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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建立與太平天國的婦女
劉健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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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太平天國的婦女是不少歷史學者筆下所觸碰、描述和討論的一個課題，或者，我
們可以跨張地說，婦女是這段歷史記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不單因為婦女在太
平天國的起義與發展初期不單有不少參與，而且太平天國也訂定了不少關於婦女
的制度，分別涉及軍事、社會、政治、經濟等各大重要領域。雖然太平天國的國
祚甚短，但帶來了大量與婦女相關的課題，那麼，究竟太平天國的建立與婦女之
間有著怎樣的關係呢？當中是否隱含著一些關於婦女的關注點呢？為揭示這個
問題，本文將分別從三個方面入手，先進行縱向地的描述，簡介婦女參與太平天
國的發展概況，然後再進行橫向地的觀察，介紹太平天國關於婦女的政策和措
施，最後選用「女館」為例子，作一個深入的探討，以發掘太平天國的婦女與國
家建立之關係。

2 婦女參與太平天國建立的概況
在太平天國建立的歷史裡，婦女都有積極參與，尤其是建國的早中期，相關的記
述也比較豐富，其概況可以大約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起義之前，金田起義，以
及定都天京之後：
2A 起義之前
早在馮雲山組織拜上帝會時，已經積極招聚婦女參與宗教活動，並讓婦女與男人
一起參加聚會。當時的禮拜聚會實行男女分座，當中尤以紫荊山地區的婦女最為
支持。由於拜上帝會招攬婦女為信徒，所以拜上帝會的力量一時間壯大了不少。
後來，洪秀全成為了拜上帝會的領袖，更被婦女神化為一位非凡的人物，從此他
的影響力越來越強。話說當時一位名為洪宣嬌的女信徒，在 1847 年洪秀全到達
紫荊山時，她聲稱自己在 10 年前曾夢見上帝報夢：「十年後有人來此教人拜上
帝，汝當遵從」
，於是洪秀全對她的夢話加以利用，並聲稱自己也曾得上帝報夢，
得知自己原來是上帝的次子，如今任務是要下凡救世，叫人拜上帝，如此影響力
日益加增。同時，由於洪宣嬌的夢話對洪秀全宣傳十分有效，吸引了更多信徒前
來參與拜上帝會，於是洪宣嬌因此功勞而被洪秀全抬舉，稱她為天父的第六女
兒，即洪秀全對她稱為妹妹。從此之後，洪宣嬌繼續協助洪秀全，以影響一眾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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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當時教徒間常傳說：
「男學馮雲山，女學洪宣嬌」
，可見洪秀全早已透過提
攜女性領袖來領導婦女們的行動和思想，以令婦女對國家作出更多貢獻。1因此，
隨著婦女領袖的地位開始被重視，太平天國婦女的地位亦由此處開始攀升了。

2B 金田起義
在 1850 金田起義，當時把信徒組織為不同的團營，婦女們也被編入女營，又稱
為女軍，跟男人(男營)一樣積極地武裝起來，參加戰爭。當時各地會眾有變賣田
宅產業或焚燒房屋器具，實行扶老攜幼，義無反顧地參與反清之戰。根據《潯洲
府志》的記述「顧向之從賊者，類皆自逸去，而拜上帝會則必家屬子女俱，產業
賤售。或問其故，則曰：『我太守也，我將軍也，豈汝輩耕田翁耶！』其妻妾亦
笑謂戚鄰曰：『我夫人也，我恭人也，豈汝輩村婦女耶』」。雖然這是對太平團營
起義的嘲諷，2不過，卻反映了當時男性以外，婦女參與太平天國起義也被別人
取笑的情況。同年年底，太平軍先後進攻清軍在思旺和蔡村江的根據地，自始展
開了反清的戰爭，並以「太平」為號，及後繼而建國號「太平天國」。在新國度
建立時，掌權者按著實際的情況，在軍中實行財產公有制，3後來，在馮雲山的
構想基礎上推出了最早期的官制、禮制、軍制，又推行自創的「天曆」。

隨著婦女對太平天國的積極參與，統治者設立了不少破天荒的制度，例如女子可
授田、婚姻不論財等。而金田起義成功後，婦女在戰爭和國家建立的角色上並沒
有減退，相反，她們的英勇得到歷史記載，例如 1852 年 2 月 23 日洪秀全曾親下
詔令，當中亦提及「男將女將盡持力……同心放膽殺妖」4，而清的張德堅在《賊
情匯纂》中，對太平天國的女軍亦有記載：「賊素有女軍，皆為王新屬，瑤僮丑
類，生長洞穴，赤足裹頭，攀援岩谷，勇健過於男子，臨陣皆持械接仗，官軍或

