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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 5 百多年起，英國就已經有女性君主，也就是女王

(queen)。歷來共有 6 位，分別是瑪麗一世(Mary I，1516-1558，

1553-1558 年在位)、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

1558-1603 年在位)、瑪麗二世(Mary II，1662-1694，1689-1694

年在位)、安妮女王(Queen Anne，1665-1714，1702-1714 年

在位)、維多利亞女王(Queen Victoria，1819-1901，1837-1901

年在位)，及伊莉莎白二世(Elizabeth II，1926-，1952 年在位)。

其中維多利亞女王，在位時間長達 63 年 7 個月，就已相當

驚人。她的玄孫女(即孫子的孫女)伊莉莎白二世，至今在位

已超過 67 年，是英國史上擔任君主最久的。伊莉莎白二世

創下的紀錄並不只這件，她是英國史上最長壽的君主、世界

史上在位最久的女性元首，及現今全世界最年長且在位最久

的元首。 

相較於由英國的殖民地所建立之美國，自 1776 年獨立，

兩百多年來，尚未產生一位女性總統，英國人在政治上，對

女性的接受程度，顯然遠高於美國。其實英國歷史上，坐上

女王寶座的，尚有 1 位。就在瑪麗一世之前，有位只當了 9

天(一說 13 天)女王的珍葛雷(Lady Jane Grey，1537-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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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她的女王地位頗具爭議，她的王位並未被後世承認，

因而不列在上述英國歷來 6 位女王中。 

英國人不只能接受女王，對歷來的女王，多半喜愛。不

時會拍攝以她們為背景的電影(或電視劇)。近期便有：“女

王與知己＂(Victoria and Abdul，2017)，是關於維多利亞女王

的故事、“真寵＂(The Favourite，2018)，是關於安妮女王的

故事，及“王冠＂(The Crown，2016、2017，及 2019)，這是

部電視劇，已推出 3 季，是關於伊莉莎白二世的故事。在“王

冠＂的第三季裡，飾演伊莉莎白二世的莉薇雅柯爾曼(Olivia 

Colman，1974-，她因“真寵＂裡安妮女王一角，於 2019 年，

獲奧斯卡金像獎最佳女主角獎)曾說，“我不確定我支持君主

主義，但伊莉莎白女王真的很令人驚艷，我有點迷戀她。這

其實有違我個人的信念，但皇室成員也是人，我並不討厭他

們，他們生來就在那個位子上，這是件值得長期爭辯的事。

但她是個很特別的女子，從很年輕就誓言要效忠國家，這真

的很偉大。而這同時也是她無法選擇的使命，這的確很神

奇。＂這可能代表某些英國人，對伊莉莎白二世女王的看法。 

不過英國直到 1553 年，才首度有女王(即瑪麗一世)，與

世界各國相比，並不算太早。較瑪麗一世早 7 百多年前，東

羅馬帝國(Eastern Roman Empire，330？-1453)的伊琳娜(Irene 

of Athens，752-803)，才是歐洲歷史上第一位女皇(780-790

年攝政，792-797 年與兒子君士坦丁六世(Constantine VI，

771-805，776-797 年在位)共治，797-802 年單獨執政)。而

且在她單獨執政，成為帝國唯一的君主後，自稱皇帝(英語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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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mperor)，而非女皇(陰性，英語裡的 empress)。看來她屬

於具男女平等概念的先驅。 

伊琳娜在女王中第一名之寶座，只限在歐洲。中國唐朝

時的武曌(624-705，常以武則天稱之)，比她更早便當皇帝。

武則天自 660 年開始臨朝，史籍中記載“自此內輔國政數十

年，威勢與帝無異＂。沒有登基，就具皇帝的架勢，這已非

幗國不讓鬚眉所能形容了。只是光有架勢仍不過癮，後來她

自立為武周皇帝(690-705)。女皇帝？滿朝男性高官怎能適應

呢？但明明對此舉違背綱常倫理感到痛苦，卻又不敢造反。

直至 705 年 1 月，宰相張柬之(625-706)等人，才趁武則天病

重，率羽林軍發動兵變，迎太子李顯(656-710，即唐中宗，

兩次在位，第一次為 684 年 1 月 3 日-684 年 2 月 26 日，第

二次為 705 年 2 月 23 日-710 年 7 月 3 日)入宮。雄糾糾的文

武百官，對武則天頗畏懼，不但發動政變得等她病重時，典

型的趁人之危，即使在她被迫還位後，張柬之等人，仍不敢

怠慢，尊武則天為太上皇。中國歷史上，遂有唯一的一位女

性太上皇。 

武則天如此就很了不起了嗎？這樣就小看她了！武則

天 66 歲即位，成為中國歷來皇帝中，即位時年齡最大的。

要知中國的皇帝，多半不長壽。曾有人統計，從第一個皇帝

秦始皇起，一直到至清朝結束，兩千多年間，大大小小的

“帝＂裡，活足 70 年的，才共 12 位。這位奇女子，都已經

66“高壽＂了，還不想頤養天年，仍雄心萬丈，覺得唐朝眾

李氏子弟都不如她，皇帝大位，得由她幹才行。這種氣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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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歷史上的女子中，除她無第二人。武則天去世時 81 歲，

更在中國歷來長壽皇帝中，排名第 3，僅次於清高宗

(1711-1799，1735-1796 年在位，常稱乾隆帝)的(滿)87 歲，

及南北朝時的梁武帝(464-549，502-549 年在位)的 85 歲。真

是天賦異稟。 

前面提到歐洲及中國最早的女王，在位期間，都約是西

元 6、7 百年。若論及全世界歷來的女王，年代就更久遠了。

如埃及的托勒密王朝(Ptolemy Dynasty，西元前 305-30 年)，

在其不到 3 百年的歷史中，就出現了好幾位女性法老

(Pharaoh，或稱法老王，古埃及對君主的尊稱)。由伊莉莎白

泰勒(1932-2011，Elizabeth Rosemond Taylor)主演的電影“埃

及艷后＂(Cleopatra，1963)，便是講此王朝的末代女王，克

麗奧佩托拉七世(Cleopatra VII，西元前 69-30 年)的故事。 

托勒密王朝是外來的統治者，其君主其實並非埃及人，

而是希臘人。既然提到埃及，在托勒密王朝之前，埃及有女

王嗎？有，最值得一提的是塞貝克涅弗魯(Sobekneferu，？

-1802，約西元前 1806-1802 年在位)，她是埃及歷史上，至

今確知最早的女法老。她乃古埃及(Ancient Egypt，約西元前

3150-332 年)的中王國(Middle Kingdom，約西元前 2050-1710

年)時期，第十二王朝(Twelfth Dynasty，約西元前 1991-1802

年)之末代(即第八代)君主。埃及距今約 4 千年前就有女王，

實在了不起。事實上，塞貝克涅弗魯不是唯一，在她之後埃

及仍有女法老。 

附帶一提，一般認為中國商朝已經出現信史，而夏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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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至今仍不知。換句話說，中國古籍裡，一再出現的

大禹治水，及少康中興等記載，是很激勵人心，但極可能都

是虛構的。另外，商朝的起迄年代，至今並無法確定。只知

約始於西元前 1 千 5、6 百年，終於西元前 1 千年左右，有

些含混。相較於中國的信史，僅約 3 千 5 百年，且年代不太

精準。埃及的信史，卻能追溯至 5 千年以上，且推算出之古

埃及各法老的在位時間，也更準確些。這個文明古國真令人

佩服！ 

世界是否更早就有女王，並不得而知。在“舊約＂“聖

經＂的“列王記上＂(1 Kings)第 10 章，出現示巴女王(Queen 

of Sheba)。她統治的示巴王國(Kingdom of Sheba)，位於非洲

東部，約在今日的衣索比亞(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而其年代，與以色列王國(Kingdom of Israel，西元

前 1050-930 年，又稱希伯來王國)之第三位國王所羅門王

(King Solomon，約西元前 990-931 年，西元前 970-931 年在

位)相當。若依“聖經＂之記載，示巴王國約在 3 千年前，即

至少比中國早 1 千 6 百多年，就有女王了，但比埃及晚了 8

百多年。“聖經＂此記載，雖不知是否為真，但顯示女王的

“概念＂，乃源遠流長。 

英國有女王的時間固然不算早，但皆為合法繼承，是制

度便允許，男性坦然接受。雖亦可能有反對者，甚至企圖發

動政變，但通常為宗教信仰的不同等原因，而非因她們的性

別。不像前述拜占庭帝國的伊琳娜，及中國的武則天，都是

強取豪奪，才登上大位。而當王位被她們佔據後，男性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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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恥大辱，隨時想找機會趕她們下來。 

今日英國是由英格蘭(England)、蘇格蘭(Scotland)、威爾

斯(Wales)，及北愛爾蘭(Northern Ireland)等，四個構成國所組

成。一般簡稱的英國，其實為一聯合王國(United Kingdom，

縮寫 UK)，昔日曾稱大不列顛王國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今日的全名很長，為“大不列顛暨北愛爾蘭聯合王

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其中英格蘭王國(The Kingdom of England)，始於 927 年。在

這之前是“七國時代＂(Heptarchy，又稱七王國)，有 7 個小

國家。有如中國的戰國時代，爭戰不斷。其中 6 國，陸續臣

服於威塞克斯王國(The Kingdom of Wessex)，英格蘭獲得統

一。至於蘇格蘭王國(The Kingdom of Scotland)則更早，約在

843 年後便出現了。1707 年，英格蘭及蘇格蘭，兩個王國正

式合併，成為現今聯合王國之主要構成部分。自那時起，蘇

格蘭王國便消失了。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時至今日，蘇格蘭仍屢有人企圖

推動脫離英國獨立。2014 年 9 月 18 日，蘇格蘭舉行獨立公

投，但未獲通過。威爾斯則沒有獨立的問題。自 1301 年英

格蘭吞併威爾斯後，威爾斯親王(Prince of Wales)之頭銜，便

由英王賜給王儲，名義上為威爾斯王國的元首。不過威爾斯

親王之稱號，並非王儲自動擁有，而須由英國君主正式冊

封。目前的威爾斯親王，為查爾斯王子(Prince Charles，

1948-，1958 年即位)。 

近期的電影“雙后傳＂(Mary Queen of Scots，2018)，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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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也叫瑪麗一世(Mary I，1542-1587，亦稱瑪麗斯圖亞特

(Mary Stuart)，或蘇格蘭人的女王瑪麗 (Mary，Queen of 

Scots)，1542-1567 年在位，出生後僅 6 天便繼承王位)的蘇

格蘭女王之生平事蹟。她在位時，正值英格蘭女王伊莉莎白

一世時。換句話說，有段時間英格蘭及蘇格蘭，兩個王國皆

由女王統治。電影劇情涉及兩后相爭，而雖是女生，兩人鬥

起來可毫不含糊。瑪麗一世自認才是英格蘭的合法君主。因

宗教分歧而引起的鬥爭，使得當時有些英格蘭人也支持她。

但小小的蘇格蘭，要鬥贏英格蘭豈是容易？瑪麗一世曾被伊

莉莎白一世長期囚禁，只是臥榻之側，豈容他人鼾睡？最後

仍免不了被處死的命運。這位瑪麗一世，當然非前述英國 6

位女王中那位瑪麗一世，她並未計入英國歷來的女王中。因

她在位期間，是在 1707 年之前，而那時蘇格蘭尚未與英格

蘭合併。 

事實上，歐洲過去或現今君主制的國家，都不乏女性君

主。如俄國曾有 4 位女沙皇(Tzar，舊時俄國皇帝的稱號)，

均在 18 世紀，且皆能平安下莊(即女王當到自然去世為止)。

其中第四位凱薩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亦稱凱薩琳二世

(Catherine II)，1729-1796，1762-1796 年在位)，在位長達 34

年。她有開明專制之稱，勵精圖治，進行現代化革新，改變

了俄國的面貌。在其統治下，俄國晉身歐洲列強之一。她統

治時期，是俄國的黃金時代，後來被稱為“凱瑟琳時代＂

(Catherinian Era)，對她也以“大帝＂名之。 

比較特殊的是，凱薩琳大帝並非經由和平繼承，才登上



 8

沙皇寶座。她丈夫彼得三世(1728-1762，兩人於 1745 年成

婚)，於 1762 年 1 月 5 日登基。因不得人心，當年 7 月 8 日，

在軍隊支持下，她發動政變，宣稱自己是沙皇。隨後她逮捕

丈夫，並迫他退位。9 天後，7 月 17 日，彼得三世死亡。是

被毒死？被殺死？被毆致死？自己病死？或其他可能？官

方驗屍後，指出死因是嚴重的痔絞痛及中風(The official cause, 

after an autopsy, was a severe attack of hemorrhoidal colic and 

an apoplexy stroke)。究竟何者為真？也許凱薩琳二世並不在

乎，因後來的歷史學家，未記載她與彼得三世的死亡有任何

關聯。影集“凱薩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2019)便是

講凱薩琳大帝執政末期的故事。了不起的女性真不少！ 

 

2 

之前提到的東羅馬帝國，其國祚長達 1 千多年，在歷史

上為一極重要的帝國，其影響無遠弗屆，因而有必要多認識

些。底下便來略微介紹。先看羅馬帝國(Roman Empire)，此

乃承接自羅馬共和國(Roman Republic，西元前 509-27 年)，

其正式名稱為“元老院與羅馬人民＂(The Senate and People 

of Rome，亦稱 The Roman Senate and People)。國名非常“人

民＂，很先進的想法。 

受到希臘文化的影響，羅馬共和國的實權，在設計上，

乃由貴族所組成的元老院掌握。但希臘是城邦制的很多小國

家，適合這種制度。而隨著不斷對外擴張，一場又一場的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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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使羅馬從台伯河(Tiber)畔的小城邦，逐漸發展成地中海

的霸主。東征西討下，戰場愈來愈遠，且戰爭規模愈來愈大。

槍桿子裡出政權，慢條斯理的共和制被架空，乃屬必然。畢

竟民主與效率，常難並存。羅馬遂進入軍人掌權的時代，元

老院備感威脅。附帶一提，元老院相當於現代的上議院(House 

of Lords，英國上議院由 26 名英國國教會的大主教(或主教)，

及 6 百多名貴族(非選舉產生)組成)，或參議院(Senate，如美

國每州有 2 名參議員(senator)，目前共有 100 名)之雛形。 

西元前 44 年，元老院有些強烈主張共和制的議員，對

手握重兵的凱撒(蓋烏斯尤利烏斯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

西元前 100-44 年)，有自立為王的野心，相當不安。於是將

凱撒誘騙到元老院，一群議員化身刺客，一代英雄就此殞

命。但西元前 27 年，元老院卻授予屋大維(蓋烏斯屋大維圖

里努斯，Gaius Octavius Thurinus，西元前 63-西元 14 年)“奧

古斯都＂(Augustus，有神聖、至尊之意，為 8 月(August)的

由來)的稱號。於是有 482 年共和歷史的羅馬，自此進入了君

主制，而羅馬帝國也就取代了羅馬共和國。 

屋大維是凱撒的甥孫和養子，凱撒遇刺身亡時，他尚未

滿 19 歲。凱撒很器重他，遺囑裡指定他為繼承人。凱撒僅

被懷疑有稱帝的念頭，元老院便有一批人容不下他，非致他

於死不可。屋大維是個翩翩美男子，自少喜愛閱讀。他初時

並未太被看好，人們以為他不過是個書生，即使屬於政二

代，對他也沒太大的戒心。但他卻能讓元老院，馴良地奉上

君權及奧古斯都的頭銜，可見其政治手腕之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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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大維任奧古斯都後，雖元老院依然存在，但僅維持表

面共和的形式，重要性已大不如前，大權掌握在屋大維手

中。屋大維統治羅馬超過 40 年，他結束了約 1 個世紀的內

戰，使羅馬帝國，有很長一段和平且繁榮的輝煌時期。著名

的電影“神鬼戰士＂(Gladiator，2000)，便是講羅馬帝國安敦

寧王朝(Nerva Antonine dynasty，96-192)時的一段鬥爭。那時

王位的繼承，是傳賢不傳子。此王朝共有 6 位皇帝，電影乃

講第五位君主馬可奧理略(Marcus Aurelius，121-180，161-180

年在位)，其子康茂德(Lucius Aurelius Commodus Antoninus，

161-192，180-192 年在位)，為了奪取王位，陷害大將軍麥

希穆斯(Maximus Decimus Meridius)，使他淪落為為角鬥士

(gladiator)，後來大將軍展開復仇的故事。在電影裡，麥希穆

斯雖手刃皇帝康茂德，自己卻也受了重傷。片終前，他留下

的遺言是，讓帝國回到共合。電影暗示雖帝國已運轉了兩百

年，但鑑於皇帝權利太大，仍有人懷念共和時代。這當然不

見得為真，因連麥希穆斯都為虛構人物。 

羅馬帝國到了戴克里先(Diocletian，244-311，284-305

年在位)統治時，他覺得帝國之所以戰亂不斷，乃因幅員過於

廣大。再加上沒有一套明確的帝位繼承程序，為了爭奪繼承

權，導致常有兵變、暗殺，甚至內戰。那時帝國極廣袤，大

致涵蓋整個地中海，且北至不列顛(Britain，今日英國)，南至

埃及，西至直布羅陀 (Gibraltar ，伊比利半島 (Iberian 

Peninsula，位於歐洲西南角)的末端)，東至波斯(Persia)邊界。

龐大的帝國，不但管理不易，且若遇敵入侵等危急事件，要

處置也屢屢鞭長莫及。經苦思後，他提出了解決之道。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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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分為東西兩部分，每部分各由 1位主皇帝(稱為奧古斯都)

統治，再各以 1 位副皇帝(稱為凱撒)輔政。一旦主皇帝出缺(退

位或死亡)，便由副皇帝繼承。而新上任的主皇帝，便負責任

命新的副皇帝。 

其實戴克里先分割帝國的手段，乃符合當時的狀況，並

未有太大的創意。事實上，那時帝國在東西兩塊，風俗民情

相當迥異，連使用的語文，都早已分道揚鑣了。 

在羅馬人征服世界的野心還未產生前，古希臘的西北

部，馬其頓王國(Macedonia)的亞歷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西元前 356-323 年)，便已建立亞歷山大帝國(Empire of 

the Alexander the Great ，又稱馬其頓帝國 (Macedonian 

Empire))，其東邊勢力已遠達印度。這是繼波斯帝國(Persian 

Empire，歷史上曾有多個帝國先後建立及衰亡)後，又一地跨

歐亞非 3 洲的帝國。亞歷山大大帝所到之處，均推行希臘化。 

亞歷山大大帝 33 歲時，便過世了。由於太過突然，加

上又春秋鼎盛，他並未指定繼承人。他原本忠心耿耿的部

將，頓時失去了效忠對象，而開始相互廝殺。塵埃落定後，

龐大的帝國，分裂為 3 個帝國:安提柯王朝 (Antigonid 

Dynasty，西元前 306-168 年)據有馬其頓及希臘；塞琉古帝

國(Seleucid Empire，西元前 305-63 年)據有小亞細亞(Asia 

Minor，亞洲西南部的半島，為今日土耳其大部分的領土，

亦稱安納托利亞(Anatolia))、美索不達米亞(Mesopotamia，古

希臘對兩河流域(指幼發拉底河 (Euphrates)與底格里斯河

(Tigris)間之平原)的稱呼)、敘利亞(Syria)北部，及伊朗(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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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赫赫有名的托勒密王朝，則據有埃及及敘利亞南部。

3 個帝國分別延續了 138、242，及 275 年後，相繼被羅馬人

征服。 

亞歷山大大帝統治的時間雖極其短暫，但他推行的希臘

化，仍在東方(包括今日的土耳其、中東、埃及及北非地區)

生根，並未隨著帝國的先分裂後滅亡而消失。其後羅馬興

起，他們雖征服了希臘化世界，但其征服僅止於表層，並未

達到文化的層次。尤其羅馬人固然武力強大，將希臘勢力陸

續剷除，但他們對古老的希臘文化，卻極為推崇。於是在帝

國東部，雖以羅馬的拉丁語文為官方語文，民間卻採用希臘

語文。而且帝國東部，即使各城市的建設都以羅馬化為主，

但在生活、文化及思想上，長期是希臘式的。甚至在 621 年

後，東部帝國的官方語文，乾脆改成希臘語文了。當時若有

一位希臘或義大利人，從直布羅陀海峽，經過北非、埃及、

中東，前往美索不達米亞，會覺得一路都很舒服自在。如各

城市均有羅馬式的大眾浴池，及圓形劇場，供旅人先洗去風

塵，再舒適地觀賞表演，其餘生活形態，就是相當一致的希

臘式。而且，只要會希臘語文，便看得懂、聽得懂，能行萬

里路了。 

我們以一例來說明。眾所周知，基督教的“聖經＂，由

“舊約＂及“新約＂所構成。“舊約＂原是猶太教的經籍

“塔納赫＂(Tanakh)，亦稱希伯來聖經，約成書於西元前 4

百年，因而大部分用猶太人祖傳的希伯來文寫成。“新約＂

的各卷，都約寫於 1 世紀末至 2 世紀初，內容包含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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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門徒的言行、早期基督教的事件、使徒保羅(Paul，約

3-67，本名掃羅(Saul)，因家鄉在大數(Tarsus)，又稱大數的

掃羅(Saul of Tarsus))寫給各地教會或信眾的書信，及其他使

徒寫給教會的書信。耶穌基督是猶太人，保羅也是猶太人，

但“新約＂並不以希伯來文完成。另一方面，在“新約＂的

寫作時期，猶太人所居住的西亞(Southwest Asia，亦稱西南

亞)巴勒斯坦(Palestine)地區，屬羅馬帝國，官方語言為拉丁

語，但“新約＂也不以拉丁文書寫。“新約＂乃以希臘文完

成，其中原因，現應不難理解了。 

羅馬帝國東部的一般人民，多使用希臘語文，只有少數

管理階層(多半為羅馬人)或貴族，才使用拉丁語文。基督教

會在發展初期，信仰者大多是社會底層，於是不足為奇的，

“新約＂當初是用通行的希臘文書寫。今日若有人說他看

“聖經＂的“原文＂，最好不要當真。因不論“舊約＂的希

伯來文，或“新約＂的希臘文，今日恐怕能掌握者，均極為

稀少。 

286 年，戴克里先將拉丁語居主導地位的西部帝國，任

命他的好友馬克西米安(Maximian，約 250-310，286-305 年

在位)為主皇帝。至於更富裕及更具文化的東部帝國之主皇

帝，便留給自己。於是皇帝權位正式一分為二。帝國的東西

兩部，遂逐漸走上完全不同的發展。西部是羅馬式，東部是

希臘式，而地理上的分界線，大致是今日的東歐與西歐之別。 

293 年，戴克里先與馬克西米安各自指定一位凱撒，即

副皇帝，並正式任命副皇帝為其繼承人。結果演變成，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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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副皇帝，各自統治約 4 分之 1 的帝國，將戴克里先原本的

規畫，更加發揮。形成了四帝共治制(tetrarchy)，造成四帝都

能輕鬆些。305 年，戴克里先退位，隨後西部帝國的主皇帝

馬克西米安亦宣布退位，兩位副皇帝順利登基成為主皇帝，

政權和平轉移。戴克里先創立的制度很完美嗎？很可惜，天

下沒那麼好的事。 

“私心＂豈易不存在？在兩位新皇帝各自選擇新的副

皇帝時，軍隊與羅馬元老院，都無法忍住不介入。戴克里先

原本的理想，傳賢不傳子，卻未成為美談。新的副皇帝公佈

後，不服者眾。306 年，前任西部皇帝的兒子，雄才大略的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亦稱君士坦丁一世

(Constantinus I)，或聖君士坦丁(Saint Constantine)，274-337，

306-337 年在位)，在獲得軍隊的支持下，於西部帝國稱帝，

掀起幾年混亂的內戰。312 年，他擺平一切，將西部帝國全

納入囊中。其後在 324 年，君士坦丁大帝又征服東部帝國。

被戴克里先一分為二的羅馬帝國，不必分久，才沒幾年便復

歸統一了。而他自以為設計良善的四帝共治制，也就瓦解了。 

 

3 

由於羅馬帝國崇尚希臘語文，因而希臘、羅馬一路統治

下來，有很長一段時期，希臘語文成為“世界＂通行語文。

當然此處所指的世界，並沒太大，就僅是地中海周遭的地

區。我們知道，托勒密王朝的歷任君主，雖擁有埃及法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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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號，卻皆為馬其頓希臘人的後裔。因而一直習於使用希臘

