民制度之行政處理

機制逐漸失效後，主教便填補了絕大部分之空隙。首先，主教接管了先前係羅馬官員

所扮演之角色，由資料中顯示，主教開始替遺囑作證明，檢視死者財產之管理與軍隊

之供給，監控道路、橋樑及水道之狀況，甚至監管地區行政官員之表現、學校之運作，

並且察看稅收狀況。簡言之，主教除本身之宗教事務外，已涉入地方政府每日事務之

管理運作。269教會人員更能媒介權威，執行教育、司法、公證及文書保存工作。270
 

第二款  隱修士與修院制度 

因基督徒於 4 世紀成為羅馬之國教後，已無殉道之可能。且教會已從一群專心奉

獻給上帝之人，轉變為牧養數百萬人之組織，因此對人性之軟弱似採取較為寬容之立

場。但此時開始有少數人無法接受教會降格以求之標準，基於聖經馬太/瑪竇福音第 19

章 16 至 21 節：「如果你要達到更完全的地步，去賣掉你所有的產業，把錢捐給窮人，

你尌會有財富積存在天上；然後來跟從我」決意以貧窮、貞潔及禱告來度過每日之生

活，直到見上帝之日。更有人覺得上開作法仍不足，遂脫離世俗，隱身於深山曠野，

終其一生均苦身克己，獨自隱修生活。271
 

                                              
267

 Hollister and Bennett,p24. 
268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47. 
269

 Brundage,Ibid.,p.49. 
270陳愛娥、黃建輝譯，Franz Wieacker 著，近代私法史，頁 18。 
271

 決心苦修之隱修士，其生活習慣、居住環境多非常艱困（有數十年不躺下睡覺，以鐵手鍊綁著四肢，或一人

於地底深穴或裸身睡在沼澤讓蚊蠅來咬，且多數僅靠少數幾種食物維生）。最著名之聖西門（St. Simeon 

Stylites,390-459 年），其原為敘利亞北部某隱修院修士，因在修院對自我之要求過份嚴格與刻苦，被院方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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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個人以「在家修行」或離群隱修方式，一旦產生吸引力，便會逐漸吸引跟隨

者，而凝聚具有共同宗教心志者之處所及生活方式，便為修道院（Monastery）及修會

制度（Monasticism）。初代教會之修道院可以高盧之聖馬丁（St.Martin）為代表，272中

世紀初期則以聖本篤（St.Benidict,480-543）為象徵。本篤修道院發展極盛時，於 13 世

紀之前，本篤會為西歐之唯一修會，本篤會士係等同於修道士，本篤會會憲（Regula）

共 73 章，以穩定（Stability）為其核心，而非強調苦修克己，而係偏向中庸之精神，座

右銘為「祈禱與勞動」（Ora et Labora），本篤修道院遂成為西方修會之基本典型。273
 

596 年，由由羅馬籍之奧古斯丁（非教父奧古斯丁）率領 40 位本篤會士前往英格

蘭，597 年肯特王愛特伯爾特（Etelbert,of Kent）與一千名部下受洗，展開英格蘭信教

之始，並將英格蘭首席總主教座建立於坎特伯里（Canterbery）。719 年，英籍本篤會士

溫弗烈（Winfred,673-754），後被教宗改名為伯尼法奇烏斯（Boniface），以 30 多年時間

於日耳曼、荷蘭等地傳教，日耳曼各族受鮑尼法斯影響深遠，使其享有「日耳曼門徒」

（The Apostle of German）之稱呼。 

除此之外，修道院係中世紀西歐之文化保存及傳播中心。 

西羅馬帝國衰亡後，大批希臘、羅馬之文字資料，幾乎全仰賴修道院之保存，以

西元 508 年都爾主教額我略（Greogory , Bishop of Tours,538-594）於其所著「法蘭克人

的歷史」序言中所提：「目前高盧各城市中，研究人文學術者日漸稀少，甚至可謂已滅

盡絕跡了！無法找到一位能言善辯，能記述事實的經過，或能詩能歌的學人…」。274與

此相對，自東哥德之嘉西道祿（Cassiodorus, 490-583）起，在其所創立之修道院內，便

要求修士們均需抄寫古典作品及古卷，後為本篤會所取法，並於修道院內設立學校、

圖書館。有了文字之保存，訓練及抄寫，修道院更開始編寫歷史年鑑，並進入皇宮、

                                                                                                                                                        
於是西門開始在安提阿西北修建一根高 6 英尺之石塔，展開日後塔頂之生活，之後，更不斷修建其他更高之石塔，

最高達 60 英尺，西門並在其上生活 30 年之久，幾乎不曾下來過，塔內建有石梯，每日由弟子按時送生活必需品，

訪客絡繹不絕，從世俗百姓、神職人員到王公貴族，均多想來一窺究竟，並將自身問題求教於西門，見羅漁，頁

95。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一：拜占庭伊斯

蘭及猶太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Byzantine Zenith, 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Judaic Civilization,1950 ）頁 89-92。

對此，杜蘭認為：「也許隱修士在這些謙卑之行為中感覺到強烈之驕傲，在自我犧牲中有種精神上的貪婪，在逃

避婦女與現實世界中有種秘密的快樂」。 
272

 聖馬丁約生於西元 316 年，15 歲受家庭之迫從軍，於軍中服役時，將薪水送給貧民，救助苦難者，似乎就有

將軍營變成修道院之跡象。離開軍職後，終於成為神職人員，371 年，他在 Marmoutier 建立第一所修道院。據說

他總是衣裝襤褸且頭髮蓬亂，但一生竭力供應窮苦者，訪問病患，救助不幸，深受當時高盧人民愛戴，均希望他

前往當地成為主教。受其影響，據威爾杜蘭（Will Durant）表示，今日之法國有 3675 座教堂與 425 個村莊，都

稱為「聖馬丁」，他並成為日後法國之守護神之一，見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一：拜占庭伊斯蘭及猶太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Byzantine Zenith, 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Judaic Civilization,1950 ），頁 87。 
273

 聖本篤生於義大利，16 歲有隱修之志，退隱至山洞潛修，每日由一修士送麵包一塊、清水一瓢，數年後創立

義大利第一個活字印刷廠，建立 12 座修道院，，本篤會共培養出 24 位教宗、200 多為樞機主教、600 多位主教

及總主教，5000 多位被教會封為聖人，15000 餘位學者及作家，8 世紀之西歐，除愛爾蘭外幾乎只有本篤會修士，

因此聖本篤於 1964 天受教宗封為歐洲在天保護者（The Patron Saint of Europe）。見羅漁，頁 87-90；王任光，西

洋中古史，頁 100-3。世界書局編譯所譯，卡爾登‧海士湯姆‧蒙著，頁 51-3。 
274

 羅漁，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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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院宅，撰寫各類官方或私人之文書。因此，於中世紀初期之拉丁語彙中，神職人

員（Clerks）與有學問之人（Literate）係屬同義。275
 

其次，面對西歐長年戰亂之社會環境，修道院如同沙漠中之綠洲，提供當時人民

追求心靈安寧與生活秩序之最佳場所，並投身救濟貧苦，照顧寡婦與孤兒，成為招待

過往旅人之地。 

最後，因修道院多秉持自我勞動之精神，在接受人民奉獻之土地後，修道士便進

行開發，於是修道院所在之地，從道路、水渠甚至田地均逐一成形，如慕尼黑（Munich，

係源自 Monk）即為修道士開發之地，且因有許多時間投身農業勞動，修道院對西歐農

耕方式之提升與農作物之開發貢獻良多。除土地與農業外，修道院對於包括建築、木

刻、五金、彩繪玻璃及釀酒工業或事業亦有所貢獻。276
 

第三款  教會與國家之關係 

第一目  教會之長女—法蘭西之墨洛溫

（Mérovée）王朝 

羅馬人所指的高盧包括萊茵河、汝拉山脈、阿爾卑斯山脈、地中海、比利牛斯山

脈及大西洋所界定之廣闊地區。其人口主要是塞爾特（Celtes）人，塞爾特人起初居住

在中歐地區，後來經過前後幾次的遷徙，他們進入了相當於今天的比利時、瑞士、法

國、大不列顛島和西班牙等地區。西元前二世紀中葉，塞爾特人祇統治著兩個地區:一

個是外高盧地區，另一個是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地區。外高盧地區並不祇有一個

國家，實際上有六十多個獨立和敵對之國，每一個國家之權力屬於擁有土地之少數貴

族，而在這些地區，平民則沒有政治的權利，德洛伊教祭司既是神職人員、學者、又

是法官，他們是屬於受尊敬之階層，其餘之高盧人民則為農民。 

而當接受羅馬帝國統治之後，高盧成為羅馬化最深之地，至少在城市裹，許多高

盧人都接受了羅馬人之風俗習慣和語言，他們已經不純是高盧人了，而是高盧一羅馬

人，拉丁語代替了高盧語並在富人中普及起來，因為他們必須與義大利官員或商人相

互往來，但由於此時拉丁語是由士兵和商人悟過來的，因此常常帶有一種黑話，後來

逐漸也產生羅曼語，此即法語發展之首步。 

西羅馬帝國於西元 476 年衰亡後，在高盧之北部及東北部另有一支被稱為法蘭克

                                              
275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63. 
276

 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99-103；羅漁，92-5。本篤會連釀酒均享有盛名，所出產之酒瓶上有「D.O.M」即‖Deo 

Optimo et Maximo‖（極善極大之主）之簡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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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The Franks）之日耳曼族興起，原義係指「自由」（free）或自由人（Freeman）。277

西元 481 年，克洛維（Clovis）成為法蘭克王，並征服整個高盧，也娶了一位天主教公

主克洛第爾德（Clotilde）為妻。隨後，並帶領整個部族皈依天主教，507 年將西哥德人

驅逐後，將高盧改稱為法蘭西亞（Francia）而克洛維與其繼承者因其祖父（Mérovée）

之名而被稱為墨洛溫王朝，且因與教會之關係深厚，故教會稱法蘭西亞為「教會之長

女」（The First Daughter of The Church）。278
 

第 二 目   卡 洛 林 王 朝 （ Carolingian 

Dynasty ） 與 查 里 曼 大 帝 （ Emperor 

Charlemagne） 

墨洛溫王朝統治期間，內戰不斷，最後之政權則落入貴族和宮相（Mayors of the 

palace）之首。按宮相起初僅為管理國王宮廷及地產之「管家」，在宮中權力爭奪戰中，

竟逐漸控制了一切。西元 687 年，海利斯多之丕平（Pepin of Heristal）取得法蘭克之統

治權，經由其子鐵鎚查理（Carales Martel,714-741,因其戰功卓著，故有鐵鎚之號），孫

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741-768）對內與國王（按此時仍有名義上之墨洛溫王朝國

王）、貴族爭奪統治權，對外與不同種族之敵人對抗，更與教會保持密切之合作關係，

依年鑑之記載（Annales Laurisenses,A.D.749-750）： 

於西元 749 伏姆斯（Worms）主教蒲卡特（Burghard）偕同宮庭神父傅拉特

（Fulard），受命諮詢教宗本卡里亞斯（Zachaira（s）, 741-152），法蘭克王有名無

實一事是否合理。教宗本卡里亞斯同答丕帄：有實權者亦應有國王之名，較之有名

無實者更為合理；並且為避免國家札常秩序遭遇擾亂，用宗座特權，立丕帄為王。 

獲得教宗的答覆後，丕平立即取代墨洛溫王契貝利克三世（Chilperic Ⅲ），自立為

法蘭克王，卡洛林王朝自此開始。上述年鑑又記載說： 

750 年，按照法蘭克人慣例，丕帄被選為國王，由已故鮑尼法斯總主教傅油祝

聖，在蘇阿桑城（Soissoos）被法蘭克人擁立為王。僭稱國王之契貝利克削髮進入

修道院。279
 

                                              
277

 推其由來，或欲藉此名與其他仍受羅馬統治之同族人予以區別，見姚梅鎮譯，Monroe Smith 著，頁 82。 
278劉增泉譯，Malet et Isaac 著，頁 26-7,頁 63-4；羅漁，頁 133-4；世界書局編譯所譯，卡爾登‧海士湯姆‧蒙著，

頁 54-5。 
279

 中世紀之君王遭權臣篡位後，往往被迫在修道院度過餘生，乃因受基督教禁止流血之精神所影響，見羅漁，

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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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教宗便與卡洛林王朝結下不解之緣：教宗既聲明丕平之「篡位」合法，並

以宗教儀式使其神聖化，卡洛林王朝則將投桃報李，協助教宗「合法化」其在義大利

之政治地位。280
 

丕平過世後，長子查理繼位，即為日後著名之查理曼大帝（Emperor 

Charlemagne,768-814），卡洛琳王朝在查理曼之努力下，於西羅馬帝國衰亡後，首次將

原本呈現分裂態勢之西歐予以整合，建立法蘭克王國。 

查理曼，於在位期間（768-814），因其部分之步兵配置有盔甲及長矛，攻擊力極強，

故除少數行動迅速之敵人外，幾乎是攻無不克，戰功彪炳，281實際上之地位，幾至除東

羅馬帝國所屬者以外，已為一切基督教世界之領袖，遂有西元 800 年聖誕節查理曼於

羅馬受教宗加冕稱帝之事。此後，皇帝必以基督教王國保護者之資格，保證及維護西

歐世界宗教之統一，產生一最高之世俗領袖—皇帝及一最高之教會領袖—教宗。此外，

法蘭克王國一切權力均可淵源於古羅馬帝國，亦即永續帝國（Continuous Empire）理論，

此二者對後世均影響深遠。282首先，乃為： 

【教會國之產生】 

如前所陳，丕平（Pepin the Short）竄位當年（751 年），倫巴王愛斯土爾富

（Aistulf,749-756）威脅羅馬，教宗 StepnenⅡ求助於法王，當教宗賜丕平為羅馬元老（The 

Roman Patricius）之銜，並為丕平及二子傅油祝聖後，283丕平便投桃報李，不但出兵攻

打倫巴王，更將戰爭所得之土地贈與教宗，此即教會國（The State of the Church）之始。

查理曼大帝時，倫巴王德西德里（Desiderius, 756-774）又出兵侵擾羅馬，應當時教宗

哈德良一世（AdrianⅠ,772-795）之請，查理曼於 773 年大軍壓境，將整個倫巴區併吞，

查理曼除追認其父先前所贈與之土地外，又贈與教宗波隆納（Bologna）、依摩拉（Imola）

及斐拉拉（Ferrara）等三城，使教會國面積至此底定，約 1 萬 2 千平方公里，21 省。

而自 780 年教宗開始鑄造教廷貨幣，並以次年之就職年作為教宗年號，使用至今。284另

一方面，更帶來： 

【羅馬榮耀之復活】 

當查理曼協助教會擴張領土後，教宗由良三世繼任（LeoⅢ,795-816），但良三世遭

前任教宗哈德良一世（HadrianⅠ,772-795）之親屬罷黜並加以囚禁，經法蘭克公爵斯包

                                              
280

 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130-8；戚國淦譯，艾因哈德（Einhard）及聖高爾修道院僧侶（the Monk of St. Gall）

著，查理曼大帝傳（Early Lives of Charlemagne），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17；羅漁，頁 134-5。 
281所謂行動迅速之敵人，包括騎著草原矮種小馬之馬札兒人，以及來自北歐之維京人。見劉景輝、林佩蓮譯，威

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著，頁 132。 
282

Hollister and Bennett,p.6；姚梅鎮譯，Monroe Smith 著，頁 117-9。 
283

 根據聖經舊約撒母耳記上（1 Samuel）第 10 章第 1 節、16 章第 1 節之記載，所謂「傅油」，係先知將油膏抹

於上帝所指示之王頭上，故受傅油者，便屬上帝所肯認之王。 
284

 羅漁，頁 135-6；王任光，西洋中古史，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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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陶（Duke of Spoleto）救出，良三世翻越阿爾卑斯山，逃至查理曼之行宮向其求援，

查理曼先派兵護送教宗回羅馬，再於西元 800 年率軍前來，平定紛亂。24 日聖誕節前

夕，查理曼率其部下參加子夜彌撒時，教宗良三世將皇冠置於查理曼頭上，加冕他為

羅馬皇帝，並向查理行三叩首大禮，民眾對查理曼高呼萬歲，並稱「你為我們的奧古

斯督及皇帝」自此，殞落數百年之西羅馬帝國又復活。羅漁表示，此一加冕象徵三重

意義：一、要查理曼以皇帝身分保護基督教會和信仰基督之歐洲。二、協助推廣基督

教義。三、使最高神權與最高俗權協力。285
 

自查理曼起，「羅馬帝國」及「皇帝」（或「大帝」）之稱號重現，傳至西元 924 年

白蘭嘉一世（BerengarⅠ ,915-924），因無人繼承而中斷，962 年，鄂圖一世（Otto

Ⅰ,962-973）受教宗若望十二世（John ⅩⅡ,955-963）加冕而又回復，再傳至腓特烈一

世（FrederickⅠ,1152-1190）將「羅馬帝國」加上「神聖」（Holy），意即其帝國係由上

帝而來，主張君權神授。 

【卡洛林王朝之成就】 

查理曼影響西歐甚鉅，在政治上，除不列顛為盎格魯‧撒克遜人所有，西班牙及

北非由阿拉伯人所據，義大利南部為獨立地區及為拜占庭之領土外，北起易北河、南

至西班牙之厄波羅河（Ebro River），西至大西洋，東至捷克、奧地利，可謂統一了大部

分之西歐；在文化上，789 年規定每一主教座堂（Cathedral）及修道院應設立學校一座，

以培養神職人員及俗人，設立宮廷專校（the Palace School），由本篤會士及愛爾蘭修士

為導師，教導王公貴族子女知識。為因應大量、快速抄寫書籍之需要，於查理曼統治

時期並發展出一種新標準字體—卡洛林小字（Caolingian Minuscule），使全國僧侶均可

使用同一字體抄寫聖經與古典文集，影響所及，史稱中世紀之「卡洛林王朝之文藝復

興」（The Carolingian Revival of Learning）。286
 

第 三 目   基 督 教 共 和 國 （ Christian 

Republic）之產生 

依栗生武夫之看法，日耳曼時期為「教宗與皇帝抗爭期」，雙方就世俗事務掌控，

神職人員之任命以及文化之傳遞，均有國王對教宗，國民主義對世界主義等全面性、

火熱之抗爭。287
 

                                              
285

 羅漁，頁 140。惟陳惠馨頁 177，對 800 年加冕事件之查里曼改為 Karl 大帝（Karl der Groß），與歷史學者之

說法有所不同。 
286

 羅漁，頁 142-5。 
287

 栗生武夫，法の変動，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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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元 800 年，西歐產生一新政治制度，經由教宗之加冕，查理曼成為「替

天行道」之皇帝，故其帝國係「基督教」之國；另一方面，查理曼又是「奧古斯督」，

即古羅馬帝國之代表皇帝，因此，卡洛林王朝至查理曼時期，遂有「基督教共和國」

之稱，教父奧古斯丁畢生念茲在茲之「上帝之城」彷彿獲致實現。 

惟實際上，這教政之間孰為優先？倡「教權至上」者主張自查理曼係由教宗所加

冕及傅油以觀，政權係來自教權，教宗可任免皇帝，自亦得罷免皇帝；反之，採「政

權至上」者，則認為查理曼於受教宗加冕前，已是當時西歐唯一強有力之統治者，教

廷之加冕僅具象徵作用。經查，自 800 年後，教宗良於教廷文件內除註明自己在位之

年代外，尚加註查理曼之在位年代，新鑄之錢幣，一面是教宗之名，一面是查理曼之

名，故王任光表示，對良教宗來說，此舉代表政教合作，但看在他人眼裡，此乃羅馬

教宗接受查理曼統治之象徵。 

    承上，王任光認為，依查理曼回復教宗良之書信中，自稱：「我的職孚是保護

基督教會。外則抗拒異教攻擊，內則推進公教信仰，俾使人人遵行」，為落實此使命，

查理曼無論於宮廷、外交甚至戰場上，盡量利用教士來擔任非教士之職務，或使教士

與貴族、武士並肩作戰。此外，在宮廷會議中，除討論國家政事外，亦討論宗教事務，

甚至有關主教與修道院院長之任命，均需經查理曼之同意，故稱查理曼之政府為神權

政府（Theocracy），應不為過。288
 

第四款  封建社會及封建化之教士 

卡洛林王朝自查理曼大帝後，傳承不過三代便逐漸瓦解，父子或兄弟間彼此相爭，

烽火迭起。查理曼之三個孫子中，長子洛塞（Lothaire），與次子禿子查理（Charles the 

Bald）及三子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不合，後二者於西元 842 年 2 月 14 日簽

訂「斯特拉斯堡宣言」（The Oath of Strasbourg）289，宣布共同對付大哥洛塞。三方經過

折衷協調，於 843 年締結「凡爾登條約」（Treary of Verdun），將查理曼統治之帝國分為

三份，禿子查理分得約等同於今日法國之地，日耳曼路易分得約為今日中德及南德之

地，大哥洛塞則分得兩人中間，以義大利及今日德、法兩國交界領域之地。惟嗣此三

人陸續過世後，前開分得土地便成為包括皇室、貴族、諸侯等各方人馬爭奪之目標，

原本臣服於查理曼統治下之薩克森人、瑞典人、丹麥人、挪威人及維金人見狀更是見

獵心喜，紛紛叛變，並重新向西歐、愛爾蘭及英格蘭等地大舉入侵，直到鄂圖一世（Otto

Ⅰ,936-973）重新回復「皇帝」（大帝）之稱號，並建立神聖羅馬帝國（The Holy Roman 

                                              
288

 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155-7； 
289

 於此份宣言中，查理一方使用受法蘭克人語言影響之拉丁文，為後世法文之前身；路易一方使用日耳曼語，

成為後世德文之前身，故此份宣言為法文與德文分道揚鑣之最早文獻。見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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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e）之前，西歐可謂處於一絕對之「封建王權」時期。290
 

封建王權統治下之西歐，係推行「封建制度」（Feudalism），此時期呈現之社會風

貌，不僅為羅馬時代所未見，亦不同於近（現）代社會。 

第一目  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雖主要在法蘭西出現，但其根源可追溯至羅馬社會中之庇護（Patronage）

與隨從（Suscepti），塞爾特傳統之主人與附庸（Vassals），日耳曼戰友團（Comitatus）

之宣示效忠（oath of allegiance），墨洛溫王朝之賜地（Benefice）、豁免（Immunity）及

采邑（Fief），以及卡洛林王朝時，鐵鎚查理為酬謝有功之戰士，將土地作為酬庸之制

度。 

至於中世紀封建制度之定義，王任光認指：「基於土地的佔領和私人關係的一種政

治形式」。而羅漁則認係，「封建制度是社會中的一種分權制度，…從最低之「騎士」

（Knights）到最高之國王，彼此間均發生領主與附庸之關係，關係之基礎則在於稱為

采邑之土地。」；莫理斯（Moris）則稱：「封建制度把羅馬人之土地絕對所有權盡量地

予以消滅，遂使每人都成為土地的承租人，其權利是有限制的，且為其上司所賦予，

一直到最後一位就是國王，只有他才是唯一的絕對所有人，因此他自然成為專制的君

主」。威爾斯（Wells）表示：「封建之國乃私法僭奪公法地位，按公法失其效而消滅，

於是私法乘虛而入，起而代之」。卡爾登則表示：「封建制度係關於所有權與土地使用

權之契約」。而學者多同意，封建制度不但起源紛雜，彼此間之內涵與關係更因環境不

同而相當多樣化，並非放諸四海皆準之制度。而三島淑臣則認為，封建制度可從法制

史及社會經濟史兩種層面來看，前者係以領主與家臣間之封建關係為中心，後者則是

以莊園制度之支配—被支配者為中心。291
 

舉例言之，當附庸為領主完成某項服務，或有其他原因，292領主便將一塊土地及與

該塊土地有關之權利義務（統稱為：采邑）分予附庸，這個附庸又可以把以上采邑分

賜給自己之附庸，而實際經營每塊土地者為農奴，於每一階級之贈與與受贈方，均有

契約約束雙方權利義務關係。 

封建制度之物質基礎為采邑，習慣上獲得采邑之人只要履行條件，便無喪失采邑

之可能，故於 9 世紀時，采邑已成為繼承之客體，但繼承人需與領主重新締約。由此

產生長子繼承制（Primogeniture），即當有數人繼承時，僅長子得於被繼承人（父親）

                                              
290

 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166-81，245-65； 
291

 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183-90；羅漁，頁 269-73；王學文譯，M.F.Moris 著，頁 120；Hollister,pp.103-4；梁

思成等譯，威爾斯（H .G. Wells）著，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頁 540；世界書局編譯所譯，卡爾登‧

海士湯姆‧蒙著，世界史中古篇，頁 114-5；；三島淑臣，法思想史，頁 152；陳惠馨，頁 187-90。 
292

 據載，有人在肯特（Kent）得到一份采邑，為此應為之任務乃當英王渡英吉利海峽時，他必須扶著國王的頭。

此外，有時亦有因付出一朵玫瑰或一副手套而得著土地，見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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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後，與原領主締結新約，負擔對領主之義務及雙方之臣屬關係（Vassalage），而其餘

子嗣均無法享有等同於長子般之繼承權。293
 

而經營采邑土地之方式與因此產生之組織，稱為莊園（Manor），莊園不但是個地

域、農耕之單位，更是個獨立之政治及法律之單位，地主對莊園人民具有以私人契約

關係為主之統治權，並可設置莊園法庭處理紛爭。    

莊園之居民除領主及其家屬，便為農奴（Serf,villain,Vilain），其身分介於羅馬之奴

隸與自由人之間。農奴與土地不能分離，故當土地易主，農奴也需隨之更替，但領主

亦不得剝奪農奴之土地，該土地並可由子孫繼承，故此種關係形成穩定中世紀莊園之

最主要力量。294此外，農奴需依照與領主間之契約約定，為領主服勞務（如單純農事、

技工、管理莊園等）並付稅賦給領主。 

在封建制度下，中世紀社會呈現以下三種階級，第一是教士，其任務為祈禱，並

照顧人民之精神生活；第二是貴族與騎士，任務為打仗，保護莊園，最後則是農奴，

負責工作。依照學者之研究，農民居住環境多為泥牆草頂之茅草屋，為抵禦寒冷，除

大門外並無窗戶，且屋內係人畜共處，故生活環境不佳，疾病傳染容易；貴族或騎士

雖可能居住於堡壘（Castle），但一般之堡壘除可能僅為一簡單之木造建築外，內部多

黑暗潮濕，與後代之城堡無法在外型、內部陳設上均難以相提並論。 

總括來說，在蠻族不時入侵，百姓惶惶不可終日之中世紀，封建制度不啻為一龐

大之社會互保組織。但另一方面，封建制度阻礙民族之團結，並導致私戰頻傳。但大

體而言，直到強有力之國王興起，改採中央集權制度前，9 至 15 世紀前之西歐，封建

制度仍為維繫社會之最重要機制。295於封建社會中，最大之領主，便是基督教會，或者

更精確地說，是教會內之教士。 

第二目  封建化之教會與教士 

封建制度時，教會之神職人員已包含俗世教士（Secular Clergy）和修士（Monks）。

前者在社會工作，與俗人為伍，故稱「俗世教士」。俗事教士自羅馬教宗以下，分別有

總主教、主教和「迦農」 (Canons)等，此三類教士統稱為高級教士，或稱「教卿」

（Prelates），再下又有堂區神父、輔祭（Deacons，或稱輔祭）、副祭(Sub-deacons)及其

他低級神職(Minor orders)。修士則於隱修院內，與世隔絕，原則上不直接從事傳道工作。 

教士中，包括都市主教座堂之迦農、修道院之院長到地方窮鄉僻壤之教士，都接

受當地人民、貴族給予類似采邑之「俸給」（Benefice），或接受王公貴族之贈地或采邑。
                                              
293王學文譯，M.F.Moris 著，頁 120 認為在長子繼承制下，長子可以不顧其他子嗣而獨自佔有全部遺產，此將迫

使其餘子嗣大都飢餓死亡而從事掠奪之生活，惟該著作並無舉出具體實例，故本文對長子繼承制之內容仍採王任

光之說法。 
294三島淑臣，法思想史，頁 154。 
295

 王任光，西洋中古史，202-19；羅漁，頁 273-86；世界書局編譯所譯，卡爾登‧海士湯姆‧蒙著，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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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有采邑或俸給之神職人員，對賜地者或供給俸給者，均成為需對領主履行各項義務

之附庸，但有些義務如軍役，非教士所能親身履行，故教士遂將土地分給其他貴族，

以履行自己應負之軍事服務義務，此外，教士亦可將土地分贈騎士來保護教會，或分

由農奴耕種，對渠等來說，教會為其之領主。故各級教士一方面有宗教領袖和封建領

主或附庸雙重身分，其等不僅是人民靈魂之救贖者，而且也是具體生活之統治者。一

言蔽之，教會也「封建化」了。 

教會封建化之程度，如法蘭西之聖馬丁修道院，除神職人員外有 2 萬多人之騎士、

佃農與農奴。巴黎聖聖葛爾梅因（St.Germain）修道院，擁有將近 10 萬英畝土地，3000

名農奴為其耕種服務，勃艮弟之路克善依（Luxeuil）修道院，有遍及全法國之 1 萬 5

千處莊園，日耳曼福爾達修（Fulda）修道院亦有 800 餘處莊園。最後，日耳曼帝國 7

大諸侯中，有 3 位係天主教之總主教。以上均可看出教會封建化之程度。296
 

依王任光及羅漁之意見，封建化之教會仍屬穩定封建社會之最重要力量，按教會

針對當時之貴族、騎士間私戰頻傳，曾提出「天主之和平」（Peace of God）和「天主之

休戰」（Truce of God），前者禁止貴族於戰爭中侵犯農民、商人、教士等之生命及財產；

後者則指定一年中某些日期停止戰爭，違反者均遭開除教籍。297此外，因整個封建社會

乃建立在領主與附庸均需信守雙方約定之基礎上，雖貴族、領主或騎士各自為政，但

均屬於同一教會，故教會對要求雙方信守約定，仍具有一定之約束力，蓋查理曼之「基

督教共和國」雖僅曇花一現，但其影響力仍存，故西歐縱使於封建社會中，仍因著分

散於城市與鄉間之各地教會而逐漸「基督教化」。因此，統一分裂之封建社會者，仍是

封建化之基督教會。298
 

然不可諱言，於封建化之教會，並非每位教士均能同時扮演其「善牧」之神職角

色，又做一個符合世俗約定之「領主」或「附庸」，故受世俗誘惑，生活腐敗之教士時

有所聞；尤有甚者，世俗之權威藉由成為各級神職人員之「領主」，便可堂而皇之地選

擇其所意愛之神職人員成為「附庸」，一旦選定後，該名神職人員，無論其為堂區神父、

輔祭、主教座堂之迦農、主教甚至總主教，其任期內多僅能聽命於「領主」之指示。

若領主英明，則教會利益與世俗利益尚可兼顧，若領主僅願由其親信、家人甚至幼弱

小童擔任，更將教職公開拍賣，由出價多者當選，不但成立「神職交易罪」（Simony）
299，更造成俗權干涉教政，教士素質低落，一般人民貶低教士，或反對教會之異端興起

                                              
296

 羅漁，頁 278。 
297

 遭開除教籍（The Excommunication）之人，會受教會除名，此後不能參加教會聚會，不能領用聖餐（聖禮），

按封建社會下之西歐已為基督教之世界，若無法進入教堂，或婚姻、葬禮無法由教士主持；除對個人之開除教籍

處分，尚有對整個地方、城鎮之禁絕令（The Interdiction），即某地諸侯或人民違反教規，教會便禁止於當地進行

彌撒，當地教堂鐘聲亦不會響起，凡此對當時之人而言不啻到了世界末日般。教宗英諾森三世曾於 1208 年因英

王約翰侵佔教產一事，對全英國發出禁絕令，此令一出，使英王約翰甘願成為教宗之附庸。見羅漁，頁 282-3。 
298

 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233-4；羅漁頁 281-82；世界書局編譯所譯，卡爾登‧海士湯姆‧蒙著，頁 120-2。 
299

 新約聖經使徒行傳（Acts，天主教：宗徒大事錄）第 8 章第 9 至 24 節，記載一位西門（Simon，天主教：西

滿）欲以金錢向使徒買能力之經過，其中第 18 至 24 節記載：「西門看見使徒按手，便有聖靈賜下，尌拿錢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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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肇因於教士之封建化。     

第三項  家族、家眷與婚姻狀況 

第一款  愛爾蘭之家族與婚姻 

第一目  愛爾蘭之家族（Septs） 

在各邦國之下，愛爾蘭社會實際由不同之部落（Tuath,Tribes）所構成，每個部落

再由名為家族（Septs，即日耳曼之 Sippe, Gschlecht）之親屬團體組織而成。家族又由

以祖先或創立者為名之親屬團體（Gens）結合而成，親屬團體之內部成員則以該祖先

或創立者先之「兒」、「孫」稱呼，稱之為血親（Cognatio）或簡稱為 Natio。例如，聖

艾本（St.Abban），其係 Eochaid 之布萊恩（Brian）家族之第 7 代之孫。 

諸多古代法之歷史學者均認為早期日耳曼與印歐（Indo-European）語系之家族或

血緣團體均為父系（agnatic），亦即，僅承認源自於男性之親屬關係。且雖然所有愛爾

蘭之家族創立者亦均為男性，但聖徒傳記中卻強調親屬之連結不限於父系親屬。如依

卡（Echach）國王告訴聖派崔克（St.Patrick）其欲：「從吾女之身來擴張我的家系（prosapia, 

lineage），藉由生育孫子女，以壯大吾國。」是倘若母系關係未受重視，則上開期待將

失所附麗。此外，賀立熙（Herlihy）認為，如前述依卡（Echach）國王所陳，其亦希

冀女婿成為其家系之一份子，故愛爾蘭之家族係施行外婚制（exogamy，或稱異族婚），

且不限女方方能為之。300
 

第二目  早期愛爾蘭婚姻：庫利牛隻之突

襲（Tain Bo Cuailnge）301 

於基督教信仰尚未傳入前，據高希爾（Cahill）之看法，愛爾蘭係處於無知識、貴

族掌控、半游牧、鐵器時代之武士文化，財富均建立於牧養牲畜及奴隸上。簡言之，
                                                                                                                                                        
徒，說：『把這權柄也給我，叫我手按著誰，誰尌可以受聖靈。』彼得說：『你的銀子跟你一同滅亡吧！因你想  神

的恩賜是可以用錢買的。你在這道上無分無關；因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札，你當懊悔你這罪惡，祈求主，或者

你心裡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札在苦膽之中，被罪惡綑綁。』西門說：『願你們為我求主，叫你們所說的，

沒有一樣臨到我身上。』」故天主教將「買賣聖職罪」稱為西門罪（Simony）。 
300

Herlihy,pp.32-3. 
301

 本文所稱「早期」，係學者所稱 early 或 archaic 之意，指基督教傳入之前或未受基督教思想影響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9 

愛爾蘭人並不文明，但卻是絕對自信。於描述古代愛爾蘭之文學作品中，常見男男女

女均使勁騎馬，嗜血殺敵，狂跳猛舞，並激烈交媾，就連哀傷與死亡，亦僅是聳聳肩

便丟開。如切斯特頓（G.K.Chesterton）在「給愛爾蘭偉大的蓋爾人」（For the Great Gaels 

of Ireland）中所寫，愛爾蘭人： 

乃上帝所造之狂人， 

因其征戰盡皆歡愉， 

而歌聲全是傷痕。302
 

此一時期之愛爾蘭婚姻，於愛爾蘭散文史詩「庫利牛隻之突襲」（Tain Bo Cuailnge）

有與上開詩句極為相稱之描述。故事發生於今日愛爾蘭西北方之草原，名瑞斯克羅漢

（Rathcroghan），時間則約在基督降生之世紀，當時此地稱為克洛漢艾（Cruachan Ai），

為康瑙特省（Connacht）統治者之王宮。故事便從躺在王宮中國王房間床上之二人談話

開始： 

國王阿爾里（Ailil）若有所思地說： 

「人家說，愛，對有錢人的夫人來說是好的。果然沒錯。」 

「的確」王后梅芙（Medb）回道：「你怎麼想到這個？」 

「我突然想到，妳現在比我當初娶妳時過的要好太多了。」 

「就算沒有你，我也過得很好」王后回答。 

「那我可從未聽聞過妳的財富—除了妳那些女人家的東西，還有從鄰敵搶來的贓

物外」國王繼續說道。 

不管國王說這話有何目的，王后梅芙提醒國王，她父親可是堂堂愛爾蘭國王—屹

立不搖之費德列（Eochaid Feidlech the Steadfast）。除快速地讓國王知道她的家譜外，王

后更表示，自己是費德列 6 個女兒中，「最尊貴的一個」，「無論是美儀、布施、打仗或

格鬥，我都贏過她們。我的御餉養了 1,500 名士兵，全都是流亡者之子，還有等數之本

地自由人；每有一個受薪之士兵，我就另外多 10 個人、多 9 個人、多 8 個人、多 7 個

人、多 6 個人、多 5 個人、多 4 個人….這還只是我們居家裡的情況」。 

她顯然遭受刺激，繼續滔滔不絕地陳述，企圖讓國王知道究竟是誰讓誰上了這張

床。 

「我父親給了我愛爾蘭一整個省，這個省的治理中心就在克洛漢（參見前述），那

也是為什麼人們稱我是『克洛漢的梅芙』。」梅芙接著詳述愛爾蘭眾王如何追求她—「可

是我都不答應。因為我要求的聘禮比愛爾蘭任何女人向男人要求的都要多得多—那就

是不小氣、不嫉妒和不恐懼。」因為阿里爾有這些特質，決定下嫁與他。「當我們許下

婚約時，我帶給你的嫁妝遠超過任何新娘所給的：足夠 12 個男人所需的衣物，價值 3

倍於 7 位女奴的馬車，像你的臉那麼寬的純金，還有像你的左手臂那麼重的混金。所

                                              
302曾蕙蘭譯，湯瑪斯‧高希爾（Thomas Cahill）著，頁 88，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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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果有人惹你羞愧、害你生氣，或給你麻煩，受補償的權利在於我，因為你是我

養的男人。」 

阿里爾也予以火爆回應，他說他有兩個國王兄弟，那是因為看在他們年紀大，所

以，「讓給他們做，而不是因為他們更有美儀或更慷慨。在愛爾蘭，除了這個省分以外，

我從未聽說有女人治理的，所以我才來這裡，接管王位。」 

「不管怎樣」梅芙咬牙切齒地說：「我的財富遠勝於你！」 

「妳真的讓我吃驚！沒有任何人。」阿里爾一面喊，一面激烈比著手勢：「比我更

富有，這點我很清楚！」 

於是兩人就下床來清點財產，當晚： 

「他們把所有財產都搬了出來，以確定誰的財產、珠寶、寶物比較多：先是他們

的鍋碗瓢盆、桶壺盤甕、瓶瓶罐罐；接著是他們的戒指、手環、姆指環和所有金飾；

再來是紅、橙、黃、綠、藍、靛、紫的衣服，還有彩色的、格子的和條紋的所有衣物；

他們的羊群也從田野、草地、平原上被帶了進來，經過測量、比較，最後發現兩群羊

的數目和大小都完全一樣。就連帶領梅芙羊群的大公羊（光這隻羊就值一個女奴），阿

里爾也有一隻。 

其餘牲畜也從牧場和和獸廄被帶了進來。梅芙的馬群中有隻最好的種馬（這匹馬

也值一個女奴）。阿里爾也有一隻種馬足以相比。他們龐大的豬群也從樹林、濕溝和荒

地裡被帶了進來，牠們同樣經過測量、比較和記錄。梅芙有一隻不錯的公豬，不過阿

里爾也有一隻。接著他們放任游牧的牛群也從省裡的樹林和荒地被帶了進來；這些牛

同樣經過測量、比較和記錄，結果數目和大小都一模一樣。不過，在阿里爾的牛群中

有隻大公牛，過去是梅芙某一隻母牛所生的小牛，名叫芬白納（Finnbennach），意思是

『白角』。牠因為拒絕被女人領導，所以跑到國王的牛群裡去了。梅芙因為在她的牛群

中無法找到與牠相比的公牛，精神一落千丈，彷彿她一文不名。」 

於是，梅芙喚來使臣羅斯（Mac Roth），問他何處可覓得足以與阿里爾匹敵之公牛。

羅斯回答：「我知道那裡可以找到這樣一頭牛，甚至還更好」羅斯繼續說：「在烏斯特

省（Ulster）庫利之領地，菲亞克納（Daire mac Fiachna）的屋裡。庫利是這頭牛之名，

棕牛庫利。」 

「去那裡，羅斯」梅芙下令：「請菲亞克納把庫利借給我一年，一年到期後，他可

以拿到 50 隻小牛做為租金，棕牛庫利也同樣會歸還給他。如果當地人不忍失去他們的

寶貝牛，那麼羅斯，你還可以向他們提出這樣的條件：如果菲亞克納親自把牛送來的

話，我就從肥美的艾（Ai）平原上割一塊與他的土地同樣大小的給他，再加上價值 3

倍的 7 個女奴的馬車一輛，除此之外，還有我本人親切的大腿。」 

當羅斯一行與菲亞克納說明後，原本後者是從容地接受此筆交易，並設宴款待來

使，但當這群使臣酒酣耳熱後，便開始激烈爭辯，說若是菲亞克納不同意交易，梅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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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足夠力量將棕牛強行帶走。當一位使臣說出：「不管他同不同意，我們都可以把

牛帶走」時，恰巧菲亞克納之一位侍從正好進屋聽見，於是交易就此破局。 

回到克洛漢，聽完整個結果之梅芙平靜地宣布：「我們無須在此大做文章，羅斯，

眾所皆知，如果他們不願自願給。我們一定會用武力奪取，那就去拿吧。」於是，梅

芙組織了一支龐大軍隊，由她親自指揮前往庫利，去抓那隻也叫庫利之棕色公牛，此

即愛爾蘭散文史詩「庫利牛隻之突襲」（Tain Bo Cuailnge）之由來。303
 

第二款  早期日耳曼人之婚姻 

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之吉朋（Edward 

Gibbon）對早期日耳曼人之婚姻觀下了一個總結式之描述：「在騎士的時代，或者說得

更恰當一點，在浪漫的時代，所有的男人都是勇敢的，所有的女人都是貞潔的」。雖然

貞潔比勇敢更難獲得保持，幾乎毫無例外，要能使貞潔發生在日耳曼人之婚姻中，則

需歸功於古代日耳曼之婦女。一夫多妻制除了在諸侯之間並不盛行，離婚被風俗而非

法律所禁止，通姦則被懲罰，引誘也不被先例與和風尚視為正當行為。304
 

對照羅馬帝國之文明，吉朋指出「惟然文明的進步毫無疑問對緩和人性凶猛的情

緒有著貢獻它對貞潔的德性似乎沒有什麼益處，貞潔最為危險的敵人就是心靈的軟

弱。生活的優雅一旦粉飾著性慾便會腐化。愛的慾望被善感的情緒所提昇— 說得更確

實些—所蒙蔽，則變得非常的危瞼。衣著，動作，和舉止的優雅，使美上加美，並且

經由想像力刺激了感官，奢靡的娛樂，午夜的跳舞，和淫蕩的景象，皆予女人的不貞

潔以誘惑和機會。從這樣的危險當中，蠻族未施脂粉的婦女，部因貧窮，孤獨，和辛

苦的照顧家庭生活而安全可靠。日耳曼的茅舍，四周一覽無遺，對夫妻忠誠而言，比

波斯後宮的城牆，插梢，和宦官更安全。除了這個理由另外可以加上一個更榮譽的天

性。日耳曼人以尊敬和信心對待他們的婦女，每逢重大情況必與她們商量，欣然相信，

在她們的胸中，存有比男人更高的尊嚴和智慧。…從結婚典禮開始，一生榮辱甘苦與

共。在他們（即：外族人）大舉入侵的時候，蠻族的營區充斥著婦女，在殺伐聲，在

各種毀滅形式，和在她們的兒子與丈夫光榮負傷之時，勇敢篤定，毫無畏懼。日耳曼

欲振乏力之軍隊，因婦女的寧死不屈，不祇一次被驅回迎敵。如果大勢已去，她們知

道如何以她們自己的手，解決她們自己。和她們的兒子，不受勝利者的侮辱。這樣的

女傑贏得我們的尊敬。但她們都極不可愛，也非常不能感受愛。她們要男人一爭雄長，

她們必須拋棄迷人的溫柔— 女人魅力之所在。意識上的驕傲致日耳曼女人壓制各種溫

柔的感情，以爭取榮譽，而女人之最高榮譽即是貞潔。這些具有高度精神婦女的情感

                                              
303該詩有眾多版本，最早之版本可追溯至西元第 8 世紀，於 Cahill 著作中係引用現代愛爾蘭詩人金賽拉（Thomas 

Kinsella）譯自 12 世紀古愛爾蘭文之手稿。曾蕙蘭譯，湯瑪斯‧高希爾（Thomas Cahill）著，頁 79-84。 
304李學忠譯，Edward Gibbon 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一），張天然出版社，1982 年，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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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為，可視為民族之普遍特色。」 
305

 

此外，從 1 世紀晚期之羅馬史家塔西陀（Tacitus）所著之日耳曼（Germania）一書，

亦可早期日耳曼之婚姻。據此書之描述，日耳曼人係強烈反對婚外性行為，一旦婦女

違反，將會被剃光頭，趕遁入空門門，並遭公開之毆打。日耳曼男性並禁止妻子在無

人陪伴之情況下在外遊蕩，或參加深夜之宴席並飲酒狂歡。但塔西陀並無特別指出男

人觸犯時會有類似之遭遇。與吉朋相同，塔西陀對日耳曼婦女之性貞潔亦相當推崇，

並認為日耳曼婚姻是一種神聖莊嚴之責任。因此，至少對婦女而言，一夫一妻制是不

言自明的。但隨著日耳曼人進入羅馬世界，其婚姻生活便逐漸與塔西陀所描述之內容

相去甚遠。306
 

對此，賀立熙（Herlihy）則認為，同樣以家族與親屬關係為基礎而安身立命，於

蠻族時期之日耳曼人在家眷與婚姻上與愛爾蘭之塞爾特人有諸多相似之處。如因一夫

多妻而產生之眾多妾，女性常聚集於有權勢之人家，以及社會低層之人難討到老婆等

均屬之。另於接受基督教信仰後，教會所主張貞潔生活之崇高吸引力也可能造成女性

之結婚意願短缺。此種結果也使得女性遭誘搶之情形頻傳。307另有關男女之結婚年齡，

根據塔西陀之描述「年青男性晚婚，故其精力未因之受損，女性亦不急著結婚。男性

至年紀及成長均完備時，會與年齡及精力相稱之配偶配對，而兩者之子女會重現父母

之力量」，若上開描述可信，日耳曼男女係於雙方均成熟且年齡相仿之時結婚。此外，

於中世紀初期之日耳曼婚姻，係丈夫給妻子嫁妝，而非如羅馬帝國時期係由妻子給丈

夫。且因中世紀初期嫁妝之數字過份膨，故西哥德法（Visigothic Codex，西元 681 年）

及之後之法典，對於新郎付予新娘之嫁妝數額均加以限制。308
 

因此，賀立熙指出，中世紀初期夫妻之結婚年齡，與塔西陀所描述之內容頗為神

似，按婚姻雙方之年齡相當接近，大約均於 20 歲晚期。同時，由蠻族遷徙直到 12 世

紀，除義大利中部、南部以及受拜占庭影響之地區外，中世紀西歐之婚姻中，有關嫁

妝之給予係與羅馬時代相反（即：由新郎給新娘），故中世紀初期西歐之婚姻，係受蠻

族或當時實際作法影響，而非古典之羅馬習慣。309
 

                                              
305李學忠譯，Edward Gibbon 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一），頁 177。 
306

Brundage,pp.127-8；Hollister,pp.19-20；栗生武夫，法の変動，頁 140。因 Germania 一書係彙整士兵及旅人之見

聞，並也可能來自住在靠近羅馬帝國附近之日耳曼人所告知，故學者多認為，此書係帶有濃厚之作者主觀意識之

作，其原意是借較為單純、正直的日耳曼人來批評羅馬帝國人民的「墮落」。但無論如何，這本書仍是研究早期

日耳曼風俗、制度之寶貴原始資料。相同見解見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39；姚梅鎮譯，Monroe Smith 著，頁

13，頁 17。另陳惠馨，頁 168 則有描述塔西陀對日耳曼夫妻結婚交換禮物之情節與意義。 
307

 Herlihy,p.55-6,p.59.不過，賀立熙也承認，至少在西元 750 年之前，因缺少如愛爾蘭之聖徒生平等資料，有關

整個西歐大陸之婚姻家庭文獻仍未多見。 
308

 ―The young men marry late and their vogor is thereby unimpaired. The girls, too, are not hurried into marriage .As 

old and full-grown as the men , they match their mates in age and strength,and the children reproduce the might of their 

parents. ‖見 Ibid.,p.73-4,p.77-8. 
309

 Herlihy,p.73-4,p.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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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  法蘭西之家眷調查 

從約西元 750 年起，便有越來越多描述中世紀社會之資料出現。特別是，首次出

現之前所未無之「業務文件」（Document of Practice），其內容除有立法者之意圖及教士

之勸誡外，更包含大量當時社會體系之實際風貌。該文件之形式有二：系列性之記錄，

以及歷經年歲所累積之特許狀（Charters，以土地轉讓為主）。後者絕大部分係來自大修

道院之地主之行政作業成果，以及在特定時期對特定采邑（manors）所為之測量或鑑定。

其中最著名者，厥為約編纂於 809 年至 839 年，描述巴黎附近聖葛爾梅因（St.Germain）

修道院，針對將近在 1,378 個農場之 8,000 人所留下之紀錄。310
 

由上開特許狀及調查之資料，顯示出一種衡量土地及計算家眷之新單位—鄉村農

莊。雖然，佃戶或農奴仍須對領主（Lord）負勞力支出之義務，但大多數之農奴卻已可

與自己之家人同住在自己之農場內，且該農場所產出之利益於扣除租稅外均可歸屬自

己，最後並可將該農產做為遺產。此外，上開調查資料中係使用「家」（Familia）這個

名詞來描述該單位，但此處之「家」與同一名詞使用於羅馬時代僅表彰「家父」

（Paterfamilias），兩者內涵差異頗大。按中世紀初期之「家」係指整個家庭，並含有永

久地位（Permanent Possession）或繼承（Inheritances）之謂。311
 

其次，於教宗大額我略（Gregory the Creat，590-604）以及聖伊西多羅（St. Isidore 

of Seville，約 560-636 年，最後一位拉丁教父）之時期，西歐之家眷仍保留原來地中海

地區之古老特色，富人之家眷結構與窮人不同，而包括夫妻與直系卑親屬之核心結合

仍未出現。至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西元 771-814 年）時期，情況改變，於卡洛

林王朝時代，為了計算人口、核定稅賦或其他因素，常會以一個核心的（coresidential），

以基本繼承成員為主所組成之家庭為計算或記錄之對象。甚者，富人之家庭與窮人之

家庭雖於房屋大小、收入上仍有差異，但在家庭成員上已不再有明顯之區別。直到西

元 800 年左右，與以往截然不同之西歐家庭之具體特徵便已成形。 

此時，家庭之重要性遠逾其組成份子，家庭之延續、興旺與特權均勝過成員之個

別利益，婚姻係一種家庭事務，而非個人選擇。至查理曼大帝之時，西歐之家庭開始

確認其父系血統（Paternal Lineage），而非之前兼具父系與母系（Maternal），另一個加

入新型態家庭之核心特色，係開始產生家庭成員間情感連結之體認。賀立熙表示，此

時出現之家庭係具有調和（Symmetry，以核心成員為中心）、架構（Stucture,以父系血

統為主）及感情（Sentiment,在家庭內部之情感連結）等特色。312
 

                                              
310

 Herlihy,pp.63-72. 
311

Ibid.,p.56-7. 
312

 Herlihy,pp.56-9, 78；Brundage, pp.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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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世俗法與教會法之發展 

第一款  日耳曼法之起源與發展 

第一目  日耳曼法之特色 

日耳曼部族是以農立國。農村社會以家族（Familie）、家族（Sippe）或部族（Stamm）

為中心之共同生活團體。日爾曼民族之法律概念為不成文之習慣法，兼具團體法及個

人法特色。 

一、習慣法及不成文法： 

首先，日爾曼人最古老之法律稱為「民眾法」（Volksrecht）此法是因襲傳統之日常

生活習慣，日積月累所形成之。由此可知，日爾曼法非立法者權威之制定法

（Gesetzesrecht）,，是自律而非他律之社會秩序。而法律對日爾曼人來說，一如原始時

代之文化，缺少文字而為不成文法，故利用口頭傳授於後世儘為便於記憶，日爾曼法

常以簡單之文句、押韻之方式或特殊之成語表現，例如 Bürgen soil man würgen （保證

人應受人擺佈）。 

依早期之日爾曼民族，通常由有血統關係之男人共同組織民會（Thing），以審理族

內之訴訟糾紛。之後改採陪審之訴訟制度，由陪審員負責裁判。此輩陪審員具有社會

地位，且富於生活經驗，但沒有受過法律教育。他們裁判之依據是團體生活之共同意

識及祖先相傳之生活習俗，而非邏輯之法律條文及法律體系。所以他們在法院之裁判，

不稱為法條之適用，卻稱為法律之發現。從而人民進行訴訟時，無須以書面引據法條，

而祇以口頭聲請即足。於是日爾曼法表現人類良知之法律，法院之判決以裁判者個人

之人格修養和良知德性為基礎。誠如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認為：「德國古

代之訴訟裁判為人格主義，而與理性之法治思想對立」。賀立熙（Hollister）則稱：「日

耳曼法律雖粗糙，對西洋思想有一大貢獻：它認為法律來自人民的遠古習俗而非統治

者的意向，因此既然法律超越帝王權威，帝王就不是絕對的。中古初期，帝王常把習

俗寫成文字，他們小心翼翼，與一群貴族商討後，才敢稍作更改。雖立憲的政府原理

尚要等待數世紀才清楚顯現，但其根源實始於此。」313
 

二、團體法及個人法兼具 

日爾曼法之思想，不建立於個人主義，卻建立於團體主義之基礎其次，日爾曼人

                                              
313

 Hollister and Bennett,p20；姚梅鎮譯，Monroe Smith 著，頁 78-9；另栗生武夫，法の変動，頁 113-27，對日耳

曼古代社會描述甚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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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生活價值在求全體之自由與和平，尤其忠於圍體之榮譽高出於其他價值。單一之

個人須隨時為團體利益準備犧牲。團體之生存與利益始終站在個人生存與利益之前。

例如，家族之一員受他族之財產、身體或生命之侵害時，該侵害不僅為受害人之損失，

更重要之是對於家族團體名譽之污辱。因此氏族之每個人均有復仇之義務（Fehde）。又

家長在內統率家屬，對外代表全家。家長基於監護權（Munt），得監督家屬之一切行為，

家屬為無行為能力人，需由家長一人代表全體家屬為一切法律行為。日爾曼法之監護

結婚（Muntehe），一如我國，有超越個人之團體性質。監護之結婚非男女當事人之契

約，卻是雙方氏族或家長間之契約。此結婚之重點在於對嫁女監護權之移轉，即氏族

團體或家長對嫁女之監護襪移轉給新郎或其氏族團體，此為氏族一體或家屬一體之表

現。又日爾曼法上有關共同財產制之夫妻財產，也表現夫妻一體之思想。314
 

 此外，早期日耳曼人之社會和政治觀念亦有完全基於個人關係而成立者，如，法

律係為個人所設（Personal Law）。最明顯之表現乃在於法律係著重在處理人與人間之義

務。日耳曼人之法律和羅馬法不同。羅馬法係由政府制定和法官處理先例所造成之結

果；日耳曼法律則為代代相傳之民俗慣例。一個犯罪行為並不視為違反國家之行為，

而只是違反個人之行為，法律僅係受害者追補所受損害之方法。因此，所謂訴訟只是

個人私事，法庭不過是調停人而已。處理方法亦非依照人證和物證，而係根據一方的

宜誓或接受神斷法（Ordeal）。犯罪行為（包括殺人罪）全然可用罰款來抵消。殺人犯

之罰款稱（Wergeld，人款），並按被殺者地位高低而決定其多少，由此可見日耳曼人尋

重個人權利之觀念。因此，日耳曼人確實有一種強烈之「個人自由」傳統，這種傳統

對西方文化之演變有極深刻之影響。315
 

 

第二目  羅馬法之日耳曼化 

當日耳曼諸族入侵西羅馬帝國後，於各部族所佔領之地區仍有大批說拉丁語之原

羅馬帝國信奉基督教之人民，持續於該地生活、做生意、結婚並生子。因此，羅馬政

府及軍隊力量雖遭移除，卻未立即使羅馬法庭、羅馬傳統或社會習慣隨之消失。對原

本之羅馬人及外來移民而言，他（她）們也不希望看到羅馬法及羅馬社會就此絕跡。

日耳曼移民雖帶來自己之法律、習慣及傳統，但卻沒有嘗試將自己之法律強迫執行在

新鄰居上，且日耳曼人無意願適用包括羅馬法在內之羅馬規則，故此時之西歐在文化

及法律上係多元併存。羅馬法及羅馬法庭持續運作，並處理人與人間因羅馬遺產（傳

統）所生爭議；同時，日耳曼法及日耳曼法庭處理人與人間因日耳曼傳統所生之爭議。

                                              
314

 戴東雄，頁 17-24。 
315

 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41-2；羅漁，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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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包括羅馬人及日耳曼人都樂意維持包括各自之法律在內之民族認同，無可避免

地，仍會發生群體間或法律間之相互影響情事。在日耳曼統治下之羅馬法，特別是在

羅馬法學校關門之後，變得簡單化、通俗化甚至蠻族化。在此同時，日耳曼法庭及統

治者學習依照羅馬法來處理事務。法律互相影響，彼此型塑對方。316
 

    其次，吾人所知甚微之日耳曼人入侵羅馬前之日耳曼民眾法（Folklaw），其核

心概念為：對家族成員份子之涉訟屬家族之共同責任，以及相互之復仇。此種擴張之

家族在家父制之日耳曼社會是眾所周知並成為日耳曼制度之基礎。惟自日耳曼人民開

始定居在羅馬帝國時，此種家父日耳曼法之基柱開始瓦解，因遷徙加速和平之改革。

家族逐漸失去許多其早期具備之功能，特別在保護其成員免受外人不法之作為上。越

來越多之日耳曼君王開始主張維護其統治權之權威性，並開始介入其統治下不同成員

間之家務爭執。同時，不法行為之賠償體系也逐漸取代復仇。賠償係以所受傷害之嚴

重性為基礎計算，通常會以名為撫卹金（Wergeld）之金錢方式為之。撫卹金之數額依

性別及社會地位而有不同，部分日耳曼法，特別是在 Salian 之法蘭克人，年齡亦為決

定撫卹金之因素。國王與其法庭視個案決定何人需負賠償責任，以及應賠償之數額。 

此外，在第 5 世紀末及第 6 世紀初之前，日耳曼法之延續係以口頭方式代代相傳。

而從第 5 世紀末開始，各地之日耳曼國王開始制訂各自之成文法，此些起源於歐洲大

陸，以拉丁文撰寫之成文法通常被稱為日耳曼法典。另外，在不列顛、冰島及斯堪地

那維亞則常以當地之方言作為法典之文字，這些編纂物可作為吾人瞭解日耳曼法庭執

行之法律的首份詳細證據。對西歐之日耳曼諸王，也將此本質上擷取自羅馬法之日耳

曼法權威化，作為其等繼承羅法之憑據。對上開沿革過程，布朗德吉（Brundage）認為

羅馬法在日耳曼入侵後係逐漸庶民化（Vulgarized）。317
 

此外，根據布朗德吉最近之研究，法律身分（Legal Identiy）概念與司法管轄權之

連結，亦為日耳曼移民所帶入之一項根本上之轉變。於現代社會，吾人通常會認為法

律具有其地域之界限，因此每個人進入某個特定之地理區域後，將依該地區之法律加

以規範，如法國人一旦越過邊界進入德國，在其返回法國前，均需受德國法之規範。

但於早期蠻族諸國情況卻非如此，當時之統治者多將法律之管轄權繫於個人而不是領

土，法律係以某人之身分，在此指他或她係屬何人種或民族為核心。故此，法蘭克人

或勃艮第人無論遷徙至何處，或於外國做出何事，仍保留由法蘭西或勃艮第法管轄之

權利。同理，羅馬人之後裔仍有權依羅馬法來處理其事務，不論其是否已受勃艮第、

西哥德、法蘭克或巴伐利亞國王之統治。 

惟一旦某個羅馬人與某個日耳曼人發生衝突時，如何選擇適用之法律便複雜起來

了。實務上，審判者會嘗試在不同當事人之利益間，尋求一個公平之折衷方式，並通

                                              
316陳愛娥、黃建輝譯，Franz Wieacker 著，近代私法史，頁 22-4，對於不同日耳曼部族如何吸收羅馬（法）傳統，

有詳細之描述。 
317

 Brundage , Law,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p.1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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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從與該爭議有關之所有法律中，選擇不只一個法律來適用。特別之處理方式則是

運用由不同法律內容所構成之規則來處理。而如上適用之結果，將使得爭議之法律效

果極度難以預料，故法律之不確定性係瀰漫早期中世紀社會。318
 

第三目  早期日耳曼之成文法與法律手冊 

從 5 世紀末開始，蠻族諸國之王方陸續著手記錄自己民族之法律，故在此之前，

各日耳曼族之法律具體內容為何，迄今仍缺乏具體之資料可佐。319日耳曼族諸王係委由

於於皇室秘書處（Chanceries）任職之公證人（Notaries）或書記（Clerks）為法條文字

化之準備工作，並將法律內容以拉丁文呈現，而據學者之研究，毫無疑問這些官員均

知悉基本羅馬法，並將羅馬法之技術用語與概念植入其所編纂之法律中。320
 

西歐大陸最早之日耳曼法典，歐里西亞法典（Codex Euricianus,亦稱西哥德

法—Leges Visigothorum），係由西哥德王歐立克（Euric,約 466-485）於西元 476 或之後

不久頒布。目前僅有部分仍留存，逸失部分則可藉由與該法典關係密切之巴伐利亞法

（Bavarian Law,Lex Baiuariorum）與由西哥德王約塞司溫（Receswinth）於 654 年重新

頒布之西哥德法來重建。歐里西法法典出現後不久，義大利之東哥德（Ostrogothic）國

王狄奧多西二世（TheodoricⅡ ,約 471-526 年）提出狄奧多西教令集（Edictum 

Theodorici ），伯艮第王剛多巴（ Gundobad, 約 474-516 ）頒布勃艮第法（ Leges 

Burgundionum）。約在西元 507 年之後不久，沙利安法蘭克王（Salian Franks）克洛維

（Clovis,約 481-511）提出沙利安法（Pactus Legis Salicae）。321
1 個世紀後，倫巴（Lombard）

國王羅塞爾（Rothair,約 636-652）以 643 年提出之倫巴法（Leges Langobardorum）作為

延續之象徵。322
 

雖上述日耳曼法內容各有不同，就法律實務與羅馬法特徵之間對比卻是相當明

顯，兩者間最大分歧厥為對人身傷害之處理與程序規定。阻止個人之暴力行為以維繫

群體間之和平，雖為羅馬法與日耳曼法之共同目標，但日耳曼法於此部分表現更為搶

                                              
318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pp.50-1. 
319羅馬史家塔西陀（Tacitus）所著之日耳曼（Germania）雖著作於 1 世紀左右，但其內容之真實性仍為學者所存

疑，見 Brundage,Ibid.,p.51 note.15. 
320

 如 727 年由倫巴國王（Lombard）李尤普朗（Liutprand）所頒布之法律便明示其內容係包含倫巴法及羅馬法，

Lupoi,Maurizio.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Legal Order, trans. Adrian Belton, 2000,pp.94-6；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p.52. 
321

 莫理斯（Morris）指出，薩利法為法蘭克法典之雛形，受羅馬法影響極小，全部法典共 408 條，其中 343 條與

刑事有關，僅 65 條非刑事規定。而於此 343 條中，113 條是與對人犯罪有關之規定，150 條係有關搶劫之規定。

見王學文譯，M.F.Moris 著，頁 128。 
322

 Leges Visigothorum,in MGH(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Leges ∫1,vol.1;Lex Baiuuariorum, 見 Buchner, 

Rudolf ： Die Rechtsquellen,1953,pp.26-9 ; Edictum Theodorici , 見  Vismara, Giulio, Editum Theoderici. 