1

陶短房著 ：
《這個天國不太平》(香港：中和出版社，2011)，頁 47。
「起義之始，即不恥于“耕田翁”、“村婦女”」
。另見，沈茂駿著：
「太平天國婦女問題」
，
《太
平天國論文集. 續集 :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年》(南寧：廣西人民，1989)，頁 416 頁。
3
「太平天國開國史」，
［網上資料］：取自維基百科網頁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4%AA%E5%B9%B3%E5%A4%A9%E5%9C%8B)。瀏覽於
2011 年 5 月 15 日。
4
「妖」是指清軍，他們稱滿清為「清妖」
。羅爾綱著：
《太平天國史料考釋集》(北京：三聯，1956)，，
頁 3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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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衄」 ，由此可見，婦女當時是太平天國一個重要的作戰力量，可說是跟男
人平分秋色。

2C 定都天京
定都天京後，戰事仍常常發生，但隨著太平軍不斷擴大，若非不得已之下，女軍
基本上已不需要出戰抗敵，所以太平天國的婦女漸漸地從戰場的前線上退下來，
轉為在後方的防守要務上貢獻自己。防守方面，除了前述婦女充當守城軍外，她
們也會佈戰陣防敵，例如她們削竹簽插地佈防陣、搓麻繩來絆敵軍戰馬腳、在城
外挖壕溝等，所以婦女在定都後承擔著捍衛天京的重任。6 1853 年 12 月 24 日《華
北先驅周報》中一篇由法國公使描述的探訪天京通訊中，也有形容婦女擔當守城
的任務，「他們以一萬三千人為一軍，自有女性的各級長官。廣西婦女萬人守城
內，一如士兵」
。7潛於太平天國的細作張繼庚從天京送密函給清欽差大臣時亦提
及：「破城後，廣西婦女宜盡誅戳，斷不可姑息赦之，以其人皆勇桿，曾扮牌刀
手，出城拒戰」。8從這個忠告可見，以廣西女軍為主的守城女軍的確勇猛過人。

除了防衛之外，婦女漸漸轉為國家各大建設責任的承擔者。首先，王宮是太平天
國權力的一個重要象徵，定都天京後，建造王宮便成為了不可遲疑的大事。由於
洪秀全並沒有選用位於南京城東部原來明朝的宮殿為王宮，而選擇改建兩江總督
衙門為新王宮「天朝宮殿」
，又稱「天王府」
，所以天京上下為了建造宮殿，徵用
了數萬工匠，日夜趕工，並在半年建成。後來，王宮又失火燒毀而重建，而重建
規模比之前更大，例如新王宮建有內外兩道的宮城：外城太陽城，有鐘鼓樓、天
父殿、御河、朝房等；內城金龍城，有金龍殿等三大殿，後宮有八個，而王宮東
西兩側都建有王室花園。9由於太平天國建立初期需要開展大量工程，而大興土
木對勞動又有極大需求，於是婦女便成為了國家建設的重要人力資源，而當時天
5

劉日知等著：《太平天國與中西文化: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 150 周年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
版社，2003)，頁 164。
6
沈茂駿著 ：「太平天國婦女問題」，
《太平天國論文集. 續集 :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
年》
，頁 417 頁。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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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威風的面貌幾乎全屬婦女的功勞。

其次，太平天國嚴禁國民穿著清廷朝服或官服，10為官者和軍兵一律改穿太平天
國的朝服。這令國內對官服和刺繡的需求激增，加上不少社會的民生需要，如運
米、負煤、收割等都由婦女一手包辦，11於是國家基本的民生衣食需要等各方面
的照顧，幾乎全由婦女一力承擔。為解決問題，太平天國成立了專職的繡錦營負
責管理，以滿足國家建立和發展下的官民需要。總之，太平天國的婦女幾乎全民
皆兵，能幹粗活的，無法幹粗活的，都為了國家而付出自己的力量，投身國家的
建設大業之中。

