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9945 

狀態 G0495016179 

助教

查核 
建檔完成 

索書

號 
查核完成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中國文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5016179  

研究

生(中) 
盧逸瑄 

研究

生(英)  

論文

名稱

(中) 

《禮記》兩性觀研究──以婚姻問題為核心 

論文

名稱

(英)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鍾宗憲 

指導

教授

(英)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0.1.30 

校外

全文
2010.1.30 



開放

日期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0.1.30 

檔案

說明 
封面 提要 目次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參考書目 

電子

全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8 

出版

年 
99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中) 
禮記 兩性 婚姻 禮制 先秦兩漢 

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中國傳統文化向以禮樂持家，以禮教淑世，致力於成就大同世界，故以

「禮」為手段，將其廣泛而全面的落實到實際生活中，擴展至社會制度

與人類行為的普遍規範上。由日常生活的行禮如儀至精神層面的昇華與

擴充，這樣的結構是循序漸進的，《易經》謂之：「有男女然後有夫

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可

見兩性為此架構中的初始者，夫妻則為其中的奠基者；層層疊疊、推而

廣之，乃至國家、社會之間的聯繫。 夫妻之重要性由此畢現，因其乃人

倫之始。而夫妻之名成就於婚姻，婚姻則肇因於男女雙方的結合，兩性

之間的互動往來遂成了儒家禮教規範的重要研究課題。於是本文欲透過



對儒家經典《禮記》的爬梳與整理，期許能還原並釐清其中的兩性觀

念。本文首先以歷史研究法對其時代背景作一個通盤的認識，從宗法制

度、禮教規訓與倫常規範等角度來探討整體環境下的兩性觀念，瞭解男

女雙方的互動往來如何受大環境影響，特別是兩性在觀念、教育、規範

種種方面的關係。再則，傳統社會是如何透過家庭、學校乃至社會來塑

造性別角色，使其能符合社會期待。這部份主要以文本分析為主，除

《禮記》外，並旁及同時代的相關著作。及長，男娶女嫁，兩性能否在

其婚姻家庭裡展現自身的教育成果，承接起自身的責任義務，使夫義婦

順、家庭和樂。凡此種種，《禮記》是如何傳承並反映這些觀念，使兩

性得以臻至「合體同尊卑」的理想。以上，皆是本文所欲努力的方向。 

透過本文研究，筆者希望能找出《禮記》當中的兩性在傳統社會、婚姻

關係中的相處、自處之道；並且深自省思，應該努力去建立何種社會結

構，其中的兩性關係沒有尊卑貴賤之分，而是真正的互惠互補和相親相

愛。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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