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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姨娘與賈探春的母女關係研究 
林碧慧* 

【提要】 

  本文深入解析《紅樓夢》，指出歷來研究誤解的前提，並列舉相類的事

件、人物互為驗證。經文本內證、中國傳統父權與階級文化下的「母權」分

析，客觀審視趙姨娘與探春的母女衝突，並採母女關係為主軸探討探春人格

形成。本文提出不同觀點認識趙姨娘與探春，更由人際關係的視角深入解讀

《紅樓夢》呈現的社會文化、與階級制度下人性的扭曲。趙姨娘非十惡不赦

之徒，她是被環境壓抑的可憐人，與生女探春互動不良實為無可奈何的悲劇。

探春的確「無情」，她守禮教也反抗禮教，她的「無情」依循禮教要求與人

情衝突而來。母女衝突不斷磨礪使探春早熟且具才能。禮教與人情失衡，也

迫使她認清世族醜惡，由對生母的反感，進而產生性別反動，形成探春雅致

的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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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賈探春，《紅樓夢》十二金釵之一，賈府的三小姐，才貌出眾，品味不凡，

具領導才能，是四春中最出色的。奴僕眼中探春宛如一朵「玫瑰花」，「又紅

又香，無人不愛的，只是刺戳手」，可惜是庶出，生母趙姨娘地位卑下、形象

不良，人稱探春為「老鴇窩裡出鳳凰」  。探春對自己為趙姨娘所生多所遺

憾，甚至情急下，公然否認自己和趙家的血緣關係  ，這也成為探春向來受

人非議的一點。但因探春才貌出眾、品味不凡，此「無情」之名往往被刻意淡

化為「政治家」特質，或以「趙姨娘著實太過愚昧」來為其辯解。歷來《紅樓

夢》人物研究多自探春的角度看待二人的母女關係。關於趙姨娘的研究有限，

能自趙姨娘生母的視角評價探春者更少。令人惋惜地目前所見研究，罕以探

春、趙姨娘「母女關係」為主軸分析二人性格形成。大多數關於探春的研究皆

讚賞她性情高雅，迥異於一般庸脂俗粉，殊不知母女關係影響性別認同  ，

探春急於與生母劃清界限時，也造就她特殊的人格特質，這是歷來研究探春所

未深及的論點。  

  部分研究將探春的憂患意識、悲劇處境歸因到「庶出」，此論不全然可信。

若「庶出」低下的地位可以造就探春的才能與性格，那探春同父同母的親兄弟

賈環，就是一個最好的反證。另外迎春也是庶出，卻未見出色之處，連邢夫人

也說：「你是大老爺跟前人養的，這裏探丫頭也是二老爺跟前人養的，出身一

樣。如今你娘死了，從前看來你兩個的娘，只有你娘比如今趙姨娘強十倍的，

你該比探丫頭強才是。怎麼反不及他一半！」  與其說是探春庶出的自卑心

理呈現出的傲骨，不如說是探春與趙姨娘間不斷磨礪使她成長。若缺乏中國傳

統父權與階級文化下的「母權」認識，我們無法客觀審視趙姨娘與探春的母女

衝突  。如不能對中國傳統世家大族的階級、嫡庶之爭有深入觀察，便不可

                                                 
   見〔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全三冊）（台北市：里仁書局，1984 年 4
月 5 日），以下簡稱《紅樓夢》。第 65 回，興兒向尤二姐介紹家中幾位姑娘，頁 1033。 

   第 55 回，探春駁生母趙姨娘，否認趙國基是舅舅，獨認王夫人之兄王子騰是舅舅。《紅樓夢》，頁 857、858。 
   劉惠琴〈母女關係的社會建構〉探討母職(motherhood)與母女關係的社會建構歷程。指出青少女「看待母親的

方式是如何受社會文化所建構著。同時，她們看待母親的方式亦影響著她們性別自我的認同。」《應用心理研

究》第 6 期（2005 年 6 月，頁 97-130），頁 97。 
   見第 73 回，《紅樓夢》，頁 1141。 
   2006 年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莫秀蓮以「世情小說中母親形象研究──以《金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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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趙姨娘的性格成因，更遑論以趙姨娘的視角看待她與探春母女衝突的前

因後果，最後終將重蹈「以探春的角度看待二人的母女關係」之覆轍。曹雪芹

創作「趙姨娘」此一人物，不僅令才貎兼備的探春留點身世的遺憾，更深刻地

形塑探春人格特質。  

  趙姨娘雖只是賈府的小人物，但曹雪芹仍以靈活的筆墨描繪。趙姨娘向來

被視為心術不正、缺乏智慧的負面角色，彷彿她是探春無法抹去的污點。但其

實她也是一位可憐的母親，榮國府你爭我奪的生存環境中，親兒子賈環為人不

齒，主子們不認為趙姨娘對子女有教導權  ，但賈環生事時，鳳姐、王夫人

又責怪趙姨娘「時常也該教導教導他」、「養出這樣黑心不知道理下流種子來，

也不管管」  ，出色的親生女探春不理會她，甚至批評她的想法是「陰微鄙

賤的見識」、「忒昏憒的不像了」  ，在人前毫不留情訓導她  ，丫環們沒

把她當主子看，說她「梅香的拜把子──都是奴幾呢」  ，主子們還是把她

當奴才  ，第 55 回她向理家的探春要求拉扯一下趙家，探春憤怒、情急下道

出「誰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  。趙姨娘的處境何等難堪，平兒也說過「『墻

倒眾人推』，那趙姨奶奶原有些倒三不著兩，有了事就都賴他」  。但在趙

                                                                                                                                      
梅》、《醒世姻緣傳》、《林蘭香》、《歧路燈》、《紅樓夢》為考察對象」為題，亦於〈與兒女互動冷淡的

母親〉章節中論趙姨娘與賈環、探春的互動，文中已點出中國傳統家庭，妻妾競爭、庶母無母權等概念，但未

深入具體探討賈府世家大族的階級關係對趙姨娘與賈環、探春的影響，大體而言仍是以傳統人物論，表揚探春、

評議趙姨娘的角度行文。頁 29-32。 
   見第 20 回，賈環與鶯兒玩，敗興而回，趙姨娘啐他，被鳳姐耳聞，鳳姐嘴裡道「環兄弟小孩子家，一半點兒

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些淡話作什麼！」緊接著又說「憑他怎麼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就大口啐他！他現

是主子，不好了，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索性否認趙姨娘有格教導子女。《紅樓夢》，頁 320。 
   見第 25 回，賈環因不滿寶玉同彩雲說笑，蓄意推倒蠟油燙傷寶玉，鳳姐數落賈環「慌腳雞似的」、「上不得

高臺盤」，類似詞語第 20 回趙姨娘也用以啐賈環，但被鳳姐隔窗訓斥為「淡話」，於此鳳姐也用上了，而且

第 20 回鳳姐才否認趙姨娘可教導子女，此回又要求「趙姨娘時常也該教導教導他」，實在前言不對後語，而

王夫人不罵賈環，叫趙姨娘過來罵「養出這樣黑心不知道理下流種子來，也不管管！」趙姨娘心中雖不滿，但

也只能吞聲忍受，而且還要走去替寶玉收拾。《紅樓夢》，頁 390。 
   見第 27 回，寶玉和探春的對話。《紅樓夢》，頁 427。 
   見第 60 回，趙姨娘為了丫環戲弄賈環，大鬧怡紅院，探春說趙姨娘：「何苦自己不尊重，大吆小喝失了體統」、

「我勸姨娘且房去煞煞性兒，別聽那些混賬人的調唆，沒的惹人笑話，自己呆白給人作粗活」。又對尤氏和李

紈說趙姨娘「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伏。」「耳根又軟，心裡又沒有算計」。《紅樓夢》，頁 932、
933。 