最後，由於官民間和防務上出現了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於是太平天國設立了一
些新的官制，以管理京地內外大小事務。當中的措施包括：破天荒地開辦過一次
女科舉考試、改革女營編制、給婦女授權封官的機會。官制方面，太平天國設立
了王府女官、軍中女官和繡錦女官三類，分別負責首義諸王府中供職的女官、統
率女軍及專門管轄繡工隊伍生產，其官階和編制在《金陵癸甲紀事略》有以下描
述「設女偽官，如在偽府者，偽丞相、偽檢點居多。其在外統帶女館者，至偽軍
帥止，余為百長、館長，俱用黃巾紮頭，上寫偽銜，軍帥以上皆大腳蠻婆，百長
湖北最多」1213。由此可見，太平天國的婦女除了積極參與基層勞動之外，她們也
有機會參與接近掌權階級的工作。

2D 小結
太平天國自拜上帝會創立時，已開始透過宗教作招來，以吸納婦女加入，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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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佩琦主編：《歲月風情 : 中國社會生活史》(南寧：廣西敎育出版社，2000)，頁 815。
「汪士鐸乙丙日記述天京婦女說：『凡負米、春稻、伐竹、掘濠、擔磚、剎麥、穫稻、負鹽、
擔水之事，皆責並各自為謀，各自效力』這些都是站在反革命立場的敍述，但都反映出了太平天
國組織廣大婦女參加各種勞動的事實。」太平天國史 834 頁。
12
《金陵癸甲紀事略》對太平天國破格給婦女加官晉爵極為不屑，所以以「偽官」形容之。
13
沈茂駿著 ：
「太平天國婦女問題」，
《太平天國論文集. 續集 :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
年》
，頁 41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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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間的渲染，使拜上帝會成功地滲入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圈中。 在金田起義之
時才能做到一呼百應，男女老幼皆全家隨營出戰。若非婦女積極參與，此事幾乎
絕不可能。而婦女加入作戰，不但加強了軍隊士氣，也可以幫助太平軍將士無後
顧之憂。不過，在定都天京後，掌權者基於男軍人數日增，對女軍的需要漸減，
於是婦女漸漸由戰場退出，從而轉為後勸工作。雖然婦女仍然承擔起國家建設的
沉重擔子，可是，從太平天國的國家建立過程中觀察，婦女的角色卻由前線漸轉
為後方，婦女在國家建立的地位亦漸漸變輕，不少在建國初期的安排，例如女科
舉只辦了首屆，在建國中後期亦再沒有特別表揚女性領袖等。可見，太平天國給
予婦女自身的發展機會只是曇花一現，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漸漸減退。當中究竟
發生了甚麼事以至婦女的發展大倒退呢？究竟當中有沒有甚麼其他的因素影響
著呢？畢竟，太平天國的婦女在國家建立的過程中，實在有極大的參與和實際的
貢獻。筆者認為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同時掌握太平天國相關的婦女政策和措
施，以便運用更多角度去探討當中的問題。

3 太平天國關於婦女的政策和措施
太平天國關於婦女的政策和措施分佈於政治、經濟、軍事、宗教和民生等各個領
域，涉及土地制度、婚姻制度、官僚制度及婦女保障制度等措施，其陳述如下：

3A 婦女可授田
太平天國初期頒布了《天朝田畂制度》
，當中規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
「凡男婦每一個人自十六歲以尚受田」，這措施肯定了婦女可以獲得田產的地
位，抗行封建土地政策的制度，不過，在太平天國始終未有真正的落實這項政策。
15

雖然女軍曾有承擔大量農務的安排，可是，她們都不擁有田地，卻只能夠以勞

力換取糧食，尤其是天京曾發生天災失收的時段，由於無功婦女不獲分糧，所以
女營曾出現大量婦女逃走的情況，可見土地制度從來也沒有落實過，婦女未有得
益。

14

拜上帝教著重信徒參與每週的敬拜、聽說教和傳教等工作，所以婦女一旦入教，便容易接受教
導，又會幫助傳教。
15
羅爾綱著：
《太平天國史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831。
6

3B 敬拜上帝
《天朝田畂制度》規定「凡禮拜日，伍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講
聽道理，頌讚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這肯定了拜上帝會對於婦女參與宗教活
動的安排。16不過，其實百姓在平時也按軍令嚴分別男營女營，要求家庭被強行
分開，夫婦無法團聚，所以在禮堂敬拜上帝，雖然仍然分男行女行，不過，卻成
為了一家人(男女之間)唯一可以同場敬拜的見面機會。後來，太平天國取消了男
女營之設立，這種「別男行女行」的敬拜情況亦不再復現。