的語言及文字。既然君主如此，因而宮廷裡，舉目所見，儘

是希臘文，舉耳所聞，儘是希臘語。還不只語文，整個宮廷

的風格，均深受希臘文化之影響。由於是希臘人來統治埃

及，基於懷柔政策，再加上實際的需要，官方文件仍免不了

採希臘文與埃及文並存。只是王室成員，幾乎都對學習埃及

語文毫無興趣。倒是克麗奧佩托拉七世(即埃及艷后)，為托

勒密王室成員裡，極少數懂埃及語文的一位。 

西元前 30 年，托勒密王朝被屋大維併吞，埃及遂成為

羅馬帝國轄下的一個行省。幾百年來的希臘勢力，至此徹底

結束，而地中海自此全成為羅馬人的天下了。埃及的金字塔

(pyramid)、神廟，及特殊的神祇，均讓羅馬人大開眼界，遂

掀起一陣埃及熱。有些羅馬人，將住家裝飾成埃及風格、墳

墓建成金字塔，並在其上刻些偽造的象形字，使看起來更富

埃及風味。但就這樣而已，他們既不想學，也未刻意想保留

埃及語文。除古物外，羅馬人更在意的是，肥沃的尼羅河

(Nile)，能生產大量穀物，使埃及有如羅馬的一座糧倉。另外，

埃及不但盛產黃金，且擁有大量的礦產資源。即羅馬人只想

從埃及掠取，並無興趣保留埃及的文明。又從羅馬人的觀

點，他們打敗的是希臘人，因而若需並存，乃是拉丁語文及

希臘語文。 

於是到了 1 世紀，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亦稱聖書體

(Hieroglyph)，為古埃及的正式書寫體系，其手寫體則稱為僧

侶體(hieratic))，便不再通行了。基督教的興起，一神論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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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更迫使埃及人不再興建(被羅馬人視為)“異教＂的神

廟。原本建神廟時，會在牆壁及梁柱等處，刻象形文字。如

今這需求沒有了，於是象形文字漸趨式微，而無數神廟上的

象形銘刻，遂逐漸形同廢文，只能當成藝術品了。現存最後

一個標示有日期的神廟上之象形銘文，時間是 398 年 8 日 24

日。此後便不再有了，因象形文字，刻或寫給誰看呢？約到

5 世紀後，古埃及所留下大量又重要的文件，便再也無人看

得懂了。誰能破解，讓那些只能被視為藝術品的象形銘文，

成為有意義的文字呢？ 

必須一提的是，羅馬帝國有多位皇帝曾走訪埃及，雖對

埃及文字興趣缺缺，卻都對埃及古物極為著迷。金字塔實在

太大了，難以移走。方尖碑(Obelisk)及獅身人面像(sphinx)等

各式雕像，就有不少被運回羅馬，以便隨時觀賞。方尖碑通

常以一整塊(或分成兩三段)花崗岩雕成，外形呈尖頂方柱

狀，由下而上逐漸縮小。頂端形似金字塔尖，外表鍍金。在

陽光照射下，閃閃發光。羅馬人熱愛方尖碑，除了因它外形

雄美外，也因這是帝國權威強而有力的象徵。方尖碑的尺寸

巨大，而又相當脆弱。由埃及神廟搬取一方尖碑，穿越沙漠

後，抬上“方尖碑船＂(obelisk ship，一種駁船組)，經由尼羅

河，運至亞歷山大港，接著穿越地中海，抵達目的地後，再

重新豎立，沿途且須儘量避免損壞。對一即使是 6 公尺高的

“小＂方尖碑，整個過運送程，都為一極艱鉅的工作。中途

碼頭垮掉，或船翻掉等，時有所聞。 

現存最古老的方尖碑，乃古埃及中王國，第十二王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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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努塞爾特一世 (Senusret I，生卒年不詳，約西元前

1971-1926 年在位)所建。其高約 21 公尺，重約 120 公噸，

豎立在開羅東北郊的古城赫里奧波里斯(Heliopolis)的太陽神

廟(Temple of Ra-Atum)之遺址前，那是它一直以來的位置。

這麼巨大的方尖碑，埃及人在距今約 4 千年前，就能製造了，

實在很了不起。亞斯文(Aswan)，這座位於尼羅河東岸，埃及

南部著名的古城，便盛產製造方尖碑所需的優質花崗岩。在

亞斯文一個已成旅遊景點的古埃及採石場(stone quarries)遺

址中，有一舉世聞名“未完成的方尖碑＂ (Unfinished 

Obelisk)。此方尖碑，若能順利製成，其高度超過全世界現存

任何一座。它高約 42 公尺(約有 14 層樓高)，估計重約 1,090

公噸。因在即將完成之際，出現裂縫，遂被追求完美的埃及

人放棄了，並一直讓它躺在原地。該方尖碑露出的 3 個側面，

已與整塊岩石分離，且已打磨相當平整。但有一面，至今仍

然附著在基岩上。 

古代工具有限，如何將所要的方尖碑那塊巨石，與整塊

岩石分離呢？古埃及人利用木頭遇水膨脹的物理現象，在所

要方尖碑石塊的邊緣，打許多洞，然後插入木頭，再泡水使

其膨脹、裂開，如此要取的石塊就被分離了。最後刻上法老

王想要傳達的內容，方尖碑才算完成。所以，方尖碑上會刻

有很多象形文字。 

這塊“未完成的方尖碑＂，製作於古埃及的新王國(New 

Kingdom，約西元前 1550-1069 年 )時期，第十八王朝

(Eighteenth Dynasty)之法老哈特謝普蘇特(Hatshepsut，約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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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508-1458 年，約西元前 1479-1458 年在位)統治時期。她

是古埃及第二位可考的女法老。此“未完成的方尖碑＂，躺

在採石場中已約 3 千 5 百年，不發一語地讓後世了解，鬼斧

神工的方尖碑，究竟是如何產生。 

由於羅馬帝國東西相距極遠，對東側而言，位於相當西

側的羅馬，幾乎遠在天邊，遙不可及，因此羅馬並不那麼適

合當龐大帝國的首都。在狄奧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

347-395，379-395 年在位)將帝國分由兩個兒子繼承後，西

羅馬帝國定都在梅蒂奧拉努(Mediolanum，即今日的米蘭

(Milan)，義大利西北部的大城)，而非羅馬。顯然有一段時期，

羅馬並不受羅馬帝國君主之青睞。君士坦丁大帝，決定為帝

國尋找一新首都。位於羅馬帝國差不多中央，有近千年的歷

史，可控制黑海與地中海間的貿易路線，又三面環水，易守

難攻的拜占庭(Byzantine)，被他看上了。324 年開始，他在那

裡建立新都，並於 330 年完成。 

說起拜占庭，有一神奇的傳說。西元前 667 年，來自希

臘雅典附近的拜占斯(Byzas)，神諭指示他到“遮眼物的對

面＂(the land opposite the city of the blind)建城。他向東北揚

帆，橫渡愛琴海(Aegean Sea)，來到歐亞交界處的博斯普魯斯

海峽(Bosphorus Strait，又稱伊斯坦堡海峽)時，看到亞洲那邊

岸上的迦克墩(Chalcedon)，他認為此即遮眼物。於是在其海

峽對岸的那片高地上建城，並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為拜占庭

(Byzantine)。神諭還是得靠人來解讀。 

雖君士坦丁大帝將新都命名為新羅馬(New Rome)，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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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人們總稱之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以向建城者致

敬。此後 1 千多年，君士坦丁堡均為東羅馬帝國的首都。由

於以拜占庭為首都，因此後世不少學者，習以拜占庭帝國

(Byzantine Empire)來稱東羅馬帝國。而君士坦丁大帝，則被

認為是拜占庭帝國的創立者。羅馬帝國強大時，領土曾跨歐

亞非 3 洲，包括歐洲東南部、亞洲西部，及非洲北部的大片

地區。戴克里先就是將羅馬帝國，分成拜占庭及羅馬兩部

分。在帝國東部，即使受過教育者，能使用希臘及拉丁雙語

者，後來也逐漸減少。到了 7 世紀，已幾乎無人使用拉丁文

了。而東羅馬帝國，也就徹底被視為希臘帝國了。 

附帶一提，關於東羅馬帝國的起始年，史學界至今並無

定論。不少人認為，自 330 年君士坦丁堡建成，羅馬帝國政

治中心東移，這可視為東羅馬帝國成立的標誌。但亦有人以

為，284 年，戴克里先即位，首度將羅馬帝國分為東西兩部

治理，可視為東羅馬帝國的起始年。另外，尚有一些其他的

觀點。事實上，首都在拜占庭的帝國，並不自稱東羅馬帝國，

就是羅馬帝國。 

君士坦丁堡迅速成為國際超級大城，即使到了 12 世紀，

那時東羅馬帝國，已如強弩之末了，但西歐仍沒有任何城市

可與它相匹比。12 世紀西歐最大的城市，不外羅馬或威尼斯

(Venice)，兩城人口均約 5 萬左右。但君士坦丁堡則有將近

40 萬人住城內，另有 60 萬人以上住大都會地區。 

為了建造新城的賽馬場，君士坦丁大帝下令從埃及的卡

奈克(Karnak)的神廟(亦稱阿蒙神廟(Temple of Amun)，因是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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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太陽神阿蒙(Amun)的)，遷移兩座方尖碑。卡奈克壯觀無

比的神廟群，位於尼羅河東岸的古城路克索(Luxor，古稱底

比斯(Thebes))東北 4 公里處。約始建於前述辛努塞爾特一世

之統治時期。之後斷斷續續擴充，持續到托勒密王朝，也就

是西元前 305-30 年間，前後興建了超過 1 千 5 百年之久。

兩座方尖碑，則始建於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圖特摩斯三世

(Thutmose III，約西元前 1481-1425 年，約西元前 1479-1425

年在位，他從 2 歲起即位，在位的前 22 年，與繼母及姑姑

哈特謝普蘇特共同執政，並由姑姑擔任法老，就是前述第二

位可考的女法老)。物換星移，直到他的孫子圖特摩斯四世

(Thutmose IV，約西元前 1401-1391 年在位)統治時，方才大

功告成，並豎立在卡納克神廟東側。 

兩座方尖碑，原本打算經由亞歷山大港，運至君士坦丁

堡，再重新豎立。在不能損壞下，這自然為一極艱鉅的工作。

結果直到 337 年，君士坦丁大帝過世後，方尖碑才運抵亞歷

山 大 港 。 他 兒 子 君 士 坦 提 烏 斯 二 世 (Flavius Iulius 

Constantius，317-361，337-361 年在位)接位 20 年後，357

年，他首度也是唯一的一次訪問羅馬後，有新的想法，決定

將其中一座送到羅馬。之後因戰亂，這座方尖碑曾遭到廢

棄，且被泥漿所掩埋。終於在 1587 年被挖出來，經修復後，

1588 年換個地方重新豎立，成為羅馬最後一座豎起的古埃及

方尖碑。 

今日這座拉特蘭方尖碑(Lateran Obelisk)，昂然立於羅馬

聖約翰拉特蘭大主教座堂(Archbasilica of St. John Late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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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聖喬瓦尼阿多洛拉塔醫院 (San Giovanni Addolorata 

Hospital)對面的廣場上，是世界上現存最高，以及羅馬最古

老的埃及方尖碑。它原本重 413 公噸，由於曾坍塌，現重約

300 公噸，高約 32 公尺。 

另一座要運到君士坦丁堡的方尖碑呢？由於羅馬帝國

那時動亂不安，而運費又高得驚人，運送方尖碑這種奢華之

舉，便耽擱下來。這座方尖碑在亞歷山大港的沙灘上，一躺

便是幾十年，每日凝視浪花拍岸，聆聽濤聲驚天。那麼巨大，

不但不必擔心遭竊，且還吸引一群信徒。他們就睡在這座方

尖碑的尖端，當時它吸收天地精華，已長達 1 千 7 百餘年。

尤其尖端，更是精華盈滿。那些躺在上面者，說不定以為能

獲得若干神祕的力量。 

直到狄奧多西一世登基 11 年後，390 年，終於將此方尖

碑運抵君士坦丁堡的賽馬場。沿途應歷經波折，原本有 30

公尺長，抵達時底部那段已失蹤，只餘 18.54 公尺。然後又

花了超過 1 個月的時間，才找出方法，將該巨石吊起，放在

預定的基座上，連基座共有 25.6 公尺高。基座以兩面銘文，

一面是拉丁文，一面是希臘文，記載整個運送過程。這座狄

奧多西方尖碑(Obelisk of Theodosius)，自抵達君士坦丁堡

起，便從未遷移過。歷經天災人禍，1 千 6 百多年來，仍在

原地屹立不搖。 

除金字塔外，方尖碑可說是埃及古文明中，最具特色的

建築。看上它的，當然不會只有羅馬人。直到 19 世紀，仍

從埃及運出 3 座，倫敦、巴黎及紐約各 1 座。全世界現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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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埃及的方尖碑，共有 30 座。埃及自己僅保存 8 座，其

餘 22 座，分散在幾個國家。其中義大利最多，擁有 12 座。

其餘英國 4 座，梵蒂岡、美國、法國、以色列、土耳其，及

波蘭各 1 座。土耳其那座，就是前述狄奧多西方尖碑。今日

各國的古物，均已不輕易允許出境。但直到 19 世紀，雖方

尖碑的運送及處理乃高難度，但想擁有的國家，最希望的，

還是源自埃及。 

 

4 

法國學者商博良(尚-法蘭索瓦商博良，Jean-Francois 

Champollion，1790-1832)，他很早便顯現出在語言方面的天

賦。12 歲時，他就已精通拉丁文及希臘文。於是學校特准他

學習希伯來(Hebrew)文、阿拉伯文、敘利亞(Syria)文及迦勒

底(Chaldea)文(在“舊約聖經＂中，迦勒底乃與新巴比倫

(New Babylon)同義，約在現今的伊拉克(Iraq)南部及科威特

(Kuwait)一帶)。涉獵更多後，他對許多古代的東方語文，包

括古印度梵文(Sanskrit)等，皆能掌握。他又對科普特(Coptic)

文，特別感興趣。那是西元 1 世紀後，埃及所創造出之文字，

曾在埃及各地廣泛使用。 

7 世紀後，阿拉伯人的勢力逐漸強大，建立阿拉伯帝國

(Arab Empire，632-1258)。640 年，埃及完全被阿拉伯人占

領，隨之開始阿拉伯化。至 12 世紀，科普特語文被阿拉伯

語文取代(今日埃及的官方語文即為阿拉伯語文)。埃及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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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被改掉外，且被迫改信伊斯蘭教(Islam)。延綿數千年的

古埃及文明，遂被阿拉伯文明取代了。埃及是個在“舊約聖

經＂的“創世紀＂中，便已屢屢出現的國家，與以色列人早

期歷史關係極緊密。以色列人只要日子不好過，便到埃及討

生活。不過以色列人在埃及的日子，其實過得並不舒服，不

但是“外勞＂，且屢屢受到迫害。所以才有所謂“出埃及

記＂(Exodus)，由摩西(Moses)帶領以色列人離開埃及的故事

(只是後世學者認為，3 千多年前，兩三百萬人同時離開埃及，

並不可能。而近代考古學，亦不支持“出埃及記＂之真實

性)。苦日子卻仍待了約 430 年，顯然在以色列人世代相傳的

祖宗歷史裡，古埃及是個又富又強的國家。讀了“聖經＂

後，對古埃及究竟是什麼情況，難免會好奇起來。 

18 世紀至 19 世紀初，考古學及地質學，僅在萌芽階段，

尚非一能嚴肅看待的科學。“聖經＂裡是有描述上帝創造世

界後，人類的一些歷史，只是那畢竟是以色列人所記。埃及

那些神秘的象形文字中，有關於世界起源的記載嗎？可用來

與“聖經＂相互印證嗎？這是何以那時對世界起源有興趣

的學者，讀了“聖經＂後，會對古埃及的歷史，產生濃厚興

趣的原因之一。但由於象形文字無人能識，以致對古埃及的

了解，幾乎一片空白。1809 年，商博良 19 歲時，決定投入

科普特文的學習，他想藉由科普特文，來通向古埃及文。於

是他開始有系統地研究羅塞塔石碑(Rosetta Stone)。 

說起羅塞塔石碑，那可是赫赫有名。在打敗奧地利及義

大利後，拿破崙(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被法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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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任命為東方遠征軍總司令。1798 年 5 月，他率軍出征埃

及，企圖藉此切斷英國經由紅海(Red Sea)至印度的通路，進

而擴張法國向東方的勢力。早在 1517 年，埃及已被奧圖曼

帝國(Ottoman Empire，1299-1922，亦有譯為鄂圖曼帝國，

或奧斯曼帝國)征服，成為帝國的一個行省。埃及這個命運多

舛的國家，歷來已不知被多少外族統治了。亞歷山大帝國之

前，尚有亞述(Assyria)及波斯(Persia)，奧圖曼帝國之後，還

有法國及英國。埃及的古文明，一座又一座的古蹟，讓法國

學術界充滿想像。與遠征軍隨行之各領域的學者，共約有 175

位，包括著名數學家傅利葉(讓巴普蒂斯約瑟夫傅立葉，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1768-1830)，預計進行各項研究。 

隨行的學者，皆非等閒之輩，如果在途中，法國艦隊遭

英國海軍攔截並摧毀，法國學術界恐將萬劫不復。保險起

見，這些學者，被安排分乘至少 17 艘船，且同一領域的學

者，不在同一艘船上。1798 年 8 月，拿破崙在開羅成立“埃

及藝術與科學研究院＂(Egyptian Institute of Sciences and 

Arts，簡稱“埃及研究院＂(Institute of Egypt))，下設數學、

物理學、政治經濟學，及文學藝術等 4 個部門。拿破崙極重

視此研究院，他自任副院長(Vice President)。而研究院的研究

成果，對後代也影響深遠。埃及古物上銘刻的象形文字，陸

續出版，對日後從事破解古埃及文者，為極重要的資料來源。 

傅利葉在“埃及藝術與科學研究院＂裡，擔任在院長及

副院長下的兩位秘書之一，及數學部門的成員。在埃及停留

期間，除完成幾篇數學論文外，1799 年 7 月 19 日，拿破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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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兩個學者考察團，前往上埃及(Upper Egypt，尼羅河上游

的南方地區)，以針對該地區的古蹟，進行科學性的調查，傅

利葉為其中一團的團長。後來他還被任命為下埃及(Lower 

Egypt，尼羅河下游北方地區)之總督。當英國艦隊對法國進

行封鎖時，他更受命在當地為遠征部隊生產軍火，擔當重責。 

埃及人習於立碑，打了勝仗，或有什麼大事，便立個碑

紀念，碑上刻有事件經過。古物的挖掘，亦是考察團此行一

主要目的。與上埃及學者考察團成立的同一天，法軍在羅塞

塔(Rosetta，為一港口城市，位於尼羅河三角洲西北部，在亞

歷山大城以東 65 公里)，於強化防禦工事時，士兵在敲毀一

堵破牆後，發現一塊略微折斷的深灰色石碑，其中一面刻有

銘文。帶隊軍官，判斷這很可能是件重要的古物，立即呈報

其長官。經檢視後發現，石碑上有 3 段銘文，分別以 3 種書

寫體刻成。一種是希臘文，一種是象形文字，最後一種則根

本不知是什麼文。經翻譯希臘文後，得知這是西元前 196 年

3 月 27 日，孟斐斯(Memphis，位於開羅南方 20 公里處，曾

是古埃及的首都)祭司所撰寫的敕令。記述托勒密五世(西元

前 209-181 年，西元前 204-181 年在位)的即位慶典。 

此塊在當時已有將近兩千年歷史的石碑，當即運至開

羅。石碑上，便由希臘文、古埃及象形文，及古埃及通俗文

(亦稱世俗體(Demotic)，由僧侶體演變而成)，對照雕成。這

3 種文字，顯示此為托勒密王朝時，流通的 3 種文字。法國

科學家興奮莫名，當下將銘文拓印、素描，及鑄模，且做出

多種複製品，並開始進行研究。他們認為象形文的解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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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日可待。只是並沒那麼容易，還要再經過 23 年艱辛的鑽

研，且要由對的人來破解才行。1801 年，法軍敗於英軍。英

國本要將法國所有的研究成果都沒收，但法國科學家威脅，

若真的如此，便要將石碑及心血全部燒毀。最後達成協議，

研究資料及石碑拓片等，法國皆可保留，至於那塊令人垂涎

的石碑，則歸英國擁有。 

石碑便以發現地，命名為羅塞塔石碑。沒過多久，便躋

身世界著名古物之林。羅塞塔石碑後來由英軍運回英國，今

日被置於大英博物館的埃及廳中公開展示。這塊平面石碑，

以花崗閃長岩材質製成，略呈長方形，但實際上缺了許多邊

角，高約 112.3 公分、寬約 75.7 公分、厚約 28.4 公分，重約

762 公斤。 

古埃及人以莎草紙(papyrus，以紙莎草(apyrus sedge)的莖

製成)來書寫，這種文書便稱為“紙草文書＂。古埃及遺留下

大量的“紙草文書＂，沙漠地區乾燥的氣候，讓文書能長期

保存良好。但過去 1 千多年來，早已無人能辨識。商博良從

1822 至 1824 年間，全心全力投入對象形文字的研究。他熟

悉希臘文，羅塞塔石碑上有 3 種字體，他持續相互比對，運

用他的科普特文知識，終於了解某些古埃及通俗文字母之意

義。此外，他閱讀無數銘文及“紙草文書＂，再加上不斷推

測，有如在解密碼。1822 年，他成功地譯解出古埃及象形文

字的結構，並編出完整的埃及文字符號和希臘字母的對照

表。長達 3 千年，大量古埃及的歷史文獻，終於一一解開了。 

羅塞塔石碑上的象形文，由於既模糊又破損，對了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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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文字，實際幫助並沒那麼大。但因石碑上有 3 段意義相同

的銘文，其中有一段為象形文，讓人一開始以為石碑提供破

解象形文之鑰，引起象形文字研究的狂熱，這是後世推崇這

塊羅塞塔石碑，認為對破解古埃及象形文，貢獻極大的原因。 

1824 年 5 月，商博良先到倫敦檢視大英博物館中的收藏

品，尤其是為了親眼目睹羅塞塔石碑的真蹟。研究古埃及象

形文字，總該去朝聖一下此石碑。同年 6 月，商博良經阿爾

卑斯山(Alps)，前往義大利北部杜林(Turin)，那裡收藏大量的

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銘文。他在數千件文獻的殘片中，找到一

份莎草紙文書，那是拉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約西元前

1303-1213 年，約西元前 1279-1213 年在位)時製的。由於其

上列有拉美西斯二世之前，歷代法老的名字，便以發現地，

將此文書命名為“杜林國王名冊＂(Turin King List)。雖有脫

漏，但拉美西斯二世前，3 百多位埃及統治者的名字，及各

自在位的時期，仍大致知道了。此對了解古埃及史，助益極

大。1828 年 7 月底，商博良展開他的埃及考察之旅。在法國

國王的支持下，一支 14 個人的考察隊，由商博良任總指揮。

研究埃及學，怎能沒到過埃及呢？ 

對商博良的研究過程有興趣者，不妨看“破解古埃及＂

(The Keys of Egypt: The Race to Read Hieroglyphs，2001，萊

斯利亞京斯與羅伊亞京斯(Lesley Adkins and Roy Adkins)

著，黃中憲(2007)為中譯本)一書，描述詳盡且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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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基督教在 4 世紀的記載，第一個教會，是 1 世紀時，

由耶穌的門徒在巴勒斯坦(Palestine)成立的。之後耶穌的門徒

及信徒們，不斷向外宣教，並快速在羅馬帝國境內，及其周

邊地區傳播。初期羅馬帝國的皇帝，大多反對基督教，甚至

仇視基督徒。尤其在戴克里先統治的後期，他對基督徒相當

殘酷，還頒佈若干迫害基督徒的法令。 

風水輪流轉，君士坦丁大帝信了基督教，成為羅馬皇帝

裡第一位基督徒。不只如此，帝國境內的人民，有信仰基督

教的自由，也是由他任內開始。313 年(那時羅馬帝國尚分東

西兩部)，西部帝國的君士坦丁大帝，與東部帝國的主皇帝李

錫尼(蓋烏斯瓦列里烏斯李錫尼安努斯李錫尼，Gaius Valerius 

Licinianus Licinius，263-325，308-324 年在位)，在米蘭頒佈

一個寬容基督教的敕令，此即“米蘭敕令＂ (Edict of 

Milan)。此詔書宣布，在整個羅馬帝國的境內，人民有信仰

基督教的自由，並發還之前被政府沒收的教會財產。 

米蘭敕令是基督教發展史上，一極重要的轉折點。自

此，基督教從原本被戴克里先迫害的地下宗教，開始合法化

了。324 年，羅馬帝國東西統一。325 年，君士坦丁大帝，

在尼西亞(Nicaea，位於今日土耳其的伊茲尼克(Iznik))召開

“第一次尼西亞會議＂(The First Council of Nicaea)，這很可

能是人類史上，首次全國(羅馬帝國)性的研討會。大會邀請

約 1,800 位主教參加，實際出席者約有 300 位。由於須長途

跋涉，“養尊處優＂慣了的主教，很難單獨成行。若加上陪



 