   見第 60 回，芳官駁趙姨娘語，否認自己是姨奶奶家買的，認為趙姨娘和自己一樣都是奴婢罷了。《紅樓夢》，

頁 931。 
   見第 36 回，王夫人耳聞有人抱怨月錢少了，鳳姐解釋是因姨娘每位丫頭分例減半故少了，事後，鳳姐不悅姨

娘私下抱怨她，故直指姨娘不過是「奴幾」「也配使兩三個丫頭」，《紅樓夢》，頁 547-549。 
   見第 55 回，趙姨娘無話可回探春，要求探春「太太疼你，你越發拉扯拉扯我們。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

們忘了。」這番話激怒了探春，索性明講趙家奴才的地位。《紅樓夢》，頁 857。 
   見第 55 回，探春理家，管家娘子故意為難她，探春不悅，平兒說她們太鬧的不像了，眾人指是趙姨娘生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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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娘心裡，好歹她育有一兒一女  ，是探春、賈環的「生母」，就「生身之

恩」而言，她的確該享有較高的家庭地位，但事實並非如此。趙姨娘行魘魔法、

大鬧怡紅院、為難親生女兒等行為固然令人難以苟同，但她受到的不平等待

遇、無情打壓，也是我們在評析其角色形象應該探究的。 

  本文擬以趙姨娘與探春的「母女關係」為主軸，以中國傳統父權與階級文

化下的「母權」認識為輔，按文本所描寫事件、情節，具體解析趙姨娘的處境

與行為動機。趙姨娘的悲劇是生存環境與父權、階級文化衝突的產物，探春在

趙姨娘的眼中的確無情，我們無需過度掩飾此一事實。但探春的「無情」是依

循禮教要求與衝突而來。探春是位好強的姑娘，聰慧、正直，只是在面對生母

趙姨娘時，我們不得不同意，有時，她真的過份冷酷，毫不留母女情義  。

一方面，中國傳統的階級文化中，妾實地位低下；另方面，禮教剝奪庶母的母

權，卻還是重視生身之恩，生母的部分特權，讓不安於低下地位的趙姨娘，一

再以自己是「姨娘」、賈環與探春「生母」的身分生事。庶出子女在嫡庶之爭

中居下風  。探春也苦於自己是姨娘所生的庶出身分。趙姨娘與探春間的母

女衝突是環境造成的，我們必須掌握「母女關係並非單純的由一位母親和一位

女兒所組成的『人際關係』，而是由社會性、歷史性，及家庭因素共同累積而

成的」  。分析趙姨娘與探春母女關係時，也需關注當時社會、歷史與家庭

對「妾」、「庶出」的觀感。  

二、賈府姨娘的地位 

  薩孟武《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研究認為「過去法律雖不禁止人民納妾，

                                                                                                                                      
令探春動氣。平兒認為管家娘子的厲害她早見識過，且姨娘因形象不好，大家有事就往她身上推，這樣的託辭

她不予理會。《紅樓夢》，頁 861。 
   第 46 回邢夫人遊說鴛鴦給賈赦當妾時，不也強調「過一年半載，生下個一男半女，你就和我並肩了」，足見

生育對婦女家庭地位的重大影響。《紅樓夢》，頁 706。第 55 回趙姨娘訴苦時，特別提到「我這屋裡熬油似的

熬了這麼大年紀，又有你和環兄弟，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生有一兒一女，對趙姨娘而言，她自覺是自己

地位的保證。《紅樓夢》，頁 856。 
   參見太愚（松菁）著：《紅樓夢人物論》（台北市：長安出社，1988 年 11 月出版），〈（五）政治風度的探

春〉，頁 77。 
   第 20 回，賈環哭訴「我拿什麼比寶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紅樓夢》，頁

319。第 74 回抄檢大觀園時，王善保家的認為探春「那裡一個姑娘家就這樣起來；況且又是庶出，他敢怎麼」，

進而伸手拉扯探春衣物。《紅樓夢》，頁 1161。 
   見劉惠琴：〈母女關係的社會建構〉，頁 98。 



．趙姨娘與賈探春的母女關係研究． 

 ．167．

而妾的地位卻極低賤，甚至比未嫁的丫頭及年老的用人還差一段」  。第 20

回賈環和丫頭賭錢賭輸耍賴，被寶玉說了一頓，賈環怏怏不樂而回，趙姨娘啐

他道：「誰叫你上高臺盤去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裡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

討沒意思！」鳳姐恰巧經過窗外，隔著窗訓斥趙姨娘：「憑他怎麼去，還有太

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了，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你

什麼相干！」面對鳳姐的責備，趙姨娘不敢則聲，接著鳳姐教訓賈環，稱趙姨

娘為「這些人」，態度十分輕蔑  。趙姨娘的話固然見識不高，但鳳姐的訓

斥，毫不留情面予趙姨娘。且論輩份鳳姐實比趙姨娘小一輩，趙姨娘「生母」

的地位竟不受尊重，其教導子女的「母權」蕩然無存。可是，賈環推倒燭台，

蠟油燙傷寶玉時，鳳姐也用「上不得高臺盤」說賈環，並改口「趙姨娘時常也

該教導教導他」，而王夫人不罵賈環，叫趙姨娘過來罵「養出這樣黑心不知道

理下流種子來，也不管管！」趙姨娘心中雖不滿，但也只能吞聲忍受，而且還

要走去替寶玉收拾  。對照這二個事件，趙姨娘所受到的欺壓昭然可見。平

兒也說過「『墻倒眾人推』，那趙姨奶奶原有些倒三不著兩，有了事就都賴他」。

 平兒此言倒肯切，賈府高貴的主子、奶奶們豈有用合理的態度對待趙姨娘。 

  相對於趙姨娘啐賈環被鳳姐訓斥，緊接著第 21 回，丫環試圖約束主子卻

被讚賞。襲人因寶玉「黑家白日」往黛玉房中去，又不聽勸告，怒而不理會寶

玉。寶釵恰巧來訪，與襲人深談，不但不以襲人為丫環而輕視她，反而認為襲

人的「言語志量深可敬愛」  。第 34 回寶玉因調戲金釧與私表優伶事件遭父

親毒打，襲人趁機向寶玉母親王夫人進言，要寶玉搬出大觀園。王夫人表示她

「何曾不知道管兒子」，只是母老子幼、長輩又疼愛，不忍、也無法嚴加管教。

王夫人十分感激襲人的設想  。第 36 回王夫人甚至「含淚」讚美襲人「比我

的寶玉強十倍」，把自己的月例撥出二兩銀子給襲人，等同姨娘的月例，還特

別交待以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鳳姐建議「既這麼樣，就

開了臉，明放他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認為「那寶玉見襲人是個丫頭，縱有

                                                 
   見薩孟武：《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79 年 8 月初版，1998 年 2 月五版），

〈十一、由趙姨娘說紅樓夢中妾的地位〉，頁 116。 
   參見第 20 回，《紅樓夢》，頁 320。 
   參見第 25 回，《紅樓夢》，頁 390。 
   見第 55 回，《紅樓夢》，頁 861。 
   參見第 21 回，《紅樓夢》，頁 327。 
   參見第 34 回，《紅樓夢》，頁 52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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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