3C 廢除買賣的婚姻
《天朝田畂制度》規定「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太平天國設有婚姻官主管婚嫁，
當中指出「男女配合須由本隊主稟明婚娶官，給龍鳳合揮方準」，意思是男女結
婚必須經過本隊主通知婚姻官，待接收結婚證書後方可作實。17這是一個在制度
上廢除封建買賣婚姻的措施，使婚姻脫離父母的操控。不過，太平天國初期一直
實行「別男行女行」的措施，令此婚姻制度並未貫徹於百姓之中。雖然這種形式
的婚禮也有發生過，不過，卻只發生在局勢動亂和戰事仍頻的地方，又或者新人
舉目無親之時，才會以進行這種婚禮。而舉辦這種婚事之家，亦會時常感嘆「此
刻亂世」
、
「已被滅」
、
「時勢使然，不能不爾」的情況。後來，當太平天國的統治
日漸穩定，暫時不再受到戰爭的騷擾時，他們百姓都紛紛恢復了以往封建時期的
婚姻模式。18

另外，在天京實施女館的時期，太平天國的掌權者便透過「選秀」，從女館中選
出美女，並通常在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及石達開生日時送入他們的府第中做
王娘，稱為「天父賜來美女」
。19後來，這個安排在晚期的女館中，演變為太平軍
的將士可以「奉令選娶」
，或者「將功賜婚」
，唯獨必須遵守「不准妄娶」的原則，

16

羅爾綱著：
《太平天國史第二冊》，頁 831。
同上。
18
毛佩琦主編：《歲月風情 : 中國社會生活史》
，頁 81。
19
《這個天國不太平》236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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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封建的婚姻制度在名義上被突破了，但新的婚姻制度和精神卻未有真正落

實。

3D 下令婦女放足
由五代南唐開始，婦女已潮流纏足的風俗，認為小腳「三吋金蓮」才是美女，不
過，太平天國起義初期的廣西婦女全都是被稱為「大腳婆」的客家人，她們絕不
接受和認同這種「三吋金蓮」的審美觀念，於是她們入京後堅拒江南婦女纏足的
習慣，相反，她們常有赤腳上街示眾之舉。基於廣西婦女沒有纏足習慣，所以她
們不論作戰或勞動都遠勝纏足婦女，於是太平天國的當權者在定都後不久，便參
照廣西婦女的情況，下令解放纏足，提倡「天足」，即天然的腳。根據《金陵紀
事》的附詩中有這樣的描述「寡婦頻言與丈夫，柏舟節義笑為迀。挖溝駝米朝朝
苦，削竹擔甎事事麤。一日萬家纏足放，四更百長竭情驅。蠻婆大腳鳴鑼過，女
偽高官意氣殊。」根據附詩可知，當時可能曾發生過一日裡全城婦女一起放足的
壯觀場面，這可算是歷代以來一次創舉。對於婦女強行把雙足殘害的舉動，相信
這一次也屬於了不起的突破，不過，對於江南一帶已經長期習慣纏足的婦女，禁
止她們纏足，卻帶來了肉體、心靈和外觀上的傷害，使大量婦女蒙受極沉重的痛
苦。21根據《金陵癸甲紀事略》描述「婦女皆去腳帶，赤足而行，寸步維艱，足
皆浮腫，行遲又被鞭打，呼號之聲，不絕於道。」可見婦女禁纏足之後，日常生
活和工作都極受困擾，於是，江南婦女曾因為抵受不住而企圖以死抗議，並在禁
纏足令發出的十天內集體尋死，據記載當時尋死者竟數以千計！最後，當權者唯
有收回禁令，22不再強迫「解足」或「禁止纏足」。

20

沈茂駿著 ：
「太平天國婦女問題」，
《太平天國論文集. 續集 :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
年》
，頁 425。
21
羅爾綱著：
《太平天國史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834。
22
毛佩琦主編：《歲月風情 : 中國社會生活史》
，頁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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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設女官
太平天國設立了軍中女官、繡錦女官和王府女官三類，分別負責首義諸王府中供
職的女官、統率女軍及專門管轄繡工隊伍生產，其內容如下：

3E.1 軍中女官
從金田起義起，太平天國已開始設有最簡單的女官制度，就是把女軍編為中、前、
後、右、左五個軍，而各軍中皆設有女頭目負責督帶。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因
為婦女的人數增加，女軍共編了 40 個軍。而編制上亦進行改革，她們在每個軍
中設總制、監軍、軍帥各一人，以及巡查一人，軍以下設 25 個卒，每個卒轄四
個兩，個兩轄五個伍，每伍五人。一個軍除軍官外，應有 2500 名女兵，40 個軍
便有 10 萬人了。除了巡查由男人負責外，當中全部都由婦女承擔，23而全部女軍
都隸屬於「總理女營事務」的春官又正丞相蒙得恩所管理。24