IRMÆ ,vol.1,pt.2b,sect.aaα.Milan:A.Giuffrè,1967; Leges Burgundionum , in MGH, Leges ∫1,vol.2; Pactus legis 

Salicae, in MGH, Leges ∫1,vol.4; Leges Langobardorum, in MGH, Leges ∫1,vol.4. 見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p.52 and note.19-not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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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不同名稱之法律卻一致性以眾多篇幅且鉅細靡遺地規範不同類型之人身傷害，並

規定應彌補受傷害一方之賠償數額等。與此對照，羅馬法雖對人身傷害之賠償亦有所

規定，但係作為於較大之法律義務項下之分支，而該法律義務除人身傷害外尚包括契

約或其他義務之違反，與之相對，很少日耳曼法提到契約與協議，縱使提及契約與協

議之日耳曼法，亦未曾將之與人身傷害相提並論。323
 

除上開法律條文外，西哥德與勃艮第王朝也編纂了羅馬法之簡要手冊，羅馬西哥

德法及羅馬勃艮第法。以兩者之適用程度比較，羅馬西哥德法手冊無論於適用之時間

或適用之區域均優於較羅馬勃艮法手冊，而西哥德手冊似主要作為法官處理羅馬居民

間爭議時所用。324
 

第四目  早期日耳曼之訴訟與爭議解決

制度 

羅馬法與日耳曼法於訴訟程序上亦有相當差異。發展至蠻族入侵時之羅馬程序法

是 cognitio 之體系。於此種體系下，法官均為羅馬帝國訓練有素之官僚，斷案時原則上

以文件資料內之證據及證人之書面宣誓為基礎。325。 

日耳曼諸國之法官，如墨洛溫時代之高盧法官（稱為：Rachymburgi），基本條件需

成熟、具社會地位，以誠實及負責著稱，至卡洛林王朝時多為皇室官員。與羅馬法官

不同處，乃高盧（法蘭西）之法官不需要特別之法律知識，雖然他們能並也尋求他人

提供處理法律事務之卓越經驗。326
 

此外，日耳曼之程度對待證據之態度亦與羅馬法不同。證人之口頭證詞（Oral 

Witness Testimony）原則上於日耳曼訴訟程序效力相當輕微。日耳曼法庭相當倚賴者，

乃羅馬法庭未曾如此重視之當事人宣誓指控與否認。抑且，除當事人彼此之指控或否

認外，日耳曼法尚規定需佐以額外之證明人或幫助者之宣誓陳述，按此些人一旦宣誓

陳述，即代表其同意於上帝見證下，準備將自己本為不朽靈魂之風險置於他們所相信

當事人之主張下。327
 。 

若證明方式均付之闕如，則顯示此項爭議係特別嚴重。且若負證明責任之當事人

其可靠性仍存疑時，法庭可能會堅持以神判平斷曲直，當事人之一方亦可選擇透過神
                                              
323

 Lupoi,Orgins of the European Legal Orders,pp.109-10；Brundage,Ibid.,p.53；而陳惠馨引用 Karl Kroeschell 教授之

著作，提出規定明確之「身體傷害損害賠償的等級」與「殺人的賠償金額等級」，足堪證明。 
324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p.56. 
325

 Brundage, Ibid.,p.53. 
326

 Lupoi,pp.207-11；Brundage,Ibid.,p.54. 
327

 Lupoi,pp.340-50；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p.54；王學文譯，M.F.Moris 著，頁

128-9。陳惠馨，頁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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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之方式來解決爭議。神判係使當事人接受身體上之考驗，例如使當事人拿著燒紅之

鐵塊行走一段預先劃定之距離，或於預定之時間內需將前臂浸入滾燙之沸水中。之後，

查驗當事人之身體狀況，因理論上，上帝將修復無辜者之傷而拒絕醫治那有罪之人。 

綜上，個別訴訟之法律結果係難以甚至無法預測。除結果（如神判之結果）難料

外，具體之法律亦非時常被適用。按此時期之法官本身彷彿即為法律，故其參照具體

之成文法（如：Salic law）斷案之機率不高。328
 

或許因訴訟制度存在上開不確定之風險，故於日耳曼諸王所轄領域內，爭議通常

非尋求正式之訴訟程序來解決，反倒是相當程度倚賴仲裁（Arbitration）之方式處理。

而中世紀早期之仲裁又與羅馬法時代不同，仲裁人常為雙方當事人之親友，而仲裁之

作成係以爭議雙方均同意之處理方式為基礎。故仲裁人之目標在於設計出一個能讓雙

方部分滿意之折衷方案。 

第五目  查理曼法令（Capitularies of 

Charlemagne） 

日耳曼世俗法發展至卡洛林王朝，特別是查理曼大帝，可謂達到中世紀初期之第

一個高峰。原則上，卡洛林國王，一如墨洛溫國王，係國家最高之立法者和最高法官。

但實際上，祗有查理曼一人是名符其實之統治者，他可決定任何案件，也可保留任何

案件。據文獻記載，查理曼親自處理的糾紛大多是有關產權之問題。 

於訴訟制度上，查理曼統治期間，開始有類似後世大陪審團之制度，稱為「斯卡

比尼」（Scabini），成員多為地方仕紳或地主。329但日耳曼古代法之「神斷」（Ordeal）

或「刑證」至此時仍屬法庭之正常程序，而刑事訴訟制度之糾問主義，於此一時期便

已出現。330
 

在法典編纂上，因查理曼統治下之之民族眾多，幅園廣闊，除被征服之羅馬人仍

可繼續適用羅馬法外，如何統合如其他民族之部族法，亦為查理曼於戰爭過後之當務

之急，故查理曼在位時期對法令之編纂係不遺餘力。按查理曼所頒佈之法律通稱

                                              
328

 Brundage,Ibid.,pp.54-5；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之十一：拜占庭伊斯蘭及猶太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Byzantine Zenith, 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Judaic 

Civilization,1950 ），頁 133-5。 
329

 羅漁，頁 143。 
330根據王宮書記修代加利（Theudegarius）之記錄，西元 775 年，聖達尼修道院院長傅拉德（Fulrad of Saint-Denis）

與巴黎主教海森拉德（Herchenrad）間的糾紛足使吾人略知當時法庭程序之進行。首先係兩造提出證據，同時又

可提出證人，若人證和物證仍不足判斷，則仰賴天主之判斷。此時，查理曼命令雙方派代表各一人，雙手交叉胸

前，當眾立於教堂之中。不久巴黎主教代表開始震顫，顯示「神意」，足見巴黎主教之無理由。查埋曼以此為據，

判決聖達尼院長勝訴。見姚梅鎮譯，Monroe Smith 著，頁 35-6，頁 14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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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ulares。其內容極為廣泛，其中有屬全國性質，如教士修士之紀律，王畿之管理，

教會什一稅之徵收、軍隊名額之分配和拒絕軍役者之處分，其他如法庭程序，主教座

堂和修道院學校等。其餘地方性規定，如薩克遜、巴伐利亞、西班牙等邊區之特殊法

規。每年冬季末的「大會議」（Great Council）公布法律，然後由「視察使」（Royal 

Commissioners）傳達各郡，由郡守執行。 

另外，對各民族固有之傳統習慣法，查理曼於西元 802 年之大會議，命令將各地

之習慣法編纂成書，包括色林吉亞法（Thuringian Cade），弗利西亞法（Frisian Cade）。

而先前業編纂成書薩克遜法（Saxonian Cade），巴伐利亞法（Bavarian Cade）等則重加

校訂抄寫，分發各該地區遵守。此外，又抄寫西哥德人所訂的羅馬法—阿拉列法（Ireviary 

of Alaric），作為法官判案之參考。331
 

當不同民族及法系有所抵觸時，以婚姻之締結為例，係以「於訂婚及結婚時，新

郎依自己出生法所定之方式，而受拘束。至送女完婚之儀式，必依女家父或其監護人

法所定之方式」為處理原則。惟教會反對婚姻關係上同時存在二種法制。有一案例如

下：一法蘭克人與一薩克森女子結婚，其後，此法蘭克人以結婚未依照法蘭克法之方

式，而係依據薩克森法所定方式為由，竟棄其妻。而西元 895 年之特里布（Tribur）宗

教大會中對於此案，遂宣示一原則：結婚之方式無論依夫法，抑依妻法，其結婚皆為

有效。對此，史密斯（Monroe Smith）表示，今日契約法上通認之準據法選擇制首次出

現，或始於此。332
 

綜上，上開於查理曼在位期間所蒐集、編纂之法令稱為查理曼法令（Capitularies of 

Charlemagne），該法令於查理曼之子路易繼位時統計已有 1,697 章之多。333
 

第六目  封建法 

在封建制度下，每一位領主都有一個「封建法庭（FeudaI court)，以處理各種耕紛。

法庭係由附庸組織而成，領主僅為主席而已，以保障附庸之權利不致受領主侵犯，而

附庸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必能團結一致來對付領主。再者，領主本身亦可為另一領主

之附庸，保護自己附庸之權利亦即是保護自己之權利。 

如果某一附庸控訴之對象係自己之領主，那麼第一審是在領主之封建法庭，由其

他附庸共同審理。如原告不服判決，可以上訴領主之上層領主。理論上國王是最後之

上訴對象，且訴訟為當時重要之經濟來源，故國王歡迎任何上訴。在諾曼地和英格蘭

等地，如領主拒絕法庭判決，附庸則有反叛抗命領主之權。 

封建法庭所遵行之法律是當地之「習慣法」，而習慣法之存在及其效力是由法庭來

                                              
331

 王任光，頁 162-4；姚梅鎮譯，Monroe Smith 著，頁 146-7。 
332姚梅鎮譯，Monroe Smith 著，頁 131-4。 
333王學文譯，M.F.Moris 著，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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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的。在封建社會並無「立法 」(Legislation)之觀念，而是依照每一地區之習慣法處

理，稱為法律之地域性（Territoriality of Law）。於 12 世紀羅馬法復興前之法律，如同

幣制，係完全地方性，審判和鑄幣同為封建政權之權利。334
 

第二款  教會法之發展 

與上開世俗法律相較，本時期之教會法係持續其彙整及編纂之工作，並有初步之

成果出現。 

第一目  教會法典之編纂 

中世紀初期係西歐基督教化之關鍵時期，入居該地區之日耳曼民族逐漸接受正統

之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成為國家宗教。世俗統治者之皈依既給教會提供了官方支持，

也導致了國家政權對宗教事務之干預，嚴重削弱了教會之獨立性（此點自君士坦丁皇

帝即開始）。東西方文化和政治之連結不再是西歐社會之主導因素，能夠熟練掌握希臘

文之人越來越少，拉丁文作為宗教和學術語言之壟斷地位得到確立。於此種背景下，

教會法經歷了危機和機遇之雙重挑戰，教會法之典籍反映了教會及其法學家們對此之

回應。並且，相對於羅馬法之逐漸消逝，教會法無論在質與量方面均與日俱增。 

首先，各地之主教與教士們均展開為數眾多之法規彙編（Canonical Collections），

有些內容可適用整個基督教世界，故廣為流行；亦有僅針對某地之需求而編纂地區性

之法規彙編。中世紀初期最早並最為普遍之法規彙編，乃約於西元 500 年左右由一位

僧侶狄奧尼修斯（Dionysius）所彙整之狄奧尼西亞那彙編（Collectio Dionysiana）。狄

奧尼修斯提出二種主要之法源：會議決議之法規與教宗教令。他並將前揭內容按照年

代順序排列，並就以希臘文做成之原始文獻翻譯出比原先之法規集成更準確之內容。

故其編纂成果獲致相當好評，特別在羅馬。在此同時，因羅馬教廷嘗試針對法紀鬆懈

之狀況提出一部適用於整個西歐教會之教會法，而法蘭西之卡洛林王朝加強政治統一

和傳播基督教之努力促成此願望實現之可能。774 年，教皇阿德里安一世（Hadriana 

Ⅰ,772-795）將增補了教皇教令之「狄奧尼修斯彙編」送給查理曼大帝。802 年這部「狄

奧尼修斯一阿德里安彙編」（Dionysia-Hadriana）被法蘭克教會更名為「阿德里安法典」

（Codex Hadrianus）並受到認可及頒布。335
 

另一份廣泛流傳之彙編為「西班牙教規集」（ Hispana ， Collectio Hispana 

chronologica,Collectio Isidoriana）。該份彙編主要係以於伊比利亞半島（Iberian peninsula）

所舉行之宗教會議決議之法規為彙整之對象，但也包括許多東方教會、非洲與高盧之

                                              
334

 王任光，頁 201-2。 
335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p.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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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如前段之「狄奧尼修斯彙編」亦屬其內。其編排上，係以地區及年代為標準進

行資料之分類。其內容包括了第 4 次托萊多會議（633 年）之法令，及 694 年頒布之增

補教規。此為一部詳盡之教會法規彙編，收錄了東西方教會 67 次宗教會議之法令，105

篇教皇教令，除伊比利亞半島外，特別在卡洛林王朝及義大利亦甚受歡迎，並成為以

後中世紀西歐教會法學家最重要之資料文獻，其中之教規被很多後來之律法書引用。336
 

然而，本時期教會法規彙編之另一風貌，係以偽造教令之方式出現。冠上非編纂

者名稱之法令彙編係基督教會自古以來就面臨之問題，至第 8、9 世紀之西歐，更由偽

造單篇文件進階為將偽造成果集結成冊。其中，最有名之是「偽伊西多羅法令集」

（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據查可能出於蘭斯（Reims）教區之科比（Corbie）修道

院。337，該書編纂於 9 世紀中葉之法國。一翻開便是一連串以年代為排列標準，自第 1

世紀末期至第 4 世紀初期之偽造教宗教令，但其中夾雜可靠之教宗信函。第二部分則

包括 54 次之宗教會議決議法規，部分為真，部分屬偽，最後附加偽造之「君士坦丁之

奉獻」等文獻。第三亦為最後之部分，則是混合排列第 5 至 8 世紀之偽造教宗教令與

宗教會議決議法令。對於偽造規模數量如此龐大工程之編纂者來說，係企圖藉此內容，

提升教士之獨立性，強化主教（包括教宗）之權限，但同時削弱大主教（Archbisohp）

之權力。此外，從偽造之內容，似可窺見偽造者亦認為當時之教會事務已遭世俗威權

之侵擾與玷污，但當時之教會法令卻始終無法達到偽造者之理想，因此偽造者便著手

「製作」其認為理應如此之教會法規及教宗教令，並期待 9 世紀之教會能藉此重回初

代教會之起點。338
 

對上開偽作，教宗尼古拉斯一世（NicolasⅠ,約 858-867）雖首先提出質疑，但對偽

作之內容合乎需要時，教宗依舊會加以援用。故一般而言，後代教會法編著者均會將

該偽造之內容納入其所彙整之教會法著作內，直到 14 世紀之後，「偽伊西多羅法令集」

方陸續遭受真正之挑戰與質疑。339
 

第二目  專業之法律人員 

如本節第二項第一款所陳，當羅馬之行政及司法體系於第 6 世紀逐漸崩解後，神

職人員便填補了該項空缺。於日耳曼君主欲製作規範其子民之成文法律文字時，他多

                                              
336彭小渝，頁 20；栗生武夫，法の変動，頁 187-9；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p.64. 
337栗生武夫，法の変動，頁 191-2。塙  浩譯，フランス法制史概說，創文社（1996 年），頁 41-2。針對本份「偽

作」，尚有專門之網路資訊 http://www.pseudoisidor.mgh.de/可供查考，內容為德文。瀏覽日期：2009 年 7 月 27 日。 
338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p.65；栗生武夫，法の変動，頁 189-92；彭小渝，頁 20-2。

惟彭著雖認為該偽作係「反映了法國主教希望通過上訴羅馬教廷來抑制大主教和貴族對主教區事務之干涉，故其

使用訴諸古老之教宗敕令和宗教會議決議方式，來達成其目的。此本『偽伊西多羅教會法』於歷史上有其特殊之

地位，按該書乃系統地以教會法兩大權威—教宗及歷代會議文獻，遂行其政治目標之典範」，卻無敘明「政治目

標」為何。 
339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p.66 and note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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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會將任務委由已屬於皇室家眷成員之教士來處理，另教士們平常工作除草擬、修改

國家法令外，亦參與特許狀、信函及其他文件之撰擬，身兼司法與行政二種角色，故

有學者對此時期教會之神職人員稱之為「法律官員」（Officials of The Law）。340
 

雖於中世紀初期之教會法彙整工作係蓬勃發展，但長久以來之教會政策仍禁止教

士提供法律諮詢，並特別禁止教士成為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之代表。早在第 3 世紀中葉，

迦太基主教聖西彼連（Cyprian，基督教稱為居普良，約 258）便禁止其教區內之教士與

輔祭在法庭上擔任辯護人，市民法之案件尤其不可。341其依據為聖經新約提摩太/弟茂

德後書（2 Timothy）第 2 章第 4 節：「凡在軍中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

兵的人喜悅。」此見解為 451 年之加采東大公會議（Council of Chalcedon）所接受。不

過，從第 6 及 7 世紀開始，教會法規之編纂者開始將某些教會權威贊成對上開限制有

例外之意見納入教會法規，而最普遍之例外便為允許教士擔任孤兒寡婦於訴訟中之辯

護人或代理人。從此，教士具有服事窮人與受欺壓之人之義務，這更使教士得參與訴

訟之協助工作。342
 

甚且，縱使於世俗法官主導之世俗法庭中，也常見由神職人員以法官或顧問之身

分參與案件之審理，按對世俗法官而言，與其倚賴其世俗同僚之法學素養，不如提供

更多神職法官之座位。343
 

第三目  教會法之具體適用 

當基督徒所欲解決之爭議係屬教會管轄，或基督徒遭指控違反教會法令時，便可

直接適用教會法規定。另教宗長久以來均主張擁有對基督教社會之法律管轄權，如掌

管最終之爭議處理機制—法院。西元 343 年之西爾狄卡（Serdica）會議決議羅馬之主

教可建立一所不服其他主教決定之終審上訴法院。 

其次，無論爭議之處理抑或對違反教會法令之人為告發，第一階段均操於主教之

手。主教為其教區內所有上揭事務之普通法官。當主教發覺案件過於困難，或解決之

道相當錯綜複雜，以致於主教不希望單獨承擔審理之責任時，主教可能會召集其他教

士共桌召開小型會議並提出一個經過綜合討論後之決定。因主教們早在 5 世紀初便已

開始對案件量所造成之沈重負擔多所抱怨，此狀況進入日耳曼統治時更形嚴重。因此，

無論有無召開此種會議，於中世紀初期主教便建立了一個為審理爭議而成立之法庭組

織。344
 

                                              
340

 該意見係由洛依耶威林（Karl Llewellyn）所提出，見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p.73. 
341

 Gratian C.12 q.3 c.4-7 
342

 同意孤兒寡婦之依據為教宗葛拉西烏斯一世（GelasiusⅠ,492-496 年）對格隆提尤斯（Gerontius）主教之信函，

以及曼茲（Mainz）會議 
343

 Lupoi,Orgins of the European Legal Orders,pp.435-6. 
344

 羅馬皇帝巴倫斯（Valens）於西元 376 年即在法律中規定將宗教會議作為審理宗教爭議之法院。見 Brund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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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婚姻之本質 

第一項  性結合 

第一款  日耳曼法：性結合為婚姻之本質 

日耳曼法將婚姻視為因同居（Cohabitation）所生之結合（Union）而非形式之行為。

於早期之日耳曼社會，婚姻為一種社會事實，而非一種法律地位。性關係成為定義婚

姻之本質要素，而婚姻則視為一個由夫妻間性關係為印記之結合，且無法以主觀意思，

至少是先生一方之主觀意思，來使之解消。345
 

最後，女由於結婚之結果，遂脫離其父之占有關係，而入於夫之權力支配之下，

成為夫家之血（親）族團體。子雖結婚，苟尚與其妻住於父家，則仍不能脫離父權之

支配，不過，無論何時，一經分居另組織小家庭而後，即脫離親權之支配。故在日耳

曼人中，凡為人子者，必於「自立門戶，自起煙火」（with own hearth and smoke）之後，

始能得其解放與自由。346
 

第二款  教會：性結合後婚姻方完成 

於 8 及 9 世紀之天主教作者很清楚地瞭解性關係於婚姻中所扮演之角色，即，夫

妻雙方之性結合並非婚姻之本質要件。來自蘭斯（Reims） 之主教安克馬爾（Hincmar，

806-882）便屬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安克馬爾首次提出教會法未曾出現之交媾（Coital）

婚姻理論，該理論認為未結合完成（Unconsummated）之婚姻係不完全，因此不具完整

之效力，並有判斷婚姻是否完成之公式如下： 

真札合法之婚姻，係存在於相同地位之自由人間，當自由之女方帶著家父之同

意，附嫁妝與自由之男方舉行公開之婚禮，之後發生性關係 （ Quibus 

sententiis .evidenter ostendit, quia tunc est vera legitimi coniugii copula, quando inter 

ingenvos, et inter aeestata,sexuum commistione coniungitur）。347
 

雖然從字句間可看出安克馬爾有借用早期之教宗良一世（LeoⅠ,440-461）與奧古

斯丁之說法，但上開公式仍可認為係由安克馬爾率先提出。安克馬爾所提之婚姻理論，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p.69 and note 85,note86.  
345

 Brundage, Law,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p.135-6. 
346姚梅鎮譯，Monroe Smith 著，頁 61-2。 
347

Hincmar of Reims, Epistolae 22, in PL 126: 137-38,見  Brundage,p.136 and note 43.本文係譯自英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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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嘗試將完成性關係作為基督教婚姻成立要件中。他保留了羅馬法中認為婚姻係由當

事人同意即可成立之概念，但他認為，僅有當事人意思之婚姻並不具永久之拘束力，

只有在雙方透過交合之身體結合，才開始使婚姻全面並完成（full and complete）。有學

者認為，此一意見或許與當時之婚禮儀式均在傍晚時刻舉行，斯時特別適合交合與生

育子女有關。348
 

安克馬爾所提之婚姻理論係具有法律上之價值。其所列舉一連串有關婚姻之程

序，可提供證人參與見證或可由該程序所需之證據驗證婚姻是否成立。此項特色並增

加解決訴訟中爭議性案件之可能性。此種交媾理論並調和羅馬法、基督教以及日耳曼

實務之婚姻概念。但安克馬爾並無法掩蓋在他所提出之婚姻定義中仍存在之日耳曼與

基督教間緊張關係，此種緊張關係係因雙方對婚姻之基本目的及價值係保持對立之看

法所致。事實上，對婚姻事務之處理，日耳曼民間法法院與以神學理論為依歸之高級

教士，於價值體系係公開對立，此種對立關係更持續至教會就婚姻事件取得管轄權為

止。349
 

第二項  一夫一妻與一夫多妻 

第一款  日耳曼與法蘭西 

在早期日耳曼，無論實際生活或法典之規定，合法婚姻與妾（Concubinage）之區

別並不明顯。妾，此種早期日耳曼社會普遍存在之現象，係指社會地位不相同之男女

（男高女低）所存在之長期關係。此種結合並非獨佔之性關係，已婚男性通常擁有妻

子以外之一或多個妾，而妾多是女僕或女奴，兩人所生之子女對父親之財產並無任何

權利。雖大多數男性可能因為無法負擔多妻而滿足於僅有一個妻子，但在皇室或貴族

等上層階級，一夫多妻之狀況係屬常見。350
 

在日耳曼法中，婚姻及妾之本質均為性關係，這也是羅馬婚姻法認為與婚姻結合

無關而多所忽略之部分。因此，日耳曼婚姻係以夫妻之交合、雙方願意長久同居並生

養子女之意願等要素所組成。其中，區別結婚與妾之標準即以雙方是否具有長久同居

之主觀意願。351
 

以法蘭西卡洛林王朝之查理曼大帝為例，其第一次婚姻是奉母命而締結之政治婚

                                              
348

 Gaudemet,‖Indissolubilité et consummation du marriage: L‘apport d‘Hincmar de Reims,‖ RDC 30(1980)35-36；Sara 

Acunńa,‖La forma del matrimonio hasta el decreto ‗Ne trmere‘,‖Ius canonicum 13(1973)149-50, Brundage, Law,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36 and note 44. 
349

 Brundage,Ibid.,p.137. 
350姚梅鎮譯，Monroe Smith 著，頁 45；陳惠馨，頁 168。 
351

 Brundge, Law,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30；栗生武夫，法の変動，頁 140。依 Brundge

見解，似可認為情婦雖在客觀上為長期關係，但男女雙方主觀上並無長久同居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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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太后貝托拉達主張和倫巴人聯盟，雖然也主張和羅馬教宗維持友好關係。因此她

親赴義大利巴維亞（Pavia）商談婚姻事宜，結果是一樁三重婚姻：查理曼和其弟卡羅

曼娶倫巴王戴西代利烏斯之二女，而查理曼之妹則嫁戴西代利亞斯之子阿達奇斯

（Adalgis）。因母命不可違，西元 770 年聖誕節，查理與戴西代利亞（Desideria）於梅

因斯教堂結婚，不到 1 年即告分離，另娶一位阿雷曼公主名希代格德（Hildegard），兩

人育有 3 子：查理、路易（孿生子洛塞夭折）和丕平。希代格德卒於 783 年。查理又

娶法斯托拉達（Fastrada），生下 2 女。794 年，法斯托拉達逝世，查理第 4 次結婚，娶

一位阿雷曼公主魯格違（Luigard）直到 800 年。魯格達是查理曼最寵愛之皇后，在她

去世後，查理均未再婚。352
 

第二款  愛爾蘭 

愛爾蘭之家族係由個別之家眷（Households）所組成，據推測，每個家族所包含之

家眷數目大約在 120 個至 256 個間。每個家眷則由首領（Chief）及其妻子（妻子們）

來領導。 

在家眷中之婚姻多數為一夫一妻制，合法之妻子稱為家之女主人（Domus 

Domina）。然而，根據亞當能法（Law of Adamnan）之描述，所有之妻子在某些時候均

屬奴隸，且她們被迫上戰場殺敵或被殺，而其丈夫，卻身處她們身後安全之地，鞭撻

妻子們使之前往征戰。故傳說聖亞當能（St.Adamnan）讓妻子們重獲自由，從此之後，

家庭之半數均歸妻子所有故他被稱為「天上地下由法律首次為女人所創造」（…the first 

law made in heaven and on earth for women…）之人。353
 

其次，合法之妻子似乎也能控制重要之財產。按妻子財產來源之一即為嫁妝，而

當新郎或其家庭，將財產移轉給新娘後，新娘個人就可掌管該財產。惟布雷宏法（Brehon 

Law）對婦女持有及讓與財產之權利，特別是土地，加以嚴格之限制。不過，婦女卻經

常將財產奉獻予聖徒們，因此，在聖徒傳記中，記載不少擁有大批金錢或土地之婦女。 

此外，妻子也可能對決定家中事務擁有相當大之影響或權力。舉例而言，妻子有

權與先生離婚並趕出家中成員，並取走其財物。如聖布莉吉（St.Brigid）354之繼母便威

脅其先生道塔（Dubthach），若先生不將奴隸妾，也就是懷有布莉吉之生母賣走，她就

要與道塔離婚。此種威脅使得道塔日後在繼母對布莉吉之迫害上，均採取默認之態度。 

                                              
352

 Duby,pp.41-2。戚國淦譯，艾因哈德（Einhard）及聖高爾修道院僧侶（the Monk of St. Gall）著，頁 41-2。查

理曼之弟與姊妹於查理曼在位，均已在修道院 
353

 Herlihy,pp.34-5,p.187 and note 30,31. 
354

 又稱啟達之布莉吉（Brigid of Kildare），乃因聖派崔克而皈依之聖徒，為地位崇高之女修道院院長，但允許男、

女修道士共修，並以好客出名。其個性鮮明、講話簡潔有力，如有次車伕企圖抄捷徑造成車子翻覆，面無表情之

布莉吉從失事之馬車起身，拍拍灰塵，只說：「抄短路造成斷骨頭」，以上見曾蕙蘭譯，湯瑪斯‧高希爾（Thomas 

Cahill）著，頁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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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上流社會之合法妻子係有錢有權，仍無法因此阻止先生向外尋求性連結。

妾（concubine）仍為生活中經常提及，且妾們並非均屬奴隸。以聖布莉吉為例，其生

父道塔，擁有為數眾多之牲口、家畜，並開放家中給諸多賓客來展現其好客，或許他

也是個基督徒，因他也歡迎主教一起用餐。道塔除了有一個合法之妻子外，同時與一

個奴隸同居，並同時使兩人懷孕。描述此段故事之無名作者行文至此，並未指責道塔

違反基督教一夫一妻制之原則，反倒是譴責他合法之妻子，稱其威脅丈夫將妾趕走之

舉係缺乏主婦之美德並對丈夫無絲毫敬意，該妻子心地惡毒，且行止彷如狂怒之野獸。
355

 

抑且，除重婚外，當時社會對所有合法婚姻之外之性關係均展現出一種容忍之態

度。例如，聖艾伯（St.Ailbe）那可能出身貴族之父親與 Artaige 之國王克羅南（Crona）

之妾—某位奴隸女子秘密同房，並使該女子懷孕後，因懼怕國王知曉此情，遂開始逃

亡。當克羅南國王察覺後，在狂怒下下令要找出該嬰孩。當僕人將嬰孩放置於森林中，

一隻母狼發現小嬰孩後並將他攜回，為其哺乳並與其他小狼一同長大。最後這個孩子

成為一位知名之主教，甚至是第二個聖派屈克。另一個故事是發生在依卡（Echach）國

王的女兒。按國王有三個美麗的女兒，其中一位愛上了父王之侍從，一位貴族騎士，

公主在沒有任何合法之婚姻關係下產下一子。這孩子，名叫泰格納（Tigernach），最後

也成為一個有名之聖徒。此外，聖伯爾（St.Barr）係由父女亂倫所生，遭棄養後亦由狼

所撫養；聖主教諦馬（Dimma）係因通姦所生，被棄置於教堂門口。356
 

    綜上，雖然一夫一妻制方為當時多數家眷之表面型態，但對有錢有勢之男性

所組成之家庭而言，擁有數個妻子或妾之特權係不足為奇，對此，古老之法律即明確

表示此種擁有二個太太之人是非常富有。 

以聖布莉吉之父—道塔，便有能力買下一個奴隸之妾並供養其生計，當時女性奴

隸之交易興盛到以「女奴」（Cumalach）一字作為貨幣之替代單位名稱，如 1 位「女奴」

等於 3 匹「乳牛」，擁有 21 位「女奴」便可稱為富人。357因此，綁架、誘騙女性之風盛

行，連國王亦加入此種行列，故聖徒們常受雇前往拯救遭誘綁之女子。 

    不過，當某位男性聲稱其有好幾個妻子或妾時，同時意味著其他男性可能連

一個都沒有。故愛爾蘭上流階級之婚姻生活，不足以反映許多下層階級短缺女性之實

貌。而這些難以結婚之男人，除進入有錢人家中為奴外，如道塔家中即雇有牧羊人、

養豬戶、畜牛者、以及耕作者。其餘則聚集在森林或荒地成為盜賊。他們突擊行旅、

偷取牲口，並攻擊田園，以及可能最重要的，搶奪妻子。至於在此二種極端中之愛爾

蘭家庭，無論家眷規模或性別比率均差別甚眾。蓋於此時，力量為王，有的男人成為

                                              
355

 Herlihy,pp.36-37,p.188 note 48. 
356

 為遵守形式上一夫一妻制但同時擁有其他同居對象，包括愛爾蘭與日耳曼日後均發展出「自由婚姻」（free 

marriage）之婚姻型態。所謂自由婚姻，指兩人之結合並無帶有任何嫁妝之利益或者正式之協議，Ibid.,pp.37-8. 
357

 Herlihy,p.38；周惠民，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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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之保護者，有些則以掠搶為業。 

    雖此時期之女性看似命運多舛，常處在強暴脅迫之支配下，惟女性一旦進入

家中，便於各類重要之家務上佔有主導之地位，並在許多經濟活動甚至宗教事務上扮

演重要角色。此外，婦女更成為家族與親系關係與延伸之指標性人物，例如於聖徒生

平中頻頻出現之舅甥關係連結（Avunculate tie），便屬適例。總之，此時期之愛爾蘭家

族雖均以男性為名，並成為家族對外之象徵，但實際上經濟活動與財產（遺產）之分

配卻是透過女性管道之親屬系統，方能獲致確保。358
 

第三項  卡洛林王朝確定之婚姻原則 

829 年，法蘭西教會領袖齊聚巴黎，圍繞在有基督教外表之國王，查理曼之子虔誠

者路易（Louis the Pious）身旁。按於本次會議之 10 年前，路易便開始盡全力改革教會

高層，並企圖復興如羅馬君士坦丁大帝時代之榮光。於本次會議中，路易聽取學者提

出之建言，建言之主要意旨，在於能以國王之名，促使人民遵守一種能使社會重建，

並取悅神之行為模式。其中最核心之內容就是與婚姻有關。上開建言留存至今係包括

以下八項摘要：359
 

一、世人應知婚姻係由神所設立，自婚姻制度之開始，由聖經創世紀之記載可知

係與宗教有關。 

二、婚姻係源於繁衍後代之渴求，絕非出於色欲，此處係參考聖奧古斯丁之見解，

認為婚姻因生育子女而得其正當性。 

三、直到婚禮前均應保持貞潔。 

四、有妻子之男人不應再有妾。 

五、男人應知道如何在禁慾之中愛護妻子，且當妻子較為軟弱時如何使妻子得著

榮耀。 

六、丈夫時不可因愉悅而與妻子交合，但可為獲得子嗣而交合，當妻子懷孕時丈

夫不可與她親密。 

七、如上帝所指示，除妻子犯姦淫之狀況下，不可將之離棄，而需忍耐；而因妻

子犯姦淫，將之離棄再娶之人，根據基督之教導，則是通姦。360
 

八、基督徒應避免亂倫。 

                                              
358

 Herlihy,pp.38-43.  
359

 M.G.H(Monunenta Germaniae Historica).Capitularia.Ⅱ,1,45,46.見 Duby,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pp.30-1 and p.291 note.3. 
360

 ―As the Lord has said,except in cases of fornication , a wife must not be set aside, but must be put up with; and those 

who, having set aside one wife for fornication , take another, are held, according to Christ‘s words,to be adulteress‖。本文

認為，此項原則似為綜合馬太福音第 19 章第 9 節及馬可福音第 10 章第 9 至 12 節之結論，惟若依聖經，則無論

妻子是否犯姦淫，丈夫似均不得再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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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神職人員主導並獲得皇帝背書下，婚姻道德便開始推向全國百姓，作為唯一

遵行之標準。而杜比（Duby）認為，上開 8 項原則可濃縮為一夫一妻制、異族婚及抑

制性愉悅等 3 項主要目標，其餘似均屬次要。361
 

第三節   婚姻之成立 

第一項   日耳曼之婚姻形式 

早期日耳曼法承認締結婚姻之三種法定形式：掠奪（Raubehe, Frauenraub,Capture）、

買賣（Kaufehe, Frauenkauf,Purchase）及雙方合意（Friedelehe, mutual consent）。新娘之

買賣係包含於兩個家庭之協議中，而財產之交換則為 Kaufehe 之精髓，日耳曼法典並鼓

勵此種形式之婚姻。大部分之法典預設 Kaufehe 為一種三階段之締約過程。首先，追求

者或追求者之父以及未來新娘之父親或監護人間，需就男方應給付女方多少賠償

（Compensation）一事達成協議（Agreement, Muntvertrag），此與羅馬婚姻法中之

desponsatio 相同。達成協議後就是公開將新娘讓與（Transfer, Anvertrauung）予新郎之

家長，這會在結婚儀式（Ritual, Trauung）中舉行，而新娘之家屬會站立成圓形並將新

娘圍住，以見證該讓與並表明對該讓與之同意。此一讓與程序不僅使新娘這個人進入

新郎之家，更讓新郎及其家族對新娘具有法律權利（Munt, mundium），而新娘從此歸

入夫家，而與其原生家庭之斷絕連結。此種型態之結合，為日耳曼法典所偏愛，至貨

幣發達時，更將原先給付之家畜改為「索利地」（solidi）之錢幣。362
 

掠奪婚（Raubehe, Capture）通常係來自於武力之綁架或強暴，而非出自於女方或

其家庭之同意。因此，法典並不贊同此種婚姻，並對以此種型態強迫女性結婚之男性，

科處高額之罰金。 

對不想冒著法律上或身體上風險去搶奪，或者過於貧窮、無能力、卑微而無法購

買妻子之男性，則可選擇合意婚（Friedelehe, mutual consent）。合意婚一詞意味婚姻之

私奔（Marriage of Elopement），即雖新娘同意，但新娘家長卻持反對意見。而合意婚與

買賣婚之區別，則在合意婚並無訂婚或嫁妝之協議，且丈夫對妻子並不得主張 Munt。

因為，在合意婚之情況，Munt 並未隨結婚而移轉，仍存留於妻子之家庭。363
 

                                              
361見 Duby,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p.31. 

362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128；栗生武夫，法の変動，頁 140-2；姚梅鎮譯，

Monroe Smith 著，頁 57-9，Smith 氏提到，於買賣婚之場合，男方之血親亦須幫忙支出，通常是女方身價之半數。

而亦有夫於結婚之翌日早晨，直接贈與妻子貴重禮品，此即 marganatica 一詞之由來。 

363
 Brund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p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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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婚姻儀式、嫁妝及訂（結）婚年齡 

在基督教眼中，婚姻不是物質財富，不是肉欲享受，也不是政治權利，而是聯繫

上帝與人之一種手段，是得救之一種方式，是上帝向人間表達上帝之愛工作之一部份。

所以必須要有一定之儀式，把這一上帝賜予人類之特殊禮物之含意表達出來，而執行

這一儀式之便是教會。因此，早在公元 2 世紀，基督教會就在世俗之結婚儀式中加入

由主教主持之宗教慶祝。在 4、5 世紀，教會開始要求結婚之基督徒與教士那裡得到婚

姻祝福，教會之婚禮儀式首次形成。結婚儀式是使婚姻公開化、莊重化之一種最恰當

之手段，也是中世紀基督教思考構成一場有效而合法婚姻時所要關注之一個方面。基

督教會之婚禮儀式並不完全是它自己之發明，有許多借鑒世俗社會之地方，也有改變

或剔除世俗社會習慣之地方。 

首先，依一封據稱為教宗霍爾密斯達斯（Hormisdas，西元 513-553 年）所撰但真

實性仍有疑問之信件中，教宗堅持婚禮應公開舉行，禁止秘密婚姻並要求教徒們應公

開慶祝婚禮並接受教士之祝福，相似之規定更曾出現在 8 世紀之教會法規中。然而，

儘管教會大力勸阻，秘密婚姻仍所在多有。364
 

到西元 6 世紀出現兩種結婚儀式，一種盛行於高盧，神職人員之婚禮祝福是在新

婚夫婦躺在床上時進行之；另一種盛行於義大利，神職人員之祝福或在教堂中或在教

堂門口。兩種儀式強調之中心不同，前一種強調婚姻之性結合，表明結婚儀式仍然是

家內事務，婚姻之世俗性比較強。而後一種婚禮儀式強調結婚雙方之同意和教會在婚

姻形成中之作用，表明教會勢力之崛起，迫使婚姻之形成完全按照教會之規則進行，

婚禮舉行地點在教堂而不是在家中。依一封註明日期為 866 年 11 月 13 日，由教宗尼古

拉斯（Nicholas）在寫給保加利亞人（Bulgarians）之信函，詳細描述拉丁禮儀之結婚儀

式，該封信之後更收錄於第一個官方正式承認之教會法規集成—格拉濟亞之法令集

（Decrtum Gratiani），內容為： 

吾等子术，無論男女，當其締結婚約，勿於頭戴上綁有金、銀或任何金屬之物。

訂婚後，即對承諾未來之婚姻，附以訂約雙方及雙方所順服之權柄均達成明確同意

之協議，而新郎將象徵忠貞之戒指如同誓言般戴在新娘之指上後，及在新郎所付出

於雙方以書面證書所共同協議之嫁妝予新娘後，於雙方所邀請之賓客前，可立即或

在一段適當之休息後，為恐此一婚禮有被認定為於法定結婚年齡之前所舉行，男女

雙方會被帶來為婚姻誓約，首先，該誓約會在上帝之教會藉由神職人員之手以獻祭

予神之方式作成，而最終男女雙方會得到祝福及神聖之遮蔽（Our people ,both men 

and women,when they make the marriage contracts(nuptualia foedera) do not wear on their 

                                              
364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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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s bands of gold,of silver, or of any metal. After the betrothals,which are a promise of 

future marriage, with the consent of those who have made them and of those under whose 

authority they stand, certain agreements are struck.After the groom has betrothed the  bride 

through a ring of fidelity which he puts as a pledge on her finger, and after the groom has 

given to her the dos upon which both have agreed together with the written instrument 

containing the agreement, in the presence of persons invited from both sides, then , 

immediately or after a suitable interval, lest it be presumed that such an act was done before 

the legal age, both are brought to the marriag vows. And first the vows are taken in the 

church of the Lord with offerings,which they ought to offer to God through the hands of the 

prist.Thus finally they are given the blessing and the celestial veil.）365
 

按尼古拉斯教宗之信函中並無隻字片語提及由新娘一方給予新郎之嫁妝，由羅馬

法以降之嫁妝恐已消失無蹤，改由新郎及其家庭承受所有婚姻之負擔。而由前述之愛

爾蘭聖徒生平（Hagiographers）及編年史家所遺留下之記錄，均顯示由新郎給付嫁妝予

新娘之主流趨勢，法蘭西之墨洛溫皇后就曾接受整個城市做為嫁妝及晨禮（Morgangabe, 

the gift of the morning）。366
 

另上文有關新人雙方於「所順服之權柄」而達成訂婚協議，亦暗示雙方通常係非

常年輕時便已訂婚，通常並未成年且遠低於法定結婚年齡。依據 12 世紀之教宗書信，

曾提到男子 6 歲與女子 7 歲訂婚，或女子 12 歲與男子 10 歲訂婚。 

針對結婚年齡部分，根據一份製作於 9 世紀位於馬賽（Marseilles）之聖維克托

（St.Victor）修道院調查報告，可作為卡洛林王朝時代之婚姻訊息。該項調查約於西元

813 及 814 年間編纂成，對象包括 128 個農民家眷，除記載每個家庭成員之姓名外，更

依照以下方式予以分類：哺乳之嬰兒、2 至 15 歲之孩童，尚未結婚之成人（男性稱：

Baccularii，女性則叫做 Baccularie）以及成人。而據調查，雖男女超過 16 歲便被認為

達到適婚年齡，但無論男女均有延緩至 20 歲晚期方結婚之現象。367
 

第三項   異族婚（Exogamy）與近親婚之禁止 

中世紀初期教會之道德教誨中，異族婚（Exogamy）及一夫一妻之兩項主張要屬其

中最具影響力者。 

為禁止同族之近親結婚，教會法向二項主要法律傳統：羅馬法及摩西法尋求依據，

惟兩者對親屬間之婚姻所抱持之看法卻截然不同。羅馬法計算血親至第 7 親等，但允

許超過 4 親等間之婚姻。於西元 506 年之 Adge 宗教會議至 721 年之羅馬（Rome）宗

                                              
365

 Herlihy,pp.73-4；薄潔萍，頁 84,88-9。 
366

 Herlihy,pp.77-8. 
367

 Herlihy,p.7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2 

教會議間之西歐，教會開始將近親婚之限制擴張至全部 7 個親等。另由教宗大額我略

（Gregory the Great,590-604）任內所做出之大量規定中，特別將血親（Consanguinity）

與姻親（Affinity）加以明確定義。上開規定通常被稱為 Responsa Gregorii ，而在 responsa

中明示 7 親等內血親之婚姻係不合法（Illegal），結婚者需分離（Separate）。從此，7 親

等之規定逐漸成為教會法規範之內容，而早在 10 世紀便開始成為法蘭西貴族婚姻策略

之指導原則。368
 

此外，726 年教宗額我略二世（GregoryⅡ,715-731），在一封寫給聖博尼法奇烏斯

（St.Boniface）之信中，強調「我們主張這應該被遵循，即一旦人們承認彼此間為親屬，

他們就不應該締結婚姻之連結」。在此同時，教會接受了具有擴張親屬團體效果之日耳

曼計算親等方式，聲明禁止內婚（intermarriage）。最後，教會並以上述主張為基礎，將

禁止血親間亂倫結婚之限制擴張至姻親，而其他有法定關係及浸禮贊助者（Baptismal 

Sponsor），亦在禁止之列。369。 

對中世紀初期之教會此種集中全力禁止近親婚之表現，學者反應相當不同，賀立

熙則認為，理由之一可能是針對女性仍多屬有權有勢者之家眷，業剝奪社會其他男性

娶妻之機會，而教會對於異族婚之堅持，對女性而言勢必會形成一個較自由、寬廣之

社會循環。較貧窮、無權勢之男性覓得良偶之機會也因此隨之提升。因此，打破有權

勢者所壟斷之女性資源之，使之較能公平分配至社會各階層，亦提升社會出現相似家

眷單位之可能性。370
 

最後，違反近親結婚之婚姻效果如何。首先，於西元 753-756 年舉行之 Verberie 會

議中，規定若男子與其兄弟隨後欲娶之女子同床，其兄弟必須在獲悉她前段關係時與

妻子斷絕，而該男子需作 7 年之認罪告解作為賠償，最後他可另娶他人。371惟中世紀早

期之教會似尚無清楚表明婚姻阻礙之概念。 

至 7 至 8 世紀之教會欲將其婚姻規範予以明確定義時，婚姻法上之所謂婚姻障礙

（Impediments of Marriage）對教會當局便具有特別之吸引力。然而，若將此段時期違

反教會規定之婚姻稱作無效，顯有時代錯置（Anachronistic）之誤。按人民若違反規定

的確會在適當之壓力以使做出修正，不符教會所定規範之夫妻，則會被強烈地建議分

開，但婚姻均非無效。372
 

或許受當時教會有關 7 親等血親婚姻禁止規定之影響，法蘭西之墨洛溫法律規定，

                                              
368

 Duby,pp.35-6 認為，對如何決定禁止結婚之親等一事，對當時之學者造成相當大之困擾，因聖經雖在利未記

（Leviticus）第 18至 20章有所規範，卻似乎太嚴格，羅馬法無論是親等之計算或限制則相當寬鬆；Hincmar of Reims, 

De divortio,interr.12, in PL 125:706-707. Herlihy,p.141and note 64. 
369

Brundage,p.140. 
370

 古狄（Goody）認為禁止亂倫係西方教會最明顯之婚姻規則；蓋利（Galy）則認為教會之意圖係為了保存母系

親屬間連結之平和。Herlihy, pp.61-2，p.197 and note 29. 
371

 Capitulary of Verberie(753-756)c.18, in MGH.LL1:23. Ibid.,pp.141-2 and note.66 
372

 Fransen,‖Rupture,‖p.607,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140 and note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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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關係存續中，禁止已婚之人與夫妻任何一方之親屬間為性行為。增設配偶親屬為

法定姻親，性行為將處終身監禁，方能有效地終止與已婚配偶間之性關係。世俗當局

也規定犯此行為者財產需沒收。373
 

第四節   婚姻成立後之關係 

第一項   教會：最低限度之性關係 

於第 6、7 世紀及第 8 世紀早期，有少數神學作者認為應正面看待婚姻中之性所扮

演之角色。拜占庭之大馬士約尼（St. John Damascene,約 675-749 年） 為其中之代表人

物，其表示：「讓每個男人享用他的妻子吧，他無須羞窘，只需在白天或夜晚進入房間

並躺臥床上。讓夫妻做愛，使兩人真成為男人與女人，並宣告：夫妻不可互相虧負，

除非兩情相悅（哥林多/格林多前書 7 章 5 節）。你要棄絕性關係？妳不希望與先生同床

共枕？那妳所捨棄之良人將出走並為惡，而其罪行將歸因於妳之放棄。」374
 

從包括聖徒生平、贈言、遺言、墓誌銘之記載，均可證明中世紀早期之夫妻，與

大馬士約尼一樣地重視婚姻之愛及性愛。因此，愛之話語裝飾於墓碑，夫妻們同葬一

處。 

然而，無論在東方教會或西方教會，在宗教知識份子中，如大馬士約尼般之認知

者，仍是鳳毛麟角。由賽維爾之伊西多爾（Isidore）宣稱其從耶若米（Jerome） 與奧

古斯丁所尋獲之理念，即可見一般。其表示，為娛樂而發生之性關係是錯誤，甚至夫

妻間亦同。並警告，為生育子女而為之性關係，係惡事之善用（a good use of an evil 

thing），故夫妻間之性關係應限制在以生育子女為目的之最低需要上。375此外，教宗大

額我略（Gregory the Great,590-604）也贊成這樣的說法，認為因生育子女所為之性關係

是微罪（minor sin），但他卻擔心該項性關係仍有使夫妻發生更嚴重性犯罪之危險，因

此，已婚夫婦只有在共同棄絕彼此之性關係時，才有免除犯罪之可能。 

從數個中世紀早期聖徒夫妻之生活寫照，可看出渠等確實選擇過一種相愛卻無性

之結合。但是，對無法做出如此徹底犧牲之夫妻，教會則規勸其至少也可以在婚後 2、

3 天避免發生性關係，另外，於婚姻生涯中，並可訂出每年定期之無性生活。如在都爾

                                              
373

 Ncnamara and Wemple,‖ Marriage and Divorce in the Frankish Kingdom ‖p.99, p.101；Brundge,p.141. 
374

―Let every man enjoy his wife .Nor should he blush, but let him go in and settle down in bed, day and night. Let them 

make love, keeping one another as man and wife, exclaiming:‖Do not deny one another, save perhaps by mutual 

consent.‖[1 Cor.7:5]Do you abstain from sexual relations? You don‘t wish to sleep out and do evil and his wickedness 

will be due to your bounty will go out and do evil and his wickness will be due to your abstinence‖,見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138 and note 47.    
375

 Isidore of Seville, Sententiae 2.40.13, in PL 83:645. Ibid.,p.138 and note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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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額我略（Gregory，538-595），便舉出無知識男女如何詮釋上開宗教勸誡之親身經歷。

額我略描述有一位已婚婦女去拜訪已成為修女之守寡生母，兩人相談後，該已婚婦人

決定留在修道院中，並告知其丈夫：「回去養育我們的孩子，因為我不會回到你身邊，

人若進入婚姻將不得看見神的國」。雖額我略認為此婦人之意見有誤，但本案仍可反映

出一般人民能輕易將宗教上之教導適用於婚姻中之性關係上。376
 

第一位貢獻出完整詳述基督教平信徒（Christian layman）生活之論文之奧爾良主教

約納斯（Jonas,約 780-843），對尋求婚姻中性樂趣之人則予以嚴正定罪。其主張，婚姻

為道德上之美事，但只能以生養後代為目標。夫妻只因感覺對了而交合係犯錯，需接

受悔罪之補償。377對於主張因為上帝創造了性器官，因此性是自然，為上帝所允許之人，

約納斯亦不贊同，按為享樂而交合係濫用上帝之創造，生殖器官就只能用於生殖，別

無他用。僅已婚夫妻於所規劃之時間及地點，並為了生養子女之故，可發生性關係。378

若已婚男人認為他們可在任何時間、方式與妻子同享性之樂趣，此種不適當之婚姻性

關係係屬重罪（serious sin）。最後，約納斯更訴諸騎士社會之價值來支持其限制性行為

之說法，其堅持，性不只會帶來道德上之危險，也會使肉體過勞。沈溺於性事將奪取

男人之健康、精力以及心理之均衡，使男人緊張與軟弱，而禁戒性事，甚至全面棄絕，

將是力量與精力之來源，對騎士生活以及道德貞潔均屬正面之資產。379
 

總之，此時期之道德家嘗試去調整初代教會教父們之觀點，以因應此種時代狀況。

於此過程中，道德家或教會法規立法者企圖從基督宗教之原則勾勒出一幅合理之性行

為規範。因此，從 6 世紀中起，稱為懺悔禮儀（參見下節）之文獻，成為教會對性事

看法之主要焦點文獻。 

第二項   懺悔禮儀（Penitentials）之流傳與推行380 

第一款   懺悔禮儀之由來與內容 

懺悔禮儀，一種教會道德文獻之嶄新類型，從第 6 世紀末起源於愛爾蘭，7 世紀流

傳至今日之英格蘭，之後便盛行於整個天主教影響之地區，自 6 世紀末起至第 11 世紀

初，日益發揮其型塑天主教性道德之影響力。 

                                              
376

 Gregory of Tours, Historia Francorum 9.33, ed.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139 

and note.54. 
377

 Jonas  of Orleans, De instttutione Laicali 2.1, 6, in PL 106: 167-70, 179-82. Ibid.,p.139 and note 55. 
378

 Jonas  of Orleans, De instttutione Laicali 2.9, in PL 106: 184-85.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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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段期間所撰寫之懺悔手冊提供認罪者處理其犯罪時與上帝重修舊好之引導，

該些引導則是來自於作者之親身經歷，以及閱讀屬靈或教理之文獻所得。這些手冊一

致性地本諸牧者式之關懷，提供那些因有犯罪之思想、言語或行為而得罪上帝與教會

團體之人各種彌補之道。 

性犯罪為懺悔禮儀所處理之眾多類型中數量最大之單一項目。而性犯罪之主要部

分係違反婚姻忠實，無法履行夫妻義務（Conjugal Debt），或做出相信是已得罪上帝之

性行為。至於是否傷害任何人，則非所問。懺悔禮儀嘗試慢慢灌輸調整及控制性衝動

之適當方法，以使認罪者能採納作為一種道德上可接受之生活方式。而懺悔禮儀之重

點，大部分在於對於過去犯罪之彌補，而非對未來行為之改正。不過，懺悔禮儀之作

者也明確地希望具體之悔過能改變日後之行為。一般而言，懺悔禮儀處理之性犯罪有

通姦（Fornication）、姦淫（Adultery）、手淫（Masturbation）以及其相似者，不僅限於

單純因婚姻衍生之性事，惟本文仍僅就懺悔禮儀中有關夫妻或婚姻部分加以說明。 

首先，歐陸教會之古老規律，於新類型之懺悔禮儀尚未引進前，係以犯罪者公開

承認其犯罪，接續命其為公開之悔過，並將犯罪者排除於領聖餐禮或其他之聖工等程

序。此外，犯罪之人通常披上粗糙之懺悔袍，站在教會門口，對他（她）違反基督宗

教之道德法規乞求教會寬恕。另，公開之悔罪者在獲得重新接納前，尚須為禁食（Fasts，

天主教稱：齋戒），斷絕與配偶之性關係，甚至遭受公開之鞭打，以為贖罪。 

由塞爾特（Celtic，即指愛爾蘭）教會引入之新型態懺悔禮儀，則以犯罪者向一名

神父不公開地認罪，續以個人其他補償之作為，為其特色。又此種型態之懺悔禮儀嘗

試提供不同種類之罪惡，引導認罪者做出適當之認罪懺悔。在許多此類之手冊，並記

載神父於告解室可期待預見之各種詳盡複雜之罪行清單。另外，對僅在犯罪者與聽告

解之神父間方得知之秘密罪行，得以補償（Redemption）或折算（Commutation）之方

式彌補，亦即得以金錢給付或其他不公開履行方式，來取代公開補償之行為。舉例言

之，依照 10 世紀之英國懺悔禮儀，其允許將一天之禁食改由 1 便士（penny）或背誦祈

禱文取代；而一年之禁食則可由給付 30 先令（shilling）或 30 次彌撒來作為彌補。381
 

大體而言，懺悔禮儀之作者對包括男人與女人之性癖好均抱持負面灰鬱之看法。

雖然婚姻中之性關係堪稱特例，但這些作者們仍相信，上帝僅允許夫妻基於生育子女

之目的而為性行為，絕非為愉悅之用。 

既然婚姻中之性行為是一項例外，且既然性愉悅將導致色慾，於是懺悔禮儀之作

者認為婚姻中之性行為必須嚴格地照表進行並且密切地監視。照聖斐尼亞（St.Finnian）

所撰寫之懺悔禮儀（約 525-555），沒有定期停止性行為之婚姻，將失去其合法性並墮

入罪惡中，但此時期之作者僅警告未能遵守之夫妻將遭致上帝之怒。到了 7 世紀末，

未為定期停止性行為之夫妻逐漸發覺他們需接受懺悔禮儀之規範；時至 11 世紀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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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p.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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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停止性行為業成為正直夫妻間之通常作法。 

第二款   與夫妻性行為有關之限制 

第一目   妻子之生理狀況 

懺悔禮儀根據以下二項標準，來明訂使已婚夫妻得準備停止性行為之時間：其一

是妻子生理週期事件，第二是根據教會聖餐或禮拜儀式之季節。 

在女性之生理週期方面，懺悔禮儀多規定已婚夫妻應在包括月經、懷孕、生子以

及哺乳（Lactation）等時期，操練對於性之自制。對違反不得於婦女經期為性行為者，

多數作者認為通常需接受 40 天之懺悔禮儀，但也有比 40 天更短之規定。此一禁令係

源自摩西法（Mosaic law），有一些中世紀初期之作者相信在經期期間受孕之孩子，出

生時將成為醜惡之畸形，惟此種意見既非源自於希伯來聖經，亦非在古代之解剖或生

物學文獻上有所記載，故可能僅出於教會作者之認知。 

懺悔禮儀常有懷孕期間停止性行為之規定。該段期間通常自可認定為懷孕之第一

個證據起算，至子女出生時為止。本項禁令並無任何宗教上先例，或者受中世紀早期

希臘—羅馬文化對性禮儀觀點之影響。部分作者相信不論行為人無心或有意，只要與

懷孕婦人以任何形式接觸，將使整個懷孕不潔淨。神職人員違反時，將接受 40 天只有

水與麵包之禁食。 

當孩子出生時，懺悔禮儀規定父母親需持續在產後停止性行為，按出生之過程本

身，通常會有產後之出血，明顯地會造成性之污穢。此外，依教宗額我略一世（Gregory

Ⅰ,590-604）之法令集，似乎將母親必定在性行為中享受愉悅方受孕並產子與不潔淨連

結，而由產子所生之性愉悅可能就是玷污性事之終極來源。382
 

當懷孕結束、孩子出生，產後不潔淨期間也過去後，依照前開法令集，於嬰兒斷

奶前，在妻子哺乳期間，夫妻仍禁止為性行為。不過，富有人家之婦女通常在嬰兒出

生不久後，便將嬰兒託給奶量豐富之奶媽而脫免上開禁令，但上開行為遭教宗之法令

集斥責為不道德。 

第二目   教會聖餐及特殊節日 

除上開與女性生理期間有關之規定外，懺悔規則設有大量、廣泛有關聖餐

                                              
382

 GregoryⅠ,Registrum 11.56a.8,in MGH,Epist.2/1:339:‖Voluptas etenim carnis ,non dolor in culpa est. In carnis 

autem commixtione voluptas est; nam in prolis prolatione gemitus.‖見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157 and note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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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urgical）及節期之規定，因從中世紀早期開始，基督徒幾乎都存在著將道德與行為

規範與聖禮事件連結之需要。對許多社會，特別是鄉村，將一切作息與本身宗教體系

所生之曆法週期連結，是一點也不令人意外的。 

事實上，重要之懺悔禮儀均規定已婚夫妻在星期天應禁止發生性行為，其中大部

分均規定星期三及星期五亦需禁止，少部分增加了星期六之限制。首先，星期三與星

期五傳統上係進行懺悔之日，故在這二天停止性行為係有助於進行禁食與自我克制

（self-denial）。相反地，星期天是歡欣之日，因此如禁食或其他懺悔之事通常均不在星

期天進行。不過，身為基督徒，星期天是參加聖禮服事之日，製造儀式污染之性關係

將使該行為人不適合參加神聖之禮拜，而遠離性事正是承諾儀式潔淨之懺悔實例。在

此種詮釋下，部分作者認為星期天之禁止期間只有白天，故允許夫妻在星期天傍晚日

落後解禁。383
 

此外，夫妻會被要求在每年所謂三次四旬齋（ Lent）前先為肉體之關係。第一個

四旬齋在復活節前數週（一說為 40 天），齋期之始末與期間為何，雖有不同之標準，

但最常之齋期為 62 天，最短則有 47 天。於此齋期中，不論週間或星期天均禁止從事

性行為。第二個齋期係在聖誕節前數週之耶穌降臨期（Advent）。同樣的，就齋期何時

開始及期間多少均有不同標準，故有 44 天、22 天與 35 天等不同之齋期。第三個齋期

係有關五旬節（Pentecost），部分地區將五旬節後 40 天視為齋期，有的則認為是在五旬

節之前之 7 至 40 天。  

再者，許多懺悔禮儀要求在所有重要之禁食日、禁食日前夕以及每季之灰燼日

（Ember Days）均應停止性行為。此外，部分懺悔禮儀規定領聖餐前，通常是 3 天應停

止性行為，有少數作者要求在領聖餐前前 7 天與領完後 7 天均應停止。384
 

第三目   其他限制 

   除上開一般性之期間限制外，懺悔禮儀尚要求新婚夫妻於結婚後，便需立即努

力克制任何性舉動，將雙方性行為延期之規定從 1 天到 3 天甚至更多均有。於此段期

間內，夫妻會被建議去聆聽來自天使拉斐爾（Raphael）對舊約導師托比耶斯（Tobias）

之忠告，將兩人之時間花在禱告以及其他懺悔禮儀之操練上。狄奧多雷（Theodore）主

教之懺悔禮儀，規定新婚夫婦結婚後可離開教會 30 天，假定此期間雙方係沈浸於性之

探索與美妙中，之後需懺悔 40 天，之後便重返規律之教會生活。385
 

   此外，懺悔禮儀更規定不少其他有關婚姻性關係之限制。手冊鼓勵夫妻僅在夜

晚進行性行為（其係認為性行為只能在日落後為之），並且在過程中至少需穿著部分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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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ndrin, Un temps pour embrasser,pp.98,106-114. Brundage,Ibid. ,pp.157-8 and not.145. 
384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p.158-9. 
385

 Theodore 1.14.1; 見 Brundage,Ibid.p.159 and note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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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一份懺悔禮儀規定丈夫不應看到裸體之妻子。甚者，懺悔禮儀也管制夫妻間之

交合姿勢。在規定中多次強調不可採背後式（from the rear）之姿勢，並同樣禁止肛交。

管制此種不正統（unorthodox）性關係之變化與技術，係為禁止夫妻追求更多之性愉悅。
386

 

第三款   與婚姻有關之懺悔禮儀 

   在懺悔禮儀中，除處理性關係外，對婚姻亦有少數著墨。布爾查德（Burchard）

之懺悔禮儀禁止男女未經訂婚而結婚。有好幾份懺悔禮儀手冊詳細描述亂倫，並限制

與包括父親、母親、兄弟或姊妹等親密血親親屬發生性關係。來自央格魯‧撒克遜之

懺悔禮儀則處理不能人道之丈夫妻子可否再娶之問題。而另一份懺悔禮儀則針對不孕

夫妻之問題，表明禁止該對不孕夫妻分離，遑論再婚。 

    有好幾份規則認定離婚與再婚為犯罪，需要長期懺悔認罪：7 年會被認為係屬

適當。不過部分作者在有適當理由下，願意支持不需懺悔認罪之離婚並允許再婚。以

狄奧多雷（Theodore）主教之懺悔禮儀為例，便允許丈夫以妻子通姦為由離婚並再婚。

但是，當丈夫通姦時，妻子只有在之後會進入修道院之前提下，方能與丈夫離婚，並

且不允許以任何理由再婚。遺棄（Desertion）構成另外一個可接受之離婚理由，在遺棄

之案例中也有部分獲准再婚。依照狄奧多雷（Theodore）主教之意見，丈夫若在事故中

失蹤，遭敵人俘虜或成為奴隸，妻子均可再婚。雖然狄奧多雷（Theodore）主教承認上

開權利，但他也建議這些人能以一年之星期三與星期五禁吃肉，來認罪懺悔。對第 3

次甚至更多次重婚者，上開期間延長為 7 年。 

第四款   懺悔禮儀之影響 

在懺悔禮儀所規定包括婦女生理狀況，固定日期，特殊節慶或身分（如：新婚）

等原因而要求停止性行為之影響下，一旦遵守規定之夫妻必將其性生活之頻率減少至

可計算之低水平次數。但因懺悔禮儀之內容因年代及地域均有不同，要精確計算受懺

悔禮儀影響後實際之天數，以及對人口所造成之影響，誠屬困難。 

不過，學者佛蘭德林（Flandrin）嘗試使用合理近似之假設範圍，以統計模型去作

一番估算。該模型首先係假定一對謹慎守法之夫妻，於每一次合適之機會均能從事性

行為；其次，進一步假設該名妻子有一個絕對規律之月經與排卵期，且因懷孕與生子

均會增加限制性行為之時間，故該妻子假定係處於最佳生育狀態（maximally fertile）。

基於以上之假定與計算，以三年為期，統計模型顯示此對夫妻平均每年將擁有略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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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159,pp.16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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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次之性生活，換一種計算方式，即每對夫妻平均每個月有少於 4 次之性生活。若使