 飲宴場合丫環在主子同意下，可以陪食，但賈政、王夫人吃飯，周、趙二

位姨娘並未上桌。以上種種足見賈府的姨娘雖身份上似由「丫環」提高為「主

子的妾」，但實質地位還是非常低賤，還不如未嫁的丫頭。  

  而寶玉對賈府的老佣人十分尊敬，如第 52 回看到賴大馬上就要下馬  、

第 63 回面對老媽媽林之孝家的言語勸導也極有禮貌  。但「此種體面，妾是

沒有的」  。甚至臨終還無人理睬。第 113 回趙姨娘死時，只賈環在側，眾

人只顧賈環，無人料理趙姨娘，同樣是賈政姨娘的周姨娘不禁感慨「做偏房側

室的下場頭不過如此！況他還有兒子的，我將來死起來還不知怎樣呢！」於是

反哭的悲切  。《紅樓夢》中寫過多起死亡事件，最風光的莫過第 13 回秦可

卿之死，一則賈府家勢尚且顯赫，再則可卿是主子奶奶  。最淒清的則為第

98 回黛玉之死，對應寶玉、寶釵的喜事與人力調度，黛玉在紫鵑和奶媽、幾

個小丫頭的陪伴下，孤獨的死去，氣絕時李紈、探春尚且來幫忙，隨後鳳姐也

來看望  。其他除了第 13 回陪可卿死的瑞珠  、第 111 回追隨賈母而去的

鴛鴦  ，大多數丫頭、小人物的死則草草了事。例如金釧  、晴雯  等不過

幾兩銀子、衣物等打發。尤二姐也是姨娘的身分，但尤二姐吞金自殺時，賈璉

要厚葬之，無奈賈母不許送往家廟，賈母道：「既是二房一場，也是夫妻之分，

停五七日抬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地上埋了完事。」送殯時人口冷清，就在尤三

姐之上點個穴，破土埋葬。   

  平心而論，賈府的「姨娘」是無實質權勢的，不論是在教養子女的母權、

或是飲宴的場合、生死大事上，姨娘還不如丫環、老佣人。雖然王夫人說過，

                                                 
   參見第 36 回，《紅樓夢》，頁 548。 
   參見第 52 回，《紅樓夢》，頁 811。 
   參見第 63 回，《紅樓夢》，頁 978、979。 
   見薩孟武：《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十一、由趙姨娘說紅樓夢中妾的地位〉，頁 118。 
   參見第 113 回，《紅樓夢》，頁 1697。 
   參見第 13 回，《紅樓夢》，頁 201-204。 
   參見第 98 回，《紅樓夢》，頁 1521、1522。 
   參見第 13 回，《紅樓夢》，頁 201。 
   參見第 111 回，《紅樓夢》，頁 1679-1677。 
   參見第 32 回，王夫人言情同母女，賞了 50 兩、二套衣服，《紅樓夢》，頁 505。 
   參見第 78 回，王夫人賞 10 兩燒埋銀，《紅樓夢》，頁 201。 
   參見第 69、70 回，《紅樓夢》，頁 1084-1086、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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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妻妾的標準是「賢妻美妾」  ，但很顯然地聲勢顯赫、人口眾多的賈府，

像尤二姐這樣徒有美貌、心思單純是無法存活的。趙姨娘雖然表面上脫離了「丫

環」的身分，實際上陷入更艱辛的處境。一如第 46 回賈母心腹丫環鴛鴦拒絕

賈赦納為妾，她對來遊說的嫂嫂罵道：  

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女兒作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著他橫行霸道，一家子都

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住火坑裡去。我若得臉時，你們在外

頭橫行霸道，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忘八脖子一縮，

生死由我。   

  在鴛鴦眼中，「作小老婆」如同進「火坑」。家人可能因此得到好處，但

若不幸失寵，則落得孤立無援。第 46 回邢夫人遊說鴛鴦時道「你這一進去了，

進門就開了臉，就封你姨娘，又體面，又尊貴。」「過一年半載，生下個一男

半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裡人你要使喚誰，誰還不動？」  其實這些

都是假話，姨娘既不尊貴、也不體面。生了一兒一女的趙姨娘豈有和王夫人並

肩？鳳姐還要冷笑說：「也不想想是奴幾，也配使兩三個丫頭！」  尤二姐

進了大觀園，手下的人也未尊重她  。迎春亦為庶出，但其生母何人，檢閱

全書，隻字未提。  

  賈府姨娘的出身大多低下，不是外頭買來的，就是奴僕的家生子  ，再

不就是像尤二姐非明媒正娶。賈府風俗當家的主子奶奶必須是按禮數迎娶進門

的大家閨秀，並非公子的首位性伴侶為妻。寶玉未娶時，王夫人讚襲人，鳳姐

便建議讓襲人開臉當房裡人  。薛蟠未娶夏金桂之前，亦買了香菱當妾  。

丫環當了妾以後，還是沒有實權，但是馬上得面對其他妻妾的競爭，生育子女

                                                 
    參見第 78 回，《紅樓夢》，頁 1229。 
   見第 46 回，《紅樓夢》，頁 709。 
   同上註，頁 706。 
   參見第 36 回，王夫人耳聞有人抱怨月錢少了，鳳姐解釋是因姨娘每位丫頭分例減半故少了，事後，鳳姐不悅

姨娘私下抱怨她，故直指姨娘不過是「奴幾」「也配使兩三個丫頭」，《紅樓夢》，頁 547-549。 
   參見第 68 回，鳳姐把尤二姐帶回大觀園，安排自己的丫頭在二姐身邊，丫頭說二姐「我勸你能著些吧。咱們

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紅樓夢》，頁 1064。第 69 回，秋桐離間賈母、王夫人對尤二姐的喜愛，「眾人見

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踐起來」，《紅樓夢》，頁 1080。 
   第 46 回邢夫人在勸說鴛鴦予賈赦為妾時，就指出要外頭買，怕不可靠，所以要收個家生子，《紅樓夢》，頁

706。 
   同註 24。 
   第 16 回，借平兒之口補敘香菱給薛大傻子作了屋裡人。《紅樓夢》，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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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還可能捲入嫡庶之爭，甚至連性命都不保。第 69 回尤二姐正是個活生生

的例子。賈璉的正室鳳姐只有一女巧姐，尤二姐有孕卻被誤診而打下一個已成

形的男胎，大家十分惋惜，獨賈璉的另一名妾秋桐不悅，甚至罵二姐那孩子是

「雜種羔子」，表示自己「一年半載養一個，倒還是一點攙雜沒的呢！」連番

的衝突、咒罵，讓尤二姐氣惱、鬱結於中，病症加重，最後覺無生趣，吞金自

逝 。  曾揚華《漫步大觀園．話說周姨娘》指出「在傳統社會，尤其是在這

樣一夫多妻的貴族大家庭裡，婦女有沒有兒子，其境遇遭際是有天壤之別的」

。   

  賈政另一個妾周姨娘未生育，自然是個默默無聞的角色，一則是地位低

下，再則是無兒無女，無嫡庶之爭。而趙姨娘育有一兒賈環、一女探春，勢必

多事。「姨娘」在賈府的地位低下，趙姨娘無自知之明，仗著育有子女以「主

子奶奶」自居，必然產生人際關係的衝突。第 60 回趙姨娘為了芳官以茉莉粉

混充薔薇硝輕侮賈環，意欲到怡紅院興師問罪，途中遇夏婆子，夏婆子調唆道：

「這屋裡除了太太，誰還大似你？你老兒自己撐不起來；但凡撐起來的，誰還

不怕你老人家？ 」  芳官在惱怒中說趙姨娘「『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幾』

呢！ 」 最後，還是一場鬧劇收場，讓親生女兒探春氣得向尤氏、李紈抱怨：

「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伏。」「耳根又軟，心裡又沒有算計。

」 姨娘的身分模糊，但若以身世、地位、實權評估，姨娘的確如同「奴幾」。

趙姨娘還天真地相信夏婆子的話，以為自己的地位只在王夫人之下，趙姨娘的

「優越意識」註定了她成為一個不受歡迎的角色，也是她痛苦的開端。  

三、趙姨娘的優越意識 

  趙姨娘是丫環出身，而且是賈府的家生子，攀上個姨娘的地位，表面上成

為賈政老爺的小老婆，生的子女成為主子階級，似乎是「飛上枝頭當鳳凰」了。

雖說「姨娘」的實際地位並不高，但在賈府階級分明的環境中，我們不難發現

                                                 
   參第 69 回，《紅樓夢》，頁 1081-1084。 
   見曾揚華：《漫步大觀園》（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 年 7 月 1 日台灣初版一刷，1994 年

11 月 16 日台灣初版四刷），〈話說周姨娘〉，頁 177。 
   見第 60 回，《紅樓夢》，頁 930。 
   同上註，頁 931。 
   同上註，頁 93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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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丫環，最好的結局大概就是成為「姨娘」了。例如第 46 回鴛鴦找平兒、