3E.2 繡錦女官
繡錦營是女軍以外的最大編制組織，人數約有 8000 人，專職負責民生衣食的生
產和勞動，25主要收編江南一帶纏腳和老弱婦女為主。除了刺繡、造官服、農務
等勞務外，她們亦負責文化生產，
《金陵癸甲紀事略》有記載「兩湖賊有知畫者，
為偽繡錦，擄脅各處並省中畫士，為之畫旗、畫年、畫轎衣，各賊首巢穴門扇墻
壁，無一不畫」，故此，不少太平天國期間的壁畫和藝術品都是出於繡錦營的婦
女之手。26

23

陶短房著 ：
《這個天國不太平》(香港：中和出版社，2011)，頁 234。
沈茂駿著 ：
「太平天國婦女問題」，
《太平天國論文集. 續集 :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
年》
，頁 419。
25
沈茂駿著 ：
「太平天國婦女問題」，
《太平天國論文集. 續集 :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
年》
，頁 418。
26
毛佩琦主編：《歲月風情 : 中國社會生活史》
，頁 82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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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3 王府女官
鑑於京城的行政需要以及天王府和諸王府中「均有婦女在內，或千百人，或百
人」
，於是設立了一系列女官的制度，例如王府中設有的女官包括：掌門、貴使、
女簿書、女承詔、女承宣等，由代各王批答公文，傳遞信函文書，到侍奉各王起
居飲食，總之王府一切事務及勞役皆由婦女擔任。27

3F 設女試
基於天京各王府內大量人手需要，但婦女眾多，如果容許男女於王府混雜，實在
是當權者的一大擔憂，加上，太平天國不設立太監，所以各王府中大小事務都由
婦女承擔，於是天京曾多次選拔女簿書，相當於今天的女秘書考試，以發掘女才
供王府使用，28當中被稱為第一位「中國女狀元」傅善祥，也是從這個制度中脫
穎而出，成為了楊秀清的重要助手。29《金陵癸甲紀事略》亦有記載「賊將女館
內識字女子考試，取傅善祥為第一，喚於內府，令司批答」30。不過，這卻是有
記錄的第一次和最後一次的女試了，相信這可能是一個基於實際需要的臨時安
排。

3G 設女館
在金田起義之時，由於拜上帝會眾信徒舉家參與，全家隨營，洪秀全便嚴格執行
「別男行女行」的男女分營制度，把男女分營管理，以便保護隨營家屬的人生安
全。31直到 1853 年，太平天國才正式於新佔的領地，如武昌、天京、鎮江、揚州
及廬州等地開始於民間全面實施「別男行女行」，隨即在各地設立女館。初期女
館以 25 人為一館，後來人數增加，最多可以超過 100 人為一館。女館基本上是
所有女軍居住的地方，就天京一地的女軍，最高峰時的人數超過 140000，婦女分
27

劉日知等著：《太平天國與中西文化: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 150 周年論文集》
，頁 165。
這個天國不太平，第 236 頁
29
潘旭瀾著：
《太平雜說》，頁 86。
30
劉日知等著：《太平天國與中西文化: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 150 周年論文集》
，頁 165。
31
沈茂駿著 ：
「太平天國婦女問題」，
《太平天國論文集. 續集 :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
年》
，頁 42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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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從事不同勞動，而其他城市亦仿照天京做法，設立類似的女館。

32

由於女館制度是在軍民中長期實施「別男行女行」之措施，畢竟將男女強行分館
生活，解散家庭，最終也破壞了倫常關係及正常的家庭生活，亦間接地影響了社
會以家為基本的安定環境，以至，國內不時出現反對的聲音，甚至出現逃走的情
況。
《金陵癸甲紀事略》記載在癸丑夏季，天京女館約有 140900 人，至是年冬杪，
加上所謂「新虜回者」才只達到 130400 人，再次年 6 月，又減為約 114300 人。
當時，不少婦女趁著割稻、挖壕、送竹簽子、拾柴及抬同館死屍埋葬之機逃走。
33

