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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以先秦時期的家人關係為例，來對於中國傳統家族中的長子角

色做一探討。其主要以先秦時期歷史文化的背景為脈絡，藉由此次的探討

來反映出長子角色的樣貌、特殊性與重要性，進而瞭解此角色在中國傳統



家族文化中之所以受到重視的原因。 在參閱相關歷史文獻資料後發現，

在中國傳統家族繁雜的家人關係中，長子的角色之所以受到重視與有其特

殊性，非單一父權思想因素便可慣之。在父權思想體系下，需有不同的思

想、行為、制度與價值觀念互相支撐維繫，方可構成長子角色之特殊與重

要性質。 於此，先秦時期長子角色在其家人關係間系因著宗法制度、封

建制度、祭祀制度、父權家長制、孝道、倫常等元素的相互支撐而顯出其

特色與重要性，相對來說，長子角色亦是維持上述元素存在穩定的重要環

節，其彼此有相輔相成之意，且其間的關連重要性甚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

連結性。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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