襲人商量賈赦欲納她為妾之事，二人開鴛鴦玩笑，鴛鴦罵道：「你們自為都有

了結果，將來都是做姨娘的。據我看，天下事未必都遂心如意。你們且收著些，

別忒樂過了頭！ 」   言下之意「做姨娘」正是丫頭們「快樂」的「結果」。

多數大丫頭們小心捍衛自己在主子身邊服務的「特權」，莫非就是為了守住自

己的優勢，有朝一日擺脫丫環身份，能成為枝頭上的鳳凰。正如邢夫人遊說鴛

鴦的：「若果然不願意（做賈赦的妾），可真是個傻丫頭了。放著主子奶奶不

作，倒願意作丫頭！三年二年，不過配上個小子，還是奴才。 」  雖然明眼

人如探春，早已發現富貴之家人多事繁，不如小戶人家人少，雖寒素些，倒是

大家快樂 51  。鴛鴦也早看清當姨娘宛如「下火坑」 52  。但大部分的丫環，想

是極願攀上這「姨娘」的身分的。 

  說丫環把能靠近主子身旁的勞役當成「特權」一點也不為過。賈府的奴僕

有等級之分，第 58 回芳官的乾娘為了討好寶玉，主動跑來要替寶玉吹湯，被

晴雯喝令：「出去！」連帶的小丫頭也挨罵，小丫頭們抱怨：「我們到的地方

兒，有你到的一半，還有你一半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

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 53」  顯而易見的，老婆子是較小丫頭們低下的，

而丫頭們也分成不同等級，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眼見的事」。第 24 回怡紅院

的小丫環小紅無意間入內給寶玉倒了杯茶，就受到大丫環秋紋、碧痕的嚴厲責

問，當面啐罵她道：「沒臉的下流東西！……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難道

我們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 54」  小紅其實也是

個俊俏伶俐的丫頭，偶幫鳳姐傳話，鳳姐便十分讚賞她清楚明白，將小紅要了

去 55  ，但在怡紅院一班大丫環的打壓下，小紅只能做些餵雀、澆花、升爐子

的事，總盼不到出頭的一天，偶一得到機會又馬上遭無情的打壓。難怪小丫頭

佳蕙說：「這地方難站。」小紅要說：「『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

                                                 
   見第 46 回，《紅樓夢》，頁 708。 
   同上註，頁 706。 

51    第 71 回鴛鴦向探春道賈母偏疼她，眾人多怨言，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裏較量得許多。我說倒不如小人

家人少，雖然寒素些，倒是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人多，外頭看著我們不知千金萬金小姐，何等

快樂，殊不知我們這裏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紅樓夢》，頁 1114。 
52    參見第 46 回，《紅樓夢》，頁 709。 
53    見第 58 回，《紅樓夢》，頁 911。 
54    見第 24 回，《紅樓夢》，頁 385。 
55    參見第 27 回，《紅樓夢》，頁 4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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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守誰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56   

  小丫頭們看清大觀園並不是她們的人間樂園。但是大丫環不同，雖然她們

不是主子，但因與主子親近而產生情感、信賴感，有時甚至可以代行權責，第

59 回春燕的娘要打春燕，引發怡紅院一群大丫環的干預，最後請了平兒來，

「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省的將就省些事也罷了。能去了幾日，

只聽各處大小人兒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一處，叫我不知管哪一處的是。」

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裡反了，原來還有幾處。」 57  平兒、襲人的對話

宛如出自主子之口。而平兒「遍身綾羅，插金帶銀，花容玉貌的」，連世故的

劉姥姥都要誤認為鳳姐了 58  。將出色的丫頭納為姨娘，也是主子獎勵丫頭的

一種方式，第 36 回王夫人讚賞襲人，把自己的月例撥出二兩銀子給襲人，相

當於姨娘的月例，等於實質上將襲人視為寶玉的妾了 59  。襲人「姨娘」的地

位一直是主子奶奶們默許的，但也從未過明路 60  。襲人明確的身分一直是個

丫環。但這已經夠讓怡紅院其他丫頭忌妒了。 

  第 37 回晴雯爭取要去王夫人處取回聯珠瓶，晴雯笑道：「是巧宗兒你們

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說未必如秋紋巧遇找衣服、賞衣服，

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

費裡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說著，又笑道：「你們別和我裝神弄鬼，什麼事

我不知道。」 61  第 20 回寶玉替麝月篦頭，晴雯一見了他們兩個，便冷笑道：

「哦，交杯盞還沒吃，倒上頭了」 62  。第 31 回晴雯和寶玉口角，襲人調解，

晴雯夾槍帶棒攻擊二人，襲人本要再說，但見寶玉已氣黃了臉，只好自己忍了

性子，道 :「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雯聽她說「我們」兩

個字，自然是她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

是誰，別教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兒，也瞞不過我去，

那裏就稱起『我們』來了。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

                                                 
56    見第 26 回，《紅樓夢》，頁 406。 
57    見第 59 回，《紅樓夢》，頁 924。 
58    參見第 6 回，《紅樓夢》，頁 115。 
59    同註 24。 
60    參見第 120 回，薛姨媽指出「惟有這襲人，雖說個屋裡人，到底他和寶哥兒並沒有過明路兒」，《紅樓夢》，

頁 1792。 
61    見第 37 回，《紅樓夢》，頁 566、567。 
62    見第 20 回，《紅樓夢》，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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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裏就稱上『我們』了！」 63  晴雯是個直腸子的人，她毫不隱諱地表現

她對襲人、麝月的妒意。  

  妾的實際地位雖然不高，但這是大部分丫環的晉升之道，否則終久還是只

能配個小子。「姨娘」的位置是大部分丫環們極力爭取的，所以晴雯三番二次

流露她對其他人接近寶玉的忌妒。趙姨娘能由丫環、家生奴僕的身分被挑選為

妾，足見她也曾是襲人、平兒之流，是個出色的人物。但在書中我們看到的趙

姨娘委實不堪，勾結馬道婆施法加害寶玉與鳳姐 64  、為二十兩賞銀與親女爭

吵 65  、和戲子大打出手鬧怡紅院 66  、教嗦彩雲偷玫瑰露給賈環等醜態 67  ，著

實令人疑惑在賈府中算是比較正派形象的賈政，何以選擇品行如此低下的丫環

為妾。殊不知趙姨娘的「姨娘」身分在這樣人事紛擾的傳統貴族大家庭何等難

處，尤其趙姨娘又是個「耳根又軟，心裡又沒算計」的人 68  ，她還真以為自

己是主子的地位了，面對名為「姨娘」，實一樣為奴僕的處境，她沒有足夠的

自知之明，人際關係激烈的明爭暗鬥，造成其身心重大的轉變是可預期的結果。 

  趙姨娘並不安於妾的卑下地位。由「做丫頭」到「做姨娘」，趙姨娘的心

中當是充滿「優越意識」的，她並未覺察到實際上，當老爺的妾並未完全提升

她「奴婢」的身分，她並沒有足夠的權勢和正室夫人們抗衡。相反的，當「姨

娘」站的是不上、不下的尷尬位置，且捲入更險惡的人際關係中，尤其是育有

子女，嫡庶階級之爭是「烏眼雞以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69  。對

大多數婦女而言，「為人妻」、「為人母」可說是女人角色扮演的分水嶺。「一

個女人是很多人的什麼人：父母的女兒，丈夫的妻子，妯娌中的一個，等等。

但是賦予她的各種關係裡最主要的是她與孩子的關係」 70  。成為母親，對女

性而言意義重大。或著我們可以說，結婚是女人學習改變角色的開始，成為母

親是女人角色翻轉的關鍵 71  。趙姨娘生了一兒一女，更以為自己地位不同於

                                                 
63    見第 31 回，《紅樓夢》，頁 485。 
64    參見第 25 回，《紅樓夢》，頁 394、395。 
65    參見第 55 回，《紅樓夢》，頁 857。 
66    參見第 60 回，《紅樓夢》，頁 931、932。 
67    參見第 61 回，《紅樓夢》，頁 948。 
68    見第 60 回，探春不滿趙姨娘鬧怡紅院，向尤氏李紈批評趙姨娘，《紅樓夢》，頁 933。 
69    第 75 回，探春對抄檢大觀園的不滿之語「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恨不得你吃了我，