後來，因為天災至糧食供應短缺越來越嚴重，加上，軍中內部強烈的不滿，所

以女館制度無法再行，太平天國的掌權者才正式於 1855 年宣佈解散女館。

自始之後，雖然在一些新攻佔地據推行過女館的制度，不過，絕大部份只是維持
了很短的時間，其原因也只是新加入的太平軍軍紀日益敗壞，在新佔地據開始出
現軍兵強姦民婦之事。為了保護婦女，維持軍紀，掌權者才臨時重設短期性的女
館，待社會恢復安定時，便馬上解散。由於晚期的女館只收容單身婦女或無家人
照料的出征將士之妻，所以女館已不像早期般有嚴密組織，當中婦女也只從事刺
繡勞作，所以晚期的女館又稱為「繡花館」。34

3H 小結
太平天國實施了一系列關於婦女的政策和措施，當中不少是破天荒的新思維，以
至婦女在地位和權力上得到了相當的突破。不過，從以上相關的制度和措施來分
析，太平天國的婦女似乎並非如理想般得到發展和保障，例如土地的改革根本沒
有實施、女館和禁纏足令不少婦女受苦、女試只辦過一次……等，可見太平天國
對婦女的政策和措施實際上出現不少矛盾和問題。
32

沈茂駿著 ：
「太平天國婦女問題」，
《太平天國論文集. 續集 :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
年》
，頁 422。
33
1 同上。
34
沈茂駿著 ：
「太平天國婦女問題」，
《太平天國論文集. 續集 :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
年》
，頁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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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家建立與太平天國婦女的關係 – 以女館為例
若綜合分析太國平天的婦女參與國家建立的歷史進程，以及太平天國對婦女的相
關政策措施的安排，相信已足以證明國家建立與太平天國的婦女是有著十分緊密
的關係，不過，究竟當中所隱藏的是一個怎樣的關係，又有著一個怎樣的關注點？
筆者希望透過以下段落把它揭示出來，相信要揭示國家建立與太平天國婦女的關
係，「女館」作為一個囚禁婦女的地方，必然是探討問題的好例子。以下是筆者
將嘗試透過女館的初期和運作兩大方面，作出的陳描和分析：

4A 女館的初期
婦女自從團營起義開始已經男女分營，所以「女營」可算是「女館」的前身，35所
以最早期的女館只有一個功能，就是成為男軍在戰場上的輔助力量。因為金田起
義成功，越來越多人加入太平軍，於是掌權者為了加強軍紀，避免「奸邪淫亂」，
便嚴厲執行「別男行女行」的制度。學者廖宗麟指出：「太平天國制定了『別男
行女行』制度，即『取健婦壯丁統一而編伍之』，分別組成男營女營。正是由於
太平天國實行嚴格保護婦女的政策，使得人數眾多的隨營眷屬和天國管轄區域中
的廣大婦女，雖處於戰爭動亂歲月，亦得免受強徒襲擾凌辱之苦，並有效地維護
了太平軍的紀律和社會秩序」
。36當中值得探討的問題核心，就是婦女為何在戰爭
中會受「強徒襲擾凌辱之苦」？根據一些近年發生的民族國家建立或衝突的資
料，我們發現婦女通常是性侵犯的對象。學者陳順馨在《強暴、戰爭與民族主義》
一文中指出：「各民族的婦女在和男人一樣受到民族衝突或戰爭的一般性威脅的
同時，卻幾乎無一幸免地成為性暴力侵犯的對象」
。37由於男人強奸女人不單涉及
發泄性慾，還可能涉及性別之間強弱的權力關係，即在強奸女人時，施暴者會感
受到侵犯、佔有、操控、掠奪等屬於強者的權力慾，38所以在戰爭之時，婦女都
成為弱者，成為被侵害的對象。除此之外，在《強暴、戰爭與民族主義》中，陳
順馨亦提出男性施暴者與女受害者之間存在著一種民族政治意義上的權力關
係，就是「執行施暴行為的男性，在戰爭時期其實負載著民族代表或使者的身份，

35

潘旭瀾著：
《太平雜說》(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頁 84。
劉日知等著：《太平天國與中西文化: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 150 周年論文集》
，頁 166。
37
陳順馨著：
《中國當代文學的叙事與性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 122。
38
陳順馨著：
《中國當代文學的叙事與性別》
，頁 12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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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以保護自己國家的利益或民族的純淨性的名義對別國或別民族進行侵犯的
時候，隨伴著土地的掠奪的，必然對『它者』民族的『純潔性』進行干擾或破壞，
而通常使用的方法是強奸當地的女人以及強迫她們懷孕」
。39由此可見，近代民族
之爭很重視婦女的性的貞潔和生育的血源純正性，所以強暴婦女可以被理解為一
種民族主義者「陽具霸權」的行動，而行為背後亦隱含著其政治權力的關係。