 29

同人員，與會總人數約有 1 千 5 百人。基督教會一些影響深

遠的教義及法規，包括耶穌與天父的關係，都在此會中確立。 

380 年，羅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在薩洛尼卡

(Thessalonica，又稱 Thessaloniki，又譯薩羅尼加、塞薩洛尼

基，舊譯帖撒羅尼迦，為今日希臘第二大城)頒布“薩洛尼

卡敕令＂(Edict of Thessalonica)，宣布基督教為國教。393 年，

他更禁止其他宗教，連所有非基督教宗教習俗的活動，也一

併禁止。天威難測，從迫害到獨尊，簡直是鐘擺從這一端，

盪到另一端。古代奧林匹克運動會，從西元前 776 至西元 394

年，1,170 年間，每 4 年一屆，在希臘的奧林匹亞(Olympia)，

舉行了 293 屆。由於在此運動會裡，包含一些宗教性(當然不

是基督教)的慶典，遂遭到波及，不能再舉行了(那時希臘受

羅馬帝國統治)。這一停，便是約 1 千 5 百年，直到 1896 年，

才又開始每 4 年舉辦 1 次奧林匹克運動會。只有在兩次世界

大戰期間，曾中斷過 3 次，分別是在 1916、1940，及 1944

年。 

儘管君士坦丁大帝，對基督教世界貢獻極大，有些人卻

認為，他不能算是一真正的基督徒。因他似乎只是將耶穌基

督，視為如羅馬萬神殿(Pantheon)中的諸神之一，也似乎不曾

理解他所信的宗教之內涵。後世學者曾打了許多筆戰，爭論

君士坦丁大帝的信仰是否為真。但這種爭論其實是多餘的。 

君士坦丁大帝較戴克里先睿智，他並不視基督教為威

脅。相反地，他將扶持基督教，當做統治國家的一種手段。

此一別於在他之前的皇帝之視野，給羅馬帝國及教會，都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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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滔天巨變。宮廷有皇帝，教會有主教，宮廷及教會，從服

裝、佈置，及儀式等，均讓人感到富麗堂皇，又威儀棣棣。

兩者之一致性，顯示人間遵行天國的秩序，且有如天國只有

一位上帝，人間也只能有一個帝國。而皇帝的職責，便是讓

人間反映天國的秩序。人死後歸上帝管，生前則歸皇帝管。

皇帝的權柄，乃來自上帝的神聖交託，因而人若相信上帝，

便須效忠皇帝。 

從戴克里先將羅馬帝國分治後，雖經君士坦丁大帝統

一，西羅馬帝國(Western Roman Empire)卻仍斷斷續續地存

在。395 年，狄奧多西一世過世後，帝國分由他的兩個兒子

繼承，此後帝國便不再復歸一統了。之後西羅馬帝國日漸衰

弱，410 年及 455 年，羅馬城相繼被不同部族的日耳曼人

(German)入侵。476 年，西羅馬帝國皇帝奧古斯都路斯(羅慕

路斯奧古斯都路斯，Romulus Augustulus，約 463-480，

475-476 年在位)，被原為羅馬傭兵的日耳曼人奧多亞塞

(Odoacer，亦作 Odovacar，435-493，476-493 年在位)廢黜，

西羅馬帝國至此終結(亦有 480 年結束的說法)。奧多亞塞成

為統治羅馬的第一個日耳曼國王。 

由於羅馬帝國在歐洲歷史上，居極重要的地位，影響深

遠，因而 476 年，西羅馬帝國滅亡時，一般也被劃分為(歐洲

的 )古典時代 (Classical antiquity)結束，並進入了中世紀

(Middle Ages)。中世紀即約始於西羅馬帝國滅亡的 476 年，

終於東羅馬帝國滅亡的 1453 年。至於古典時代，則約始於

古希臘最早有文字記錄的時期，即約從西元前 8 或 7 世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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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結束於西元 476 年。此乃對有 1 千多年文化史之“希臘

羅馬的世界＂(Greco-Roman world)之一廣義的稱呼。 

今日德國是個很強大的國家，且日耳曼民族被認為相當

優秀。但在歷史上，日耳曼人進入文明階段的時間，遠落後

於地中海沿岸附近的各民族。西羅馬帝國雖為日耳曼人所

滅，但從文化、語言、服飾、飲食，以至生活習慣等，當時

的羅馬人，根本視日耳曼人為一茹毛飲血的蠻族，很鄙視他

們。在“頭髮：一部趣味人類史＂(Hair: A Human History，

2016，寇特史坦恩(Kurt Stenn)著，劉新(2019)為中譯本)裡，

且說“對古典時代的羅馬人而言，…，包括日耳曼人…在內

的蠻族，頭部和面部，往往有長而蓬亂的鬚髮，與居住在地

中海沿岸，那些儀態整潔的城市居民，形成鮮明對比。＂ 

西羅馬帝國衰退時，法蘭克人(Franks，居住在萊因河

(Rhine)北部法蘭西亞(Francia)地區的日耳曼人之總稱)，便乘

機擴展地盤。法蘭克王國(Francia，亦稱 Kingdom of the 

Franks，或稱 Frankish Empire)的國王查理(後稱為查理曼

(Charlemagne)，即查理大帝(Charles the Great)，742-814，

768-814 年在位)，將他繼承時的小王國，擴張為西歐最強大

的國家。他是自羅馬帝國後，首位統一西歐大部分地區的君

主。800 年，查理曼被羅馬教宗利奧三世(Pope Leo III，

750-816，795-816 年出任教宗)加冕為“羅馬人的皇帝＂

(Emperor of the Romans)，這是西歐自西羅馬帝國覆亡 3 百多

年後，首位獲得教宗加冕的皇帝。利奧三世為查理加冕時，

還補充說他是“聖經＂中，以色列王國國王的後人。如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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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查理大帝不但權力達到顛峰，也被視為西羅馬帝國的繼

承者。真是從蠻族漂白為正統了。 

這位教宗相當聰明，他透過為查理加冕，向世人展示，

羅馬帝國的“真正＂王冠，只有他有權授與。因而不但隱含

他有權撤消，也隱含東羅馬帝國的王冠，含金量不足。換句

話說，利奧三世不啻宣佈，教會的權柄在皇帝之上，而且君

士坦丁堡的皇帝是冒牌的。利奧三世為何有權能創造出一新

皇帝呢？他可不是省油的燈，他拿出一份偽造的羅馬皇帝法

令，名為“君士坦丁獻土＂(Donation of Constantine)。內容

是羅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將羅馬和羅馬帝國西部的權力

移交給教宗＂(transferred authority over Rome and the western 

partof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Pope)。這個騙局，直到 6 百多

年後(1439-1440 年間)才被揭穿。 

羅馬教宗為查理加冕，震驚了君士坦丁堡。他們一直以

為，如同天國只有一個上帝，人間也只能有一個皇帝，而且

教會是被皇帝駕馭的。怎麼如今出現另一個皇帝，且是由教

宗來加冕？這真是對人間秩序的一種冒犯。教宗藉機擴權，

提高了教會的地位，對教會的發展，帶來極深遠的影響。要

知君主固然需要教宗，但當他們管太多時，君主也會受不

了。在西方，教會不斷設法增加干涉的事務。歐洲各國的君

主，則極力抗拒教宗過度干涉國家事務。東部的牧首

(patriarch，亦稱宗主教)只是宗教領袖，通常會配合皇帝。像

曾有段時期，東部教會嚴格規定最多能結婚兩次，後因皇帝

需求，牧首勉為其難同意可再“換＂一次妻。結果皇帝又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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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牧首最後仍只好接受。對於與教會間的關係，西部

覺得東部的作法不可思議，東部看西部也覺得匪夷所思。 

東西教會，彼此間對教義本就有相當多的歧見，在羅馬

教宗持續增加自己的權力後，更貌合神離了。1054 年，教宗

利奧九世(Pope Leo IX，1002-1054，1049-1054 年出任教宗)

派一位樞機主教至東羅馬帝國協調時，雙方一言不合，彼此

將對方絕罰(Excommunication，即逐出教會，亦稱破門)，於

是東西教會分裂了。基督教會正式分裂為天主教會(Catholic 

Church，亦常稱羅馬公教會(Roman Catholic Church))，與東

正教會(Eastern Orthodox church，亦常稱希臘正教會(Greek 

Orthodox)，或正教會(Orthodox church))。 

法蘭克王國，後來演變成神聖羅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帝國皇帝都以查理大帝的繼承人自居。沿用“羅

馬＂一詞，是為了顯示神聖羅馬帝國的皇帝，為西羅馬帝國

皇帝的繼承人，此頭銜在 476 年後一直空著。所以之後的日

耳曼國王(King of Germany)，都自認繼承西羅馬皇帝。今天

的法、德，及幾個低地國 (Low Countries，亦稱 Benelux 

countries，對歐洲西北沿海地區的稱呼，包括荷蘭、比利時，

及盧森堡等國)，都是承自查理曼的帝國(他們自己也如此認

為)。 

神聖羅馬帝國，初期尚為一統一的國家，但在歷史上，

大部分的時候，它徒有國家之名，實際上乃由數百個更小的

“王國、公國、公爵領地、郡縣、主教國、帝國自由城市，

及其他領地＂ (kingdoms, principalities, duchies, coun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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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 bishoprics, Free Imperial Cities, and other domains)，所

組成之鬆散政治集合體，各自獨立為政。因而完全不是帝

國。另外，帝國皇位本該經由選舉產生，並非世襲。但曾由

於金錢賄賂，而長期被壟斷長達 400 年之久，可說一點也不

神聖。 

神聖羅馬帝國與羅馬帝國，其實並沒什麼關係。法國思

想家伏爾泰(原名 François-Marie Arouet，Voltaire 為筆名，

1694-1778)曾這樣評論神聖羅馬帝國，“既不神聖、也不羅

馬，更非帝國＂(neither holy, nor Roman, nor an empire)。名稱

裡有神聖與帝國二詞，還可想出一些原因，但明明與羅馬無

關，為什麼要加上羅馬呢？或許是因“羅馬＂的名氣太大，

想攀龍附鳳者，便借其品牌。 

自 13 世紀末，奧圖曼帝國興起，步步緊逼東羅馬帝國。

到 14 世紀來，君士坦丁堡的周邊地區，幾乎均已全部落入

奧圖曼帝國手中，君士坦丁堡頑強地對抗。1453 年，君士坦

丁堡被奧圖曼帝國攻陷，成為伊斯蘭教統治下的新首都，且

改名為伊斯坦堡(Istanbul)。奧圖曼帝國的皇帝，一開始仍使

用羅馬皇帝的名號，應是想繼承羅馬的“道統＂。但希臘及

西歐各國都不承認。而那時俄國沙皇，也聲稱是東羅馬帝國

的後繼者。既然如此，奧圖曼帝國遂企圖奪取羅馬，那便將

可名正言順地以羅馬的接班人自居。雖攻下了義大利南部一

些地區，但自 1481 年後，奧圖曼帝國中止了對義大利的遠

征。 

1922 年，6 百多年的奧圖曼君主統治結束。1923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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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立的土耳其共和國(Republic of Turkey)，被國際承認。同

年 10 月，土耳其政府將首都遷至內陸，名不見經傳的安卡

拉(Ankara)。伊斯坦堡緊臨海峽，地理位置優越、經濟貿易

發達，又是歷史名城，為何要遷都？原因為先後兩個帝國，

過去幾百年的外患，大多從海上而來，伊斯坦堡首當其衝。

當國力不強時，位於最前線的首都，便經常處於危機狀態。

而且伊斯坦堡的社會及生活，長期受伊斯蘭教的影響，甚至

可說被嚴密控制。即使換了政府，恐仍動彈不得。為了國家

安全，及避開舊勢力，以便改革，遷都不失為一良策。雖然

如此，時至今日，伊斯坦堡仍為土耳其最大城市，且是全球

第五大城市(按人口計)。 

關於東羅馬帝國歷史的書很多。“拜占庭帝國：

324-1453 拯救西方文明的千年東羅馬帝國＂(Lost to the 

West: The Forgotten Byzantine Empire That Rescued Western 

Civilization，2010，拉爾斯布朗沃思(Lars Brownworth)著，梁

永安(2019)為中譯本)；及榮耀之城．伊斯坦堡：位處世界十

字路口的偉大城市＂ (Istanbul: City of Majesty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 World，2016，湯瑪士麥登 (Thomas F. 

Madden)著，林玉菁(2018)為中譯本)，二書的可讀性均頗高。 

 

6 

英國原本能更早有女王的。在英國歷史上，亨利一世

(Henry I，約 1068-1135，1100-1135 年在位)頗有些好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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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是英格蘭國王，又是法蘭西諾曼第公爵 (Duke of 

Normandy)。諾曼第公國(Duchy of Normandy)在法蘭西的西

北部，當時相當強大。 

在亨利一世統治英格蘭的 35 年間，國力夠強，政治也

頗上軌道，可說國泰民安。他英勇善戰，克敵無數，當時有

位學者形容他，“除上帝之外，無人能戰勝他＂。文治武功

之外，他尚有一強項，史料記載，他有“數以百計的情婦，

及大量非婚生子女＂。就算這過於誇大(一說私生子有 22

位)，但私生子中，留下名字的，至少有 18 位，的確不算少。

亨利一世娶了“蘇格蘭的瑪蒂妲＂(Matilda of Scotland，

1080-1118)，她為他生下也叫瑪蒂妲(Matilda，1102-1167)的

女兒，及兒子威廉艾特林(William Aetheling，亦稱 William 

Adelin，1103-1120)，可能還有兩個么折。所以雖子女眾多，

但他的合法子嗣卻只有兩個，一點都不算多。 

亨利一世盡全力栽培獨子威廉，1119 年，威廉 16 歲時，

便為他安排一政治婚姻。那時在列強環伺的歐洲，英格蘭不

過是一偏遠小國，整體國力有限。亨利一世認為經由聯姻，

相互結盟，可壯大英格蘭，並增加其影響力。他為兒子挑選

的對象，是法蘭西安茹伯爵(Count of Anjou)富爾克五世(Fulk 

V，約 1089-1143，1109-1129 年在位)的女兒，稱做安茹的瑪

蒂妲(Matilda of Anjou，1106-1154)。安茹郡(County of Anjou)

在諾曼第之南，是法蘭西一個雖不太大，但算是強大的郡。

富爾克五世的妻子，為緬因的埃爾蒙加德(Ermengarde of 

Maine，1096-1126)，乃緬因女伯爵(Countess of M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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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26 在位)，頗有來頭。緬因郡(County of Maine)介於諾

曼第與安茹之間，雖不大，但兩個伯爵結合，讓富爾克五世

的財富及實力都更增加了。亨利一世認為，這門婚事，對消

弭諾曼人(Norman)與安茹人(Angevin)間，已持續好幾代的敵

意，應有很大的幫助。婚禮後，威廉隨著父親，花了大約 1

年，在諾曼第四處巡視，並學習治國之術。 

豈料人算不如天算，隔年，1120 年，17 歲的威廉，便因

海難溺亡。在那個時代，來往英法，得橫渡英吉利海峡(English 

Channel)，本來就有相當大的風險。但會發生海難，威廉自

己也要負很大的責任。父親已將諾曼第公國傳給他，幾周

前，他以諾曼第公爵的身分，去晉見法蘭西國王(King of 

France)路易六世(Louis VI，1081-1137，1108-1137 在位)。在

政治上春風得意，再加上新婚燕爾，可說躊躇滿志。在返回

英格蘭的前夕，威廉舉行惜別晚宴。父子搭乘不同的船，預

計啟程的時間到了，威廉與父親告別後，與眾人繼續狂歡。

船長醉醺醺地吹噓，雖然國王的船先走一步，他們將全力划

槳，一定會比國王更早抵達英格蘭。水手們歡呼雷動，興奮

萬分，最後一個個都喝得酩酊大醉。午夜時分，船隻起錨。

結果離岸僅幾分鐘，就撞上港灣出口處，一座尖銳的岩礁，

全船只有一人倖免於難。兒子死去，接位計畫破滅，亨利一

世悲傷之餘，為英格蘭的前景堪慮，心情沉重不已。 

事實上存活的尚有幾個人。首先，威廉那位才 14 歲的

妻子，因上帝的眷顧，搭乘另一艘船(可能即亨利一世那艘，

說不定暢飲時，威廉不要妻子在身邊)，頓時成為寡婦(她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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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未再嫁，在英格蘭宮廷待了幾年後，返回安茹，1128 年成

為修女。1150 年起，擔任修道院院長)。另有人事先感到不

對勁，便先行下船，其中包括威廉的表哥史蒂芬(Stephen，

約 1092-1154，亨利一世三姐(即瑪蒂妲的姑媽)之四子)。他

比較機伶，當然也可能是他畢竟較威廉大了幾歲，因而較謹

慎。他覺得在那種眾人皆醉的情況下，高速航行一點都不安

全。於是藉口腸胃不適，提早離開宴會，再另外搭船。不但

愛子的先他而死，破壞亨利一世的接位計畫，他鍾愛的外甥

史蒂芬逃過一劫，亦將破壞他的另一接位計畫。幸運的是，

後者他並看不到。 

亨利一世的王位，並非繼承，而是從他兩位哥哥手上奪

取的。他父親是法國諾曼第公爵威廉一世 (William I，

1028-1087)，但世人更習於稱他為征服者威廉(William the 

Conqueror)。因他於 1066 年，征服英格蘭，建立了英國歷史

上，有個法蘭西名字的諾曼第王朝(House of Normandy，

1066-1135)。獲得英格蘭後，威廉一世並未將英格蘭王國與

諾曼第公國合併。那時諾曼第公國，在名義上，仍是法蘭西

王國(Kingdom of France，987-1792，1814-1815，1815-1848)

的附屬國。也就是名義上，他須效忠法蘭西國王。但對於英

格蘭，他便可全權統治了。有數百年間，法蘭西與英格蘭，

就處在這種你泥中有我，我泥中有你的狀態。 

自 8 世紀起，北歐的諾曼人不斷入侵法國。為解決心腹

之患，西法蘭克(West Francia)國王查理三世(Charles III，

879-929，898-929 年在位)，與諾曼人的首領羅洛(Ro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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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932)簽約，將法蘭西西北部沿海地區封予他，他則協防

北歐的其他入侵者。這也是一種以夷制夷的手法。於是在 911

年，諾曼第公國建立，羅洛成為首任諾曼第公爵(911-928 年

在位)。但自從征服者威廉征服了英格蘭後，諾曼第公國與法

蘭西的政治關係，就變得錯綜複雜。諾曼第公爵，若是英格

蘭國王，則其地位便與跟法蘭西國王相同，可平起平坐。但

由於身為諾曼第公爵，理應向法蘭西國王效忠。由於這樣的

關係，使法蘭西與英格蘭兩國間，長期糾纏不清，剪不斷理

還亂。 

威廉一世在英格蘭進行人口及財產普查，以便於管理。

又從歐洲大陸，引入土地分封制度。即他將手下的騎士封為

男爵，並分派至各地鎮守。經由這些領主的效忠，以強化英

王的王權。此外，他還引入法語及法蘭西的習俗。由於諾曼

人的征服，可說整個改變了英格蘭的文化、語言及風俗。 

威廉一世有 4 個兒子，彼此感情不睦，他曾介入調解，

但並沒什麼效果。1087 年他去世後，原本的統治一分為二。

諾曼第公爵由長子羅伯特二世(Robert II，約 1051-1134，

1087-1106 年在位)繼承，至於英格蘭的王位，則由三子威廉

二世(William II，約 1056-1100，1087-1100 年在位)繼承。當

時次子已死，四子亨利一世，則只分到一些錢，不過他耐心

地等著。13 年後，1100 年，威廉二世於狩獵時意外死亡。機

會來臨，英格蘭王位，立即為亨利一世奪得。接著於 1106

年，亨利一世打敗他大哥，拿下諾曼第。英格蘭及諾曼第再

度合而為一。亨利一世覬覦他兩個兄長的寶座已久，如今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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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如願。 

以己度人，亨利一世知道對他王位虎視眈眈的人不會

少。為了保住他血脈的傳承，讓他的王朝能順利延續，對於

未來，他絕不能沒有妥善的安排。因而在他的第一任王后，

及繼承人威廉，相繼於 1118 年，及 1120 年去世後，1121 年，

他再度結婚。續弦之主要目的，是為了生出合法的繼承人。

只是他之前很多產，但這位年輕的第二任妻子，卻沒能為他

生下一兒半女。他的私生子雖多，且其中亦有很精明幹練

的，但為免日後有人挑戰其王位繼承身分，亨利一世不想傳

位給他們中的任何一位。那該如何是好？ 

1110 年，瑪蒂妲 8 歲時，便被父親亨利一世送到日耳曼，

算是小留學生。學些什麼？皇后的婚前訓練！在這之前，1108

年底，也有可能是 1109 年初，她不過 6、7 歲時，父親已挑

好乘龍快婿了，真是心急的父親。所以，瑪蒂妲到日耳曼，

既是留學生，又有點當童養媳的味道。當時中歐各宮廷，其

奢華程度及政治上的權謀鬥爭，都是起步較遲的英格蘭，所

望塵莫及。在那種環境下成長，品味、能力、視野，及政治

生存的技巧，均會提高許多。1114 年，尚未滿 12 歲的瑪蒂

妲，便嫁給聲勢顯赫，年紀是她兩倍以上，28(或 33)歲的海

因里希五世(Heinrich V，1086(或 1081)-1125，亦稱亨利五

世，因 Heinrich 為德文的 Henry)，他是日耳曼國王(1099-1125

年在位)，與神聖羅馬帝國的皇帝(1111-1125 年在位)。盛大

的婚禮，並非在英格蘭，而是在德國萊茵河(Rhine)西岸的沃

姆斯(Worms)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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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土廣大，每當海因里希五世四處巡視，久久不回

來時，皇后瑪蒂妲便擔任攝政，代為處理國政。年紀輕輕的

瑪蒂妲，可非草莓族，那時她是歐洲極少數，位高權重的女

性之一。1125 年，正值壯年的海因里希五世，突然過世了。

沒有子嗣，才不過 23 歲，便成為寡婦的瑪蒂妲，要開始她

黯淡的餘生嗎？女婿過世，亨利一世立刻將瑪蒂妲接回英格

蘭。心中大石可以放下了，因女兒磨練已夠，他的接班人有

了。 

1126 年的耶誕節，英格蘭的朝廷重臣，及封疆大吏，在

亨利一世之見證下，群體向瑪蒂妲宣誓，承認她是英格蘭王

國及諾曼第公國的繼承人。一時只見效忠聲音此起彼落，不

絕於耳。大勢底定了嗎？沒那麼容易。在場衣冠楚楚的男士

們，應無人認為，女性適合坐上君主大位。當時有女伯爵及

女公爵，這些可以，但女國王，則為另一回事。 

要知在中世紀時，歐洲國王的諸多角色中，有一個是軍

人。當作戰時，國王必須一馬當先，帶領將士衝鋒陷陣。像

當初威廉一世入侵英格蘭時，那時的英格蘭國王哈羅德二世

(Harold II，1022-1066，1066 年在位)，便奮勇率軍抵抗。結

果刀槍無眼，兵敗陣亡，連他的兩個弟弟，也都戰死沙場。

三兄弟一起印證古來征戰不易回。國王的軍人角色，不由男

性承擔，以當時的氛圍，是難以令人想像的。至少在亨利一

世主政之前，英格蘭人並未見識過。這些亨利一世都完全清

楚，只是傳位給自己的骨肉，誘惑力太大，因而他仍毫不遲

疑地選擇瑪蒂妲為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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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利一世要他的臣子，發誓在他百年之後，必會服從他