我吃了你！」，《紅樓夢》，頁 1173。 
70    見【美】伊沛霞著、胡志宏譯：《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年 5 月 1

版 1 刷），〈第九章 為母之道〉，頁 162。 
71    參見潘淑滿：〈台灣母職圖像〉，《女學學誌》，第 20 期，2005 年 12 月，頁 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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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姨娘」了。邢夫人遊說鴛鴦給賈赦當妾時，不也強調「過一年半載，生

下個一男半女，你就和我並肩了」72  ，足見生育對婦女家庭地位的重大影響。

趙姨娘既生有兒女，她自認不同於一般「姨娘」，母性的本能更促使她按其認

知的方式，護衛自己庶出子女的利益，嫡庶之爭是她大部分行為的動機。  

  中國社會文化中，「母權」 73  依附「父權」存在，中國傳統女性作為一

個依附、「無我」的個體，「母權」並非存在其個體自身，而是來自其婚姻關

係「父權」的授予。父親對婚姻中女性「母親」的角色具決定性的影響。中國

傳統文化下「母親」婚姻關係甚至比生育更重要，沒有生育的妾經由夫主的指

定也可以成為「慈母」，父親的後妻因是「父之妻」也要視同生母 74  ，而一

般失婚的女性同時也失去大部分「母權」，縱使平時子女皆由其看顧、教養，

父親的監護權仍凌駕母親之上。失去「妻子」的身份，等於喪失父權背書，母

權也同時失落。是故，與父親有正式婚姻關係的「夫人」，地位較買賣而來的

「姨娘」尊貴得多。一方面「夫人」多為大家閨秀，另一方面「夫人」與父親

的關係是受社會規範、禮教認同的，而「姨娘」的出身多半卑下，且大多是「買

進門」的。趙姨娘的身家背景及其與賈政的夫妻關係，實不足以與賈政的正室

王夫人比擬。可惜趙姨娘總想攀親附戚，藉妾的身分、兒女的關係得到一點好

處。  

  雖然，「母權」的行使並不存在生身之恩中，而是歸「父之妻」所有。歷

來法律判例所見，傳統容許納妾的中國舊家庭中，妾之子稱父之正妻為「嫡

母」，「嫡母」之權優於生母，如監護、養育權、管理財產權、法定代理權，

75  「至生母對其子女之各項權力，依現時判例則受嫡母優先權之限制，即撫

養之權，原則上亦不得享有」76  。但「庶母對嫡子無嫡母對庶子之權力」77  。

是故，按《中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研究所見，第 20 回趙姨娘啐賈環，鳳

                                                 
72    同註 50。 
73    按趙鳳喈《中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研究，母對於子女的權力與責任有：教養懲戒之權、主婚權、管理財產

權、限定居所權、受扶養之權利。參見〈第三章 為人母之地位〉(台北縣：稻鄉出版社，1993 年 5 月初版)，
頁 98-100。 

74    漢朝《儀禮．喪服》就有「繼母如母」「慈母如母」的規範。所謂「繼母」指父之後妻。「慈母」指妾子無母，

父指妾無子者令其為母子。「貴父命」而如「母」之「慈母」、「配父與因母同」而如「母」之「繼母」，「繼

母」、「慈母」因為與父親的婚姻關係而具有「母親」的身分，這是經由「父權」確定「母權」的具體呈現。 
75    參見趙鳳喈著，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附補篇，〈第三章 為人母之地位〉，頁 104。 
76    見趙鳳喈著，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附補篇，〈第三章 為人母之地位〉，頁 106。 
77    同上註，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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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隔著窗訓斥趙姨娘無權管教賈環，按傳統律令，其實是不為過的。倒是第

25 回賈環生事時，責怪趙姨娘是不合理的，庶母本來就不具子女的管教權。

主子奶奶們一方面否認姨娘對子女的管教權，另方面又要姨娘負起子女行為不

當的責任。平兒曾為趙姨娘抱不平，說是「墻倒眾人推」，趙姨娘素行不良，

大家都會混賴她。 78   

  幸好，傳統雖認同嫡母的正統性，否認庶母的母權。但，中國律法對「生

身」之生母、親母仍格外給予尊重。生母與個體有情義關聯。雖然「子孫之毆

詈或過殺祖父母父母者與毆殺嫡繼慈養母受同等之處分」 79  ，但也規定「子

於親母殺父之時，不得告母；但於嫡繼慈母殺父時，或於養父母殺本生父母時

均可告發。此為嫡繼慈養母，不能與親母受同等保障之一端也」 80  。「民國

成立依《暫行刑律補充條例》第一條之規定：《暫行刑律》第十五條之正當防

衛，不適用於尊親屬（母亦在內）但可適用於嫡母繼母之出於虐待行為者」。

81  中國的法律重視「生身之恩」，是故總是強調對「生母」有特殊保障。因

為「生身」無法抺去的血緣相連，這也是趙姨娘認為有理家之權的探春，應當

格外看顧趙家的原因所在，但探春按舊規矩行事，不願通容 82  。論理，趙姨

娘為庶母的身分，她無權過問探春的管理財產權。但她自認是「生母」理應受

到優待，探春毫不留情地駁回她的要求，二人衍生更激烈的爭吵。  

  妾不具監護、養育、管理財產、法定代理等權力。嫡母之「母權」及於庶

出子女，但庶母無權約束嫡系子女。於此處處可見傳統文化對嫡庶關係不平等

的對待。妾生了兒子可以確立與主人家庭成員間的親屬關係 83  。對妾而言，

生子為母後，其地位是提高了，可是她還是不足以與正妻相比擬。宋代婚姻和

婦女生活研究指出妾生之子處境困難，必須周旋二個通常不太和睦的「母親」

之間，父親視他的生母為妓女，法律上的母親視他的生母為婢女 84  。妾雖然

為「母」，可是依舊是奴婢之身，「父之妻」的「母權」大體是較具保障的。

而庶出子女也必需認同嫡母，因為她才是父親的妻子，至於生母則僅是「生身」

                                                 
78    同註 21。 
79    見趙鳳喈著，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附補篇，〈第三章 為人母之地位〉，頁 109。 
80    同上註，頁 110。 
81    同上註。 
82    參見第 55 回，《紅樓夢》，頁 856、857。 
83    參見﹝美﹞伊沛霞著、胡志宏譯：《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第十二章 妾〉，頁 202。 
8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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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任何母權，是故探春「只認老爺和太太」 85  並不是沒道理，也無關勢利，

相反的，這正是禮教規範。違反常情的不是探春，而是傳統禮教。嚴明研究指

出「母親會成為一個人不幸的根源，這正是不合理的封建社會制度所造成的怪

現象」 86  。探春講禮教而親情淡薄，是社會文化制度與人情之常失衡造成，

只是聰慧如探春，也解不開這千古的枷鎖。趙姨娘的優越感，正因她自以為突

破丫環、家生奴婢的卑賤地位。人一但從禁錮的痛苦中解脫，自是另一番氣象。

只是趙姨娘很顯然打錯了主意，她雖生下一兒一女，兒女皆是主子，但除了兒

女割不斷的血緣外，其他的主子們可沒視她為同等地位。是故「姨娘」那不上、

不下的位置，讓趙姨娘成了個討人嫌的卑微小人，也成她和好強的親生女探春

間橫亙的圍籬。  

四、趙姨娘和探春的互動 

  「訾議探春的人，大家都離不了一條她自己個人私心太重，是個不認自己

親人，而一心想巴結攀附王夫人以向上爬的人」 87  。趙姨娘說她「只顧討太

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忘了跟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 88  最明顯的