筆者相信太平天國的掌權者是知道強暴常常伴隨著戰爭而出現，所以他們不單在
起義戰爭時發起全家隨營，要求男營女營共同進退，並且借用宗教信念，立下「十
款天條」，明文規定國民「不好奸邪淫亂」，40避免婦女被侵犯，以及維護軍紀和
社會秩序。由此可見，太平天國跟民族主義國家的戰爭有明顯不一樣的主張，就
是他們拒絕陽具霸權。太平天國的掌權者並未有像那些民族主義者一樣對婦女身
體要求絕對貞潔，又或者強迫婦女生產自己種族的要求，41相反，他們的關注點
在於婦女在戰場上和後勤支援上的貢獻，所以他們採用了另一個極端的手法，就
是把男女分營，禁絕一切男女交往的機會，以免產生懷孕生育的顧慮，便可以大
大減輕軍中的負擔。42

不過，太平天國跟民族主義國家對婦女的概念並其實非完全不同。當天京設立女
館後，婦女雖然承擔起防守的工作，不過，她們幾乎沒有真正參與過戰爭，而真
正保家衛國的責任，則仍然由男軍承擔，由此可見，婦女在太平天國的戰爭中，
彷彿等同了國家的領土，是男人守護的對象，像其他民族主義國家一樣，他們漸

39

陳順馨著：
《中國當代文學的叙事與性別》
，頁 125。
沈茂駿著 ：
「太平天國婦女問題」，
《太平天國論文集. 續集 : 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周
年》
，頁 420。
41
「回教徒西遷到新設立的巴基斯坦國，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則東遷到印度……根據不同宗教信
仰而劃地而治引起的不安與恐慌，會迫使人們背井離鄉到他們認為更安全的同一宗教社群中
去……不同教派的男人一方面攻擊另一些教派的人，另一方面設法保護自己教派的女人。他們認
為，女人沒有自我保護的能力，一旦落入別的宗派的男人手中，要麼被迫改變宗教信仰，要麼被
強奸，懷上異教徒的孩子，這樣女人不僅失去了貞潔，整個社群和種族的純潔性也會因而受到玷
污。因此，當他們沒有能力拯救女人時，不少男人便把家族的女人殺死，並說她們是『殉教』
。
不少婦女也『自願』地集體投井自殺，以保持自身與宗教的清白……被其他教派拐賣和強奸的婦
女，他們日後的生活更是悲慘：不僅在男人的手中倒來倒去，還被同一宗教民族的人所拋棄，因
為她們失去了自身和民族的『貞操』
。」陳順馨：
「女性主義對民族主義的介入」
，載於：陳順馨，
載錦華選編：《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頁 13-14。
40

42

劉健芝著：
「恐懼、暴力、家國、女人」，
《讀書》(1999 年 3 月 3-24)，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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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把婦女變成了男人拯救的對象，團結男人的工具。 雖然太平天國對婦女的主
張和實踐上都跟近代民族主義國家有所不同，不過，他們對於婦女卻不約而同地
產生了一種價值的想像，就是把婦女存亡與國家存亡等同起來。故此，無論是太
平天國或是近代的民族主義國家，其實兩者間都是以民族國家的建立為主體，把
婦女視為客體，只是彼此演繹的方法並不一樣。

4B 女館的運作
正如福柯指出「肉體直接捲入某種政治領域；權力關係直接控制它、干預它，給
它打上標記，訓練它，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表達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44，
這句話正說出了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之後，掌權者於民間設立「女館」的情況。當
時掌權者強迫所有婦女入館，以集中控制和管治婦女的一切，使女館變成好像囚
禁婦女的女子監獄一樣，令婦女的一切日常生活和行動都盡在管治者的監管和安
排之下，以便他們可以按著國家建立和發展的實際需要，給女館中的婦女分派各
種任務和工作，例如把婦女編入不同的營，使婦女有的做軍人，有的做政務官，
有的做勞動建設和糧食生產的工人，有的做各王府的王娘。從表面上看，婦女似
乎在女館之中得發揮了，被重視了，被保護了，可是，她們對於種種加緒於身上
的任務和安排，似乎沒有選擇，婦女壓根兒被強迫成為了國家建立的一枱發電
機。如福柯所說，掌權者透過權力關係直接控制了婦女的身體，把婦女打造為國
家建立所需要的器皿。

學者李奇志在《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學中的英雌話語》有一文提及「以身救國：女
性在民族革命中的歷史使命？」，當中他對於「情、色與救國之間」的小說文本
中觀察到 2 種「身體控制」模式，分別是「被禁欲的身體」與「做祭品的身體」。
45