女兒的統治。此要求乃違反人性，這點他了然於心，卻別無

他策。這個宣示性的發誓活動，於 1131 年及 1133 年，又各

再上演一次。不過他知道不能光依賴宣誓效忠，他女兒需要

一個強而有力的新丈夫，來鞏固其繼承權。但可行嗎？如果

他女兒是英格蘭國王，則夫婿也能是某國的國王嗎？這並沒

什麼不可以。不但一男一女，兩個伯爵可以結婚，兩個君主

之結合，亦無不可。來看個實例。 

本來羅馬教宗為查理加冕為“羅馬人的皇帝＂，就已讓

君士坦丁堡的人受不了了。覺得綱紀廢弛，天下將大亂。那

時東羅馬帝國的皇帝是伊琳娜，她雖然不討臣民喜歡，但這

不表他們能接受，法蘭克的蠻族，可與她平起平坐。更讓君

士坦丁堡的朝臣覺得受到屈辱的是，查理大帝在加冕後的隔

年，801 年，居然派使者來向伊琳娜求婚。伊琳娜生於 752

年，這時已 49 歲了，還有“登徒子＂上門？氣壞帝國的朝

臣了。使者且提出誘因，將讓伊琳娜同時統治東西兩邊的帝

國。用誘騙手段？太侮辱人了！沒想到這還不夠屈辱，伊琳

娜非但沒趕走使者，且認真考慮此求婚的提議。堂堂羅馬帝

國，竟然淪落到皇帝本尊須和親，而且還是跟“茹毛飲血而

衣皮葦＂的蠻族？真有夠墮落了，朝臣莫不憤慨萬分。 

伊琳娜自當上皇帝後，一直受到朝臣排斥。到後來，皇

帝的寶座，對她而言，已如坐針氈。年華似水流，轉眼已年

近半百，若仍存浪漫的幻想，未免不實際，這就是一場政治

婚姻，她不會不清楚。但查理曼的求婚，無疑是使她脫離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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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的機會。她的嫁妝夠豐富，因而她並不怕入虎穴。只是朝

臣們，全認為法蘭克人在佈置一騙局，最終將導致帝國拱手

送人。他們豈能允許伊琳娜賣國？802 年，貴族們聯合起來

發動政變，將她廢黜後放逐。隔年(803 年)，伊琳娜便過世了。 

為了擔心包藏禍心，為了擔心被併吞，自認愛東羅馬帝

國的“有智之士＂(當然絕大部分是男性)，展示維護主權的

決心與勇氣。只是“羅馬＂這塊招牌被竊取了，正宗的羅馬

帝國，除了大聲斥責外，卻束手無策。它國庫空虛、經濟凋

敝、領土日漸縮小，坐困愁城，等著被時代的巨輪，無情地

碾壓而過。 

 

7 

熱中為女兒安排婚事的亨利一世，約在 1128 年，替時年

26 歲的瑪蒂妲，覓到第二任丈夫。第一次的對象，年紀是她

的兩倍以上，這次則年紀只比她的一半多些，那是才 15 歲

的若弗魯瓦五世(Geoffrey V，1113-1151)，法國安茹伯爵富

爾克五世的長子。9 年前，亨利一世讓兒子威廉，迎娶富爾

克五世的女兒，卻使她成為寡婦。如今又將女兒嫁給富爾克

五世的兒子，是彌補嗎？或因特別喜歡這個親家？ 

威廉葬身海底後，1121-1122 年間，富爾克五世從耶路

撒冷(Jerusalem)歸來後，要亨利一世歸還女兒結婚時的嫁妝

(dowry)，包括緬因郡的幾座城堡及城鎮。緬因郡原本是富爾

克五世的妻子，結婚時帶進來的。嫁妝進了門還退？在亨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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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斷然拒絕後，富爾克五世氣得都想發動戰爭了。他才剛

從戰場回來，打仗可一點都不怕。 

衝突過後，亨利一世選擇富爾克五世的兒子為女婿，亦

有化解兩人間恩怨的作用，仍算是一政治聯姻。結婚前，亨

利一世封若弗魯瓦五世為騎士。婚禮在與緬因的勒芒(Le 

Mans)舉行。隔年，1129 年，16 歲的若弗魯瓦五世，便繼承

安茹及緬因兩郡的爵位。父親還活得好好的，怎麼就繼承

了？原來富爾克五世，曾約在 1119 年，去參加十字軍東征

(Crusades，1096-1291，Crusade 之拉丁文為 Cruciata)，如今

他又要去耶路撒冷，他喜歡上那座聖城了。 

1095 年，羅馬教宗烏爾班二世(Urban II，1042-1099，

1088-1099 年出任教宗)，在東羅馬帝國皇帝的請求救援下，

回到他的家鄉法國，發表歷史上那場，被後世視為極“致

命＂的演講。他號召西方各國組志願軍，前往東羅馬帝國，

協助抵禦塞爾柱帝國(House of Seljuk，1037-1194，為烏古斯

突厥人(Oghuz Turks)的一支所建)的入侵。有多致命？這場演

講，引發十字軍東征，斷斷續續，共“約＂9 次(為何不能確

定？因怎樣算 1 次，有時不易界定)的戰爭，歷時將近兩百年。 

曾經所向無敵的東羅馬帝國，那時已有如日薄西山了。

來自各地，信仰伊斯蘭教的入侵者，一波又一波，接連不斷。

它抵抗無力，國土愈來愈小。長期以來，他們根本不將教宗

放在眼裡，如今風水輪流轉，不得不低頭向教宗求助。教宗

雖說動歐洲各國出兵，只是救援東羅馬帝國的動力並不夠

強，何況歐洲各國，不少曾受它統治欺凌過，不見得對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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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好感。因而東羅馬帝國這個強權的衰退，不但不會有太

多人同情，暗地慶幸的可能還比較多。 

7 世紀時阿拉伯帝國興起，到處征伐，不斷擴張地盤，

成為繼波斯帝國、亞歷山大帝國、羅馬帝國，及東羅馬帝國

後，又一個地跨歐亞非 3 洲的帝國。過去幾百年，東羅馬帝

國其實是歐洲的屏障，一旦帝國淪陷，伊斯蘭教的雄兵，便

將揮師北上，攻進歐洲的核心了。有東羅馬帝國在前線抵

擋，伊斯蘭教的勢力，若想染指歐洲，便得繞道北非，如此

將延遲進入歐洲的時間。可惜西歐各國，有唇亡齒寒遠見之

主政者，少之又少。於是並未太久，十字東征的主要目的，

便演變為奪回聖地(Holy Land，傳統上指“舊約聖經＂裡的

以色列地)，包括聖城耶路撒冷。而沿途會“順便＂將東方原

屬東羅馬帝國，信仰基督教的地區，從伊斯蘭教的統治中解

放。東羅馬帝國原本以為，光復的地區，必然交還給他們，

但天下沒那麼好的事。 

當歐洲各國逐漸信仰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東歐有些國

家接受東正教)，過去 4 百多年，曾長期屬於東羅馬帝國的聖

城耶路撒冷，卻先後被幾個不同的伊斯蘭教國家所佔領。在

烏爾班二世的“鼓動＂下，西歐的封建領主和騎士，紛紛誓

師，以奪回聖地為目標。雖打著宗教戰爭的名義，但政治及

經濟的目的，卻只會多不會少。 

一開始宣稱的征討對象，為地中海東岸地區的“異教

徒＂(指非信基督教，以信伊斯蘭教為主)國家。但常禁不住

誘惑，也掠奪一些基督教城市或國家，尤其是富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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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若無利可圖，如何激勵部隊繼續前進？軍費又從何而

來？因而包括東羅馬帝國的首都君士坦丁堡，也都曾遭燒殺

擄掠。這座曾被喻為羅馬皇冠上最後一顆寶石，金璧輝煌的

君士坦丁堡，被十字軍攻破後，城中價值連城的文物及藝術

作品，被搶劫或破壞無數。而且曾被幾十代信徒，視如珍寶

的祭壇及聖像，竟被同為基督徒的十字軍砸得稀爛。所以豈

只為了宗教，有人以為，“十字軍東征，乃結合當時三大熱

潮，即宗教、戰爭與貪慾＂。 

總之，雖號稱“聖戰＂，但由於頗為冒險刺激，因而吸

引歐洲不少懷有野心的王公貴族加入。畢竟在戰場建功，可

揚名立萬，及提高聲望。另一方面，耶穌誕生及耶穌受難等

事蹟，對遠在西歐的人，一直充滿著想像力。於是千里拔涉

的辛苦，甚至可能丟掉性命，便不會有人去問值不值得。因

為神而戰，沒什麼好抱怨的！要知在中世紀，有陣子歐洲君

主的時尚，是追求苦行修道及狂熱信仰。他們虔誠地興建宏

偉的教堂，並搜尋聖物遺跡。聖物包括，耶穌受難時所戴的

荊冠、背的十字架之碎片，及印有耶穌腳印的石頭等。英格

蘭還曾有位國王，買到一個水晶杯，裡面盛放著宣稱是耶穌

受難時，從傷口流下的血，視如鎮國之寶。在這種氛圍下，

身為君主，若沒參加過十字軍東征，就太遜了。 

至於富爾克五世的熱愛參加十字軍東征，便不知是基於

什麼理由了。可能夢幻的耶路撒冷，就是讓他無比嚮往吧！

安茹原本便是法國最強大的封國之一，妻子過世後，富爾克

五世繼承了她緬因的伯爵位，使他的影響力更大。去耶路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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冷前，他將擁有的爵位，全傳給兒子若弗魯瓦五世。若弗魯

瓦五世，頓時成為歐洲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亨利一世挑女

婿，眼光總是很精準的。 

中年的富爾克五世，仍是一表人才，再加上勇猛善戰，

因而被耶路撒冷王國(Kingdom of Jerusalem)的國王看中，不

但將女兒嫁給他，且將王位也一併傳給他(1131-1143 年在

位)。這對父子，顯然魅力均不小，分別被相隔遙遠的兩國國

王選為女婿。岳父沒看走眼，在富爾克五世統治期間，耶路

撒冷王國的領土面積，是在他前後，王國之其他時期，所遠

比不上的。耶路撒冷王國，乃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1096-1099)，耶路撒冷被奪回後，於 1099 年所建立的。秦

失其鹿，天下共逐之。耶路撒冷原屬東羅馬帝國，十字軍拿

下後，二話不說，據為己有。此王國自建立後，便不斷與伊

斯蘭勢力相互拉扯，直到 1291 年，被攻陷為止，延續了將

近兩百年。 

瑪蒂妲曾為日耳曼國王與神聖羅馬帝國皇帝的皇后，如

今嫁給若弗魯瓦五世，身分下降為伯爵夫人。因此她一點都

不以為這次的婚姻有多體面，甚至覺得受到羞辱。何況丈夫

是個年紀小她一大截(相差 11 歲)的“小鬼＂。因而婚後琴瑟

一點都不和鳴，有很長一段時期，瑪蒂妲都住娘家，不願意

與若弗魯瓦五世在一起。經父親亨利一世不斷的開導後，瑪

蒂妲才回心轉意，願意嫁雞隨雞了，遂回到安茹丈夫身邊。

上帝也眷顧她，1133 年 3 月，31 歲的瑪蒂妲在勒芒，生下了

他們的長子亨利(1133-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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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瑪蒂妲對父親的眼光應有信心才對。日後她將

發現，若弗魯瓦五世並非僅繼承他父親的英俊帥氣，而有

“美男子＂的外號，也繼承他父親的雄才大略及英勇善戰。

由於若弗魯瓦五世喜歡在帽沿別上一朵金雀花 (Scotch 

broom，拉丁文為 Planta genista)，以為裝飾，於是他又有“若

弗魯瓦金雀花＂的外號。後來“金雀花＂便被用來當做安茹

的若弗魯瓦家族之代稱。 

1135 年 11 月最後一週的星期一，亨利一世抵達諾曼第。

雖已 67 歲，他仍身強體壯、精力充沛，一點都沒有老態。

他預計抵達的次日，便去享受狩獵之樂。結果天不從人願，

才到的當晚就病倒了。病情迅速惡化，連一週都沒撐過，死

於星期日(12 月 1 日)，此時他女兒及女婿都遠在安茹。 

父親過世，瑪蒂妲要成為英格蘭第一位女王了嗎？沒那

麼好的事。她的表哥史蒂芬(就是在她弟弟遇船難時，躲過一

劫的那位)出現了。史蒂芬是個伯爵之子，1102 年，他尚年

幼時，其父親便因參加十字軍東征，戰死沙場。1106 年，亨

利一世將這位失怙的外甥接去撫養，讓他受宮廷教育，並視

如己出。舅舅一死，史蒂芬迅速由家族領地布洛涅

(Boulogne，在法國北部，英吉利海峽沿岸之一城市，距巴黎

僅數公里)，渡海到英格蘭後，直奔倫敦。在英格蘭及諾曼第

兩地貴族之支持下，史蒂芬篡奪了英格蘭王位及諾曼第爵

位。老國王屍骨未寒，3 次宣誓要效忠瑪蒂妲的權貴，便毫

不遲疑地背棄她。連教會也西瓜靠大邊，坎特伯里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替史蒂芬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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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傳出，亨利一世在臨終前，解除他的臣子們，須對

他女兒效忠的誓言。這傳聞因可為英格蘭拒絕被女性統治，

增加正當性，而為當時大部的人所樂意聽到，但其真實性，

卻頗令人懷疑。 

 

8 

在中世紀，歐洲各國王位的繼承，作法不盡相同。血統

當然是最根本的，血統帶來的繼承權，被認為恆久及神聖。

血統有了，候選人個人的才幹及人格特質，便往往為決定性

的關鍵。對征服者威廉而言，史蒂芬是外孫(女兒的兒子)，

瑪蒂妲則是孫女(兒子的女兒)。先女兒後兒子，與先兒子後

女兒，對很多人來說，兩人血統遠近並無差別。而最後是兒

子，對登上王位較有利。另外，不像瑪蒂妲自 8 歲(1110 年)

起，就幾乎不在英格蘭。史蒂芬則在英格蘭宮廷住過好幾

年，並被亨利一世授予許多土地。朝臣及貴族，對他多半相

當熟悉，且皆知他頗得亨利一世的寵愛。英格蘭王位出缺

時，他年約 40，幹練又強悍，儼然有王者之相。再加上前王

過世後，他較先出現。這是何以英格蘭人，可以輕易接受他

的原因。雖然若要講血緣，他並非長子，他兩個哥哥的繼承

權應比他優先，但他哥哥並未出來爭王位。於是當在瑪蒂妲

與史蒂芬這對表兄妹間挑選時，瑪蒂妲便落敗了。而且不只

英格蘭，連法蘭西這邊，諾曼第的貴族也支持史蒂芬。 

瑪蒂妲為何不迅速回去英格蘭，搶當英格蘭第一位女



 50

王，反而讓她表哥捷足先登呢？原來 1135 年 12 月，她父親

突然過世時，她正懷老三(1136 年 7 月三子誕生，次子則於

1134 年出生)。本來懷孕初期，就不適合奔波。尤其要橫渡

英利海峽，那可是波浪洶湧，她弟弟 15 年前，才死於海難。

因而她無法像史蒂芬，先快馬加鞭奔到港口，再如風馳電掣

般穿越海峽，返回英格蘭。女性在某些方面，的確較男性居

於劣勢。 

自 1136 年起，瑪蒂妲的丈夫弗魯瓦五世，從諾曼第南部

邊界，發動北伐。當時史蒂芬將全副精力都放在英格蘭，對

諾曼第則守護無力。得天下容易，治天下就困難了，史蒂芬

的統治並不順利，英格蘭很快便處於分崩離析的狀態。 

1139 年，瑪蒂妲終於準備好了，結合反對史蒂芬的力

量，從法蘭西入侵英格蘭。她的異母兄長羅伯特格洛斯特

(Robert of Gloucester，1090-1147)伯爵，從史蒂芬的陣營脫

離，此後成為瑪蒂妲最堅定的支持者。起初瑪蒂妲的陣營士

氣如虹，接連贏得了幾場勝利。1141 年 4 月，史蒂芬為她的

部隊所俘虜，這時瑪蒂妲實際上已控制了英格蘭王國。史蒂

芬這個國王不得人心，不少原本站那邊的貴族，陸續懷疑他

政權的正當性，轉為挺瑪蒂妲了。其中包括不少位高權重

者，如史蒂芬的弟弟布盧瓦的亨利 (Henry of Blois，約

1096-1171)，那時擔任溫徹斯特主教(Bishop of Winchester，

1129-1171 年在位 )，並兼羅馬教宗使節 (papal legate，

1139-1143 年在位))，便拋棄史蒂芬改支持瑪蒂妲。天賜良

機，瑪蒂妲該立即稱王了吧！可惜她再度失去成為英格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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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女王的機會，她安排在倫敦舉行加冕典禮，卻採用“英

格蘭夫人＂(Lady of the England)這個新奇又謙遜的頭銜。 

瑪蒂妲未充分利用民心向背的優勢，畢竟她自幼起便長

期待在國外，不但太“外國化＂，且傲慢自負，不懂打天下

須謙卑、謙卑、再謙卑。根基尚未站穩，不但跟當時權勢極

大的溫徹斯特主教兼教宗使節亨利鬧翻，大多數跟她打過交

道的權貴，也都先後被她惹惱。她又不知在統治初期，須輕

徭薄賦以拉攏人心，反而徵收苛捐雜稅。在不堪忍受下，1141

年 6 月，瑪蒂妲被市民趕出倫敦。另一方面，史蒂芬的妻子

幗國不讓鬚眉，她代夫出征，對抗瑪蒂妲。在節節敗退時，

1141 年 11 月，羅伯特格洛斯特被俘，情深意重的瑪蒂妲，

為了拯救這位異母兄長，不得不安排一場俘虜交換，釋放史

蒂芬。 

若弗魯瓦五世與妻子，似乎各自作戰。1142 年 11 月底，

瑪蒂妲被史蒂芬的軍隊，圍困在她位於牛津(Oxford)的城堡

中，情況岌岌可危。這時羅伯特格洛斯特，極力勸瑪蒂妲的

丈夫，速遣精兵猛將去營救。豈料正在諾曼第不斷擴展的弗

魯瓦五世，捨不得暫緩諾曼第的進擊，只願抽出微薄的 3 百

名騎士，由 9 歲的長子亨利帶領，去援助妻子。即使可能並

不知丈夫派來的救兵，僅是杯水車薪而已，快絕望的瑪蒂

妲，也無法再等待下去。不坐以待斃，她要靠自己。她以白

色斗篷裹住自己，悄悄溜出城堡，利用環境保護色，讓自己

融入白雪皚皚的原野。雪地裡隨時都傳來令人心驚膽顫的馬

蹄聲，但她有如鬼魅，徒步走了 8 英里(約 12.8 公里)，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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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敵軍發現後獲救。她的堅毅不拔，使爭奪英格蘭的戰鬥，

煥發出生機。 

在英吉利海峽對岸，當然不會太平無事。由於瑪蒂妲在

英格蘭艱苦地牽制住史蒂芬，使得弗魯瓦五世在諾曼第的進

展順利。1144 年，他佔領了此公國，並被推舉為諾曼第公爵。

他與父親富爾克五世，兩人均驍勇善戰。在海峽兩岸均有領

地的貴族們，頓時陷入尷尬的局面。兩邊不能得罪下，不得

不同時承認兩個領主的統治權。 

有段時期，英格蘭分裂成兩個宮廷，王國分別由史蒂芬

及瑪蒂妲統治。瑪蒂妲控制的領地，為英格蘭的西南部，面

積較小。亨利一世治理時，國家富裕繁榮，一切井井有條，

如今卻處處混亂，令人唏噓。1148 年，瑪蒂妲離開英格蘭，

回諾曼第去。多年來的支持者羅伯特格洛斯特，已於前一年

(1147 年)過世，而鬥爭了 9 年，她已經累了。長子亨利 15

歲了，英雄出少年，王位爭奪戰，今後就由他接手了。次子

若弗魯瓦六世(Geoffrey VI，1134-1158)已 14 歲，而當初延緩

她搶奪英格蘭王位的三子，與她祖父同名的威廉(William，

1136-1164)，也已經 12 歲了。與愛子長期未見，該去看看他

們。俱往矣，瑪蒂妲放下父親留給她的使命，這些年為家族

的付出已經夠了，今後她將住在盧昂(Rouen)以南的普雷聖母

院(Notre Dame du Pré)的小修道中，悠然度過她的餘生。諾曼

第公國於 911 年建立，自隔年(912 年)起，盧昂便是公國的首

府。這座位於塞納河邊的美麗城市，頗適合久居。 

從 1144 年起，才 11 歲的亨利，便在父親安排下，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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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事務。亨利知道，此乃為接任諾曼第公爵準備，對父親

給他的磨練，他很認真地學習。1149 年，亨利登陸英格蘭，

參加對抗史蒂芬的戰爭。但沒過多久，便返回諾曼第。1150

年，若弗魯瓦五世冊封亨利為諾曼第公爵(他自己仍是安茹及

緬因伯爵)。隔年(1151 年)8 月，亨利向法蘭西國王路易七世

(Louis VII，1081-1137，1108-1137 年在位)宣誓效忠。沒做

此宣誓，法蘭西國王可能會忐忑不安。當年 9 月，若弗魯瓦

五世突然去世，結束了他短暫(38 年)，但風雲激盪的一生。

而 18 歲的亨利，便又繼承安茹及緬因伯爵。今後他要擔當

實現雙親雄心壯志的重責，雖然前方仍有一大段荊棘的路要

走。 

打了快 18 年的內戰，是該結束了。自家表兄妹，有必

要成為世仇？由坎特伯里大主教，及溫徹斯特主教主持談

判。1153 年 11 月，在溫徹斯特的會議中，交戰雙方達成協

議。史蒂芬正式收外甥亨利為養子，並指定他為繼承人。史

蒂芬仍是英格蘭國王，一旦去世，王位便由“法國人＂亨利

繼承。亨利的父親是法國人，又在法國出生長大，因此他幾

乎就是個法國人。 

1154 年，史蒂芬蒙主恩召。亨利繼承母志，順利登基，

即為亨利二世(Henry II，1154-1189 年在位)。他的父親若弗

魯瓦五世，一生中從未到過英格蘭，也看不出他對這個隔海

的國家，有什麼特別的興趣。“金雀花＂是他的外號，除他

之外，並無人用此名號稱呼自己。結果他去世 3 年後，他的

長子繼承了英格蘭的王位，開啟了長達兩百餘年，以他外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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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名的“金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1154-1399)。

英國王朝是依父系來區分，史蒂芬是亨利一世的外甥，所以

他接亨利一世的王位後，諾曼第王朝便結束；而亨利二世的

王位來自屬母系的表舅史蒂芬，故他即位後，史蒂芬的王朝

便結束了，開始新的王朝。 

附帶一提，瑪蒂妲並無法經常欣賞盧昂的旖旎風光。由

於她輩分高，又閱歷豐富，因而很難完全閒著。雖沒當上英

格蘭第一位女王，她仍被視為一代女王，享有崇高的地位。

在盧昂，瑪蒂妲扮演著智者及“大老＂的角色。她不時為愛

子亨利出謀劃策、為他排解與大弟間的不和，也常為歐洲的

王公貴族居中調停。1167 年 9 月，瑪蒂妲去世，享年 65 歲。

她被埋葬在盧昂附近，貝克修道院(Bec Abbey，亦稱貝克海

盧因修道院(Abbey of Bec-Hellouin)，普雷聖母院隸屬它之下)

的高祭壇(altar)下。她去世時，身邊圍繞著貝克修道院的僧侶

及修女。她漫長的歸隱生活，就是在他們的陪伴下度過的。

生不帶來，死不帶去，她將所有的財產，包括兩頂來自日耳

曼的黃金王冠，都捐贈獻給教會。 

瑪蒂妲終其一生，沒當成女王，但分別是 3 個偉大國王

的女兒、妻子及母親。她的父親是英格蘭國王亨利一世，這

是第一個亨利。第一任丈夫是日耳曼國王及神聖羅馬帝國的

皇帝海因里希五世，由於德文裡的海因里希(Heinrich)，即英

文中的亨利(Henry)，因而有了第二個亨利。長子是英格蘭國

王亨利二世，第三個亨利也有了。第二個丈夫呢？她 3 個兒

子的父親，怎麼被忘了？第二個丈夫若弗魯瓦五世，僅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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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地位稍遜，何況又不叫亨利，只好靠邊站了，反正他

有長子亨利來代表即可。父親沒得挑，兩個丈夫挑 1 個，3

個兒子也挑 1 個，都挑亨利。瑪蒂妲的墓誌銘上遂寫著，“出

生時偉大、婚姻中更偉大、後代最偉大：這裡沉睡著瑪蒂妲，

亨利的女兒、妻子，和母親＂(Great by birth, greater by 

marriage, greatest in her offspring: here lies Matilda, the 

daughter, wife, and mother of Henry)。墓誌銘霸氣十足卻又不

失婉約，傳頌一時。 

瑪蒂妲的次子及跟三子都比她早死。雖令她悲痛，但其

實次子的早死，有助亨利二世執政初期政權的穩定，因次子

曾二度對他兄長造反。那時在英格蘭，兄弟甚至兒子，都可

能覬覦王位。王位的繼承，強者為王，並非先王說了算。瑪

蒂妲的孫子們，經由聯姻，枝繁葉茂。她的後代將會主宰歐

洲不少國家。 

 