例子，便是第 55 回趙姨娘的哥哥趙國基死時，探春等代鳳姐理家，探春按舊

例只賞了最低的二十兩銀子，比襲人母喪賞四十兩還少，趙姨娘因此找探春大

吵一場，爭議中，趙姨娘說道：「如今你舅舅死了」一語，探春道「誰是我舅

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檢點，那裡又跑出一個舅舅來？」她否認趙國基是

舅舅，只認王夫人的兄弟是舅舅 89  。一般非議探春的指責，多半自此來，但

也有研究者認為「這種指責，確實合符一般的常情，卻完全不合賈府這種家族

的常規」 90  。認為二十兩是舊規矩，並沒有特別作踐趙姨娘。冥飛等《古今

小說評林》指出這是八旗世族中之習慣，「滿人有世僕之制，主僕之分極嚴，

                                                 
85    第 27 回，探春做鞋予寶玉，寶玉同探春談起趙姨娘，探春不悅,道：「她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

賤的見識。她只管這麼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兄弟跟前，誰和我好，

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她，但忒昏憒得不像了！」，《紅樓夢》，頁 427。 
86    見嚴明著：《紅樓夢與清代女性文化》（台北市：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年 6 月初版一刷），〈第八章 

庶出才女的悲哀〉，頁 112。 
87    見曾揚華：《漫步大觀園》，頁 144。 
88    同註 65。 
89    同上註。 
90    同註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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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納之妾，如係僕家之女，其看待自較所納平民之女不同。故趙國基死，探春

只能援老例賞以二十兩，而襲人之母，則可賞四十兩，以其為外頭人也。」 91   

  這話其實不合理，襲人是未過明路的妾，她的「姨娘」待遇，全是王夫人

由自己分例上均出來的 92  ，甚至到第 78 回王夫人藉機向賈母報告，她以自己

的月例給襲人姨娘的待遇，賈母還表示「你這不明說給寶玉的主意更好。且大

家別提這事，只是心裡知道罷了」 93  。直到寶玉中舉出家，薛姨媽和王夫人

討論襲人的去留，薛姨媽且指出「惟有這襲人，雖說個屋裡人，到底他和寶哥

兒並沒有過明路兒」 94  。襲人明確的身分一直是個丫環。探春以「將來環兒

收了外頭的，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的」，直接把襲人視為「姨娘」的地位，這

的確迎合了上頭王夫人的意，但事實上是不對的。且按王夫人幾次賞死亡的丫

頭，賞銀數目的確是沒個準的，例如第 32 回金釧因與寶玉調笑，被逐而投井，

王夫人說她跟著自己情感如女兒一般，賞了 50 兩又二套新衣妝裹 95  。晴雯因

長得美，讓王夫人看不順眼，病中攆出怡紅院，沒多久死了，王夫人只給 10

兩燒埋銀 96  。「王夫人原是天真爛漫之人，喜怒出於心臆」 97  ，難怪趙姨娘

要站出來跳腳了，一則視襲人為姨娘的待遇並不合理，再則按王夫人的習性，

給賞銀的確是隨其喜怒。探春認為自己按「祖宗手裡舊規矩」 98  ，也不全然

事實，畢竟襲人確切的定位仍是個丫頭，且她沒關照到王夫人也有依「人情」

行事的一面。趙姨娘的訴求，確有貪多之嫌，但實也是這個「家中的規矩」，

向來沒有完整樹立。  

  另外，以上評論的焦點都在賞銀數目上，忽略了探春否認自己與趙家血緣

關係的言論。探春說出否認趙國基為舅舅的話，固然是一時情急。實際上，趙

姨娘生下的兒女雖都列主子，可是庶出的已矮嫡系一階，而趙姨娘更算不上主

子奶奶，賈府的「姨娘」地位卑下如前述，至於趙國基更是標準的奴才之身，

所以探春也老實不客氣地駁回趙姨娘：「既這麼說，環兒出去為什麼趙國基又

                                                 
91    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台北市：里仁書局，1980 年），頁 639。 
92    同註 24。 
93    參見第 78 回，《紅樓夢》，頁 1230。 
94    參見第 120 回，《紅樓夢》，頁 1792。 
95    參見第 32 回，《紅樓夢》，頁 505。 
96    參見第 78 回，《紅樓夢》，頁 1235。 
97    見第 74 回，《紅樓夢》，頁 1157。 
98    見第 55 回，《紅樓夢》，頁 856。 



．東海中文學報． 

 ．178．

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為什麼不拿出舅舅的款來？」 99  向來未認清自己地位

的趙姨娘聽來、與現代一般背景的讀者看來，探春的確是絕情了些。但在賈府

階級嚴明的貴族生活模式下，主子的確是不宜稱奴才為舅舅的。作為二個懸殊

階級的連接者趙姨娘是夠難處的了。卑下的娘家也許期待自己「飛上枝頭當鳳

凰」的「姨娘」女兒能為家族帶來利益或翻身機會，如同鴛鴦說的「一家子都

仗著他橫行霸道」 001  。女兒基於親情或許也想為家中盡點力，趙姨娘就向馬

道婆埋怨過鳳姐「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她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 101 」

 言下鳳姐可以護著自己娘家，而她卻沾不到邊。但是這詩禮簪纓之家豈有將

「姨娘」當主子奶奶看，充其量也不過是供主子性服務、替奶奶夫人生兒子的

丫環，出不得正式場合、可以買賣、死了亂葬了事。趙姨娘想討個「人情」情

有可原，但事實上是很困難的，尤其她素日形象便不太好，大觀園中大多數人

是瞧不起她的。 

  趙姨娘顯然不願面對自己這樣的處境，處處想因子女而貴，好歹她有個兒

子賈環、女兒探春。探春不明白生母趙姨娘的苦處，不滿意她到處惹是生非，

以至把她們的母女關係拉扯出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

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徹底來翻騰一陣，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白表白。也

不知道誰給誰沒臉？ 201 」  事實上，趙姨娘也不了解賈環、探春身為「庶出」

的悲哀。賈環曾經哭訴：「我拿什麼比寶玉呢。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

我不是太太養的。 301 」  鳳姐笑讚探春「好個三姑娘」，又惋惜她「命薄，沒

托生在太太肚裡」，平兒認為「她便不是太太養大的，難道誰敢小看她」，鳳

姐方道將來作親時，怕有種輕狂人為庶出而不要 401  。而抄檢大觀園時，王善

保家的認為探春「那裡一個姑娘家就這樣起來；況且又是庶出，他敢怎麼」，

進而伸手拉扯探春衣物 501  。可見庶出子女在貴族大家庭中，地位是較低的。

成長過程中，因生母地位卑下，不具教導之權，她的子女按「父妻為母」的父

權原則，也只認嫡母為母，與生母是疏離的。 

                                                 
99    同上註，頁 858。 
001    同註 37。 
101    見第 25 回，《紅樓夢》，頁 394。 
201    見第 55 回，《紅樓夢》，頁 858。 
301    見第 20 回，《紅樓夢》，頁 319。 
401    參見第 55 回，《紅樓夢》，頁 856。 
501    見第 74 回，《紅樓夢》，頁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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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生母情薄對母子雙方都是種悲哀。第 113 回劉姥姥聞趙姨娘死了，惦著