用更合理之計算模組，即該名妻子並非處於最佳生理及生育狀態時，一對夫妻在 3 年

內，平均擁有稍微多於每週一次之性行為。對有生育能力之夫妻，若嚴格遵照懺悔禮

儀之指示進行性行為時，就算在他們性生活最頻繁之時期，每個月也很少能超過 5 次。 

佛蘭德林（Flandrin）表示，以今日之眼光來看，根據調查，20 至 35 歲之夫妻係

處於性行為之高峰期，而在工業化國家中上開年紀之夫婦平均性行為之次數係為前開

中世紀夫婦 3 倍之多。因此，若懺悔禮儀所規定之內容係為眾人所熟知並遵守，則該

禮儀係將中世紀夫妻婚姻中之性行為減少至一個極度貧乏之地步，在此同時，該禮儀

卻無法減少夫妻間受孕及生育之可能性。不過，根據佛蘭德林（Flandrin）之說法，至

10 世紀末許多夫妻均接受懺悔禮儀所規定有關期間之限制。387
 

布朗德吉（Brundage）則認為，撇開統計數字之考量，與婚姻中性行為連結之規定

與限制，對心理層面之影響更是難以估計。事實上，任何一對非常注意懺悔禮儀所規

定內容之夫妻，將會發現，在懺悔禮儀之框架下，他們在任何受准之時刻能夠心安理

得地決定為性行為之過程，不僅是複雜的，可能更令人震驚。388
 

另參考 Wieacker 之看法，懺悔禮儀對於法律意識之養成有其影響，因其強調對內

心態度作倫理性、主觀與個人評價之作法，不僅影響法庭之運作，並且影響世俗法律

見解，如後世刑法之責任理論，以及民法之契約理論。389
 

第三項   神職人員之婚姻與性關係 

雖在初代教會時期，無論教父、教宗或宗教會議均開始對神職人員娶妻或蓄妾之

事多所譴責，但此種情形仍所在多有。而中世紀早期之教會在限制神職人員之性關係

上，僅達成兩項彼此間並無差別之成就。首先，宗教會議決議禁止女性與主教或神父

們同住或住在男性修道院內，且規定不遵守此項規定者將喪失其神職之身分並被逐出

教會。 

雖然，某些神職人員與其女性同伴同住時，彼此間的確僅有真摯之靈性婚姻關係

存在，並無肉欲之情，且兩人均以祈禱與貞潔互伴。然而，仍不免讓人強烈懷疑此種

同居關係是否藏有秘密性行為，且許多例子顯示，與神職人員同居者，均為渠等之合

法妻子。包括教宗與宗教會議均強烈勸說已婚之神職人員棄絕與妻子之性事，並對不

從者處以懺悔禮儀及包括驅逐出教之處罰。此種規定之基本信念，係認為神職人員從

肉慾橫生婚姻之床急忙離開並前往主持神聖儀式之舉動，並不適當。不過，此種禁令

之執行效力並不彰，按此時之宗教世家，即按教區範圍由父傳子代代承繼之情形，特

                                              
387

 Flandrin,Un temps pour embrasser,pp.41-54,128-158.  
388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p.159-160. 
389

 陳愛娥  黃建輝譯，Franz Wieacker 著，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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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鄉下地區，此情形更形普遍，但教宗之宗教勢力尚未具體落實於各地方。 

與神職人員將合法妻子安置於其教區房舍一樣普遍的，是神職人員與妾同居並因

此使該神職人員在法律上仍屬未婚之狀態。神職人員蓄妾一事不但使其晉升受到阻

礙，且構成免職之理由，惟上開懲處均很少被執行。一封可認為係由教宗白拉奇二世

（PelagiusⅡ,578-590）所寫之信表示，教區發生教士短缺之情形，但任命蓄妾之神職人

員仍屬違法。伯尼法奇烏斯（Boniface）在一封對教宗札卡里亞斯（Zacharias,741-752）

之抱怨信上提到，部分神職人員與輔祭（Deacon）本身同時擁有 4 或 5 個妾。除此之

外，伯尼法奇烏斯（Boniface）不平地說，上開人員竟獲得神職階級之晉升，有一些人

甚至成為主教。對此，教宗於回信中對此些醜聞表示哀慟，並訓勉伯尼法奇烏斯

（Boniface）絕對不要相信這些宣稱蓄妾係獲得教宗許可之人之主張。但是，不論教宗

或這位聖徒均無法對當時神職人員蓄妾風氣之改正獲致太多進展，甚且在此段書信往

來之後 2 年，伯尼法奇烏斯（Boniface）更因此遭受蓄妾神職人員之迫害。390
 

對在地之平凡百姓而言，有時會採取直接與強力之手段來反對神職人員與其妾。

當成為神職人員之妾之某個家庭女兒對外炫耀其「身分」，進而有辱門風時，即會成為

眾矢之的。都爾之額我略（Gregory,約 538-594）引述一個故事，有個女兒成為妾之家

庭，將該神職人員抓起來，很快地將其囚禁，並以回復家譽為由將該妾活活燒死。對

此，布朗德吉（Brundage）認為，該家庭並非認為妾之關係係屬有罪或不合法，而是有

這樣一個自貶之女兒將使家威凋零。391
 

並非所有違反教會禁令者均為男性神職人員。教會當局與世俗領導人同樣反對沈

溺於姦情之修女與其他女性。但此場戰役也僅獲得些許成果。於西元 836 年之第二次

阿肯（Aachen,位於日耳曼）宗教會議便抱怨某些修道院比妓院並無高明太多，相同之

抱怨事由於一個世紀後烏茲堡（Würzburg）之主教所寫之信件中仍持續存在。於法蘭

西舉行之宗教會議曖昧地暗示不貞潔之修女可以依照異教徒羅馬人對處女違背誓言時

之處罰，也就是活活燒死。但上述言語可能只是反映出主教們認為此事件之嚴重程度，

但當時之其他案例均未顯示此種情況獲得大幅改善。 

第五節   婚姻之不可解消及離婚 

第一項   婚姻之不可解消性 

本時期教會對婚姻之不可解消性之強調，係反映在眾多教會領袖持續反對寡婦或

                                              
390

 St.Bonniface,Epist.50,in MGH,Epistolae 3:300; Epist.51,3:301. 見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p.150-1 and note 114,115. 
391

 Ibid.,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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鰥夫之再婚之議題上。 

西元 572 年之第二次布拉加（Braga）會議，不但將沈溺於第二次婚姻之男性排除

於聖秩（Holy Orders）之外，更規定所有結婚次數超過一次之人，需對其好色之舉作認

罪告解。然而，對因參加戰爭或前往外國而失蹤之丈夫所遺留之問題，卻使神學家們

傷透腦筋。教宗良一世（LeoⅠ,440-461）對消失一段長時間，且確定該失聯之丈夫已

死亡之前提下，妻子可再婚。然而，一旦前夫再出現，妻子需放棄第二個丈夫而與前

夫重新結合。392
 

費爾貝里（Verberie）會議尚處理其他夫妻分離之複雜狀況。若丈夫受領主之召前

往遠方，而妻子拒絕與丈夫同行，她可仍待在家。但妻子之後就必須守獨身。而丈夫，

當作完認罪告解後，允許再娶。很明顯的，這些規定並非基於婚姻不可解消性之原則。

而從此可看出，中世紀早期教會面對困難時，會改變其原有之政策，以防止特別是年

輕人陷入性衝動中。例如，西元 868 年之伏姆斯（Worms） 會議頒訂已婚男性做完教

會法之認罪告解之後，就不應與妻子分開，而未婚者若發現本身無法操練禁慾時，應

允許其結婚，即使在他們作認罪告解時亦同。393
 

第二項   離婚 

第一款  日耳曼法之離婚 

日耳曼法將結婚之第一年視為婚姻之嘗試期，若一年到期女方並未懷孕時，可結

束婚姻。但一旦新娘在此期間內懷孕，婚姻將永久存續。 

一般而言，除夫妻雙方以協議方式離婚外，亦可基於一定事由而離婚。因日耳曼

婚姻中，夫對妻具有強大之支配權，對妻子得施以懲戒、予以放逐，甚至得於經濟困

難時將妻子販賣為奴。因此，離婚對男性非常容易，而對女性則是相當困難。如勃艮

第（Burgundian）之女性若想要與先生離婚，將會被丟入泥沼悶死。但該地之男性可基

於姦淫（Adultery）、巫術（Sorcery）以及毀壞墳墓（Tomb-violation）等理由與妻子離

婚。甚至，先生也可以選擇無庸任何理由與妻子離婚，但此時則需給付妻子相當於當

初買賣婚價格之罰款。相對之下，西哥德（Visigothic）之女性能以丈夫雞姦（Sodomy）

或迫使妻子與他人交合為由，棄絕其夫。總括來說，對離婚一事，不同法典之規定內

容雖有差異，卻全都善解人意地提供先生尋求離婚之可能範圍，卻嚴格限縮女性提出

                                              
392

 M.G.H.(Monumenta Gennaniae Historica),LL(Leges nationum)1:23, 見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42 and note 70. 
393

 Council of Worms(868)c.30, in Mansi 15:874-875, Ibid.,p.143 and note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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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主張之權利。394
 

末按，因日耳曼法係將夫妻之性結合視為婚姻之本質，故一旦男方不能人道，根

據教宗額我略信函中引用之倫巴法規定：「若男女結合後，女方表示男方不能人道，若

經查屬實，可讓這女子另嫁他人，但若這男子另娶，則可讓兩人分離。」395
 

第二款  教會之立場 

於本時期中，教會為調和婚姻不可解消性原則，係在對離婚之處理上煞費苦心。

西元 726 年，教宗額我略二世（GregoryⅡ,715-731）處理一件先生與因長年痼疾而無法

為性關係妻子，先生希望與妻子離婚並另娶一位性感活力女郎（sexually active woman）

之案件時，教宗告誡請求者（即先生）最好是仍維持禁慾，但卻仍然批准離婚與再婚

之請求，並要求先生應繼續支持其前妻。396並非所有夫妻對婚姻生活不滿意，均會尋求

教會之允准來終結婚姻。在第 7、8 世紀，藉由雙方合意之離婚在包括高盧及可能任何

地區均屬常見，但在特殊情況下藉由教士及君王來論斷曲直似乎也有部分成效。通姦

就逐漸被視為離婚之適當理由，教會當局並常允許離婚後之再婚，以作為對軟弱人性

之讓步。 

不過，到 8 世紀末期時，包括教會當局及國王開始重新拾起對於因通姦而離婚後

再婚之古老限制。西元 796 年之富尤尼（Friuli）會議，承認由妻子所為之通姦仍屬離

婚之法定原因，卻不允許離婚後之雙方在他方仍生存時再婚。397承繼上開政策之查理曼

大帝（Charlemagne）在西元 802 年之宗教會議中，將上開原則擴大適用於其所統治之

帝國領土，以及帝國內所有臣民。9 世紀時，虔誠者路易（Louis the Pious）並重複將此

原則適用於自己之繼承人上。398
 

其次，在第 8 及 9 世紀間，夫妻雙方是否具性行為之能力取得不同之法律重要性。

在羅馬法中，婚姻係定義為一種意思契約，決定雙方是否締結婚姻時，當事人間性能

力之有無則屬第二順位之爭議。日耳曼之婚姻概念則將性視為核心要素，對不能人道

（Impotence）與性冷感（Frigidity）之議題則相當重視。第 9 世紀中，以教宗大額我略

（Geogory the Great,590-604）之名所流通之文件（實際上係從 Mainz 之大主教

Rabanus[約西元 776-856 年]之信件所摘錄），准許夫妻因他方不可能從事性行為而離

婚。399友愛婚（Companionate marriage）則成為此時較好之解決之道，所謂友愛婚意指

                                              
394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p.130-1；栗生武夫，法の変動，頁 142。 
395

 Gratian,C.32 q.1 c.1.（請見第五章第二節第三項第六款）。 
396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143. 
397

Council of Friuli (796) c. 10, in MCH, Concilia 2:192-3,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144 and note 76.  
398

 McNamara and Wemple, Marriage and Divorce, pp. 104~5; Wemple, Women n Frankish society, PP. 75-76；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144 and note 77,78.  
399

 Rabanus Maunxs, Epistola ad Heribaldum episcopum Antissiodorensem c. :9, in PL 11o:491,見 Brundage,p.144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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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即使無法從事性行為，仍然同居並過著貞潔之婚姻生活。400
 

當蘭斯（Reims）之安克馬爾（Hincmar）面對二個惡名昭彰之離婚案件—國王 Lothair

Ⅱ（855-869）與 Teutberga 皇后，以及亞奎丹（Aquitaine）之伯爵史蒂芬（Stephen）與

土魯斯（Toulouse）之伯爵雷蒙（Raymond）之女，其進一步提出巧妙地處理不能人道

及性冷感之方式。安克馬爾將不能人道區分為先天之不能人道（Natural Impotence），指

生來即無法為性行為；以及後天之不能人道（Acquired Impotence），安克馬爾認為可能

遭受巫術所致。先天之不能人道係永久性，因此對健康之配偶係具有適當之理由離婚

並與其他健康之配偶再婚，至於該不能人道之配偶則需維持不婚。不過，後天之不能

人道卻是可能會出現轉圜情況的，因此，當事人雖然能分離卻不能再婚，以便在該不

能人道之一方得醫治時，雙方可重新建立婚姻。401
 

第六節  下聖上俗之社會婚姻現象 

第一項  一般庶民已接受教會婚姻規範 

中世紀初期之西歐，在古代奴隸制度之逐漸崩解，鄉村農業制度之播散，以及教

會所倡導之一夫一妻及異族婚之作用下，漸漸產生史無前例一致性之家眷（Household）

單位。粗估自西元 700 年開始，西歐世界方首次將家眷作為調查之對象，以計算其人

口及生產力。對此，賀立熙(Herlichy)認為，此種可供計算調查之家眷單位除提供吾人

進一步瞭解當時社會之性別狀況外，按此單位之產生，當然可降低對婦女之誘拐及強

暴，並可能減輕中世紀初期之地區性暴力。而禁止一夫多妻及禁養妾並推行異族婚，

除可抑制上流階層男人之需索無度外，亦能保守許多婦女得以留在自己家中，並給予

平民男性覓得配偶更多良機。402
 

此外，基督教化之婚姻似乎在較低階層之社會成果斐然，對那些無太多家財之人，

特別是那些全無恆產，甚至對自己亦無法主張任何權利之農奴，教會婚姻觀更是輕易

地取代了世俗之婚姻型態。9 世紀之調查顯示，於大片農地上勞作之農民係固定以夫妻

檔（paird off）方式出現，因在牢固之婚姻約束下，該男性農民之家眷與子孫均成為服

勞務期間之免費勞力，對主人自是好處多多，故領主們亦會與教會立於同一陣線，鼓

勵在一夫一妻之婚姻關係下多多生育子女。403
 

                                                                                                                                                        
note.79.事實上，Rabunus 之意見早獲得包括教宗 GregoryⅡ及在第 8 世紀所舉行之二次宗教會議之支持。見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44 and note 80. 
400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144. 
401

 Hincmar, De divortio, interr. 15-16, in PL 125:716-25；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145 and note 82.   
402

 Herlihy,p.78. 
403

 Duby,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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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依杜比（Dubby）之看法，其認為教會主張之婚姻原則，係藉由無數之

神職人員投身於不同時期、地區之世俗社會，最後方能為世俗社會所吸收。例如，教

士們參與人們之婚禮，為整個莊嚴隆重之儀式祝福或驅逐不祥之物，並成功地將結婚

儀式從原本在家中移轉至教會門口，最後在教堂內舉行（有些例子顯示新娘還是教士

們替新郎找的）。教士們並接續建立婚姻規範，將教會之婚姻原則落實於婚姻事件中，

因此方能成功地掌管婚姻事件之管轄權。404此外，本文認為，在封建制度影響下，往往

每個莊園中便有一個教會，故神職人員係自然融入、參與一般庶民自出生、受洗、結

婚至死亡之大小生活事務，且當教會身兼封建領主之職時，於教會所轄範圍內之一般

庶民除上開生活事務外，更需依照與教會之合約關係，履行其工作義務。如此一來，

平民百姓更無法反抗教會之各項指示，故至千禧年前之西歐，教會之婚姻思想及婚姻

規範業逐漸成為一般世俗百姓生活中之一部分，似屬肯定。 

第二項  對王公貴族仍無具體影響力—以法王羅伯特

為例（Robert the Pious） 

雖然中世紀初期，教會勢力係逐漸擴張，但就婚姻部分，中世紀法蘭西統治階級，

對婚姻一事，最主要之考量，仍係基於封建制度及維護自身血統等等因此，而非來自

教會之婚姻觀。 

以法國國王虔誠者羅伯特（Robert the Pious）為例，西元 988 或 989 年，羅伯特 16

歲時，受其父親指定為繼承人並幫他娶了一位義大利公主，蘿撒娜（Rozala，但為人所

熟知之名字為蘇桑娜，Susanna），她是佛蘭德（Flanders）公爵之寡婦。娶後不久，不

知何因羅伯特就棄她而去，據稱是該公主之年紀對當時之國王來說年紀太大。996-997

年左右，羅伯特娶第二任妻子係勃艮第（Burgurdy）國王之女，女公爵伯絲（Berthe），

流有卡洛琳王朝血統。直到 1004 年左右（一說是 1001-1006 年間），他第一任妻子過世，

而伯絲並未為他生下兒子，於是羅伯特廢黜伯絲，再娶安如（Anjou）公爵之表親， 康

斯坦絲（Constance）為妻。405
 

對於羅伯特之第二次婚姻，當時神聖羅馬帝國之奧圖（Otto）三世相當反對，或許

是畏懼勃艮第王朝將因此聯姻而威脅到奧圖之地位，故縱使第二段婚姻已經得到都爾

（Tours）主教之祝福，奧圖仍竭力於影響教宗來宣告該第二段婚姻無效，理由是男女

雙方為二親等表兄妹，以及羅伯特第一段婚姻仍存在。因此，998 年之羅馬宗教會議決

                                              
404

 Duby,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p.18 and note 25. 
405

 Brooke,pp.121-2；Duby,p.77-83。對此三段婚姻之締結原因，杜比（Duby）猜測，第一次結婚係因對象為國王

之女，第二段婚姻則是因此可在權力鬥爭中握有王牌，第三次則純粹為獲得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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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羅伯特必須與伯絲分開，因兩人之結婚與法有違，兩人並應接受 7 年之懺悔，一旦

羅伯特仍不從，更將因此受到詛咒。杜比（Dubby）認為教會以此種方式處理國王之婚

姻，係有其背後之政治目的，即教會係希望藉此使國王交出藍斯（Reins）大主教轄區

之權利，並停止支持奧爾良（Orleans）主教，羅伯特感到震驚，並在上開二項議題作

出讓步。 

除來自教會及神聖羅馬帝國之壓力外，羅伯特更須面對來自各方貴族勢力鬥爭傾

軋生活。當勃艮第得勢，伯絲便會回來，安如獲權，康斯坦絲則取回其地位，相較於

康斯坦絲之極度專橫及無理取鬧，伯絲似乎容易親近許多，但康斯坦絲卻為羅伯特生

了包括 4 個兒子在內之一群孩子。故於 1008 年，羅伯特來到羅馬，希望教廷能使其第

三次婚姻無效，回復其與伯絲之第二次婚姻。406
 

最後，於人生終點之羅伯特，回顧其三段婚姻，此時，方回歸教會訓誡，引用聖

經中大衛王般地在性事上罪惡頗重之先例，除向妻子們懺悔，亦認為觸犯重婚罪，決

定以贖罪態度度過餘生，而教會仍給予其敬虔者（Pious）名號。407
 

承此，本文認為，法王羅伯特係屬夙與教會關係良好並有「教會之長女」稱號之

法蘭西國王，先人更為創造中世紀初期「基督教共和國」之查理曼大帝，與頒訂 8 項

教會婚姻法原則之虔誠者路易（Louis the Pious），此種「血統純正」之代表性人物仍至

晚年方「覺悟」自己在婚姻上之表現與教會所教導者相去甚遠。衡諸常理，其餘受教

會影響遠不及法蘭西之西歐其他王公貴族，或與教會本有不同政治立場，封建利益之

君王、領主與貴族，實難苛令渠等能比羅伯特更遵守教會之各項婚姻規定。 

綜上，中世紀初期聖俗婚姻影響之結果，係呈現一般百姓多接受、遵循教會婚姻

觀及婚姻規範，王公貴族則仍我行我素延之「地方包圍中央」情狀。若以社會階級接

受象徵教會婚姻觀之「聖」與代表世俗婚姻價值之「俗」之落實情況，則中世紀初係

呈現「下聖上俗」（下層人民接受神聖之教會婚姻觀，上層階級則仍依照世俗標準與婚

姻觀）之景象。 

 

 

 

 

 

 

 

 

                                              
406

. Duby,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p.83-4. 
407

Duby, Ibid.,p.75,p.87. 塙  浩譯，フランス法制史概說，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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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復興與改革之時期（西元

1000-1200 年） 

第一節  歷史背景 

第一項  巨變之社會 

第一款  社會經濟環境之改變 

生長於第一個基督教千禧年（Millennium）至 1140 年之 140 年間之人們，係經歷

一個劇烈轉變之西歐文化的時代。自 1000 年至 1140 年間，西歐地區之人口大量增加，

導致居住方式與經濟生活均產生根本之改變。 

舉例而言，在西元 1000 年，在拉丁世界之任何地區均無大規模之城市，幾世紀以

來均為如此。按當時最大及最繁榮之歐洲城市乃穆斯林統治下之西班牙，如 Córdoba，

可能有 90,000 人。而塞維內（Seville），則有略多於 50,000 之居民。歐洲之城鎮無論人

數或規模均不大，如西元 1086 年之倫敦，人口可能不超過 8,000 人，整個英格蘭之人

口僅有 110 萬人。縱使是羅馬，永恆之城，在第一個千禧年也只有約 30,000 人。威尼

斯（Venice）與米蘭（Milan）可能稍微大一些，但人口也僅達塞未內之數字，但是，

上開城市在當時仍是寥寥可數，並且彼此相隔甚遠。絕大多數之西歐人民居住在小村

莊中，大約是 1 至 2 百個家庭之規模。鄉村之居民如其先祖，依靠農業為生，幾乎全

部居民都務農，而且大部分都是農奴，在法律上為其所耕種之土地所束縛。408
 

至 12 世紀中期，歐洲人口大量增加，依德國學者之，在 1150 至 1250 年間大約增

加了百分之四十之人口，也就是從五千萬人增加至七千萬人。409
 都市化或者重新都市

                                              
408

 Herlihy,p.80。 
409陳惠馨，頁 186。至於人口為何會大幅增加 賀立斯特（Hollister）認為原因極為複雜，但其中一個基本原因：

軍事侵略之終結和繼之而出現之政治穩定局面。此外另一可能之原因係農業耕作進步大幅增進農作物之產量。歐

洲北部部分地區廣泛採用所謂「三耕法」。而風車、水車（如 1086 年之英格蘭，風車就超過 5000 個)及有輪之重

犁、馬蹄鐵及改良了的馬環（使馬匹成為有力的載貨動物） 與串聯裝備（使大群馬匹驢隻可以集體拖犁和拉運

貨車）之出現對農業生產力均有極大助益，見 Hollister,p.127-128。布朗德吉（Brundage）則認為可能是因為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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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過程，更是熱烈地展開。除已存在之人口中心規模日益龐大，新市鎮開始吸引可

觀之遷入居民。至西元 1140 年，雖然歐洲最大之城市仍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但西歐其他市鎮無論人口或規模都比一個半世紀前要倍增，最多增加至 40,000 人，410此

一現象造成商業城市之產生與文化之興起。 

經查，無論於新興城市或急速增長之舊都市，人們主要經濟來源由以往之製造業

或農業轉變為以貿易為主之商業，故可稱為商業城市。商業城市之居民，稱為中產階

級（Bourgeois），411與農民相較，此些人在城市中依法不再被土地所縛，是自由的，最

後並可取得自我統治（self-governance）之空間，成立日後同業公會之組織—基爾特

（Cild）。因此，這些人制訂法律、設立法院來執行法律，徵收稅款並選舉行政官員，

並組織軍隊及聯合其他城鎮以確保彼此之共同利益。 

在 11 至 12 世紀初期之中產階級城市中，知識革命也開始緩慢發芽並成形。都市人

比鄉下人更需要讀寫之能力，逐漸增加之世俗書寫人員需要教育，教會學校擴充其規

模及學院範圍，庶民與神職之學生越發尋求法學、醫學、神學以及哲學之知識，超過

古老之文法、修辭學與辯證法。412
 

第二款  家庭（族）之特色 

越過千禧年之西歐世俗社會，其家庭（族）特色係逐漸呈現以父系親屬（Agnatic 

Lineage,Patrilineage）為核心。所謂父系親屬，係指由父系之子孫所組成之親屬關係，

其成員清一色均屬男性，女性無從與焉。女兒雖屬於父親家庭成員之親屬，惟女兒一

旦結婚，所生子女便完全脫離外祖父之父系親屬，而改為先生之親屬成員。此外，女

兒也無法與父家兄弟共享全部之家父（至少無法公平地分享），但其父兄卻可安排姊妹

之婚姻及負責提供嫁妝。 

    其次，父系親屬看重祖先（Ancestor-Focused），沿著男性子嗣之脈絡，一直追

                                                                                                                                                        
改變所致，其指出，在 750-800 年間，隨著歐洲氣候之轉變，帶來更溫和的冬天，更乾燥之夏季，逐漸有利農作

物之生長，而因此產生穩定之食物供應，長期下來，人口便大量增加。見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77 and note 1. 
410以 12 世紀之倫敦為例。倫敦當時之人口約有 30,000 人，係英倫半島當時最大之城市，也是歐洲西北部之商業

中心。很多主教、修道院長及貴族在倫敦置產，英王本身也在倫敦西部西敏寺(Westminster)市郊皇宮處理事務(該

皇宮今日仍在)。當時全市有 139 所教堂，每天定時報時，鐘聲響徹全城與市郊。狹窄之街道兩旁並列住宅和店

舖，大部分是用木材建成。大多數街道沒有舖石，日間塞滿人群、馬匹和豬（半世紀之前，法國一名皇太子死於

巴黎街道上，係因其所騎乘之馬遭路上一頭豬絆倒。)但以 12 世紀之標準而言，倫敦仍是一個偉大進步之城市。

橫跨泰晤士河之舊木橋已換成完全以石頭造成之倫敦大橋。城市僱用衛生人員清潔街上之垃圾，更有全英唯一之

下水道系統，甚至還有一間公共廁所。 Hellister,p.132. 
411

 中產階級，係來自日耳曼語「堡 」(Burgh)，後來此名詞可代表整個城市，不限於城市發源地之原始堡壘。至

12 世紀，堡（Borough 成了城市之商業中心，堡內居民稱 burghers 或 burgesses，最後稱為中產階級(Bourgeoisie). 

Hellister,p.129. 
412

 Brundge,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p.176-7；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p.77；世界書局編譯所譯，卡爾登‧海士湯姆‧蒙著，頁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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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至已知之男性先祖。於此種關係內，會經年累月嘗試去獲得新成員，並因此導出數

個或眾多彼此平等之後裔。如同一條大鋼索，由其橫切面可看出其內部包含眾多股鋼

絲，每一股地位均平等，並可有同樣之源頭 

    此外，父系親屬更藉由固定家譜，提供相當明確、穩定之界限，以及本身之

起源與歷史沿革。因此其成員很輕易便能培育出對共同祖先之休戚與共之榮譽感。於

封建社會之文獻中，常見到此種一提到祖先便開始趾高氣昂之面容。其成員藉由繼承

家族之名，通常來自一個擁有光榮事蹟之祖先或城堡來高舉其出身，甚至隨身攜帶那

標有祖先名號之臂套。413
 

    血親（Cognatio）則不然，其看重自我（Ego-Focused），並由己身開始，不管

是依照羅馬法之 4 親等抑或日耳曼—教會法之 7 親等，均可透過包括男性及女性雙方

之親屬界限，連結出關係之網絡，故每一個人之親屬版圖均有其獨特性，並也可能代

代重新定義。 

如古迪（Goody）所見，於一個社會中，可同時存在父系、母系及雙系之親屬關係，

因其均係基於不同之目的所組織。父系親屬之目標在於，從源頭限制主張權利者之數

目或降低分享之規模，使其男性成員得長久保有財富及地位。血親之傳統目標則是將

親屬之範圍擴張，以確保存活率。414。 

第二項  羅馬法之復興 

11 世紀下半，經由重新開始研讀並教導羅馬法，注入羅馬法之因子後，使整個法

律彷如重生。415並有學者稱歐洲近代私法史係開端於羅馬法大學之重新發現。416
 

對羅馬法復興之源頭，早期著作如莫理斯（Moris），或引用英國法學家布萊克史東

（Blackstone）見解之勃迪克（Burdick），均認為羅馬法之重現天日，可追溯至西元 1137

年於阿馬斐（Amalfi）發現失傳已久之羅馬法書籍開始。417惟依布朗德吉（Brundage）

之見解，早在 1076 年塔斯坎尼（Tuscany）之司法判決引用羅馬法之學說編纂（Digest）

內容之後，少部分法律學者開始熱烈研讀學說編纂內容，而於 1100 年前，在義大利北

部城市波隆納（Bologna），便開始了羅馬法之系統式教學，布朗德吉（Brundage）並將

此一階段名為「源自波隆納之法律復興」。418
 

                                              
413

 Herlihy,pp.82-3. 
414

 Goody,Jack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 1983,p.224. 
415

Brundage,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p.177-9；布朗德吉於 2008 年之著作中，將羅馬法

之復興改為「法律之復興」（Legal Revival），見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p.77-9； 
416陳愛娥、黃建輝譯，Franz Wieacker 著，頁 9。 
417

 Burdick, p.165.該著作係於 1938 年出版，本文引用之版本為 1964 年。另出版於 1939 年之莫理司著作亦採此說，

見王學文譯，M.F.Moris 著，頁 134。 
418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p.80-94 中詳細描述從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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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波隆納開始，法律教師與法學院均快速成形。第一位羅馬法教師之先驅為培波

（Pepo），目前但對該人所知仍甚微。較為人所知者為可能是日耳曼裔之伊爾聶瑞尤斯

（Irnerius）。早在 1090 年左右（一說為 1088 年），伊爾聶瑞尤斯就在波隆那教授法律，

提出一本類似查士丁尼法典學說編纂之著作，供其教學所用。據說有不少人從歐洲各

地趕到波隆那去向他學習，而伊爾聶瑞尤斯最有名的學生，即被稱為波隆納四博士之

包佳魯斯（Bulgarus Bulgarini）、馬堤努斯（ Martinus Gosia）, 胡戈（Hugo da Porta 

Ravennata）以及亞克布斯（Jacobus），以及日耳曼皇帝腓特烈（Frederick Barbarossa）。 

四博士與其他學者，主要係引用查士丁尼法典來解釋 12 世紀之法律問題，此種著

作一推出後，對於國王或新興城市而言，均可作為對抗封建法與教會法之利器，故頗

受歡迎，加上如腓特烈皇帝般之世俗君王之倡導下，促使法律學習人口之大量增加，

並造成律師一職成為當時社會中堅，律師之影響力不僅在世俗，更成為教會紅衣主教

之最佳人選，教宗額我略八世（GregoryⅧ,1187）便是第一位律師出身之教宗。419
 

在此風潮之影響下，使 12 世紀之羅馬法教學遂成為一種成長性之事業。此有某無

名詩人之吟唱可證： 

  郎中能帶來之財富札如查士丁尼法律； 

 此種人手中握有穀物，其他人只能拿到稻草。420
 

然而，羅馬法之復興非憑空而生，乃係受到二種於 11 至 12 世紀關係密切教會思潮

所影響：教會改革運動及教會法之系統化，前者包括修道院及教宗本人之改革，後者

之代表性著作則為格拉濟亞（Gratian）之法令集（Decretum）。 

第三項  教會之改革 

第一款  教會改革之由來與成果 

隨著中世紀社會經濟之翻轉，教會亦經歷了一場巨大變革。教會自我重整並以前

所未有之活力來形塑並指導世俗社會。按於 11 世紀晚期之前，西方基督教世界之神職

人員，包括主教、教士與修士，成為世俗君王之附庸，帝國之封侯。其最主要原因，

乃大部分之教會財產係操於皇帝、君王及領主之手。因此，為維持上開利益，世俗威

權不僅控制教會之土地及收益，更進一步任命其所信任之人—通常是近親421或與其有密

                                                                                                                                                        
法自布隆納至義大利、法蘭西、英格蘭等地之羅馬法復興狀況。 
419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三：基督教峰巔的

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Climax of Christianity,1950 ），頁 293-4；Brundage,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p.130-2. 
420

 Brundage,Ibid., p.80 and note 20；三島淑臣，頁 164。 
421

 如教宗亞歷山大三世便抱怨：「上帝使主教無兒子，魔鬼卻給了他姪子。」見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三：基督教峰巔的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Climax of 

Christianity,1950 ），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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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關係之人，甚至包括主教本人或修道院院長，成為該土地之附庸。一旦成為附庸，

則必須向領主效忠，且勢必對任命者負有某種回饋之義務，包括協助領主治理莊園，

有時還需披掛上陣，保疆衛土。此即「俗人授職」（The Lay Investiture）之由來，並產

生如本文第四章第一節第四款之「神職買賣」等「教士封建化」之結果。 

除「封建化」之外，此時之主教與其他高階神職人員亦常為政府官員，承擔行政

事務，主教堂區成為帝國行政組織之一。再者，神職人員更普遍藉由與地方、地區或

中央等王公貴族間之婚姻，來拓深其之世俗關係。而君王除藉由封建領土或婚姻來「投

資」神職人員外，更時常藉由召集宗教會議或發布教會法來宣示其優於羅馬教宗之地

位。簡言之，於教會改革前夕，宗教與政治係融為一體，因此本屬主教管轄之爭議可

能藉由羅馬之宗教會議來止息，亦可前往君王之法庭尋求裁決，影響所致，自難期待

教士們能花多少時間於追求聖潔之事，而羅馬教宗對此似乎鞭長莫及。422
 

第一目  修道院之改革—克呂尼修道院

（Abbey of Cluny） 

    如本文第四章第二項第二款所示，成立於西元第 5 世紀末 6 世紀初之修道院，

本為彰顯基督教棄絕財物、女色與自我意志之代表，亦曾為中世紀初期之西歐扮演開

疆闢土之先驅。惟歷經數百年之流傳，或因院長領導無方，或受封建制度影響，修道

院逐漸喪失原始創立之初衷。翻轉此積弱不振現象者，係來自法蘭西南部里昂之克呂

尼（Cluny）小鎮之修道院。 

    克呂尼修道院為本篤會系統（當時幾乎所有西歐修道院均屬本篤會），但自西

元 910 年該修道院院長，也是當時本篤會會長拜爾諾（Berno,約卒於 927 年），其發見

散佈西歐之各本篤會修道院於組織上僅維持一種鬆散之連結關係，各修道院實際上係

由修道院院長掌管，通常僅受教區主教管轄。因此其創立克呂尼修道院之體系，使加

入該體系之修道院將全數歸由克呂尼修道院管轄，並直接向羅馬教宗負責。據傳於一

世紀內，加入此體系之修道院至少超過 300 座。423克呂尼修道院對教會改革之最大貢

獻，係建立一具體且數量龐大之超越地區教會階級及政府而直接隸屬羅馬教宗之組織

型態。此外，克呂尼修道院所提出有關弭平戰事之「上帝和平」（Peace of God）主張，

強烈禁止神職販賣（Simony），反對神職人員之婚姻與婚外情（Nicolaism），要求主教

                                              
422

 Herlihy,p.79；Berman,Law and Revolution, pp.87-8.柏爾曼在此提出著名之「教宗革命」（Papal Revolution）觀

點，認為教會係產生「革命」而非僅「改革」(Reform)，此二者於全面性、快速性、暴力性與持續性上，均有顯

著差異，見,Berman,pp.99-107. 
423

 柏爾曼著作內認為超過 1000 間修道院加入，羅漁著作認為最多有 2000 間，最少有 300 間，故本文以「300

間以上」為準，見羅漁，頁 101； Berman, Law and Revolution,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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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士退出政府及家族之政治領域等，均於西歐各地獲得極大迴響。上述成果對於鞏

固羅馬教宗之教權，均有莫大助益。424
 

第二目  對封建勢力之改革 

中世紀初期，封建貴族多半擁有自己之修道院或教堂，藉由此種宗教貢獻，得以

指明、支持或扶持修道院院長或其他神職人員，並也能藉此靈活運用其財產，如透過

修道院或教堂為土地或其他財產之捐贈、租借或假交易，使該院長或教士甚至二者之

親友均得在此過程中上下其手，故大家族與教會遂組織成經濟利益之結合體，共霑其

利。 

    對此，改革者提出無論是教會主事者或土地，均應從世俗回歸至「教會自由」

（Liberty of The Church）主要目標。世俗勢力對教會財產、神職人員之控制，將會迫

使僧侶落入聖職買賣（Simony）之罪愆，使屬靈事務淪為買賣之標的。425在教宗亞歷

山大二世（Alexander Ⅱ,1061-1073）對盧卡（Lucca，教宗同時也是此城市之主教）神

職人員及一般百姓之訓斥信函中，教宗禁止所有封地之買賣、租賃，或將教會財產以

任何形式移轉予世俗百姓（以開墾之目的不在此限），其理由為：426
 

    對在我們之前掌管教會之先人，無法判別是否係出於對親族之偏好，或

受錢財之吸引，或迫於請求者之龐大壓力，而拱手交出本教會之城堡、土地及所

有物，但此種過份慷慨之舉仍無法滿足主事者之需求。因此遂產生以聖秩及其他

教會職位換取金錢之污穢及不值得之行為。 犯此舉之人其靈魂已死，亦不能進入

永生，大公之教會必頇嚴斥並將之定罪。 

    面對教會之強硬態度，大家族們也必須設計新策略以保全並增加其獲利來

源，其中之一便是排除部分後代對財產之全部繼承權，對象則常是女兒或年幼之子。

所有或部分女兒雖仍可從其父兄處獲得嫁妝，但女兒本身及其子嗣均無法再對世襲財

產主張有權分配，女兒被推擠到親屬關係之邊緣，而女兒所生子女則被完全地無法繼

承母系祖先之財產。427
 

                                              
424

 Berman,Law and Revolution,pp.89-90.約至西元 1098 年，克呂尼精神亦已衰敗，當時克呂尼修道院院長聖羅伯

（St.Robert ）遂至西篤（Citeaux）另起爐灶，該處修道院至 1112 年由聖伯爾納德（St.Bernard,即）率領 30 位同

伴加入後，再創中世紀修道院之另一高峰，見羅漁，頁 102-3；世界書局編譯所譯，卡爾登‧海士湯姆‧蒙著，

頁 155-6。 
425

 Herlihy,pp.83-8. 
426

 原文如下：―Fiebat itaque proptererum(sic) peruriam ut ordines sacros, et ecclesiastica official,quae pure et absque 

ulla venalitate solo vitae aeternae intuit concede oppertet, pro pecuniae acceptione et diversorum  munerum acceptione 

prophanis quibusdam et indignis tribuerent , et quod omnes catholicos detestari et abbominiair opportet, de morte animae 

vitam corporis sustentarent .‖ Herlihy,p.201 note 27.本文係譯自其英文翻譯內容。 
427

 Herlihy,p.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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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目  教宗之改革 

在 11 世紀中葉，教宗亦展開對封建權威之抗爭。1049 年，改革者取得不受世俗權

力影響，可由教會指定其成員成為羅馬主教之權力。而最早之改革派教宗，教宗良九

世（LeoⅨ ,1048-1054），在忠實可靠之改革派支持者日耳曼君王亨利三世（Henry

Ⅲ,1039-1056）之介入下取得聖彼得之權柄（Chair of St. Peter）。一取得此權，良九世

開始重新組織與強化教宗之權限。而良九世與其繼任者，特別是額我略七世（Gregory

Ⅶ,1073-1085），他在擔任教宗之前，曾是四位教宗之副執事，故上任之後，便強調教

宗之權威與影響力，有學者譽為教宗改革中最重要之一人，於其任期內，均致力於使

基督徒能支持使教會組織免受世俗干涉。而教會要能在政治上與封建君王無所關連，

就必須在經濟上能自給自足，仰賴自身資產之收入如教會稅、信心奉獻等。於婚姻法

之貢獻，則為歷史上有名之譴責日耳曼王亨利四世（HenryⅣ）之婚姻，迫使國王赤足

在雪地中向教宗求赦免。428，以下，謹簡述將教宗額我略七世之具體改革內容。 

【反對俗人授職、神職買賣及教士結婚】 

1074 年 3 月，額我略七世召開第一次拉特朗教務會議，重申禁止俗人授職、神職

買賣及教士結婚，該會議決定：429
 

一、 反對俗人授職： 

我們過去藉天主仁慈所召開的會議，討論有關教會聖職的管理時，我們

曾規定，現在根據這些規定我們再度以宗座權力命令並批准：今後如有人自

俗人之手接受一教區或一修道院，將不被承認為主教或院長；亦不能以主教

或院長身分得到申訴。我們更剝奪他們聖彼得的恩惠和進入教會(的權利)，

除非他們能覺悟，放棄以不法野心和違法手段所取得的職位一這是一種崇拜

偶像之罪。此外，我們亦命令，上述禁令亦適用於較低級神職。同樣，不論

其為皇帝、國王、公爵、侯爵，或任何世俗爵位或人物，如膽敢授予主教職

位或其他神職，應該知道，他是受到同樣法令的約束。而且，除非他覺悟，

並將特權歸還教會，今世在肉體上和職位上，他將受到天主的譴責，在主的

來臨時不能得救。 

二、 反對神職買賣： 

凡以金錢交易取得神品神職者，今後在教會內不得再執行任務。同樣，

                                              
428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79；世界書局編譯所譯，

卡爾登‧海士湯姆‧蒙著，頁 156-7；三島淑臣，頁 164-5，註 17。雷立柏（Leopold Leeb）編，拉—英—德—漢

法律格言辭典，頁 310。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神學詞語彙編，頁 1136。 
429

 W.E.Adams,ect.,The Western World,Vol.I,pp.266-7.引自，王任光，西洋中古史史料選譯，第二輯，頁 265-6。但

就亨利四世向教宗懺悔一事，多數史家認為，真正之贏家其實是偽裝認罪之亨利，見王任光，西洋中古史，頁

32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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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以金錢買得教堂者，應被革除。今後一切買賣均為非法。 

三、 反對教士結婚： 

如有司鐸、輔祭(Deacons)、或副祭(Subd-deacons)結婚，依據全能天主

和聖彼得的權力，我們嚴禁他們進入教堂，直到他們痛改前非為止。如其中

仍有人與妻子同住，任何人不得接受其訓誨，因為他們的祝福已變為咀咒，

而他們的祈禱反成為罪惡。主藉著先知說:「我必使你們的祝福變為詛咒」(瑪

拿西/瑪拉基亞書第 2 章第 2 節,Malachi, 2:2)。拒絕服從這絛最有益的命令

者，乃是犯崇拜偶像之罪。因為撒朮耳/撒慕爾（Samuel）說:「背命等於行

為頑抗與敬拜偶像無異。」(撒朮耳上第 15 章第 2 節,1 Samuel 15:2)任何人說

他是基督徒，而拒絕宗座的命令，與外教人同罪。 

【教宗格言：Dictatus Papae】 

    為表示教權優先於王權，教宗額我略七世於 1075 年（一說於約 1090 年）針

對俗人授職，再度寫下（有認為非教宗親寫）之 27 個命題：430
 

    *唯有羅馬教會係由天主所建立。 

    *唯有羅馬主教有權稱之為普世性。 

    *唯獨他有任免主教並使其復職之權。 

    *羅馬主教之代表一雖階級較低，於會議時，其地位高於一切主教，並

有罷免主教之權。 

*唯有教宗可因應時代需要發布新法。 

*獨他能佩戴皇帝服飾。 

*唯有教宗應受諸王公之吻足禮。 

*唯教宗之名應在教會中傳揚。 

*唯教宗有罷免皇帝之權。 

*無教宗之同意，任何會議不得視為大公(會議)。 

*沒有他的權力，任何一書或一章不得被視為經典 

*教宗之命令不能被任何人廢止，而他能廢止一切人的命令。 

*凡已上訴宗座者，任何人不能加以定罪。 

*羅馬教會過去、現在和將來不能錯誤，經有明訓。 

*凡對羅馬教會異議者，不能被視為札統。 

*教宗有權解除臣屬對不公札君王之服從。 

【伏姆斯協定：Concordat of Worms】 

                                              
430

 Berman,p.96；W.E.Adams,etc,The Western World,vol.I,p.268。引自王任光，西洋中古史史料選譯，頁 320。惟查，

此二本著作就 27 項命題之內容並非完全一致，柏爾曼列有 13 項，王任光引用之資料內則有 16 項，此外，各項

內容雖有重複，亦有完全不同之部分，故本文係先將所有命題均列入，並待進一步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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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我略七世過世後，因俗人授職而生之政權、教權孰優之爭執仍存在，故於教宗

加里斯都二世（CalixtusⅡ,1119-1124）與日耳曼皇帝亨利五世（HenryⅤ,1106-1125）於

1122 年簽訂伏姆斯協定，表面上雙方互相授權，但有學者表示此協定係代表教宗改革

之成果，按政權自此不得再干涉教權：431
 

教宗賜予皇帝之特權 

主教加利斯督、天主眾僕之僕，許給可愛之子亨利、因天主恩惠、羅馬皇帝:

凡日耳曼境內隸屬國王之各主教和院長，他們的選舉應在你的面前舉行;不得有買

賣或強暴行為;如候選人中發生糾紛，先徵求該省總主教及主教的意見，然後對最

合格的一位給予你們的同意和協助。被選人借用權杖為象徵，從你手中接受一切俗

世職權（Regalia)，對你履行一切義務—屬於教會的事務除外。對上述各項如有申

訴，我將在權限內盡力幫助。對你和衝突時你的屬員，我願建立真札的和帄。 

皇帝賜予教宗之特權 

天主三位一體之名。藉天主恩惠、羅馬皇帝亨利，為愛天主、羅馬教會以及教

宗加利斯督，為救我們的靈魂，我將授予權戌和權杖的授職(特權)還給天主、天主

使徒彼得和保祿，以及羅馬聖教會; 我亦同意，在我王國和帝國的教會內，應依法

選舉和自由祝聖。先父和我本人對所被強佔的一切教會財產和俗權，我願全部還給

羅馬聖教會;至於衝突時期所佔財產，無論其屬於各教堂、貴族、私人—教士或俗

人， 我亦將聽取諸公侯的意見，遵孚公道，一併歸還。至於那些非我本人佔有的，

我將設法使他們歸還。對我主教宗加利斯督、羅馬聖教會，和站在教會一面的人，

我願建立和帄。在任何事上，羅馬教會如需要幫助，我將盡力提供;對任何事，教

會如有申訴，我將依法公帄處理。 

最後，對一般庶民而言，教會之改革更使得教士一職成為頗吸引當時男性之職業。

按藉神職進入教會體系後，不但可獲得當時最好之教育，更有機會於教會內部大展身

手。抑且，當此種人士進入教會後察覺一旦精通法律，對於今後之晉升會有莫大助益，

如於改革運動中享有盛名之坎特布里之大主教安瑟莫（Anselm,1033-1109），便具有厚

實之法律素養，其便時常據此評斷國王有無遵循教會法規而行。 

第二款  教會法及教會婚姻法之興革 

 在此波改革之浪潮中，改革者強調其計畫之核心乃教會法之更新。因改革者相信

此點對於基督教社會之治理會扮演關鍵之角色。從此，改革者開始建構教會法院之作

業系統，並擴展教會之管轄權，如將當時西歐社會逐漸增加之商務爭議帶進教會法院

                                              
431

 Ehler and Morrall, eds. and trans.: Church and State Through the Centuries, pp.48-9。引自王任光，西洋中古史史料

選譯，頁 321-3；世界書局編譯所譯，卡爾登‧海士湯姆‧蒙著，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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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其主張教會法院應在與公共或私人道德，教會制度、或教會財產管理之任何爭

議上，成為人民之初審法院（Primary Forum），教會法院應成為基督教社會秩序規範之

機構。此種組織架構需要一套綜合性之法律體系以利執行。因此，教會法典編纂之潮

流就此展開。 

最早清楚明確地回應上開目標者，乃千禧年後不久，由伏姆斯（Worms）主教布爾

查德（Burchard,1000-1025）所編纂之法令集（Decretum），該作品係中世紀初期最具綜

合性及影響力之教會法令。在 Bruchard 與其修道院成員之通力合作下，編纂出包括 1,785

章，共 20 冊之龐然鉅作，其內容含括早期之教會法規編纂成果、懺悔禮儀規則

（Penitentials）、卡洛林王朝君王宗教會議（Capitularies）以及一些羅馬法之殘篇，依

布朗德吉之看法，此套法令集係特別作為教學之用。432雖然數量如此驚人，少數主教教

堂（Cathedral）、修道院在能負擔其複製費用之前提下，仍取得該套叢書並加以研讀運

用。 

不過，若以每日所需之法令以及對阮囊羞澀之教區而言，一個更短、更簡明之手

冊是更切合實際的。因此，於 1014 至 1023 年間，五冊合輯（Collection in Five Boods）

於義大利中部問世。1076 年前，一個重要且更小之 74 項合輯（Collective in Seventy-Four 

Titles）同樣在義大利誕生，其後更陸續誕生許多版本之手冊。而在 11 世紀之末葉，由

來自法蘭西沙特爾（Chartres）之主教伊夫（Ivo,約 1040-1115）也編纂了一般稱為三部

合輯（Tripartita,Three-Part Collection）之教會法令集，內容包括簡要版之三部合輯，完

整版之法令輯（Decretum）以及折衷版之 Panormia。其中，完整版之法令集係以 6 冊

之篇幅彙整了 3,760 部各式教會法令。433
 

然而，12 世紀教會法改革最具代表性之人及作品，厥為格拉濟亞之法令集。434
 

                                              
432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67. 
433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p.179-181；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67,p.94-7. 
434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229；Landau, Peter, ―Gratian and the Dectetum 

Gratiani.‖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Canon Law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1140—1234. Edited by Wifried Hartmann and 

Kenneth Pennington,2008,p.46-7；Gratian  , The Treatise on Laws ,Introduction,x-xi；Winroth, Anders, The Making of 

Decrtum Gratiani,2007,p.6-9；栗生武夫，法の変動，頁 82；雷立柏（Leopold Leeb）編，拉—英—德—漢法律格

言辭典，頁 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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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格拉濟亞法令集（Decretum 

Gratiani） 

第一項  格拉濟亞生平 

   在宗教事務上，延續 11 世紀以來世俗對教會之對抗，使得教會開始去注意教會

法之起源及組織，並產生一股強烈之更新與改革之動力，亟欲回轉尋求過去之美好價

值，以面對並處理當時歐洲許多地區所出現要求能在聖潔與世俗間訂定出更明確可行

之關係，更精確地說，畫出何者屬於凱撒，何者屬於上帝之明確界線。435
 

於西元 1140 年或前後—確定日期仍未知—一位名為格拉濟亞之法學家完成了一本

教會法教科書，並將之名為「不和諧教會法之調和」（Concordia discordantium canonum, 

A Harmony of Conflicting Canons），習慣上稱為法令集（Decretum,commands）。436其原

始標題雖看似突兀，所展現音樂上之隱喻卻清楚地表明該書對教會法學術之領導性成

就。 

    不過，對格拉濟亞本身所知無幾。他可能居住並且在波隆納（Bologna）教書，

很有可能是位僧侶（Monk），437天主教教會法典稱之為隱修士438。從其著作中，合理推

論格拉濟亞曾接受學院式之法學訓練，但於何處學習？與何人學習均無從知悉。他也

可能教授法律，因為其著作中似有為課堂特別設計之部分。而從他繳出之成果，學者

咸認格拉濟亞必定有個龐大之圖書館做其後盾，並稱讚格拉濟亞係相當認真並且博覽

群書。除此之外，格拉濟亞仍是個模糊、無法具體瞭解之人物。 

至於法令集完成之時期，因該法令集引用於西元 1139 年結束之第二次拉特朗

（Lateran）會議之內容，故可推論法令集完成日應晚於 1139 年，又從該書係於 1140

年中即被使用，亦可推測該書係於該時期之前完成。439
 

                                              
435

 Gratian  , The Treatise on Laws ,Introduction,xi. 
436三井哲夫  菅野一彥譯，フランス法制史，頁 66-7；天主教法典  拉丁文—中文版，頁 19。 
437

 Brundage,p.229；Gratian  , The Treatise on Laws ,Introduction,x；Stephenson,C.H.S. and Marples, E.A. p.155；均

認為 Gratian 是 St.Felix 修道院之僧侶。 
438天主教法典  拉丁文—中文版，頁 19。 
439

 Gratian  , The Treatise on Laws,Ibid. Introduction,x-xi；Brundage,pp.2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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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法令集之體系與內容 

格拉濟亞編纂之法令集，從結構上來看並無前例，按格拉濟亞係合併一些較短之

資料，再將所有內容拼貼彙整，並分為以下三部分。 

第一款  法條（Distinctio） 

    法令集之第一部份，係處理教會法之基礎與起源，教會法與其他形式法律之

關係，權利（力），神職人員之義務，教會財產之管理及其他相關事務。這部分係由名

為「法條」（Distinctio）之單位所構成，共有 101 個稱為法條之單位（ 習慣上將「法條」

簡稱為 D.）。440每條又分數章，每章包括早期教會當局處理該項節之意見。一般而言，

格拉濟亞會以 1 或 2 個法條之篇幅來解釋一個特別之主題。並時常於同一主題之篇幅

內，再分一或數法條來分析爭論內容，並介紹反對意見，並在節之末會插入格言

（Dictum）式之結論，作為格拉濟亞對整個問題之總結。  

第二款  案例（Causae） 

    第二部分，也是其著作中內容最豐富者，包括 36 個案例（Causae）。每個案例

係由問題之陳述開始，通常會有個簡短之故事。謹援引最後一個案例說明之： 

一位男性以禮物及邀請參加宴會之方式來引誘某人之女，其父對此並不知情。在

餐後這年輕人佔了這本屬處女之女子的便宜。當她父母獲知此情，便將女兒帶往年輕

人處，與一般人結婚相同，年輕人給她一份結婚禮物並公開娶她為妻。 

當設定上開假設情況之架構為主題後，格拉濟亞系統性地列舉一連串與該故事所

描述事件之法律問題。在第 36 號案例所舉之 2 個問題為： 

問題一：這男子強暴這年輕子女嗎？ 

問題二：強暴犯可否在被害人父親同意後娶被害人為妻？ 

之後，格拉濟亞回頭來一一討論這 2 個問題，除引用不同之權威意見來呈現正反

理由外，格拉濟亞也會分析爭議並表示自己對該問題所持之意見。如在問題一，格拉

濟亞便提出 3 個權威意見為據，輔以 3 個自己意見來表示自己之看法。對問題二，格

拉濟亞更引用許多權威意見，並用了 4 個自己意見來討論上開意見之差異所在。 

從格拉濟亞法令集（Decrtum Gratiani）之第二部分內容可嗅出一股教室之氣。該

                                              
440將 Distinction 翻譯為「節」，有栗生武夫，法の変動，頁 201 註 1 及彭小瑜，頁 78。譯為「法條」則有陳愛娥、

黃建輝譯，Franz Wieacker 著，近代私法史，頁 55。因後說較似法律文字，故本文從後說。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9 

內容結構很明顯地證實格拉濟亞在某處教授法律，最有可能在波隆納（Bologna）。此外，

所包含之主題橫跨司法程序、證據、主教權力、十一稅（Tithe）、高利貸、戰爭法、異

教徒以其他。其中，案例第 27 至案例第 36 有時會提及婚姻方面之論述（Tractatus de 

matrimonio, Treatise on Marriage），因該 10 個案例主要係以婚姻與性行為為主。 

第三款  聖職方面之論述（Tractatus de 

Consecretione） 

最後，第三部分則以聖職方面之論述（Tractatus de Consecretione,Treatise on 

Consecration）為標題，並處理聖禮（Liturgical）、教會曆法（Ecclesiastical Calendar）

以及聖事法（Sacramental Law）等方面之事務。與第一部份相同，此處也以「節」

（Distinctio）為其基本架構，而第三部分僅有 5 節，但與第一、二部分相異處，在於第

三部分並沒有 Dicta。 

附帶一提者，在該法令集於格拉濟亞完成後，內容仍持續增加。如在西元 1140 年

代初期，就有編者新增了約 100 章之篇幅，故嘗試去解構格拉濟亞法令集之歷史沿革

有實質上之複雜度。441
 

第四款  法令集之特色及影響 

與先前之法令集相較，格拉濟亞之法令集呈現以下不同之處。 

首先，格拉濟亞法令集內容之豐富程度均勝於之前所有成品。按法令集之內文摘

錄 3,945 項資料，442來源包括會議決議（普世性、地區性與地方之會議均包含）、教宗

信函、懺悔禮儀、羅馬法、日耳曼行政規範、教父著作（特別是聖奧古斯丁與聖耶若

米），為 12 世紀之教會法研習者帶來前所未有之廣博視野，尤勝於西沙特爾（Chartres）

之主教伊夫（Ivo）所編纂之法令集。有疑問者，乃法令集有無受到當時羅馬法復興風

氣之影響？若自法令集之內容以觀，於格拉濟亞前之早期教會法令集成，並無太多羅

馬法之內容。以伏姆斯（Worms）主教布爾查德（Bruchard）所編纂之法令集（Decretum）

為例，僅有少數引用自狄奧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之資料。與此相較，格拉

濟亞係引用更多之羅馬法資料，且直接引用查士丁尼之羅馬法大全內容，似可證明格

拉濟亞對羅馬法之瞭解相當深厚，惟格拉濟亞究係出於本身興趣或受當時羅馬法復興

之影響或有其他原因，使羅馬法成為法令集之重要法源，似仍無法遽下斷言。443
 

                                              
441

 有關法令集之版本問題，請見 Winroth, Anders, The Making of Decrtum Gratiani,2007,pp.13-8；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p.230-2. 
442

 另一說為 3,800 項，見 Gratian  , The Treatise on Laws  (Decretum DD. 1-20)   ,trans. Augustine Thompson,O.P. 

With the Ordinary Gloss trans. by James Gordley , and an introduction by Katherine Christensen ,Introduction,p.13. 
443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104；栗生武夫，法の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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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特色，乃格拉濟亞與前人所迥異之部分，正如該法令集之標題「不和諧教

會法之調和」（Concordia discordantium canonum, A Harmony of Conflicting Canons）所

示，乃格拉濟亞欲解決內容龐雜且繁複之教會法令所產生「不和諧」狀況，使其成為

「和諧」之音。故格拉濟亞不僅彙整更多資料，更嘗試將之建立為相互一致之法律體

系。當面對彼此扞格之權威法律意見時，格拉濟亞會先針對每一語詞予以定義，進而

使用分析、辯證、系統化或以案例說明等方式，以獲得結論。而這也是格拉濟亞法令

集與先前所有彙整之教會法令最大之差異，即格拉濟亞不只是彙整、組織，而是進一

步開始分析，分析各種法律概念，比較彼此異同，並提出經過格拉濟亞評價後之結論。
444對此種方法，杜蘭（Will Durant）認為係源自於使 12 世紀之拉丁歐洲心靈燃燒之火

焰之阿貝拉爾（Pierre Abélard,1079-1144，見本文第六章第一節第三項）之「是與非」

（Sic et non）一書所用之方法，即先以一個權威之命題開始，然後開始引述一些與其

相反之陳述與先例，再尋求以解決此間之矛盾，並加註一些評論。此外，杜蘭亦表示

格拉濟亞也曾前往波隆那向伊爾聶瑞尤斯（Irnerius）學習羅馬法，並將伊爾聶瑞尤斯

之方法用在法令集中。445
  

最後，格拉濟亞之法令集更是一套絕佳之法學教材。以法令集第一部份之前 10 項

節為例，該部分之體例未曾於早先之教會法集成內出現過，對中世紀之法學教師來說，

即屬培養學生理解思考之脈絡，對有志習法者，亦可將之輕易地運用於對其他領域法

律之分析與理解。446而 Wieacker 認為：「Gratian 彙編的法學貢獻，不僅是形式上的體

系安排，他獨立地由一些—通常取之於教會裡未經詳細審視的—法源，推論出法條 

因此，當格拉濟亞之法令集成書之後，隨即成為波隆納學校中研讀教會法律權威

評註之標準教科書。以中世紀標準，該書更成為全歐洲最暢銷之書籍之一，事實上該

項記錄係延續數世紀之久，一直到很後期，該書在教會法學院均作為基本參考書之用，

至今仍有超過 600 份之中世紀手抄本存世。 

    雖格拉濟亞於書中之結論並未獲得一致性之認同，亦有同時代之人可立即指

出之內容瑕疵，但格拉濟亞著作何以如此受歡迎，主係因其採用辯證分析法來使教會

法規定意旨更加明確，並從原始龐雜繁多之法律資料中建構出系統化之法律原則體

系，提供遍尋無著之教會法令詮釋指引。格拉濟亞仍提供 12 世紀教會法學者進行改變

時之新觀點，有時候尚能更成功地來詮釋教會法之規定，此種成就係前無古人的。 

因此，布朗德吉（Brundage）認為，隨著格拉濟亞之法令集之問世，教會法可謂進

                                                                                                                                                        
動，頁 85。 
444

 Gratian  , The Treatise on Laws  (Decretum DD. 1-20)   ,trans. Augustine Thompson,O.P. With the Ordinary 

Gloss trans. by James Gordley , and an introduction by Katherine Christensen ,p.14-5. 
445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三：基督教峰巔的

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Climax of Christianity,1950 ），頁 46、頁 293。但 Landau, Peter, ―Gratian and the Dectetum 

Gratiani.‖In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Canon Law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1140—1234. Edited by Wifried Hartmann and 

Kenneth Pennington,2008,p.37 則無像杜蘭如此肯定格拉濟亞係完全受到阿拉貝爾之影響。 
446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97-8,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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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獨立理智教規（Discipline）之時代。在此之前，教會並沒有在神學與教會法間劃出

明確之分界。那些教授並學習神學之人將教會法看做道德規範，以及提供聆聽告解神

父（Confessor）、教會高層以及其他權威處理實際狀況指引之應用神學。對此，格拉濟

亞之著作首次將教會法建立成一個與神學分開，擁有自己之附屬事務，某程度而言，

也有自己方法論之教規。此外，格拉濟亞之著作更成功地將教會法與羅馬法分離，創

建一個具獨立法學科學（Juristic Science）性質之教會法。按教會法學者原本在許多基

本理念、概念區分以及知識工具上均倚賴羅馬（市民）法，但格拉濟亞之法令集為教

會法之獨立奠定穩固之基礎後，教會法學者雖在教學與理論上仍能繼續仿效源自於羅

馬法之模式，並引用羅馬法學家之意見，卻同時能從格拉濟亞之法令集中尋獲實務家

所需之法律教規，以及其所蘊含之重要神學意涵。447因此，有學者稱格拉濟亞為教會法

學之父。448亦有認為格拉濟亞係天堂中唯一獲得官方認可之律師。449
 

本文認為，從形式上來看，法令集之三大部分，正代表演進至 12 世紀之教會法之

三大重點，依所佔篇幅依序為一般法（包括第一部份之「節」與第二部分第 1 至 26 共

26 個案例）、婚姻法（第二部分第 27 至 36 共 10 個案例）及教會行政（禮儀）法。由

此亦可證明，婚姻一事於教會法中之重要性。 

其次，就實質內容上，僅以法令集第二部分有關婚姻法案例之內容，一窺其要。 

第三項  婚姻法案例（Causae）簡介450 

   首應敘明者，乃，因格拉濟亞針對每一案例及問題之說明，絕大多數均依循引

用傳統權威、解釋及表示格拉濟亞個人意見之順序，導致每一案例之內容均相當豐富，

故本文以下除案例本身及問題（QUÆ STIO）係全文翻譯外，就格拉濟亞所引用之權威

意見、對每個問題之說明與解決等部分，均僅由筆者自行摘錄重點加以翻譯整理，既

非全文翻譯，整理之內容亦僅為筆者自認重要之部分，謹先陳明。 

                                              
447

 Brundage,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97. 
448

 Landau, Peter,p.46-7. 
449

 Winroth, Anders, p.1. 
450

 以下之中文翻譯，除 C.27,C.30 係以 1879 年 Friedberg 版本之拉丁文內容翻譯外，其餘案例與解釋主要係參考

Catholic Church. Marriage canons from the Decretum of Gratian and the Decretals, Sext, Clementines and Extravagantes. 