9 

我們看到史蒂芬的政權和平轉移給亨利二世，是由於教

會出面當和事佬。昔日教會經常涉入政治深水區，樂此不

疲。這與今日教會，傾向被認為超脫世俗的作風，大不相同。

自 4 世紀後，羅馬帝國的皇帝，之所以會獨尊基督教，其實

是將信仰當做一種統治的工具。賦予教會權力，乃將教會視

為王室與上帝間之橋梁。結果長期下來，教會權力不斷膨

脹，這樣一來，王室怎麼受得了？在史蒂芬及亨利二世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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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2 世紀，歐洲各國的君主或貴族，便經常為了權力與利

益，與教會鬥爭。 

君主與教會的爭議包括：主教為君主加冕的權力、向教

宗(而不是向君主)申訴的權力、教會的懲戒權力、干涉君主

執政、干涉君主結婚或離婚，及處罰君主的權力等。歷來歐

洲有好幾位國王，都曾被教會處罰，包含停止教權(所有參與

教會的活動均被停止)、絕罰，及遭到絕罰的威脅。有人以為

刑不上大夫，如今堂堂君主，卻屢屢遭到將被絕罰的威脅，

君主常氣得想將教會一腳踢開。其實教會的權力，君主不見

得皆排斥。以為君主加冕為例。只要君主能獲得羅馬教宗同

意加冕，則即使當初是不擇手段地取得王位，此時也合法

了，能讓人民信服了。只是天下事，少有只具利而無弊的。 

再以教會的懲戒為例。教會宣稱自己有權懲罰犯罪的神

職人員。當犯了法，此時具備神職的身分就很有利。因教會

的處罰，較世俗的刑法寬鬆許多。既不會摧殘犯法者的身

體，更不會有死刑。那時英格蘭大約每 6 個人，就有 1 個是

神職人員，比例如此高，顯示當時神職為一不錯的“行

業＂。只是許多教區的教士甚至神父，教育水準並不高，有

些還近乎文盲。他們的生活形態，與一般農民之差異根本不

大，品德當然也不見得更好。但在教會的庇護下，若犯罪卻

僅會受到輕微的處分，這令亨利二世無法容忍。總之，他覺

得教會過於強勢，不遵守國家法律及風俗習慣，嚴重損害他

的王權。 

那時教會處理的事務無所不包，例如，亨利二世繼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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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蘭王位的隔年，1155 年，羅馬教宗就批准他入侵愛爾蘭。

教會居然不崇尚和平，還批准戰爭的發動？另外，亨利二世

曾一度與教會鬧翻。1172 年，雙方進行和解會議，之後後國

王與教會訂定“阿夫朗什和解協議＂ (Compromise of 

Avranches)，握手言和，其中阿夫朗什是法國諾曼第一座近

海城市。昔日教會可訂這種世俗化的條約，且是政教協定，

真令今人大開眼界。 

亨利二世為何與教會鬧翻？教會的高高在上，連對王室

都頤指氣使，一直令他相當頭痛。釜底抽薪，他覺得該在教

會裡有盟友。湯瑪斯貝克特(Thomas Becket，約 1119-1170)

是亨利二世最親密的朋友，及最信賴的謀臣，他歷任大法

官，及最高官吏(Chancellor)。機會來了，1161 年 4 月，坎特

伯里大主教特奧巴爾德(Theobald of Bec，約 1090-1161，

1139-1161 年在位)過世。雖英格蘭教會有不少人強烈反對，

1161 年 6 月，亨利二世仍成功地讓他這位“俗人＂好友，以

大法官兼大主教。亨利二世的長子早夭，他原本便打算，當

次子亨利(Henry，1155-1183)7 歲時(即 1162 年)，讓這個未來

的國王，住到貝克特家，跟著他學習。他認為“太子太師＂

若是大主教，乃相當完美。先擔任亨利的導師，以後協助他

當國王。亨利二世對貝克特，可說信任有加。 

豈料當上大主教後，貝克特作風丕變，不再事事順從亨

利二世。他第一件事是辭去大法官的職務，與王室拉開距

離。之後他堅定地維護教會的權利，凡他認為對教會權益有

所侵犯的，便堅決抵制。君臣兩人後來反目，1963 年，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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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激烈的爭吵後，亨利二世憤而帶走當初委託貝克特教導的

兒子亨利。即使國王對他不滿，貝克特依然我行我素，官員

順從國王而不服教會規範者，很多被他處以絕罰。胳臂向內

彎，羅馬教宗一開始支持貝克特。後來為了在與神聖羅馬帝

國皇帝打交道時，需要亨利二世的支持，遂要貝克特妥協。

1969 年，在法蘭西緬因蒙米賴(Montmirail)的會議上，貝克特

迫於壓力，於法蘭西國王路易七世(Louis VII，1120-1180，

1137-1180 年在位)的見證下，向亨利二世道歉。道歉的內容

大致無懈可擊，只是貝克特有所堅持，最後仍補了一句，“但

不可違背上帝的榮譽。＂亨利二世一聽，火冒三丈，對他破

口大罵。 

1170 年底，有 4 個騎士闖進坎特伯里大教堂，在祭壇前

殺死貝克特。國王的心意，誰會不知？因而包括這 4 個騎士

在內，當時大部分的人，均以為謀殺案背後的唆使者，是亨

利二世，或至少那是他的意願。亨利二世在歐洲的形象，頓

時從天堂落入地獄，成為全民公敵。氣憤不已的教宗，更打

算對他處以絕罰。亨利二世不得不避風頭去。1171 年 10 月，

他躲到愛爾蘭，那時愛爾蘭為英格蘭之附庸國。直到 1172

年春天，亨利二世才與教會和解。由兩位知名演員李察波頓

(Richard Burton，1925-1984)及彼得奧圖 (Peter O’toole，

1932-2013)主演的“雄霸天下＂(Becket，1964)，便是講亨利

二世與好友反目，最後貝克特被刺殺的經過。 

這位被刺殺的大主教貝克特，亦曾反對亨利二世三弟威

廉的婚事。雖經他們的母親瑪蒂妲之調停，卻沒有成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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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心愛的人結合，威廉可能因此抑鬱而死。顯然受不了貝

克特的，並不僅亨利二世而已。貝克特去世 3 年後，1173 年，

羅馬教廷封他為聖人(saint)。所以 Thomas Becket 又被稱為

Saint Thomas of Canterbury。教宗就是要讓世人知道，亨利二

世錯了。 

亨利二世的統治，並非一帆風順，家事及國事，都經常

處於驚濤駭浪的狀態，但他一無所懼。“冬之獅＂(The Lion 

in Winter，1968)，由彼得奧圖、凱薩琳赫本 (Katharine 

Hepburn，1907-2003)，及安東尼霍普金斯(Anthony Hopkins，

1937-，這可能是他的首部電影)等主演。此電影講 1182 年的

耶誕節，亨利二世在法國安茹希農(Chinon)的城堡，召開家

庭會議。一家子佳節團聚，享天倫之樂嗎？非也，這是一劍

拔弩張的會議，為了王位的繼承，及領地的分配而爭吵。 

亨利二世由於認定妻子埃莉諾(Eleanor，1122-1204)，慫

恿他們的 3 個兒子聯手造反，因而將她軟禁。幾年後，他想

做個了斷，遂向羅馬教宗請求與她離婚，但未獲同意。兒子

造反還不算稀奇，3 個兒子聯手且是由妻子煽動，那就罕見

了。怎會如此？ 

其實亨利二世與埃莉諾，也曾有段浪漫的時光。婚前埃

莉諾是亞奎丹 (Aquitaine，又譯阿基坦 )公爵，及普瓦捷

(Poitiers)伯爵。故她常被稱為亞奎丹的艾莉諾(Eleanor of 

Aquitaine)。亞奎丹是法國西南部一個大區(region)，南接西

班牙，面積廣袤，多達 4.13 萬平方公里(諾曼第的面積為 2.99

萬平方公里)。因而埃莉諾可說是當時西歐數一數二，既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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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權力極大的女性。1137 年 7 月，15 歲時，她與 17 歲的法

蘭西王子，即後來的路易七世結婚，那時亞奎丹仍未屬於法

蘭西。一星期後法蘭西國王便去世了，路易七世繼位，而埃

莉諾也就成為王后。只是兩人個性不合，其後她愛上了小她

11 歲，當時只是諾曼第公爵的亨利二世。埃莉諾多次申請婚

姻無效，卻一再被教宗拒絕。在她與路易七世生了兩個女

兒，結婚 14 年餘後，1152 年 3 月，教宗終於讓她的心願達

成。女兒留給路易七世，埃莉諾回到她的領地普瓦捷。 

一刻也不浪費，埃莉諾立即遣使者至亨利二世處，要他

速到普瓦捷來迎娶她。心愛的人召喚，亨利二世毫不遲疑，

飛奔而去。無法鋪張，1152 年 5 月，兩人在簡單的典禮中結

婚。1154 年，21 歲的亨利加冕為英格蘭國王，而埃莉諾則成

為英格蘭王后。自 1066 年，征服者威廉入主英格蘭以來，

曾先後當過英法兩國王后的，除埃莉諾外，恐怕沒有第二人

了。 

埃莉諾與亨利二世，共生了 5 男 3 女，算是一多產的王

后。其中有 5 個兒子，因而不會像亨利二世的外祖父亨利一

世，擔心王位沒人繼承。對君主而言，沒有兒子或兒子少，

當然是煩惱。但兒子多，所帶來的煩惱，也不見得會少。那

5 個兒子中，長子 3 歲多便早夭折，而幼子的年紀，則較幾

個兄長差一大截(小四子 8 歲多)。當亨利二世將領土(包括法

蘭西的諾曼第、安茹，及因結婚妻子埃莉諾帶進的亞奎丹等)

分封給次子、三子，及四子後，幼子才出生。由於領土已全

分光了，後來亨利二世遂要 3 個兒子，各拿出自己領地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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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給他們的小弟。只是皇家子弟，向來只有爭奪，少

有孔融讓梨這回事。領地要吐出來，讓他們皆心懷不滿。另

一方面，亨利二世自己 16 歲時，就已獲諾曼第公國的完整

統治權。但幾個兒子在年紀更大時，所分到的領地，卻都只

是名義上，即領地上的收入並不歸他們。這樣他們奢華的生

活如何維持？ 

應是為了政治利益，路易七世將女兒(為他與第二任王后

所生)，嫁給亨利二世的次子亨利，與亨利二世結為親家。但

卻趁女婿不滿父親不願放手，路易七世不時煽動他。畢竟奪

妻之恨難忘，因而對亨利二世表面上拉攏，卻背後捅他一

刀。另一方面，埃莉諾結婚時，為夫家帶進亞奎丹那片廣大

的領地，但亨利二世常自作主張，處理亞奎丹，埃莉諾覺得

不受尊重。加上亨利二世可能另結新歡，一堆怨恨湊在一

起，她遂發動叛變，以伸張她的尊嚴。 

埃莉諾去找她的前夫路易七世聯手，次子、三子，及四

子三兄弟，皆站在母親那一邊，一起對父親宣戰。加入他們

陣容的歐洲王公貴族亦不少。戰爭於 1173 年 5 月爆發，在法

蘭西及英格蘭，有多條戰線同時進行。英格蘭有些貴族，亦

趁亂造反，企圖混水摸魚。蘇格蘭國王也集結兵力，藉機入

侵英格蘭。亨利二世感覺整個歐洲，都聯合起來與他作對。

但 40 歲的他，英勇地在英法兩地奔波，贏得一場又一場的

勝利。老邁的路易七世，及亨利二世那幾個乳臭未乾的兒

子，沒一個是他的對手。 

1174 年，亨利二世的兒子們向他求和，兒子他願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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諒，妻子的背叛，就令他憤恨不已。她先後被軟禁在英格蘭

南部的幾座城堡裡。全面大勝，讓亨利二世在歐洲，得到極

大的威望。一敗塗地的路易七世，與英格蘭簽訂互不侵犯條

約。蘇格蘭國王則簽下喪權辱國的條約，承認亨利二世的宗

主地位。愛爾蘭國王也簽約，確認亨利二世的領主地位。金

雀花王朝的宮廷，光輝燦爛。各國紛紛遣派使節到英格蘭。

羅馬教宗也派特使來邀請亨利二世，參加十字軍東征的聖

戰。以前的教宗，看起來很忙碌。 

 

10 

1170 年 6 月，亨利二世的次子亨利，被加冕為英格蘭國

王。為了與父王區別，通常稱做幼王亨利(Henry the Young 

King，1155-1183)。從那時起，幼王亨利名義上為英格蘭國

王、諾曼第公爵、安茹伯爵，及緬因伯爵，擁有一大堆頭銜。

幼王亨利是自征服者威廉統治英格蘭以來，唯一在父親生前

獲得加冕的太子。但亨利二世遲不將權力下放給兒子們，3

個兒子雖都有分封，卻皆未握有實權。1182 年夏天起，曾叛

變過的 3 個兒子，又開始蠢蠢欲動。這是前述“冬之獅＂那

部電影的背景。除了聯手對付共同不滿的父親之外，兒子間

亦有矛盾。 

亨利二世原本對次子亨利很器重，不但早早為他加冕，

還安排他娶法蘭西公主。那是路易七世與第二任妻子(第一任

妻子即亨利的母親 )所生的大女兒法蘭西的瑪格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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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aret of France，1158-1197)。亨利二世與路易七世的關

係很複雜，又是情敵又是親家，愛恨情仇完全扯不清。雖被

如此栽培，在當時人的眼中，幼王亨利虛榮、膚淺且幼稚，

根本是銀槍蠟燭頭，草包一個。倒是三子，在母親埃莉諾的

調教下，軍事天賦被啟發出來。如此一來，便為他二哥所忌。

幼王亨利結合四弟，與三弟間勢同水火。亨利二世化解無

力，但命運之神助他使紛爭結束。1183 年 6 月，幼王亨利罹

患痢疾，並迅速死去；另外，1186 年 8 月，四子在一次與人

比武中，因受重傷死去(1158-1186)。 

亨利二世自己 21 歲時，便登基為英格蘭國王，戎馬一

生，打出他的江山。他不論在政治、智慧，或軍事才能，連

敵人也佩服。這兩個兒子，死時皆約 28 歲，比他即位時，

約大 7 歲。但在他眼中，卻都仍未到可委以重任的地步。虎

父犬子，這恐怕是令他很引以為憾的。 

法蘭西國王這時為腓力二世(Philip II，1165-1223，

1180-1223 年在位)，他是路易七世與第三任王后所生。長期

以來，亨利二世習於與比自己年長十餘歲的路易七世打交

道。如今面對比自己小三十餘歲(只比他的幼子大 1 歲)之新

法王，跟他相處起來很彆扭，分寸不好拿捏。腓力二世本與

幼王亨利結盟，在他死後，便積極與三子結交。自次子過世

後，亨利二世未立即宣佈新的繼承人。而有跡象顯示，他愈

來愈鍾愛幼子。由於傳聞自己繼承人的地位可能被剝奪，三

子為此憂心忡忡。1188 年 11 月，在一場亨利二世與腓力二

世的會談裡，也出席的三子，要父親保證會將王位傳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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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一代英雄，豈是受人威脅的？何況威脅者還是他兒子。

他一言不發，連拒絕都不想。三子見狀，當場向腓力二世跪

下，以亞奎丹及諾曼第的領主身分，向他宣誓效忠。亨利二

世見狀痛心不已，父子自此決裂，彌合已幾無可能。 

1189 年 1 月，待在諾曼第的亨利二世，病痛不斷，在病

榻纏綿多月，因而有很多時間可思考。他知道來日無多，為

他的王國著想，他得跟三子和好。他發出好幾封信，請三子

回到自己身邊。三子非但不順從，還協助腓力二世襲擊父親

在法蘭西的領地。當年 6 月初，亨利二世身體略有好轉，他

前往緬因的貝爾納堡(La Ferte-Bernard)與三子會談。父子兩

一言不合，爭執再起。在腓力二世不間斷地煽動下，三子對

父王改立小弟為繼承人的擔憂，也一直沒中斷。俗語說“虎

毒不食子＂，但可沒說“虎毒不食父＂。與父親會面後，三

子與腓力二世聯手，向貝爾納堡發動奇襲，亨利二世節節敗

退。 

亨利二世來到安茹的希農，那裡的要塞，是金雀花王朝

在法蘭西所有領地中，最雄偉的，亦是亨利二世最喜愛的一

座城堡。他生平首度放棄作戰，他已身心交瘁了。1189 年 7

月初，在圖爾(Tours)附近的巴朗(Ballon)，亨利二世與腓力二

世談判。這位年輕的國王，對即使他死去的父親(路易七世)，

都不敢不敬的老國王，肆無忌憚地提出一大堆條件。一言以

蔽之，就是要亨利二世徹底投降，並確定其三子為其所有領

地(包括英吉利海峽兩岸)之繼承人。已羸弱不堪的亨利二

世，知道大勢已去，同意一切條件。會議後他無力騎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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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屬抬回希農。 

這個逆子何以如此有恃無恐？亨利二世突然懷疑。回到

希農後，他命人找來原本支持他，如今倒戈向三子的名單。

只見名單上第一位，赫然是他最寵愛的幼子。他腦海中浮現

一幅畫，畫中四隻小鷹和一隻老鷹在互相撕咬，其中最小的

那隻鷹，利嘴狠啄老鷹的眼。本來妻子與所有兒子的背叛，

就已令他萬念俱灰了。如今還遭比他年輕三十餘歲的法蘭西

國王的羞辱，這完全不是他理解的世界了。他的病情迅即惡

化，幾天後，7 月 6 日，他傳奇的一生落幕了，享年 56 歲。 

亨利二世天生具有領袖氣質，不但富創造力，且精力充

沛。他給不列顛群島(British Isles)及法蘭西，留下不可磨滅的

印跡。他又有計畫地為子女安排婚事，締結的婚姻，不是能

帶來領土的擴張，就是具“戰略價值＂。經由聯姻，他使金

雀花王朝在歐洲的影響力，無遠弗屆，成為英格蘭在中世紀

裡，最強大的一個王朝。自 1066 年，征服者威廉，由法蘭

西渡海征服英格蘭，至亨利二世過世，1 百多年來，英格蘭

王國已站穩腳步。今後這位征服者的後代，就是要在不列顛

群島，深耕及生根。他們還有一段路要走。 

金雀花王朝的前三位國王，亨利二世、理查一世(Richard 

I，1157-1199，1189-1199 年在位，亨利二世的三子)，及約

翰(John，1166-1216，1199-1216 年在位，亨利二世的五子)

統治的國家，常被稱為安茹帝國(Angevin empire)，因而他們

便都稱為安茹國王。此由於英格蘭不過是他們所擁有廣大領

土的一部分，而且亨利二世的父親為安茹伯爵。富不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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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自約翰即位後，逐漸喪失在法蘭西的領地。但這不表英

格蘭的勢力，自此離開法國。兩國間的征戰，離結束還早得

很。 

在約翰之前的英格蘭國王，常有很多時間不在英格蘭，

但王國仍能正常運轉。只是雖不在英格蘭，亨利二世卻從未

到過比法蘭西西南海岸更遠的地方，理查一世則跑得很遠。

他在位將近 10 年，僅到過英格蘭兩次。一次是 1189 年 9 月

舉行加冕典禮，之後陸續住了約 4 個月。1190 年 7 月，他的

大軍開拔，前往耶路撒冷，參加十字軍東征。戰後返國途中，

不幸被囚禁。經英格蘭政府支付巨額贖金後，他才被釋放。

1194 年 3 月，他終於回到英格蘭，離開將近 4 年之久。 

1194 年 5 月，在英格蘭僅待了 1 個多月後，理查一世從

樸茨茅斯(Portsmouth)啟航，前往諾曼第。自此有將近 5 年

間，他都在跟以前的盟友腓力二世角逐，且再也沒回到過英

格蘭。作戰時理查一世一向身先士卒，1199 年 3 月底，於圍

攻一座城堡時，敵方一箭射入他的左肩。10 天後，1199 年 4

月 6 日，出師未捷身先死，尚未滿 42 歲。 

理查一世不在的期間，將治理英格蘭的事務，委託給幾

位親信大臣。他們既忠誠又能幹，且“亨規理隨＂，沿襲亨

利二世時的行政措施。因而儘管理查一世長期遠離國土，但

英格蘭境內，仍能大致維持安定且上軌道的局面。附帶一

提，樸茨茅斯位於倫敦西南約 110 公里。自理查一世開始，

在此沿海的小漁村，興建城鎮及宮殿，並闢為港口，歷經 8

百多年，早已成英國皇家海軍一極重要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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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查一世突然過世，沒有留下子嗣(那時指兒子，乃傳宗

接代的人，又私生子不算)，生前也不曾為王位的繼承有任何

安排。他的股肱大臣，選擇他的小弟約翰(那是他唯一仍存活

的兄弟)繼位，而不是他死去四弟的兒子。沒有爭論，只有掙

扎，因二者皆非恰當人選。在失去歐洲大陸大部分的領土

後，約翰只能居留在英格蘭。既未曾被栽培，又未曾受過磨

練，他開始學習治國之術，而英格蘭也得開始適應，有個久

居國內的國王。他們後來嘗到約翰無比嚴苛及殘酷的統治，

人民不免懷念起君主不在英格蘭的歲月了。 

至於埃莉諾，在亨利二世去世後，她便立即重獲自由

了。雖歷盡滄桑，但她並非自此不問世事，她長期協助三子

理查一世。例如，當他遠征時，她的任務是安撫約翰。約翰

腦後有反骨，不是興風作浪，就是企圖背叛，只有埃莉諾能

制住她這個老么。晚年她一直待在風弗洛修道院(Fontevraud 

Abbey) 。那是一座奢華的修道院，在安茹的風弗洛

(Fontevraud)，靠近希農。1204 年 4 月，她去世了，享壽約

82 歲，這在中世紀，是相當罕見的高齡。跟比她早死的丈夫

亨利二世，及兒子理查一世，同葬在該修道院。他們生前爭

鬥不休，最終則長眠在一起。埃莉諾墓穴上的肖象保存至

今，她手裡捧著一本打開的書。是象徵知識即力量嗎？真是

位奇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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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約翰國王在位期間，1207 年，曾為了坎特伯里大主教的

繼任人選，與羅馬教宗鬧翻。教宗堅信自己對歐洲各國的君

主，都擁有宗主權(suzerainty)。僵持到後來，1208 年 3 月，

教宗對英格蘭頒布聖事禁令。即禁止英格蘭的教會執行聖

事，以斷絕俗世人與上帝間的“交流＂，這是一相當嚴重的

處罰。約翰也不是省油的燈，他以沒收教會財產來對抗。 

在“聖經＂“馬太福音＂的第 19 章第 23-24 節裡，耶

穌對門徒說，“駱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神的國還容易

呢！＂基督徒的終極目標不是上天堂嗎？但雖財主進天

堂，比駱駝穿過針眼還難，一般人卻很少會排斥當財主。中

世紀時，教會或教士，大多看起來對聚財的興趣，遠勝過進

天堂，一個個都是錢多多，明顯是財主。約翰因而從教會，

搜刮到比徵稅還多出許多的巨額財富。約翰的謀財之道，並

不止於此。那時有些教士，生活相當多采多姿。有記載，約

翰曾藉扣押教士的“妻子、小妾及情婦＂，然後向教士勒索

贖金。這樣的迫害教會，教宗自然不會坐視不管，他對約翰

處以絕罰。約翰的父親亨利二世，當年雖被教宗認為，是殺

害坎特伯里大主教湯瑪斯貝克特的主謀，卻也沒遭受絕罰。

不過對於被絕罰，約翰依然不予理會。 

約翰即位後，自 1204 年起，他陸續丟掉法蘭西的諾曼

第、安茹及緬因等 3 郡之絕大部分領地。父兄都為國開疆闢

土，他反而失去領土，怎能當敗家子呢？在與羅馬教宗絕裂

5 年多後，1213 年，約翰覺得收復諾曼第的時機到了。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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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為了減少敵人，一方面是為了削弱法蘭西國王腓力二世