趙姨娘有一個「小哥兒」怎麼辦，平兒道：「這怕什麼，他還有老爺太太呢。」

劉姥姥道：「姑娘，你那裡知道，不好死了是親生的，隔了肚皮子是不中用的。

601 」  劉姥姥道出生母對子女的親情是無可取代的。在這裡，劉姥姥沒提到探

春，可見母女二人的疏離。平心看趙姨娘，她只是賈府中力爭上游的卑微小人

物。她的存在似乎給探春帶來許多困擾，但解析趙姨娘時，我們需關注到她的

實際處境。曾揚華認為「趙姨娘由於她的特殊身份，所以在賈府裡勢孤力單，

跟本不能正面與王夫人、王熙鳳較量，這就決定了她只能在暗地裡用陰謀手段

來制裁對方」 701  。這指的是她勾結馬道婆施魘魔法加害鳳姐、寶玉一事，書

中明白呈現趙姨娘的目標是為她的兒子賈環與王熙鳳、賈寶玉爭奪財產和繼承

權 801 。   

  趙姨娘許多令人生厭的舉動是為了子女、親人。第 25 回的魘魔法事件是

為了賈環、第 60 回大鬧怡紅院也有為賈環出氣的成分、第 55 回為兩十兩賞銀

和親生女大吵是為了娘家。趙姨娘並不是惡人，她的私心是在「對親人的愛」

上產生，只是礙於她的身分地位低下，她委實無計可施。第 55 回為兩十兩賞

銀母女二人正面衝突，口舌交鋒讓母女關係降到冰點。其實，探春此時情境也

不容許她接受他人求情，畢竟她才剛受命理家，那些管家娘子們個個等著看笑

話。樹立威信是探春的當務之急，秋紋要問月錢，平兒攔下道：「憑有什麼事

今兒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 901 」  連鳳姐都

要特別交待平兒別和探春衝突：「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

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辨，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才好。千萬別想著怕

我沒臉，和她一 ，就不好了。 011 」  探春才剛對有意為難她的吳新登家的大

發雷霆，可惜心思不夠細膩的趙姨娘，碰巧在這時間點上來要求格外看顧趙

家，豈不是剛好觸在牛犄角上頭？探春也許本不打算和生母直接對擂，但此時

此刻，她也騎虎難下了。  

                                                 
601    參見第 113 回，《紅樓夢》，頁 1699。 
701    見曾揚華：《漫步大觀園》，頁 19。 
801    第 25 回趙姨娘和馬道婆的對話多半遶著錢財為中心，馬道婆提到暗地算計，趙姨娘心動了，馬道婆索謝，趙

姨娘說：「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糊塗起來了。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個絕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我環

兒的。那時你要什麼不得﹖」《紅樓夢》，頁 394、395。 
901    同註 21。 
011    見第 55 回，《紅樓夢》，頁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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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0 回趙姨娘大鬧怡紅院，和一群小戲子們大打出手，探春說趙姨娘 :

「這是什麼大事，姨娘也太肯動氣了！」「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些頑意兒，喜

歡呢，和他說說笑笑；不喜歡便可以不理他。便他不好，也如同貓兒狗兒抓咬

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時也只該叫了管家媳婦們去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

己不尊重，大吆小喝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怎不見人欺他，他也不尋人去。

我勸姨娘且房去煞煞性兒，別聽那些混賬人的調唆，沒的惹人笑話，自己呆白

給人作粗活。」 111  探春的態度顯然平和許多，這番話入情入理，探春也承認

趙姨娘和那些丫頭不同，應該有「體統」。不過，被女兒如此訓導，也真是不

給母親面子，而且探春自始至終稱趙姨娘為「姨娘」，並未以「母親」相稱，

探春刻意與生母劃清界線。畢竟趙姨娘老是想拉扯關係、求人情的習慣令人不

敢親近。  

  賈府理想的「姨娘」表現，大約是像周姨娘或是迎春生母那樣無聲無息吧！

除非像平兒、香菱在主子奶奶鳳姐、金桂死後得以扶正，這才有實權可言。趙

姨娘沒有謹守姨娘的分際，讓自己和子女都淪於無可奈何的衝突之中。第 100

回當探春要遠嫁異鄉時，趙姨娘沒有不捨，反而歡喜起來，心裡說道：「我這

個丫頭在家忒瞧不起我，我何從還是個娘，比他的丫頭還不濟。況且洑上水護

著別人。他擋在頭裡，連環兒也不得出頭。如今老爺接了去，我倒乾淨。想要

他孝敬我，不能夠了。只願意他像迎丫頭似的，我也稱稱願。」 211  迎春婚姻

不幸，遭到家暴，最後致死，趙姨娘竟希望自己的親生女亦如是，足見二廂恩

怨有多嚴重。趙姨娘與親生子女疏離的悲劇，實是當時階層分明的社會文化產

物。賈姨娘、賈環、探春都在矛盾的情緒中掙扎，他們受訾議之處多半是難以

避免的環境衝突，若僅就單一事件角度評論其人物品性，實有欠公允。趙姨娘

和探春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母女關係，不能簡單視為探春無情、趙姨娘愚

昧，二人的母女衝突實是當時階級文化的結果，迫使原本是最親近的母女關係

轉而「烏眼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111    見第 60 回，《紅樓夢》，頁 932。 
211    見第 100 回，《紅樓夢》，頁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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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母女關係對探春性格的影響 

  探春深刻感到嫡庶之間階級的壓迫，無奈於生母苦苦相逼，同時也看透富

貴之家的醜惡本質，進而感嘆「我說倒不如小戶人家人少，雖然寒素些，倒是

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人多，外頭看著我們千金萬金小姐，何等

快樂，殊不知我們這裡說不出的煩難，更利害。 311 」  母女關係的疏離，更培

養出探春對女性的反動，轉而產生男性認同，認為「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

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個女孩兒家，

一句多話也沒有我亂說的」 411  。探春不留戀富貴、千金小姐的享受，她渴望

自去「立一番事業」，這是大觀園群釵所無，連寶玉身為賈府最出色、聰慧的

子弟也無此一心胸，這是探春獨到之處。探春的高雅、氣度、政治家風範並不

是天生而來，現實環境的影響恐怕才是主因。庶出的「孤臣孽子」意識，加上

個不安於自己姨娘地位的生母，探春的成長過程，賈府雖提供豐厚的物質生

活，但心靈上是充滿衝突與危機感的，這也造就了探春的早熟與才能。  

  當然，現實環境是不可能給探春越雷池一步的機會，雖然她充滿智慧、含

蓄著野心，「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 511  ，倡議立詩社，

宣稱「熟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余脂粉」 611  ，代鳳

姐理家時，興利除弊，首拿鳳姐、寶玉開刀，視朱熹的話為「虛比浮詞」 711  ，

抄撿大觀園時，親手狠狠扇了邢夫人心腹奴才王善保家的一計耳光，當眾直陳

這個大家庭的醜惡及腐敗，預言它的不祥未來 811  ，邢夫人代夫賈赦向賈母討

鴛鴦為妾，鴛鴦本人不願意，賈母大怒遷累王夫人，眾人皆不敢開口，連平時

以擅言辭聞名的鳳姐都噤若寒蟬，唯獨探春勇於進言「這事與太太什麼相干？」

幾句話打開僵局，說得賈母欣然認錯 911  。探春的勇氣與智慧更在鳳姐之上，

連賈府第一管家王熙鳳都要說：「他雖是姑娘家，心裡卻事事明白，不過是言

                                                 
311    見第 71 回，《紅樓夢》，頁 1114。 
411    見第 55 回，《紅樓夢》，頁 857。 
511    見第 3 回，《紅樓夢》，頁 46。 
611    見第 37 回，《紅樓夢》，頁 558。 
711    見第 56 回，《紅樓夢》，頁 868。 
811    見第 74 回，《紅樓夢》，頁 1161。 
911    見第 46 回，《紅樓夢》，頁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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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厲害一層了。 021 」  探春、趙姨娘都好強 121  ，