Trans. John T. Noonan. Ed. Augustine Thompson. 1993 之 網 路 版 ：

http://faculty.cua.edu/Pennington/Canon%20Law/marriagelaw.htm，最初瀏覽日期：2009 年 7 月 14 日。之所以參考

網路版，係因該書目前無論新舊書商均表示無庫存，且美國各大學圖書館中，似僅於加州柏克萊大學圖書館尚有

收藏（以上資料感謝天主教主業會吳培根神父（Fr. Derrick Ting (Go) Barria）之提供，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張瓊

惠教授協助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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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第 27 案：C.27451 

一個已立下貞潔聖願之男性與妻子訂婚，隨後她棄絕此協議並另嫁他人，而前與

她訂有婚約之男性則嘗試與她重修於好。（Quidam votum castitatis habens desponsavit sibi 

uxorem; illa priori conditioni renuntians,transtulit se ad alium, et nupsit illi; ille,cuiprius desponsata 

fuerat, repetit eam.）： 

q.1（按：q.1 即法令集對每一案例中個別問題之簡寫）：曾立下貞潔聖願之人間可

否成立婚姻？(Qn.Ⅰ.)Hic primum videndum est ,an conjugium sit intereos? 

    對本案例，格拉濟亞首先表示「許多教會權威表示曾發願貞潔者不能再締結婚約」接

著便呈現他所蒐集到之 43 個包括初代教會教父奧古斯丁、歷代宗教會議、教宗教令與信函與

有名主教等權威意見（法令集對此係以 c.表示，例如第 5 個權威意見係編號 c.5）後，認為：

「上開權威意見均命曾發願貞潔者應與配偶分離」，不過，格拉濟亞也指出包括奧古斯丁、狄

奧多西（Theodore，此處似指狄奧多西法典）與部分神職人員亦認為，原婚姻仍不得解消。 

q.2：配偶（按：此處指妻子）得合法之離去並再婚嗎？(Qn.Ⅱ.)Secundo,an possint ab invicem 

discedere? 

對問題二，格拉濟亞認為，此問題即如一旦女性許配給男性後能否廢棄兩人之先

前誓約並與她人再訂婚約。為探討由此問題衍生出之相關議題， 

【第一部份】 

格拉濟亞指出，由本問題顯示有二項爭議需處理。首先，兩人間是否已成立婚姻

（格拉濟亞此處之「婚姻」似指前婚）；第二，他們能否向對方表示撤回。決定兩人是

否結婚自然應以婚姻之定義以及眾多權威意見來加以評斷。 

對第一項爭議，格拉濟亞首先引用羅馬法大全之法學摘要（Institute），認為婚姻係

一男一女保持一種無法分開生活方式之結合，而維繫兩人者乃意思（Ins.1.19.1）。另根

據伊西多羅（Isidore）法令集（C.27 q.2 c.6）之看法，「意思決定婚姻」。由上述意見，

均可認定婚姻係基於雙方當事人之意思便可成立。 

接著，格拉濟亞探討所謂當事人「意思」，其內涵究指雙方「共同生活」之意思抑

或雙方「肉慾」之意思，若屬前者，則兄妹間一旦有結婚意思亦可成立婚姻？若為後

者，則耶穌之父母，約瑟與馬利亞則無婚姻成立之餘地，蓋馬利亞與約瑟結婚時係抱

持貞潔之意。 

                                              
451

 Migne,J.P., Decretum Gratianis,p.1372,p.1392；Richteri Aemilii Ludouice,Corpus Iuris Canonici,Decretum Magistri 

Gratiani,Aemilius Friedberg,1879,p.1046.本部分之拉丁文翻譯感謝主業會吳培根神父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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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格拉濟亞引用編號 c.3—c.15 歷代權威見解，說明究竟係雙方意思或交合可

成立婚姻，而所有權威意見均同意，婚姻係因意思而成立，故雙方間成立婚姻之約定

時，婚姻即為成立，至死方消滅。 

【第二部份】 

格拉濟亞先表示，除奧古斯丁外，其餘所有之權威意見，均肯定問題二（q.2）之

妻子與第一位先生之婚姻已成立。接著，從編號 c.16—c.34，格拉濟亞除繼續說明「意

思抑或交合成立婚姻」之議題，並針對婚姻關係存續中，若有配偶發願貞潔不願再與

對方發生性關係，或表示欲進入修道院度此餘生時之處理。此處，格拉濟亞係引用聖

經哥林多/格林多前書 7 章 3 節，認為無論一方係發願貞潔或進入修道院，均需得他方

之同意，並舉出採相同見解之權威意見。 

【第三部份】 

於此部分一開始，格拉濟亞便提出「吾人需認知，婚姻係源於訂婚而完成於交合。

是以，於締結婚約之雙方間存在著婚姻，但僅為婚姻之開始，於夫妻交合間，方存在

成立之婚姻。」之認定標準，接著，格拉濟亞則引用初代教會之教父耶若米（Jerome）

到同時代之安瑟莫（Anselm）主教及教宗之見解，證明該主張其來有自（編號

c.35—c.39）。惟查，倘以上開標準檢驗格拉濟亞在本案例問題二(C.27 q.2)第一部份時所

引用，耶穌之母馬利亞嫁給約瑟時係懷抱著童女之貞潔心志，兩人並無交合之事實，

則約瑟與馬利亞之婚姻似尚未完成，如此一來，又會與初代教會教父奧古斯丁主張「約

瑟與馬利亞之婚姻亦屬完成」有所扞格。對此難題，格拉濟亞僅引用諸多初代教父如

金口若望/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347-407 年）或 Origen（奧力振，182-251 年，基

督教：俄利根）甚至奧古斯丁自己之意見，認為「從以上意見，可知訂婚之所以被稱

作婚姻，係因其象徵未來之希望，而非表示現在之狀態。…某人因對方之言語承諾而

被稱為他人之配偶，非因其將經由婚約而成為已婚，而是因為其承諾所帶給對方之忠

實，藉該承諾，兩人未來將結婚。」並引用包括聖經、教父說法來證明只要訂婚便成

立婚姻（編號：c.40-49）。 

    承上，本文認為，格拉濟亞既將婚姻區分為「開始」與「成立」，並以「訂婚」

（或雙方結婚意思）與「交合」作為上開標準之具體象徵，惟一旦面對馬利亞與約瑟

之僅有婚姻合意，卻無交合事實之「童女懷孕生子」婚姻時，卻又認定兩人婚姻已成

立之說法，前後標準似未能一致，且易導致究竟「雙方合意」或「夫妻交合」何者方

為決定婚姻成立之要件，使婚姻陷於不穩定之狀態。但格拉濟亞所提出之婚姻「開始」

與「成立」之階段性判斷標準，似亦具有開啟建構法學概念體系思維之萌芽成果，使

後代得基此繼續前進，應值肯定。 

【第四部份及第五部份】 

於此二部分，格拉濟亞提出數則有關先訂婚後再遭人誘拐並與該誘拐對象結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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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意見（編號：c.48—c.50），而權威意見均認為於誘拐婚姻間之夫妻交合不合法，因

權威意見所探討之內容與問題二（即與人訂婚後再與他人結婚）不同，故格拉濟亞除

認為兩者仍應加以區別，對問題二應如何解決，格拉濟亞先是認為該女子不應離開第

二次婚姻之對象而回到前婚配偶身旁，又主張需視該婚姻有無受到教士之祝福而定，

似無提出具體之解決內容。 

第二款  第 28 案：C.28452 

一位已婚之未信主者轉而接受信仰，但其妻因憎恨基督教而離開他。他便娶了另

一位信徒為妻，當她過世後，他成為一位神職人員。最後，因他生命及知識上之善工，

使其獲選為主教，問：Quidam infidelis in conjugio positus ad fidem conuersus est, uxor uero odio 

fidei Christianæ  ab eo discessit. Ille quamdam fidelem in uxorem accepit,qua mortua clericus 

efficitur.Tandem vitæ  et scientiæ  merito in episcopum eligitur. 

q.1 於未信主者間有任何婚姻關係存在嗎？(Qn.Ⅰ.) Hic primum quæ ritur,an conjugium 

sit inter infideles? 

對本問題，格拉濟亞在【第一部份】指出由許多權威意見指出於未信者間並無存

在婚姻關係。理由為保羅在羅馬書 14 章 23 節所稱：「凡不出於信心的都是罪。」因此，

既未信者之結合並非出於信心，便是罪。故其結合並非婚姻，因為婚姻為上帝創造之

神聖制度，其中並無罪之成分。 

其次，於【第二部份至第四部分】，格拉濟亞引用 13 項權威意見（編號 c.2-c.14）

討論信徒可否與非信徒締結婚姻？夫妻均為非信徒並離婚後一方受洗，要否接受未受

洗之前妻？以及一般平民、神職人員與猶太人之婚姻等等情形，但多數教宗教令及宗

教會議，以及格拉濟亞之意見，均認為除非該未信者（或猶太人）願意尋求上帝之救

贖，接受基督教信仰，否則仍不應該結為夫妻。 

最後，於【第五部份】，格拉濟亞係針對第一部份權威意見所提，非信徒間無法締

結婚姻，提出自己之看法。首先，他認為羅馬書 14 章第 23 節並非表示所有未信者所

為均為犯罪，而是說明任何違背良心之行為均準備接受地獄之行，並一一針對包括教

父奧古斯丁、耶若米之說法加以分析，認為上帝並沒有禁止非信徒結婚之命令，故非

信徒之婚姻亦無違反上帝之誡命。最後，格拉濟亞提出婚姻之「合法/非法」與「成立/

不成立」之階段概念（編號:c.17）。 

首先，格拉濟亞認為教父奧古斯丁雖曾表示：「沒有上帝便無從成立婚姻」。但

這並非否認非信徒間之婚姻效力，按合法但未成立之婚姻，與已成立但非法之婚姻不

同，亦跟合法且成立之婚姻有所差別。 

                                              
452

 Migne,J.P., Ibid.,p.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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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格拉濟亞指出，合法之婚姻係依照法律規定或地區習慣來認定，於未信者

間，婚姻雖合法但尚未成立，因為其婚姻不具永久性與單獨性，故一旦給對方休書，

兩人便可合法離婚並與他人結婚，這與神法有所衝突，而未信者並不瞭解此點。 

最後，信徒間締結之婚姻係有效成立，因為當其一結婚，便無法解消，而其中有

部分係合法，如當妻子係由父母所交託給先生，收取嫁妝，並受教士之祝福，上開婚

姻稱為合法成立之婚姻。而部分人之婚姻，其避開神聖之儀式而僅雙方達成婚姻之合

意時，該婚姻並非合法，但也已成立。 

q.2 此人在第一任妻子仍生存時再娶妻之行為是否合法？(Qn.Ⅱ.)Secundo ,an liceat 

huic aliam ducere priore vivente? 

格拉濟亞認為，該男子不可合法地於其妻仍生存時另娶她人，按此時乃犯姦淫，

所生子女不潔淨，亦即，該子女不可稱作法律上之子女。而對教宗額我略（Gregory）

於信函中指出：「信徒在其未信之妻子因厭惡基督信仰而要他離開時，可合法另娶她

人。」（編號：c.2）格拉濟亞認為，上述情況僅限於再娶時該主動離棄者仍非信徒。

否則，若雙方均為信徒時，縱使主動離棄之人仍生存，被離棄之人不可隨著那離棄信

仰及配偶之人再婚，按兩人間婚姻已成立，而該婚姻絕對不可解消。 

q.3 依法他是否可再娶第三位妻子？當一位妻子是在接受洗禮前所娶，一位則是在

洗禮後所娶時是否可視為重婚？(Qn.Ⅲ.)Tercio, an sit reputandus bigamus qui ante baptismum 

habuit unam, et post baptismum alteram? 

對這男子之再婚行為，格拉濟亞引用教父耶若米之權威意見，認為某人於受洗之

前便已娶妻，而受洗之後又娶之行為應屬重婚。按耶若米係引用保羅於聖經新約提摩

太前書 3 章 2 節：「作監督的，必頇無可指責，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主張雖然這

句話係指是受洗之後之狀況，但若有位妻子在受洗前所娶，另位則於受洗後所娶，根

據上開經文應認為係重婚。此意見並獲得教父奧古斯丁、教宗伊諾森（Innocent）之肯

定，教宗並認為，因這男人犯下重婚之罪，雖然他有好善行並通曉知識，仍無法被任

命為主教（編號：c.2）。 

第三款  第 29 案：C.29453 

有位自稱是貴族之子向一貴族婦女求婚，她同意。但是一位奴隸身分之非貴族男

性冒貴族之子之名而先娶得該婦女。當真札貴族之子到達並欲結婚時，這婦人抱怨說

她係受騙並欲嫁給真札貴族之子。問：Cuidam mulieri nobili nunciatum est,quod a filio 

cujusdam nobilis petebatur in conjugem; præ buit illa assensum.Alius vero quid im ignobilis atque 

servilis conditionis nomine illius se ipsum obtulit, atque eam in conjugem accepit. Ille, qui prius sibi 

                                              
453

 Migne,J.P., Ibid.,p.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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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uerat, tandem venit , eamque sibi in conjugem petit.Illa se delusum conqueritur, et ad prioris 

copulam aspirat. 

q.1.男性奴隸與婦人間有無成立婚姻？(Qn.Ⅰ.)Hic primum quæ rilur, an sit conjugium 

inter eos? 

對此案例，格拉濟亞首先引用羅馬法法學摘要之定義：「婚姻係一男一女所為無

法分離之生活之結合（法學摘要 1.9.1）」，雙方一旦合意便屬結婚。因此，只要具有

願與他方維持不願分離生活之意思，獲得他方同意，便可結婚。 

q.2.若她先相信這男人是自由身分，事後才發覺他是個奴隸，可否於發現後合法與

他分離？(Qn.Ⅱ.)Secondo,si prius putabat,hunc esse liberum,et postea deprehendit, illum esse 

servum an liceat ei statim ab illo discedere? 

格拉濟亞指出，本問題之考慮點為身分關係。女人能因為先前以為是自由人之後

發現為奴隸而合法離棄丈夫嗎？許多意見認為這女人不能依法離棄這奴隸。如聖經所

示，無論猶太人或希臘人，自由人或奴隸，均無分別，均立基於耶穌基督（哥林多前

書 3 章 11 節）。且聖經中保羅並未要求自由人女性僅能嫁給自由人男性，或女奴只能

嫁給奴隸，反倒是每個人均可嫁娶其所欲之對象，只要在主裡面（哥林多前書第 7 章

第 39 節：「妻子尌可以自由，隨意再嫁，只是要嫁給在主裡面的人」） 

包括教宗 Julius 認為：「奴隸可合法締結婚約」，因我們在天上的父係平等地對待我

們每一個人，無論貧富、自由或受奴役。（編號：c.1）故格拉濟亞表示，無論是保羅或

教宗之意見，均可認為係專指雙方均不知對方身分之狀況下，自由人女人可嫁給奴隸，

只是一旦發現真相後，他亦可自由地與該女子分離。對此點，Verberie 宗教會議持不同

見解，認為：「當女人知道所嫁對象為奴隸，不可與之離棄」。而格拉濟亞仍堅持，當

一方蓄意隱瞞自己之「身分」或「人別」，受騙之一方一旦發覺，無須繼續維持婚姻生

活（編號：c.4）。 

   最後，格拉濟亞附帶提出非本案例之衍生問題：主人可否為其奴隸娶另一女奴

為妻？或宣告其奴隸間之婚姻無效？對前者，格拉濟亞似無提出回答，對後者，則提

出 Châlons-sur-Saône 宗教會議之內容，認為主人不能依法使奴隸之婚姻無效，理由則

為福音書記載明確：「神所結合的，人不能分開」，故奴隸之婚姻並非無效，主人無權

作此認定（編號：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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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款  第 30 案：C.30454 

某男性在眾多接受受洗之嬰兒中領到一子，但他認為這孩子並非己出。其妻計畫

取回自己真札之子，卻仍找到他人的孩子。故先生便收養這名孩子。妻子之後為先生

生了一個女兒，當這一男一女仍在搖籃中時，先生便將女兒許配給養子，同時也是妻

子之教子。3 年後，妻子過世。妻子之共同父朮，先夫，秘密地將他許配給妻子共同父

朮之寡婦。之後，另一位男人公開娶了她。問：Quidam populorum frequentia impeditus filium 

suum de baptismale suscepit,dum cerderet se alienum suscipere; uxor autem ejus, dum callide vellet 

suscipere proprium,suscepit alienum ,quem vir adoptavit sibi in filium, et ex uxore sibi filia 

nascitur,quam filio suo adoptive,spirituali uxoris,dum uterque esset in counabulis,tradidit.Post 

triennium uxor moritur, et compater ejus relictam compatris uxoris suæ  vir clam sibi desponsavit; 

aliquantulum temporis effluxit , et alius eam publice duxit in uxorem. 

q.1.男人若因聖洗而得子可否仍與妻子履行夫妻義務？(Qn.Ⅰ.)Quæ ritur  primum, an 

uxori suæ  debitum redder valeat qui proprium filium de sacro baptismate susceptit? 

【第一部份】 

格拉濟亞表示，無論自理性或權威意見，均可看出若某人得到如教子般之親生兒，

他不能與妻子履行夫妻之義務。沒有權威允許某人與共同父母間可發生肉體關係。而

使自己妻子成為共同母親之人將不能與妻子進行肉體交合。 

經查，本案例係來自一位羅馬之主教寫信給自己在西班牙擔任主教之兄弟，信中

表示（編號 c.1）： 

一位輔祭來拜訪我們並帶來你一封信，表示上個復活節，某人與妻子，在群眾

推擠下，不曉得自己從聖洗禮盆接受到自己的孩子，而你想要知道經過此場變故

後，這對夫妻能否繼續享受其婚姻。為能做出決定，我們回顧了先前所說的，我們

查閱了使徒的檔案，發現這曾在以弗所的教會，以及耶路撒冷的教會發生過，這些

城市的主教因此詢問使徒，夫妻可否再同床共眠？使徒以及大部分之教會權威均表

示拒絕，他們規定，無論基於何種原因，夫妻均應在無任何條件下享受其婚姻並接

受自己的孩子，以免他們在魔鬼引誘下，使該罪惡生根，以致於兩人分離。 

【第二部份】 

不履行夫妻義務時，可否與對方分離？教宗尼古拉斯（Nicholas）認為對將自己之

繼子於聖洗禮盆前受洗之婦女，不可與先生分離（編號：c.3），以及將自己之繼子獻給

                                              
454

 Migne,J.P., Ibid.,p.1435-6. 本案例感謝耶穌會沈起元神父（F. Mateos, S. J.，沈神父年近 90 歲，西班牙人，台大

外文系退休教授，編譯《漢西綜合辭典》）與吳培根神父協助翻譯，且需說明者，乃沈起元神父與比對拉丁文與

英文翻譯版本後，認為英文翻譯版本有不少失真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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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之人，不可與妻子分離（編號：c.6）；Châlons-sur-Saône 宗教會議亦認為，我們曾

聽說確實有些婦女，或因疏忽或受欺矇，為能與自己先生分離，便將自己孩子送給主

教來接受堅振禮，我們公開宣佈一旦婦女合乎此種狀況，終其一生之久都需為此行為

接受懺悔禮儀（編號：c.4）。 

綜上，格拉濟亞認為，以上權威意見均顯示，無論婦女從聖洗禮盆接受的是自己

或丈夫之子女，均不得與丈夫分離，丈夫亦同。455
 

【第三部份】 

格拉濟亞於此討論與受洗所得子女發生性關係如何處理之問題。首先，格拉濟亞

認為，教女與接納她的人以及對其施以洗禮之人之交合均屬犯罪並應接受相同之刑罰

（編號：c.8）。按任何教士玷污其教女，他係觸犯嚴重之通姦行為，因此，若她為平民，

讓她帶著財產離開，將財產分給窮人，並進入修道院服事上帝至死（編號：c.9）。 

q.2.嬰兒間可否締結訂婚之約定？(Qn.Ⅱ .) Secundo, an sponsalia contrahantur inter 

infants? 

格拉濟亞認為，不能締結超過 7 年前之訂婚期限，且婚姻僅能出於當事人意思，

故每一當事人均需瞭解其意思內容，由此可證孩子不能締結婚約，因其幼小之年齡有

礙於意思之表示。並引用教宗尼古拉斯（Nicholas）之見解，認為沒有當事人合意便無

婚姻，婚姻不能在當事人意思年齡前締結（編號：c.1）。惟上開 7 年訂婚期限從何而來？

教宗所謂「當事人意思年齡」之具體數字為何？理由為何，格拉濟亞均無作進一步之

說明。 

q.3.教子女或養子女可否與親生子女結婚？(Qn.Ⅲ.)Tertio,an spirituals vel adoptive filii 

naturalibus copulari valeant? 

格拉濟亞引用教宗尼古拉斯（Nicholas）之意見，認為教子女或養子女不能與親生

子女結合，按教宗認為，在教子女與親生子女間，有種自由與神聖之連結，其本質為

聖靈，而非血液或親屬關係。因此，我宣布在教子女與親生子女間不能締結合法之婚

姻。，正如我們神聖之法律不允許親生子女與養子女締結婚姻一般（編號：c.1）。 

q.4.擁有共同父朮456之男女可否締結婚姻？(Qn.Ⅳ.)Quarto, an uxorem compatris uxoris 

suæ  alicui ducere liceat? 

                                              
455本案例所述之事實似與當事人錯誤以及信徒若對主教施以欺罔之手段時責任為何有關，但所謂使自己繼子讓主

教受洗，或因領洗所得子究為何意？與履行夫妻義務有何關連？為何當事人錯誤會導致離婚？經向本地神父詢

問，均表示對本案例事實及其他概念需詢問梵諦岡對教會法史有研究之人方可獲知，故本案例目前僅能作如此呈

現。 
456

 此處所謂「共同父母」是否為今日之「教父母」？包括沈神父與吳神父均表示無所知悉，將繼續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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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此問題，格拉濟亞於 q.3【第二部分】編號 c.4—c.7 便一一列出各項權威意見，

教宗烏爾巴努斯二世（UrbanⅡ,1088-1099）認為由共同父母先前或之後所生之子女可

依法結合（編號：c.4），但教宗帕斯卡利斯二世（PaschalⅡ,1099-1118）則採否定見解，

認為由共同父親或共同母親在他們從洗禮盆接收到子女之後所生之子女，彼此間不能

結合（編號：c.5）；q.3【第三部分】之特雷布爾（Trebur）宗教會議認為在一些偶然之

情況，若某人娶了其共同母親之女兒為妻，他將不會被強迫去與妻子離婚（編號 c.6-c.7）。 

    在 q.4【第一部分】時，格拉濟亞首先引用教宗尼古拉斯之意見，認為沒有人

可以娶妻子共同父親之寡婦為妻（此句可能之前提或為：妻子過世後，丈夫可否娶亡

妻共同父親之寡婦為第二任之妻子），按如此一來將合法擁有二個妻子，這與上帝創造

二人一體之婚姻觀不符（編號：c.1）；而加采東大公會議（Chalcedon,451）更決定與共

同母親交合之人應令其認罪懺悔 8 年（編號：c.2）。但【第二部分】於特雷布爾（Trebur）

宗教會議卻提出不同見解，認為若某人共同父親之妻子，並非該人之共同母親時，則

於該共同父親過世，兩人間若無血親關係，便可結婚，因兩人間既無聖靈亦無血緣關

係（編號：c.4）。教宗帕斯卡利斯二世（PaschalⅡ,1099-1118）亦贊同（編號：c.5）。不

過，格拉濟亞仍認為，共同父親之妻子便為該子女之共同母親，故共同父親過世後，

仍不可娶其為妻。 

q.5.秘密婚是否有害於公開婚? (Qn. Ⅴ.)Quinto, an clandestine desponsutio manijestæ  

præ judicet? 

【第一部份】 

對於秘密婚姻，早在初代教會之教宗埃瓦里斯圖斯（Evaristus,97-105）在寫給非洲

之主教信函中便明示，不可締結秘密婚姻（編號： c.1）。而教宗候爾米斯達斯

（Hormisdas,514-523）之教令認為，合法之婚姻不可被秘密締結（編號：c.2）。另教宗

尼古拉斯寫給東方教會之信函認為，婚姻應被公開慶祝（編號：c.3），其他如教宗良（Leo）

與宗教會議均持同樣看法。在綜合上述權威意見（編號：c.1-c.6）後，格拉濟亞亦同意

不應締結秘密婚姻，違反者婚姻無效。457
 

【第二及第三部份】 

於此，係討論為何要夫妻雙方戴戒指與新娘為何需要蒙紗，根據伊西多羅法令集

（Isidore Decretals）之說法，女人蒙紗是為了彰顯她會保持謙卑，並順服其先生，此外

當接受教士祝福後，新人會被細帶所環繞，這表示二人不會打破婚姻結合之連結，這

細帶係以白色或紫色之原料編織而成，白色代表生命之潔淨，紫色則指其後代子孫之

血液，這意味雙方應為對方守貞，同樣地，一開始，新郎為新娘戴上戒指，作為雙方
                                              
457

 此部分之看法與本章第四節三項「婚姻障礙」第一款「婚姻之儀式」內其他意見不同，按此處一般意見見認

為，秘密婚姻雖不合法，夫妻雙方仍受該秘密婚姻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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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象徵，並保證兩人之心會合而為一。戒指會戴在第 4 個指頭上，因據說該跟戒指

有條可接通心臟之靜脈（編號：c.7）。而盎博羅修（Ambrose）引用聖經創世紀以撒遇

見利百加時，利百加將自己蒙面，謙卑自己準備結婚，這也是婚姻稱為 Nuptial 之由來

（編號：c.8）。 

【第四部份】 

此處係討論秘密婚姻之效力。首先，格拉濟亞表示雖然秘密婚姻不被法律所允許，

惟一旦雙方當事人能展現出堅強之婚姻意思，婚姻仍可溯及生效，不能被解消。因秘

密婚姻不能否認仍屬婚姻，若雙方之誓約可被證明，則該婚姻仍不可解消。但為何教

會禁止秘密婚姻，乃因此種婚姻之一方若改變其心意，法官便無法對任何一方之證詞

做出認定，故於秘密婚姻下，只要有一方再與他人另訂婚約，因無法判斷秘密婚約之

誓約內容，法官便無法對秘密婚姻作任何公開之認定（編號：c.9）。 

第五款  第 31 案：C.31458 

某男性侵犯並敗壞他人之妻。當其先生過世後，姦夫娶通姦者為妻，並發誓將兩

人所生之女許配予另一位已婚者。這女兒不同意，最後他父親便許配給第三人，但原

先受許配者要求要將女兒再許配於己。Uxorem cujusdam alius constupravit, ; eo morlu, adulter 

adulteram sibi in uxorem accepit; filiam ex ea susceptam cuidam in conjugem se daturum juravit, illa 

assensum non præ buit; deinde pater alii eam tradidit ; a primo reposcitur. 

q.1.曾受淫亂所玷污之男女可否結婚？(Qn.Ⅰ.)Quæ ritur: an posit duci in conjugium quæ  

prius est polluta per adulterium? 

【第一部份】 

此處，包括教宗良（Leo）及阿爾塞茵（Altheim）宗教會議均認為，主張男人不能

娶與其通姦之女人為妻（編號：c.1&c.3），特雷布爾（Trebur）宗教會議更認為，縱使

兩人已有婚姻之約定亦同（編號：c.4）。不過，這與教父奧古斯丁之意見不符，按奧古

斯丁認為在某人於配偶過世後，可娶之於前婚期間即通姦之對象為妻（編號：c.2）。此

外，特雷布爾（Trebur）宗教會議對寡婦通姦之例子，則認為某人與當寡婦之先生仍在

世時，便與該寡婦通姦，能在該寡婦之先生過世後，經由公開認罪懺悔，娶寡婦為妻

（編號：c.5），Elvira 宗教會議進一步認為，該寡婦若完成 5 年之認罪懺悔後，便可進

教堂領聖餐（編號：c.7）。 

【第二部份及第三部分】 

                                              
458

 ―‖Migne,J.P., Ibid.,p.1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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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開權威意見，格拉濟亞似直接針對「通姦」之本質與法律評價進行探討。首

先，其引用舊約聖經大衛王犯姦淫之例子，認為大衛與拔示巴犯下姦淫又設計殺害其

夫烏利亞，之後大衛雖可娶拔示巴為妻。但許多在舊約聖經因軟弱而受許可之行為，

至新約時，基於福音之完美性均遭到禁止。如在舊約中，一旦任何人對妻子不滿時均

可對妻子提出休書（舊約申命記 24 章第 1 節），但之後上帝禁止此行為，故新約記載，

除因淫亂之原因外，神所結合的，人不能分開（馬太福音 19 章第 8 節）。 

為何舊約會許可大衛王犯姦淫？格拉濟亞認為，某些事物受到許可係因此種軟弱

係作為再來之事之表徵，如上帝允許受埃及偶像祭拜習慣影響之以色列人提供牲畜獻

祭（利未記 9 章 1 至 4 節），按上帝寧可讓以色列人獻祭與祂而不是對偶像，而這獻祭

之舉也預表那將來之耶穌。故祂允許拔示巴成為大衛之妻，並非均出自軟弱之因，而

更多係作為將來之事之表徵。 

接著，格拉濟亞討論由本案例衍生之另一問題：可否締結第 2、3…次婚姻（按：

此處均專指配偶死亡後，生存配偶之再婚）？早期教父如金口若望/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係強烈反對，認為基於對真理之要求，娶了第二個妻子之人均犯了姦淫（編

號：c.9）；耶若米則認為第二次婚姻無異對於消弭通姦風險之讓步，並勸勉寡婦應保持

貞潔，不要結第二次或隨後之婚姻（編號：c.10）。但格拉濟亞引用同樣出自耶若米之

說法，其表示第二、三或接續之婚姻均不會被定罪（編號：c.11），另奧古斯丁同主張

第二次婚姻與第一次婚姻同樣合法（編號：c.12&c.13），格拉濟亞最後並無表示任何意

見。 

q.2.可否將女兒許配予違反女兒意願之男人？(Qn.Ⅱ.)Secundo, an filia invita sit tra 

denta alicui?  

格拉濟亞首先舉出盎博羅修（Ambrose）引用聖經哥林多前書 7 章 39 節之經文，

主張女人不應被迫嫁人，應讓女人嫁給她認為適合的人，因為強迫成婚通常會有不好

結果。而教宗烏爾巴努斯 Urban 也認為女孩不應被強迫嫁給僅出於父親承諾卻無取得

女兒同意之對象（編號：c.1）。教宗侯爾米斯達斯（Hormisdas，514-523 年）則主張對

即將成為一體之人，亦需同心，故不應在違背某人意願下將其與他人結合（編號：c.3），

綜合上見，格拉濟亞認為除非女方自己表示同意，否則不應出嫁。 

q.3.女兒可否嫁給父親所承諾許配對象以外之人？ (Qn.Ⅲ .)Tertio,an post patris 

sponsionem illa posit nubere alii？ 

對此問題，Elvira 宗教會議表示，父母將孩子其許配給某人後，不能再將孩子另嫁

他人，若有違反，父母將有 3 年不得再領聖餐（編號：c.1）。而格拉濟亞認為父母依法

不得違反為孩子所締結之婚約，但這僅適用於由父母合意所締結之婚約。（格拉濟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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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似為：本問題純屬父母違反本身之承諾，惟若就該婚約父母意思與孩子意思不同

時，應如何處理，格拉濟亞並未說明） 

第六款  第 32 案：C.32459 

某位未婚男性與娼妓結婚，但她無法生育。她本為奴隸之女，並為某自由人之姪

女。而該奴隸及自由人原本均分別打算將此女許配給不同男人。而第一位男性之所以

娶她傴出於性之需求。 

此男性對此樁婚姻感到懊悔，開始在自己之奴隸中找尋可替自己傳宗接代之人

選。當他因此遭犯姦淫之指控並被處罰後，他指使某人侵犯自己之妻子，如此一來他

便可以此為由離棄妻子。之後，他娶了一位未信者，而這位妻子後來轉而接受基督教

信仰。 

問：Quidam vir ,quum non haberet uxorem, quamdam meretricem sibi conjugio copulavit quæ  

erat sterilis,neptis ingénue,filia originarii; quam quum part alii vellet trader, huic auus eam 

copulavit,causa solius incontinentiæ .Deinde hic, pœnitentia ductus,ex ancilla propria filios sibi 

quærere cœpit.Postea de adulterio convictus et punitus quemdam rogavit,ut vi uxorem opprimeret 

suam ,ut sic eam dimittere posset,conditione,ut ad Christianan religionem transiret.  

q.1.男人可娶娼妓為妻嗎？(Qn.Ⅰ.)Hic primum quæ  causa incontinentiæ  ducitur,sit conjux 

appellanda? 

首先，格拉濟亞於 q.1【第一部分】表示許多權威意見均主張不能娶娼妓為妻，按

曾犯姦淫之人不能締結婚姻，除非經過長期之認罪懺悔。如金口若望（John Chrysostom）

認為無法棄絕姦淫之妻者將招致敗壞（編號：c.1）若該男子拒絕，並持續與該妻履行

同居義務，則應處以 2 年之認罪懺悔，對犯姦淫夫之妻子，亦同（c.3），教父耶若米男

子應離棄其通姦之妻子，但他也不能再婚（編號：c.2）。q.1【第二部分】，則討論一旦

犯姦淫之人懺悔時，應如何處理？從教父奧古斯丁到教宗白拉奇（Pelagius）460等權威

意見，咸認對姦淫已因認罪懺悔而受補償，夫妻當可重修於好（編號：c.5-c.9）。至【第

三及第四部分】，則提出歷代權威意見認為婚姻不僅為夫妻之交合，而是雙方負有忠實

與貞潔之義務，因此，格拉濟亞做出結論，認為對娼妓無從期待其能忠實，且其是否

無可歸責亦頗存疑，故無法與娼妓結婚。 

                                              
459

Migne,J.P., Ibid.,p.1461-3. 
460教會史上，有二位白拉奇教宗，一位是白拉奇一世（556-561 年）另一位為白拉奇二世（579-590 年），見輔仁

神學著作編譯會，神學詞語彙編，頁 783。但格拉濟亞於此處並未註明係何位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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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格拉濟亞自己提出一個反對意見，其主要理由為聖經中耶利哥城之拉瑪雖

為娼妓，卻嫁給猶太支派之領導人，並為耶穌基督之直系尊親屬。而先知何西阿，依

照上帝之指示，也娶了娼妓為妻。而格拉濟亞自己之解釋，乃娶娼妓為妻與保持通姦

狀態，係屬二事。於前者，係表示先生要指導妻子能習慣貞潔與樸實。妻子仍處於娼

妓之通姦狀態，則代表任何人均無法將之帶離沈溺肉體之罪。我們係嚴格禁止後者。 

q.2.傴為滿足性需求而嫁之妻是否為札確？ (Qn.Ⅱ .)Secundo, an ea,quæ  causa 

incontinentiæ  ducitur , sit conjux appellanda? 

格拉濟亞首先表示，僅為了性需求而結合之女性並非妻子，因為上帝設立婚姻係

為生養子女，非僅為了淫亂。依照聖經創世紀第 1 章 28 節，婚姻之目的係「生養眾多，

遍滿這地」。接著，在【第一及第二部分】，格拉濟亞將重點放在「婚姻中性關係之

地位」，其認為婚姻是伊甸園之第一個制度，故新婦之房係不可褻瀆，另婚姻是值得

尊榮的，因此在伊甸園中原本懷孕非因慾念而生而生產亦無苦楚（創世紀第 3 章 16 節，

格拉濟亞係就聖經經文予以反面解釋）。當人類離開伊甸園後（創世紀第 2 章），為

防止因人類軟弱所生之不合法通姦所致邪惡地滅絕，故得以誠實之婚姻加以彌補。如

使徒在哥林多前書第 7 章第 2 節所言：「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有自己

的丈夫。」這便是配偶對另一方所欠下婚姻之債，且不能拒絕。哥林多前書第 7 章第 5

節：「夫妻不可彼此虧負，除非兩相情願，暫時分房，為要專心禱告方可；以後仍要

同房，免得撒旦趁著你們情不自禁，引誘你們。」，由此可見夫妻間之交合並非僅為

生育子女。因此，婚姻中之性交不應視為罪惡，即使在婚姻中非因生育子女之主觀念

頭所生之交合，亦非罪惡，如奧古斯丁所說，僅是一個小罪（編號：c.3）。   

其次，在【第三及第四部分】，格拉濟亞則討論「結婚與姦淫有何不同」，格拉

濟亞先似乎引用教父奧古斯丁之意見，認為夫妻間之交合並非犯姦淫，因婚姻之好處

而使其行為正確（編號：c.4）。接續，繼續引用奧古斯丁之見解（編號：c.6&c.7）後，

格拉濟亞認為基於於婚姻之感情而結合者，其交合非因生育子女，而僅出於消弭情慾，

此種婚姻之結合並非通姦。最後，格拉濟亞認為，根據權威意見可清楚得知，雖然某些

夫妻並非為生育子女而結合，而僅出於性之目的，但仍然算已結婚。461
 

q.3.該女應遵照她自由人伯叔之決定或其奴隸父親？(Qn.Ⅲ.)Tertio, cujus arbitrium 

aliqua sequater, an liberi avi,an originarii patris? 

格拉濟亞引用教宗白拉奇（Pelagius）之意見，認為女孩應該依照她自由人叔伯而

非其奴隸父親來決定其婚姻，此乃因該奴隸之並無自由意志。因此，格拉濟亞認為本

                                              
461

 本案例 q.1 之內容中，第五部分係討論「墮胎是否犯罪」？第六部分則討論「兒女結婚是否需父母同意」？惟

前者與 q.1 主旨無太大關連，後者則在不同案例之問題均有討論，故暫未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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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該女孩之婚姻係由叔伯來決定，結婚合法。 

q.4.當妻子仍在時丈夫從奴隸女子中尋找傳宗接代對象是否合法？(Qn.Ⅳ.)Quarto, si 

vivente uxore liceat alicui filios ex ancilla quæ rere?  

對此問題，格拉濟亞在【第一部分】參考教父奧古斯丁之意見（編號：c.1&c.2）

認為應從聖經尋求解決之道。其表示，當某人之妻不孕時，從奴隸中找尋可代為傳宗

接代之人，可在舊約聖經中亞伯拉罕（創世紀 16 章 2-3 節）因妻子撒萊之不孕，到埃

及找了夏甲來替他生子。同樣的，雅各（創世紀 30 章 1 至 5 節）在無法由拉結替他生

子，便使自己的婢女來代替，利亞亦同得到印證。故因妻子之不孕，先生可以合法地

從奴隸中找尋傳宗接代之對象。否則，亞伯拉罕及雅各均犯姦淫。當撒萊過世後，亞

伯拉罕娶基土拉為妻（創世紀 25 章第 1 節），奧古斯丁指出，基於此例，基督徒並不

認為當妻子死後再娶為犯罪。與之相同，亞伯拉罕在妻子（撒萊）仍在世，便藉由女

婢替他生子，故對任何人來說此種行為均不應成罪。 

不過，從【第二至第六部分】，格拉濟亞認為，上帝於不同時代有不同之天命，

對亞伯拉罕，係應允其子孫會如天星海砂之多；對以色列人，則是會保守該族承受應

允之地。因此，亞伯拉罕與雅各以女婢來代替妻子傳宗接代並沒有錯。但在今日，先

生並不可以在婚姻之限制外另尋其他傳宗接代對象。按今日之婚姻係有完美貞潔之要

求，故吾人自不應在今日學習令人羞恥之通姦舉止。而教父奧古斯丁亦認為，族長們

之多妻，並非滿足其慾念，而為得到眾多後裔（編號：c.7），寧可死時無子，亦不願

在不法之床獲得後裔（編號：c.8），教宗額我略表示，與女性之不當關係使所羅門轉

而崇拜偶像（編號：c.13）。故格拉濟亞認為，當妻子仍在世時便去尋找女奴來為其傳

宗接代並不合法，如此生下之子女將不夠資格冠以子女之名，因為聖經很清楚地禁止

通姦。 

q.5.曾受暴力侵害之人是否失去其貞潔？(Qn. Ⅴ.)Quinto, si ea, quæ  vim patitur , 

pudicitiam amittere comprobetur? 

   本問題亦可轉換為「處女受性侵害後是否仍保有其貞潔」。對此，從【第一至

第三部分】之許多權威意見均採否定見解，如盎博羅修(Ambrose) 便認為處女受侵害

後，仍不會成為姦淫之人（編號：c.1）。理由則如格拉濟亞所述，暴力不足以摧毀純潔。

按純潔係由心而生，非暴力所能及，暴力僅能作用於身體上，無法進入心中。遭受侵

害之處女，將不會被認為是姦淫或通姦。不過，於【第四部分】，格拉濟亞引用教宗良

（Leo）之見解，雖然受侵害之處女並未失去其貞潔，她與未與人接觸之處女仍非完全

相同（編號：14），但差異何在，無論教宗或格拉濟亞似無提出進一步說明。462
 

                                              
462

 於 c.14 中，可知本問題之由來係教宗針對那些受蠻族強暴之處女，是否仍符合基督教之貞潔標準予以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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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姦夫可否離棄通姦之妻子？(Qn. Ⅵ.) Sexto,si adultery adulteram possit dimittere? 

格拉濟亞引用聖經約翰福音 8 章 7 節，當猶太人捉到一個淫婦，他們就把她帶到

耶穌面前，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尌可以先拿石頭打死她。」。而路

加福音 6 章 42 節也表示：「你這假冒偽善的人啊，你不見自己眼中有樑木，怎能拿掉

你弟兄眼中之刺。」而認為一方犯罪時，他方不能以同樣之犯罪來處罰對方。並舉如

教父奧古斯丁認為本身通姦之人不能以妻子通姦為由棄絕她（編號：c.1），甚至於同

犯通姦之罪時，丈夫應遭受較妻子嚴厲之處罰，按丈夫被期待在德行上係較妻子為優，

且本身即為妻子之模範（編號：c.4）。又因丈夫是妻子的頭，故丈夫犯姦淫時處罰應

比妻子嚴厲（編號：c.5）。 

q.7.於上開案例，信徒與非信徒可否締結合法之婚姻？(Qn. Ⅶ.) Septimo, si vivente 

dimissa aliam possit accipere? 

    為回答此問題，格拉濟亞在 q.7 用了諸多篇幅說明「因通姦而夫妻分離後，可

否再娶」，以教父奧古斯丁之意見最具具代表性。其認為通姦不能解消婚姻之約束，故

雖夫妻分離，但婚姻之約仍未解消，且若夫妻任一方與人結合，均觸犯通姦之罪（編

號：c.1），奧古斯丁並解釋說，已開始之婚姻係至方消滅，沒有任何原因可以將之解消

（編號：c.2），並舉出聖經上哥林多前書第 7 章第 10 至 11 節有關保羅之吩咐：「至於

那已經嫁娶的，我吩咐他們；其實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說：妻子不可離開丈夫，

若是離開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離棄妻子。」（編號 c.3）。 

q.8.某人可否以妻子犯罪為由將之遺棄，並以使未信者接受信仰為由再娶？(Qn. 

Ⅷ.)Octavo, si infidelem sub præ missa conditione liceat alicui fidelium in conjugem ducere? 

    接著，格拉濟亞方以 q.8 之標題，回復自己所提出之問題，即對此，格拉濟亞

係引用教父奧古斯丁之意見，認為人不可背棄先前所立婚姻之誓約，即使有未信者承

諾欲成為基督徒，亦不得與前誓約違背（編號：c.1）。 

第七款  第 33 案：C.33463 

某人因受巫術所限無法與妻子行房，此時另一位男人便於私底下引誘其妻，故該

妻離開丈夫並公開與引誘之對象結婚。此女承認傴在心中尌其犯罪向上帝懺悔。當第

一位男性重拾其能力而與她同房，且他宣稱此女仍為其妻。當妻子回來後，前夫為使

自己能在禱告與親近至聖之羔羊（指：耶穌）上更能進深，發願禁慾以保持純潔，但

妻子卻不同意。 

                                                                                                                                                        
此外，格拉濟亞就本問題之其他部分均在討論夫妻於何種情況下可將對方離棄，似與本問題無關，亦不列入。 
463

 Migne,J.P., Ibid.,p.1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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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Quidam vir maleficiis impeditus uxori suæ  dibitum redder non poterat.Alius interim 

clanculo earn corrupit ; a viro suo separate corruptori suo publice nubit; crimen, quod admiserat, 

corde tantum Deo confitetur; redditur huic facultas cognoscendi eam: repetit uxorem suam; qua 

recepta, ut expeditious oration vacaret,et ad carnes agni purius accederet,continentiam se servaturum 

promisit; uxor vero consensum non adhibuit.  

q.1.婦人可因丈夫無法交合便離開丈夫嗎？(Qn.Ⅰ.)Hic primum quœritur,an propter 

impossibilitatem coeundi,a viro suo aliqua sit separanda? 

    本問題係討論丈夫不能人道是否構成夫妻分離之原因。於【第一至第三部

分】，格拉濟亞首先表示耶穌基督於馬太福音 19 章第 9 節所提出之分離原因僅犯姦淫

一項，而羅馬書第 7 章第 2 節：「尌如女人有丈夫，丈夫還活著，尌被律法拘束」意即，

女人並非被履行婚姻之義務所拘束，而是被不可離開丈夫所拘束。且哥林多前書 7 章

第 10 節亦強調「至於那些已嫁娶的，我吩咐她們；其實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說：

妻子不可離開丈夫。」因此根據以上福音書與使徒權威均證明當丈夫無法履行婚姻之

義務時不能與丈夫分離。 

不過，格拉濟亞也認為當夫妻已經發生性關係後，除姦淫外，夫妻不得分離；但

在夫妻尚未發生性關係前，一方若欠缺性能力則可解消婚姻之拘束。如教宗額我略

（Gregory）於回答某位主教之信函中表示，若妻子主張自己想要成為母親，生育子女，

向聖物發願，有 7 名作為協助誓約之親人，表示其與先生並未肉體交合，因為兩人尚

未成為一體。在此種情況下，妻子可締結第 2 個婚約，我之所以允許，乃是因為肉體

之軟弱（參照羅馬書第 6 章第 19 節：「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尌照人的常話對你們說，

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至於不法；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

作奴僕，以至於成聖。」至於生來不能人道之男子，必須維持無婚姻生活之狀態，一

旦另娶，有關該婚姻之誓約均屬偽證（編號：c.2）。 

故格拉濟亞認為，不能人道而無法履行夫妻義務可解消婚姻之拘束，但這僅適用

於生來即不能人道。而本件案例中，妻子與先生分離並非因天生不能人道，而是因為

受巫術影響，此時妻子是否仍可合法離開先生並再嫁？格拉濟亞引用安克馬爾

（Hincmar）主教之意見，認為此時妻子需與第二任丈夫分離並回到前夫，若前夫回復

人道之能力，但她在第二任丈夫在世，不能與前夫為性結合（編號：c.4）。 

除此之外，格拉濟亞於【第二部分】提出一問題，若丈夫主張已履行夫妻義務，

但妻子否認時，根據香檳（Compiègne）宗教會議之意見，認為某人結婚後，經過一段

時間，妻子出面否認丈夫曾與自己發生過性關係，但丈夫表示有，此時應作有利於丈

夫之認定，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編號：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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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離開前夫後，她可嫁給先前便與自己發生淫亂之男人嗎？(Qn.Ⅱ.)Secundo,an post 

separationem ei nubere valeat, cum quo prius fornicate est?  

   如之前權威意見與格拉濟亞一再表明之原則，即婚姻除犯姦淫外，夫妻不得分

離，但縱使分離後，於配偶仍生存時，雙方均不得再為嫁娶，故格拉濟亞於本問題中，

除再度重申上述原則外（編號：c.1&c.2），係將重點置於丈夫如何處理通姦之妻子，與

丈夫殺害通姦之妻子後，應處 7 年之認罪懺悔並不得再婚，以及認罪懺悔之由來與認

罪懺悔期間之婚姻關係（編號：c.3 至 c.19）。 

q.3.傴在心中懺悔可否使罪得赦免？(Qn.Ⅲ.)Tertio, si sola confessione cordis crimen 

posit deleri?  

    格拉濟亞似未對此問題提出任何說明，僅在前問題（q.2）內說明因犯姦淫需

要之認罪懺悔為 7 年及該 7 年之由來（編號：c.11）。 

q.4.男性於禱告之時能否與妻子行房？(Qn.Ⅳ.)Quarto,si lempore orationis quis valeat 

reddere conjugii debitum? 

對此問題，權威意見均一致認為，於禱告之日或其他禁食、齋戒等神聖期間，不

可履行夫妻義務，以便能更深入地進入禱告或其他神聖狀態（編號：c.1—c.6）。464
 

q.5.男性能在沒有妻子之同意下發願禁慾，或以強迫之手段使妻子在驚嚇與受威脅

之情況下同意其發願？ (Qn. Ⅴ .)Quinto,an vir sine consensu uxoris continentiam vovere 

possit,vel si minis vel terroribus licentiam vovendi ab ea extorquere valeat? 

就此，格拉濟亞除於前一問題(q.4)，便提出包括教父奧古斯丁認為配偶不能在未取

得他方配偶之同意下禱告雙方節慾（編號：c.12），以及阿爾列斯（Arles）宗教會議表

示認罪懺悔不應在缺乏夫妻合意之情況下加諸於已婚之夫妻上（編號：c.13）等主張。

於參考 10 項權威意見（編號：c.1—c.10）後，格拉濟亞仍認為，無論是妻子欠缺丈夫

之同意，或丈夫欠缺妻子之同意，均不能向上帝發願節制（欲）。 

第八款  第 34 案：C.34465 

某位男性被認為已遭俘虜。妻子獲致此消息後，便改嫁他人。前夫從被擄處返回

並找回其妻。妻子因對第二位先生仍有愛，便與前夫分床。 

                                              
464除上開限制外，尚有夫妻交合後需洗淨身子方可進入教堂（編號。c.7），，於四旬節（Lent）等特殊節日尚不

得舉行婚禮（編號：c.8）等。 
465

 Migne,J.P., Ibid.,p.16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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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Qmidam vir in captivitatem ductus est; postea uxor ejus, audiens illum mortuum, lnupsit 

alii; demum ille, de captivitate rediens, repetit uxorem suam; illa, posterioris amore capta, aspernatur 

torum prioris viri.  

q.1.妻子於丈夫仍生存時改嫁是否犯姦淫？q.2.她是否應被強制離開第二任丈夫而

回到前夫身邊？(Qn.Ⅰ.) Nunc primum quaeritur, an sit ista rea adulterii,quae vivente viro alteri 

nupsit? (Qn.Ⅱ.)Secundo,an redeunte primo sit cogenda recedere a secundo,et redire ad primum? 

格拉濟亞係將 q.1 與 q.2 合併回答，且先說明 q.2 之問題。 

    經查，本案例似選自教宗良回復某主教之信函。按該主教寫給教宗之信表示

因戰爭之殺戮，使妻子因失去盼望而相信其先生已於戰事中死亡或永不會從俘虜之監

牢中獲釋，於是妻子另嫁他人。但在上帝之協助下，情況改變，先前認為已不存在之

人回來了。教宗認為，無論何人認為丈夫已過世而另嫁他人，均應在前夫返回時與前

夫復合，因「神所結合的，人不能分開」（馬太 19 章第 6 節）因此，我們相信這合法

之婚姻結合必須回復，不過，若部分妻子深愛第二任丈夫，堅持要再繼續與該丈夫同

住，不願回到前夫身邊，此時可鄭重告知妻子若不遵從將逐出教會（編號:c.1）。教宗伊

諾森（Innocent）亦表贊同（編號：c.2）。 

    對於 q.1「妻子於丈夫仍生存時改嫁是否犯姦淫」，格拉濟亞並未直接回答，

而係舉教父奧古斯丁認為，處女若不知道所嫁之對象為別人丈夫時，並不犯姦淫（編

號：c.5），以及特雷布爾（Trebur）宗教會議表示，若妻子不在時，妻子之姐妹上了丈

夫之床，而丈夫認為此人為自己之妻並與其交合，若丈夫能藉由立誓說實話之證人作

證下證明此點，則丈夫係在不知之狀況下犯罪，他需對此認罪懺悔，但仍可與妻子維

持合法婚姻關係，而該女子除應受適當之處罰外，並永遠不得締結婚姻（編號：c.6）

之意見。 

承此，似可認為格拉濟亞就本問題係以該妻子改嫁時，是否明知丈夫仍生存，作

為認定妻子是否犯姦淫之標準。 

第九款  第 35 案：C.35466 

當妻子過世後，某人娶了一位與過世之妻子間為 4 親等，與自己為 6 親等血親之

婦人為妻，兩人並育有子女。3 年後，此人被告上教會，他堅稱自己無罪。問：Quidam 

vir mortua uxore sua aliam sibi in matrimonio copulavit, que uxori defunctæ  quarto gradu 

consanguinitatis, viro autem sexta linea adhæ rebat.Post triennium vero, liberis ex ea 

susceptis,accusatur apud ecclesiam; iste præ tendit ignorantiam. 

                                              
466

 Migne,J.P., Ibid.,p.1661-2, Richteri Aemilii Ludouice,p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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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該人可娶自己之血親為妻嗎？(Qn.Ⅰ .)Hic primum quæ ritur,si liceat aliquam ex 

propria cognationa duci in uxorem? 

    藉此問題，格拉濟亞係欲處理：為何聖經舊約中允許血親結婚之議題。 

    經查，舊約中無論是亞伯拉罕娶撒萊，以撒娶利百加，雅各娶拉結與利亞，

彼此間均有親屬關係（創世紀 11 章 29 節、24 章 67 節、36 章），此外摩西法（民數記

36 章 6 節）上帝命令：「她們可以隨意嫁人，但要嫁給同宗支派的人」，而申命記 25 章

第 5 節：「弟兄同居，若死了一個，沒有兒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

當盡弟兄本分，娶她為妻」。 

    何以舊約允許血親結婚？格拉濟亞認為乃於創造之時，僅有一男一女，故之

後自然出現姊妹嫁給兄弟之情況。源自於人類創造時之繁衍後代需求，成為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與其他當時需娶自己親族為妻之藉口，因當時並無法律反對。其次，要求

以色列人同族通婚，則係為避免上帝之子民因與其他人結合而陷入偶像崇拜。 

    當人類數目眾多時，同族繁衍之必然之因素已不存在，且當猶太人因不相信

而遭到棄絕，福音之傳揚便交到一般人手中，這些無論就信仰或血統之人均屬上帝子

民「本非我术的，我必對他說：你是我的术」（何西阿書 2 章 23 節）。 

    因此，格拉濟亞認為，雖然福音書與使徒們並未提及禁止血親結婚之規定，

但過去允許血親結婚之象徵，均有適用之時間，依使徒保羅於羅馬書 8 章 2 節所言「因

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故當真理降

臨時，前開象徵均不再適用，血親結婚即屬適例。 

    最後，格拉濟亞為本項禁令定調，其表示，如同使徒增加並非如福音書告誡

般之建議，故教會也建立其他不會被使徒否認或認為不必要之主張，如神職人員之貞

潔，聖事之禮儀，以及崇拜之儀式等。雖然福音與使徒並未加以限制，但血親間之結

合仍必須避免，按此係出於教會之禁令。 

q.2.能娶妻子之血親為妻？q.3.與自己血親禁止結婚之親等，以及與自己妻子血親

禁婚之親等為何？(Qn.Ⅱ.)Secundo,si ex consanguinitate uxoris aliqua possit in coniugem duci? 

(Qn.Ⅲ.)Tertio,usque ad quem gradum quisque debeat abstinere siue a propriis, siue ab uxoris suæ  

consanguineis? 

    格拉濟亞係將 q.2 與 q.3 合併討論。首先，係舉出教宗額我略之看法：不可娶

7 等親內之親屬為妻為何是 7 等親？理由何在？教宗額我略表示根據法律文件規定，容

許對 7 等親內之繼承財產加以執行（編號：c.1）。467此外，教宗加里斯都二世（Calixtus

Ⅱ,1119-1124）寫給高盧之主教信函中，認為娶血親為妻之人屬於墮落之輩，因為神法

與世俗法均禁止（見 C.27 q.2 c.12）。如世俗法（羅馬法大全法學摘要 1.10.12）宣示此

                                              
467

 但教宗並未明示係該法律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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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婚姻係墮落的，且禁止其繼承遺產。此外，羅馬法或希臘法亦均禁止血親結婚（編

號：c.2）。 

    其次，教宗猶利烏斯（Julius,337-352）表示，娶任何妻子之 7 親等以內血親為

妻亦不合法，因如此一來兩人會成為一體（編號：c.3）；伊西多羅（Isidore）法令集進

一步說明，依婚姻之法，夫妻係屬於兩人一體關係，故夫妻之血親對雙方而言均屬一

致（編號：c.13）。至於違反 7 親等結婚之限制，教宗額我略認為，此時可讓夫妻分離

（編號。c.16）。 

    然而，對於某些宗教會議將親等之限制訂為 6 親等（編號：c.21），格拉濟亞

提出解釋，認為此乃計算親等方式不同所致，按有些人認為父親是第 1 親等，孩子是

第 2 親等；有些則認為孩子是第 1 親等，不認為父母子女間有任何親等，此乃因父母

子女為一體之關係。而上開限制 6 親等內不能結婚之權威意見，便是將子女視為第一

親等。故於不同標準下，同一個人可能會被認為是第 6 或第 7 親等（同編號：c.21）。 

q.4.血親禁婚是 7 親等嗎？還是更少或更多？(Qn.Ⅳ.)Quarto,quare usque ad septimum 

gradum consanguinitas conputatur,ita quod nec ultra protenditur,nec infra subsistit?  

   格拉濟亞引用依照伊西多羅法令集之解釋，表示血親會隨著親等減弱其其親屬

關係，並消失於最後之親屬，並使關係終止。法律發現，婚姻是第一個親屬關係，而

血親關係則止於 6 親等，於 6 親等以外，無論世界之發展或人類之關係均到了盡頭，

親屬關係也是以 6 親等為終點。468 

q.5.如何計算血親之親等？(Qn. Ⅴ.)Quinto,quomodo gradus consanguinitatis conputandi 

sunt? 

首先，教宗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Ⅱ,1061-1073）於回復那不勒斯與其他義大利

主教之信函中，詳細說明教會法與世俗法親等計算之由來，教會法考慮親等計算之理

由後，提出教會之計算方式，亞歷山大二世係參考教宗額我略「兄弟姊妹之子女屬第 2

親等」之主張，認為既然兄弟姊妹之子女被認為是第 2 親等，則兄弟姊妹間當屬第 1

親等，且孫子女為第 3 親等，孫孫子女為第 4 親等，以此計算至 7 親等。並再次重申

係以「使徒之權力宣告此種計算方式」（編號。c.2） 

其次，教宗札卡里亞斯（Zacharias,741-752）亦表示，我的兄弟姊妹與我為同一親

等，並為第一親等。我的子女與我兄弟姊妹子女為第二親等，如此可適用於全部之親

屬與繼承關係（編號：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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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之 6 親等似可依照格拉濟亞於前一問題所述，將父母子女均視為同一親等之計算方式來理解，否則將無

法說明，明明問的是 7 親等，回答的是 6 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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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姻親，則引用教宗額我略之見解，認為妻子之血親等同於丈夫，而姻親之計

算亦同（編號：c.3）。 

至於 1 至 7 親等之直系、旁系親屬之說明，格拉濟亞係引用伊西多羅（Isidore）法

令集，其認為，第 1 親等，包括父母子女，於此親等內之人不能通婚。第 2 親等之直

系為祖父母及孫子女，以及旁系之兄弟姊妹。在直系方面，因每個人均有父母，父母

亦均有其父母（對孫輩而言為祖父母），故於此親等中，每個人均有來自兩方面之親屬。

於旁系方面，則有兄弟姊妹…。第 3 親等之直系上有曾祖父母，下為曾孫子女。旁系

部分則有自己兄弟姊妹之孩子，以及自己父母之兄弟或姊妹，叔伯與嬸母。第 4 親等

之直系上為曾曾祖父，下為曾曾孫子女。旁系則為自己兄弟姊妹之孫子女，以及表兄

弟姊妹，即叔伯或嬸母之子女。此處亦包括叔公、伯公以及嬸婆，即自己祖父母之兄

弟姊妹。第 5 親等直系方面上有曾曾曾祖父母，下為曾曾曾孫子女。旁系部分，有自

己兄弟姊妹之曾孫子女，表兄弟姊妹之子女，以及叔（伯）公及嬸婆之子女…。第 6

親等直系方面上有曾曾曾曾祖父母，下為曾曾曾曾孫子女。旁系部分，則為自己兄弟

姊妹之曾曾孫子女，表兄弟姊妹之孫子女，叔（伯）公及嬸婆之孫子女，曾曾曾叔伯

與嬸母，即曾曾曾曾祖父母之兄弟姊妹。第 7 親等，直系親屬並無合適之名稱，而旁

系部分則有：自己兄弟姊妹之曾曾孫子女，469以及妻子兄弟姊妹之子女。以上亦可作為

繼承時之 6 親等計算方式。超過上述親等，便無親屬之名稱，或可為任何之繼承，亦

無任何姻親可成立（編號：c.6）。 

q.6.誰能於宣誓後證明血親相關事項？(Qn. Ⅵ.)Sexto,qui iureiurando propinquitatem 

firmare debeant?  

教宗切萊斯蒂努斯一世（CelestineⅠ,422-432）之意見認為，依照古老之習慣與法

律，允許父母、兄弟與雙方親屬當作認定婚姻是否應維持或無效之證人。而父母應為

首先作證之人。若無父母，就以與夫妻親屬關係最密切之人…雖然在羅馬法大全之學

說編纂（Dig. 22.5.2）提到「父親不可作證來對抗其子，子女亦不可作證來對抗父親。」

這對刑事及契約來說確屬的論，但對於婚姻之締結與無效上，此種作證應被允許，除

出於對婚姻之要求外，此種情況係為一般人所接受（編號：c.2）。而教宗法比亞努斯

（Fabian,236-250）認為，若缺乏有年齡成熟且值得敬重之證人，除非家庭成員中之父

親、母親、姊妹、兄弟、叔伯、嬸母等至會議中證明，否則無法對他人家中之血親關

係提出非議。倘若缺少上開證人，主教得依照教規，審問有年紀值得敬重又瞭解家族

關係之人。一旦發現夫妻間有親屬關係，則應分離（編號：c.1）。教宗烏爾巴努斯（Urban）

指出，若有 2 或 3 個仍生存之親屬願意宣誓證明婚姻應予解消，或者有 2 或 3 個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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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翻譯版本，將第 6 親等之「自己兄弟姊妹之曾曾孫子女」重複寫在第 7 親等處，不知是原著有誤，抑或

翻譯過程之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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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年紀，有良好名聲，無偏見、受迫、受賄賂及出於惡意，瞭解雙方之關係願對血親

關係作真實之證言時，不可拖延。若親屬或證人對親屬關係所提出之口頭證明，無法

或不能以宣誓加以證明，婚姻不可解消。此時對提出此項婚姻解消請求之人，應處以

合適之認罪懺悔（編號：c.3）。 

其次，格拉濟亞於本問題中附帶提出於此種案件審理時，需要之證人人數、各種

證人之宣誓內容（編號：c.4—c.11），並引用教宗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Ⅱ,1061-1073）

信函，認為除非夫妻間血親關係經教會證實，否則不能合法與妻子分離。按教宗表示：

「我們看到許多關於你要與妻子分離並另娶她人之報告，理由則是你與妻子間有血親

關係。我們基於使徒之權柄與命令，在你與妻子之案件經由主教會議公正地審理前，

禁止你此種行為。」（編號：c.10）。 

q.7.亂倫之後代可否稱為子女？(Qn. Ⅶ.)Septimo, an illi, qui de incestuosis nati sunt, filli 

reputentur?  

格拉濟亞引用教父奧古斯丁之意見，認為由亂倫關係所生者不應被稱為子女，有

利未記 20 章 21 節：「人若娶弟兄之妻，這本是污穢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無

子女」可稽，故當今日由此種結合關係所生之子女，意味上帝之法宣示此種出生者不

能視為子女，且無繼承父母之權利（編號：c.1）。 

q.8.若某人非明知地娶了血親或姻親之人為妻，該妻子可否被赦免而繼續維持婚

姻？(Qn. Ⅷ.) Octauo, si ignoranter aliqua de consanguinitate uel affinitate in uxorem ducta est, an 

ex dispensation viro suo possit adhæ rere? 