的力量，於是在向法蘭西發動海上攻擊前，他決定與羅馬和

解。他能伸能屈，簽約向教宗俯首稱臣，使他統治的英格蘭

王國及愛爾蘭王國，皆臣屬於教宗。這樣就夠了嗎？當然不

可能，他還須向教宗繳納罰金。少了這項，他的道歉，對教

宗就沒有實惠了。結果有教宗的庇護，並未帶給約翰勝利的

保證。 

1213 年 5 月，英格蘭獲得歷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海戰勝

利。接下來的陸戰，一開始也進展順利，但至 1214 年 7 月

底，約翰卻戰敗了。他只好與腓力二世簽訂停戰協定，並付

給法蘭西天價的賠款。而又因向教宗低頭，他過去從英格蘭

教會挖錢的管道被切斷了。如今他的國庫快空了，他遭到比

戰敗更大的災難，且在歐洲的聲譽跌落到了谷底。 

如果約翰能打贏戰爭，收回金雀花王朝於他手上所失

去，大片在法蘭西的領地，則過去幾年，為了籌措軍費，他

在英格蘭的橫徵暴斂，不斷地壓榨與剝削貴族及百姓，或許

他們便能諒解。就像英格蘭臣民，當初心甘情願，以重金贖

回理查一世一般。因理查一世在海外的軍事成就，讓英格蘭

舉國上下，感到揚眉吐氣。如今約翰眾叛親離，1215 年 5 月，

憤怒的貴族，占領了倫敦。他不得不將宮廷，遷至泰晤士河

(River Thames)上游的溫莎(Windsor)。反叛的貴族，大多數並

無意推翻約翰國王，他們提出訴求，要求他改革。雙方只好

談判，以找平衡點。 

另一方面，在若干英格蘭叛亂貴族的邀請下，法蘭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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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路易(即後來的路易八世(Louis VIII，1187-1226，1223-1226

年在位))，打著廢黜暴君約翰國王的旗號，興兵入侵英格蘭。

1216 年 5 月 21 日，法蘭西軍隊，由英格蘭東南部的肯特郡

(Kent)登陸，幾乎沒有遭到抵抗。1216 年 6 月 2 日，路易王

子被英格蘭那些反叛的諸侯，在倫敦擁立為國王。雖未曾加

冕，但一些貴族，及在英格蘭有領地的蘇格蘭國王亞歷山大

二世(Alexander II，1198-1249，1214-1249 年在位)，都來朝

見他。 

羅馬教宗現在已跟約翰國王站一邊了，教宗使節向路易

王子發出聖事禁令及絕罰令，路易王子置之不理，仍宣稱自

己為英格蘭國王。先是溫徹斯特，接著多佛(Dover)，在英格

蘭南部，他四處征伐，很快便控制了英格蘭一半以上的領

土。內有叛軍，外有敵人，約翰愈來愈絕望了。他想起受臣

民尊敬的父兄，他們根本很少過問英格蘭的大小國事。自己

凡事親力親為，卻不知何以將局面弄成如此不堪。 

1216 年 10 月 19 日，約翰國王因痢疾(dysentery)死於諾

丁漢(Nottingham，屬於諾丁漢郡(Nottinghamshire)，在倫敦

以北約 250 公里處)北邊的紐華克(Newark)。他被安葬在伍斯

特 座 堂 (Worcester Cathedral) ， 此 教 堂 在 小 城 伍 斯 特

(Worcester，在英格蘭中部，位於倫敦西北)，始建於 680 年，

歷史悠久。約翰是金雀花王朝，第一位在英格蘭居留的時

間，比在“海外＂更久的君主。也是金雀花王朝，第一位葬

在英格蘭的君主。他的王位由他 9 歲的長子亨利三世(Henry 

III，1207-1272，1216-1272 年在位)繼承。附帶一提，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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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英格蘭歷史上年紀最小的國王。兩百多年後的亨利六世

(Henry VI，1421-1471，1422-1461 年，及 1470-1471 年在位)，

他生於 12 月 6 日，隔年的 9 月 1 日，便繼承王位，那時還

不到 9 個月大。 

約翰國王就這麼一死了之了嗎？英格蘭人民，習於將苦

痛化為故事流傳下去。更早驅逐羅馬人及撒克遜人(Saxons，

日耳曼蠻族之一)等外族的入侵，統一英格蘭，便化為“亞瑟

王＂(King Arthur)的故事。而大家熟知的“羅賓漢＂(Robin 

Hood)故事之最初版本，在約翰國王統治的後期，就已出現

了。官逼民反，財產都被剝奪，受不了暴政的人民，聚集成

為綠林好漢。在羅賓漢的領導下，劫富濟貧、行俠仗義。而

傳說中的故事背景，乃在雪伍德森林(Sherwood Forest)，位於

諾丁漢郡，約翰就是死於那裡。 

1216 年 10 月，亨利三世的加冕，在英格蘭西南部的格

洛斯特(Gloucester，在倫敦市西北約 180 公里處)修道院(後改

建為格洛斯特座堂(Gloucester Cathedral))舉行。儀式只能因陋

就簡，匆匆進行。因加冕所需的神聖禮服及各種器物，都在

倫敦的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全名為 The Collegiate 

Church of St Peter at Westminster)，而當時倫敦為叛軍所控

制。叛軍加上法蘭西王子路易的軍隊，才 9 歲的亨利三世，

怎有能力應付父親留給他的爛攤子呢？ 

約翰國王去世後，不少叛亂的諸侯，立即拋棄路易王

子，轉而支持亨利三世。他們痛恨的是這位不知體恤臣民的

國王，並未想叛國。國王委員會(King’s Council)任命威廉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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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爾(William Marshal，約 1146-1219)為亨利三世的護國公

(protector)，及英格蘭王國的攝政王(regent)。1166 年，馬歇

爾年約 20 時，被封為騎士。後因娶個貴族妻，成為第一代

的彭布羅克伯爵(1st Earl of Pembroke)。他歷經亨利二世、理

查一世，及約翰國王，早已是三朝元老。他也曾輔佐過幼王

亨利，乃國之重臣。如今 70 歲了，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

老驥伏櫪，志在千里，烈士暮年，壯心不已。馬歇爾以當年

被封為騎士時，所立的誓言，接受這項艱鉅的使命。 

驅逐外敵為第一要務。1217 年 5 月 20 日，並非以作戰

專長著稱的馬歇爾，向他的部隊慷慨陳詞，“今天誰要是不

奮勇殺敵，就是可恥的懦夫，…，如果我們戰勝了，就一定

會為自己的餘生，贏得永恆的榮耀！＂而今而後，庶幾無

愧！就是這一刻了，身為騎士，馬歇爾當時心中想必澎湃不

已。經過 6 小時的廝殺，戰鬥結束，法蘭西人潰不成軍。而

英格蘭帶頭叛亂的諸侯，也幾乎都被俘虜。當年 8 月，法蘭

西人再度於海戰大敗。法蘭西王子路易，不得不接受撤軍的

恥辱。路易王子獲得一些金錢的賠償，許諾不再攻打英格

蘭，且同意自己不曾合法擔任過英格蘭國王。於是自 1066

年諾曼第王朝建立，1 百多年來，英格蘭王室所受最大的外

部威脅，至此全部解除，而金雀花王朝自此轉危為安。 

夙夜匪懈兩年多後，自 1219 年初起，馬歇爾開始健康

不佳。到了 3 月，由於病魔纏身，他知道時日無多了，遂著

手安排後事，包括要圓一樁多年的心願。塵緣已了後，馬歇

爾請來亨利三世及一些相關人員。他委請新上任的羅馬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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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節潘度夫韋拉西西奧(Pandulf Verraccio，？-1226)，日後協

助亨利三世。對這個位子躍躍欲試的人其實不少，但馬歇爾

謹慎挑選他認為最適當的人選。接著他告誡年方 12 歲的國

王，要比他的父親更恪守美德，否則他會祈禱讓國王早點去

見他的父親，以免墮落到深淵。 

在為金雀花王朝忠誠地效命一生後，1219 年 5 月，馬歇

爾溘然長逝。他去世後，如願被接納為聖殿騎士團(Knights 

Templar，或稱神廟騎士團)的一員，並被安葬在倫敦的聖殿

教堂(Temple Church)。今日若拜訪此教堂，仍可見到馬歇爾

的石棺。馬歇爾年輕時曾立志要參加十字軍東征，可惜數次

失去機會。生不能當十字軍，死要跟十字軍葬在一起。 

 

12 

聖殿騎士團的全名為“基督和所羅門聖殿的貧苦騎士

團＂(The Poor Fellow-Soldiers of Christ and of the Temple of 

Solomon)，其中“貧苦＂(poor)乃指騎士團的一切運作，皆來

自自願者的捐助支持，聖殿騎士團其實並不貧苦。此團創立

於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結束(1099)後，最初主要由一些信奉基

督教的法國騎士所組成。原本駐紮在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該寺位於耶路撒冷的聖殿山(Temple Mount)。傳說

中乃建在所羅門聖殿(Solomon’s Temple，通常指第一聖殿

(The First Temple))上，團名就是這樣來的。1129 年，聖殿騎

士團得到羅馬教廷之正式支持。自此，其規模、勢力及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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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迅速增長，甚至發展出世界上最早的銀行業。聖殿騎士

團，與十字軍的命運息息相關。1291 年，耶路撒冷被伊斯蘭

勢力攻陷，聖殿騎士團遂失去根據地，只好返回各自的國

家。但厄運尚未結束。 

1296-1303 年間，法蘭西國王腓力四世 (Philip IV，

1268-1314，1285-1314 年在位)，因向教會增稅，而與羅馬

教宗波尼法爵八世(Boniface VIII，約 1230-1303，1294-1303

年在位)，發生嚴重的衝突。這位教宗主張教權高於王權，腓

力四世早就受不了他。1296 年，他又頒佈一道敕令，規定若

未經教宗許可，而對教會徵稅者，將處以絕罰。此舉讓腓力

四世怒從心上起，惡向膽邊生。將這位教宗殺害後，腓力四

世又脅迫新選出的教宗克勉五世(Clement V，1264-1314，

1305-1314 年在位)，將教廷遷往亞維儂(Avignon，位於法國

南部，當時是教宗領地)，開始亞維儂教廷時期(Avignon 

Papacy，1309-1378，期間 7 任教宗均為法蘭西人)。在此時

期，教廷實際上為法蘭西國王所控制。看今日羅馬教宗地位

崇高無比，各國領袖對他無不畢恭畢敬，很難想像歷史上，

曾有那段不堪回首的時期。 

懷璧其罪，聖殿騎士團擁有驚人的財富，向來引人覬

覦。為解決財政問題，1307 年，腓力四世向法蘭西各地發出

密函，且令他們同於 10 月 13 日星期五打開。密函上的內容，

為逮捕各地的聖殿騎士團成員(這是西方慣稱“13 號星期

五＂，為“黑色星期五＂的起源之一)。在毫無徵兆的情況

下，法蘭西幾乎所有的聖殿騎士團成員，都因此沒有理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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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逮捕。再經殘酷審訊後，以異端的罪名，處以火刑。在歐

洲盛極兩百年的聖殿騎士團，就此即使還沒覆滅，也奄奄一

息了。 

差不多同時代，義大利著名詩人但丁(Dante Alighieri，

約 1265-1321)，對此慘劇亦不勝唏噓。他在“神曲＂(Divine 

Comedy)那部長詩裡，將腓力四世比作釘死耶穌的本丟彼拉

多(Pontius Pilate，？-36，常只稱彼拉多)。但丁寫著，“我

看到那再生的彼拉多殘忍無比，甚至這樣還不能使他滿足，

卻不法地張起貪婪的帆駛進聖殿。＂彼拉多是羅馬帝國猶太

行省之總督(26-36 年在位)，他最為後世熟知的事蹟，是判處

耶穌釘十字架。腓力四世幹的壞事罄竹難書，早在前一年，

1306 年，他便將猶太人驅逐出法蘭西。聖殿騎士團及猶太

人，此二團體，都是他的債主。當債務龐大時，有何妙方可

欠債不還？將債主驅逐或殺害，乃腓力四世想出的手段。 

1312 年，克勉五世宣布將聖殿騎士團解散，那很可能是

他順從腓力四世的要求。十字軍東征的啟動，乃兩百多年前

(1095 年)，由出生在法蘭西的教宗烏爾班二世所號召。如今

同為法蘭西人的教宗，卻協助迫害並解散聖殿騎士團。遇到

這樣的教宗，英雄怎能不淚滿襟呢？ 

聖殿騎士團具英勇、虔誠又神秘的色彩，再加上悲慘的

命運，使他們成為後世歷久不衰之創作題材。有關聖殿騎士

團的情節，經常出現在小說或電影中。如在印地安納瓊斯

(Indiana Jones)系列電影的第三集“聖戰奇兵＂(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中，美國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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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的考古學者印地安納瓊斯(Indiana Jones)，及德國納

粹(Nazis)，正邪雙方爭先尋找聖杯(Holy Grail)。據說以該聖

杯盛水，喝了能起死回生。而電影中那神奇的聖杯，就是由

一群聖殿騎士，世世代代地守護著。 

又在“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2003，丹布朗

(Dan Brown)著，尤傳莉(2004)為中譯本，亦拍成同名電影

(2006))一書中，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藝術史及

符號學(history and symbology)羅柏蘭登(Robert Langdon)教

授等人，解開了黑色藏密桶中，羊皮紙上那首 4 句詩的密語。

其中第一句是，“倫敦騎士身後爲教宗所埋葬＂(In London 

lies a knight in Pope interred)。蘭登教授等一行人，從巴黎來

到倫敦探訪的那座教堂，就是一代忠臣良相馬歇爾，臨終前

掛念的聖殿教堂。書上說，他們破解出“教宗埋葬騎士＂，

乃指 1307 年，當時的教宗克勉五世，鎮壓聖殿騎士團，並

將許多騎士處決。雖如上所述，應是腓力四世下令的，但身

為教宗，克勉五世的確脫離不了關係。被殺害的騎士，屍體

大部分是隨意處置，如扔進河裡，毫無人性可言。但其中有

很少數，則被葬在倫敦的聖殿教堂。 

今日若到倫敦拜訪此教堂，仍可見到馬歇爾的石棺。印

證“人生自古誰無死，留取丹心照汗青＂。 

 

13 

亨利三世逐漸長大，今後他得學習靠自己了。他非常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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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在他年幼便當上國王時，身邊有諸如馬歇爾這種終身以

騎士自許，對王朝忠心耿耿的重臣。他們並不想奪權取而代

之，當王國風雨飄零時，他們齊心努力以維護脆弱的王權。

因而即使國王才 9 歲，也不會有什麼大礙，王國仍會運轉如

常。 

要知王國的政府，乃如一台龐大又複雜的機器，其運轉

成效，自然取決於國王的個人才幹。在“舊約聖經＂“傳道

書＂(Ecclesiastes)的第 10 章第 16 節，“邦國啊！你的王若

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樂，你就有禍了。＂英格蘭的貴族

與國王間，平常為彼此利益的爭執，從不間斷。但逐漸演變

成，當王國有幼王時，幾乎整個英格蘭的權貴，都能“儘量＂

團結一心。他們知道，出有敵國外患，讓王國維繫不墜，此時是最

重要的。因此大多能將私利暫時拋開，戒慎恐懼，不早晨宴

樂，免得王國有禍。 

自 5 世紀初至 1066 年諾曼征服間，從歐洲大陸，陸續

有外族進入不列顛島。以一個“移民國家＂，一切都是外

來，而英格蘭自己的文化及藝術，於金雀花王朝時，才逐漸

成形。至於政治及社會形態，也是在此時期奠基。要知富國

強兵能得到的讚美通常有限，因那些往往僅是過眼雲煙。幾

百年後回顧，此王朝之所以令人刮目相看，乃是為現代英國

打下了良好基礎。 

舉一例來看。活躍於戰場的亨利二世，卻是不少法律學

者，熟知的一位英國國王。在他的統治下，英國的習慣法系

(Common Law，亦稱不成文法系、普通法系，或英美法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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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長足的發展。習慣法之特點就是判例法，即參考過去的判

決先例(precedent)，以產生約定俗成的法律。也就是法律的

產生，類似道德觀念之形成。習慣法系與成文法系(Civil 

Law，又稱為大陸法系、歐陸法系等)，並稱當今世界最主要

的兩大法系。習慣法系的基本想法是，法律乃由過去的先例

所構成，法律是被發現，而非被制定。至於法典，不過是將

先例集結成冊而已。法律須服從及遵守國家的古老風俗習

慣，這是亨利二世於 1163 年，召集全國的“教會權貴＂所宣

告的。 

另外，1215 年 6 月，在內戰期間，於叛亂貴族的壓力下，

約翰國王頒布“大憲章＂( The Great Charter)，又稱“自由大

憲章＂(The Great Charter of the Liberties)，以約束國王的權

力、保障教會、貴族，及一般國民的權利。國王的權力包括

王室直屬的森林範圍，那是王室成員狩獵享樂用的，其範圍

須有節制。而對司法、封建慣例，及各種稅之徵收等，乃貴

族所普遍關心的，也須有一套依循的準則。又由其中的一些

規定，如“寡婦自願孀居者，不得強迫其改嫁＂，及“(自願

改嫁之)寡婦得於其夫身故後，居留夫宅 40 日，在此期間，

其嫁妝應歸還＂，可看出往昔婦女在丈夫去世後，是如何的

惶恐不安，因可能被夫家賣掉或強迫改嫁。不但如此，一旦

改嫁，當初的嫁妝，特別是地產，較可能被原夫家扣住，往

往不能帶走。在距此九十餘年前，約翰國王的曾祖父富爾克

五世，在女婿威廉(即約翰的祖母瑪蒂妲之弟弟)海難去世

後，曾向親家公，也就是約翰的外曾祖父亨利一世，索回女

兒之嫁妝，包括緬因郡的幾座城堡及城鎮，遭到拒絕，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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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如今在“大憲章＂裡，將夫死後遺孀當初嫁妝之

歸屬釐清了，提高對女性之保障。 

另有一規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經同級人士之依法審

判，或經國法審判，皆不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

法律保護權、流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損害＂。有人可能覺得，

這不是當然的嗎？沒錯，今日視為當然，但在這之前，即使

貴族，都可能無緣無故被逮捕的。“大憲章＂的訂定，約翰

國王其實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迫於情勢，不得不妥協。而且

制定後，尚不確定他是否會遵守，他便過世了。但總是英格

蘭從國王、貴族至人民，均體會到國王的權力，並非無止境

的大，須受“適當的＂限制。而這便已是一大步了。自頒布

後，“大憲章＂歷經數次修改，使更合理及更可行。 

其他尚有許多成就，如英國最著名的兩所大學，都是在

金雀花王朝成立的。光設立這兩所今日舉世聞名的大學，此

王朝便讓後世尊敬了。原本英格蘭學子，想提升自己，大多

得渡海到歐洲大陸，尤其就近到法國巴黎。有些達官貴要，

也是將女兒送至法國接受教育，並學習禮儀、才藝，及風雅

的文化知識等，當然也學習在宮廷裡的生存手段。1160 年

代，英法關係不融洽，甚至不時處於緊張關係，在巴黎求學

的英格蘭學子，遂常充滿不安全感。歸去來兮，那就回家吧！ 

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究竟何時成立，現已不

可考。不過在 1096 年後，它便應已有某種形式的教學。牛

津位於倫敦西北約 70 公里，是亨利二世常待的地方，他在

那裡有宮殿。接他王位的三子理查一世，便是在牛津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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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利二世將牛津的學校，改制成大學。在他的關注下，自 1167

年起，牛津大學迅速發展。至於劍橋大學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則成立於 1209 年，乃約翰國王的時代。那年有

一群來自牛津大學的學者，由於與牛津市民有衝突，而移居

至劍橋。學者來了，學生也隨著來。為提供外來者的居所，

於是劍橋遂大興土木，開發迅速。至 1226 年，在劍橋的學

者數，便已夠多了，逐漸組織化，而有了大學的形式。1231

年，亨利三世頒發飭令，將此組織的成員納入保護，以免受

當地地主的剝削，並准許此組織能相當程度的自治，並免除

部分稅賦。 

對此金雀花王朝的歷史有興趣者，可參考“金雀花王

朝：開創英格蘭的武士國王與王后們＂(The Plantagenets: The 

Warrior Kings and Queens Who Made England，2012，丹瓊斯

(Dan Jones，1981-)著，陸大鵬(2019)為中譯本)。 

 

14 

亨利三世的兒子愛德華一世(Edward I，1239-1307，

1272-1307 年在位)，於 1296 年征服蘇格蘭王國後，曾統治

蘇格蘭一段時期。除擁有蘇格蘭外，英格蘭國王也不時為愛

爾蘭王國的領主，且自 1553 年起至 1801 年，組成聯合王國

前，雖是兩個不同的王國，但這段時期，愛爾蘭王國的君主，

皆由英格蘭的君主擔任。昔日歐洲這種同時擔任兩個國家之

君主的情況，可說屢見不鮮。如英格蘭王國的第一位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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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麗一世的公公卡洛斯一世，便除了為西班牙國王，以及神

聖羅馬帝國的皇帝外，亦同時為歐洲其他好幾個王國的君

主，那時西班牙乃強大無比。在中世紀，歐洲王室間通婚頻

繁，而或弱肉強食，或就是沒顧慮那麼多，在以血緣為王位

繼承之主要考量下，是可能有某國君主，在另一國，甚至另

好幾國，亦有王位繼承權。 

現任英國女王伊莉莎白二世，1947 年，她 21 歲時，與

希臘和丹麥王子菲利浦(Philip，1921-)結婚。兩人皆為英國

維多利亞女王的玄孫(great-great-grandchildren)。菲利浦的父

親，是當時希臘國王的第四子，因而菲利浦在希臘的繼承順

序其實很低。但那時已知伊莉莎白公主，為英國王位之推定

繼承人(presumptive heir，亦稱假定繼承人，指在君主制國

家，依法為王位之第一順位繼承人)。所以，雖菲利浦會繼承

希臘王位之機率微乎其微，但應是順從英國方面的要求，為

了以防萬一，於結婚前，菲利浦放棄希臘王位的繼承權。現

代各國壁壘分明，若夫妻二人分別為兩國君主，而兩國有紛

爭就麻煩了。甚至，生下的孩子若同時繼承兩國君主，是很

難想像的情況，才會如此採防範措施。今日一個人同時為兩

國君主，恐怕已極不易發生了。 

不過目前伊莉莎白二世，為大英國協(Commonwealth of 

Nations，有 53 個會員國，成員大多為前英國殖民地或保護

國，包括澳洲、紐西蘭及加拿大等)之元首，她身兼包括英國

在內的 16 個大英國協王國(Commonwealth realm)之元首，但

這種元首，僅為象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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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說過，亨利二世的妻子埃莉諾，曾先後當過英格蘭

及法蘭西兩國的王后。那是否有曾當過英法兩國的國王者？

同時為英格蘭國王及法蘭西的公爵或伯爵的，不足為奇。因

從 1066 年，征服者威廉，以諾曼第公爵的身分，跨海過來

征服英格蘭，且當上國王以來，歷來曾有好幾位英格蘭國

王，在法蘭西亦有領地。但現在問的是，是否曾有在英吉利

海峽的兩岸，同時或先後當過國王者？ 

以寬鬆的標準來說，答案是肯定的，我們已給過一例

了。法蘭西國王路易八世(1223-1226 年在位)，在登基前，即

仍是王子時，從 1216 年 6 月 2 日，至 1217 年 9 月 22 日，

曾擔任過英格蘭國王。那時一些叛亂貴族，打算廢黜英格蘭

的約翰國王，在他們的邀請下，路易王子入侵英格蘭，並被

擁立為國王。直到隔年，他被馬歇爾打敗，黯然神傷地返回

法蘭西為止。因此路易八世曾先後當過英法兩國的國王。只

是路易八世，於 1217 年戰敗時，被迫與英格蘭簽訂城下之

盟，同意自己不曾合法擔任過英格蘭國王。所以嚴格來說，

路易八世並不算曾當過兩國的國王。 

法蘭西國王腓力四世，他妻子胡安娜一世(Joan I，

1273-1305)，是納瓦拉王國(Kingdom of Navarre，一個不算

太大的王國，1300 年時，面積約 1 萬平方公里，後來分屬法

蘭西及西班牙兩國)的女王。他們育有順利長大的 3 兒 1 女。

分別是兒子路易 (即後來的國王路易十世 (Louis X)，

1289-1316，1314-1316 年在位)、腓力(即後來的國王腓力五

世(Philip V)，約 1293-1322，1316-1322 年在位)、查理(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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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國王查理四世(Charles IV)，1294-1328，1322-1328 年在