當中「被禁欲的身體」是指抑情救國的英雌們被禁慾，使婦女的身體能夠全心

全意地服務於革命。筆者認為這個說法跟女館設立的精神極為吻合，尤其是太平
43

「他們的邏輯是：男人可以戰鬥、並且在戰鬥中犧牲，或者利用自己的機智和力量逃跑，但是
女人們就沒有這種能力。因此，她們特別容易被迫改變自己的宗教信仰。更何況女人有可能被強
奸，懷上異教徒的孩子，這樣的女人不僅自己本身失去貞潔，就連整個社群和種族的純潔性都受
到了侮辱。男人能夠拯救自己，可是女人必須由他們來『拯救』
。」布塔麗婭著：
「沉默的問題：
分治、婦女與國家」，載於陳順馨，載錦華選編：《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
版社，2004)，頁 103。
44
米歇爾．福柯著：
《規範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 27。
45
李奇志著 ：
《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學中的『英雄』話語》，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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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起義之初，婦女對於禁慾建國，「忍慾」負重絕無怨言，相反她們感到無比
光榮。46再看「做祭品的身體」
，這是指婦女若位於戰爭的第一線上，往往被視為
一種祭品，一種為了達到更高目標的犧牲品或工具，例如「國女」
、
「妓女大英豪」
、
「美餌」等。47筆者認為太平天國未有把婦女以這種形式作為祭品，跟近代的民
族國家一樣，太平天國絕不以出賣婦女的貞操為手段，當然，太平天國也沒有像
那些民族國家一樣，為保障婦女不被強暴而殺死婦女。不過，太平天國的確有實
施過犧牲婦女的措施，事件是發生天京經歷糧荒的時候，掌權者對女館實施限
糧，以迫使婦女逃離天京，減輕天京的糧食壓力。雖這不是以婦女犧牲貞操為祭
品，但掌權者卻妄顧婦女的溫飽之基本需要，其實也是變相地把婦女作為犧牲的
祭品一樣。從這個層面看，當個人生命與國家的觀念相結合，並以國家的一切利
益為先的時候，婦女便只有走上不由自主的道路，最後也成為國家大業的犧牲品。

4C 小結
筆者認為太平天國的婦女作為國家建立的參與者，卻一直在女館的制度中未能真
正獲得一個主體地位的國民身份，正如學者馬歇爾曾指出：「婦女在共同體中的
公民身份常常具有多重性質，例如婦女跟男人一樣享有某些共同的成員資格，但
另一方面某些國家總有一些專門針對婦女的規則、制度和政策。她進一步指出婦
女的公民身份通常是從屬性，例如男人參軍是保家衛國，婦女參軍卻只屬於輔助
性質」
。48雖然女館提供了不少讓婦女地位和權力提升的空間，不過，正如以上的
分析可見，太平天國的掌權者其實只是透過女館的制度，以挪用婦女的身體來達
到國家建立的政治目的。在國家建立為主體的運動中，女館正清楚地反映了婦女
作為客體的身份，是一種挪用婦女身體的形式，所以隨著女館的解散，婦女身體
才重新得著解放。

46

在太平天國早期，因為國家需要女子軍(女營)填補不足的戰力，於是，婦女從閏房中被解放出
來，反傳統地能夠在戰場之上殺敵，一嚐英雌滋味，所以當中的光榮感，筆者相信是婦女們在戰
事中得到的滿足感、自豪感或被授權和被認同的感受，也相信這些都成為婦女願意放低傳統女性
天職的推動力。
47
李奇志著 ：
《清末民初思想和文學中的『英雄』話語》，頁 291。
48
陳順馨，載錦華選編：《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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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總結
綜合太國平天的婦女參與國家建立的歷史進程概述、太平天國對婦女的相關政策
措施的安排，以及筆者對女館的分析，筆者發現太平天國的婦女與國家建立之間
仍然存在著一種無法扭轉的客體和主體的關係。即使太平天國的建立跟近代的民
族主義戰爭並不相似，不過，太平天國對婦女身體的挪用，對婦女的價值想法，
卻跟民族主義國家十分相似，或者，分別只在於彼此間的演繹方式有所不同。換
句話說，雖然太平天國的婦女在國家建立的過程中有積極的參與，但是在國家建
立的大前題下，婦女似乎仍然只是一個戰爭的武器，國家大業下的一件工具、一
件祭品、一個它者。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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