在此，格拉濟亞係引用教宗額我略之意見作為回應。按教宗認為對不知彼此親屬

關係者，婚姻仍可維持。教宗並進一步表示，上開夫妻經過多年，養兒育女，若兩人間

為 6 或 7 等親血親，不需分離。讓他們繼續在一起，直到我們見主面時將可得知主心

意。…允許在此狀況下可獲赦免（編號：c.1） 

q.9.某人因與先生間為血親關係而分離並於 40 天後歡慶其再婚，但若她與前婚之

夫並無血親關係時，該第二次婚姻應否失效並回復前婚 (Qn. Ⅸ .)Nono, si contigerit 

ecclesiam decipi,et causa consanguinitatis aliquam a viro suo separare,que post quadriennium nuptiis 

hinc inde celebratis deprehenditur non fuisse consanguinea prioris,an secunda coniugia sint 

rescindenda, et priora sint redintegranda? 

格拉濟亞設計本問題之初衷，係為處理一旦教會因受證人誤導或忽略證人之說

法，錯誤地判定夫妻應分離，而該對夫妻於分離後另外嫁娶，之後發覺前婚之證人係

蓄意欺騙或作偽證，究竟應承認前婚抑或後婚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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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格拉濟亞引用聖額我略（St.Gregory）之意見，認為改變合理決定之結果並

非妥適，對所有教會紀律與管理而言，任何合理之之命令或決定不可被任何反對意見

來變更。因此除非在法定之上訴期間內將原來判決廢棄，否則原決定仍有不可廢棄之

效力（編號：c.1）。 

不過，教宗額我略又認為，使徒之判斷能因情況更易而修正。依使徒之見（the 

Apostolic See）所作之判決，係開始於穩健之商議，在成熟之耐心下行諸文字，經由深

思熟慮後方對外發布。除非該發布內容所根據之狀況有所改變，否則不應輕易變更（編

號：c.4）。教宗尼古拉斯（Nicholas）更認為，可援用羅馬之見（the Roman See），將已

做出判決能為了使其更好而加以調整（編號：c.6）。故格拉濟亞認為，既然羅馬之見所

為之判決能為使其更好而改變，則任何教會之判決若確認係遭欺騙時，自得合理地將

前判決予以廢棄。 

q.10.假設寡婦與非自己血親之人再婚，該婦人再婚所生之子女可否與前婚所生之

子女結婚？(Qn. Ⅹ.)Decimo, si relicta alicuius de propria congnatione ad secundas nuptias 

transierit, an proles ex eis suscepta possit pertingere ad consortium alicuius de cognatione prioris 

viri? 

就此問題，格拉濟亞仍引用教宗額我略之意見，教宗係引用馬太福音 19 章第 5 節：

「人要離開父朮，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既然成為一體，其中一人之親屬怎能

不是他方配偶之親屬？我們無法想像此種結果可能存在。甚且，一方死亡後，另一方

並未喪失姻親關係，也無法經由另一個婚姻關係來解消由前婚所生之姻親關係。而後

婚之子女自不得與前婚之親屬結婚…（編號：c.1），對此意見教宗伊諾森亦表贊同（編

號：c.2）。 

第十款  第 36 案：C.36470 

一位男性以禮物及邀請參加宴會之方式來引誘某人之女，其父對此並不知情。在

餐後這年輕人佔了這本屬處女之女子的便宜。當她父朮獲知此情，便將女兒帶往年輕

人處，與一般人結婚相同，年輕人給她一份結婚禮物並公開娶她為妻，問：Filiam cujusdam, 

ignorante patre, quidam muneribus illexit,et ad convivium invitavit; finito convivio juvenis virginem 

oppressit. Quo comperto a parentibus juveni traditur puella, ac more nubentium a juvene dotatur, et 

publice in uxorem dicitur.  

q.1.這男子誘拐這年輕子女嗎？(Qn.Ⅰ.)Quæ ritur primo, an ille raptum admis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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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gne,J.P., Ibid.,p.16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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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濟亞首先引用教會權威意見，認為雙方若無經過父母之同意，基於交合之目

的，而離開父母之家，即屬誘拐，因所謂誘拐指為引誘女孩成為妻子，強制女孩離開

自己父親的家。無論該強制係僅作用於女孩身上，或僅作用於父母或作用於雙方，均

屬誘拐（編號：c.2）。 

q.2.誘拐者可否在被害人父親同意後娶被害人為妻？(Qn.Ⅱ.)Secundo,an rapta raptori 

nubere possit, patre assensum præ stante? 

本問題首應探討者，在於為了洗刷其罪名，誘拐者能否娶其誘拐之對象為妻。而

加采東大公會議（Chalcedon,451）認為，誘拐者與被誘拐之人之結合將會被驅逐出教

會。若兩人為神職人員將被拔黜，若為平民將驅逐出教（編號：c.1），上開意見獲得數

個宗教會議及教宗支持（編號：c.2—c.6）。而格拉濟亞進一步探討，表示以上權威雖清

楚顯示誘拐者不能娶被誘拐之人為妻。但此處應非難者，乃誘拐者與被誘拐者所犯之

罪，而非針對人，故若該罪行藉由認罪懺悔之贖罪後，該處罰將不再適用，是故，一

旦被誘拐之人已回到父親之掌控下，且誘拐者為其罪行也已做出認罪懺悔，在父母同

意下，兩人之結婚並無受到禁止（編號：c.7）。不過，格拉濟亞亦列出包括默歐（Meaux）

宗教會議不同意誘拐者與被誘拐者可結為夫妻，阿亨（Aachen）會議更認為，即使取

得父母同意，兩人亦不能成婚（編號：c.10）。對此，格拉濟亞則引用教父耶若米之看

法，認為經過認罪懺悔後，除非父母反對，否則兩人可締結婚姻（編號：c.11）。 

第四項  對格拉濟亞法令集之檢討 

    對上開案例，本文謹就「形式編排」與「實質內容」說明之。 

形式上，格拉濟亞以「案例研討」方式來處理佔法令集中單一事項篇幅最多之「婚

姻」事件，並延續格拉濟亞分析、演繹之方式，以「案中有案」，「問題又衍生問題」

方式，來探討婚姻法之重要課題。 

惟上開 10 個案例之編排順序理由為何？格拉濟亞並未說明，且自一個個案例、問

題中，吾人僅能瞭解個別案例、問題之重點，尚難藉由研讀得出對婚姻之由來、本質、

成立、關係效力及婚姻解消等等有全面之認識，並建構出婚姻法之體系。換言之，格

拉濟亞之法令集於形式上似仍有「見樹不見林」之憾。 

實質上，就格拉濟亞所引用之 10 項婚姻法案例與問題，以及格拉濟亞實際欲之討

論重點，可作如下表列： 

案例 問題 內容 討論重點 格拉濟亞之回應 

C.27 q.1 曾立下貞潔聖願之人可

否結婚？ 

婚姻是否成立？可否解

消？ 

不能成立婚姻，若一旦

結婚，要否解消則有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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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否定兩種意見。 

 q.2 配偶（按：此處指妻子）

得 合 法 之 離 去 並 再 婚

嗎？ 

婚姻成立後可否解消？  

婚姻關係存續中可否僅

憑一方意思便使雙方均

維持貞潔無性關係之狀

態？ 

婚姻之開始與成立有何

差別？ 

一旦成立之婚姻即不

可解消。 

一方若發願貞潔不欲

發生性關係，仍需得到

對方之同意。 

婚姻源於雙方結婚意

思而完成於夫妻交合 

C.28 q.1 於未信主者間有任何婚

姻關係存在嗎？ 

婚姻之成立與合法之婚

姻有何差異？ 

合法婚姻係按照法律

或習慣來認定，而婚姻

僅在信徒間成立，故非

信徒間之婚姻雖合法

但未成立，該婚姻不具

永久性與獨佔性 

 q.2 此人在第一任妻子仍生

存時再娶妻之行為是否

合法？ 

是否算重婚？ 不可再婚，仍算重婚 

 q.3 依法他是否可再娶第三

位妻子？當一位妻子是

在接受洗禮前所娶，一位

則是在洗禮後所娶時是

否可視為重婚？ 

是否算重婚？ 仍算重婚 

C.29 q.1 男性奴隸與婦人間有無

成立婚姻？ 

因身分不同之結婚效力

如何？ 

有效，因雙方一旦合意

婚姻即為有效。 

 q.2 若她先相信這男人是自

由身分，事後才發覺他是

個奴隸，可否於發現後合

法與他分離？ 

因當事人錯誤可否解消

婚姻？ 

過去權威意見看法不

一，但格拉濟亞認為因

身分或人別受騙，可合

法分離。 

C.30 q.1 男人若因聖洗而得

子可否仍與妻子履行夫

妻義務？ 

宗教事務可否作為不履

行夫妻義務之理由。 

不可以。 

 q.2 嬰兒間可否締結訂婚之

約定？ 

意思婚之判斷標準？ 嬰 兒 無 結 婚 意 思 能

力，不能締結婚約。 

 q.3 教子女或養子女可否與

親生子女結婚？ 

結婚之限制？ 不可。 

 q.4 擁有共同父母之男女可 結婚之限制？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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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結婚？ 

 q.5 秘密婚是否有害於公開

婚？ 

儀式婚之由來與內涵？ 不可締結秘密婚，違反

者無效。 

C.31 q.1 曾受淫亂所玷污之男女

可否結婚？ 

結婚之限制？ 若通姦一方之配偶過

世後兩人可結婚，否則

均不可結婚。 

 q.2 可否將女兒許配予違反

女兒意願之男人？ 

結婚之意思係應依兒女

抑或父母意思？ 

除非女方自己同意，否

則不應違背女兒意思

將之出嫁。 

 q.3 女兒可否嫁給父親所承

諾許配對象以外之人？ 

父母違反婚約之承諾，效

力如何？ 

似無明確說明可否。 

C.32 q.1 男人可娶娼妓為妻嗎？ 有無違反婚姻之忠實義

務？ 

不可。 

 q.2 僅為滿足性需求而嫁之

妻是否為正確？ 

婚姻之本質為何？ 雖可算結婚，但仍夫妻

結合仍不應只有為了

交合。 

 q.3 該女應遵照她自由人伯

叔 之 決 定 或 其 奴 隸 父

親？ 

奴隸之父母有無締結婚

姻之意思？ 

自由人叔伯之決定。 

 q.4 當妻子仍在時丈夫從奴

隸女子中尋找傳宗接代

對象是否合法？ 

婚姻之忠實義務、婚姻之

不可解消？ 

不合法。 

 q.5 曾受暴力侵害之人是否

失去其貞潔？ 

貞潔之定義？ 暴 力 僅 能 作 用 於 身

體，不能摧毀純潔之

心，故遭受侵害之處女

不算姦淫或通姦。 

 q.6 姦夫可否離棄同樣通姦

之妻？ 

雙方姦淫可否構成夫妻

分離之原因？ 

不行。 

 q.7 於上開案例，信徒與非信

徒 可 否 締 結 合 法 之 婚

姻？ 

因配偶之一方通姦時，婚

姻是否解消？ 

不行。因前婚並無解

消。 

C.33 q.1 婦人可因丈夫無法交合

便離開丈夫嗎？ 

婚姻之本質為何？不能

人道對婚姻效力之影響

為何？ 

若為生來不能人道，可

以 解 消 婚 姻 另 為 嫁

娶。其餘之不能人道則

不可解消婚姻。 

 q.2 離開前夫後，她可嫁給先 婚姻是否解消？丈夫如 不行。前婚尚未解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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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便與自己發生淫亂之

男人嗎？ 

何處理通姦之妻子？ 

 q.3 僅在心中懺悔可否使罪

得赦免？ 

如何判斷已認罪懺悔？ 似未予說明。 

 q.4 男性於禱告之時能否與

妻子行房？ 

性關係與敬虔之地位？ 不行。 

 q.5 男性能在沒有妻子之同

意下發願禁慾，或以強迫

之手段使妻子在驚嚇與

受威脅之情況下同意其

發願？ 

婚姻關係存續中可否僅

憑一方意思而使雙方均

維持貞潔無性關係之狀

態？ 

不行，需取得妻子之同

意。 

C.34 q.1 妻子於丈夫仍生存時改

嫁是否犯姦淫？q.2.她是

否應被強制離開第二任

丈夫而回到前夫身邊？ 

夫妻一方行蹤不明時，婚

姻關係是否解消？ 

以妻子改嫁時是否明

知 丈 夫 仍 生 存 為 判

斷，且需在前夫返回時

與前夫復合。 

C.35 q.1 該人可娶自己之血親為

妻嗎？ 

為何要禁止血親結婚？

如何解釋舊約聖經之血

親結婚？ 

不行。 

 q.2& 

q.3. 

能娶妻子之血親為妻？

與自己血親禁止結婚之

親等，以及與自己妻子血

親禁婚之親等為何？ 

為何禁止姻親結婚？ 因夫妻為兩人一體。 

 q.4 血親禁婚是 7 親等嗎？還

是更少或更多？ 

為何是 7 親等？ 至該親等時親屬關係

已消滅。 

 q.5 如何計算血親之親等？ 如何計算親等？教會本

身 為 何 有 二 種 計 算 結

果？ 

因不同教宗所提出之

不同計算方式。 

 q.6 誰能於宣誓後證明血親

相關事項？ 

如何證明夫妻屬於血親

結婚？ 

父母、兄弟與雙方親

屬。 

 q.7 亂倫之後代可否稱為子

女？ 

亂倫之效力為何？ 否定，此種子女亦無繼

承權。 

 q.8 若某人非明知地娶了血

親或姻親之人為妻，該妻

子可否被赦免而繼續維

持婚姻？ 

欠 缺 血 親 結 婚 之 故 意

時，婚姻效力如何？ 

可以。 

 q.9 某人因與先生間為血親 教會誤判夫妻分離時，應 若誤判係因遭欺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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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而分離並於 40 天後

歡慶其再婚，但若她與前

婚 之 夫 並 無 血 親 關 係

時，該第二次婚姻應否失

效並回復前婚？ 

如何彌補？ 致，可將前判決廢棄。 

 q.10 假設寡婦與非自己血親

之人再婚，該婦人再婚所

生之子女可否與前婚所

生之子女結婚？ 

姻親結婚之限制為何？ 不可。因仍有親屬關

係。 

C.36 q.1 這男子誘拐這年輕子女

嗎？ 

誘拐之定義為何？ 違反父母之同意即屬

誘拐。 

 q.2 誘拐者可否在被害人父

親 同 意 後 娶 被 害 人 為

妻？ 

因誘拐而成立之男女結

合有無彌補之道？ 

若兩人經認罪懺悔，除

非父母反對，否則兩人

可以結婚。 

由上開表格呈現之問題重點及格拉濟亞之回應，本文認為格拉濟亞法令集之婚姻

法有以下特徵及貢獻： 

一、婚姻法之重點：婚姻之成立與婚姻之解消 

    於上開問題中，涉及婚姻之成立與解消二項主題者約有 25 項，471超過全部 39

項問題之 60%。而格拉濟亞對此二部分係延續教會一貫之主張，即婚姻係因當事人間

意思而成立（但格拉濟亞尚提出婚姻之「開始」、「成立」及「合法」等階段認定之主

張），而婚姻一旦成立，除死亡後無法解消。而於上開二課題最常出現之事實，除屬與

「性」有關之課題（如：可否娶原先通姦之人為妻，可否娶娼妓為妻？等）外，便為

重婚與再婚。由此似可認為，該時代之婚姻事件中，「夫妻間性關係」與「重婚」似為

頻率發生最多，或最難處理之問題。 

二、開展法學理性分析之路： 

    在格拉濟亞之前，無論羅馬法、世俗法或教會法典，其編纂成果似均僅以「資

料之組織與彙整」為唯一目標，但此種編纂成果除汗牛充棟之內容外，實難期待如何

使閱讀者能更有效率之進入資料內容，以發揮認識知識甚至將之繼續傳播之目的。472但

格拉濟亞透過案例中之問題，一方面能使閱讀者經由具體案例產生認同，另方面使閱

讀者更能進入該問題所引導出相關知識體系，對理性思維之訓練與後續之傳播，均助

益匪淺。 

其次，從第一個案例之第一項問題「立下貞潔聖願之人間可否成立婚姻」，（C.27 q.1）

                                              
471

 C.27 q1-q2；C.28 q1-q3；C.29q.1-q.2；C.30q.2-q.4；C.31.q.1-q.2；C.32q.1-q.4,q.6-q.7；C.33q.1-q.2；C.34.q.1；

C.35.q.1,q.8,q.10；C.36q.1-q.2. 
472

 就筆者目前閱讀之資料，尚無提到其他教會法令編纂曾如格拉濟亞般使用案例及問題意識來作為認識「法」

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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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教會權威意見便有不同看法，另對於非信徒間之婚姻是否犯罪（C.28q.1），可否娶

原先通姦之人為妻（C.31q.1），血親計算之方式與親等（C.35q.2），教會權威亦有不同

見解。對此，格拉濟亞的確落實其對法令集所加上之標題：「不和諧教會法之調和」

（Concordia discordantium canonum, A Harmony of Conflicting Canons），亦即格拉濟亞對

於同一議題所生之不同意見，並不迴避，而是一一註明出處，解釋由來，對不合時宜

或與自己意見不同之權威意見，則引據理由闡明己見。此種務實地解決問題之態度與

方式，對於後世教會法之詮釋，亦具一定之影響力。 

三、建立婚姻概念體系： 

    由格拉濟亞提出婚姻「開始」、「完成」及「合法」等階段、類型及判斷標準，

雖仍有論理上無法自圓其說之處，但對奠定日後婚姻法概念、體系之持續建造，似仍

有其不可抹煞之地位。473
 

    以下，便繼續探討發展至 12 世紀時，世俗與教會（包括格拉濟亞法令集）對

於各項婚姻法要素之具體意見與主張。 

第三節  婚姻之本質 

第一項  世俗與教會主張之差異 

第一款  世俗之主張 

第一目  婚姻為家族（庭）事務 

自中世紀初期之封建制度興起後，以王公貴族為主體之世俗婚姻，依杜比（Dubby）

以 12 世紀法國北部之文獻資料觀察所得，認為世俗之王公貴族締結婚姻時考量因素有

以下數點： 

一、 婚姻之協議對未來即將成立婚姻之雙方家族均屬不可或缺，其重要性

遠超過實際結婚之雙方當事人意願，因此，婚姻之協議需由雙方家族實際負責之

人來進行。 

二、 對雙方而言，婚姻之締結將會為各自帶來不同之影響。對夫家，婚姻

意味將使一位外人進入自己最核心之處，換言之，新娘將成為家眷之一份子。就

某程度來說，這位女子將永遠是個入侵者，持續不被信任，並受懷疑將是會為先

                                              
473三井哲夫  菅野一彥譯，フランス法制史，頁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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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帶來某種不尋常災難之對象。故此，女方家庭需為此做出某些犧牲或給與賠償。 

三、 最後，雖婚姻契約會確保妻子對於其嫁妝或繼承之權利，惟實際上，

上開財產仍由丈夫，或丈夫過世後由妻子之兄弟，或妻子過世後由子來管理。 

    基此，本文認為，於以父系親屬（Agnatic Lineage,Patrilineage）為核心之西歐

世俗家庭（族）中，似可認為決定家中成員能否締結婚姻之人為家中之男性家長，而

非婚姻之男女雙方，蓋婚姻之締結並非僅雙方當事人之事，而為當事人所屬之兩個家

庭或家族之事務。 

第 二 目   婚 姻 係 維 持 世 襲 財 產

（Patrimony）之方法 

於封建制度盛行後世俗社會所建立婚姻制度，本質上除屬於家族（庭）間之事務

外，依杜比（Duby）之意見，世俗婚姻之首要目的係為保護所有無法受到婚姻地位庇

蔭之對象。如孤兒寡婦便屬國王需首先關懷之對象。此外如未婚之王子與騎士，離開

家族勢力範圍之小姐與女士，甚至未婚之男性也會因此被視為是附庸之一份子而受到

保護。甚者，世俗婚姻體系亦需能確保世襲財產(Patrimony)，以維護婚姻關係存續中所

生子女之經濟上利益，474為達後目的，此時期之世俗婚姻法本質上具有以下特徵： 

一、 婚姻為規範性衝動之制度： 

當世襲財產獲得確保（即：繼承人已出現並確認）後，便可允許出現婚外性行為。

不過，為確保妻子僅能接受來自自己合法丈夫之播種，以避免家族財產遭其他非出自

丈夫之男性血統入侵，故世俗法典對女性通姦之處罰最為嚴厲。 

二、 婚姻不以一夫一妻制為必要，亦非不可解消： 

按鰥夫可任意再婚，而丈夫無需出於通姦之原因，只要另位女子看來對世襲財產

之確保或擴展更有利益，或可為家族帶來更大之利益或具有更大之價值，便可離棄其

妻。重點在於，婚姻解消時夫妻雙方需遵守一定之規則，故此時雙方協議之條款便顯

得非常重要。 

三、 內婚制（Endogamy）盛行： 

於此種目的下之家庭，多認為親屬間（如：表兄弟姊妹）之婚姻，將會有助於將

散落於不同世代之祖先財產予以整合。因此，縱使同一家庭或近親間之婚姻均被禁止，

3 等親以外之內婚制仍所在多有。475
 

                                              
474

 Duby, Medieval Marriage  Two Model from Twelfth-Century France, 1991.pp.4-7.惟照杜比之見解，其所謂世襲財

產（Patrimony）除「財物」外，似包括「附庸」或其他未受婚姻地位保護之「人」。 
475

 Duby, Medieval Marriage  Two Model from Twelfth-Century France ,p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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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言之，於封建制度下，封建領主之經濟來源，已非如第 8 世紀之前全數仰賴

戰爭之掠奪，亦無法如第 10 至 11 世紀般向教會予取予求（此即教會改革之主因：脫離

附庸之地位與義務），而必須仰賴其世襲財產所產生之種種收益，故封建諸侯無不試圖

擴大其封建領土面積或增加稅收，期能確保並擴張其經濟來源。476
 

綜上，在所有封建之地位均屬繼承而非戰爭而得，如何確保甚至擴張該項因繼承

而取得之家族名稱、地位與經濟利益，便成為每個王公貴族一生心所懸念之課題。而

將此種經濟利益保留於具有一定親屬關係之家庭內，而非任由外人進入予以瓜分，逐

漸成為上層階級之共識。婚姻，就成為成就此一目的之最佳工具。 

第二款  教會之主張：婚姻為聖事 

與世俗婚姻之眼光係投注於地上事務相較，教會關注之焦點則在於永恆之救贖。477

而此時期之教會係將婚姻視為聖事（Sacrament）。 

自西元第 2 世紀時，教會便將教會儀式中之部分聖禮予以聖事化。478初代教會只有

洗禮（Baptismus）、聖體(Eucharistia)
479和婚姻(Matrimonium)三種，至 12 世紀時，再由

曾在波隆納受過教育，後前往巴黎成為巴黎大學之神學教授及巴黎之主教之義大利裔

神學家隆巴（Petrus Lombardus，約 1100-1160），於其著作「格言」（Sentences，日本學

者稱為「神學命題」）中，提出堅振（Confirmatio）、480懺悔（Poenitentia）、481病人敷油

（Extrema unctio）、482聖秩（Ordo）483成為七種，並將聖事定義為「基督為了給予恩典

                                              
476

 Duby,Ibid.,pp.8-10.於此種婚姻觀影響下，尚有衍生如長子繼承制（Primogeniture）以及長子、幼子間就世襲財

產如何分配之種種問題，均見其著作 pp.8-15。 
477

 Duby, Medieval Marriage  Two Model from Twelfth-Century France,p.15. 
478塙陽子，家族法の諸問題(上)，信山社（1993），頁 8-9。 
479

 聖體，乃指「基督在受難前夕的晚餐中，舉行的第一台彌撒，並建立了聖體聖事。也就是把餅(聖體)和葡萄酒

(聖血)，奉獻給天主聖父後，再分送宗徒(使徒)們領受。因此，聖體是聖事也是感恩祭，即彌撒，這兩者是分不

開的。它是七件聖事中最崇高的聖事，其他的聖事和一切教會的使徒工作，皆和至聖聖體有聯繫，並使之歸宗。」

以上參閱陳介夫著，聖事論新編（碧岳學社思想叢書），聞道出社發行，1992 年，頁 9。對此，今日之基督教稱

之為擘餅。 
480

 堅振，指「基督徒因聖洗聖事後，開始度信仰生活，在信仰的路程中，艱難險阻，尚待克服，故堅振聖事就

可『藉著在頭額上傅堅振聖油，以覆手（今日基督教稱：按手）和誦念已批准的禮儀書內所規定之經文而完成』 

(參閱今日天主教教會法典第 880 條第 1 頃)，可因此而增加寵愛，賦給天主聖神，賦予神印。使人的靈魂與天主

聖神的關係更加密切。」見陳介夫，聖事論新編，頁 81-2。 
481

 懺悔，又稱「告解」或「和好」，指「當人領洗後，因軟弱而犯了罪，可借懺悔聖事，再次獲得赦免，重新和

天主和好，成為天主的子女」見陳介夫，聖事論新編，頁 177-8。 
482教會從聖經雅各書 5 章 14 節（James 5:14）「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尌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

名用油抹他，為他禱告」衍生臨終塗抹油之祝福儀式，藉此再一次洗清死者之罪，使其能以無虧之良心去見上帝。

見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基督時代（The Empire 

and The Youth of Christianity,1944），頁 245。 
483

 聖秩，也稱「神品聖事」，係「由基督親自建立的，藉主教的覆手及特定的經文，賦予領受者神權和聖寵。領

受聖秩者與未領受者雖然都稱為『信徒』，但領受聖秩者依法（教會法典第 1008、第 207 條第 1 項）稱為『聖職

人員』，其他人則稱為『平信徒』」，見陳介夫，聖事論新編，頁 283。今日基督教相似之儀式稱為「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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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制訂的外型的表示」。484雖自初代教會之教父奧古斯丁（Augustine）便主張婚姻為聖

事，惟至 1184 年之費羅納（Verona）會議中，方首次獲得教會正式承認婚姻為聖事之

一。485
 

依照奧古斯丁之見解，婚姻之價值在於生育子女及忠實守貞。而對屬神之子民而

言，婚姻亦為聖潔之聖事，故由婚姻聖事係衍生出婚姻之獨佔性與合一性，以及婚姻

之永久性。是婚姻之「聖事」本質係成為一夫一妻制、婚姻不可解消486之理論依據來源。
487

 

此外，如前所陳，此時之教會更強力主張神職人員不得婚姻，並消弭神職人員之

蓄妾行為，以確立神職人員之貞潔並非專屬少數英雄人物之理想，而係對每一位西方

教會神職人員均需遵行之絕對要求。 

再者，此時之教會亦嘗試建立一般人民婚姻之原則，並將婚姻帶入教會法庭之管

轄，以教會法規取代一般習慣法規之適用，故提出如下七項基本原則：488
 

一、 婚姻必須是一夫一妻制。 

二、 婚姻不可解消。 

三、 婚姻之結合應由當事人雙方自由締結，而非由雙方家長或家庭。 

四、 婚姻是合法性關係之唯一代表，因此不允許蓄妾。 

五、 承上，所有婚外性行為均應受法律規定處罰。 

六、 所有性行為，包括婚姻中與婚姻之外，均專屬教會管轄（fall solely 

under ecclesiastical jurisdiction）。 

七、 婚姻需為異族婚，因此，在關係相近之族群或家族內之近親結婚

係被禁止。 

上開原則對各種階級之人民均影響深遠。如教會強調婚姻係因夫妻雙方之結合，

故婚姻之效力應取決於雙方意思，而非雙方之家長，此與當時世俗婚姻將婚姻視為家

族事務，故需由家中男性家長來決定之主張相去甚遠，並直接挑戰男性至上之世俗價

值；其次，教會堅持一夫一妻制，婚姻不可解消性以及禁止近親婚，以限制家族不以

政治上或社會上之理由廢棄已存在之婚姻並另結新婚，但封建貴族們為獲得更多家族

之利益，即使該結盟有婚姻為印記，仍堅持其須擁有自由結婚或離婚以轉換結盟之權

                                              
484青山道夫「キリスト教の婚姻思想」青山道夫等編。講座家族」3 婚姻の成立，171 頁(弘文堂，昭和五十七年，

初版二刷)，頁 171；世界書局編譯所譯，卡爾登‧海士湯姆‧蒙著，頁 220。，見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基督時代（The Empire and The Youth of Christianity,1944），

頁 245。 
485谷寒松，婚姻的聖事性，頁 236，神學論叢 52，1982 年。 
486塙陽子，家族法の諸問題(上)，頁 10。世良晃志雄  広中俊雄譯，ドイツ私法概說，創文社（昭和 51 年），頁

119。 
487

 今日天主教對婚姻聖事之詮釋，可參閱中國主教團秘書處，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之『教會憲章』11；

張希賢，倫理神學綱要，頁 314，頁 500-4；天主教教理，頁 396。 
488

Jean Gaudemet ,‖La définition romano-canonique de marriage, ‖in Speculum iuris et ecclesiarum, 見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 pp.107-114, p.183 and not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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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此外，不允許蓄妾之原則更是遭受欲保留此種非正式性結合選擇之男性強烈反對。

而禁止神職人員娶妻之規定，不啻使神職人員拱手讓教會將其與妻子分離，故神職人

員對此當竭力反抗，有時甚至暴力相向。世俗君王則猶豫是否交出婚姻之管轄權，因

為這將剝奪其因婚姻爭訟而收取之利益（Revenues），以及在與其有關之事項上執行自

己婚姻政策之權限。至於社會各個階級之家族，均認為異族婚係有困難且無法達成，

並舉出教會主張異族婚姻規定之諸多不合理之處。489
 

第二項  婚姻中之性關係 

自初代教會以來，婚姻中之性關係均為教會闡述婚姻本質之重點。而就前開教會

揭櫫之 7 項婚姻原則中，便有 3 項係與性關係有關，亦可明證。 

於本時期，教會法學者及教會高層對性慾之看法係牢牢地根植於數百年前聖耶若

米（St.Jerome）以及 Reponsa Greorii。其中，特別是聖伯多祿‧達米亞尼（St. Peter 

Damiani,1007-1072）更將性改革成為其論述之主題。達米亞尼（Damiani）熱切地宣告

在婚姻中或婚姻之外，性試探之危險及交合之罪惡，該主張並獲同時代及其後之作者

所支持。渠等均一再強調性之醜惡，如由布爾查德（Burchard）主教所編纂之法令集中，

有一章便列舉了淫亂之後果如下：產生靈性上之盲目，蒙蔽吾人之雙眼，憎惡上帝之

命令，追求俗世之物，今生悲慘，並對未來絕望。 

即使聖潔如坎特布里之哲學家大主教安瑟莫（Anselm,1033-1109），也曾悲泣地說

道： 

 有一項高於所有其他罪惡之罪惡，我深知它總是與我同在，痛心與可悲撕裂並

折磨我的靈魂。它從搖籃之時尌跟著我，在兒時、青春期及青年期均與我一同成長

並擊倒我，縱使我雙足因年老而不良於行，仍不遺棄我。這罪惡尌是性渴望，肉體

之歡愉。慾念之風暴已粉碎並重擊我失意之靈魂，耗盡我所有氣力使靈魂乾涸，所

存傴衰憐與空虛490
  

對性之畏懼與厭惡，乃 11 及 12 世紀間教會領袖之一般認知，但卻沒有因此將婚姻

定罪。事實上，勸誡人們棄絕婚姻的則是大量之異教徒（Heretics）。此時期中，為數不

少之異教徒教派事實上教導人們，沒有基督徒能有完全之良知來締結婚姻，以及婚姻

                                              
489

Duby,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pp.43-4；Duby , 

Medieval Marriage  Two Model from Twelfth-Century France,p.17-8；Brund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183-4. 
490

 ―There is one evil, an evil above all other evils, that I am aware is always with me, that grievously and piteously 

lacerates and t I afflicts my soul. It was with me from the cradle, it grew with me in childhood, in adolescence, in my 

youth it always stuck to me, and it does not desert me even that my limbs are failing becausae of my old age. This evil is 

sexual desire, carnal delight, the storm of lust that has smashed and battered my unhappy soul, emptied it of all strength , 

and left it weak and empty.‖在此 Brundage 舉出 Anselm 在所撰寫之另篇文章中，曾表示孩童之經驗並無性感覺，

認為 Anselm 此部分之主張似有矛盾。見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86 and 

note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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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性在其中，故婚姻本質上不潔淨。491
 

有少數提倡人類性慾係出於自然而非如一般教會領袖所主張之非主流作者。如在

11 世紀晚期之本篤會修士兼醫師亞非卡努斯（Constantinus Africanus）推崇交合非僅出

於自然，而係與運動、規律洗澡、適當飲食，以及充足睡眠等，均屬維持良好健康之

必要條件。而民間療法也將交合作為各種疾病之一，如有人遭毒蛇咬傷時，民間療法

便主張可藉由交合之高潮將毒素排出體外。還有一位，幾乎是本時期唯一一位反對性

關係本質上有罪，並主張性行為既自然又有益處之哲學及神學—阿爾貝拉（Peter 

Abelard）。492
 

其次，對性於婚姻中所扮演之角色亦仍意見紛歧。在此意見光譜之一端為極度嚴

格之立場，由堅定之達米亞尼為代表，達米亞尼主張在任何情況、基於任何理由所為

之交合，均屬犯罪，即使在婚姻中亦同。比較溫和之態度，是以奧古斯丁所教導生育

係婚姻所能提供之良善功能為本，主張以生育子女為目的所為之婚姻性行為係被允許

的，其代表人物為伊夫（Ivo）。至於聲譽卓著之聖伯納爾（Bernard），則主張即使在生

育之外，也應該提供性需求一個合法之發洩管道，否則恐怕將使人們轉往放蕩墮落、

亂倫以及同性戀之關係。後者之意見，受格拉濟亞之法令集接納，故格拉濟亞認為婚

姻中之性交不應視為罪惡，即使在婚姻中非因生育子女之主觀念頭所生之交合，亦非

罪惡。493抑且，於婚姻關係中，無論是妻子欠缺丈夫之同意，或丈夫欠缺妻子之同意，

均不能單憑自己便向上帝發願節制（慾）。494
 

其次，在光譜之另一端，則是少數作者認為，婚姻中之性關係提供夫妻性精力之

肉體發洩管道以及情感連結。一位名叫威廉（William）之作者（寫作於 1133 至 1135

年）認為，婚姻不僅僅是一份契約，而是兩個人面向對方調整自我生活之協議。因此，

愛情，包括男女間肉體之愛，應是婚姻價值之核心。而 Laon 之安瑟莫（Anselm，約

1050-1117）亦高舉婚姻愛情之價值，其稱：婚姻之愛本身即具價值性，只要雙方彼此

相愛，縱使無子嗣婚姻亦有價值。而余格（Hugh of St.Victor,約 1141），495表示婚姻中

之性關係，伴隨著對雙方之吸引力與忠誠，為婚姻之愛之核心，並提供夫妻聚焦於此

一愛之結合。不過，余格也提醒夫妻應抗拒無節制地沈溺性愛中，並鼓勵夫妻培養共

同禁慾之態度，以使夫妻能將該肉慾之樂之順序置於生育子女之正經事後。496
 

 不過，改革時期之教會法學者，重提初代教會教父之著作中有關丈夫與妻子係具

                                              
491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86. 
492

 Brundage, Ibid. ,p.187 and note 32,33. 
493

 Gratian,C.32 q.2 c.3.（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六款參照） 
494

 Gratian,C.33 q.5 c.1—c.10（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七款參照）。 
495

 余格為維克托學派之成員，該學派係 12 世紀在法國巴黎維克托（Victor）大教堂之聖職團體，成員包括許多

學者、神秘家、詩人。余格亦為其中一員。見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神學詞語彙編，頁 1070。 
496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p.197-198；另篠田勝英譯，中世紀の結婚，新評

論（1994），頁 178-98，則針對 11 世紀因對婚姻保持與教會主流截然不同看法，而被評為異端之婚姻觀，提出詳

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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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等之性權利與義務之觀點，此意味丈夫與妻子均有給付婚姻之債來回應對方性需

求之義務。此項權利係被嚴肅地看待，即使有權勢之君王亦需被迫去迎合教會法規有

關履行夫妻義務之要求。如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於 1068 年，便感受此

一原則之威力。按此時，在一群諾曼（Norman）婦女之強力要求下，威廉同意將她們

在英格蘭進行統一戰役之丈夫釋放，以便丈夫們能回到諾曼地（Normandy）以滿足妻

子之性需求。497
 

除此之外，改革派教會法學者重提懺悔禮儀規則之作者對婚姻最喜愛之議題：定

期停止婚姻性關係。教會法學者警告若無法遵守此一規則者，將生出私生子，而非合

法之後嗣。而借用自早期懺悔禮儀規則之具體內容，包括應避免在三次之四旬齋期

（Lenten seasons）、復活節、五旬節（Pentecost）及聖誕節，整年之星期天，祭典，正

在懺悔禮儀時，領聖餐禮（Communion）之前，結婚當晚，妻子經期期間，懷孕期間，

以及哺乳期間等。498
 

最後，教會也會譴責「不自然」之交媾方式，並要求閨房行為之嚴格標準。布爾

查德（Burchard）主教禁用春藥，以及婦女希望能刺激丈夫性熱情之催性物品。伊夫則

在其法令集中強調， 婚姻絕非取得不受拘束之性體驗或色慾行為之執照，夫妻雙方應

避免將性權利予以淫猥及不莊重之使用。499
 

對此，杜比（Duby）認為雖教會此時已將婚姻列為聖事，惟由教會對性之態度，

可看出教會係將婚姻視為解決性罪惡之最後手段，而已婚者僅處於最低階之完美狀

態，按婚姻係可容忍，但僅可作為對抗肉體罪惡之補償，因聖經哥林多前書第 7 章第 9

節（1 Corinthians 7:9）明示：「與其慾火攻心，不如嫁娶為妙」（melius est nubere quam 

uri ,better to marry than to burn）。500
 

第四節  婚姻之成立 

第一項  訂婚（Betrothal） 

於本時期之習慣法與實際生活，結婚通常會以正式之訂婚為前提。但教會卻沒有

將訂婚作為有效教會婚姻之要件，而係鼓勵給付嫁妝，因該項給付可與婚姻須公開之

要件結合。之所以如此，則與當時之實際生活密切相關。按 11 至 12 世紀之富裕家庭，

                                              
497

 Orderic Vitali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book 4,ed.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98 and note 98,99. 
498

 Burchard, Decretum 13.4, 19.5, 19.75(= Ivo, Decretum 15.88);Burchard, Decretum 19.5;Ivo,Decretum 8.84; 

Burchard, Decretum 5.22(= Ivo, Decretum 2.32); Burchard, Decretum 6.1,6.35; Burchard, Decretum 9.5,9.7; Burchard, 

Decretum 19.5. Ibid.,pp198-199 and note101-108.  
499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99 and note 109,110. 
500

 Duby , Medieval Marriage  Two Model from Twelfth-Century France,p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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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堅持結婚前需先就嫁妝達成協議，而接受嫁妝之作法也有助於支持妻子當時日益縮

減之經濟權利，因在許多家庭，嫁妝為婦女結婚時可從原本家庭財產所能取得之唯一

財產。501
 

第二項  意思婚（Consensual Marriage）或交媾（Coital 

Marriage） 

對於婚姻之成立，本時期之教會法學者係引用羅馬法之婚姻定義，認為男女雙方

可在自由意思下締結自己之婚姻。502因教父們長期以來同樣採納婚姻係由當事人意思所

成立之論點。如格拉濟亞法令集中，大主教亞盎博羅修（Ambrose）以聖經哥林多/格林

多前書 7 章 39 節之經文，主張女人不應被迫嫁人，應讓女人嫁給她認為適合的人，因

為強迫成婚通常會有不好結果。而教宗烏爾巴努斯（Urban,222-230）也認為女孩不應

被強迫嫁給僅出於父親承諾卻無取得女兒同意之對象。教宗侯爾米斯達斯（Hormisdas，

514-523 年）則主張對即將成為一體之人，亦需同心，故不應在違背某人意願下將其與

他人結合，綜合上見，格拉濟亞便認為除非女方自己表示同意，否則不應出嫁。503
 

不過，因在日耳曼南部及央格魯‧撒克遜等地，早在改革者提出之前，便風行此

種意思婚（Consensual Marriage），故布朗德吉（Brundage）認為教會之觀點並無新意。
504惟依本篤會神父列克列逵（Leclercq）之意見，12 世紀之前，因受父系親屬制度之影

響，一般王公貴族家庭中，係由家中男性長輩來決定其子女之婚姻大事，至於一般農

奴甚至其子女，均由領主掌有婚配之權力，故所謂當事人間可享有自由決定是否結婚？

與何人結婚？實係教會歷經多年提倡婚姻係出於夫妻雙方愛之結合，就此父母無法代

替子女決定，並於本時期由享有盛名之聖伯爾納（St. Bernard）之大力主張下，方究其

功。505
 

    其次，意思婚發展至本時期之另一關注焦點，乃意思婚與夫妻間之性關係在

                                              
501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 p.190. 
502

 Gratian,C.27 q.1 c.3-c.15.（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款參照）。 
503

 Gratian,C.31 q.2 c.1&c.3.（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五款參照）。不過，格拉濟亞也舉出奴隸之女同時被奴隸之父

與非奴隸之叔伯許配給人時，效力如何，依照教宗白拉奇（Pelagius）之意見，認為女孩應該依照她非奴隸之叔

伯而非其奴隸父親來決定其婚姻，此乃因該奴隸父親並無自由意志，由此可見子女之婚姻自主權似仍受其身分所

限制，見 Gratian,C.32.q.3. 
504

 有關 11 世紀日耳曼之實際狀況，有 Christian Gellinek, ― Marriage by Consent in Literary Source of Medieval 

Germany,‖ Studia Gratiana 12(1967)577；央格魯‧撒克遜部分，則有 Christine Fell ,Women in Angle-Saxon England and 

the Impact of 1066(London: British Museum；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58.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90 and note 36.    
505

 Leclercq, Dom,Jean,O.S.B., Monks on Marriage : A Twelfth-Century View,pp.2-40,pp.72-85。對本爭議，列克列逵

神父有舉出一個實際案例（請見第六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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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成立上孰重孰輕，換言之，一個夫妻已合意結婚但未圓房（Consummate）之結合

有無拘束力？此部分意見即屬分歧。伊夫（Ivo）主教引用教宗良一世（LeoⅠ,440-461）

於西元 458/459 年所撰寫之信件，作為婚姻僅需當事人意思之佐證。教宗在信件中表

示，無論有無圓房婚姻均存在，即使沒有圓房，該婚姻仍足表彰基督與教會之連結。506

此段文字成了改革者婚姻教導之核心理念。並以此強烈反對由蘭斯（Reims）之安克馬

爾（Hincmar）於西元 860 年左右提出之婚姻交媾理論（The Coital Theory of Marriage），

雖然後者也有少數神學家支持。 

    以前述之達米亞尼（Damiani）為例，便認為將婚姻效力僅繫於性關係顯屬太

過：「若提倡交媾理論者表示婚姻繫於交合，那聖潔之法典如何禁止人們不需以公開之

婚禮來締結婚姻？他們想要丈夫在公開場合與妻子上演活春宮？…若婚姻確實由交合

所促成，則每次丈夫與太太之做愛無異使兩人再次重新結婚。」故達米亞尼（Damiani）

與其他之支持者均堅持當事人之意思方為婚姻成立之核心，圓房至多僅能證實該意

思。507
 

教會於改革時期所提出之意思婚見解，發展至 12 世紀時，於神學院內之神學家及

教會法學者遂提出有效婚姻之二種定義。第一種便是盛行於義大利並為格拉濟亞之法

令集所收錄。按於羅馬帝國時期，羅馬之律師便開始討論究竟係當事人意思或交合抑

或兩者均備，方能成立有效之婚姻。最普遍之看法認僅當事人之意思即為已足，但亦

有其他意見堅持，只有身體之結合方能使婚姻完滿並產生拘束力。後者之見解對基督

徒作家造成相當困擾，蓋渠等均忠實地相信，耶穌基督之父母—約瑟與馬利亞，因欠

缺性關係，就任何方面來說均不完美。 

    格拉濟亞試圖提出婚姻締結之二階段論來解決上開難題。當新人之父母同意

子女之婚姻時，兩人間便「啟動婚姻」（intiated marriage, matrimonium initiatum），而隨

後之性結合係使婚姻有效或得到確認。以此標準，約瑟與馬利亞已經成立第一階段之

婚姻，但並未進入第二階段。對此，賀立熙（Herlihy）認為，格拉濟亞之論點仍無法

獲得一致性之認可，按於格氏之說法中似乎暗示耶穌父母之性結合仍未完成。508
  

    於阿爾卑斯山之另一端，在法國蓬勃發展之神學院則提出不一樣之詮釋。其

主要倡導者係巴黎之主教隆巴（Petrus Lombardus，Peter Lombard,約 1100-1160 年），於

其所著之中世紀最受歡迎之神學教科書「格言（Sentence）中，提出為達成有效之婚姻，

適合結婚之男女雙方僅需以「現在式之話語」（in words of the present tense, per verba de 

                                              
506

 Leo I, Epist. 167.4, in PL Y:1204~1205 (JK 94),見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 

p.188 and note 38. 
507

 Peter Damian, De tempore celebrandi nuptias1t, in PL 45 :660-61: Si enim jure in concubitu constare nuptias 

perhibentur, quid est quod sacri canones prohibent ut absque publicis nuptiis nunquam matrimonium copuletur? Nunquid 

hoc volunt, ut vir uxori publice misceatur?...Enim vero si concubitus nuptiae sunt ,quoties vir mulieri admiscetur, toties 

procul dubio nuptias celebrare convincitur .‖ 見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89 

and note.42. 
508

 Gratian, C.27 q.2 c.35-c.39（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款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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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i）表達其結婚意思。若承諾係出自未來式之話語（through words of the future 

tense），縱使是一項嚴肅之約定，仍僅成立訂婚而非結婚，且可在特定條件下宣告為無

效。是故，約瑟與馬利亞雖然缺少性結合，仍已成立完整之結合，因婚約已經在當事

人合意下完滿地締結。隆巴之詮釋最終成為教會之標準原則，與婚姻之神學及法律之

根基，於教宗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1159-1189）所頒布之一連串教令，便為隆

巴之說法背書，使其說法成為婚姻有效及拘束性之官方判斷標準。 

    上開原則對歐洲社會影響深遠。首先，對封建莊園之領主來說，其將因此失

卻對其農奴及奴隸之締結婚姻控制權。其次，此原則亦同樣成為教會之限制。按教會

長期以來均主張結婚應於教堂接受神職人員之祝福。於歐洲北部之新娘，其「在教會

面前」（in the face of the church）所為之奉獻係成為婚約締結之主要證明。欠缺此一要

件係被認為成立婚姻障礙，即該婚姻違法但非無效，夫妻需受譴責並進行懺悔禮儀

（Penances），但婚姻仍存在。然而，或許影響最深者係權柄（Authority）受到弱化之

父母，特別是通常負責安排婚姻之父親。蓋如此一來，父親既無法再強迫兒子或女兒

締結違反其意願之婚姻，亦不能勸阻其憑己意結婚，面對私奔時更是無能為力。 

    至於意思婚之年齡，格拉濟亞法令集引用教宗尼古拉斯（Nicholas）意見，認

為沒有當事人合意便無婚姻，故婚姻不能在當事人意思年齡前締結。509但教宗所謂「當

事人意思年齡」之具體數字為何？理由為何，法令集內均無作進一步之說明。 

    最後，格拉濟亞於法令集中，尚探討因誘拐而發生性關係時，可否成立婚姻，

似乎多數之教會權威意見認為，誘拐者與被誘拐之人之結合將會被驅逐出教會，縱使

兩人之父母事後同意，亦無不同510。但格拉濟亞表示於誘拐一事應非難者，乃誘拐者與

被誘拐者所犯之罪，而非針對人，故假使被誘拐之人已回到父親之掌控下，且誘拐者

為其罪行也已做出認罪懺悔，在父母同意下，兩人之結婚並無受到禁止。511
 

第三項   婚姻障礙 

第一款  婚姻之儀式 

對世俗社會而言，兩個來自不同家庭之人彼此結合，可產生諸多結果，未必均成

為婚姻。但婚姻係就兩個人之結合賦予社會承認之合法性，並因此使該項結合可永久

保持穩固，因此，為彰顯婚姻之結合與其他結合不同之處，婚姻無法秘密為之，而需

                                              
509

 Gratian,C.30 q.2 c.1（見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四款）。 
510

 Gratian,C.36 q.2 c.1—c.6,c.10（見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十款）。 
511

 Gratian,C.36 q.2 c.7&c.11. （見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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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開儀式之方式舉行。512
 

對教會來說，此時改革派教會法學者亦嘗試建立婚姻之合法性原則，換言之，婚

姻必須公開、正式地並全然莊嚴神聖地被締結，而非恣意及秘密為之。如伊夫（Ivo）

所稱，合法婚姻需包含公開交換誓言、婚姻禮物、婚戒以及接受教士之祝福，雖非每

個婚禮均需要具備上開事項，但一個合法之婚姻至少需包含公眾之認知（Public 

Knowledge），故秘密婚姻並不正確，締結此種婚姻者將依懺悔禮儀規則處理。除伊夫

外，數個 11 世紀晚期及 12 世紀初期之宗教會議重覆提出對於秘密婚姻之禁令。然而，

雖英格蘭之教會法曾於短暫期間內認為秘密婚姻無效，但一般意見仍認秘密婚姻雖不

合法，夫妻雙方仍受該秘密婚姻之拘束。513
 

對此，於格拉濟亞之法令集亦有相同見解。按雖然所有教宗均反對秘密婚姻（C.30 

q.5 c.1—c.6），但格拉濟亞認為，秘密婚姻雖不被法律所允許，惟一旦雙方當事人能展

現出堅強之婚姻意思，婚姻仍可溯及生效，不能被解消。因秘密婚姻不能否認仍屬婚

姻，若雙方之誓約可被證明，則該婚姻仍不可解消。但為何教會禁止秘密婚姻，乃因

此種婚姻之一方若改變其心意，法官便無法對任何一方之證詞做出認定，故於秘密婚

姻下，只要有一方再與他人另訂婚約，因無法判斷秘密婚約之誓約內容，法官便無法

對秘密婚姻作任何公開之認定。514
 

既不贊同秘密婚姻，則正式之教會儀式婚應具備何要件，依格拉濟亞之法令集所

描述，係包括教士之證婚，新娘頭上蒙紗，此外兩人還需被白色與紫色之細帶環繞，

表示二人不會打破婚姻結合之連結，白色代表生命之潔淨，紫色則指其後代子孫之血

液，最後，新郎要替新娘戴上戒指。515
 

下面是一份完整之，從 11 世紀起就流行於英國之婚禮儀式書，從中我們可以較為

全面地瞭解基督教會婚姻儀式之整個過程：「 

新郎和新娘被領到教堂門口或教堂前面，以上帝、神職人員和圍觀之人群作

證。新郎站在新娘之右手，因為女人是從亞當身上左邊之肋骨製成之神職人員開始

向眾人詢問結婚預告：『我之兄弟們，現在我們聚集在這裡，在上帝和他之天使及

所有之聖徒面前，在教會面前，使兩個身體結合在一起，從今以後，它們將可能成

為一體，他們在上帝之信仰和法律中是兩個靈魂，而最終它們可能將結合一生。因

此，我以聖父、聖子和聖靈之名義向你們詢問，如果你們中任何一個人知道任何一

種這兩個人不能合法地結合在一起之原因，請現在陳述出來。同樣之詢問也被問及

新郎新娘，它們是否秘密地做過什麼，是否發過什麼誓言，是否知道他們之間有任

何方式之聯繫。如果其中有任何一種障礙被陳述出來並被保證加以證實，那麼婚姻

                                              
512

 Duby, Medieval Marriage  Two Model from Twelfth-Century France, p.4. 
513

 Westminster(1102)c.23, in Whitelock,Brett, and Brooke2:677.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90 . 
514

 Gratian C.30 q.5.c.9（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四款參照）。 
515

 Gratian C.30 q.5.c.7&c.8（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四款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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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被推直到事實被澄清。這種結婚預告一般要被張貼三次，在三個特定之神聖日

子，每個日子間隔一星期。如果沒有婚姻障礙被提出，婚禮就被舉行，神職人員向

新郎問道：你願意娶這位女子為妻，愛她、尊敬她、維護她、保護她，不論在健康

還是生病時，都作為一個基督徒丈夫對待他之妻子那樣，只要你們生活在一起？新

郎回答：我願意。神職人員向新娘問道：你願意以這位男子為夫、服從他、愛他、

尊敬他、維護他、不論在健康還是生病時，都作為一個基督徒妻子對待她之丈夫那

樣，只要你們生活在一起？新娘回答：我願意。然後，新娘由她之父親或朋友給出，

如果新娘是姑娘，不用把手蒙上，如果是寡婦，則要蒙上手。新郎接受她，以上帝

和他自己之忠誠，當著神職人員之面，用自己之右手拉著新娘之右手，向新娘發誓：

從今天起，我以你作為我之妻子，不論好、壞，不論貧、富，不論生病、健康，只

有死亡才會將我們分開，讓聖潔之教會作證，我發誓。新娘也向新郎發誓：從今天

起，我以你作為我之丈夫，不論好、壞，不論貧、富，不論生病、健康，只有死亡

才會將我們分開，讓聖潔之教會作證，我發誓。接著，新郎把金或銀和一枚戒指放

在盤子或書上，由神職人員祝福戒指：讓我們祈禱，人類之創造者和保存者，精神

榮耀之給予者，永久得救之賜予者，我主上帝，賜福這枚戒指，讓戴上它之人以天

國防守之力量武裝起來，以有利於她之得救，阿們。讓我們祈禱、祝福這枚戒指，

以聖經之名字，不論誰戴上它，都將保持和平，在愛中生活、成長、變老，讓她之

生命延續。然後，神職人員把戒指遞給新郎，新郎用右手拿著戒指，左手拉起新娘

之右手，說道：用這枚戒指我取你為妻，我給你金、銀，用我之身體尊敬你，用我

世間所有之財產尊敬你。新郎先把戒指戴在新娘之拇指上，說道：以聖父之名義。

再戴到第二個手指上，以聖子之名義。戴到第三個手指上，以聖靈之名義。最後讓

戒指停留在第四個手指上，說道：阿們。因為這個手指有某種靜脈，通到心臟，516

在它們之間，內在之感情總是鮮豔明朗，真正之銀制戒指象徵著這一點。然後新郎

新娘低頭，神職人員向他們祝福。之後，所有之人都走入教堂，新人跪在祭壇前，

接受神職人員和眾人之祈禱，祈禱生活美好、後代昌盛，和平永存，相愛到老，祈

禱上帝賜福榮耀給靈魂和肉體。然後新人被帶入教堂內殿，作彌撒。之後，在教堂

舉行之婚禮儀式全部結束。當天晚上，在新人上床後，神職人員還要來祝福婚床，

以保護他們不受魔鬼之侵擾，神職人員用聖水點灑他們，給它們散播和平，然後離

開。』517
 

綜上，包括世俗與教會，對於以莊嚴隆重之婚禮儀式，一方面建立法所認可之結

合模式，另方面可用以區別其他非法結合方式，兩者意見並無不同。518
 

                                              
516

 Gratian,C.30 q.5 c.7. 
517

 薄潔萍，頁 93-95。另杜比於 Medieval Marriage :Two Model from Twelfth-Century France, p.4-5 亦有列出法蘭西

北部之婚姻儀式。 
518

 Duby , Medieval Marriage  Two Model from Twelfth-Century France,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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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近親婚姻 

改革者推行改革運動時，非常關心亂倫（Incest）一事。布爾查德（Burchard）在

其編纂之法令集中（共 20 冊），用 7 冊之篇幅描述此項主題，並在附錄中敘明禁止結

婚之 7 親等關係之計算，布爾查德（Burchard）於法規中並規定對締結此種婚姻者應被

驅逐出教（Excommunication），夫妻雙方與子女均屬法律上之不名譽（Infamous），該

婚姻並為無效。該意並獲得包括伊夫（Ivo）編纂之法令集，數任教宗及多次宗教會議

之支持，而包括立法者、法學教師與教會當局也齊力禁止內婚（Endogamous，同族婚）
519之締結，即使關係甚遠亦同，以彰顯血親（Consanguineous）之結合與神法抵觸，違

反者將受到宗教上之處罰，如驅逐出教、不名譽或懺悔禮儀等結果。520
 

對 11 世紀之教會而言，反對血親婚姻亦蘊含世俗之利益，按改革者可藉此劃下一

道堅固之法律防線。例如，在遺贈給教會之財產以及該些財產捐贈家族之成員間，限

制家族藉由婚姻創造出更多關係網絡，可確保教會財產免受眾多親族於捐贈後仍向教

會主張權利。教會要求家族停止與其成員進行內部婚姻，至少可打破土地受家族壟斷

以及封建貴族之經濟及政治上權力。 

雖然上開理由並無具體明確之證據佐之，但教宗、主教、宗教會議以及教會法學

者，似乎均認一旦封建財產可分配予多數持有者，教會便得將該為數甚眾之封建土地

從原本直接控制之貴族團體手中解放出來。是故，一個為達此目標而經過精心計算過

之異族婚姻（Exogamy）政策，獲得改革者充滿活力並持續以教會法規中禁止血親婚姻

之配合。521但血親婚姻之禁止猶如劍之雙刃，若由神職人員所持，能防止（至少不鼓勵）

同族通婚，反之，平信徒們亦快速察覺，其亦可運用教會法規中禁止血親結婚之規定

來解消其認為無利益或索然無味之婚姻。因此，教會法學家為與貴族內婚爭戰而鍛造

之武器，搖身變為平信徒持以對抗神聖婚姻不可解消規定之工具。 

與之相似者，乃一連串教會法規對於姻親，或其他虛擬之親屬所作之限制。禁止

與因婚姻或收養而成立之親屬締結婚姻，有其悠久歷史，歷代之教會法規編纂者均會

將此部分納入。相較前人先輩之貢獻，改革者則更強調一些細微之姻親關係，特別在

教父母與教子女，以及同為教父母（co-godparents）之間，惟查，此種限制之理由似非

來自宗教，畢竟，教父母關係乃一種創造出來之家庭連結，該項連結並不像由婚姻關

係而生連結（姻親）般之親密。故學者推測，教會法改革者可能看出限制姻親關係，

既可作為奉獻者家族向教會財產提出法律上主張時之武器，亦可藉由斷絕教父母關

                                              
519所謂「內婚」，指限定選擇配偶於一定範圍之人之制度。請見史尚寬，頁 77；亦有解釋為僅准同一世代之子女

互為結婚，見陳棋炎、郭振恭、黃宗樂著，頁 59。 
520

 Burchard,Decretum, book 7,in PL 140:779-780. 見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p.191-2 and note.60. 
521

 Duby,pp.35-37,48；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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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來擊碎由此建立之家族團體與其封建財產間之連結。522
 

由教會改革者所倡導之一連串婚姻法與實際之發展，使杜比 （Duby）主張於 11

世紀之婚姻於理論上出現二種類型：一是宗教上之類型，其係以持續限縮焦點於異族

婚姻、婚姻不可解消以及自由決定婚姻等部分；與之相對為世俗類型，其特徵係包括

內婚姻、離婚與再婚之可能，以及家族對年青人在婚姻選擇上之實際掌控。523
 

相對於上開學者提出自世俗角度探討禁止血親結婚之原因，格拉濟亞於法令集

中，則針對聖經本身於舊約似乎允許血親結婚之記載，解釋為何後來教會反對血親結

婚之理由。格拉濟亞認為，舊約中之血親結婚（如：亞當與夏娃之後裔，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等）係有當時之時代背景與需求，但當人類數目眾多時，同族繁衍之必然

因素已不存在，且當猶太人因不相信而遭到棄絕，福音之傳揚便交到一般人手中而不

再限於僅有以色列一族，故教會自得出於時代及本身之權柄限制血親結婚。524且羅馬法

及希臘法均禁止血親結婚。525
 

至於教會禁止血親結婚之範圍為何是 7 親等，格拉濟亞係引用教宗額我略之意見，

其認為根據法律文件規定，容許對 7 等親內之繼承財產加以執行。526至於親等如何計

算，包括教宗亞歷山大及伊西多羅（Isidore）法令集所提出之方式均為，第 1 親等包括

父母子女，於此親等內之人不能通婚（故兄弟姊妹屬同一親等）。第 2 親等之直系為祖

父母及孫子女，以及旁系之兄弟姊妹。在直系方面，因每個人均有父母，父母亦均有

其父母（對孫輩而言為祖父母），故於此親等中，每個人均有來自兩方面之親屬。於旁

系方面，則有兄弟姊妹（以下同）。527因夫妻為兩人一體，故妻子之血親等同於丈夫之

血親，而姻親之親等計算亦同。528
 

第三款  其他婚姻障礙 

    除血親及姻親，改革時代之教會法學者也進一步將其他之婚姻障礙事由細緻

化。修女、寡婦或其他曾在上帝面前立誓之婦女，均禁止結婚，若其結婚，教會法庭

可能會主張該結合無效。心神喪失（Insane）之人同樣無資格結婚。529
 

                                              
522

 Joseph H. Lynch, ‖Baptismal Sponsorship and Monks and Nuns,500-1000, ‖American Benedictine Review 

31(1980)108-114. 見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94 and note.71. 
523

 Duby, Medieval Marriage,pp.3-22；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 p.194. 
524

 Gratian, C.35 q.1(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九款參照)。 
525

 Gratian, C.35 q.2 c.2(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九款參照)。 
526

 Gratian, C.35 q.2 c.1(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九款參照)。教宗見解，似認為 7 親等內之遺產仍須受執行，7 親等

之外即免執行，故教宗似以世俗法（教宗未說明該法律之名稱）有關遺產繼承之親屬範圍，作為教會決定身分親

屬關係之判斷標準。 
527

 Gratian, C.35 q.5 c.2&c.6(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九款參照)。教會之此種親等計算方式，係來自日耳曼古法，見

栗生武夫，法の変動，頁 137-8。 
528

 Gratian, C.35 q.5 c.3. (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九款參照)。 
529

 Burchard, Decretum 8.30~31 (= Ivo, Decretum 7.49-50); 8.38 (= Ivo, Decretum 7.57); 8.46 (= Ivo, Decretum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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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對於信仰不同之夫妻，教會當局仍不准許如基督徒與阿拉伯人（Saracens）

或與其他非基督徒間之婚姻。但有證據顯示，於地中海沿岸之十字軍王國（Crusader 

kingdoms）及西班牙，曾存在上開結合。再者，雖然沒有法律禁止拉丁教會與拜占庭或

其他東方教會之基督徒結婚，但當時仍有許多不允許上開結合之實例。530
 

對此，格拉濟亞則提出婚姻「合法/非法」及「成立/不成立」之階段判斷標準，認

為合法之婚姻係依照法律規定或地區習慣來認定，故於未信者間，婚姻雖合法但尚未

成立，因為其婚姻不具永久性與單獨性，故一旦給對方休書，兩人便可合法離婚並與

他人結婚，這雖與神法有所衝突，但未信者並不瞭解神法之規定。531
 

饒富意義者，乃教會法保障奴隸與農奴之婚姻，即便該婚姻之男女雙方分屬不同

主人亦同，且教會更禁止奴隸之主人拆散此種結合。532格拉濟亞法令集對此亦贊同。533
 

   其次，教會法改革者延續教會長期以來反對重婚（Bigamy）之立場。至於再婚

（Remarriage），雖有好幾個案例及教會法令支持對再婚者施以懺悔禮儀之處罰，並規

定若寡婦一旦再婚，將喪失對其子女之監護權， 534但教會卻吝於引用數世紀前之

Pseudo-Gelasian 教會法令曾表示之「對軟弱人性之讓步」（a concession to human 

frailty），來允許再婚。抑且，為表彰教會不贊成再婚，部分教會高層警告神職人員不應

出席再婚之慶祝會。至於再婚之男性，則當然持續無權擔任聖職。535
 

第五節  離婚與再婚 

第一項  婚姻不可解消 

在越過千禧年後一直到大約西元 1140 年格拉濟亞編纂完成法令集前，教會法學關

於離婚與再婚之政策係經歷一個重要之轉變。如前所述，早期之改革者係使用禁止血

親婚姻之原則，來阻擋上層階級盛行之同族或血親婚姻。據學者表示，當時之教會當

局已準備犧牲婚姻不可解消之原則來解決因內婚姻所衍生之問題。隨後之改革者，從

                                                                                                                                                        
8.50 (= Ivo, Decretum 7.68) ; Decretum 9.30 (= Ivo, Decretum 8.168). 見,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95 and note77,78.  
530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195. 
531