位)，及女兒伊莎貝拉(Isabella，約 1295-1358)。本來有 3 個

兒子，通常便不必擔心王位沒人繼承。但由於腓力四世的 3

子都活得不夠久，當他們都去世後，王位之繼承便出了問

題。這其中有些細節要先說明。 

路易十世於 1305 年，其母親胡安娜一世過世後，便已

繼承了納瓦拉王國的王位。1314 年 11 月，46 歲的腓力四世

駕崩，路易十世又接任法蘭西王位。自此納瓦拉與法蘭西，

兩頂王冠合而為一。睥睨天下不到兩年，1316 年 6 月，才

26 歲的路易十世，便短命而死，遺下已懷孕的第二任妻子匈

牙利的克萊門斯(Clementia of Hungary，1293-1328)。若生下

的是兒子，便可繼承王位，那就勉強等待吧！當時有幾個人

夠資格成為攝政，最後路易十世的弟弟腓力五世，自封為此

遺腹子之攝政。當年 11 月 15 日，約翰一世(John I)出生，但

5 天後，11 月 20 日便夭折。前王沒有留下子嗣可繼承王位，

這是法蘭西卡佩王朝(Capetian Dynasty，987-1328)前所未遇

的情況。 

路易十世與第一任妻子勃艮第(Burgundy)的瑪格麗特

(Margaret of Burgundy，1290-1315)，育有一女兒胡安娜

(Joan)，即後來的胡安娜二世(Joan II，1312-1349)，這時才 4

歲，她能繼承王位嗎？依據當時的薩利克法(Salic law，亦稱

Salian law)之規定，亡者若未留下子嗣但有女兒，則土地可

由其女兒繼承。因而法蘭西的王位，名正言順，可由胡安娜

繼承。女王？此一破天荒的概念，在重視血緣的年代，法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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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並不乏貴族支持。但有些卻無法接受，得行臣從之禮的對

象，是個女性？坐在王位上的人，怎能是女的呢？ 

政治問題政治解決，腓力五世擺平了幾位較具影響力的

貴族後，於 1317 年 1 月 9 日，匆匆上任。但有不少貴族卻

拒絕出席他的加冕典禮；在幾座城市，更有示威抗議。雖費

盡心機搶到王位，才不過 4 年，1322 年 1 月，腓力五世便去

世了，得年約 29 歲，比他哥哥長命些。他與妻子育有 4 女 1

子，其中 4 個女兒都順利長大，唯一的兒子，卻僅活了 8 個

月，於 1317 年 2 月夭折。依據 1316 年，腓力五世再修訂的

薩利克法，因他死時無子嗣，遂由他的弟弟查理四世繼位。

比他兩個哥哥都在位久一點，6 年後，1328 年 2 月，查理四

世逝世時，亦未留下子嗣。雖他有女兒，但因早已立下王位

不由女性繼承之規定，於是女兒便沒什麼好考慮了。現該如

何是好？ 

查理四世擁有納瓦拉及法蘭西兩個王位。首先，來看法

蘭西方面。並沒有太大爭議，安茹伯爵腓力六世(Philip VI，

1293-1350，1328-1350 年在位，安茹是他母親結婚時帶進來

的)，於 1328 年 4 月登基。延續 3 百多年的卡佩王朝，至此

也就結束了，其支系瓦盧瓦王朝(House of Valois，1328-1589)

開始。為何以瓦盧瓦為王朝名？因腓力六世的父親為瓦盧瓦

公爵查理(Charles，Count of Valois，1270-1325)，乃腓力四世

的弟弟。腓力六世為查理四世之堂兄，算是近親。但問題來

了。與查理四世血緣最接近的男性親屬，並非腓力四世，而

是他的外甥，即那時的英格蘭國王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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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1377，1327-1377 年在位)。愛德華三世的母親伊莎貝

拉，為查理四世的妹妹，兄妹兩人只差 1 歲。妹妹的兒子，

與叔叔的兒子，前者是三等親，後者是四等親。只是法蘭西

的貴族，卻獨鍾腓力六世。 

納瓦拉的王位呢？納瓦拉王國於當年 4 月，迎來查理四

世的姪女，也就是立胡安娜一世的孫女胡安娜二世為女王

(1328-1349 年在位)，因該王國並未實行薩利克法，女君主乃

毫無問題。只是自十餘年前，路易十世過世後，王位先後被

腓力五世及查理四世兩兄弟“霸據＂，大多數的納瓦拉貴族

均很不平，先後拒絕向此二王效忠。如今機會來了，遂趁查

理四世去世，迎回十餘年來，他們認為唯一有繼承權的胡安

娜二世。 

其實基於“平等互惠＂的原則，愛德華三世接法蘭西國

王的王位，並沒什麼不行。因自 1066 年，征服者威廉以來，

有很長一段時間，英格蘭國王至少是 4 分之 3 的法蘭西人，

因國王的父親有法蘭西血統，而母親來自法蘭西。所以，既

然英格蘭宮廷，能欣然接受由法蘭西裔掌控，那法蘭西豈有

道理排斥國王來自英格蘭？何況根本是親戚，都是一家人。 

事實上，早期英格蘭國王的“母語＂(mother tongue，母

親的語言？)，幾乎都是法語。一直要到諾曼征服後 3 百多

年，由於亨利四世(Henry IV，1367-1413，1399-1413 年在位)

的母親生於英格蘭，他遂成為第一位“母語＂為英語，而非

法語的英格蘭國王。之前英格蘭的君主或王子，都娶來自歐

洲大陸(特別是法蘭西)的國王或貴族的女兒。過了約 3 百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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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蘭王室娶妻，才開始想到“本土化＂。 

法蘭西人的觀點是，由於薩利克法，愛德華三世的母親

伊莎貝拉，便已無法蘭西王位的繼承權了，因此她根本沒有

王位可傳承給愛德華三世。英格蘭方面，則認為薩利克法只

是禁止女性繼承，卻沒禁止經由女性來繼承。就如約 2 百年

前，瑪蒂妲雖未繼承英格蘭王位，但她兒子亨利二世仍繼承

了(透過史蒂芬正式的收養，並指定為繼承人)。起初愛德華

三世對腓力六世的繼承法蘭西王位，還沒那麼在意。但後來

兩國在商業及領土上，有極大的糾紛，愛德華三世火大了，

1337 年，遂宣稱他才是法蘭西王位的合法繼承人，法蘭西當

然不會同意。為此爭執，還開啟兩國間的百年戰爭(Hundred 

Years’ War，1337-1453)。 

雖說百年戰爭，但這其實是由 1337 至 1453 年間，英法

兩國間的一系列衝突，而非一次長期戰爭。在此期間，英格

蘭的國王，持續試圖確立他們對法蘭西王位的主權。 

 

15 

1415年，愛德華三世的曾孫，英格蘭國王亨利五世(Henry 

V，1386-1422，1413-1422 年在位)舉兵入侵諾曼第。當年

10 月 25 日，在亨利五世的率領下，英軍與一支龐大的法蘭

西軍隊，在阿金庫爾(Agincourt，法國北部一小鎮)交戰。這

就是歷史上著名的阿金庫爾戰役(Battle of Agincourt)，是英法

百年戰爭中，一場著名的以寡擊眾戰役。英軍以傳統的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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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弓箭手為主力，大敗人數可能有 5、6 倍之多，由法蘭西

貴族組成的精銳部隊。戰後亨利五世返回倫敦時，受到市民

的熱烈歡迎，視他如亞歷山大大帝再世般。 

阿金庫爾戰役後的幾年，亨利五世數度率軍重返法蘭

西，並一再獲得輝煌的戰績。自 1204 年，英格蘭的約翰國

王，被法蘭西國王腓力二世逐出諾曼第以來，1419 年夏天，

亨利五世已成為兩百多年來，第一位實際控制諾曼第的英格

蘭國王。英格蘭舉國上下，無不感到揚眉吐氣，亨利五世可

說是光宗耀祖。如今巴黎已向他招手，等著他去征服了。整

個法蘭西，人人心驚膽顫，文武百官倉皇無計。 

這時法蘭西國王，是查理六世(Charles VI，1368-1422，

1380-1422 年在位)。他的精神狀況長期有問題(其狀態大約是

今日所稱的思覺失調(early psychosis))，根本沒有能力治國。

他又在位特別久，真是國之不幸。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動

盪不安，就難以避免了。查理六世的大弟奧爾良公爵路易一

世(Louis I，Duke of Orleans，1372-1407，1392-1407 年在位)，

及四叔勃艮地公爵腓力二世(Philip II，Duke of Burgundy，

1342-1404，1363-1404 年在位)，兩人都還有其他爵位，皆

屬位高權重的皇親國戚。權貴紛紛選邊，由兩人分別領軍的

兩派強大的貴族群，為了土地及攝政權的爭奪，雖是至親，

卻彼此仇恨到有如不共戴天。1407 年 11 月 23 日，奧爾良公

爵在巴黎街頭，被 15 名蒙面歹徒刺殺。唆使者是大他 1 歲

的堂哥，勃艮地公爵腓力二世的長子及繼承人，即無畏的約

翰(John the Fearless，1371-1419，1404-1419 年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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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敵壓境，法蘭西卻內鬨不斷，且頻動干戈。手段凶狠

加上沒有理念，謀殺與背叛，在這段時期的政壇，屢見不鮮。

後來查理六世的王后及她親近的勃艮第派，覺得這場仗已打

不下去了，他們向亨利五世求和，並奉上法蘭西王冠。贏者

全拿，1420 年 5 月 21 日，亨利五世在特魯瓦(Troyes，當時

為香檳(Champagne)伯爵領地的首府)，與法方簽訂“特魯瓦

條約＂(Treaty of Troyes)，這是英格蘭一巨大的勝利。而對法

蘭西，卻沒有比這更屈辱的條約了。 

自 1066 年，征服者威廉入主英格蘭以來，過去幾百年，

由於在法蘭西有領地，英格蘭君主除國王外，另有一身分是

法蘭西國王的臣屬，法蘭西人因而一直覺得高英格蘭人一

等。當英格蘭逐漸強大後，英格蘭國王就很不情願對法蘭西

國王紆尊降貴了。1324 年，由於英法兩國間有些糾紛，剛登

基的法蘭西國王查理四世，擺出強硬姿態，舉兵入侵加斯科

涅公國(Duchy of Gascony，在今日法國西南部和西班牙東北

部)，那是英格蘭自認擁有的領地。 

當時英格蘭政局非常不穩定，國王愛德華二世(Edward 

II，1284-1327，1307-1327 年在位)，由於用人不當、處事不

公，不少貴族，早就怨氣沖天。他侵略蘇格蘭慘敗，連妻子

伊莎貝拉王后都險些被俘，更為時人所訕笑。而他藉作戰的

名義，徵了不少稅，錢多到使他的金庫滿到快溢出來。當時

有記載說，愛德華二世是英格蘭自征服者威廉以來，最富有

的國王。這樣的君主，不得人心乃是必然。終於在 1321 年，

爆發北方諸侯聯盟，共同反對國王。雖戰亂於隔年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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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時愛德華二世豈敢御駕親征法蘭西？一旦離開英格

蘭，恐怕心存不滿的貴族，立刻又趁機叛亂，將他從王位趕

下，那他只好淪落法蘭西了。但派兵渡過海峽，卻非由國王

率領，這可違反英格蘭的傳統。 

既然不能作戰，只好求和。於陸續派出幾個使節團去交

涉皆無效後，愛德華二世遂派出最高規格的使節，即他的妻

子伊莎貝拉王后。伊莎貝拉自來到英格蘭後，便覺得受到輕

視怠慢。愛德華二世夫婿在乎他的寵臣，更甚於她(有傳聞他

有斷袖之癖)。國王如此，宮廷上下，把王后放眼裡的，自然

更沒幾個人。伊莎貝拉在英格蘭宮廷如坐針氈，她很高興能

有這個機會離開。之前她已有路易十世及腓力五世兩個哥

哥，依序當上法蘭西國王，但她都沒有機會去恭賀他們。大

她 1 歲的查理四世，是她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被加冕為國王

的哥哥，她極雀躍能有這一趟返鄉之旅，探訪哥哥及親人。

愛德華二世為查理四世唯一的妹婿，但兩國相爭，動起武

來，對妹婿並不會客氣。 

1325 年 4 月 1 日，伊莎貝拉王后在盛大的儀式中，進入

巴黎，對待妹妹跟妹婿當然大不相同。法蘭西人熱烈歡迎他

們嫁到英格蘭的公主回娘家，伊莎貝拉快樂地與她哥哥團

聚。她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雖她的談判技巧，並不比英格

蘭之前派出的任何一位使節高明，但哥哥願意給妹妹面子，

加斯科涅算是維持在停戰狀態。任務達成後，伊莎貝拉並不

急著返回英格蘭。自 1308 年 1 月，她 12 歲(生於 1295 年)

時抵達英格蘭，與愛德華二世成親(她於 1312 年 11 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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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時生下長子愛德華，即後來的愛德華三世)以來，她離開家

園已 17 年了。除了 1313 年 5 月底，應父親腓力四世之邀，

他們夫婦曾連袂訪問法蘭西 1 個多月(待到當年 7 月中旬)，

她已十餘年沒回故鄉了。她想多停留一陣子，直到夫婿來訪

問法蘭西，再一起回英格蘭。 

但愛德華二世怎會想踏上法蘭西呢？一方面，如前所述

的不安全感，使他絕不放心離開英格蘭。另一方面，去法蘭

西，不就得向法蘭西國王行君臣之禮？向岳父還可以，向比

自己小 10 歲的小舅子查理四世屈膝，那怎麼行！幾經商議，

最後拍板定案，愛德華二世將亞奎丹及蓬蒂厄(Ponthieu，在

今日法國北部)的領地，封給長子愛德華，再由他以視察領地

的名義，前往法蘭西。於是 1325 年 9 月中旬，12 歲的愛德

華王子走訪領地後，以領主身分，向法蘭西國王宣誓效忠。 

以上略說明早期英法兩國間，既平等又臣屬的關係。如

今“特魯瓦條約＂，扭轉了兩國的情勢。條約的第一條還

好，為英格蘭國王亨利五世，跟查理六世的女兒瓦盧瓦的凱

瑟琳(Catherine of Valois，1401-1437)結婚。但之外，則是亨

利五世成為法蘭西的攝政王，且他以及將來的子嗣，擁有在

查理六世死後，繼承法蘭西王位的權利。難怪法蘭西人大感

屈辱了。只是英法兩國真的要合而為一了嗎？ 

包括夭折在內，凱瑟琳的母親共生了 12 個孩子，6 男 6

女，相當多產。其中有 5 個男孩，至 1407 年，便皆已死去。

凱瑟琳排序第 10(女兒中最小的)，她排序第 11 的弟弟查理七

世(Charles VII，1403-1461，1422-1461 年在位)，為唯一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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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男孩，因而為王位之推定繼承人，但在特魯瓦條約簽訂

後，其王儲的身分便就被取消了。但他並不願接受這樣的命

運。 

依當時的記載，凱瑟琳是個很吸引人的女孩，亨利五世

初見她時，就深深為她著迷。但說起來，33 歲的亨利五世，

娶 18 歲的凱瑟琳，並不能算是勝利者的獎賞。因英法兩國

的王室，本來就經常聯姻，即使在百年戰爭期間，也沒有停

止過。 

像法蘭西國王查理六世的二女兒，也就是凱瑟琳的二姐

瓦盧瓦的伊莎貝拉 (Isabella of Valois，又稱 Isabella of 

France，1389-1409，在她之前的 1 兄 1 姐皆早夭)，比凱瑟

琳早二十餘年，便已坐上英格蘭王后的寶座了。在前任王后

於 1394 年過世後，1396 年，伊莎貝拉才 6 歲多，百分之百

仍是個孩童時，便嫁給理查二世(Richard II，1367-1400，

1377-1399 年在位，他是亨利五世的前前任國王)，成為他的

第二任妻子。另外，理查二世的前前任國王愛德華二世，他

的妻子伊莎貝拉，我們已提過了，是法蘭西國王腓力四世之

獨生女，兩人生下愛德華三世。只是這一英法兩國王室的血

脈融合，並未感動人，或傳為佳話，反而為了法蘭西王位的

繼承權，引發百年戰爭。 

夾在愛德華二世與理查二世間的國王，即愛德華三世，

他的妻子又來自何處？愛德華三世的妻子埃諾的菲利帕

(Philippa of Hainault ， 1313-1369) ， 生 於 瓦 朗 謝 訥

(Valenciennes)。她父親是埃諾伯爵威廉一世(William I，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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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ainaut，1286-1337，1304-1337 年在位)，母親是瓦盧瓦

的瓊(Joan of Valois，1294-1342，法蘭西國王腓力三世(Philip 

III，1245-1285，1270-1285 年在位)的孫女)。雖瓦朗謝訥為

今日法國北部諾爾省(Nord)的一小城(相當接近比利時)，但在

當時屬於低地諸國，而不屬於法蘭西。 

羅傑莫蒂默(Roger Mortimer，1287-1330)是馬奇男爵埃

德蒙莫蒂默(Edmund Mortimer，March Lord，1251-1304)之

子。他原本極忠於愛德華二世，後來加入反對國王的陣容。

1322 年，在一場由貴族發動的叛亂失敗後，羅傑莫蒂默被監

禁於倫敦塔。1323 年 8 月，他越獄成功，並逃到法蘭西，受

到國王查理四世的歡迎，因而很自然地遇到伊莎貝拉。伊莎

貝拉為他傾倒，兩人結成一對驚世駭俗之情侶，毫不避諱地

同進同出，包括如夫妻般地出席 1325 年，查理四世第三任

妻子的加冕典禮。再也無法忍受戴綠帽的愛德華二世，於

1326 年 2 月，一狀告到羅馬教宗，說妻子不忠，與叛賊羅傑

莫蒂默在一起，不但自己滯留法蘭西不歸，還扣留兒子不准

他回國。在教宗絕罰的威脅下，查理四世只好要求他妹妹伊

莎貝拉及羅傑莫蒂默，離開法蘭西。 

羅傑莫蒂默這時已在歐洲找到一些盟友，這對情侶在埃

諾伯爵之領也，獲得一棲身地。而少年愛德華王子，在那裡

與埃諾伯爵的女兒菲利帕訂婚。在埃諾伯爵的支持下，伊莎

貝拉與羅傑莫蒂默，組了一支軍隊，其中包含若干反對愛德

華二世，因而流亡歐洲大陸的貴族，及數百名荷蘭與日耳曼

的傭兵，於 1326 年 9 月，渡海攻打英格蘭，目標是除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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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及其亂政寵臣。因而愛德華王子的這樁婚姻，可能是近水

樓台，也可能是政治聯姻。 

英格蘭國王以法蘭西(或鄰近國家)的公主，或貴族的女

兒為妻，乃稀鬆平常。一方面是傳統，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因

素，畢竟相互結盟可以壯大聲勢。當然此二原因，多少都是

基於地緣關係。說到底，英法兩國的王室，根本都是親戚。 

 

16 

亨利四世，他是英格蘭介於理查二世與亨利五世間的國

王，他的妻子來自何處？ 

理查二世的父親，是愛德華三世的長子伍德斯托克的愛

德華(Edward of Woodstock，1330-1376)，他有黑太子(Black 

Prince)之稱，因據說他的盔甲是黑色的，此外號最早見於 16

世紀的文獻中，他生前從未被如此稱呼過。理查二世並非長

子，他有個哥哥昂古萊姆的愛德華(Edward of Angouleme(在

法蘭西)，1365-1370)。由於都叫愛德華，只好以出生地來區

隔。理查二世的父及兄，兩位愛德華，都比他祖父愛德華三

世早死(因此黑太子一生中就只是太子，並未當上國王)。於

是 1377 年 6 月，當愛德華三世過世時，10 歲的理查二世，

便登基成為英格蘭國王。他在位時倒行逆施，不得人心，惹

怒了農民及貴族，於 1399 年被罷黜，接他王位的，是只比

他小幾個月的堂弟亨利四世，兩人都是愛德華三世的孫子。

隔年理查二世便去世了，傳聞他有可能是被餓死的。對一個



 94

從出生起，便錦衣玉食的國王，這應是很殘酷的死法。 

亨利四世為何會將他堂哥理查二世從王位拉下來？中

國傳統認為，推翻暴君乃順乎天而應乎人。如在“孟子＂

“梁惠王下＂中說，若起兵去征討暴君，人民將“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又說“誅其君而吊其民，若時雨降，民大

悅＂。甚至，如“江山如此多嬌，引無數英雄競折腰＂(出自

毛澤東(1893-1976)的“沁園春＂“雪＂)中所顯示，就算沒

有暴政，王位也是常有人覬覦。企圖對王位取而代之，在中

國歷代，屢見不鮮，只是大多以失敗收場。但在極尊重血統

的英格蘭，“篡位＂是很難想像的。如果因對國王不滿意，

就將他趕下來，換個人當，那國家豈有秩序可言？在理查二

世之前，只有他的曾祖父愛德華二世，因當得實在天怒人

怒，因而被罷黜。即使這樣，被推上王位者，仍為其兒子愛

德華三世。其他人縱使對王位有野心，也只能盡量藏在心

裡。要知篡人位者，人恆篡之。篡位奪權，在英格蘭乃極少

見。那亨利四世何以敢如此大膽？ 

亨利四世的父親岡特的約翰(John of Gaunt(即今日比利

時的 Ghent)，1340-1399)，為愛德華三世的四子。雖二哥夭

折，使約翰的地位上升些，成為存活的三子，但他仍沒分到

太多領地。為兒子設想，愛德華三世安排他娶蘭開斯特的布

蘭奇(Blanche of Lancaster，1342-1368)，那是當時英格蘭最

富有且最具影響力的第一代蘭開斯特公爵葛洛斯蒙的亨利

(Henry of Grosmont，1st Duke of Lancaster，約 1310-1361，

亨利三世的曾孫)之二女兒。蘭開斯特公爵沒有兒子，就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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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兒。顯然愛德華三世為兒子擇偶，乃經深思熟慮，而非亂

點鴛鴦譜。 

岡特的約翰與布蘭奇，皆為亨利四世之玄孫，兩人算是

遠房堂兄妹，婚禮於 1359 年舉行。1361 年，約翰的岳父去

世，約翰即獲得岳父約一半的土地，成為英格蘭北部最大的

地主，及蘭開斯特伯爵的頭銜，還有一些其他領地的繼承

權。1362 年，妻子唯一的姐姐也過世，且未留下任何子女。

於是幸運的約翰，不但繼承岳父公爵的頭銜，岳家大部分的

財產也都屬於他了。結婚不過 3 年，約翰在英格蘭和法蘭西，

便擁有至少 30 座城堡和莊園，他簡直有個王國了。這位新

科蘭開斯特公爵，遂從一無所有，在很短的時間內，一躍而

為當時英格蘭幾乎富可敵國，且政治地位極高的貴族。此乃

婚姻給約翰帶來的好處，這全得感謝他父親愛德華三世的好

眼光。1368 年，約翰的妻子布蘭奇過世。1371 年，約翰迎

娶西班牙卡斯提爾王國(Kingdom of Castile，後來與亞拉岡王

國(Kingdom of Aragon)合併後，形成今日的西班牙)的女兒康

斯坦斯(Constance of Castile，1354-1394)。食髓知味，約翰曾

企圖獲得卡斯提爾的王位，但他的爭取並未成功。 

卡斯提爾的王位爭取不成就算了，反正約翰的領地已經

夠大了。但 1399 年 2 月，約翰去世後，理查二世沒收他的

財產及爵位。不僅如此，身為長子的亨利，繼承權被取消不

說，還被貼上叛徒的標籤，且被流放。被逼迫到這個地步，

已無法隱忍，只好反了！本來貴族擁有資源及強大的勢力，

當國王有需要時，可為其後盾。理查二世本身沒什麼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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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施政暴虐無道，少有願意為他賣命的貴族，才不過幾個

月，亨利便將王位奪取到手。1399 年 10 月 13 日，亨利在西

敏寺加冕，即為亨利四世，並開啟了蘭開斯特王朝(House of 

Lancaster，1399-1461)，那是歷時 245 年的金雀花王朝

(1154-1399)之一分支。中國的改朝換代，是換由另一家族來

統治。英國的朝代更迭，則常仍是同一家族。 

由於母親生長在英格蘭，亨利四世很可能是英格蘭自諾

曼征服以來，第一位加冕時，以英語致辭的君主。那時英格

蘭的宮廷語言，大抵是法蘭西西北部的方言。亨利四世的第

一任妻子，即亨利五世的母親，是瑪麗德博亨(Mary de 

Bohun，約 1369-1394)，她父親是英格蘭的一位伯爵。喔！

亨利四世跟父親一樣，妻子不是來自法蘭西。雖丈夫當上英

格蘭國王，但瑪麗德博亨卻從未成為王后，因她在丈夫登基

前，就已去世了。所以亨利五世的母語亦為英語。亨利四世

的第二任妻子，是 1403 年迎娶之納瓦拉的瓊 (Joan of 

Navarre，約 1368-1437，這是她第二次婚姻，第一任丈夫為

英格蘭的一位公爵，死於 1399 年)，她父親是法蘭西的一位

伯爵及納瓦拉王國的國王，母親即胡安娜二世女王。不知是

否無可避免地偏愛法蘭西，亨利四世的兩任妻子，便有一位

來自法蘭西。 

回到理查二世的妻子伊莎貝拉。結婚不過 3 年多，1400

年 2 月 14 日，才 10 歲多的伊莎貝拉，便成為寡婦了。娘家

法蘭西宮廷要伊莎貝拉回去，但亨利四世不同意。法蘭西公

主彷彿奇貨可居，亨利四世希望伊莎貝拉嫁給他的長子，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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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的國王亨利五世，但她拒絕了。是因不願嫁給殺夫仇人