郭玉雯《紅樓人物研究》認為母女二人都做不到「安份守己」，只是探春知道

要用光明正大的方式來獲得格外的賞識和尊重，而趙姨娘因知識不足、耳根又

軟，所以拙相百出、俗蠢至極 221 。   

  整體看來，探春竟是《紅樓夢》第一奇女子。或許探春的詩才、相貌尚不

及黛玉、寶釵出色，言談機巧不如鳳姐，但論起胸懷遠志、膽識不凡還是非探

春莫屬。生母是令人嫌惡的趙姨娘，看似探春身世無法抹去的污點，也是探春

心裡一項不容提起的痛。但趙姨娘又何嘗願意如此，趙姨娘對親人的感情是存

在的，只是她無法按正常的管道達成自己與眾人的期待。雖然，也有研究認為

趙姨娘口口聲聲為賈環謀家私，實際追求的是自己能翻身 321  。盼望著「母以

子貴」是姨娘面對卑下地位時的唯一出路。這正是傳統階級制度對妾的壓迫，

因為不合理的階級待遇，很容易地就將人性給扭曲了。雖然，趙姨娘對兒女不

是怒罵就是斥喝，她看到賈環怏怏不樂回來，問了句：「又是那裡墊了踹窩來

了？ 421 」  雖然口氣嗆人，但也不外乎關心的意思。趙姨娘的刀子嘴下還是具

母子之情的。趙姨娘對探春再多不滿，也不至對她行魘魔法，只是在心裡希望

她婚姻不幸，受點苦頭 521  。趙姨娘看似功利的「母愛」，是中國傳統大家族

階級制度與人性不斷沖積的結果。 

  以探春與生母趙姨娘的母女關係為主軸研究，我們發現趙姨娘與探春的衝

突是社會文化造成的，也是一場無可避免的不幸悲劇。因為階級意識的存在，

註定不安於低階的趙姨娘一再生事，以爭取她認為自己應得的權利。也因為階

級意識，造成探春無法平心靜氣理解生母趙姨娘的苦處。疏離的母女之情更讓

趙姨娘時時想提醒探春「總不要一去了把我擱在腦杓子後頭」 621  ，探春的拒

絕回應又加深趙姨娘的憤怒與不安全感。趙姨娘時時想「表白表白」的念頭

                                                 
021    同註 110。 
121    探春時常要趙姨娘安靜養神少生些事，其實探春自己也好事。試看第 73 回，她主動幫迎春壓制竊當纍金鳳的

王住兒家的，王住兒家的看到探春來便想溜之大吉，但探春自認「我和姐姐一樣，姐姐的事和我的也是一般，

他說姐姐就是說我。」《紅樓夢》，頁 1143-1144。 
221    參見郭玉雯《紅樓人物研究》，〈第六章 原應嘆息說四春〉，頁 316。 
321    參見莫秀蓮：《世情小說中母親形象研究──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林蘭香》、《歧路燈》、《紅

樓夢》為考察對象》，頁 132、133。 
421    參見第 20 回，《紅樓夢》，頁 320。 
521    參見第 100 回，《紅樓夢》，頁 1545。 
621    見第 100 回，《紅樓夢》，頁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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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  正是 2 人關係緊張的呈現。趙姨娘與探春母女衝突一再重演，同時也雕

琢出探春與眾不同的見識。曹雪芹筆下的人物隨著事件情節成長，人物的性格

是立體的，探春的形象塑造是出色的例證。  

六、結語 

  據實看來，探春與生母趙姨娘的人際關係是失敗的。探春不是完人，她有

鮮明的性格表現、有好惡、有過人之處，同時也有缺點，那就是她一直嚴守、

也一直想逃避的「階級禮教」。探春不容許別人侵犯他主子姑娘的地位，抄撿

大觀園時，王善保家的挨的那計耳光，可謂探春推崇禮教的最佳的證明 821  。

探春是庶出，但她只認老爺、太太，否認什麼「正的、偏的」 921  ，她嚴守父

權體系的傳統，這也是對禮教的尊崇。她心裡很明白庶出的身分代表她不如嫡

系子女，所以她否認嫡庶之別，不喜歡趙姨娘處處提起二人的母女關係 031  。

這是探春反抗禮教之處。禮教的衝突在探春身上埋下最具殺傷力的爆點，讓她

沒有辦法放下身段去傾聽趙姨娘的聲音，當她以主子的身分，高高在上地勸導

趙姨娘，指稱她「大吆小喝失了體統」、「沒的惹人笑話，自己呆白給人作粗

活」時 131  是何等傷害一個母親的心。若探春能將自己對王夫人、賈母等體貼

的心、面對抄撿時保護丫環的氣魄移一些到生母趙姨娘身上，或許二人的關係

將因此改觀。趙姨娘若能理解、接受自己雖身為「老爺的妾」，實質上，仍與

丫環地位不相上下，少生些事，或許可以減少母女二人的衝突。  

  探春與趙姨娘二人都受傳統階級文化的壓迫。趙姨娘固然可厭，但理解姨

娘的艱困處境後，更令人為她感到可悲。探春雖然出色，可是，她的心中永遠

有個解不開的結，說她勢利也罷，說她心裡明白也罷，探春好強的才情和庶出

的身世，面對禮教與人情的衝突總是無法平衡。趙姨娘與探春疏離的母女關

係，實是不折不扣的環境悲劇。對於趙姨娘，我們當以哀矜之心憐憫她的不幸，

用同理之心恕免她的無知。對於探春，不論讚賞她的才性，或是評論她的無情，

                                                 
721    同註 102。 
821    參見第 74 回，《紅樓夢》，頁 1161。 
921    同註 85。 
031    同註 102。 
131    同註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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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能漠視她和生母趙姨娘間糾纏不清的恩怨。藉「母女關係」為主軸的研究，

發現，趙姨娘並非十惡不赦之徒，不合理的壓迫、欺凌，造成人單勢薄、又苦

於想提高自己地位的趙姨娘不斷生事。同時也迫使探春認清世族的醜惡，由對

生母的反感，進而產生性別的反動，形成探春雅致的才情。趙姨娘與賈探春母

女關係的研究，除了提出不同的觀點認識趙姨娘與探春，更由人際關係的視角

深入解讀《紅樓夢》呈現的社會文化、與階級制度下人性的扭曲。  

參考書目 

 1. 〔清〕曹雪芹、高鶚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全三冊），

台北市：里仁書局，1984 年 4 月 5 日。  
 2. 太愚（松菁）著：《紅樓夢人物論》，台北市：長安出社，1988 年 11 月

出版。  
 3. 〔美〕伊沛霞著、胡志宏譯：《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年 5 月 1 版 1 刷。  
 4. 冥飛：《古今小說評林》節錄於《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紅樓夢卷》，

台北市：里仁書局，1980 年。  
 5. 莫秀蓮：《世情小說中母親形象研究──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

《林蘭香》、《歧路燈》、《紅樓夢》為考察對象》，2006 年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6. 曾揚華：《漫步大觀園》，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

年 7 月 1 日台灣初版一刷，1994 年 11 月 16 日台灣初版四刷。  
 7. 趙鳳喈著、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台北縣：稻鄉出版

社，1993 年 5 月初版。  
 8. 劉惠琴：〈母女關係的社會建構〉，《應用心理研究》第 6 期，2005 年 6

月，頁 97-130。  
 9. 潘淑滿：〈台灣母職圖像〉，《女學學誌》，第 20 期，2005 年 12 月，

頁 41-91。  
 10. 薩孟武：《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79

年 8 月初版，1998 年 2 月五版。 
 11. 嚴明著：《紅樓夢與清代女性文化》，台北市：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3 年 6 月初版一刷。  



．趙姨娘與賈探春的母女關係研究． 

 ．185．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 
between Zhao yi-niang and Jia 

tan-chun in Red Chamber Dreams 

Lin, Bi-huei*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nsively studies certain characters and events in the Red 

Chamber Dreams to elucidate assumptions that lead to many previous misreadings 

of this classic. With close textual reading, and an analysis of women’s situatioin in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and class cultur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other-daughter 

conflicts between Jia tan-chun and Zhao yi-niang and how that shapes Tan-chun’s 

personality.  It finds that Zhao yi-niang is no villain, but a pitiful creature under 

oppression, her relation with the daughter tan-chun being a tragedy noone can save. 

Tan-chun is indeed ruthless, abiding moral codes and following the sway of human 

conflicts. She obeys yet resists ethical conventions. Conflicts between Tan-chun 

and her mother (Zhao) actually makes her mature and competent. The incongruity 

between moral codes and human feelings further sharpens her sense of the high 

families’ vicious hideousness. Finally, Jia tan-chun’s resentment to her natural 

mother induces her gender reaction, which indeed enhances her various talents. 

 
 
Key words: Red Chamber Dreams  Jia tan-chun  Zhao yi-niang 

Concubine  mother and daughter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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