 Gratian,C.28 q.1 c.17（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二款參照）。 
532

 Burchard, Decretum 9. 19 (= Ivo, Decretum 8. 157) and 9.29 (= Ivo, Decretum 8.167, Panonnia 6.40), in PL 

140:818-19. 見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p.195-196 and note 81； 
533

 Gratian,C.29 q.2 c.8（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三款參照）。 
534

 Ivo, Decretum 8.271~74, in PL 161 :644.見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96 

and note 84. 
535

 Burchard, Decretum 2. ly (= Ivo, Decretum 8.160, 315, and Panormia 6.67); .rcbard, Decretum 9.24 (= Ivo, Decretum 

8. 162), in PL lp:819. 見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96 and note 87,88；

Gratian,C.28 q.3 c.2（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二款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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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爾（Chartres）之伊夫（Ivo）開始，便將此項政策轉向維護婚姻不可解消主義，必

要時，可允許內婚之存在。此轉變看似輕微，結果卻有天壤之別。536故於格拉濟亞法令

集有關婚姻之案例（Causae）中，於第一個案例格拉濟亞便引用諸多權威意見，表示婚

姻係因意思而成立，故雙方間成立婚姻之約定時，婚姻即為成立，至死方消滅。537
 

第二項  各種夫妻分離之原因與處理方式 

雖然所有本時期之教會法學者均同意不應鼓勵夫妻分離。然而，面對實際需求，

仍須就各項具體事項，判斷是否構成夫妻分離之原因並進行處理。原則上，夫妻分離

需具有重大事由，對無理由遺棄配偶之人則加以處罰；若僅因不喜歡或厭惡對方外貌、

習慣或個性，要難作為分離之適當原因。538安瑟莫（Anselm of Lucca）堅持，僅血親婚

姻、姻親婚姻與不能人道，才能作為夫妻分離之特別事由。而伊夫（Ivo）依舊高舉悠

久傳統所指，重大違反婚姻誓言之通姦，方足做為夫妻分離之合法事由，亦且，伊夫

認為不應鼓勵分離，反倒要盡一切努力來進行調解，故在發生通姦情事，需所有嘗試

均徒勞無功，才能選擇夫妻分離之最後解決之道。539
 

關於配偶無故或有意離家，無法與一方履行同居義務時，教會有認為當妻子失蹤

時丈夫可再婚，但丈夫若失蹤或在延長期間仍行蹤不明，被遺棄之妻子僅能在確定先

生死亡後方能再婚。另一個權威意見則表示，當丈夫被敵人俘虜，並無合理期待會獲

得釋放時，妻子便可再婚；惟該丈夫一旦獲釋，妻子需回到該丈夫身邊，第二任婚姻

則推定終止。至於多數意見係取其中間之立場，妻子若有堅定信心認為丈夫已死，就

可再婚；一旦該信念證明為錯，她就需要離開第二任丈夫而回到第一任丈夫身邊。540格

拉濟亞之法令集就上開三種意見似亦採第三說之見解。541
 

至改革後期，大部分之教會法學者開始允許夫妻以通姦、血親婚、姻親婚，以及

推定死亡等事由來彼此分離或離婚。心神喪失（Insanity）在求婚階段堪認為拒卻

（Prohibition）之事由，但若不顧此事由而仍結婚，即不可再援用該事由而要求分離。

                                              
536

 Duby,pp.192-193；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99. 
537

 Gratian,C.27 q.1&q.2 c.3—c.15（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款參照）。 
538

 如法蘭西王 PhilipⅠ便因不喜歡第一任妻子過胖而將之廢黜。見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p.200,note 113. 
539

 Burchard, Decretum 9.81 (= Ivo, Decretum 8.217 and Panormia 7.41, in PL 140:830:Ivo Decretum 8.237 (= 

Panormia 7.4), 8.242 (= Panormia 7.35~37), 8.243 (= Panormia 7.38), in PL 161 :635~37. 見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p.199-200 and note 115,116. 
540

 Coll.74T 63.272(= Ivo, Decretum 8.244 and Panonnia 6.87), ed. Gilchrist, pp. 165-66; Ivo, Decretum 8.245 (= 

Panonnia 6.89), in PL 161 :638; Burchard, Decretum 9.55  (= Ivo, Decretum 8.190, Panormia 6.86), in PL 140 :824; 

Burchard, Decretum 9.56 (= Ivo, Decretum 8. 191), 9.57 (= Ivo, Decretum 8.192, eia Panormia 6.88), 9.58 (= Ivo, 

Decretum 8. 193), in PL 14o:824-25. 見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201 and 

note121-123. 
541

 Gratian,C.34 q.2 c.6（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八款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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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之一方於締結婚約後方心神喪失，教會法學者拒絕解消該已結合之婚姻。542但以上

限制亦有例外，如對血親結婚之情形，若夫妻經過多年養兒育女後，方發現彼此間為 6

或 7 血親關係，教宗額我略便表示，此時夫妻不需分離，允許在此狀況下可獲教宗之

赦免。543
 

但此時期對不能人道（Impotence）與性冷感（Frigidity）之處理則意見紛歧。教宗

額我略（Gregory）於回答某位主教之信函中表示，若妻子主張自己想要成為母親，生

育子女，向聖物發願，有 7 名作為協助誓約之親人，表示其與先生並未肉體交合，因

為兩人尚未成為一體。在此種情況下，妻子可締結第 2 個婚約，我之所以允許，乃是

因為肉體之軟弱至於生來不能人道之男子，必須維持無婚姻生活之狀態，一旦另娶，

有關該婚姻之誓約均屬偽證。544。但蘭斯（Reim）之主教安克馬爾（Hincmar）則提出

魔幻或巫術可能導致暫時地無性能力，故因此種原因致不能人道之夫妻，建議接受守

節、奉獻、禱告或接受驅魔（Exorcism）等方式，若均無效果，夫妻可以分離，但均不

能再婚。 

若丈夫主張其能人道但妻子否認時，根據香檳（Compiègne）宗教會議之意見，認

為此時應作有利於丈夫之認定，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545
 

於改革時期教會法學者開始承認之另一項夫妻分離之事由，就是夫妻雙方或一方

決定遁入空門。此種決定強調需經過夫妻雙方之討論，夫妻之任何一方不可單方面決

定自己要遁入空門。任何自我決定者將被排除於修道院之外，並會被要求繼續與原配

偶同居。在雙方同意分離，允許一方遁入空門時，仍留在俗世之一方不可再婚。546
 

到了 11 世紀末，教會法改革者已就夫妻分離與再婚之法達成共識，即限制屈指可

數之法定分離事由：通姦、血親婚、姻親婚，某種情況下之不能人道，或遁入空門）。

然而，教會法學者就夫妻分離後再婚所形成之共識並未立刻或全面性地被接受。在西

方教會勢力邊緣，如冰島以及日耳曼等地區，直到進入 12 世紀，仍存在可接受範圍廣

泛之離婚與再婚事由之現實狀況。但在西歐之大部分地區，則逐漸進入教會婚姻法全

面適用之階段。 

                                              
542

 Burchard, Decretum 9.28 (= Ivo, Decretum 8. 166, Panormia 6.93), in PL 140: 819. Ivo, Decretum 8.254 (= Panormia 

6.28) and 8.265, in PL 161 :640, 643. 見 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201 and 

note125-126；Gratian, C.31q.1（可否離棄通姦之妻）, C.32 q.1（可否娶娼妓為妻）、C.32q.6（姦夫可否離棄淫婦）

均為適例。 
543

 Gratian,C.35 q.8 c.1（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九款參照）。 
544

 Gratian,C.33 q.1 c.2（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七款參照）。 
545

 Gratian,C.33 q.1 c.3（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七款參照）。 
546

 Gratian,C.27 q.2 c.16—c.34（本章第二節第三項第一款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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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本時期教會婚姻法之特徵 

第一項  貫徹「兩人一體」之基督教婚姻觀 

在教會改革動力之驅使下，本時期之教會當局，教會法學者及格拉濟亞法令集，

確實對包括婚姻之本質，婚姻之成立，婚姻之障礙及婚姻之解消，均提出較中世紀初

期更為深入之探討與解釋。然而，本文認為，綜覽教會針對上開議題提出之各項主張，

其最底層思想，乃教會堅持一千多年未曾改變，源自於聖經之創世紀中記載：「所以，

人要離開父朮，與妻子連合，兩人成為一體」（創世紀 2 章 24 節），以及由耶穌繼續闡

釋：「所以，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馬太/瑪竇福音 19 章第 6 節）。 

正因夫妻乃無法分割之兩人一體關係，故只要一結婚，此種關係便融於雙方之骨

肉間，其他人並無任何介入與分享之空間，自然產生「一夫一妻制」。因「兩人一體」

之關係，婚姻關係係至一方死亡方能解消，故夫妻之一方於他方仍生存時之再婚、婚

外情，當然無法允許，均屬犯罪。也因夫妻之兩人一體關係，使對於血親間結婚之限

制同樣適用於妻子姻親之一方（Gratian, C.35 q.10 c.1）。 

此種強烈認為夫妻為兩人一體關係之主張，亦為基督教婚姻觀與世俗婚姻價值之

最大區別所在，相對於兩人一體之基督教婚姻觀，世俗婚姻之價值則將重點放在維護

父系親屬（Agnatic Lineage,Patrilineage）之利益，確保家產之繼承，或遂行個人內心性

慾，一旦上述目的無法達成或曾經存在事後消逝，婚姻便失去其存在之價值，可繼續

尋覓下一婚姻。 

 其次，教會之所以主張婚姻係「兩人一體」關係，理由乃如耶穌所稱婚姻是「神

所配合的」，是教會之婚姻觀係以「神本」為立論基礎。反之，世俗婚姻觀，上至王公

貴族，下到一般庶民百姓，雖身分地位差異甚遠，但談到婚姻，相似度卻很高，就是

一旦有錢有勢有地位，人之慾望便容易升起，婚姻遂成為滿足、確保及維繫任何與「人

本」為出發點之一切目的之可利用工具，故教會婚姻觀與世俗婚姻價值之衝突，表面

看是教會對抗個人，實際上是「神」對抗「慾望」，後者常被教會描述成「罪」。 

第二項  婚姻為個人意思而非家庭意志之事務 

其次，因婚姻成立後係至死方能分離，故究竟有無結婚顯得格外重要，對此，本

時期之教會及教會法學家（如格拉濟亞），便開始區分婚姻之「開始」、「成立」，以及

婚姻是否「合法」等不同類型。而本文認為，其中最重要者，似為確保婚姻係由個人

意思可締結，而非家庭意志可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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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婚姻為當事人間意思合致便可成立，此為羅馬法便已確定之原則，但千年以來

之西歐社會，因子女始終生長於由父母掌管之家庭，或由族長控制之家族中，且無論

根據羅馬法或日耳曼傳統，買賣婚均非罕見，故婚姻更可作為延續、擴張家庭（族）

財產之重要手段，子女遂如奴隸或等同於待價而沽之人質，要無可自由決定婚姻之餘

地。 

然本文認為，或因基督教之神職人員本質上屬捨棄家庭，獻身貞潔、貧窮與服從

（修院三願）之人，故強調個人與上帝之關係重於其他世俗關係，對基督徒來說屬理

所當然。是故，將上開思想落實於婚姻之締結上，教會強調婚姻係基於雙方意思即可

成立，應有一定之說服力。此外，於千禧年過後，因西歐社會經濟環境改變，工商業

興起，子女未必要如同父母般一輩子僅能在某莊園貢獻心力，而是可前往城市自尋出

路，又西歐家庭也逐漸改為核心家庭，凡此均可動搖，甚至破碎西歐社會長久以來家

父權主宰一切家庭事務（包括子女婚姻）之緊箍咒。 

如此一來，婚姻方成為單純之個人事務，而非家庭（族）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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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會婚姻法之實踐與評價  

如前所述，自千禧年後至 12 世紀，因受人口增加，民智漸開之影響，故描述此時

期婚姻案例之資料，相形之下，係較中世紀初期豐富許多，且所記載之對象亦相當多

樣，除包括君王貴族、一般世俗百姓及神職人員等社會各種階級均在其中之外，並針

對上開各身分、階級之人員於結婚、離婚或產生婚姻爭議時，教會或國家當局如何介

入、處理之過程，加以記錄。 

以下，基於本文所蒐集並閱讀之資料，提出下述 11 則包括王公貴族、世俗百姓及

神職人員之婚姻實例，除可反映出此時期之不同身份、階級之婚姻實象外，亦可觀察

教會如何將本身之婚姻觀與婚姻規範落實在各該具體案例內。 

第一節  聖俗婚姻之實例 

第一項  王公貴族 

第一款  法王菲利普一世（PhilipⅠ）及其子 

法蘭西國王羅伯特之子亨利一世（HenryⅠ,1031-1060），在遺棄了第一任妻子後，

找了一位任何教宗均無法基於倫常關係之理由或疑慮來反對之對象：一位俄羅斯公

主，基輔（Kiev ）之安娜（Anna），兩人育有三子，亨利對此感到滿意。當長子菲利普

一世（PhilipⅠ）繼位時，一切又重新上演。 

菲利普與首任妻子，來自荷蘭之柏絲（Berthe）結婚時年方 20 歲，兩人有表親關

係。9 年後柏絲仍膝下無子，經她禱告後，生下包括路易六世（LouisⅥ）在內一名男

丁之四名子女，不過，仍在 1092 年，即婚後 20 年被菲利普離棄，並遭菲利普軟禁於

本為柏絲嫁妝之城堡內。處理完柏絲後，菲利普被安如（Anjou）伯爵之妻柏翠達

（Bertrada）所吸引，並在柏翠達尚未與伯爵離婚時，決定娶她為妻，之後在眾多主教

觀禮祝福，並取得藍斯（Reins）之大主教之許可下，兩人成婚。 

菲利普之婚姻正好為當時法國境內方興未艾之政教衝突再添引爆點。 

1094 年 10 月 15 日，教宗使者及里昂之大主教胡格斯（Hugues）率領 32 位主教聚

集於歐頓（Autun），宣布將國王菲利普驅逐出教。按此時在法國存在南、北之對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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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北方係由國王掌控，其承繼傳統卡洛林王朝主張，認為每一個王國內之教士均應

服膺於神聖之國王領導；而另一方面，南方則力陳屬靈之權柄應高於世俗，故國王應

服從主教，主教則一致服從在羅馬之主教權威（即教宗），若此說成立，則國王勢必屈

服於教宗之下。為使法國國王能向教宗屈膝，以南方代表為主之教會勢力遂有此次將

國王驅逐出教之舉。 

1095 年，教宗烏爾巴努斯二世（UrbanⅡ,1088-1099）邀集眾多主教、修道院長聚

集在克勒蒙（Clermont），對菲利普之第二次婚姻提出嚴厲譴責，一致認為菲利普在「妻

子仍在世，就娶了自己臣侯之妻」，且因「兩人有表親之關係」，故菲利普係成立通姦

及亂倫之處罰，對當時之社會來說，國王之第二次婚姻之所以使人震驚，不在於國王

重婚，也不在於重婚時第一任妻子是否還在人世，而是國王竟然將另一個男人之合法

妻子娶為己妻。將一位法國國王驅逐出教，事屬嚴重，這也顯示教廷係盡全力欲與世

俗國王對抗之決心。 

1096 年，菲利普表示願意順服並棄絕通姦。教宗烏爾巴努斯二世 Urban 立即寬恕

國王之罪愆。不過，柏翠達卻始終沒有離開菲利普之皇宮寢室，因此，1099 年，怒火

中燒之普瓦泰（Poitiers）主教更新了對菲利普之驅逐出教處分，當時普瓦泰之公爵仍

不顧教會禁令，持續對國王表示尊崇，此亦凸顯對當時之王公貴族來說，國王之婚姻

狀況並非如此可非難。 

隨著時間經過，國王與教會之爭亦逐漸平息，雙方瀰漫和解之氣氛。1105 年，國

王、柏翠達與來自沙特爾（Chartre）、都爾（Tours）、奧爾良（Orleans）、翁熱（Angers）

等地之大主教及主教齊聚巴黎，當場唸出教宗 Paschal 二世之信函，奧爾良及巴黎主教

問國王，是否準備棄絕肉體及非法交合之罪？菲利普國王赤足並穿上懺悔之服，宣誓

「除非在值得信賴之人面前，我將絕不再與這個女人有關係並交談。」柏翠達也作出

類似之宣誓。所以對國王之驅逐出教詛咒就此解除，但是否就此風平浪靜？不。菲利

普與柏翠達仍繼續同居，並生下至少三名子女。又兩人於 1106 年前往翁熱時，更受到

柏翠達合法丈夫之熱烈歡迎。 
547

 

綜上，無論是當代或中世紀之編年史家對菲利普國王之歷史評價，咸認他是一位

好色並沈溺於床第之事之人。但杜比卻有不同之看法。首先，杜比認為所有對菲利普

之評價均出自當時唯一能書寫文字之人—教士與僧侶之手。按中世紀時，教會對文化

之傳播係唯一之壟斷者，並可決定何種內容可流傳後世，而此些書寫文字之人，其接

受教育之學院或組織均受教會思想，特別是主流思想所支配，因此，婚姻合法與否，

完全繫於教會。 

承上，杜比建議吾人拋開那些對菲利普「邪惡」、「好色」等描述，將眼光調整至

非當代文獻所認同，甚至當代文獻所未記載，那些願意一路跟隨、贊同菲利普國王之

                                              
547

 Duby,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p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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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主教，其等所認同之婚姻道德為何？為何菲利普於離棄第一任妻子後，情願干

犯眾怒與這位教會認定僅屬國王之「妾」同居十多年均未離棄？因此，杜比認為，國

王如此作為背後之因素可能相當複雜，不過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係與國王之光榮家

族有關，與國王之世襲財產有關，換言之，國王必須將從家族延續下來之一切交到一

個合法之子手中。 

如前所述，直到 1092 年，菲利普只有一個皇子路易六世（Louis Ⅵ，與第一任妻

子所生），但當時這年僅 11 歲之子身體孱弱，在不期待與第一任妻子能繼續生育子女（特

別是男性）之情況下，菲利普只能另覓其他對象。 

對當時僅存一個空殼之法蘭西卡佩王朝（Capetian Monarchy），國王之首要任務厥

為鞏固日益減少之疆域，因此，能否與有權有勢之皇家後裔或大家族聯姻便是國王最

關心之課題。此外，當時法國防衛力量最脆弱之部位，剛好由柏翠達之兄長負責戍守，

柏翠達具有皇室血統，在其與安如伯爵之婚姻中更生下包括 2 名男丁在內之 3 名子女。

若伯翠達僅為國王之妾，則該二子純為私生子，這正符合菲利普敵人之心意，惟一旦

菲利普與伯翠達之婚姻合法，對菲利普而言，因增加了 2 名合法之繼承人，有關整個

皇室之繼承危機將會銳減。承此，方能理解為何菲利普大費周章要在主教面前舉行婚

禮，並盡力維持兩人之婚姻狀況，菲利普之堅持一直到長子路易六世確定有生育能力

並順利生下男丁後方得著釋放。至於為何在目的完成後仍對伯翠達不離不棄，杜比推

測，可能是出自於愛。 

雖然菲利普年老時，係陷落於懼怕地獄之苦的困境中，期待主教能介入並正式洗

淨其因肉體性事之樂所觸犯之罪，但杜比認為，包括菲利普與其他同時代之人，均不

認為他在娶妻這事上有任何錯誤。548
 

附帶一提，菲利普之子路易六世，在原本反對其父親第二次婚姻最力之伊夫（Ivo）

主教之強烈催促下，先與雅蝶來得（Adelaide）結婚，兩人至少生了 6 男 1 女，接著，

又娶伊蓮兒（Eleanor）為妻，15 年後該婚姻以兩人間具有三等表親之關係而宣告無效。

伊蓮兒便嫁給英格蘭之亨利二世，但若嚴格執行路易與伊蓮兒之親等限制標準，則伊

蓮兒與亨利亦屬四親等之表親。對此，教宗尤金尼烏斯三世（EugeniusⅢ,1145-1153）

很認真地嘗試調解，並強調重點在婚姻之忠實度而非倫常關係，此種見解之變更是相

當值得注意。 

1165 年，路易六世娶了第三任妻子，並為他生了菲利普二世，菲利普第一任妻子

就為他生了路易八世，而菲利普娶了丹麥之英格褒（Ingeborg）為第二任妻子，但據說

從兩人結婚之日起就厭惡她。因此，法蘭西主教會議在 1196 年解除該段婚姻，但教宗

伊諾森三世（InnocentⅢ,1198-1216）拒絕承認該會議效力。此一爭議係在菲利普第三

任妻子過世後，菲利普以回復英格褒（Ingeborg）之身分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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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by,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p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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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克（Brooke）認為，上述法蘭西國王聲名狼籍之婚姻長篇故事，可帶給吾人多

面相之詮釋。首先，善盡職責之法蘭西主教係推定皇室權力及國王意願應慎重對待。

其次，建立於 11 世紀之親等婚姻制度隨即成為一個意圖逃避者之絕佳藉口，雖亦可能

成為良心之沈重負擔。然而，即使在當時重視親屬與血統關係之社會，要人知道其 6

等親表親為誰，仍然十分困難。因此，此種深奧之親等計算方式僅能適用於上流階級

之人。而當 12 世紀之教宗目睹一股婚姻之潮流緩緩進入教會法庭時，他們精準地意味

出基督教婚姻之穩固性將遭受親等婚姻制度之威脅。故教宗依諾森三世非難菲利普與

英格褒（Ingeborg）之婚姻時，可看做基督教面對法蘭西國王動輒離婚之止息手段。最

後，以上混亂之婚姻故事，通常僅能呈現模糊之細節，更難窺知當事人之動機，但政

治上之矛盾與利益通常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大多數焦慮之國王中，有個顯明之

心思意念：對越多越好之男性繼承人之渴求，俾利面對疾病及驟死之影響。因此，布

魯克（Brooke）認為，對合法男性繼承人之熱切懇求，使歐洲之國王貴族趨向尋求一夫

一妻制。549
 

第二款  神聖羅馬帝國亨利二世（Henry Ⅱ） 

神聖羅馬帝國（The Holy Roman Empire）之奧圖三世（Otto Ⅲ，982-1002）過世

後並無子嗣，經貴族推選，由亨利二世（1002-1024）繼位。經歷人類第一個千禧年，

使亨利相信自己為末世之統治君王，為此，他立下重建世界秩序與和平並淨化上帝子

民之宏願，故他增加主教之世俗權力，允許主教在各自領域內享有國王特權

（Prerogative）。不過，亨利係謹慎挑選可行使上述權力之主教，來源則是國王自己之

小禮拜堂中最優秀之教士，並持續招募那些最適合牧養平民百姓並將其行為歸正之教

士進入世俗。 

為使人民得著潔淨，亨利決定以身作則，先自我潔淨，而婚姻就是最佳之示範對

象。根據 12 世紀之僧侶所撰之傳記，亨利與其妻子香儂歌蒂（Cunégonde），兩人均為

天國之故而自閹，故香儂歌蒂保有絕對之婚姻貞潔，因她係在有高尚情操之亨利同意

下，奉獻其貞操予天國之王，並保留至世界末日。由教宗依諾森三世（ Innocent 

Ⅲ,1198-1216）頒佈描述二人之教令，則記載香儂歌蒂雖與亨利結婚卻使國王聖潔，此

外，亨利並於臨終前對香儂歌蒂之父母表示：「我將王后歸還於你，正如你託付給我一

般。當你交付我時她是處女，我現在歸還時她仍為處女之身。」前開教令最後尚記載，

為破除對王后是否仍為處女之疑慮，香儂歌蒂願意接受火之神判，故她裸足行走在燒

紅之鐵上，最後毫髮未傷。最後，亨利大帝在無任何子嗣下離世，並於 1146 年被封為

聖徒，香儂歌蒂則在 1200 年亦被封為聖徒，雖神聖羅馬帝國之日耳曼皇帝均以神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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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oke,pp.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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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志，最後受教廷封聖僅有亨利一人。550
 

雖然上述傳奇亦可僅視為亨利是一位當妻子無法生育時，仍能自我克制不離棄妻

子之國王，而此種以國王之尊而願意順服教會婚姻觀之實例，除亨利外亦後繼有人。551
 

第三款  馬士河之伯爵迦勒倫（Galeran,Count 

of Meulan） 

    於 11 世紀前半，馬士河之伯爵迦勒倫強烈要求要離棄他合法之妻子，究竟是

因為妻子通姦、兩人為近親或者伯爵另有所屬，均不得而知。不過，那位遭伯爵揚言

要離棄之妻子向主教尋求庇護。因此，沙特爾（Chartres）之主教福爾伯特（Fulbert）

因此介入迦勒倫之要求中。雖魯昂（Rouen）之大主教曾告知福爾伯特，迦勒倫係一厚

顏無恥之徒，但福爾伯特卻一再向迦勒倫表示，他不能在妻子仍在世時將之離棄，而

迦勒倫便轉稱妻子雖在世但已逃走並要求福爾伯特應交出妻子，若妻子拒絕，福爾伯

特則應將她驅逐出教。否則，迦勒倫表示：「就是你們這些神職人員逼我去搞婚外情！」 

    經詢問迦勒倫妻子，其明確表示拒絕再與先生回復關係，她非常清楚先生之

為人，並認為遁入空門將是她最好之選擇。聽完後，福爾伯特並無強迫她成為修女，

亦無禁止她朝此方向前進，但從與迦勒倫之交手經驗，無論如何福爾伯特將不會讓這

妻子回到丈夫身邊，因為迦勒倫很可能會將其妻殺死。 

    迦勒倫見妻子返回一事並無下文，便催促福爾伯特能讓他再娶，並空言係遭

妻子遺棄。福爾伯特拒絕迦勒倫之請求，但從其流傳下來之信件中，可知迦勒倫在否

認第一任妻子後，早已展開其另娶之作業，故福爾伯特認定，至少在精神上，迦勒倫

是有意識的觸犯重婚之禁令。但對迦勒倫來說，其新婚姻仍應獲得主教之許可方為大

功告成，對當時社會，特別是上層階級之人來說，這是一個共通之願望。只不過，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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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by,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pp.57-9；Leclercq, 

Dom,Jean,O.S.B., p.44-5；王任光，頁 268。為何只有亨利二世獲教廷封聖，王任光認為，神聖羅馬帝國之帝王，

雖均以查理曼大帝之繼承人自居，並以「政教合作」為基礎，但自神聖羅馬帝國之奧圖大帝（OttoⅠ ,the 

Great,936-973）肇始，僅將教會視為可控制之政治工具，與查理曼除強調教會之政治功能外，尚強調教會之真正

使命—改造人心，相去甚遠，但亨利二世則是日耳曼帝王中，唯一既重視教會之政治功能，又希望與教會共同改

造社會之統治者。參王任光，頁 265-8。 
551

 如 13 世紀末之波蘭皇后 Boleslas，當她嫁給國王後，因國王深愛皇后，故國王先允許她基於對聖母之愛保有

貞操 1 年。雖然根據任何聖經經文、權威意見，她與國王發生性關係均屬正當，皇后仍決定繼續與國王維持此種

關係，但基於王室繼承權之緣故，不但朝中大臣，連一般百姓都對此段婚姻展開嚴厲之批評，因此，國王決定結

束此段婚姻關係。但皇后因著向施洗約翰/若望（St. John the Baptism）懇切禱告，國王改變心意，重新接納皇后，

兩人不但仍維持貞潔之愛，皇后更成為國王在處理國政事務上之最佳幫手，時常為她地上之夫君禱告，使其在戰

事上能成功得勝，結果亦如皇后之禱告。因此，全國人民都歡喜接受皇后。最後，皇后成功說服國王，將繼承權

交給另一支系。見 Leclercq, Dom,Jean,O.S.B., p.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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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倫期待獲准之理由是：他沒有妻子，他在燃燒，他會犯罪。 

    作為一個優秀之裁判者，福爾伯特仍認為將妻子送回會發生致命之危險，故

決定：「她當成為修女（she should taking the veil），這會比被謀殺來得好，而修道院功

能之一便是保護那些與丈夫間有麻煩之妻子」。552
 

第四款  安如之伯爵吉歐弗雷（Geoffroi,count 

of Anjou） 

吉歐弗雷伯爵，於 1032 年第 1 次結婚，當時他已 26 歲，第一任妻子係由其父方

奎尼拉（Fouque Nerra）所選，阿逵塔尼大威廉（William the Great of Aquitaine）之寡婦，

女繼承人艾格尼斯（Agnès）為妻。艾格尼斯家世顯赫，她為勃艮第（Burgundy）伯爵

之女，義大利國王之孫，並為查理曼大帝後裔，而兩人婚姻係盛大舉行。但於 1050 年，

吉歐弗雷便廢棄艾格尼斯。原因不難理解，按當時之人均心知肚明，此二人為近親關

係。依照兩人結婚當年，掌管聖舍爾吉（Saint-Serge）修道院死亡登記之僧侶便記錄該

二人係三等親血親關係。且於聖奧賓（Saint-Aubin）修道院之編年史更記載「吉歐弗雷

與艾格尼斯為亂倫婚姻，而翁熱（Angers）之城鎮因此陷入猛烈之大火中」。 

雖如此，吉歐弗雷仍安然度過與艾格尼斯之亂倫婚姻近 20 年之久，直到 1049 至

1052 年間，他娶葛麗絲（Gréce），前蒙翠爾（Montreuil）領主之妻，現為寡婦（這是

吉歐弗雷所娶之第 2 個寡婦）。接著，在吉歐弗雷人生最後 8 年中，妻子來來去去，如

撇下葛麗絲，以阿德蕾（Adèle）取代，因阿德蕾與吉歐弗雷為四親等血親關係，故吉

歐弗雷當可隨時以近親婚為由擺脫阿德蕾，果如此行時，葛麗絲又被找回來作為妻子，

對葛麗絲厭煩時，再找阿德萊德（Adelaide）當備胎。此種走馬燈似地替換伴侶，完全

係出自於吉歐弗雷亟欲得子之目標始終未達成。按吉歐弗雷第 1 次離婚時已經 45 歲，

雖歲月不饒人，但吉歐弗雷仍瘋狂地在不同妻子（妾）間努力，但因不孕之原因係來

自吉歐弗雷本人，故一切只是徒勞無功。於其臨終時指定其姊妹愛蒙佳德（Ermengarde）

之長子繼承其封號，次子得到城堡，時間為 1060 年。 

惟，本案除可探討吉歐弗雷 4 段婚姻之配偶究竟均為「妻」或僅是「妾」外，尚

有另一重點，即出現在隆薩雷（Ronceray）修道院遺留之房地產契據殘破資料中之地籍

變動記載。正如許多同時期之修道院土地檔案內容，該份資料亦記載土地捐贈者或其

受益人拒絕將原先承諾捐贈給教會（修道院）之土地交出時之爭議處理過程。 

依隆撒雷修道院之資料顯示，有一筆位於索米爾（Saumer）附近之葡萄園係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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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by,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pp.87-9. 經查，依格

拉濟亞法令集中，亦有記載當丈夫自稱妻子通姦時，教父奧古斯丁認為：「…若這男人無法不殺妻子，那就讓他

在妻子仍在世時犯姦淫吧，與其殺人不如讓他另娶她人，以免流血」見 Gratian,C.33q.2c.9。故大主教福爾伯特之

處理方式，亦非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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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給教會，但吉歐弗雷卻將該土地取回，並轉贈予其妻子或妾，該資料據實記錄「首

先給艾格尼斯，之後給葛麗絲，之後給阿德蕾，悠德斯（Eudes）伯爵之女，再一次給

葛麗絲，之後又給阿德萊德，是個日耳曼人…」此紀錄相當珍貴，其不僅可反映出最

真實之一夫多妻狀況，更使吾人得知該片爭議中之土地竟可作為婚姻解決之道。 

事實上，該塊葡萄園係由吉歐弗雷之父方奎尼拉掠奪而來，於 1026 年方逵尼拉將

該葡萄園連同一座索米爾之城堡均作給他合法妻子之嫁妝，雖其妻日後成為寡婦仍持

續保管，並未做任何處理。至即將離世時，方遺贈給女兒愛蒙佳德（Ermengarde），吉

歐弗雷之姊妹，這時愛蒙佳德也已是一位寡婦（本段故事中已經出現 4 位寡婦），為使

她死去丈夫靈魂得享安息，便將此些地產均贈予給修道院。經由上開過程，使吾人得

窺見中世紀印歐社會將世襲財產之邊陲部分分給家庭中之女性成員，如母親、女兒、

姑嫂之現象。 

當愛蒙佳德又要被安排嫁給勃艮第之公爵羅伯特（Robert）時，不但當時有名之僧

侶耶安（Jean）立即表示，此段婚姻之雙方因屬表兄妹關係，故婚姻不合法外，吉歐弗

雷更以此為藉口，從他姊妹手中取回他母親先前之嫁妝，並將之輪流安排「給」他每

一個妻子，當吉歐弗雷過世後，如前所述，因吉歐弗雷並無繼承人，帶有安如封號之

葡萄園就成為愛蒙佳德長子之財產，城堡則留給次子。 

由上可見，女人若無子或遭丈夫離棄時，其地位均相當微弱，而對掌控家庭之男

性而言，縱使已為家中女性所有之財產，一旦落入外人之手，亦可強迫該女交出。553
 

第五款   女伯爵艾格尼斯（The Countess 

Agnes）554 

維勒的歐布雷（Aubrey de Vere），為 12 世紀中葉第 1 位牛津（Oxford）伯爵，曾

娶過 2 名妻子，均無生育任何子嗣，為此深受打擊，因這時他已年屆 40 歲。而歐布雷

之兄弟，傑弗雷（Geoffrey）與當時英格蘭皇家大臣及領主之艾塞克斯的亨利（Henry of 

Essex）年僅 3 歲之女艾格尼斯，在父親之主導下達成結婚之協議，小艾格尼斯並因此

被送往歐布雷處，做為該婚姻協議之人質。到艾格尼斯 6 歲再被送回傑弗雷家，據傑

弗雷稱艾格尼斯係受到細心照顧。但直到艾格尼斯 11 或 12 歲（西元 1162 或 1163 年），

接近可為結婚意思之表示年齡，她堅決否認與傑弗雷所締結之婚姻。而歐布雷於此時，

以「現在意思之話語」（verba de praesenti）與艾格尼斯訂婚。 

    根據王公貴族社會之規矩，其彼此間之所以進行聯姻，係著眼於對方之純正

血統、子孫產量、嫁妝等具體利益，維勒兄弟們之所以分別與亨利之女締結婚約，亦

屬此因。未料於 1163 年，艾格尼斯之父亨利，驟然失寵並因此遭沒收領地，致艾格尼

                                              
553

 Duby,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pp.87-92. 
554

 Herlihy,pp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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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於婚姻市場之價值瞬間蒸發，她將不再獲得其他王公貴族之追求，而維勒家亦將理

所當然地棄她而去。 

    然而，當這些王公貴族尋求建立維繫其財產之秩序體系時，卻也同意遵守教

會推行之一夫一妻制，並服從教會之法律管轄，其原因不僅為了贖罪，而是該婚姻將

影響其繼承人，並能其能於世上立足。不過，若該聯姻欠卻實質利益時，這些王公貴

族仍然興趣缺缺。 

    回到艾格尼斯，當其父於 1163 年在國王面前失寵時，維勒家族之「先生」們

也打算將她甩開，雖然當時她年僅 12 歲，卻無因此任人擺佈。首先，在一些益友之協

助下，艾格尼斯以超乎其年齡之勇氣及決心，準備忍受任何可能發生在她身上之事物，

以確保本身與家族之名號。直到 1166 年，她終於取得可在倫敦之主教法庭聽證之機會。

聽完其陳述後，教會係表示婚姻乃取決於雙方之意思，但當時之倫敦主教弗立歐特

（Gilbert Foliot）正與輔祭貝克特（Tomas Becket）與英國國王亨利二世鬥爭中，然基

於不甚信任英國法庭之認知下，艾格尼斯與其擁護者仍於同年（1166 年）向羅馬提出

上訴，但教宗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Ⅲ,1159-1181）因前開鬥爭，也不願介入此件請

求。在這段期間，歐布雷伯爵將艾格尼斯關在一座塔內，待之以粗暴，更無將她釋放

之跡象。但艾格尼斯不但越發堅韌，更發揮其特殊天分來軟化伯爵。當輔祭貝克特遭

人謀殺，雙方鬥爭平息後，教宗也開始有時間來處理艾格尼斯之請求。資料顯示教宗

似乎深受艾格尼斯遭遇所感動。在一件註明於 1172 年 1 月 30 日在佛拉斯卡地（Frascati）

作出之教令中，教宗表示： 

伯爵需在教宗命令到達之日起 20 天內帶回其妻子，待之以敬，如夫妻般地與

妻子共享桌床，否則主教就需停止伯爵領地之教權並將伯爵驅逐出教。555
 

對此，主教遵辦，而伯爵也願配合，因此，歐布雷與艾格尼斯完成婚姻之結合，

斯時歐布雷已年近 60 歲，而這個英勇有活力之艾格尼斯剛滿 20 歲不久，伯爵活到 1194

年，艾格尼斯並生下至少 5 名維勒家族之後裔。但教會嚴格執行一夫一妻之規範究竟

能否讓歐布雷與艾格尼斯之婚姻幸福美滿，吾人不得而知，但本件可謂充分展現當時

盛行於上層社會之婚姻習慣，與教會間之衝突，以及教會如何規範該習慣之過程 

                                              
555

 ―The earl is to take her back as his wife, to treat her with due respect,to share his table and his bed with her as 

husband and wife; and he is to do this within twenty days of the arrival of the Pope‘s mandate, or else the bishop is to lay 

an interdict on his lands and excommunicate the earl himself.‖見,Brooke,p.156。對此，布魯克認為該年代之記載有誤，

按教宗於 1172 至 1179 年並未於佛拉斯卡地待過。Brooke,p156  note 90。此外，教宗有關「share his table and his 

bed with her as husband and wife」之說法是否為近代婚姻法「桌床分離」原則之起源，仍待進一步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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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  法王路易七世（Louis Ⅶ）家族 

第一目  路易七世 

路易七世於 1137 年娶了第一任妻子依萊娜（Eleanor），當時路易 16 歲，依萊娜約

在 13 至 15 歲間。依萊娜並無兄弟，而其父親剛過世，故遺產—阿奎丹（Aquitaine）之

公爵領土全由依萊娜繼承，路易也因此成為安奎丹家族之首。為使其勢力更為穩固，

路易安排依萊娜之姊妹嫁給費爾曼多斯（Vermandois）之勞爾（Raoul）為妻，勞爾為

路易父親之表親。婚後甚久，依萊娜均無生子，直到 1145 年方生下第一個女兒，1149

年則生下第二個。而當依萊娜與路易二人甫自聖地返家之途中，雖然官方之歷史學者

表示在此段旅程並無任何事情發生，但路易卻開始處理兩個人之離婚問題。有此一說，

乃國王之親友於此時前來告訴國王，其與依萊娜之近親關係係遠超過所已知，甚至可

讓兩人婚姻誓約歸於無有。很明顯地，這些親友一直到兩人婚後 12 年，方「突然」發

覺此樁婚姻係有亂倫關係。對此，國王表示「震驚」且無法忍受繼續生活在罪中。故

國王向他平常教區，即巴黎之大主教求援。1152 年 3 月，在 Beaugency 召開了一場會

議，分別代表國王及王后之 4 位大主教，許多輔祭，以及當時法國境內之大人物及王

親貴族均齊聚一堂，國王與王后也在場。最後，該會議做出決議，認定兩人有血親關

係，因此路易與依萊娜之離婚係必要之結果且可受慶賀。 

歷史記載，當一聽到此項結果，依萊娜即刻尋求再婚，以最快之速度，她回到阿

奎丹後，嫁給在諾曼第（Normandy）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之公爵亨利。雖然在嫁

給路易之前，依萊娜便曾拒絕吉歐弗雷（Geoffroi），即亨利之兄弟。5 月，兩人成婚。

7 月，在亨利之兄吉歐弗雷倒戈協助下，路易向亨利宣戰。 

另一方面，路易仍善盡其家中領袖之責，他忙於將二個女兒嫁出，老大在 8 歲時，

嫁給特爾瓦（Troyes）之伯爵；老二則在僅 3 歲時，就嫁給布洛瓦（Blois）之伯爵，然

後路易也再婚。 

因路易第一次婚姻係成立亂倫關係，故該婚姻根本不存在。這使路易第二次婚姻

並無遇著任何阻礙。約 1154 年，西班牙之國王將自己女兒嫁給路易為妻，並再度為路

易生下一女。1156 年，嫁給亨利之依萊娜為亨利產下一子。1160 年，路易又得一女，

但皇后卻去世。約二週後，路易很快地便展開下一段再婚之計畫，原本欲娶布落瓦

（Blois）伯爵之女為妻，其不但有卡洛林王朝之血統，更因年青而可能有較佳之生育

能力，不過，這婚姻同樣因雙方親等之問題而告吹。最後，路易則是娶了自己養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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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過了 5 年，路易長久以來所苦惱之問題終於解決—皇子菲利普誕生。556
 

本案之重點，在於教會及教廷如何介入處理路易與皇后依萊娜之離婚。 

依照索爾斯伯利（Salisbury）之約翰（John），於 1160 至 1161 年間所撰寫之主教

歷史（Historia pontificalis），顯示當 1149 年時，路易係參與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當夫妻

來到安提阿（Antioch），因軍隊需重新安頓，故兩人遂於當地駐足，並接受依萊娜之叔

父，雷蒙王子（Prince Raymond）之款待，「當王子賓至如歸地款待皇后時，此二人之

交談便一發不可收拾，無任何停止之跡象，這引起國王之懷疑」。甚至，當國王決定前

進耶路撒冷時，依萊娜拒絕與夫同行。此舉引發國王熊熊妒火，根據一位修道院長之

信函，顯示「路易係深愛依萊娜，那種狂烈之愛，近乎幼稚」，故有關兩人係近親婚之

說法雖然早已有耳聞，卻沒有像這一次這樣引發路易打算離婚之決定。同時代之編年

史作者及後代之歷史學家對此段史實，幾乎均一致性地認為兩人之所以離婚，就是依

萊娜對國王不忠所致，而路易在整個事件中則太過天真。557
 

不過，這一切原本有轉寰餘地，因當時眾所周知，路易在與依萊娜離婚前，是個

貞潔之夫，並忠心順服教會。故根據前開「主教歷史」之記載，雖然阿提阿之事已迅

速傳開，但當時之教宗尤金尼烏斯三世（EugeneⅢ，1145-1153）仍在 1149 年邀請兩人

前來教廷，教宗絕口不提兩人間任何有關近親婚之事，只是再度肯定兩人之婚姻，最

後，教宗甚至安排兩人同睡在由他精心擺設最高級裝飾之一張床上。 

教宗對路易與依萊娜間可能成立亂倫婚姻以及到底在阿提阿發生何事均了然於

胸，但他僅禁止流言繼續傳播，並告知兩人無論以何種理由均不能離婚，在肯定完兩

人之婚姻後，他帶領兩人同睡於同一張床，昂貴之裝飾讓這床彷彿成為婚禮儀式之祭

壇，在這個婚禮儀式中，教宗親自為國王與王后作婚禮之祝福，並勸勉兩人以恩慈相

待。此種作法係再一次證實，妻子外遇雖會玷污婚姻之肉體結合，惟當此事發生時，

教會之調和方式，就是重新舉行一次婚禮儀式。558
 

第二目  費爾曼多斯（Vermandois）之勞

爾（Raoul） 

與路易相較，費爾曼多斯（Vermandois）之勞爾離婚之路則更為曲折。 

                                              
556

 Duby,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pp.189-94 
557

 包括法國之約翰（John）、藍伯特（Lambert）、雷蒙（Raymond）、英國之威廉（William）等均是。威廉並將

第二次十字軍東征之挫敗歸於依萊娜，認為眾將士均獨身禁慾來進行聖戰，而依萊娜就像個現代夏娃，破壞戰士

之聖潔。西多會修士賀立廉（Hélinand）甚至說依萊娜「行為不像個皇后，而像個娼妓」，見 Duby,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pp.195-6. 
558

 Duby,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 pp. 192-3,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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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路易曾安排依萊娜之姊妹嫁給勞爾（Raoul）為妻，但勞爾當時已娶妻。

因此，於 1142 年勞爾便以自己與妻子間親等過近為由離棄其妻。為求慎重，勞爾請出

自己之兄弟，托爾納（Tournai）之主教，以及拉翁（Loan）及熱尼斯（Senlis）等地共

3 為主教，共同計算親等並立誓結果無誤。但實際上勞爾與妻子間之親等似非如前開主

教計算之結果，因此，有關「偽證之謠言」遍傳，最後傳進香檳（Champagne）伯爵提

堡（Thibaud）耳中，提堡大為震怒，因勞爾打算離棄之妻子正是提堡之姪女。 

為捍衛同為家族一份子之名譽，提堡將本事件提告至羅馬教廷請求教宗主持正

義，這是凡涉及國君王儲之案件之標準程序。教宗對此提告敬表歡迎，按當時路易七

世正為主教人選與教廷僵持不下，故本事件或可成為讓國王就主教選舉議題讓步之絕

佳題材。559
 

對此，克萊沃（Clairvaux）修道院院長伯爾納德（St.Bernard）560全力支持其教區

贊助人香檳伯爵之主張，為發揮自己之影響力，聖伯爾納德寫信給教宗，以闡明自己

之對此事之基本態度：「教會所結合的，怎能任之散落於各房？」561
 

首先，聖伯爾納德於此使用「房」（Chamber）一詞，係有多重含意，按此詞原指

領主用來做愛之房間，故有「床」、「肉體」及「罪惡」之隱喻，又在所有王公貴族

（Chamber），包括教宗在內，「房」（Chamber）並可作為存放錢財之用，而錢財則是墮

落之象徵。故聖伯爾納德暗示教宗勿因欲使勞爾之離婚合法，便對此婚姻出售教宗之

赦免（Dispensation）。 

更重要的，依杜比之見，聖伯爾納德係首位清楚宣告教會具有結合婚姻之權。因

為依照聖經，婚姻為上帝所結合，故上帝方有結合婚姻之權，此說法向為教會所遵奉，

而聖伯納爾竟提出婚姻為教會所結合。又依聖伯爾納德之說法，神職人員不只負責祝

福而是能使婚姻之結合生效，對此杜比認為，因此時教會對婚姻管轄權已大幅擴張，

方可提出此種令人震驚之主張。 

聖伯爾納德之忠言似無必要，因此時，於香檳伯爵領土附近，由教宗代表所召集

之會議，作出與大約 150 年前對法王虔誠者羅伯特相同之決定，勞爾必須接受驅逐出

教之苦並帶回前妻，至於那 3 位為其離婚立誓之主教則暫緩處理，至於安排此段婚姻

之路易七世，也遭本次會議之指責。 

得知此項決定後，路易帶兵進攻香檳伯爵，並取得勝利，提堡投降。但聖伯爾納

德仍堅持，教會不能就此縮手不管，他持續寫信給教宗，敦促教宗不能示弱，他也要

求提堡再戰。國王路易也立即抗議，表示此種聯姻計畫會影響國王未來與香檳伯爵間

                                              
559

Duby,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p.198 and p.299 note 

14. 
560

 伯爾納德，法國靈修學家、詩人、熙篤隱修會會士，著有拉丁文詩近三千篇，被稱為「歐洲 12 世紀最有勢力

的牧者」及「流蜜博士」，見輔仁神學著作編輯會，頁 106。 
561

 ―What the Chruch has joined,how can the chamber(camera)put asunder?‖Letter214,Patrologie Latine 182.見,Duby,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p.198 and p.299 not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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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邑之內容，562且教會欲做離婚無效之決定前，應先與其磋商。 

面對上開對立之態度，提堡仍決定放棄原主張。但路易與勞爾卻依舊無法達成其

目的，根據索爾斯伯利（Salisbury）之約翰（John，其當時為教宗 Eugene 三世之侍從）

所撰寫之主教歷史（Historia pontificalis）中，勞爾似乎發現問題之癥結在於要「朝中有

人」，而約翰以諷刺性之口吻寫道「無法排除沒有金錢介入」，故一切事情均如鴨子划

水般地進行。 

於某個特定之日，勞爾出現在教宗位於蘭斯（Reims）之會議室內。他顯得自信滿

滿並願意遵守教宗所做之一切決定，勞爾之第一任妻子也在現場，因羅馬之主教曾向

妻子表示「妳曾抱怨曾遭拒絕召開聽證程序，也曾遭遇暴力攻擊，但我如今帶妳到正

義之地，在此妳與妳之一方，伯爵與其支持者，均可自由證言」。一開始，教宗打開卷

宗，先由妻子發言，這唯一合法婚姻之妻明確表示，她不願意回到一個心思已不在她

身上之丈夫身邊。接著她感謝教宗並表示她很願意聆聽對方如何回應。 

勞爾之支持者一一上前，手按聖經宣誓。但對於支持者之首，當時非常著名之聖

人—來翁之主教巴賽雷米（Barthélemy）欲按手宣誓時，教宗不經意地阻止他。結果出

爐，勞爾方所提之證據均被接受，教宗隨即宣布勞爾之第一次婚姻為亂倫，無效且不

存在，夫妻雙方均可再婚。而勞爾需返還妻子之嫁妝，之後更得知提堡伯爵於此次審

理前便已獲得相關賠償，總之，整個程序看來像個排演好之戲碼。 

不過，仍有人對此非常憤怒，那就是聖伯爾納德，他斥責勞爾之勝利為「長久以

來對教會之褻瀆」，並預言「將不會有好事出自勞爾之床」。聖伯爾納德之說部分成真。

勞爾第二任妻子為他生了一子二女，兒子染上當時視為敗壞象徵之痲瘋病，二個女兒，

一位嫁給法蘭德斯伯爵，一位嫁給 Nevers 伯爵，但兩人均未生下任何子嗣。最後，勞

爾還娶了第三任妻子，雖然其醫生禁止他從事性行為，他仍違反禁令，3 天後便過世。 

第二項  世俗百姓 

第一款 克莉絲汀娜（Christina of Markyate） 

描述一位未實際封聖，住在倫敦附近馬克耶特之聖徒克莉絲汀娜「馬克耶特之克

莉絲汀娜生平」（The Life of Christina of Markyate，下簡稱「生平」）足以提供吾人一探

栩栩如生之中世紀生活。克莉絲汀娜生於 1100 年，據「生平」所載，她是位對男性—

至少對達拉謨（Durham）著名但惡名昭彰之主教佛蘭伯德（Ranulf Flambard）—來說，

                                              
562

 路易七世在此其實要說的是，這些封邑均為代代世襲取得，若傳承與接受之雙方流有相同之血液，較有可能

假定會延續自古以來之和睦友好關係，一旦承繼者為養子、或不同親族之人，就無法保證他會成為原家族之「朋

友」，見 Duby,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pp.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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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非常有吸引力之女子。縱使克莉絲汀娜之嬸母已是佛蘭伯德之妾，並替他生育子女，

但佛蘭伯德仍常欲指染克莉絲汀娜。 

    依「生平」所描述，克莉絲汀娜很年青便體察到欲投身於守貞生活之呼喚，

但其衣食無慮之父母卻認為這只不過是個孩子氣之想法，於是父母便幫她找了個年青

之貴族，伯遂德（Burthred），並安排兩人成婚。雖然克莉絲汀娜試圖堅持自己意見，

但父母與親友均認為女兒之命運係由父母來決定。最後，當所有人聚集前往教堂，並

強迫克莉絲汀娜必須一同前往，在四面八方之壓力下，克莉絲汀娜屈服了，同意與伯

遂德結婚。然而，克莉絲汀娜馬上回到父母家，縱使伯遂德已經為兩人之婚姻建造了

新房，克莉絲汀娜不願意與伯遂德發生性關係。 

    她父母亦非省油的燈。兩人便通知伯遂德於夜晚悄悄地進入克莉絲汀娜房

間。但克莉絲汀娜徹夜未眠，向伯遂德解釋為何她希望能保持貞潔。認為自己是丈夫

之伯遂德也做了一些嘗試，但徒勞無功。於是克莉絲汀娜被父母帶至當地副修道院長

處，他對克莉絲汀娜說了一段與婚姻有關之訓誡：「我們知道根據教會之習慣妳屬已

婚，一個明顯之跡象便是婚姻係於教堂前（facie ecclesie）舉行」、「我們知道婚姻聖事，

係由神聖之法所規範，無法被解消，因神所結合的人不能分開，且吾等亦有福音書與

聖保羅之相似內容為據」。對此，克莉絲汀娜回應：「婚姻聖事被強迫施行於我身，我

未曾料想過會成為人妻；而是自幼便選擇守貞之路，並在眾人前立誓要維持處女之身。」
563而副修道院長仍重複前述標準說法，兩人僵持不下。 

    雖雙方間產生之法律爭議昭昭甚明，但接下來之發展並不令人驚訝，林肯之

主教雖一開始對克莉絲汀娜之請求甚表認同，最後仍接受她父母及那位委屈之丈夫之

陳述，拒絕克莉絲汀娜之請求。照「生平」所斷言，這位主教係收受賄賂，而錢財改

變作法（money changed hands）。雖然當時即有教會法表示一個在前之發願守貞誓約將

優先於在後之婚約，564，但對於克莉絲汀娜所涉狀況，係以一個浪漫之守貞誓約—即使

該誓約可由受到本地教會對克莉絲汀娜友好之證人來證明—來對抗其家庭之權柄以及

她自己曾在教堂前立下之婚姻誓約，前開教會法之依據誠難適用。接著，克莉絲汀娜

逃離家並躲藏起來，在約克（York）大主教特爾斯坦（Thurstan）之協助下，得到使其

結婚無效（Annulment）之結果，並在教宗之允准下，使克莉絲汀娜之「先生」伯遂德

可娶特爾斯坦大主教所介紹之另一位女子為妻。大主教之介入可能是本事件中最具影

響力但也最難解之因素，因克莉絲汀娜所在之處並非大主教教區，但他是一位有憐憫

及勇氣之人，與當時之教宗間保持密切之聯繫。無論如何，在其介入下，克莉絲汀娜

終於逃往隱士及修女之路。 

布魯克（Brook）認為，克莉絲汀娜之事件同時觸動兩個世界之理念，一端為象徵

                                              
563

 ―The sacrament was forced on me;I never thought of becoming a wife;I chose chasity in my infancy and vowed to 

remain a virgin in the presence of witness.‖ 見 Brooke,p.147. 
564

 此即格拉濟亞法令集,C.27 q.1 c.9 所探討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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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潔及獨身之光榮代價，另一方則為父母權柄及婚姻意思之履行。565
  

第二款  瑪貝爾（Mabel de Faracheville）與理

查（ Richard of Anstey）566 

有位叫威廉（William）之人，於英格蘭東南艾塞克斯（Essex）中心有塊好地，在

與一位歐布蕾（Aubrey）交換婚姻誓約後，便將妻子送回娘家等待日後為婚姻之結合。

在此同時，威廉貪婪之眼誘使他再去跟愛麗斯（Alice）結婚，這場婚姻係在教堂舉行，

場面莊嚴神聖，親友均來觀禮。歐布蕾得知後嘗試質疑後婚之效力，但其主張未獲親

友及頑固之「先生」所接受。後威廉與愛麗斯同居後，組織家庭並生育包括瑪貝爾

（Mabel）在內之子女。 

理查（Richard），為艾塞克斯當地地方仕紳，係威廉之外甥，因覬覦舅父威廉之遺

產，故於威廉過世後，主張瑪貝爾並非合法之繼承人，自己才能繼承舅父之財產。 

本事件之所以流傳至今，係來自兩份有名文件，其一係理查從開始主張至全部底

定之費用清單，包含所有程序及交通費用與支出。其二係一封對本件請求之詳細生動

描述信函。於上開資料中，可看出程序之延誤程度。從國王之法庭、主教之教會法庭、

無法計算之連續聽證（Hearings）及上訴羅馬後授權由英格蘭判定等程序均一再拖延。

此外，花費於交通、載送擁護者及證人前往羅馬以及賄賂之費用均相當龐大。 

本案之發展一開始即對第二次之婚姻不利，按威廉曾將後婚之妻子，即愛麗斯逐

出家門，並從科徹斯特（Colchester）之輔祭傑夫理（Geoffrey the archdeacon）手中取

得該婚姻無效之裁決。且理查對本件請求係費盡心力，其曾追著亨利二世國王至法國

之土魯斯（Toulouse），以便取得國王之令狀來舉行聽證程序，不過，當案件由國王法

庭移至處理婚姻爭議之教會法庭後，很快地又被移轉至主教法庭，並舉行了 18 場聽證，

卻仍徒勞無功。 

為何如此，按威廉之第二任妻子愛麗斯係尋求當時溫徹斯特（Winchester）之主教，

並為威廉夫婦居住地倫敦之代理主教亨利（Henry）之幫助，受到亨利高度之重視。此

外，威廉於臨終前尚坦承，其係默許以詐騙之方式來使輔祭宣告其第二次婚姻無效，

但他卻希望能將財產遺留給女兒瑪貝爾，他唯一之女及繼承人。而事實上，瑪貝爾也

確實於威廉過世後繼承父親之封地，度過平靜安穩之數年，更已結婚生子。而造成整

個程序延誤原因之一，即瑪貝爾至欲進行聽證程序時常剛好又要生產。是理查一再抱

怨瑪貝爾與其擁護者係盡一切可能來延滯其請求。最後，當本案件進行時，巴黎之主

                                              
565

 Brooke,pp.144-8. 
566

Brooke,pp148-152；Sayers,Jane E.,p.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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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隆巴（Petrus Lombardus，約 1100-1160 年）提出「推定婚姻」（putative marriage）原

則之建議，按婚姻中若育有子女時，即具備婚姻有效及合法之明顯跡象，而足以考慮

該婚姻之適法性。此項意見亦成為瑪貝爾及其擁護者據以主張其母之婚姻有效之理由。 

約 1140 年，本案終於首次進入教廷並交至教宗依諾森二世（InnocentⅡ,1130-1143）

手上。教宗發布教令，首度陳明「現在式」（de praesenti）之意思具有拘束力，而威廉

與歐布蕾之第一次婚姻「並非對未來之承諾，而係具有立即效力之現在協議。」567此時，

雖威廉與其二任妻子均已死亡，教宗仍認為因瑪貝爾之母愛麗斯之婚姻不合法，故瑪

貝爾並非合法繼承人，認定理查有權繼承威廉之產業，從理查開啟本件請求至結束共

歷經 5 年。 

就結果而言，布魯克（Brooke）認為，或許對瑪貝爾來說是個不幸，但該項明確之

決定確實使婚姻法大為人性化，就此層面而言是件好事。另對教會法來說，當事人間

具備「現在意思之話語」（verba de praesenti）更成為婚姻成立之基本要件。 

第三款  歐達（Oda of Bonne Espérance） 

根據文學家菲利（Philip of Harvengt）之描述，歐達出生於一個貴族家庭，如其他

同時期之貴族家庭相同，係由父母替她決定未來結婚之對象，但歐達自小便決定進入

離自家采邑相當近之 Bonne Espérance 之修道院成為修女。某日，歐達將此秘密向一位

年輕之表兄傾訴，並請求其代為轉告該修道院院長。未料該名表兄未能保守秘密，更

將歐達之事向其父母透露。因此，整個家族均聚集起來，共同尋找出一個適合歐達之

對象。最後，稱為西門（Simon）之對象出爐，他也願意娶歐達為妻。兩個家庭對婚姻

達成協議，並訂好婚期。得知此項消息後，歐達將其悲傷與失意均全數向上帝傾訴，

並告知上帝自己之決定。該項婚禮於當地係眾人皆知，婚禮前夕，歐達家中已布置好

精美之毛毯，全家人除換上嶄新之喜宴服裝，並忙著為即將嫁為人婦之歐達打點，但

歐達此時依舊愁容滿面。注意到女兒表情後，歐達之父單獨與女兒長談，力勸女兒應

享受此段時光，並詳述一旦結婚之後之榮華富貴。這父親甚至謊稱，為使女兒開心，

他願意將婚禮延期舉行。而單純的歐達因此相信她可逃過結婚之日。 

隔天早晨，親友團聚集在城堡之廣場準備前往不遠處之教會。當新郎與新娘進入

教堂後，歐達便抱定獨自奮戰之心志。依照習俗，教士會問新郎西門三次他是否願意

娶歐達為妻，當取得西門之確定答覆後，教士照例詢問歐達同樣之問題，但歐達只低

頭不語。 

教士第二次問歐達之結婚意願，歐達仍保持沈默。此時，與歐達家素來熟識之一

位女士急忙上前來勸說，希望歐達儘快出聲回應，但歐達依舊沈默無語。所有人都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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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 enim futurum promittebatur,sed praesens firmabatur‖ 見 Brooke,p.151 note.78.本句係譯自英譯內容，見 

Brooke,p.151 note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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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達要回答，歐達終於說話，卻表示自己不願意結婚。 

此話一出，驚嚇與混亂頓時充滿整個會場，新郎西門宣布他已遭冒犯，並且不可

能娶一位啞巴妻子，之後便上馬打道回府。而歐達之父母悲痛異常，嚴厲斥責歐達，

歐達之父並生氣地表示他有權去將自己女兒嫁給任何人，無論女兒是否同意。趁場面

一片混亂，歐達逃離教堂並奔回家中，將自己反鎖於母親房間，乞求上帝拯救她，她

拿起一把掛在床頭之劍，準備將自己之鼻子割下，但她的手因過份顫抖致無法如願，

於是歐達便開始對該把拒絕毀壞其美麗臉龐之劍熱烈地訴說其心志，在使盡全身力氣

後，她割下了自己之鼻子，從傷口猛然冒出之鮮血注入地上之盆內。此時，歐達之家

人也回到家了，開始找尋歐達，當有人聽到歐達禱告並大聲說話之聲音，他們用力地

敲門，要求歐達開門，最後將門撞開後，發現面容傷殘、幾無血色之歐達倒臥地上，

當歐達之母趕緊處理傷口時，父親回來了。除了歐達以外，所有人均淒聲哭泣。歐達

則向附近 Bonne Espérance 之修道院院長求援，他隨後帶兩個僧侶到了歐達家。歐達之

父表面上雖客氣地接待院長與隨行之人，但仍堅持他不會讓女兒走向她選擇之路，並

表示這一切都是為了維持家庭之財產以及確保婚姻可帶來之實質利益。歐達主張自己

有權決定未來，並宣示一旦父親強迫她嫁人時她將抵死不從。最後，歐達之父同意歐

達之請求，修道院院長也同意接納歐達，她與家人道別後，終老於修道院，並於 1159

年過世。568
 

第三項  神職人員：阿貝拉爾（Peter Abélard）與海蘿

麗斯（Heloise） 

阿貝拉爾（Pierre Abélard,1079-1144），出生於法國西北部南特近帕萊（Palais）之

騎士家，青年時代便展露其對哲學之研究熱情，特別是邏輯學方面。但他個性相當堅

持，於巴黎聖母院學校唸書時，便與老師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因意見不合而

絕交，遂展開阿貝拉爾與當代許多著名人物絕交之序幕。1101 年因與老師絕交而離開

巴黎，便自己在麥倫（Melun）與帕萊（Palais）等地開辦學校，並從 1113 年起師從安

瑟莫（Anselm of Laon,1050-1117）研究神學，隔年便與老師意見不合而離去，569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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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clercq, Dom,Jean,O.S.B., p.40-2. 
569阿貝拉爾相當自負，認為「我的天資穎悟，所以讀書非常進步。我既酷嗜書籍，又受各方稱許，於是希望終身

致力於學問」，對研究哲學之老師威廉，其描述為：「他在當時頗有最聰敏的哲學家的聲譽，不過也只是靠他的消

極的優點比較不愚黯而已。…我時常辯駁他的主張，…使得他的狡智無所施其技」，對神學家老師安塞姆更表示

「但是我說句老實話，他這個人實在是年紀上和臉上的皺紋比較他的天才與學識更加可敬些。你如有什麼疑難請

教，結果是這個疑點更為不明瞭。僅僅見過他的人，都敬慕他；和他理論過的人，都十分失望。他即擅言詞，議

論風生，但是言中無物，他的議論像一團火，什麼東西也沒有點燃，煙氣倒遮暗了一切，又像一株樹，裝潢著各

種枝葉，但是絕無果實」此段內容係出自「受難史」，見梁實秋譯，阿拉伯與哀綠綺斯的情事，九歌文庫，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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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確有思想上獨到之處，1114 年重返巴黎並成為主教大教堂教士會成員，並擔任聖母

院教堂學校校長，教授辯證法與神學，當時，據說有 12 個以上國家之學生來聽其授課，

並成為日後巴黎大學之創始人之一。570
 

在學術成就上，阿貝拉爾係將源自於亞里斯多德之邏輯觀點（詞類之理性分析、

思想之範疇、命題之形式與推理之規則），在約 1120 年左右撰寫出厚達 375 頁之《辯證

法》，其目標係為聖經之真理與理性之真理加以結合。此外，阿拉貝爾尚撰寫包括 157

個問題之《是與非》（Sic et nen），於該書序言中阿拉貝爾指出：「智慧的第一個秘訣就

是謹慎與不斷地懷疑…因為懷疑我們就會尋求，由尋求答案我們就可以找到真理」，因

此，阿拉貝爾提出包括「信仰必須建立在人類之理智之上」、「神與自由意志」、「一個

由至善全能神所創造之世界為何會有罪惡之存在」、「神非全能之可能性」等問題，而

每一個問題之下，則列出肯定、否定兩組不同之意見組合，每一組意見包含聖經、教

父作品、歷代經典或甚至異教徒之著作。依照杜蘭（Will Durant）之意見，阿拉貝爾之

《辯證法》係開啟之後「信仰與理性」戰爭之第一回合之衝突，而《是與非》（Sic et nen）

之懷疑態度，比笛卡兒早了 400 年，其思考模式與內容編排不僅影響格拉濟亞，更深

刻地影響法國之大學之後對於哲學與宗教之思想與寫作模式，並為百年後經院哲學之

代表人物聖多馬斯‧阿奎那（St.Tomas Aquinas,約 1225-1274）之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e）所直接引用。571
 

為何得著如此崇高及輝煌之學術成就與聲名之人，竟無法同其師威廉一樣，晉升

主教或甚至更高之地位？ 

答案可能就在海蘿麗斯。 

1117 年，阿貝拉爾受同教士會成員富爾貝爾（Canon Fulbert）之請，前往後者家中

指導其外甥女海蘿麗斯（1101-1164）。按海蘿麗斯曾於修女學校受過良好教育，除拉丁

文外，尚通曉希伯來文與希臘文，為當代已小有名氣，少見之博學才女。572對富爾貝爾

來說，邀請自己教友兼當時最負盛名之學校校長來教導天資聰穎之外甥女，應屬最佳

之安排。不料，年齡相差懸殊之兩人於頻繁之接觸後，竟將原本學術追求之初衷拋諸

                                                                                                                                                        
年，頁 33-6。 
570有一位學生是這樣描述：「羅馬將她的子弟送給您教導…沒有距離、山谷、或路能阻止青年自世界各地奔向您。

英國的青年經過危險的海峽群集到您的課堂上；西班牙、法蘭德斯、日耳曼各地也來了許多的學生；而他們對您

心靈的力量讚不絕口。我說，不但所有巴黎的居民，就是最遠的法國人都渴望聆聽您的教誨，幾乎沒有一種學科

不能從您而學。」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三：

基督教峰巔的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Climax of Christianity,1950 ），頁 315，頁 320-1。威爾杜蘭於其著作中

為阿貝拉爾撰寫一整章之內容。 
571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三：基督教峰巔的

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Climax of Christianity,1950 ），頁 325-8，頁 396。 
572

 據說海蘿麗斯在美貌方面不算最差，但在文藝修養方面實在極高（not lowest in beauty, but in literary），見梁實

秋，頁 17-8。但威爾杜蘭卻描述其有「漂亮的容貌」，見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

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三：基督教峰巔的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Climax of Christianity,1950 ），

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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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後，產生猛烈之情愫，並利用獨處時間沈溺於激情中。在阿貝拉爾描述自己生平際

遇之「受難史」（Historia calamitorium）書中，如此描述：573
 

「由共居一府邸發展為兩顆心合而鳥一。整個授課時間我們都在卿卿我我，耳

鬢廝磨。不過，每當我們渴望一個僻靜的角落時，我們只需埋頭書本使足夠了。書

總是翻開擺在那裹的，只有愛情成為優先話題時，提問與解答才十分熱烈。相互的

親吻多於箴言的闡繹，我的手往往不是放在書上，而是伸向她的胸脯。我們不看書

本，只是相互深情地凝視看對方的眸子。我們貪婪地享受看愛的各個階段，挖空心

思、變換看花樣豐富看我們的愛。在此以前，我們從未品嚐過這種歡樂，這時卻懷

著烈火般的債慕激情不如饜足地享受它，從不感到厭倦。」 

結果不難預料，海蘿麗斯懷孕了。阿貝拉爾將她安排至姊姊家，生下一子阿斯特

拉比烏斯（Astrolabius）後，兩人互相做出婚姻之承諾，但恐如此有害阿貝拉爾之學術

生涯，故兩人對此承諾均秘而不宣。阿貝拉爾將海蘿麗斯安排至阿根杜修道院後，重

返巴黎執教。此時，憤怒之海蘿麗斯家族買通阿貝拉爾家中之僕人，趁夜進入其家中，

將阿貝拉爾閹割。他自己在「受難史」中描述：     

「這些人的仇恨心非常強烈，他們決定毀掉我。我的僕人被收買了。一天夜裹，

當我靜靜地睡在床上時，他把他們引進了我的房間。他們對我進行了那麼殘酷、那

麼羞辱人的報復，世界都會為之震驚：他們割去了我下身的那個曾傷害過海蘿麗絲

的器官。」 

這件事對兩人發生決定性之影響，阿貝拉爾決定選擇修道院生活，而海蘿麗斯也

按照阿貝拉爾之意思，於他之前進入阿根杜本篤會女修道院，當時她還未滿 20 歲，兩

人從此未有任何往來。阿貝拉爾雖然進入修道院體系，卻因其所發表之神學意見常不

見容於當代之主流神學，特別是於西歐聲勢方興未艾之本篤會更是對其全面封殺，並

獲索瓦松（Soissant,1121 年）宗教會議公開對阿貝拉爾提出批判。他因此退隱過著孤獨

生活，但在弟子擁戴下，仍成為一座護慰之上帝祈禱堂（das Oratorium des Parakleten）

之院長，並於 1128 年成為布列塔尼聖吉爾達（St-Gildas）修道院院長，因受主流神學

之追剿，又逃離該修道院，四處流離，於 1135 年回顧己生寫下「受難史」予友人，該

書竟輾轉相傳到海蘿麗斯手中，此時，海蘿麗斯已成為一直追剿阿貝拉爾之本篤會之

女修道院院長，兩人在分開約 12 年後，展開不受時間、空間限制之書信往來。阿貝拉

爾於 1142 年，在聖馬塞修道院（St.Marcel）院長任內去世，安葬於由海蘿麗斯主持之

聖靈會教堂，海蘿麗斯則在 22 年後，於 1164 年安息，並與阿貝拉爾同葬於巴黎之舍拉

                                              
573

 梁實秋認為該篇「受難史」似由後人捉刀，非阿貝拉爾親撰，而「受難記」中最著名之文字，似為「誰說婚

姻不是愛情的墳墓啊？」，同梁實秋，頁 10。而威爾杜蘭更認為，不只是受難記，連所有之書信可能均為偽造之

文學，見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三：基督教

峰巔的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Climax of Christianity,1950 ），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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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禮拜堂墓園。574
 

第四項  小結：上層階級亦開始「由俗入聖」 

第一款  由俗入聖之婚姻風貌 

若以「聖」、「俗」婚姻觀之標準來衡量上開案例，本文認為，從千禧年至第 12 世

紀短短 2 百年左右，西歐社會從中世紀初期之「上俗下聖」景象業逐漸轉變為連上層

階級亦逐漸「由俗入聖」 

首先，當法王菲利普一世、迦勒倫伯爵、吉歐福雷伯爵、法王路易七世及勞爾伯

爵等王公貴族，或為求得男性繼承人，或為確保家族遺產，或基於血親結婚種種原因，

一而再、再而三為通姦，廢棄婚姻與再婚之行為，此舉雖與本時期之教會婚姻規範仍

相去甚遠，但吾人可看出從各地主教、大主教至羅馬教宗，對上開婚姻之締結，夫妻

之分離均參與甚深，地方主教、大主教或教宗並成為證明其婚姻之合法性，以及一旦

婚姻出問題時尋求解決之道的不二人選（如：路易七世）。另此些王公貴族對教會婚姻

規範均知之甚詳，如吉歐福雷伯爵與勞爾伯爵充分利用教會關於血親結婚之禁令，作

為其重婚之最佳理由。以上，均足證明上層階級接受教會婚姻規範之程度。 

與此相對，王公貴族之上層階級，亦首次出現一國之君能與妻子共同發願於婚姻

關係存續中彼此守貞，甘願就此無子嗣，並將皇室繼承權拱手交給他人（亨利七世及

波蘭國王），以及利用教會婚姻規範與程序爭取合法妻子地位之艾格尼斯伯爵，顯見上

層階級已有完全接受教會婚姻觀（貞潔、一夫一妻）及婚姻規範（婚姻案件之審理，

詳後述）之實例。 

至於一般平民百姓甚至神職人員，係完全接受教會之婚姻規範，且有關婚姻之爭

議亦均交由教會審理，當是不在話下，而對克莉絲汀娜是否能在舉行婚禮儀式後發願

守貞，瑪貝爾之母親到底與瑪貝爾生父有無成婚，歐達在婚禮儀式中沈默不語之效果

如何，阿貝拉爾與海蘿麗斯是否已成立婚姻，可否於婚姻成立後進入修道院？均已涉

及本時期教會法學者、教會當局對於婚姻「開始」、「成立」、「完成」等階段之學說爭

議（見第五章第四節第二項），以及「貞潔」之追求與婚姻不可解消原則之衝突。 

                                              
574李承言譯，阿貝拉爾等著，施皮茨萊編，親吻神學  中世紀修道院情書選，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院，1996 年，

頁 49-59；梁實秋譯，同前註，頁 11-22。此外，在阿貝拉爾之協助下，海蘿麗斯建立了一個新的女修院組織，稱

為聖靈會（Paraclete），由阿貝拉爾提供整套修女之生活規範，編寫詩歌。阿貝拉爾死後，亦先葬在聖靈會，見梁

實秋譯，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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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由俗入聖之關鍵因素 

【教會之改革奏效】 

中世紀初期之查理曼大帝，接受教會對世俗權威之影響力，進而將教會所力陳之

婚姻法原則藉由宗教會議及法令等方式頒行全國施行，為教會婚姻原則之第一次勝利

（見本文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雖在此同時與之後，神職人員之世俗化與部分神職人

員之婚姻與性道德狀況，均會造成教會推動其婚姻原則之障礙，但大體而言，歷任教

宗至各地區主教，仍持續堅持教會之婚姻法原則，並一再告誡、要求神職人員不可「屈

從婚姻之床」（subservient to the marriage bed），既然選擇服事上帝並投身教會，就不應

與已婚之人選擇以世上之事為念相同。575進入 11 世紀後，從修道院到教宗，更對教會

本身積習進行改革，嚴禁神職人員結婚（見第五章第 1 節第 3 項第 3 目）。凡此，對世

俗社會均有正面影響。 

對照教會展現之改革決心，及教會對神職人員婚姻之自我改革，當時王公貴族之

婚姻，則彷如今日大眾媒體充斥之名人之家務糾葛。如法蘭西國王菲利普一世（Philip 

Ⅰ,1059-1108 年）之兩次婚姻（詳後述）， 其子有「好色之私通者」稱號之胖子路易六

世（Louis Ⅵ,1108-1137），以及眾所周知之性事冒險家之 Poitou 伯爵威廉九世（William

Ⅸ），便為當時八卦及震撼性醜聞之豐富來源。而面對這些達官貴人之閨房秘事，雖其

內容並非史無前例，亦無特別與眾不同，但已為一般庶民所難以接受，並令其開始轉

而接受教會之婚姻規範。576
 

【對上層階級採取之寬嚴並濟作法】 

由前開案例之說明可知，對於上層階級，教會雖仍堅持應適用「一夫一妻」、「婚

姻不可解消」等基本婚姻觀，但面對上層階級之婚姻一再跨越教會所劃定之婚姻界線

時，可看出教會對於如何落實具體婚姻規範，則有相當大之彈性空間。 

從 嚴 格 之 角 度 ， 教 會 得 對 任 何 違 反 婚 姻 法 規 定 之 人 處 以 驅 逐 出 教

（Excommunication）。一旦受教會驅逐出教，受罰者便從此斷絕與基督教社會一切合法

與精神之聯繫，法律上此人不能提起控訴或繼承或從事任何有效之行為，並且沒有一

位基督徒願意與之共食、談話。例如 10 世紀之法蘭西王羅伯特（Robert the Pious，見

本文第四章第六節第二項）當被驅逐出教時，他的所有朝臣與奴僕均棄絕他，有二名

留下來的僕人則將他飯後的殘羹餘飯丟到火中，以免受玷污。此外，教會尚可對任何

地區下達停止教權之命令，意即停止全部或大部分之宗教活動，包括 998 年對法蘭西，

1102 年對日耳曼，1208 年對英格蘭，以及 1155 年對羅馬，均曾出現此種停止教權之處

                                              
575

 Duby , Medieval Marriage  Two Model from Twelfth-Century France,pp.19-20. 
576

 Duby, The knight, the lady and the priest : the making of modern marriage in medieval France ,pp.5-19；Brundage,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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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此時，教會鐘聲將不再響起，教堂大門關起，與一般生活息息相關之教會作為全

數停止。577
 

然而，教會對明確違反教會婚姻規定之情事，亦得採取完全不同之作法。如教宗

尤金尼烏斯三世（EugeneⅢ，1145-1153）處理法王路易七世與其據稱犯姦淫之妻子時，

仍邀請兩人前來教廷，再度肯定兩人之婚姻，教宗甚至安排兩人同睡在由他精心擺設

最高級裝飾之一張床上，即屬明證。故列克列逵神父（Fr.Leclercq）認為，此乃因教會

適用教會法令時，係就每個案例之狀況，以公平、包容、忍耐及智慧來處理。578但如此

一來，有無客觀之處理標準存在？且此種依照每一案件均予以個別處理之結果，若案

件量少，可能教會尚可應付，一旦案件量增加，是否仍能秉持此種態度行之，亦頗值

疑。 

第二節  婚姻事件之審理 

第一項  至 12 世紀之婚姻審理資料仍未多見 

教會法庭對西歐民眾來說，不只是審理所有涉及神職人員案件之處，亦為處理眾

多世俗事務之最佳選擇，而婚姻事件亦屬其中。579因此，除上開具體婚姻案例外，教會

如何具體審理散落於西歐各地人民之婚姻爭議事件，亦屬瞭解教會婚姻法於程序面之

實踐狀況。 

一般性之說法，係認為教會自 10 世紀便逐漸取得婚姻事件之裁判（管轄）權。580不

過，據學者薩伊爾絲（Sayers）針對 1198 年至 1254 年之英格蘭坎特布里（Canterbury）

地區之教會法院管轄與事務處理之研究中，表示在英格蘭，當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28-1087）成為英格蘭國王後，英格蘭之教會法庭並無即刻將婚姻事件完全

劃歸其管轄；至亨利一世（Henry Ⅰ,1068-1135）在位時，係將通姦案件中男方罰款歸

屬國王，女方案件歸於主教，而教會法庭完全取得婚姻事件之管轄，則是在 12 世紀中

葉之後。581
 

    惟，薩伊爾絲（Sayers）亦表示，雖該時期之婚姻案件幾乎可確定係為數眾多，

但留存下來可供參考之資料卻寥寥可數。其並舉格拉濟亞之法令集為例，按法令集中

                                              
577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三：基督教峰巔的

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Climax of Christianity,1950 ），頁 47。 
578

 Leclercq, Dom,Jean,O.S.B., Monks on Marriage : A Twelfth-Century View,p.59； 
579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三：基督教峰巔的

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Climax of Christianity,1950 ），頁 51。 
580

Sayers,Jane E. Papal Judges Delegate in the Province of Canterbury 1198-1254, A Study in Ecclesiastical Jurisdi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1971, p.204. 三井哲夫  菅野一彥譯，フランス法制史，白水社（1990），頁 63。 
581

 Sayers,Jane E.,p.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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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婚姻部分僅有 10 個案例（Causae），與整本書所描述之篇幅相較，婚姻只算是少數。

而需由法庭處理之婚姻事件，多數是與該婚姻雙方是否具姻親（Affinity）有關。582
 

    據上，雖對本文研究時期之教會法庭對實際婚姻案件之審理過程資料不足，

但仍可自以下針對「教會法庭之成員」及「審判程序」之一般性說明，窺見並類推於

婚姻事件之審理。 

第二項  教會法庭之成員與運作方式 

第一款  教宗與受託法官（Judge Delegate） 

按於 9 世紀晚期，因應當時日益增加之請求與訴訟案件，教宗約翰八世（John

Ⅷ,872-882）便偶爾向外求援以解決其工作負擔，據傳其方式為大約每 2 個月會與紅衣

主教（Cardinals，即日後之樞機）見面，討論積案之處理方式，雖然上開傳聞並未獲致

具體證實，但至少至 10 世紀時，一個設於拉特朗大教堂（Lateran Palace），名為

cancellarius sacri palatii 之類似後代秘書處（Chancellor）組織便已成立，由教廷之神職

人員、公證人（Notaries）或書記（Clerks）組成，許多成員對教會法之規定與適用均

相當熟練，而公證人對世俗法律知識更是瞭解甚詳，其他官員則負責處理教宗交代之

信函、請願，以及教宗過去處理之法律訴訟文件之記錄。此外，於拉特朗大教堂中，

教宗尚建立了包括 7 名教廷法官在內之組織，其等係負責提供教宗處理行政事務及執

行司法業務時之諮詢。不過，拉特朗大教堂內仍未出現能分擔教宗判案負擔之司法組

織 

11 世紀，教宗良九世(1049-1054)於展開教會改革之同時，亦重組初代教會之宗座

會議（Papal Synod）制度並將之注入新元素。按先前之宗座會議係由教宗召集地方之

主教來研討教會紀律之處理與原則，但良教宗將該會議改為一個具有立法及司法權限

之團體，並定期與教宗會面，共商需教宗處理之爭議。同樣懷抱改革理念之繼任教宗

仍將此會議之型態延續下去，至額我略教宗七世（GregoryⅦ,1073-1085 年）時，每半

年就需召開一次宗座會議，通常於耶穌降臨期（Advent）與四旬齋（Lent）期間舉行。 

上開制度對教宗司法事務負擔之減輕雖有助益，但至 11 世紀末時，上訴教廷之案

件仍將教宗壓得喘不過氣來，故於 1095 年，教宗烏爾巴努斯 Urban 二世（任期約

1088-1099 年）採取另項新措施，於其任期之最後 5 年內，教宗將少數法律諮詢者納為

自己之家眷，甚至在教宗離開羅馬時仍與其同行。此些法律顧問可使教宗無時無刻均

                                              
582

 Sayers,Jane E.,p.205-9，按薩伊爾絲該本著作共 356 頁，絕大多數均在說明教會法庭之各種程序事項（取得委

任、聽證、上訴至羅馬）與法庭組織，效力，僅在論及管轄權部分，有 5 頁談到婚姻事件，由該部分頁數占全書

頁數之比例，似可看出 12 世紀前後教會法庭審理婚姻事件之資料，的確屈指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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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得一致與迅速之法律分析與建議。此外，烏爾巴努斯（Urban）教宗更將其與紅衣

主教於拉特朗大教堂之聚會變成固定模式，並稱為宗教法庭（Consistory），其逐漸取代

原先之宗座會議。583
 

接續，於教宗帕斯卡利斯二世（PaschalⅡ,1099-1118 年）之任期內，教宗有時會指

定一位或多位陪審員（Assessor,亦稱為 Causidici，有時紅衣主教也會成為陪審員）協助

教宗排解疑難雜症。陪審員往往最瞭解案情並影響案件之決定。於審理時，陪審員會

詢問證人，以斷其證詞真偽，並審閱當事人所提出之文件。其也會向教宗報告案件之

法律爭議何在並提出建議之處理方式，雖然教宗仍為最後決定者，但他通常會採取陪

審員之建議。584
 

因陪審員對案件處理之貢獻如此卓著，教宗便開始將其司法權力下放。於諾森教

宗二世（InnocentⅡ,1130-1143 年）任期內，其秘書長（Chancellor），紅衣主教海梅耶

克（Haimeric）開始受教宗之託處理較輕微之案件。教宗安納斯大修四世（Anastasius

Ⅳ,1153-1154 年）更授權一群紅衣主教及法官處理複雜案件。於此情形下，自教宗依諾

森二世（InnocentⅡ,1130-1143）開始，便有自受過法律訓練者（律師更受歡迎）中選

擇紅衣主教人選之習慣。其後之教宗包括尤金尼烏斯三世（EugeneⅢ,1145-1153 年）、

阿德里亞努斯四世（AdrianⅣ,1154-1159 年）及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Ⅲ,1159-1181

年）均指定律師成為紅衣主教（其中還有一位律師紅衣主教於 1187 年成為教宗額我略

八世，GregoryⅧ），如此一來，最遲至 1150 年左右，律師便實際掌控教廷。585
 

雖然制度一再變革，訴訟案件之數量依然有增無減，且自教宗亞歷山大三世

（AlexanderⅢ,1159-1181）起，更同意教廷可接受任何案件之初審（first-instance）。故

從帕斯卡利斯二世（PaschalisⅡ,1099-1118）起便開始將聽取案件之權力委由受託法官

（judges-delegate）行使。這些「因案件」（ab hoc）而設立之法官係選自該案件發生地

區之高級神職人員。而通知其成為受託法官之信函中除已載明當事人所主張之案件概

要外，並指示該受託法官前去調查案件事實。此外，教宗於通知信函中亦授權受託法

官可基於其所發見之事實決定適當之賠償。586
 

因當事人基本上對此制度運作下之法官有信心，故聲請人開始建議可否指定法

                                              
583

 Brundage,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p.126-9. 
584

 Brundage,Ibid.,p.130 and note 16. 
585

 Brundage,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p.130-2.對此，中世紀富有

盛名之克萊沃（Clairvaux）修道院院長伯爾納德（St.Bernard，即吾人熟知之聖伯納），便針對當時教廷充斥紅衣

主教律師之現象提出諍言：「何時我們將教會或調停之事立基於法律？喔，是的，每一天，法律之名在教廷內迴

盪，但此之法律係查士丁尼之法，而非上帝之法，這對嗎？…告訴我，你如何能以主教與靈魂之牧者身分，允許

此種法律安然矗立於你之前，並放任其嘎嘎作亂？」De consideration 1.Ⅳ.5,at 3:399,見 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134 and note 30；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三：基督教峰巔的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Climax of 

Christianity,1950 ），頁 294。 
586

 Sayers, Jane E.,Papal Judges Delegate in the Province of Canterbury,1198-1254:A Study in Ecclesiasticla Furisdi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xford Historical Monographs. London,1971,pp.284-301. 見 Brundage, Ibid.,p.136 and note 3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22 

官，而對造若對聲請人所指定者有意見，亦會加以反對並提出自己認為適合之人選。

之後，無論聲請人或相對人便逐漸意識到，雙方可用事先合意之方式選任雙方均同意

之人選，以節省雙方之時間、不便與費用。587
 

綜上，教宗與受託法官之審理機制係為應付當時為數龐大之爭議案件所由設，該

機制發展至 13 世紀中葉，教廷中已建立以專業法官與律師為組成份子之中央法院體

系。影響所致，主教、大主教與地區之神職人員也開始發展本身之法院系統。 

第二款  主教與教卿（Prelate）之法院 

對中世紀之老百姓來說，20 哩之距離就需花費一整天之跋涉方可到達。因此，教

宗所在之羅馬對大多數人，無論距離、時間與花費，加上沿途可能碰到之盜匪，以及

當時羅馬頻傳之政治與教權間紛擾，均使得連居住在義大利之人對前去羅馬亦可能視

為苦差事，遑論那些住在遙遠之海濱或阿爾卑斯山另一側之居民。是故，除犯罪之人

會遭判需前往羅馬朝聖以作為贖罪外，只有真正重大犯罪，如謀殺、縱火、褻瀆聖物、

亂倫（此類型之案例請見本章第六節）或違背認罪之約等，才會不辭千里而來。甚至

連教宗依諾森三世（InnocentⅢ,1198-1216）欲召集基督教世界之主教至羅馬舉行第四

次拉特朗大公會議（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時，仍認為有必要使主教們知悉，旅

途之危險與環境之動盪均不足作為缺席之藉口，其稱： 

    若總是等待海上風帄浪息，將無人能越過洋海。588
 

    職此，雖然教廷亦發展出受託法官制度，但盱衡前往羅馬提告所需之一切風

險及費用後，尋求近在咫尺之地區教會協助處理解決，仍屬較為經濟簡便之道。 

第三款  主教官員（Officials）及宗教法庭

（Consistory Court） 

初代教會時之主教，便於所處教區內扮演包括宗教事務（包括靈性與行政）、處理

世俗糾紛與爭議（司法業務），甚至執行國家行政任務之多重身分。至 12 世紀中，若

案件需儘速處理，主教通常會自己解決。一旦爭議相當複雜或具有敏感性，主教除可

尋求教宗指示外，並可藉由定期之教區會議來共商解決之道，但此二方式往往會導致

案件之長期拖延。約於 1175 年，越來越多主教開始招募通曉法律之人成為主教之家眷，

                                              
587

 Sayers, Jane E.,Papal Judges Delegate.,pp109-18. 
588

 Selected Letters of Pope InnocentⅢ,no.51,at 147. 見 Brundage,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138-9 and note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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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協助其處理較為複雜之法律案件，這些人與主教同桌飲食，住宿於主教提供之處所，

並跟隨主教於任期屆滿後，漫遊於不同之教區間。於 13 世紀間，主教之律師們逐漸不

再與主教共進退，並退出主教之家眷成員。而主教卻仍以自己教區內之俸祿及其他收

益提供此些律師所用，使其不僅能建立自己獨立之家庭，更能使主教更為便利將其大

部分之司法業務授權這些法律專家，以主教之名義成立固定於某處之法庭，換言之，

此些稱之為主教官員（Bishop Officilas）之法律專家，係執行主教之司法管轄權。欲成

為此等官員之條件，首先需為天主教徒之男性，也必須是個有良好道德與聲譽之教士，

至少 25 歲，具有自由身分，並在法律上屬精神正常之人。此種轉變亦深受當事人歡迎，

按從此當事人便不再需要隨著主教漫遊於教區之間，只為等待主教有時間審問其案

件。589然而，對在司法審判上等同於主教地位之主教官員而言，獲得權力之時也代表其

受試探甚至墮落之開始。590
 

需強調者，上述主教官員組織並不必然意味一個常設性之法庭已於 12 世紀末及 13

世紀初成立。據學者之研究，主教之宗教法庭最早係於 1179 年出現在歐洲北部之紀錄

中，當時尚未發展成熟。首次以完備之面貌出現係至 1240 年左右於英格蘭現身，法蘭

西之主教法庭則首見於 1267 年之蘭斯（Reims）法律規定。根據主教法庭之紀錄，顯

示該法庭處理之對象包羅萬象。婚姻訴訟固然是大宗，如通姦、蓄妾等性犯罪均屬之，

其他則有違反教規之罪，如放高利貸、於安息日或聖日工作等。此外，包括教會財產

之交易，與聖職有關之爭議，十一奉獻與其他教會收入之彙整，教會財產之點算，誹

謗與違反合約或其協議等，均包括在內。591
 

除由主教官員組成之宗教法庭外，在 13 世紀更出現另一種稱為「代表法官」

（Commissary Judge，或稱為 Corrector）之法官，其係於主教官員一旦出缺或無暇處理

過多事務之可代其處理業務之法官。其具體權限並無一致標準，大抵係處理涉及教規

或刑事之案件。此外，較大之教區尚發展出指定 1 至數名特別官員來負責證人之宣誓

作證業務。 

最後，因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規定，教會法官雇用公證人時，需保存公證人執

行業務之官方紀錄。法庭所聘用之公證人乃建議此項命令（至少於歐洲大陸）應儘速

執行，而可作為教會法庭代表之印信便因此開始普遍適用。經查，於此之前，主教官

員為文件之認證時均使用自己之印信，但至 1220 年左右，宗教法庭開始取得自己之印

                                              
589

 Brundage,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p.140-3，所舉均為英倫三島

之案例。 
590

 如當時之一位年輕人彼得（約 1135-1211 年），發覺這些主教官員心思意念均非良善，‖他們不僅僅要奪取主教

牧場之羊，更要將這些羊徹底洗淨並剝皮‖（原文為：Tota officialium intention est,ut…miserrimas oves quasi vice 

illorum[scil:episcoporum]tondeant, emungant, excorient.）Peter of Blois ,Epist.25 in his Opera 1:91.見 Brundage,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144 and note 61.上開中文係參照布朗德吉翻

譯之英文所譯。 
591

 Brundage,Ibid.,pp.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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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此項特徵凸顯宗教法庭已取得一個與其他官署或主教不同之法律地位。592
 

第四款  其他成員 

較低階之教卿也會主持法庭來排解糾紛。該法庭對此些教卿所負責區域內之信徒

擁有管轄權。雖該管轄權僅限於某相當小之區域，管轄之事務也有所限制，但因此種

法院之數量頗為龐大，故對位居農村之一般大眾來說，上開法院對一般基督徒之日常

生活所造成之影響遠勝過其他上級教會法庭。 

在歐洲北部，最常碰到之較低階之教卿為輔祭（Archdeacon，或副監督、輔祭），

有時稱為「主教之眼」（The Bishop‘s Eye），因其係由所屬教區之主教來任命，其職務

係並監督轄區內神職及世俗人民之道德與行為，及維護主教之利益。輔祭有權於其法

庭內追訴輕微犯罪，並有權保管人民因犯罪所繳交之罰款。或因如此，一般而言，輔

祭非常不受大眾歡迎，無論是神職人員或庶民百姓皆然。 

若輔祭管轄之教區仍屬廣泛，則有時他還會任命名為鄉村主教（Rural Dean，或稱

為 Archprist），來分擔其職務。鄉村主教曾遭不友善之詩人稱作「輔祭之狗」（The 

Archdeacon‘s Dog）。鄉村主教通常係實際享有對教會所屬人民及土地專屬管轄權

（Peculiar Jurisdiction）之人，此部分係排除主教權限之適用。此外，修道院院長亦有

權對依附修道院之宗教社區或團體之成員所生之糾紛，聽取案件之陳述並加以解決，

且部分修道院對其所轄之居民同樣擁有排除當地教區之專屬管轄權。 

以上較低階之教卿，如同教宗及主教，亦有對法律專家提供建議之需求。至 12 世

紀晚期，至少在英格蘭，許多輔祭均將 1 或更多個受過法律訓練之人納為自己之家眷，

部分繁忙之輔祭，更會任命上開人員為代理輔祭，授權其聽取案件之陳述並做出決定。

另外，部分輔祭會於法庭內雇用登記員與執行官。 

一般而言，上述低階之教卿通常對於程序之進行係相當草率，如梅特連得

（Maitland）所指：「於較低階之法院將得到較低階之法律待遇」。593
 

第三項  審判程序及案例說明 

有關教會法庭之審理程序，雖早在初代教會時期，羅馬皇帝與教宗均堅持主教應

依照羅馬市民法之程序規定來審理爭議，惟羅馬帝國消逝後，因法律學校亦不復存在，

自無法培養任何法律人才。故自第 5 世紀起，羅馬法之程序規定即無從適用。此外，

由於查士丁尼法典之編纂者於立法時，係有意剔除先前之程序事項規定，故就算中世

紀初期之法學家尋獲查士丁尼法典之資料，亦無法從中獲取程序事項之參考。 

                                              
592

 Brundage,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147. 
593

 Brundage,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p.1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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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因羅馬法之具體程序規定已不復存在，但教會法庭採用作為程序事項

處理之原則係來自於一令人意外之處：「偽伊西多羅法令集」（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按該法令集除要求法官應依照適當之程序（iudiciarius ordo）594外，偽造者

也將羅馬法中命原告負舉證責任，以及任何人控告神職人員有不法情事時，法官除應

訊問原告外，並應命其提出明確及可令人信服之證據均列於法令集之內容。因此，當

11 世紀之教會改革者興致勃勃地欲尋求教會法程序規定法源時，法律學校之教師便自

遺留至當時之羅馬程序法殘縷595及早期教會法規集成中提供其所需。 

    對於教會法庭之運作程序，有來自 Oudenburg 修道院院長哈瑞尤夫（Hariulf,

約 1060-1143）之第一手紀錄。哈瑞尤夫於 1141 年像教宗法庭提出一件法律訴訟，當

他來到拉特朗大教堂，紅衣主教海梅耶克（Haimeric），也是教宗之秘書，出面迎接他，

提供他一些建議，並牽著他的手引導其進入法庭，並向已在裡面之教宗尤金尼烏斯三

世（Eugene）介紹哈瑞尤夫，此時教宗係坐在法庭之中央位置，紅衣主教們坐在教宗

右側，羅馬之貴族與其他世俗人民在教宗左側。之後，哈瑞尤夫對他所提起之案件作

了簡短之說明，說明完畢便被請出法庭。 

    9 天之後，教宗與紅衣主教們有時間來進行哈瑞尤夫之案件。便傳喚哈瑞尤夫

來作正式之聽證。地點則在教宗私人之會客室，一群紅衣主教亦與會，海梅耶克立於

教宗之腳凳旁。程序開始，哈瑞尤夫說明其請求之內容，特別是其認為之解決方式，

並提出支持其主張之證據，隨後繼續將其他可支持其主張之文件提供予教宗與紅衣主

教審閱。接著，教宗與主教們詢問哈瑞尤夫有關其主張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最後，

哈瑞尤夫再被請出去，教宗與其他人則召開不公開會議。隔天，哈瑞尤夫被點呼進入，

紅衣主教海梅耶克宣布，法庭決定任命受託法官，前往法蘭德爾（Flander）來調查哈

瑞尤夫所提出案件內之事實。 

由上開描述可看出一個相當簡易之三階段程序。由教宗及主教構成之法庭首先聽

取口頭陳述並在公開之法庭查驗證據。接著，審判官們會另外舉行不公開會議來討論

所聽取之陳述，調查證據之心得與法律上之爭議所在。一旦達成共識，審判官們會傳

當事人至另一公開場合，由教宗宣讀判決結果。596
   

第四項  小結 

因本文目前尚無蒐集到 12 世紀教會法庭對婚姻事件之完整處理紀錄，故除可由本

章第一節第一至三項所列之 11 個案例中，得知教會處理婚姻事件之態度與程序外，如：

                                              
594

 Decretales Pseudo-Isidorianae,Pseudo-Isidore,Praefatio∫5,at 18.見, Brundage,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p.151-3 and note 95. 
595

 古典時代晚期之羅馬法程序規定係以蓋尤斯（Gaius）之法學摘要第 4 冊為主，Brundage,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 ,p.153 note.97 
596

 Brundage,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p.153-4 and note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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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菲利普一世（PhilipⅠ）、法王路易七世（Louis Ⅶ）瑪貝爾（Mabel de Faracheville）

並無具體描述，僅先以本時期教會法庭之一般性發展作為認識教會法庭處理婚姻事件

之基礎，先予陳明。 

首先，在格拉濟亞法令集完成後，約在 12 世紀之後半，一個新的羅馬—教會法程

序體系開始逐漸成形。該程序之目的係為確保當事人均能於案件中獲致合理之對待，

另針對於案件中疑似偏袒某方之法官，亦得主張迴避之機制，且針對錯誤之判決更可

上訴至更高之權威以茲糾正。597
 

上述程序制度之改良，使 12 世紀中葉起訴訟案件量暴增，而此種訴訟案件增加原

因係來自當事人本身希望爭議能經由法定程序解決，似非因教會欲吸引更多案件以增

加其權力。598另一方面，如洪水般湧進教會之訴訟案件逼使教宗、主教及所有教會高層

均需幾乎全時間投入審判、仲裁之處理，僅剩餘少許時間、精力與能力來扮演宗教領

袖與屬靈權威之角色。面對此種狀況，教會審判機制即開始有所調整。 

由上可知，發展至 12 世紀左右之教會法庭審理程序，係以審判者利用聽證之直接

審理方式，來發覺案件之真實。由教會之審判實錄亦可看出，早在 12 世紀，法律案件

之數量與審判者之程度與負荷量，係密不可分，彼此互相影響。為應付龐大之案件量

並減輕審判者之負荷，可看出教會將審判者由原本僅限於具神職身分之教會領袖，透

過代理或授權，擴張至一般具法律素養之低階神職人員甚至一般信徒。惟如此一來，

世俗貪婪與利益之風亦隨之吹入教會法庭，對本時期力主改革之教會，似亦開始埋下

象徵未來將步入頹圮之種子。 

第三節  對 12 世紀教會婚姻法之評價 

第一項  12 世紀教會婚姻法之成果 

12 世紀之教會婚姻法，係包括格拉濟亞法令集之婚姻案例（Causa）及其他如教宗、

主教、教會法學者與神職人員等提出之種種婚姻應然規範，以及當時教會具體適用教

會婚姻法之各種實然面。其簡要內容有下： 

一、 婚姻之本質： 

發展至 12 世紀之教會婚姻法，係承襲初代教會教父奧古斯丁之說法，將婚姻視為

一種聖事（Sacrament），故婚姻之價值在於生育子女及忠實守貞。 

                                              
597

 Gratian,C.3.q.5c.15 
598

 Brundage,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canonists, civilians, and courts,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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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本文認為，縱使將此時期教會婚姻法除去奧古斯丁披上之「聖事」外

衣，其婚姻本質概念仍為源於聖經之「兩人一體」之婚姻觀，並由此衍生出婚姻係「一

夫一妻」、「異性婚」與婚姻之「不可解消」。 

二、 婚姻之成立： 

雖羅馬法認為婚姻係由當事人意思即可成立（Inst.1.10），惟實際上自羅馬時代之

家長權（Patria Potestas）與夫權（Manus），中世紀初期日耳曼民族之父系血統、長子

繼承繼承及封建制度等影響下，近千年之西歐社會上至一般王公貴族，下至一般庶民

百姓，仍多由家中男性長輩來決定其子女之婚姻大事，至於一般農奴甚至其子女，均

由領主掌有婚配之權力，故所謂當事人間可享有自由決定是否結婚？與何人結婚？似

係教會歷經多年提倡婚姻係出於夫妻雙方愛之意思結合，方獲致落實。簡言之，「意思

婚」之原則雖非教會倡首先言，卻係由教會予以實踐。 

其次，婚姻之成立除繫於雙方之意思外，是否尚須加上完成性關係之要件，12 世

紀之教會婚姻法最後係以巴黎之主教隆巴（Petrus Lombardus，約 1100-1160 年），提出

為達成有效之婚姻，適合結婚之男女雙方僅需以「現在式之話語」（in words of the present 

tense, per verba de presenti）表達其結婚意思。若承諾係出自未來式之話語（through words 

of the future tense），縱使是一項嚴肅之約定，仍僅成立訂婚而非結婚，且可在特定條件

下宣告為無效，作為教會之基本立場。 

三、 婚姻之障礙： 

為避免秘密婚姻，教會認為應有公開儀式，並接受神職人員之祝福。此外，教會

當局也齊力禁止內婚（Endogamous，同族婚）之締結，即使關係甚遠亦同，以彰顯血

親（Consanguineous）之結合與神法抵觸，違反者將受到宗教上之處罰，如驅逐出教、

不名譽或懺悔禮儀等結果。 

四、 婚姻之解消： 

於格拉濟亞法令集有關婚姻之案例（Causae）中，於第一個案例（C.27）格拉濟亞

便引用諸多權威意見，表示婚姻係因意思而成立，故雙方間成立婚姻之約定時，婚姻

即為成立，至死方消滅，而強調婚姻之不可解消性。然而面對實際需求，教會仍須就

各項具體事項，判斷是否構成夫妻分離之原因並進行處理。 

五、 婚姻事件之處理： 

    教會婚姻法雖有明確之「一夫一妻」、「婚姻不解消」原則與各種婚姻障礙之

具體規定，惟一旦違反，教會似非機械式之逕行依法令處理，而係視情節輕重，以認

定婚姻有（無）效，命違反者進行懺悔禮儀，或加以驅除出教等種種不同程度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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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較同時期世俗婚姻法全面與深入 

所謂同時期之世俗婚姻法，本文係以學者陳惠馨介紹之日耳曼《薩克森寶鑑》（下

稱：寶鑑）為例，該著作約在 1230 年前後完成，雖較格拉濟亞之法令集晚約 90 年（後

者為 1140 年左右），惟似仍可視為同一時期之法典。 

首先，據作者 Eike von Repgow 於寶鑑之前言稱「這些法律不是我所想出來，他是

由別人帶來的，這個別人是我們的祖先，我嘗試將這些法律保存，以便其不會失落或

被誤解」，由此推論，寶鑑所載內容應非純屬當時之新規定，而帶有傳統法令彙編性質。
599

 

其次，形式上寶鑑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是關於 Sachsen 地區之地方法，又分為三

編，共 234 章；第二部分為采邑法（Lehnrecht），僅一編 80 章。而其實質內容，依學

者陳惠馨對寶鑑第一部份之介紹，係包括宗教與世俗（兩把劍理論）、國王與皇帝、地

區和平、刑法與私法等五大部分。就私法部分，陳惠馨認為：「…我們可以發現在其中

並沒有一個系統化的介紹，甚至也沒有抽象概念的用語，其內容大多是生活化的德國

民事習慣的呈現…。」600
 

再者，寶鑑中論及婚姻之部分，似僅有第一部份第一編第三章「關於七重世界，

階級的階層，親屬的代數」中之「親屬的代數」，二十四章「嫁妝的組成，女性個人使

用物、繼承人、繼承物品的替代物」中之「嫁妝」，第三十一章「夫妻財產相關法規」、

第三十七章「夫妻之一方被剝奪權利時，其所生子女之婚生性」，以及第三編第二十七

章「無效婚姻下所生的小孩」，第七十四章「離婚的婦女可以拿走什麼」。601
 

綜上，若以《薩克森寶鑑》作為世俗婚姻法之代表，則該寶鑑對婚姻一事，無論

就規範之深度與廣度，似均不如在寶鑑出爐前 90 年即編纂完成之格拉濟亞法令集。惟

該寶鑑有關宗教與世俗、國王與皇帝、地區和平、刑法與其他私法領域（特別是繼承

關係）之規範，仍在德國法制史上有其具體之貢獻。602
 

末查，雖有學者曾提出格拉濟亞曾受炙於當時羅馬法著名學者伊爾聶瑞尤斯

（Irnerius）門下，惟本文認為，無論具體內容或婚姻訴訟之程序審理，12 世紀再度復

興之羅馬法似仍處於對古籍之發掘、註釋及傳講階段，查士丁尼法典中之婚姻法似仍

未直接成為世俗社會直接引用之對象，故本時期之羅馬婚姻法，無論對教會或世俗婚

姻事件來說，似仍僅有間接參考之功能。 

                                              
599

 陳惠馨，頁 198。 
600

 陳惠馨，頁 211。 
601

 同上註，頁 132-55。 
602

 同上註，頁 2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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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成為後代教會婚姻法典之法源 

從法制化之角度，以格拉濟亞法令集為主要內容之 12 世紀之教會婚姻法，成為後

世編纂教會婚姻法典之最佳範本。 

因參考法令集，使教宗亞歷山大三世（1159-1181,據說他曾是格拉濟亞之學生）發

布之教令因此有更穩固之理論基礎，而於 1179 年與 1215 年分別召開之拉特朗（Lateran）

大公會議並確定了一些重要之法律原則（如：1179 年之拉特朗大公會議確認教宗之選

舉需超過樞機主教 2/3 之人數方可行之）603。 

由於資料又快速累積，額我略九世時委託西班牙道明會會士兼法學家拉蒙

（Raimmundus de Pnafort,約 1175-1275）編纂了第二法典（Liber extra，或稱新法典），

內容分為五篇，包括法官（Judex）、管轄（Judicium）、神職人員（Clerus）、婚姻

（Sponsalia）、刑法（Crimen），共 185 章，1971 條條文（另說：1795 條）。此著作之重

要性，在於並非單純之法令彙編，而是一部法典。604
 

此後，歷代教宗更加勤於發布法典，博尼法斯八世（Bonifatius）以第二法典為基

礎，增加第二法典發布後諸位教宗之教令與宗教會議決議，於 1294 年（一說：1298 年）

發布第六部法典（Liber sextus），內容同樣分為五篇（篇名與第二法典均相同），共 76

章，359 條。 

接著，在格拉濟亞法令集問世一百多年後，教宗若望二十二世（ Ioanns xx

Ⅱ,1276-1277），以 1311 年舉行之維也納（Vienne）大公會議結論為基礎，於 1317 年發

布克萊孟（Clementinae）法典，內容與篇名仍與第二與第六法典同。 

最後，於 1500 年左右，由法國法學家沙皮耶（Jean Chappuis）將以上四本法典（法

令集）合編成教會法大全（Corpus Iuris Canonici，簡稱為：CIC），直到 1917 年天主教

法典誕生前，西歐世界之天主教均奉教會法大全為圭臬。605
 

由上可知，從格拉濟亞法令集以降，之後三個重要教會法典亦均將「婚姻」列為

專篇討論，似可認為至少就形式上，12 世紀以格拉濟亞為代表之教會婚姻法，係後代

教會婚姻法之起源。申言之，後代教會法典編纂時，對 12 世紀之前有關教會權威對婚

姻之意見、決議與教宗教令，除可直接引用格拉濟亞法令集中所整理之資料外，格拉

濟亞法令集婚姻案例中所揭示之各項問題點及解決之道，即成為教會婚姻法法條文字

之基本元素。 

                                              
603

 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神學詞語彙編，頁 1137。 
604

Brundage ,James A. Law ,Sex ,and Christian Society in Medieval Europe 頁 325-30；栗生武夫，法の変動，頁 204-6；

雷立柏（Leopold Leeb）編，拉—英—德—漢法律格言辭典，頁 311。 
605栗生武夫，法の変動，206-13；雷立柏（Leopold Leeb），同前註；幼獅編譯部主編，威爾杜蘭（Will Durant）

著，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十三：基督教峰巔的文明（The Age of Faith: The Climax of 

Christianity,1950 ），頁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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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12 世紀教會婚姻法對今日之

影響 

學者陳惠馨言「社會實證經驗告訴我們，人類行為不會僅受到法規範的影響，還

受到傳統習俗或道德的影響。而一個社會中傳統習俗與道德往往受到歷史影響。」606。

是探討 12 世紀教會婚姻法對今日婚姻法之影響，似有其必要性。 

然需陳明者，依照歷史之演進順序，12 世紀之教會婚姻法係先影響 13 至 18 世紀

之世俗及教會婚姻法後，方透過該時期之婚姻法滲入今日婚姻法中，而該時期（13-18

世紀）即為筆者擬繼續研究之對象。故以下內容乃未依照法制演進時序，亦無參酌不

同時代、地區、習慣等因素所為之初步、跳躍式結論。雖如此，仍勉力就以下二方面

說明之。 

一、12 世紀教會婚姻法係奠定今日婚姻法制之基礎： 

    依德國民法/法制史學者 Wieacker 之見解，中世紀教會法對於俗世法之影響，主要

在於教會法庭之法官適用教會法所為之裁判之影響，而受教會法庭裁判之影響，深化、

精微化社會倫理，並促進中世紀後期之法律逐漸向開放社會演進。607
 

其次，依法國學者 Imbert 見解，自 10 世紀便已取得婚姻事項裁判權之教會，對中

世紀婚姻之成立、婚姻之解消及婚姻間之權利義務等均已有明確之規範。608此外，由本

文之探討，可知發展至 12 世紀之教會婚姻法，除已確定婚姻係屬當事人意思便可成立

之意思婚外，更對婚姻「開始」與「成立」之區別提出不同之標準。另源自於初代教

會時期之儀式婚更因此時期嚴格禁止秘密婚姻而獲致確立。以上，似可認為，發展至

12 世紀之教會婚姻法，係為今日婚姻法制中，有關婚姻之成立，婚姻之不可解消，婚

姻儀式等基本概念及法體系，奠下最底層之基礎。 

二、源自聖經信仰之教會婚姻觀已為今日婚姻法所不採： 

                                              
606

 陳惠馨，頁 97。 
607

 具體影響包括：1.更精確地劃分不同之客觀法律領域。2.運用倫理神學原則，包括衡平（Aequitas）、信賴利益

(Bona Fides)、良知(Conscientia)、誠信(Honestas)、同情(Misericoridia)，對於利息、暴利行為、契約對價等均影響

重大。3.忽略普通民眾與市民之法之形式要求，依據違反信用之觀點，承認純粹基於同意之義務。4.更精微地評

斷心理內部之構成事實。5.降低形式化證據之地位，而盡力探求真實。6.解放已經老化之權力關係之社會趨勢，

特別是提倡婦女之平等地位，這特別表現在給予伴侶式婚姻較高之評價，間接也顯示在夫妻共同財產之優先地

位。見陳愛娥、黃建輝譯，Franz Wieacker 著，近代私法史，頁 58-9。惟本書似未列出具體之教會法裁判內容以

供參照。 
608三井哲夫  菅野一彥譯，フランス法制史（Jean Imbert, Histoire Du Droit privé,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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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經「所以，人要離開父朮，與妻子連合，兩人成為一體」（創世紀 2 章 24 節），

以及由耶穌闡釋：「所以，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馬太/瑪竇福音 19 章第 6 節）之

婚姻觀來看，本時期之教會婚姻法仍持續堅持基於上開經文所衍生之「兩人一體」婚

姻觀，並因此衍生「婚姻不可解消」。此外，將婚姻本質視為一種聖事（Sacrament）時，

亦發展之婚姻具有獨佔性、永久性與不可分性。 

惟上開源自於聖經之 12 世紀教會婚姻觀，在將婚姻視為單純人間事務之今日婚姻

法中已遍尋無著，甚至受到今日婚姻法之明確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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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在我的背後，我常聽見時間的有翼之車 

匆匆駛近，隆隆飛馳 

所以，要向它迎去 

馬維爾（Andrew Marvell）609
 

本文係為探討婚姻法制化之起源所撰，以「世俗」及「教會」兩個角度切入，依

照「羅馬帝國」（西元 1—西元 476 年）、「初代教會」（西元 1—500 年）「中世紀初期」

（西元 476—1000 年）、「復興改革時期」（西元 1000—1200 年）之歷史沿革，探討世

俗婚姻法與教會婚姻法之內容、變化與對彼此所生之影響。 

首先，在羅馬帝國」及初代教會」時期，以羅馬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中之

婚姻規定，作為世俗法之代表。可看出羅馬婚姻法婚姻本質係以家長之家父權為出發

點，結合家庭與家眷，並衍生出對妻子之夫權婚。婚姻成立後，係形成一個兼具身分

關係（包括個人、家族、身分階級、子女、親屬）及財產關係（如嫁妝、聘禮、夫妻

雙方及雙方家族對嫁妝及聘禮之權利義務）之結合體。 

在婚姻之成立要件上，於羅馬帝國統治下之時代，不同階層、地位之夫妻間，產

生如共祭婚、買賣婚、同居婚及自由婚等不同婚姻形式，而成立要件更有包括當事人

年齡、親等及親屬、當事人意思、嫁妝及聘禮等項目，但均以當事人之意思與雙方財

富之給與（妻：嫁妝，夫：聘禮）為共同要件。於上開成立要件中，羅馬婚姻法對「嫁

妝」著墨最多，似可顯示羅馬婚姻之重點乃在婚姻締結後對男方家族財產之重新分配，

而非單純身分關係之新設、連結與延伸。 

在此同時，亦可察見自西元 1 世紀起，源自聖經之教會婚姻觀，隨著初代教會之

逐漸發展，特別是在西元 4 世紀（313 年）成為羅馬國教後，逐漸勃發之風貌，此為世

俗（羅馬法）與教會之第一次同時存在並影響。 

基督教婚姻觀強調婚姻之本質係「與妻子連合，兩人成為一體」之「兩人一體」

關係，婚姻之成立係儀式婚，成立後，丈夫與妻子需秉持「愛與順服」彼此相待，且

因婚姻為「神所結合，所以人不能分開」而衍生出婚姻不可解消之基本信念。此外，

因教會係多由強調獨身、禁慾及守貞之神職人員所掌管時，故亦出現將婚姻中之性關

係由原本聖經描述「兩人赤身裸體，並不羞恥」貶低為罪大惡極，或為必要之小惡。 

由上可知，以「神本」為依歸之基督教婚姻觀，與以「人本」為出發點之羅馬帝

                                              
609陳曉林譯，湯恩比（Toynbee, Arnold Joseph）著，歷史硏究（A study of history），遠流，2000，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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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婚姻習慣及婚姻法時，其對立與衝突係可想而見。然在基督教受宣告為國教後，不

但信徒間婚姻事件自羅馬時代即開始交由教會審理，對於教會主張之儀式婚，羅馬帝

國亦無反對。惟對教會力陳之婚姻不解消原則，因與羅馬社會習慣差異太大，僅能在

信徒間實踐，無法推廣至一般人民 

時間進入中世紀初期，當西羅馬帝國於 5 世紀（476 年）退出世界舞台後，一批批

追求更好之未來的日耳曼蠻族，帶著同樣歷史悠久，但多欠缺文字紀錄之婚姻習慣法，

進入原本屬於羅馬帝國之各個領土。但在接下來之整個中世紀初期（5-12 世紀），則可

見教會透過散落於西歐大地無數個教堂、地區主教座堂到羅馬教宗，取得文字之保存、

承繼與詮釋之角色，並且，透過法令蒐集、法典編纂之過程，教會更將其婚姻觀逐步

落實為婚姻法。教會在透過數百年之以教令解釋、宗教會議決議及法典編纂之重複過

程中，經歷了人類第一個千禧年。 

此一時期，教會身兼此時代文化保存者，宗教教化者，以及封建制度領主等多重

角色，並有無數之神職人員投身於不同時期、地區之世俗社會，藉由參與人們之婚禮，

為整個莊嚴隆重之儀式祝福或驅逐不祥之物，成功地將結婚儀式從原本在家中移轉至

教會門口，最後在教堂內舉行（有些例子顯示新娘還是教士們替新郎找的）。接續便將

婚姻規範帶入信徒家中。然而，對上層王公貴族，雖有出現如法蘭西之卡洛琳王朝般，

與教會關係良好之政權，但一般上層階級，為維護其家族利益、繼承財產與個人私慾，

對「兩人一體」之婚姻觀與「婚姻不解消」主義，仍是敬謝不敏，至多於犯罪後前往

教會懺悔認罪，或在晚年進入修道院度此餘生。故中世紀初期之聖俗婚姻觀影響結果，

係呈現「下聖上俗」之光景。 

至於世俗之愛爾蘭、法蘭西、日耳曼或日後之英格蘭等諸國，礙於蒐集文獻仍屬

有限，僅能認為此時期雖仍有世俗婚姻法，其內容似仍處於將原本習慣法予以文字化

之程度，且各族、各國之婚姻法之適用範圍亦僅限於該國（族）內。因此，無論就婚

姻法之內容與適用範圍，本時期之教會婚姻法及婚姻規範似已有超越世俗婚姻規範之

趨勢。 

千禧年後，進入「復興改革時期」。對整個西歐來說，宛如重生。之後整個西歐之

人口快速增加，城市興起，城市與市郊之工商業亦隨之崛起，取代封建時代之莊園農

業生活。當人們經濟生活獲得飽足，便開始追求精神之進深，於是古典文集、羅馬法

遂自修道院圖書館被拿出並開始研讀，第一所大學—波隆納（Bologna）大學亦在此時

誕生，610文風興盛，有「12 世紀文藝復興」之號。而教會再歷經中世紀初期封建體制

下之逐漸世俗化後，亦在以教宗額我略七世（GregoryⅦ,1073-1085）為代表人物之改革

下，進行反對俗人授職、神職買賣及教士結婚改革，而教會法之彙整工作，從初代教

                                              
610

 張斌賢等譯，呂埃格（Walter Rüegg）主編，歐洲大學史，第一卷，中世紀大學，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 年，

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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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開始便已展開，歷經中世紀初期之持續整編，在 1140 年左右由格拉濟亞（Gratian），

藉由教會法制史首見之科學分析方式，交出名為「不和諧教會法之調和」（Concordia 

discordantium canonum, A Harmony of Conflicting Canons）之法令集（Decretum），其內

之婚姻法案例（Causae）堪稱教會婚姻法一千多年來之結晶，若加上其他神職人員與教

會法學者對婚姻法之意見，教宗之教令，均使 12 世紀教會婚姻法已成為一套兼具抽象

概念、理論分析與理性思維之有機體，兼具傳講、討論與分析之功能依舊持續貫徹教

會千年以來主張之「兩人一體」婚姻觀。 

相對於中世紀初期「上俗下聖」之婚姻現象，至 12 世紀時，或因此時教會改革奏

效，使一般人民對教會之認同較中世紀初期有增無減外，教會對王公貴族或具體個案

所採取寬嚴併濟之調和處理方式，造成上層王公貴族均相繼接受教會介入來處理其婚

姻爭議，並出現因認同教會主張之婚姻貞潔思想，終身與妻子未發生性關係之君王—

日耳曼王亨利二世，故此時期之西歐社會似可認為已進入「由俗入聖」，由教會婚姻規

範主導之時代。而格拉濟亞法令集，除成為 300 多年後教會法大全（Corpus Iuris 

Canonici）之部分內容外，其所規範有關婚姻之忠實義務，意思婚及儀式婚等，於今日

似仍有其影響力。 

基上研究成果，檢討本文第一章所設立之研究目標如下： 

自羅馬時代至 16 世紀之前之中世紀西歐，果真無任何具有強制力並為一般人术所

遵循，有關締結婚姻，生養子女、建立家庭以及離婚之準則？若然，則一千多年來西

歐大陸之人术均迷迷糊糊地於「黑暗」、「成見」及「迷信」中完成婚姻大事？ 

由本文之整理，可看出 16 世紀前之西歐人民，係視其所處之時代，而受到不同形

式、內容與效力之婚姻規範來作為其婚姻事務之準則。而每一種婚姻規範均有其核心

概念（如羅馬時代之「夫權」（Manus）、中世紀之父系親屬、長子繼承制，與教會之「兩

人一體」婚姻觀），均有所本。故未能體察不同時代背景，遽以後代眼光即論前人之舉

及其所秉持之信念均屬「迷信」或「成見」，似嫌率斷。 

根據學者所描繪，當西歐大地安然度過人類第一個千禧年後，從各個鄉村、城鎮

便彷彿重新甦醒一般，展開一波波社會、經濟、文化、學術之蓬勃復興及改革浪潮。

風行草偃下，不傴使沈睡數百年之羅馬法於當時首創之學院或大學中重生，更使發展

近千年之教會面對沈痾，進行組織變革，重擬道德規範，更由格拉濟亞（Gratian）彙

整出首部內容與體系兼具之教會法法令集（Decretum）。影響所致，對於以王公貴族及

封建諸侯為代表之世俗婚姻與羅馬天主教為代表之教會婚姻觀，於歷經先前數世紀之

無數次札面對決後，於 12 世紀已激盪出足以影響接續數世紀甚至今之婚姻法原則？甚

至將格拉濟亞之法令集譽為「法源史上最輝煌之收穫期」之說法，是否誇大甚至有誤？ 

本文認為，發展至 12 世紀之教會婚姻法，係將累積近千年之案例、法令，在 12

世紀文藝復興之浪潮下，注入當時方興未艾之理性分析思維，故教會婚姻法已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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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文字與資料之堆陳與分門別類，而係針對如「婚姻本質」、「婚姻成立」、「婚姻障

礙」、「婚姻不可解消」等原則進行抽象思想之（如，區分婚姻之開始與成立，探究其

不同之處）分析與辯證，並成為後代教會婚姻法法典化之第一塊基石，故學者就此部

分之描述似為可採。 

假設西歐世界之婚姻法發展至 12 世紀已略具雛形，則構成其制度及法規之基本思

考為何？其法制沿革過程為何？世俗婚姻與教會婚姻觀如何衝突？如何落幕？ 

本文認為，發展至 12 世紀之教會婚姻法，其核心概念乃為婚姻乃神所配合之「兩

人一體」結合。由此可衍生出婚姻係個人而非家庭事務之「意思婚」，以及「一夫一妻」、

「異性婚」、「姻親婚禁止」與「婚姻不可解消」等諸原則。 

其次，就法制沿革，發展至 12 世紀之西歐婚姻法，仍呈現「聖俗相爭」之基本態

勢。惟細觀其發展沿革，在中世紀初期為「上俗下聖」之態樣，即上層之國王貴族與

封建領主為維護本身家族利益與滿足其性之追求，仍抗拒教會婚姻相關規範，但一般

庶民百姓則幾乎全數接受其所在地區教堂之婚姻事務之教導。至 12 世紀，因教會改革

奏效，民心歸向，且部分國王亦完全服膺教會婚姻規範，故上層階級亦逐漸展現「由

俗入聖」之趨勢。 

最後，對本文研究動機：探討婚姻法制化起源之回應，乃 12 世紀基督教婚姻法，

無論其「兩人一體」之核心概念所衍生之「一夫一妻」、「異性婚」、「意思婚」與「婚

姻不可解消」等原則，以及有關法律之分析辯證思維，案例化之理性探討，似均足認

定堪為後代包括教會婚姻法典與世俗婚姻法法制化起源之一，故今日婚姻法之法制起

源，並非僅源自於 16 世紀之法國民法，而係於 12 世紀之教會婚姻法中便可窺見其萌

芽之蹤影，而今日婚姻法中受教會婚姻法影響者，亦非如一般教科書所稱僅「婚姻不

解消」一端，而係包括「意思婚」、「一夫一妻制」、「婚姻障礙」（包括禁止重婚、姻親

婚與內婚禁止）及「異性婚」均直接或間接受 12 世紀教會婚姻法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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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第 1-12 世紀之世俗婚姻與教會婚姻之比較簡表 

時間 比較標準 世俗 教會 彼此影響 

1-5 世紀 婚姻觀（原則） 世俗代表：羅馬人之婚

姻。 

1. 羅馬人之婚姻係以夫

權及嫁妝為本質概

念。 

2. 是否採一夫一妻制

度，仍有爭議。 

教會：聖經 

1. 一夫一妻制： 

離開父母，與妻子連

合，二人成為一體。 

2. 婚姻不可解消： 

夫 妻 不 再 是 兩 個

人，乃是一體的了。

所以， 神配合的，

人不可分開 

1. 基 督 教 尚

未 成 為 國

教之前，羅

馬 帝 國 係

排 斥 基 督

教婚姻觀 

2. 信 仰 基 督

教 之 皇 帝

繼位後： 

（1）下層階級

之 人 亦

得結婚。 

（2）重婚在羅

馬 帝 國

中 成 為

犯 罪 行

為。 

（3）離婚條件

更 趨 嚴

格。 

（4）限制近親

親 屬 間

結婚。 

（5）第 4 至 5

世 紀

間，教會

開 始 要

求 基 督

需 結 婚

時 須 接

受 來 自

教 士 之

婚姻法：形式 世俗婚姻法之代表：羅馬

法大全。 

1. 羅馬法大全之法學提

要（Institutes）中，婚

姻（De Nuptiis）係列

於第 1 卷第 10（Book

Ⅰ,TIT.X），本文稱為

「婚姻篇」。 

2. 學說編纂（Digest）

中，就「婚姻」之規

定，有於第 23 卷標題

一、有關訂婚（婚約）

（ Title I. Concering 

Betrothals）、標題二、

有關婚姻儀式（Title 

II.  Concering The 

Ceremony of 

Marriage）、標題三、

有關嫁妝之法（Title 

III. Concering The 

Law of Dos）、標題

四、與嫁妝有關之協

議 （ Title IV. 

教會：法令編纂萌芽期 

 

225 年前後編纂之「使徒

傳 統 」 （ Apostolic 

Tradition），及第 4 世紀

之 「 使 徒 律 令 」

（ Constitutiones 

Apostolorum,Enachtment

s of the Apostles），但不

確定其中有無與婚姻有

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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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ing Dotal 

Agreements ）、 標 題

五、因嫁妝而給與之

土 地 （ Title V. 

Concerning Land 

Given by way of  

Dos）。以及第 24 卷則

分為二個標題，包括

標題一、夫妻間贈與

（ Title I .Donatin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及標題二、離

婚 與 離 棄 （ Title 

II.Divorce and 

Repudiations） 

祝福，而

基 督 教

婚 禮 儀

式 也 於

本 時 期

具體化。 

婚姻法：內容 羅馬法大全： 

1. 就婚姻之成立、婚姻

之形式（類型）及婚

姻之解消等，羅馬法

大全均有規定。 

2. 對婚姻之成立採意思

婚。 

教會： 

此時期似無出現具體之

婚姻法規定 

5-10 世紀 婚姻觀（原則） 世俗代表：日耳曼、法蘭

西、愛爾蘭 

1. 婚姻為一種社會事

實，而非一種法律地

位。性關係成為定義

婚姻之本質要素。 

2. 女由於結婚之結果，

遂脫離其父之占有關

係，而入於夫之權力

支配之下，成為夫家

之血（親）族團體。 

3. 大多數男性可能因為

無法負擔多妻而滿足

於僅有一個妻子，但

教會： 

1. 一夫一妻制與婚姻

不可解消。 

2. 提 倡 異 族 婚

（Exogamy），禁止同

族之近親結婚。 

3. 重視夫妻間性關係

在婚姻中所扮演之

角色，如安克馬爾

（Hincmar，806-882）

首 次 提 出 交 媾

（Coital）婚姻理論，

認 為 未 結 合 完 成

（Unconsummated）

1. 一 般 庶 民

已 逐 漸 接

受 教 會 婚

姻規範。 

2. 基 督 教 婚

姻 觀 （ 原

則）亦為部

分 世 俗 帝

王 所 接

受，如：卡

洛 林 王 朝

建立 8 項

婚 姻 基 本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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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室或貴族等上層

階級，一夫多妻之狀

況係屬常見。 

4. 婚姻在一定條件下可

解消（如：不能人

道）。 

5. 卡洛林王朝建立 8 項

婚姻基本原則。 

之婚姻係不完全，因

此不具完整之效力。 

3. 基 督 教 婚

姻 觀 （ 原

則）對多數

王 公 貴 族

似 仍 無 具

體影響力。 

1. 婚姻法：形

式 

2. 世俗婚姻法代表：西

歐大陸最早之日耳曼

法典，歐里西亞法典

（ Codex Euricianus,

亦 稱 西 哥 德

法 —Leges 

Visigothorum），但其

中有無對婚姻加以規

定，目前仍無法確

定。 

3. 參考羅馬法制訂之法

律手冊，但是否有關

於婚姻之規定，亦無

法確定。 

4. 針對婚姻事項之紀

錄，但是否具有法律

效力，仍待確認。 

1. 教會婚姻法代表：

西元 500 年左右由

一位僧侶狄奧尼

修斯（Dionysius）

所彙整之狄奧尼

西 亞 那 彙 編

（ Collectio 

Dionysiana）以及 9

世紀位於法蘭西

之「偽伊西多羅法

令 集 」

（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 

2. 規範夫妻間性關係

之 懺 悔 禮 儀

（Penitentials）之

流傳與推行。 

婚姻法：內容 世俗日耳曼法： 

1. 本時期之世俗法多以

眾多篇幅且鉅細靡遺

地規範不同類型之人

身傷害，並規定應彌

補受傷害一方之賠償

數額 

2. 對婚姻之規定並未多

見。 

教會婚姻法令： 

1. 婚姻儀式： 

866 年 11 月 13 日，

由 教 宗 尼 古 拉 斯

（Nicholas）在寫給

保 加 利 亞 人

（Bulgarians）之信

函，詳細描述拉丁禮

儀之結婚儀式。 

2. 禁止近親婚： 

721 年 之 羅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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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e）宗教會議間

之西歐，教會開始將

近親婚之限制擴張

至全部 7 個親等。另

由 教 宗 大 額 我 略

（ Gregory the 

Great,590-604）任內

所做出之大量規定

中 ， 特 別 將 血 親

（Consanguinity）與

姻親（Affinity）加以

明確定義。 

10-12 世

紀 

婚姻觀（原則） 世俗： 

1. 在 以 父 系 親 屬

（ Agnatic 

Lineage,Patrilineage）

為核心之西歐世俗家

庭（族）中，婚姻之

締結並非僅雙方當事

人之事，而為當事人

所屬之兩個家庭或家

族之事務。 

2. 婚姻係為確保世襲財

產之制度。 

3. 婚姻不以一夫一妻制

為必要，亦非不可解

消。 

4. 內婚制（Endogamy）

盛行。 

教會： 

1. 婚 姻 為 聖 事

（Sacrament）之一。 

2. 婚姻必須是一夫一

妻制。 

3. 婚姻不可解消。 

4. 婚姻之結合應由當

事 人 雙 方 自 由 締

結，而非由雙方家長

或家庭。 

5. 婚姻是合法性關係

之唯一代表，因此不

允許蓄妾。 

6. 承上，所有婚外性行

為均應受法律規定

處罰。 

7. 所有性行為，包括婚

姻中與婚姻之外，均

專屬教會管轄（fall 

solely under 

ecclesiastical 

jurisdiction）。 

8. 婚姻需為異族婚，因

此，在關係相近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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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或家族內之近親

結婚係被禁止。 

婚姻法：形式 世俗：羅馬法之復興 

1. 1076 年 塔 斯 坎 尼

（Tuscany）之司法判

決引用羅馬法之學說

編纂（Digest）內容之

後，少部分法律學者

開始熱烈研讀學說編

纂內容，而於 1100 年

前，在義大利北部城

市 波 隆 納

（Bologna），便開始

了羅馬法之系統式教

學。 

2. 但此時期之羅馬法復

興，似無提出婚姻法

方面之論述。 

教會法：提出各種法令

編纂成果 

1. 持續教會法令之編

纂。 

2. 1140 年或前後格拉

濟 亞 法 令 集

（Decrtum Gratiani）

中之 10 個婚姻法案

例。 

1. 教 會 對 婚

姻 事 件 具

有 法 律 上

管轄權。 

2. 二 人 一 體

之 婚 姻 觀

獲致貫徹 

3. 上 層 社 會

亦 開 始 接

受 基 督 教

婚姻觀。 

4. 對 違 反 教

會 規 範 之

婚 姻 事 件

有 彈 性 處

理之方式。 

婚姻法：內容 世俗： 

或有開始引用羅馬法處

理婚姻事件，但尚無具體

資料。 

教會婚姻法： 

1. 強調婚姻應有公開

儀式，不贊同秘密婚

姻。 

2. 提出婚姻「開始」、

「完成」及「合法」

等階段、類型及判斷

標準 

3. 詳細規範限制近親

婚之親等、計算方

式，以及違反之效

果。 

4. 保障奴隸與農奴之

婚姻，不許主人拆

散。 

5. 提出各種夫妻分離

之 原 因 與 處 理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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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法學提要（Institutes） 

Institutes Book Ⅰ, TIT.Ⅸ 

1. Our children whom we have begot in lawful marriage are in our power. 

2. Now marriage or wedded life is the joining of man and woman, sharing a single pattern 

of life 

3. The power that we have in respect of our children is particular to Roman citizens: for 

there are no other men who have such power over their issue as we do. 

4. Whoever, then ,is born of you and your wife is in your power: in like manner, one born 

of your son and his wife, ie your grandson or granddaughter, is equally in your power, as 

also great-grandchildren and so on. The issue of your daughter, however, is not in your 

power but in that of his father. 

Institutes Book Ⅰ, TIT.X 

1. Those Roman citizens contract a lawful marriage between them who join together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w, the capable of childbearing, be they 

independent  capable of childbearing, be they independent or dependent, provided that, 

in the case of those who are dependent, they have the consent of the parent lo whose 

power they are. Both civil and natural reason lead one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parent 

should be obtained. Hence, it has of the parent should be obtained. Hence, it has been 

asked, can the daughter of a lunatic marry or the son of a lunatic take a wife? Since there 

were coflicting views in respect of the son, our decision was published whereby, along 

the line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daughter, the son of a lunatic is also allowed to marry, 

without parental intervention, in the manner  prescribed by the constitution. 

2. But it it is not every woman that we are allowed to take to wife for one must abstain 

from marriage with someone. Marriage cannot be ontracted between persons who are in 

the relationship of parent and child, for instance, between father and daughter, 

grandfather and granddaughter, mother and son grandmother and grandson and so on: 

and should such persons join together, they are said to have contractcd a wicked and 

inoestuous manvage. And thiss so applies that, even though their relationship as parent 

and child originated in doption, they cannot be joined together in matrimony and this is 

so even after the adoption in has been ended. Thus you cannot take to wife a woman 

who became your daughter or granddaughter by adoption, even though you are 

emancipated her.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54 

3. A similar rule applies between persons linked in collateral relationship: but not to the 

same extent.Certainly marriage between brother and sister is prohibited, whether they be 

brother and sister of the whole blood or of the  half blood. But, if a woman bocomes 

your sister by adoption, though marriage is certainly not possible between you so long as 

the adoption continues, once the adoption is ended by her emancipation, there would be 

no impediment to marriage. Consequently, it is settled law that, if someone wish to adopt 

his son-in-law, he must first emancipate his daughter and on wishing to adopt his 

daughter-in-law must first emancipate his son. 

4. One cannot marry the daughter of one‘s brother or sister .Neither can one marry the 

granddaughter of one‘s brother or sister although they berelated to one in the fourth 

degree of kindred. For, where marriage is forbidden with someone‘s daughter,it is not 

allowed either with his granddaughter. But you are not regarded as prohibited from 

marrying the daughter of a woman adopted by your father for there is neither a bnatural 

nor a civil bond between you. 

5. Again, the children of two brothers or two sisters or of a brother and sister can  

intermarry 

6. Then one cannot marry an aunt on one‘s father‘s side, even an aunt by adoption, nor a 

maternal aunt for they are in the position of relatives. By the same reasoning, marriage is 

forbidden with a great-aunt on either side. 

7. Out of respect for affinity, again, one must abstain from marriage with certain women. 

Thus one cannot take to wife a stepdaughter or daughter-in-law for both rank as 

daughters. That , however, is to be understood as applying to one who has been a 

stepdaughter or daughter-in-law: for, if she be presently your daughter-in-law, it is as yet 

married to your son, there is another reason why you cannot marry her; for the same 

woman cannot be married to two men at the same time: the same applies if the woman 

be still your stepdaughter, ie her mother is married to you; you cannot marry her because 

you cannot have two wife at the same time. 

8. It is also forbidden to marry one‘s mother–in-law or stepmother because they are in the 

position of a mother.This again applies where the relationship of affinity has 

terminated:for ,if she be still your stepmother, ie married to your father, she could not 

marry you by reason of the geneal precept that a woman canno t be married to two men 

at the same time.In like manner, if she be still your mother-in-law,ie her daughter is 

married to you, marriage is forbidden because you cannot have two wives. 

9. But the son of a husband by another wife and the daughter of a awife by another 

husband, and vice versa, can validly marry each other, even though they have a brother 

or sister subsequently born of the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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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f your wife, after divorce, has a daughter by another, that is not your stepdaughter;but 

Julian says that one should abstain from marriage with her; for, though neither the 

betrothed of a son is one‘s daughter-in-law nor the betrothed of a father is one‘s 

mother-in-law,nevertheless, they behave more correctly and lawfully who do not enter 

into such a marriage. 

11. .It is beyond question that servile relationships are a bar to marriage if perchance a father 

and daughter or brother and sister be later manumitted. 

12. There are also other persons who, for divers reasons, are prohibited from intermarriage 

and these we authorized to be set out in the books of the Digest or Pandects culled from 

the old law. 

13. .If any purport to marry contrary to the rules which we have stated, it is to be understood 

that there is no husband or wife, no marriage or wedded state and no dowry. Hence, any 

issue of such a union are not in the power of their father but are, so far as concerns 

parental power, like those whom a mother conceives out of wedlock. Indeed, these are 

treated as not have a father, his identity being uncertain:hence they are generally styled 

bastards or conceived, as the Greeks would say or issue without a father. It follows 

that,on the dissolution of such a union, there is no claim for return of dowry.Moreover, 

those who enter into forbidden marriages undergo other penalties which are contained in 

august constitutions 

14. .It sometimes happens,however, that children who are not in pareantal power from the 

moment of their birthe are later brought into such power.Such a one is he who,though 

not born in wedlock, is later presented to a curia and subjected to paternal power: 

another is one born of a free woman, on marriage with whom there was no legal ban, but 

who was the father‘s concubine—consequent upon our constitution, he falls into 

paternal power upon the execution of an instrument of dowry: the same consequence for 

others born out of wedlock was provided by a constitution of 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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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教父婚姻思想 

賀馬士（Hermas） 

（‖I command you,‖ he said, ‖to guard your chastity(bagneia).Do not allow the desire for 

another woman to enter your heart, nor any thought of fornication, or any similar vice. For to 

do this is to commit a great sin. If you always remember your own wife, you will never sin. 

But if this desire enters your heart ,you will sin, and if any similar wicked desire should enter, 

you will commit sin. For this desire is a great sin for the servant of God. If anyone commits 

this wicked deed, he brings about his own death. See to it , then, that you avoid this desire. 

For where holiness dwells, in the heart of the righteous man, there lawlessness should not 

enter ‖ 

（if a man has a wife who believe in the Lord and he catches her in adultery ,does the man 

sin if he continue to live with her?） 

As long as the man is unaware, he said, he does not sin. But if he discovers her sin and the 

woman does not repent, but rather persists in her adultery, the man shares the guilt of her sin 

and participates in her adultery, if he continue to live with her. 

（What , then, I said, will the man do, Lord, if the woman persists in this passion?） 

（He must dismiss her, he said, and the man must live by himself. But if, after dismissing her, 

he should marry another woman, he himself commits adultery. ） 

（And if, Lord, I said, the woman repent after she has been dismissed and wishes to return to 

her husband, shall he not take her back?） 

（Yes, he said, if the man does take her back, he sins and brings great sin upon himself, for it 

is necessary to welcome back the sinner who has repented. But this must not occur more than 

once, because the servants of God are allowed only one repentance. Therefore, for the sake of 

repentance the man must not marry. This course of action applies to the woman as well as to 

the man. adultery occurs, he said, not only when a person defiles his flesh, but also when he 

acts as the pagans do. So then, if a person persists in such practices and does not repent, you 

shall separate fore him and not live with him, or else you participate in his sin. That is why 

you were instructed to live alone, whether you are male or female, so that repentance might 

be possible in these cases） 

（If a wife , I said, or a husband should die, and the surviving spouse should marry, does the 

one who marries sin?） 

（He does not sin, he said, but if he remains single, he gains for himself more extraordinary 

honor and great glory with the Lord. But if he marries, he does not sin. Therefore, preserve 

your chastity and holiness and you will live for God. From now on observe all that I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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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d and will say, from the day on which you were entrusted to me, and I will dwell in your 

house. For your former transgressions there will be forgiveness , if you keep my 

commandments. There will be forgiveness for all, if they keep my commandments and walk 

in purity.） 

克雷門（Clement of Alexandria） 

（we must marry, both for the sake of our country and for the succession of children and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world…） 

（To those who blaspheme both the creation and the holy Creator, the almighty and only 

God, through their supposedly sacred continence, and who teach that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should be rejected and that one should not bring other unfortunate people into 

the world or provide further fodder for death, this is what I have to say First, from the apostle 

John :And now many antichrists have come: this is how we know it is the final hour. They 

went out from us, but they did not belong to us. For if they had belong to us, they would have 

remained with us  [1 Jhon 2:18-19].They can be refuted because they distort the very 

evidence that they present to make their case.） 

（Some openly declare that marriage is fornication and teach that it was introduced by the 

devil. They boast that they are imitating he Lord himself who neither married nor I possessed 

anything in the world, and they claim co understand the gospel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To 

them Scriptures says: God resists the proud, but gives grace to the humble, [1 

Pet.5:5].Moreover, they do not know the reason why the Lord did not marry First, he had his 

own bride, the church; second, he was no ordinary man who had need of a helpmate after the 

flesh [cf Gen.2:18]. Nor did he need to beget children, since he lives eternally and was born 

the only Son of God.） 

（In general, then, let this be our position regarding marriage, food, and other matters: to do 

nothing out of lust, but to wish only for those things that are necessary .For we are children 

not of lust, but of the will [cf. John 1:13]. The married man must exercise self-control in 

procreation, so that he does not feel lust for his wife ,whom he must love, while he produces 

children by a holy and chaste will.） 

（Whether one chooses to be celibate or to marry for the sake of procreation, one must 

remain unyielding to what is inferior. If a Person can endure such a life, he who acquire for 

himself greater merit with God, since he practices Self-control in a manner that is both pure 

and rational. But if he has gone too far in choosing the rule for the greater glory, he may fall 

short of his hope. Just like Celibacy, marriage has its own distinctive services and ministries 

for the Lord; I refer to the care of one's children and wife.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rital union, it seems, is that it gives the person who is committed to a perfect marriag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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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y to show concern for everything that pertains to the household he shares with his 

wife. That is why the apostle says that bishops must be appointed who have learned how to 

supervise the whole church by supervising their own households [d. 1 Tire. 3:4-5]. So, then, 

let each one complete his ministry by the work to which he was called [cf. 1 Cot. 7:24], so 

that he may be free in Christ and may receive the proper reward for his ministry [cf. 1 Cot. 

7:22]. 

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Marriage: The First Bond of Society 

1,1.Every human being is part of the human race, and human nature is a social entity, and has 

naturally the great benefit and power of friendship. For this reason God wished to produce all 

persons out of one, so that they would be held  together in their social relationships not only 

by similarity of race, but also by the  bond of kinship. The first natural bond of human 

society, therefore, is that of husband and wife. God did not create them as separate 

individuals and bring them together as persons of a different race, but he created one from 

the other, making the side, from which the woman was taken and formed, a sign of the 

strength of their union. For those who walk together, and look ahead together to where they 

are walking, do so at each other's side. The result is the bonding of  society in its children, 

and this is the one honorable fruit, not of the union of husband and wife, but of their sexual 

conjunction. For even without that kind of intimacy, there could have been between the two 

sexes a certain relationship of  friendship and, kinship where one is in charge and the other 

compliant. 

The Mutual Fidelity of Spouses 

4,4. Furthermore, in performing their duty to each other, even if this is claimed somewhat 

excessively and without due restraint, husband and wife also have a duty of fidelity to each 

other. The apostle considered this duty of fidelity to be so binding that he spoke of it as a 

power of authority, when he said: The wife does not have authority over her own body, but 

her husband does；and likewise the husband does not have authority over his own body, but 

his wife does(1 Cor.7:4) A breach of this duty of fidelity is called adultery, when, either 

because of the urge of one's own sensuality or by consenting to the other person's, one 

violates the marriage contract by sleeping with someone else. In this way there is a betrayal 

of trust, and even in base material matters trust is a spiritual good of great value, and so it 

certainly should be put ahead of bodily well-being, including even our marital life. 

Marriage as a Remedy for Sensuality 

6.6 Whe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arriage duty is insisted on unreasonably, so that they have 

intercourse even when it is not for the purpose of having children, the apostle allows thi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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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hing that can be excused, though it is not something he lays down as a command. So, 

even if a perverted morality motivates them to have intercourse like that, marriage still saves 

them from adultery or fornication. It is not that conduct of that kind is accepted because of 

marriage, but it Married people, therefore, not only owe each other fidelity in relation to 

sexual union for the sake of having children which in this mortal state is the human race's 

first social union, but also in a certain way they owe each other a mutual service to relieve 

each other's weakness, and thereby avoid illicit unions. As a result even if one of them favors 

permanent ab- stinence, this is not possible unless the other agrees to it.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 wife does not have authority over her own body, but her husband does；and likewise 

the husband does not have authority over his own body, but his wife does(1 Cor.7:4) so that 

they will not refuse each other what the husband looks for from the marriage or the wife look 

for from the husband, even when it is not for the sake of having children but because of 

weakness and lack of self-control. In this way, with Satan tempting them, they will not lapse 

into depraved conduct deserving of damnation because of the lack of restraint of one or other 

or both of them. Marital intercourse for the sake of procreating is not sinful. When it is for 

the purpose of satisfying sensuality, but still with one's spouse, because there is marital 

fidelity it is a venial sin. Adultery or fornication, however, is a mortal sin. For this reason 

abstinence from all sexual union is better even than marital intercourse performed for the 

sake of procreating 

Monogamous Marriage Is a Sacrament of Unity 

18,21 Out of many souls there will arise a city of people with a single soul and single heart 

turned to God. This perfection of our unity will come about after this pilgrimage, when no 

longer will anyone's thoughts be hidden from another, and no longer will anyone be in 

conflict with anyone about anything. For this reason in our age the sacrament of marriage has 

been restored to being a union between one man and one woman, so much so that no one is 

allowed to be ordained a minister of the Church except a man who has had only one wife. 

This was well understood by those who  held the view that even someone who had a second 

wife while still a catechumen or pagan should not be ordained. What is at issue is not 

sinfulness, but the sacrament, as all sins are taken away in baptism. He who said, If you have 

married, you have not committed a sin, and, if a virgin marries, she does not commit a sin (1 

Cor. 7:28), and Let him do as he chooses；if he marries, he does not commit a sin (1 Cor. 

7:36), made it sufficiently clear that marriage is no sin. Because of the sanctity of the 

sacrament, however, just as a woman who has been violated, even while she was a 

catechumen, cannot be consecrated as one of God's virgins after she has been baptized, so too 

the view has been, without any absurdity, that although he has not committed a sin, some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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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has had more than one wife has lost a certain prerequisite for receiving that sacrament. It 

is not a requirement for obtaining the reward of a good life, but a requirement for receiving 

the seal of ecclesiastical ordination. For this reason, just as the several wives of the ancient 

fathers were a symbol of our future Churches rising from all nations though subject to the 

one man Christ, so to the fact that our ecclesiastical leader is a man who has had only one 

wife symbolizes the union of all races in submission to the one man Christ. This will be 

perfected when he reveals the things hidden in the dark, and makes known the secret of the 

heart, and then everyone will have his praise from God (1 Cor. 4:5). 

At present, among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united in the one person there are open 

disagreements, as well as hidden disagreement, even without any failing in charity, but then 

there will be none of this at all. Therefore, just as the sacrament of polygamous marriage of 

that age was a symbol of the plurality of people who would be subject to God in all nations 

of the earth, so too the sacrament of ,monogamous marriage of our time is a symbol that in 

the future we shall be united and subject to God in the one heavenly city, Accordingly, 

leaving a living  husband to marry someone else is like serving two or more masters. It was 

not allowed then, it is not allowed now, and it never will be allowed. To renounce the one 

God and go over to the adulterous superstition of another god is always wrong. Hence our 

saints did not do what the Roman Cato is said to have done, handed over his wife during his 

own lifetime so that she could fill someone else's house with children. In the marriages of our 

women the sanctity of the  sacrament is worth more than the fecundity of the womb 

 

24, 32. The value of marriage, therefore, for all races and all people, lies in the objective of 

procreation and the faithful observance of chastity .For the people of God, however, it lies 

also in the sanctity of the sacrament, and this has the consequence that it is forbidden for a 

woman to marry anyone else while her husband is still living, even if she has been divorced 

by him, and even if it is only for the purpose of having children. Although this is the only 

purpose there can be for a marriage, the bond of matrimony is not broken when its purpose is 

not achieved, but only by the death of husband or wife. It is like ordination to the priesthood, 

which takes place for the purpose of forming a community of the faithful, but even if the 

community of faithful does not eventuate, the sacrament of ordination remains in those who 

were ordained. If anyone is dismissed from office for some wrongdoing, rice it has been 

received, although it will remain as something he must answer for at judgment .The apostle, 

therefore, bore witness that the purpose of marriage is procreation , when he said, I want the 

younger ones to many. As though someone had said, Why?` he immediately adds: To have 

children and be mothers of families (I Tm 5: 14). Concerning faithful observance of chastity, 

there is the text, the wife  does not have authority over his own body, but does/ and like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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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sband does not have authority Over his own body, but his wf does (I Cot 7:4); and 

concerning the sanctity of the sacrament, the text, a wife should not leave her husband, but 

she does leave him, she should either remain unmarried or be reconciled to her husband. And 

a husband should not divorce his wife (1 Cor 7:10-11). These things, namely, offspring, 

fidelity and the sacrament, are all good, and because of them marriage is good. In this age, 

however, it is certainly better and holier not to set out to have children physically, and so to 

keep oneself free from any activity of that kind, and to be subject spiritually to only one man, 

Christ. One must use this freedom, however, in the way scripture says, to think about the 

Lords interests, how to please God. In other words, celibacy will be concerned that obedience 

should not be diminished. Being the fundamental virtue, and, as is commonly said, the source 

of all the others, the ancient fathers put this virtue into actual practice. Celibac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maintained as a state of mind, and no doubt, because they were righteous and holy, 

if they had been commanded to abstain from all intercourse, out of obedience they would 

have done so. When they were capable of sacrificing the offspring which was the only reason 

for having intercourse, how much more readily could they have held back from intercourse if 

that were God‘s command or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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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阿貝拉爾（Peter Abelarb）與海蘿麗斯(Heloise)往來

書信611 

第二封信 

你的婢女，不，你的女兒，你的妻子，不，你的妹妹， 

向我的主，不，我的夫，我的夫君，不，我的兄長致意！ 

你的海蘿麗絲向我的阿貝拉爾致意！  

最親愛的！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你手書的一封致朋友的勸慰信612落到了我的手中。我

只瞥見開頭的幾句話便認出了你的筆跡。因為我心中始終想看寫信人。所以，我懷著

熱切的傾慕沉浸於他的話語之中。我雖已失去此人，但他的形象卻從他的話語中閃著

祝福的目光注視看我。誠然，信中字字句句無不浸透著怨與悲，這些我並沒有忘記；

因為寫信人描繪了我進入修道院的悲涼畫面和你，我唯一的愛，背負著十字架所走的

沒有盡頭的路。我相信，任何人讀到或聽到這個受難故事都會為之動容。它猛地將我

搖醒，使我又重新感覺到我的痛苦。 

你向你的朋友提供了一份非常忠實的受難敘述！你為了安慰他而使我失去安慰，

你為了癒合他的傷口卻又再度撕開我舊有的傷口，而且你還給我造成了新的傷！我跪

下懇求你，當你的心迫使你去醫治那些甚至是別人給別人造成的創傷時，也醫治一下

為你自己造成的創傷吧。 

你對我的修女們和我所承受的罪責是多麼重要！我們的修道院一除了上帝，你是

它唯一的創建者；我們的祈禱堂一你是它唯一的締造者；我們的神聖的團體一你是它

唯一的奠基者。你自己的，完整意義上的你自己的工作，是為事奉上天而建新的種植

園，當中的植物大都還很稚嫩，還需要經常澆灌才能茁壯成長起來。我們是些柔弱的

女子，因此，我們這個種植園十分嬌嫩，缺乏抵抗力，何況它又是一個新的種植園呢。

所以，它更需要悉心的、經常的照料。 

至於姐妹的情況，我暫時不想多談。你絕不可以繼續無視你對我欠下的那份情債。

你必須償還我你那唯一之所愛者的這筆債。你若想了結對那些虔誠的姐妹所負的責任

                                              
611以下書信內容，係以李承言譯，頁 60-80 為主，而該書係翻譯自 Abaelard.Die Leidensgeschichte und der 

Briefwechsel mit Heloisa.Ü bertr.u.hrsg.von Eberhard Borst. Heidelberg:Verlag Lambert Schneider,4.,verbesserte 

Aufl.1979.需說明者，係： 

一、 兩人往來之信件不只這 5 封，但此 5 封信應足作為兩人想法之代表。 

二、 就此些信件之真實性，學界迭有爭議，但如布魯克（Brooke）所言，本質上是可信靠的。See,Brooke,pp.93-102 
612

 此即阿貝拉爾所撰寫之「受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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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你就必須認真地償還它。我的心在時時刻刻囓噬著我的悲痛之中苦捱時日，而

你卻從不曾想到過對我進行撫慰靈魂的談話或者寫封安慰的信幫助我！!你是明白你所

承擔的責任的分量的，因為婚姻祝禮將你與我聯繫在一起了，你對我承擔著義務。你

也屬於我，因為世人都可作證，我對你的愛是無限的、無止境的。我心中之所愛呀，

你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由於失去你而失去了甚麼，在那世人所看到的最卑污的

背叛發生後，那突如其來的變故是多麼令人悲傷！我失去了你，也因此而失去了我，

我悲痛欲絕。然而令我陷入悲痛之無底深淵者卻是世人盡知的可恥背叛。呻吟於最劇

烈的壓抑之下的人要求得到最有效的醫治與安慰。她不向任何別人要求得到這些東

西，而是向你、只能向你。是你，是你一個人給我造成的創傷。求你發發慈悲也治癒

它吧！只有你才能使我憂傷，也只有你才能給我央樂和慰藉。只有你對此承擔義務，

而且也只有你有此能力，具有一個人所能具有的最大能力。 

你是我的見證。滿足我的歡樂、實現我的願望並非我的目標，絕對不是。我的目

標是使你完全得到滿足。「夫人」之名對別人也許是崇高的、雋永的。但我卻認為，所

有種種甜蜜之象徵永遠是被叫作你的情人，或者一啊，請別生氣一被叫作你的陪睡者，

你的妓女。在你面前忍受最大的屈辱便是對你最崇高的敬意。我的低下地位也絕對遮

蔽不了你的熠熠光輝。你在致友人的信中也並非完全沒有談到我心內的真實意願，你

也多次提到關於我為挽救愛的盟約而反對婚姻的理由。 

如果認為夫妻雙方懷著對至善至美的愛共屬一體，如果認為靈魂的貞潔比放棄身

體之愛更加不會使婚姻紐帶斷裂，那麼，這是個神聖的、幸福的自我欺騙。我懇切地

請求你，這請求對你肯定不至過分，也容易辦到:既然我一定得放棄與你重逢的幸福，

那就請你給我至少寫幾行表示愛的話語吧一你在這方面的語言是十分豐富的啊一請你

為了我讓你的珍貴形象在這愛的話語中重現吧。我注意到，你在寥寥數語可給人以救

助時卻惜字如金。這時，我的希望便如流水而去，不再期待你的愛會化為行動而廣延

開來。 

當你去上帝那裏尋求庇護並事奉他時，我也做著你做的事。不，我還早於你披上

修女面紗。我本來—上帝明鑑一毫不猶豫地聽從你的指令先於你邁進陰間的，但卻後

了你一步。如果我的自我不在你那裏，那麼它就那裏都不在，因為沒有你便沒有它的

存在，沒有它的本質。讓我的心與你同在，求求你，求求你了!讓它在你那裏受到保護！

只要你給它一個友善的面容，只要你以你之愛報我之愛，以你之微報我之大，以你之

美言報我飽含犧牲精神之勞作，它就感到受到了保護。啊，假如你的愛不曾那麼堅定

地相信我的愛，假如你不得不為此而疑慮重重，那何至於有今天！我給予你的是安全，

憑靠，而我今天收穫的卻是不堪忍受的輕蔑。可是，你切莫忘記我所做的一切！也不

要忘記，你所欠我的一切！當我偎在你的胸膛享受肉體的快樂時，世人可能就曾思忖，

究竟是自我奉獻的愛還是自私貪欲的驅使讓我投入了你的懷抱。現在，結局證明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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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於甚麼原因開始愛你的，為了聽命於你的意志我放棄了這個世界的一切歡樂，我

毫無保留地獻出了一切，只為自己保留了那唯一者。正是通過這種奉獻，我成為你的。

然而，你，你記住，你是多麼不義啊！我的貢獻巨大，你的回報卻與之不相稱；確切

地說，你的回報是無，是全無；我期待你為我做的是少之又少，對你而言簡直微不足

道。我當看上帝祈求你，當看你為之獻身的上帝祈求你來見我一次，至少寫幾句安慰

的話。有這麼幾句話，我就會站立起來，繼續愉快地事奉上帝！當你誘使我享受塵世

的歡樂時，我可以收到你一封又一封信，你一首之一首的情詩向全世界炫耀著你的海

蘿麗絲。一條條街道，一戶戶人家都傳揚著海蘿麗絲的名字。難道你不願在我身上再

次喚醒上帝之愛嗎？你現在不是比以往在我心中喚醒人的情欲時更有理由喚醒上帝之

愛嗎？我最後一個莊嚴的請求是：記住你欠我的情債，你要傾聽我的要求......我現在以

簡短的問候結束這情婦這封長信。 

我唯一之愛，望多保重！ 

第三封信 

修會兄弟阿貝拉爾以基督之名 

給他最愛的姊妹海蘿麗絲 

自從我們為了事奉上帝而避開塵世以來，我從未給妳寫過一句安慰和告誡的話！

妳所指出的事實是正確的，然而，妳的解釋則錯了！我之保持沉默並非由於我冷漠無

情，而是因為我非常相信妳自己的聰明。既然上帝垂恩無比慷慨地賜予一個女子必須

有的一切，那麼，我便可以認為，她不需要我的信了。妳是一個以言行教誨迷途者、

安慰頹唐者、支持軟弱者的女人，這於妳並非新的才能，妳在以副手的身分輔佐妳的

院長時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如果妳現在仍以當年支持姊妹的那般愛，關懷妳的女兒，

在我看來這就夠了；我若再提出甚麼教悔與告誡則純屬多餘。不過，也許妳出於謙遜

有另外的想法，想用宗教問題來磨煉我這支為文的筆；請告知我妳的要求，我願藉上

帝之助滿足它們。 

讚美上帝，感謝上帝！是祂讓妳們擔心我曾面臨的一個又一個嚴重危險，是他讓

妳們減輕我所受到的種種攻擊。但願妳們在祈禱中為我代言，讓仁慈的上帝將我納入

祂的保護之中，「將撒旦立刻踩在我們腳下!」我的姊妹，以前在世界上曾為我所愛的、

現在在基督身上特別為我所愛和珍視的姊妹呀，我立即先向妳奉上我所得的之「詩

篇」。請妳不停地向主祈禱，直到他寬恕我種嚴重的越軌行為，庇護我免受每日威脅著

我的危險！教徒向上帝和祂的聖徒祈禱非常應驗，尤其是女人為她的家人、妻子為丈

夫的祈禱。我們在這方面有大量證明和例子。在「舊約」和「新約」中，妳會發現，

死者復活之偉大奇蹟僅僅有利於或者至少有利於女人，要麼是為了女人，要麼是在女

人身上完成的。「舊約」向我們講述兩個應母親的請求令死者復活的故事，這便是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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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及其門徒以利沙創造的奇蹟。福音書只有三個有關主耶穌基督令死者復活的奇蹟：

這三個奇蹟都是有利於婦女。事件本身就證實了上面援引保羅的話：「婦女通過復活重

新得到死去的人。」在伯利恆城門耶穌喚醒了寡婦的兒子，因為寡婦的悲痛使耶穌無

比感動，他將兒子還給了母親。耶穌還接受了拉撒路的姐妹瑪麗亞和馬大的請求使他

的好朋友拉撒路復活。甚至一位會堂主管也請求耶穌，耶穌便給他的小女兒以同樣的

恩寵。這就證實了：「婦女通過復活重獲她們死去的人。」因為睚魯的小女兒在死亡之

夜一猶如那些重新得到家庭成員的身體的人那樣—立即重新得到她自己的身體。然而

所有這些生命復活都是應少數人的請求發生的。 

因此妳們多次虔誠的祈禱將使我獲得生命。上帝非常喜歡妳們為祂而遵奉的清貧

與貞潔。因此，上帝降垂恩傾聽妳們的祈禱。 

不過，現在我暫且不談修道院這一最神聖的集體，那裡有許多虔誠的處女和寡婦

經年不懈事奉她們的主。我現在想單獨對妳說話：我深信，妳的虔誠態度能夠感動上

帝。我深信，妳尚未首先做妳能夠感動上帝的事，其是現在，當我面臨巨大危險的時

候，妳祈禱時永遠記住那個真正屬於妳的人，妳要滿懷信心不停地為他祈禱！ 

最親愛的，妳知道，當我還在妳們中間時，妳們的團體在禱告中對我表現了熱烈

的愛，妳們每天都把為我作的祈禱作為每一次向主祈禱的終結。現在尤其需要妳們祈

禱的幫助，因為我遠離妳們，嚴重的危險在威脅著我。我誠心誠意地請求妳們，求妳

們讓我在這遙遠的地方知道，妳們為表明對我的愛而作的祈禱是多麼真實。如果主讓

我落入敵人之手，他們會將我制服、殺死。或者，如果我在遠離妳們的地方死亡，那

麼，我向妳們請求並發誓：不論我的身體在哪裹，深埋於地下或暴屍於地上，都請妳

們將它運送到妳們的墓地。願我的女兒，確切地講，願我們在耶穌基督身上的姊妹因

見到我的墳墓而激起熱情，將為我作的祈禱送上蒼天。無論如何處，基督徒之墓地都

遠不如在虔誠的、奉獻於基督的婦女身邊美麗。因為正是婦女曾操持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的安葬、正是她們曾用珍貴的膏油為耶穌生前和死後塗抹、正是她們坐在耶穌墓旁

悲哀地哭泣、正是她們首先得到耶穌復活的福音而獲得安慰。天使顯現於她們面目，

對她們講話，她們馬上便分享到復活的歡樂。她們有幸四次瞻仰復活者並用手觸摸他。 

最後，請接受我一個重要請求： 

妳們現在為我的身體之生命而憂慮萬分。請妳們也關注我靈魂的得救，讓死者享

受生者享受著的助人之愛，請妳們以妳們特殊的虔誠祈禱幫助死者！祝妳、祝姊妹、

祝所有的人得救和健康！ 

請為我祈禱基督！ 

第四封信 

他在基督中的唯一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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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她的傴次於基督的唯一之愛 

使我驚奇的是，我唯一之愛，你居然違反書信格式和自然順序，在開頭的問候語

中竟將我置於你之前。你竟敢在稱呼中將女人置於男人之前、將妻子置於丈夫之前、

將奴婢置於主人之前、將修女置於僧侶和修士之前，將女修院院長置於男修院院長之

前。其實這規則便是如此，而且，本應如此：在給地位高者或同一地位者的信中，收

信人的名字在前，在致地位低者的信中寄信人的名字在前。 

然而令人驚奇者還不止此：你必須安慰我們，但你卻置我們於不得安慰的無望境

地，你本應擦乾的淚水，卻又任其如注而下。當我和修女讀到信未你寫的「如同主讓

我落入敵人之手，他們將會把我制服、殺死......」時，無不熱淚盈眶。還有許多類似的

話，天啊，最親愛的，凡事要三思而後行，你怎麼會寫出這種東西來呢？ 

失去你就意味看失去我自己的生命：你若走了，我就沒有力量活下去，我甚至不

願活這麼長久。你大談你死亡的可能性，其實也是我的死亡的可能性。這死亡的現實

性仍是未知數；但願她朝我走來！上帝不可、絕不可答應，我將活得比你長久。我一

定期待著你對我的這最最終的問候和愛的表示。那唯一者你不會從我這裏得到，只有

在那唯一的情況中，我將先行你一步，而不是跟在你的後頭。 

我執著地請求恩寵，恩寵你的唯一愛你的人！別對我說那樣的話，它們就像無數

利劍刺著我的心；切莫說，生比死更難！痛苦已使我寢不安席，我已無力向上帝敞開

我的心扉。這顆心因遭受恐懼和痛苦而幾近死亡。所以，我已不能再事奉主，這是你

的罪過，你得救助我，是你首先使我成為主的僕人的呀！如果沉重而又苦難的命運不

可逆轉，我們所能做的便只是祈求它早日降臨，否則我們只能因竭盡神恩也無法避開

的事而長久忍受恐懼的熬煎。一旦我失去你，我將不再有任何希望，我這事奉生活還

有甚麼意思呢？你是我在這世界的唯一安慰！你的生命，是我從你那裏獲得一安慰！ 

從你身上得到的其他歡樂已屬過去，我甚至不敢期待你的來訪，以便至少偶爾從

你身上找到我的自我。 

啊，如果我能在上帝面前為自己辯白，我便要說：上帝，你為何處處待我如此殘

酷！你，仁慈的上帝啊，你是多麼地不仁！你賜福，可又使人何等的不！!命運的一切

力量，它所有的利箭都消耗在我身上。災難之神要對其他人而發的憤怒已經沒有武器，

命運的箭袋又已裝滿，然而，其他人卻用不著懼怕它的攻擊，因為我是箭靶。如果命

運還剩下一枝箭，那麼，它在我身上再也找不到沒有傷痕的地方了。我本來可以以死

結束這痛苦，但死是命運的事。所以，我擔心，我可能死得很慘，命運用它永恆的折

磨不可能讓我很快地死去。我是可憐者之中最可憐者，不幸者中之最不幸者！你曾那

麼尊崇我，將我高高置於其他所有女人之上。然而，我登得越高也跌得越深，這是你

也是我造成的。因為山越高，跌得越慘！在所有上層貴族婦女中沒有哪一固如此受到

命運的垂顧，沒有誰有可能超過我或者與我並肩而立！命運也從未將其他任何女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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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無情地拋進深淵，讓她在痛苦中備受熬煎。 

命運也讓我分享你的榮耀，你毀滅了，這榮耀也隨之而去。命運給予我的太多太

多，有幸福也有災難。為了增加我的愛的苦痛，它首先讓我享盡愛的幸福！ 

首先，我們享受看偷情的歡樂，這並不高雅，或者清楚地說，我們是互相調情。

上天的嚴厲法官不動聲色也將這一切看在眼裏。接著，我們以允許的愛取代禁止的愛，

我們用體面的婚姻外衣掩蓋了可恥的偷情嬉戲。而在此之前曾容忍這不聖潔的調情臥

榻的上帝，現在卻不願懷看恩寵垂顧這聖潔的婚姻之床，他惱怒地將他的手重重地打

在我們身上。 

你遭受的懲罰足以為所有遭受婚變重創的男子贖罪；你為履行婚約所接受的是他

人因婚姻破裂而受到的懲罰；而且你堅信，締結這一婚約將可抵銷以前的種種過失！

你的妻子帶給你的是壞女人加於她們毀約的男人的懲罰，災難降臨我們頭上時，並非

在我們婚後沉浸於過去那種甜蜜的歡樂時刻，不是的。我們曾異地分居，各自過看聖

潔的生活：你滯留在巴黎講學，我遵從你的旨意留在阿根杜的修女那裏。我們分開了：

你想以更大的熱情授課，我則希望不受干擾地祈禱，埋頭鑽研之聖經。然而就在我們

如此堅貞、聖潔地生活看時，上帝之手打了下來，他讓你的身體單獨為我們倆以前共

同犯下的罪孽接受懲罰。罪加在我們倆人頭上，而罰卻單獨落在你身上，你必須為這

全部的罪過付出代價，儘管你在其中只佔一小部分。你為了我而使自己受盡屈辱，你

通過我而高揚我所屬的整個女性，這難道不是一個大大超過一切期待的補償嗎？所

以，你無需再擔心來自上帝的任何懲罰了，更無需擔心來自那些邪惡叛徒的懲罰！ 

我們共同享受的愛的歡樂曾帶給我們那麼多甜蜜的幸福，我怎會褻瀆它！我始終

難以忘懷，不論我到哪個!方，那一幅幅誘人的晝面都在我面前浮動，它們讓我難以安

眠。即便在行大彌撒時，那些歡悅的場面仍浮現主我眼前，它們完全佔據了我那可憐

而又可憐的靈魂。我本應懷著純淨的心祈禱，但是我不能這麼做，我感到我的感官被

誘惑。我無法舒一口氣說一其實本應如此一我曾犯過罪，我只能哀嘆：罪已成為過去。 

我倆所做的一切，我深深地銘刻在我的心靈上，時間和地點仍然歷歷在目，而且

總有你相伴。我一遍又一遍地與你一起回味看那逝去的一切，哪怕在睡夢中也抹不去

那一幅幅回憶的晝面。身體的扭動洩露出我內心的震顫，而我卻說著我不可以說、卻

又不得不說的話。如果世上有過一個可憐的婦人的話，那就是我！只有我這個可憐的

婦人才可以與一顆恐懼心靈的哀嘆產生共鳴: 「我這苦命的人啊，誰將從這死亡之軀中

把我解救出來？」啊，願我可以懷著誠實的信念用聖徒的話來回答這個問題：「上帝的

恩寵通過我主耶穌基督將我拯救！」 

這一恩寵，最親愛的，你不必為之祈求，它已降臨在你身上；你身體上那唯一的

傷口使你擺脫了那肉體之樂的毒刺，也同時治癒了你心靈上的許多創傷！上帝的善離

你最近，它恰恰就在你認為感覺到上帝震怒的地方。一位良醫只要能夠挽救生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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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會為造成疼痛而退縮。 

我心中迸發著青春之火。人世間歡樂中之歡樂，我嚐得太多太多。因此，這熾烈

的肉體激揚的慾火難以平息下來。四面八方來的衝擊使我一蹶不振，疲軟無力如同一

顆人心，恰恰如同我這顆人心！「她多麼貞潔啊！ 」他們如此稱讚我。其實他們還未

看透這虛偽的女人！他們讚美我的肉體生命的純潔，他們談論我的美德，但美德並非

指身體的純潔，而是指靈魂的純潔。的確，在世人面前我具有幾分榮光，然而在上帝

面前我卻沒有，因為上帝檢驗人的心，洞察人的隱秘。 

或縱惡或揚善，如果這不是出自對上帝之愛，兩者皆為徒勞。 

上帝可以作證，在我生命途程的每一階段，我最大的要求是不傷害你。在我心中，

讓你滿意比讓上帝滿意佔據更重要的位置。我當修女並非出於對上帝之愛，而是聽從

你的要求。你瞧，我是多麼不幸啊！因為沒有誰的生活像我這麼悽慘。我在此世忍受

如此多、如此深的痛苦，在彼世卻又不容許得到好報！你也在許多方面成為欺騙的犧

牲品，你分不清真實虔誠與虛偽的虔誠。毫不奇怪，你要求我所做的正是我要讓你為

我所做者：為對方祈禱！請不要把我想得那麼高明，那會使你祈禱時不再思念我；不

要以為我很健康，那會使你免去為我治病的善行！你以為我甚麼都不需要，天啊，萬

萬不可因此而使我處於極度困厄之中！假如你認為我很健康，我會立即軟癱倒地，你

甚至來不及將我扶住。虛假的頌揚已給許多人帶來災難，奪走了他們所需要的保護和

佑助。 

你的讚美使我感到親切，但對我十分有有害。我會因此而易於受到誘惑，我會飄

飄然，因為我挺讓你在一切方面都高興呀！你得小心呵護著我，不可完全憑靠我，要

以你的關心和幫助支持著我。現在，你尤其要關心我，因為我的情欲不可能在你身上

得到滿足。我請求你，乞求你，不要再高喊美德，不要用之「聖經」的話將我喚進比

賽場的圍欄之內，甚麼「我的力量在弱者身上強大無比」，甚麼「冠冕尚未戴在頭上，

他還得認真搏鬥！」我根本不想要這頂勝利的冠冕，能避免危險我已經滿足，躲避危

險比進行戰鬥更加安全。不論上帝在天上的哪個角落為我準備一小塊地盤，我都會心

滿意足。因為那裏沒有人妒嫉別人，人人都為他所擁有的而知足，這便是我未來的生

活安排。我想引一段權威的話來證明我這個安排的合理性。已故哲羅姆(Hieronymus)

說：「我承認我的弱點；我不願懷著勝利的希望奮鬥，以便不失去勝利。」難道要我放

棄可靠的東西而去追逐那不可把握的東西嗎? 

第五封信 

基督的僕人 

致基督的新娘 

據我的回憶，妳的上一封信主要包括四點，妳以此表達了妳的憤懣和妳受到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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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首先，妳抱怨我違背書信格式，即違背自然順序，在我給妳的信中將妳的名字放

在我的名字之前。 

其次，我不但沒有義務地給予妳應得的安慰，反而將妳推入失去慰藉的痛苦之中；

我不是擦乾妳的眼淚反而使妳淚流如注，因為我寫下這樣的句子:「如果主讓我落入敵

人手中，他們將會制服我，殺死我」等等。 

再次，妳重複了那些人所共知的、一再重複的對上帝的抱怨：上帝對我們進行了

審判，對我的背叛何等殘酷。 

最後，妳極力反對我對妳的稱讚，並強烈要求我今後停止這種稱讚。 

現在，我決定逐點答覆妳。這並非為我自己開脫，而是為了教導妳、支持妳。 

妳應樂於滿足我的要求。因此，必須首先認識這些要求的客觀理由。在妳提出自

己的要求時要傾聽一下我的意見，所以，妳首先必須看到我以及我的要求是無可指摘

的。妳應該為誤解我而感到羞愧，所以，妳一定會發現我不應受到譴責。 

首先，關於書信稱謂中妳所指出的名字順序顛倒的問題：妳仔細看看，這順序不

是與妳來信中所表述的理論完全一致嗎？妳曾教人以本身普遍為人所認可的智慧，即

在地位高者的信中，人們必須將他的名字寫在前面。妳現在地位在我之上，這位置恰

好得當。妳聽我說，因為妳已成為我主基督的新娘，妳也因此成為我的「主人。這就

叫做婚姻盟約中的幸福交換！以前曾是那個軟弱而可憐的人之妻子的女人現在高升而

進入萬王之王的新房。她受到極大尊敬，她的位尊不僅超過了昔日的夫君，甚至超過

了萬王之王的所有僕人。可見，這毫不奇怪，如果我要妳為我的生，為我的死而祈禱

的話；一條公認的原則是：新娘在她未來的夫君那裏說項，效果要比僕人好，女主人

要比奴婢好。「詩篇」中對那位王后，即萬王之王的新娘的描繪就是這樣一位女主人的

原型：「王后戴著純金的首飾站在你寶座的右邊」。確切地說，就是她緊緊靠在她丈夫

身旁，與他並肩走著，而所有其他人則遠遠地列隊緩緩地跟在後頭。 

妳信中的第二點抱怨說：我以我處於危險之中的報道，我以關於死亡可能性的推

測引起了妳們的激憤。其實，我之所以提到這些完全是為了滿足妳的強烈請求一我姑

且不說妳在急切地乞求我吧。在妳給我的第二封信中說:「基督至今仍然仁慈地向妳指

出事奉他的道路，為了他的緣故，我們懇求妳，經常告知我們可靠消息，經常告知我

們關於妳生命的航船所經歷的種種急風暴兩，讓我們這些耶穌基督的恭順僕人和妳的

親人感到欣慰。無論如何，我們是你唯一的忠誠者，我們願意分擔你的痛苦，分享你

的快樂。分擔的痛苦，一半痛苦。重物放在眾人肩上，容易舉高，也容易放下。」既

然如此，妳又為何責怪我，說我讓妳們分擔我的恐懼呢？恰恰是妳一再請求迫使我這

麼寫下那些話的呀！是否可以說，在我為生活的絕望而痛苦時妳們在袖手旁觀？難道

妳們不願成為我共患難，而只是同歡樂的伙伴？難道妳們不願與悲者同悲，而只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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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者同樂？區分真假朋友的主要界線在於：真朋友患難與共，假朋友只同享歡樂。請

別再談這類空話，停止那些與真正的愛毫不相干的抱怨吧。 

如果妳仍然對我的話懷有反感，那麼請別忘記，我的生命正處在極大的危險之中，

我每時每刻都在懷疑我是否能夠得救；也就是說，只要還來得及，妳就應想著我的靈

魂是否得救。既然妳真正愛我，就請為我的死作準備；既然妳真正想要懷著神意慈悲

為我做點甚麼，你應該只有一個願望，讓我從這種生活的艱辛中解脫，為它已使我不

堪忍受。這妳很明白。     

一個朋友的來訪故然會使我感到欣慰，然而，如果盡是以他為我痛苦作為代價而

換得他的來訪，寧可他不來，這樣他還不至失去他的幸福。如果我在他痛苦時不能幫

助他，那麼，我也不願與他一起面對他的痛苦而無所作為。無論如何妳不要讓我在妳

身旁，尤其當這不幸的人的來臨不能帶來歡樂的時候。所以，我真不明白，你為甚麼

寧可讓我生活在深重的苦難中也不願讓我幸福地死去，除非妳想在我身上滿足妳的欲

求！如果妳的意蹟果真是為了得到妳的滿足而延長我的痛苦，那麼，妳就暴露出了妳

的本來面目，妳就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敵人。如果妳想擺脫這個嫌疑，請妳最終

停止這類抱怨吧。 

妳不喜歡我稱讚妳，好吧，我同意！不過，妳這種拒絕稱讚的行為本身卻更值得

稱讚。「聖經」上寫道：「正直的人首先指摘自己。」還有：「凡是貶低自己者，將會受

到褒揚。」但願妳內心真正如此想，像「聖經」上說的！這樣，妳的恭順就是真實的，

不會因我的褒獎而褪色。這裏我想認真地問一句，妳不會是在通過逃避榮譽而謀求妳

的榮譽吧？妳不會是口頭上譴責妳內心希望得到的東西吧！ 

我們要這樣對待別人給我們的讚美，在某些情況下，我們要避開這些讚美，以免

引來新的讚美。由於我們因為我們的謙遜而值得人稱讚，所以，我們寧可隱而不露。

不過，上面也曾談到，我之所以提出這種種可能的情況，實在是因為它們屢見不鮮。

我並不認為妳也有這類東西，因為妳的恭順是無庸置疑的。但是並非人人都像我這麼

了解妳。因此，妳要避免給人以壞印象，妳要一用哲羅姆的話來說一「避免外表上的

誠實，在避免的過程中尋求誠實。」不要說上面那樣的話，我說出的讚美之詞決不會

使妳變得虛榮，我只是要求妳在個人的完美上下功夫。如果妳由衷的願望是為讓我高

興而活著，那麼，妳就以新的激情履行妳的使命，我相信妳己勝任這使命的。出自我

之口的讚揚還不能確保和證明妳的虔誠，妳不可為此而沾沾自喜。對朋友的稱讚和敵

人的指摘，這兩種東西都不可盲目對待。 

現在，討論最後一點，這是妳經常提到的話題。妳竟敢放肆地追究上帝的責任，

讓祂解釋祂讓我們皈依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向祂表示妳應表示的讚頌。我們對我們上

帝的這一恩寵行為不可視而不見。所以，我堅信，妳的怨恨會在這啟示的恩寵中化解

消失。這種怨恨對妳是十分危險的，它會折磨妳的身體和靈魂；它會給妳造成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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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帶來痛苦。既然妳完全明明白白地答應過我，妳願意為了我的快樂而生活，那麼，

現在妳應實現妳的諾言，不要再折磨我，這對我是最大的歡樂。不要再怨恨了！要是

妳再這樣下去，我就對妳不滿意了，妳也就不可能與我相伴升天去享受永恆的幸福了。

妳曾答應我，那怕入地獄也跟著我，難道現在妳忍心讓我孤孤單單地升天堂嗎？求求

妳，至少在這一點上要聽從上帝的意志！不然，如果我真的一無論如何妳要想到這一

點一匆匆去見上帝，妳就只得與我分離了！聽從上帝意志對妳並不難，這會為妳敞開

天堂之門，使我們的團體成為懷著幸福的感恩之情的團體 

我還有一個想法，這可能會減輕妳的極度痛苦。我們經受的考驗是公正的、有益

的。上帝已經證明了祂的公正，因為祂實施懲罰時，我們已經結婚；而當我們互相調

情時，祂並沒有懲罰我們。當我們締結婚約後妳住在阿根杜修道院虔誠的修女們那裏

時，有一天妳應還記得一我悄悄來看望妳，妳現在一定還沒忘記。當時我飢渴難耐地

與妳犯的罪孽，我們找不到讓我們倆單獨待在一起的房問。妳一定還記得，我倆在那

個令人崇敬的聖母庇護之下的地方所做的可恥的事。即便沒發生其祂甚麼事，僅此一

點上帝也有理由對我們進行更加嚴厲的懲罰。難道非要讓我提醒妳，在我們締結婚約

前互相調情和所做的那些骯髒事嗎？後來就是我可恥的背叛，為了妳我卑鄙地欺騙了

妳的舅父；要知道我是作為他的客人才在他家居住那麼久的呀！必須承認他是有道理

的，因為他只是以善報善，以惡報惡而已！ 

我那傷口的疼痛難道足以懲罰我的深重罪孽嗎？我做了這麼多壞事，難道還可以

期待如此慷慨的得救嗎？進行審判的上帝為了宣揚律法的尊嚴，本來必須更加嚴厲地

懲罰我們玷污聖母修道院的罪行的！如果不是進行這種穆欺騙，我又何嘗會以我這殘

缺之身一它已成為我的得救之路一以我現在每日沒有盡頭的迫害來贖罪啊！妳一定還

記得，在妳懷孕期間我送妳到我的家鄉，當我讓妳扮作修女穿著聖袍上路。由於這一

欺騙，我又犯下罪孽，玷污了妳現在的身分。神意的裁決，正確地講，神意的恩寵是

多麼正確呀！它恰恰讓妳儘管違背妳的意願一接受妳曾肆無忌憚地嘲笑過的這一身

分。上帝要妳穿著修女聖袍懺悔妳曾對聖袍，所犯下的罪過；上帝要妳通過真正的實

踐，認識妳的謊言與屋片，贖清妳因此而犯下的罪過。 

妳也清楚，我們因我那不可遏制的欲火而墮入多麼無恥的境地。我像一隻野獸在

這無恥的泥潭中翻滾，甚至在復活節前一週，在莊嚴的節日，我都聽不見羞恥感和對

上帝的敬畏感所發出的告誡。當妳表示不願意，當妳以妳懺弱之軀進行反抗，當妳一

一個柔弱的女人一請求我讓步的時候，我甚至經常威脅妳、毆打妳、迫妳就範。我的

欲火將我與妳熔化在一起，我不再想到上帝，我忘記了我那更善良的自我，我深深地

陷入了那可悲的肉欲享受，那是太污濁了，現在我一提起那些事便臉紅。上帝以祂對

我的仁慈知道那唯一能拯救我的方法：使我永遠失去那種享受情欲的能力。妳舅父方

面卑劣背叛的發生是上帝公正而仁慈的旨意。我仍然可以在其祂方面正常生長，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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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失去一個器官，它是我欲念萌動之所在，是我的欲火的本原之所在。正是這個器官

對我們犯下罪，也正是它受到懲罰，讓它以痛苦彌補它在歡樂時所犯下的罪過，這難

道不公平嗎？那切割身體的刀也使我擺脫了深陷其中的痛苦。從此，肉欲再也不能侵

襲我，由此我被賦予在祭壇前履行聖職的能力。上帝只讓我一這證明祂的仁厚一在造

成我犯罪肉那個所在受難，它的缺失有助於我的靈魂得救而又不致使我的外貌受到損

傷，甚至使我更適於做莊重的工作，因為經受不住感官的誘惑會把事情搞糟。上帝的

恩寵使我失去，不，應該說使我從那個可鄙的器官解脫了出來。這個器官簡直可以叫

作羞恥器官，因為人是不可直呼其真正名稱的。上帝使我從中解脫出來，這意味著他

使道德免受玷污而清除骯髒的罪惡。 

罪與恩寵，這是我倆的共同經歷。上帝也不曾忘記妳的靈魂得救。上帝之愛仁慈

地撫慰著我，藉我而撫慰著妳，這正如往昔誘惑者也想藉我而毀掉妳一樣。在那場轉

折即將發生時，上帝用婚禮這條牢固的紐帶將我們緊緊地繫在一起。我曾想永生永世

佔有著我無比愛的人，而上帝卻只是想利用這一機會讓我們兩人都去事奉祂。假如在

此之前我們還不是合法的夫妻，那麼，事情的發展可能是：我從世界隱退，而妳也就

不會走上這條出世的路，因為妳也許傾聽親人的勸告或者自己聽任肉欲的誘惑。妳看，

「主多麼關懷我們」，祂是如此地關心我們，祂似乎將降大任於我們，祂似乎因憂慮而

感到憤慨，因為我們未能充分發揮祂所賦予我們的科學才智以榮耀祂的名字。當祂的

僕人沒有能力過貞潔的生活時，祂便擔心「女人誘惑智者」，這是無比智慧的所羅門說

過的話。 

主賦予妳的才智日復一日地給祂帶來多麼豐厚的收益啊！妳為祂生下那麼多虔誠

的女兒，而我卻毫無作為，只是徒勞地為那些墮落的兒女耗盡心力。假若妳完全沉緬

於肉體之樂，忍著痛苦為世界生下幾個孩子，那將是一個悲哀的、令人詛咒的損失。

然而，現在妳卻是伴著歡笑為上天生了許多孩子。在世俗世界，妳只不過是一個女人，

但是現在，妳卻已高踞男人之上，妳已把夏娃受到的詛咒變成了瑪利亞接受的祝福。

妳那雙甚至彼允許打開「聖經」的聖潔之手，若在俗世必定在做著一個妻子所能做的

最低賤的事。 

只要我能確信妳不斷成就新的功績，那麼，我就不會再為自己的徒勞無功而哀嘆。

我們倆人在基督身上合有為一，而且通過締結婚約使我們「不是兩個，而是一個肉體」。

屬妳所有者，在我看來，也為我所有。基督也是妳的，因為妳已成為祂的新娘。而我，

我要重複我的表白，我只是妳的僕人，就像從前我是妳的主人一樣；然而，我更是在

精神之愛中屬於妳，而不是懷著恐懼聽命於妳。因此，我堅信妳代我作的祈禱，主將

會聽取妳的祈禱，賜予我祂根據我的祈禱而不願賜予我的東西。當我現在身處困境之

時，比任何時候更需要妳代我听禱，因為我每天都處在危險與威脅之中，生存尚無保

障，還談何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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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之名多保重！妳，基督的新娘， 

以基督之名保重，，為了基督多多保重！  

阿們 

第六封信 

祂最忠誡的婢女 

致她無上的主 

我不想從你口中聽到任何對我不順從的譴責，所以，我也不再發洩抑制不住的痛

苦，因為你禁止我這麼做。在我的信中，我要避免那些口口相傳我實在難以避免的話。

老實說，我實在難以避開這些話！我們筆下所寫的應是我們內心的情緒；我們不能命

令我們的心，而是必須順從它。當內心的激情推動我們前進的時候，沒有人能夠有力

地遏制住那巨大的本能衝動，沒有人能夠趁這衝動不致成為行動，使這衝動不以語言

形成發洩出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語言正是用來表達這種情緒的，正如「聖

經」所說:「誰的心頭積滿了，誰的嘴就會說出來。」我要禁止我的手去寫那些我的嘴

止不住要說的東西，但願上帝讓我這顆受傷的心能夠順從，正如手在寫字時那麼順從

一樣！你也可以為減輕我的病痛做些事，但要根除我的病痛這的確非你能力所及。我

們，基督的全體婢女，你在基督身上的女兒，我們無比恭順地向我們虔誠的父提出兩

個請求，我們覺得實現這兩個請求是當務之急。 

第一個請求：請向我們解釋清楚，修女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我們這一制度的本質是

甚麼？ 

第二個請求：請為我們制定一種規則寄給我們。這規則要考慮到婦女的特殊要求並詳

細描述婦女修會生活的組織機構。就我所知，神聖的教父疏忽了這項任務。 

現在沒有一種適用於婦女的修士規章。後果是，修道院在接納修士時莊嚴地要求男人

和女人遵守同樣的章程，要求柔弱的女性也像剛強的男性那樣接受同樣嚴格的體能訓

練。至少在西方教會中，男人與女人都同樣遵守先聖本篤制定的規章。毋庸置疑，本

篤在擬定規章時只考慮到男人。因此，他的規章也只能為男人所遵守，無論是為上層

修士還是下層修士的規定。姑且不談規章中其他現在仍在通行的條款，重要的是：修

女應如何遵守關於聖袍、無袖法衣與褲子的規定？如何遵守關於襯衣，尤其是毛織內

衣的規定？她們由於每月一次的潔身，根本不需要毛織內衣。院長應親自誦讀福音，

然後，領唱讚歌。這些規定也適用於婦女嗎？院長應與朝聖者和其祂來訪者專席進餐。

女修道院也應遵守此一規定嗎？這符合我們的不接待任何男人的虔誠宗旨嗎？換句話

說，女修院院長可以與男性客人共同進餐嗎?而且，即便只讓婦女留宿、進餐，也依然

存在危險，因為她並非一眼就能看出來的。如果有人想引誘一婦女，那麼，女人恰恰

具有作淫媒者的本性。一個女人最願意將心靈的污濁潑到另一個女人身上。 

只要你活看，親愛的主人，你就有義務為我們制定一種長期規範我們生活的規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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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除了上帝你就是這一聖殿的創始人。你通過上帝成為我們這個團體的維護者。因

此，請你與上帝一道也成為我們宗教準則的制定者！我們或許在你之後會有另一位教

師，他會「奠定另一個基礎」並制定另一種規章。但他可能不如你那麼關心我們，我

們也不會那麼容易傾聽他的意見。即便他想作同樣的事，他也未必有力量取得同樣的

成就。「主，你講話呀，你的婢女在傾聽。」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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