的兒子嗎？那就不得而知了。1401 年 8 月，亨利四世終於允

許這位苦命的前王后，返回家鄉，但留下她的嫁妝。雖 1215

年，約翰國王便已頒布“大憲章＂，其中有妻子在丈夫死

後，可拿回嫁妝的規定，但亨利四世卻未遵守。1406 年，亨

利四世重提伊莎貝拉與兒子結婚的建議，但法蘭西宮廷拒絕

了。而又不知是否為了不想再與亨利四世糾纏，當年 6 月底，

16 歲的伊莎貝拉，嫁給才 11 歲的表弟。1409 年，命途多舛

的伊莎貝拉，於生下一女兒後，死於難產，得年不過 19 歲。 

以往生產對女性而言，風險極高。回顧兩百多年前，亨

利二世的妻子埃莉諾，與兩任國王丈夫(首任丈夫為法蘭西的

路易七世)，分別生了兩個女兒，及 5 男 3 女，總共 10 個孩

子，且身體似未因多次生產而耗損，除幼子約翰國王外，丈

夫及 4 個兒子都比她早死。享壽約 82 歲，實在不容易。 

附帶一提，今日英國依然有公國存在，但不多，僅有兩

個。其中之一，便是蘭開斯特公國(Duchy of Lancaster)，為

蘭開斯特公爵的領地及產業，由獨立的信託機構運作，以爲

英國君主提供收入，且不受英國皇家財產局的管轄。其擁有

的地產達 18,433 公頃(184.33 平方公里)，主要分布於威爾斯

和英格蘭的幾個郡。此公國的領地，最早屬於第一代蘭開斯

特伯爵愛德蒙克勞奇巴克(Edmund Crouchback，1st Earl of 

Lancaster，1245-1296，為亨利三世的曾孫)。經過一系列的

兼併後，於 1351 年，形成如前所述的蘭開斯特公國，而亨

利四世的父親岡特的約翰之第一個岳父，即葛洛斯蒙的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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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便為第一代蘭開斯特公爵。 

之後，因葛洛斯蒙的亨利沒有男性繼承人，1361 年他過

世後，爵位被撤銷。1362 年，重新冊封他的女婿為第一代蘭

開斯特公爵。1399 年 2 月，岡特的約翰過世，爵位由其子亨

利四世繼承。同年亨利四世登基為英格蘭國王，公爵頭銜遂

與王位合併，蘭開斯特公爵再度被取消。1399 年 11 月，亨

利四世冊封其長子亨利為蘭開斯特公爵。1413 年，亨利繼承

王位，成為亨利五世時，蘭開斯特公爵再度與王位合併。此

後蘭開斯特公爵，便不再冊封，但英國君王，傳統上會在自

己的名號上加“蘭開斯特公爵＂。 

另一個今日依然存在的公國，為康瓦爾公國(Duchy of 

Cornwall)。此公國是在 1337 年 3 月，愛德華三世依據“大

憲章＂，將原本的康瓦爾伯爵(Earl of Cornwall)改制而成，並

授予長子愛德華。黑太子遂成為第一代康瓦爾公爵(1st Duke 

of Cornwall)，這是英格蘭王國的第一個公爵爵位。此乃公爵

頭銜，第一次出現在英格蘭，以突顯康瓦爾這個王室直屬的

伯爵領地，自此起享有特殊地位。又公爵(duke)的頭銜，乃

源自法蘭西 duc。 

黑太子愛德華驍勇善戰，他不但被同時代的人，視為騎

士精神(chivalry)之典範，且被視為他的時代最偉大的騎士之

一。在英法百年戰爭初期，他是英軍最著名的指揮官，只是

他尚未繼承王位就過世了。他享年將近 46 歲，在當時並不

算短命。未能繼承王位，乃因他的父親愛德華三世，活得較

久(以那時的標準)，享年 64 歲。之後，公爵爵位再度冊封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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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兒子，也就是理查二世。1421 年，“大憲章＂經修訂後，

明定康瓦爾公爵僅授予英格蘭君主的長子，且是王位繼承

人。此公國擁有約 54,090 公頃(540.9 平方公里)的土地，面積

約為蘭開斯特公國的 3 倍。做個比較，台北市的面積約為

271.8 平方公里。現任康瓦爾公爵，為伊莉莎白二世女王的

長子威爾斯親王查爾斯 (Charles，The Prince of Wales，

1948-)。根據傳統，康瓦爾公國的各種投資與地產租金，主

要是用來負擔王儲及其家人的生活費用。 

 

17 

不知是否因十餘年前，沒娶成姐姐，於是今日將娶其小

妹，列入戰勝的條約中。但這場婚姻對亨利五世而言，應也

有政治上的考量，因他認為，此舉有助於他同時統治英法兩

國。並不耽擱，1420 年 5 月 21 日，與法蘭西簽訂特魯瓦條

約的 12 天後，6 月 2 日，亨利五世便與查理六世最小的女兒

凱瑟琳，在特魯瓦遵照法蘭西的儀式，舉行隆重盛大的婚禮。 

亨利五世是個戰士，戰場才是他活躍處。沒有蜜月，婚

禮的次日，他便率軍離開特魯瓦，去攻打桑斯(Sens，在特魯

瓦之西，約 1 天路程)，因凱瑟琳的弟弟查理與他的支持者，

正在那裡頑強地抵抗。這位王子，雖王儲的身分被剝奪，卻

仍在為法蘭西的生死存亡而戰，他不願就此屈服。亨利五世

將妻子暫時交給她的父母照顧，他自己則一個城又一個城地

攻打。1420 年 12 月 1 日，凱瑟琳目睹她的夫婿，在她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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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陪同下，以勝利者之姿，首度進入巴黎。兩個月後，凱瑟

琳與亨利五世，從法蘭西的加萊(Calais)，乘船前往英格蘭的

多佛(Dover)，於 1421 年 2 月 1 日登陸英格蘭。才 18 歲，一

個在娘家排序第 10，原本不必承擔什麼責任的最小公主，如

今被當做戰敗者的貢品，離開她的國家，到海峽的另一岸，

展開新生活。雖夫婿為一代英雄，但這是她樂意的婚姻嗎？ 

自己的國家外患當頭，諸侯們卻不以大局為重，仍在爭

權奪利，此乃凱瑟琳深刻體會的。反觀英格蘭，這是一國勢

強盛，且政治安定的王國。在她夫婿的領導下，全國團結一

心。沒錯，為了作戰，及不斷對外擴展，必須徵收重稅。但

在阿金庫爾戰役，及之後的一連串勝利，上自貴族下至平

民，莫不受到鼓舞，心甘情願地承受重賦。凱瑟琳一抵達倫

敦，即受到英格蘭臣民誠心地歡迎，她知道這乃愛屋及烏。

亨利五世盡力為其愛妻打造一舒適的環境。當王后隨同國王

四處巡視時，她發現英格蘭是個富裕又熱情好客的國家。每

到一處，她與國王都會收到從平民、教士至貴族，獻上他們

各自最貴重的禮物。很快凱瑟琳打心底喜愛這個丈夫，以及

這個國家。 

亨利五世頗具領袖魅力，極得貴族的愛戴。他又有 3 個

忠誠又幹練的弟弟：第一代克拉倫斯公爵湯瑪斯(Thomas，

1st Duke of Clarence，1387-1421)、第一代貝德福德公爵約翰

(John，1st Duke of Bedford，1389-1435)，及格洛斯特公爵韓

福瑞(Humphrey，Duke of Gloucester，1390-1447)，不論在內

政，或對外作戰，都是他的得力助手。而雖強勢領導，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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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清明，且國家財務管理妥善。他革除了他父親在位時混亂

的局面，並公正地創設王室法制。他的宮廷相當節約，且王

室權力頗為節制，再加上他又提高了國家地位。因而即使亨

利五世向人民徵收重稅，且持續徵兵，但他仍普遍贏得民眾

的好感。當時有首流行歌謠，其中有段歌詞，“願仁慈的上

帝保佑吾王，保佑他的人民和他的福祉，讓他生而偉大，死

而光榮。＂此可反映英格蘭人民，是多麼以他們的國王為榮。 

亨利五世沒有在英格蘭久留，1421 年 3 月 22 日，他的

大弟克拉倫斯公爵，在諾曼第陣亡。年初他帶著新婚妻子，

回到英格蘭時，將法蘭西的戰場，交給大弟指揮，如今他得

親自接手了。當年 6 月，亨利五世與王后，渡海再次來到加

萊，王后這時已懷孕 3 個月了，因而無法在法蘭西久待。她

返回英格蘭後，亨利五世繼續他的軍事行動，他對妻弟查理

毫不手軟。當年 12 月 6 日，凱瑟琳王后在英格蘭王室的官

邸溫莎城堡(Windsor Castle)生下一兒子，亦取名亨利。雖舉

國歡騰，且亨利五世無限喜悅，可惜他並無緣見到愛子。 

亨利五世當然可憑強大的軍事力量，宣稱自己為英法兩

國的國王。但忠於查理的法蘭西軍隊，仍奮不顧身地守護國

土，他們認為查理六世國王的精神異常，因而不承認他簽署

的辱國條約有效。如此一來，除非亨利五世徹底征服法蘭

西，否則即使他自稱國王，也無法順利統治。從 1421 年 10

月起，英軍就開始圍攻巴黎附近的小鎮莫城(Meaux)，但法軍

負隅頑抗，直到隔年(1422 年)5 月初才投降。超過半年的圍

城，對雙方都是煎熬，尤其中間又跨過補給困難的冬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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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5 月底，將兒子留在英格蘭，凱瑟琳來到法蘭西探望丈夫，

她在丈夫身邊陪伴了幾週，她的父母也在那裡。夏天到來

時，亨利五世病倒了，可能是在攻打莫城期間罹患痢疾，戰

場的衛生條件當然很差。 

隨著病情的加重，沒有驚慌，亨利五世知道該做什麼

了。他立下詳細的遺囑，對未來做了完善的安排。1422 年 8

月 31 日，在巴黎附近萬塞訥(Vincennes)的文森納城堡(Castle 

of Vincennes)，亨利五世與世長辭了。歷來英格蘭已有好幾

位君主死在戰地了。而才 20 歲，結婚兩年兩個多月的凱瑟

琳，頓時成為寡婦、單親媽媽，及前王后了。 

特魯瓦條約簽訂後，亨利五世一直期待，且有自信能成

為法蘭西國王。因條約中規定，一旦查理六世駕崩後，由他

繼承法蘭西王位，而查理六世比他年長約 18 歲。年長者先

死，不是很合理嗎？可惜天下不合理的事從來不缺。查理六

世活到 1422 年 10 日 21 日，硬是比他晚了約兩個月才過世。

英法兩國合而為一的機會，就此失去。一生用兵神速的亨利

五世，走得也快。他生於 1386 年 9 月 16 日，死時尚差半個

月才滿 36 歲，果真是天妒英才。未能一統法蘭西，未能見

到兒子一面，應是很令他遺憾的。他祖先不少死於法蘭西就

葬在法蘭西的，但他悲傷的部屬，將他的遺體帶回英格蘭安

葬。 

亨利五世去世後，他唯一的兒子，前一年(1421 年)12 月

6 日才出生的亨利六世(Henry VI，1421-1471，1422-1461 及

1470-1471 年在位)，即使才 9 個月，仍成為英格蘭國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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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10 月 21 日，亨利六世的外祖父，即查理六世，也去世

了。根據特魯瓦條約，英格蘭立即宣布亨利六世繼承法蘭西

的王位。亨利六世的兩位叔父，三叔在法蘭西，四叔在英格

蘭，分別擔任攝政。雖法蘭西人大多不承認特魯瓦條約中，

有關兩國王位繼承的條款，但亨利於 1429 年 11 月 6 日在西

敏寺加冕為英格蘭國王的兩年後，1431 年 12 月 16 日，在巴

黎聖母院(Notre-Dame)加冕為法蘭西國王。亨利六世遂成為

英格蘭和法蘭西史上，唯一一位曾在兩國皆加冕的國王。 

法蘭西還有希望嗎？奧爾良(Orleans)乃法蘭西中部一相

當重要的城市，自 1428 年 10 月起，此城開始受到英軍的圍

攻。至 1429 年初，戰況對法蘭西相當不利，法軍將士士氣

低落，如今只能盼望神蹟了。只是天佑法蘭西嗎？當年 2 月，

冒出一位名叫貞德(Joan，1412-1431)的 17 歲少女。她不識

字，出生於法蘭西洛林(Lorraine)和香檳(Champagne)交界處

的小村莊棟雷米(Domrémy)，自稱 13 歲時，得到天主的啟

示，要她率領一支法蘭西軍隊，去收復被英格蘭佔領的失

地，然後護送法蘭西太子去蘭斯(Reims，位於巴黎東北約 130

公里處，歷任法蘭西國王皆在此地加冕)。 

居然有這種事？只是法蘭西那些敗軍之將，豈會輕信。

雖然他們天天禱告，但當有人自稱是上帝派來拯救他們的救

兵，恐怕不是被當瘋子就是當騙子。受到查理太子的教士們

反覆審問後，貞德得到了兵權。死馬當活馬醫，他們決定讓

她試試也無妨。沒想到奇蹟真的出現，貞德解除了奧爾良之

圍，而成為聞名全法蘭西的英雄。其後她多次帶領法軍打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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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軍，更促使擁有王位繼承權的查理，於同年 7 月 17 日在

蘭斯加冕，成為法蘭西國王查理七世。加冕時，貞德就站在

祭壇旁。 

1430 年 5 月 23 日，貞德被法蘭西反查理七世的勃艮第

王國(Kingdom of Burgundy)的士兵所俘虜，其後被英格蘭人

以重金購去。英格蘭人對這位讓他們吃盡苦頭的女子，痛恨

無比。經審判後，以異端和女巫的罪名，判處她火刑，並於

隔年(1431 年)5 月 31 日，在盧昂當眾行刑。之後骨灰被收集

起來，撒進塞納河(Seine)。 

貞德之死，並未使法蘭西人懷憂喪志，反而上下逐漸團

結。1435 年 9 月，亨利五世的二弟貝德福德公爵，在盧昂病

逝。多年來他為姪兒守著法蘭西，如今油盡燈枯了，享年 46

歲。他在海峽兩岸，均威風凜凜。當國有幼王時，他是最能

穩定政局的權威人物。在諾曼第作戰的英軍，無不哀嘆不

已，如今再無一將可讓法蘭西人心膽寒了。 

1435 年，查理七世與勃艮第公爵和解。1436 年，查理

七世收復巴黎。自此戰局開始逆轉，查理七世在法蘭西的影

響力日益增大。他按部就班，利用戰局緩和的時期，重建國

家經濟，並進行一系列的改革。1444 年 5 月 28 日，查理七

世與英格蘭達成共識，簽訂圖爾條約(Treaty of Tours)，以換

取和平。然而條約僅維持 5 年，兩國便再度開戰。改革後的

法軍，戰力突飛猛進。他們勢如破竹，短短 1 年間，便收復

諾曼第與亞奎丹等地區。1453 年 7 月，在卡斯蒂永戰役(Battle 

of Castillon)中，這場英法百年戰爭中的最後一戰，法蘭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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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決定性的勝利，因而收復絕大部分的法蘭西領土。 

當英格蘭軍隊被徹底逐出法蘭西時，貞德年老的母親要

為女兒申冤了。她說服羅馬教宗，重新審判貞德的案子。終

於在 1456 年，貞德獲得平反，1920 年，教宗並將貞德封為

聖女，這就是聖女貞德(Joan of Arc)，又稱奧爾良的少女(The 

Maid of Orleans)。 

查理七世，這位英法百年戰爭的終結者、法蘭西的中興

之主，他為法蘭西王國，在接下來幾個世紀的強盛，奠定了

基礎。只是他一生的功績，卻常被聖女貞德的殉道所掩蓋。

彷彿百年戰爭，法蘭西能獲得最後勝利，全都是聖女貞德一

人之功。沒辦法，歷史不見得永遠公平。 

年輕時，查理七世並未顯出王者的風範。畢竟在兄弟姐

妹中，他排序第 11，倒數第二，且底下那位弟弟生下來沒幾

天便過世了，他是實際上的老么。缺乏雄心壯志，加上優柔

寡斷的性格，初期遂為爭權奪利之貴族所操控。但在父親查

理六世過世後，他奮發圖強，領導對抗英格蘭，在法蘭西危

急存亡之秋，他力挽狂瀾，功不可沒。他完成瓦盧瓦王朝自

腓力六世至查理六世，他之前 4 位國王做不到的事，即驅逐

英格蘭勢力，以及終結百年戰爭。但最重要的是，法蘭西本

來公國林立，各為己利。他團結了法蘭西人民，激起愛國主

義，使法蘭西逐漸成為民族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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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加冕為英格蘭及法蘭西兩國國王，是自金雀花王朝以

來，歷代君主奮鬥的目標。結果這個榮耀，居然落在才 10

歲的亨利六世身上。他並無寸土之功，完全是他父親的功

勞。事實上，空前絕後，亨利六世是史上唯一一位在英法兩

國皆曾加冕者。而雖毫無貢獻，亨利六世卻因此肩扛舉國上

下極大的期待。他的父親亨利五世曾聞名於歐洲世界，集智

慧與勇氣於一身，這點連他的敵人也無法不同意。亨利六世

能克紹箕裘嗎? 

蒂托利維奧弗魯洛維西(Tito Livio Frulovisi，活躍於

1430-1440 年間)，這位威尼斯作家，於 1436 年，受亨利六

世的四叔，即格洛斯特公爵之委託，撰寫“亨利五世傳＂

(Vita Henrici Quinti)。除了紀念其大哥外，格洛斯特公爵想以

此書鼓勵他 15 歲的姪兒，了解且嚮往其父雄才大略、一生

致力為英格蘭開疆拓土，功績顯赫。弗魯洛維西在書中寫

著，“在一切事務中，仿效你的父親，那位神聖的君主。…。

用那樣的手段，與尚武的勇氣，為你的國家尋求太平和安

寧。他正是用同樣的手段與勇氣，戰勝了你們的共同敵人。＂

只是對一個從未見過自己父親一面的英格蘭少年，要他仿效

他的父親，恐非易事。而且，身為君主，已經 15 歲了，若

還得這樣大費周章來鼓勵他，恐怕結果將很令人悲觀了。 

不像他父親馳騁沙場，亨利六世一生從未帶兵作戰。即

使在百年戰爭結束的前一年，1452 年初，鑒於戰局不利，為

激勵士氣，宮廷裡有人認真地提議國王御駕親征，以挽回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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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但最後仍不了了之。亨利六世在位期間，由於個性軟弱，

且能力不足，逐漸漸失去他父親在法蘭西打下的領地。最終

除了加萊及海峽群島(Channel Islands，距離諾曼第僅約 10 海

里(約 18.52 公里)，今日屬於英國，但為皇家屬地(Crown 

Dependencies)，而非聯合王國之屬地)外，英格蘭失去全部的

法蘭西領土。此後，雖已不再認真追求，但直到 1801 年，

英格蘭國王仍名義上(且經常自稱)為法蘭西國王。 

在亨利六世之前，英格蘭很少有一位國王，像他那般對

戰爭毫無興趣。但也很少有一位國王，像他對民眾教育，那

般興致盎然。因而雖失去在法蘭西的領地，但他卻在英格蘭

的教育方面，有值得記上一筆的貢獻。 

在 1440 及 1441 年，亨利六世分別創辨伊頓公學(Eton 

College)，及劍橋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前者是英國

著名的男子公學(public school，指英國的一種私立中學，

public 乃指面向所有人，而非公立之意)，位於伊頓(Eton，在

英格蘭東南部的伯克郡(Berkshire))。亨利六世創辨此公學及

學院的目的，乃為了幫助貧窮家庭的子弟就學。早期伊頓公

學是一所平民學校，招收 13 至 18 歲的男生。17 世紀後，才

逐漸貴族化，演變到後來，英國的王室成員，及富裕人家，

大都將男孩送到伊頓公學。平民學校變貴族學校，亨利六世

應始料未及。國王學院初期只接受出身伊頓公學者來就讀，

自 1865 年起，招生對象才開始不限伊頓公學的畢業生。1445

年，亨利六世娶法蘭西安茹的瑪格麗特(Margaret of Anjou，

1430-1482)。為了跟國王學院搭配，1448 年，他讓妻子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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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大學創辨王后學院(Queens’ College)。 

附帶一提，瑪格麗特是安茹的勒內(René of Anjou，

1409-1480)之次女。勒內有“好國王勒內＂(Good King René)

之稱，聲譽不錯。他曾擔任安茹公爵(Duke of Anjou)、皮埃

蒙特伯爵(Count of Piedmont)、巴爾公爵(Duke of Bar)、洛林

公爵(Duke of Lorraine)、普羅旺斯伯爵(Count of Provence)、

拿坡里國王(King of Naples，今日義大利的南半部分)、西西

里國王(King of Sicily)，及耶路撒冷國王(King of Jerusalem)

等。這一大堆高貴的頭銜，有些僅是短期的，有些更僅是名

義上的。說到底，他不過是個貧窮的貴族。有人因而形容他

是個“有很多王冠但沒有一個王國的人＂(a man of many 

crowns but no kingdoms)。他不但囊中羞澀，且時運不濟。由

於他在義大利的戰爭中吃了敗仗，長期被敵人囚禁。因而他

的母親及妻子，均曾代他統治過安茹公國，及拿坡里王國。 

安茹的勒內是法蘭西國王查理七世(就是令英格蘭很頭

痛的那位國王 )的小舅子，即王后安茹的瑪麗 (Marie of 

Anjou，1404-1463)之弟弟。因而瑪格麗特即為查理七世之外

甥女，擁有高貴的血統。所以，即使她父親不富裕，英格蘭

仍對此婚姻充滿期待。自 1435 年，亨利六世的三叔貝德福

德公爵去世以來，英格蘭不但軍事不利，對法蘭西的外交也

一敗塗地。他們希望能經由此聯姻，在軍事及外交，都能獲

得休兵喘息的機會。另一方面，當然也是想為不斷萎縮的英

格蘭王室，增加新苗。亨利五世是因戰勝而娶法蘭西公主，

藉此伸出橄欖枝；亨利六世則是因戰敗而娶法蘭西貴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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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想藉此讓對方伸出橄欖枝。 

英格蘭人原本有如法蘭西人的“移民＂，兩國王室又長

期通婚。雖不到你濃我濃的地步，但兩國至少是同文同種，

且王室為姻親。但幾百年來，這兩家親戚，卻經常兵戎相見，

廝殺不止。百年戰爭給英格蘭人和法蘭西人，各自的民族主

義均帶來衝擊。自此法蘭西及英格蘭的民族意識，都變得非

常牢固。今後你是你，我是我，千萬別再說兩岸一家親了。 

1422 年，亨利六世才 9 個月，他父親亨利五世便死於戰

地，此時她母親凱瑟琳僅 20 歲，頓時升格為太后。當有傳

聞凱瑟琳與比他年輕約 5 歲的埃德蒙博福特伯爵(Edmund 

Beaufort，1406-1455)過往甚密，立刻引起格洛斯特公爵之警

覺。他被死去的大哥，指定為姪兒在英格蘭之攝政。他認為

太后此舉，不僅損害國家的穩定性，對他個人也是一大威

脅。要知一位寡居的太后，若打算嫁給一個“外國人＂，這

表示她將遠離英格蘭王室的政治，那就令人放心。但如果她

想嫁給一個英格蘭的貴族，則她新丈夫的政治地位，便會提

高不少，因他將能隨時接觸到國王。對強勢且自信的成年國

王，這較不會產生麻煩。但若國王尚年幼，就會令人擔憂太

后的新丈夫，可能干政的問題了。 

也是有人同情這位年輕的寡婦。1426 年，在一御前會議

上，有人請求大法官，允許國王的遺孀，能按她自己的心願

再嫁。雖沒有特別提到誰，但人人皆知就是針對凱瑟琳太

后。大法官將此請求暫時擱置，說要好好斟酌。隔年(1427

年)，大法官給出否定的答覆了，終究未能接地氣。隨即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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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議會頒佈“1428 年法令＂(Act of 1428)，明確禁止太后

“未經成年國王的特別許可再嫁＂。亨利六世那時才 6 歲，

要等他成年後才能做決定，於是這法令，至少在 10 年內，

能有效阻止凱瑟琳與英格蘭的任一貴族結婚，因“違反本法

令且被正式定罪者，將被褫奪所有土地及財產，且終身不得

返還＂。成本實在太高，英格蘭的貴族，自然不會有人想冒

這個險。 

既然貴族再也無敢輕舉妄動者，寂寞的凱瑟琳，後來跟

一出身威爾斯都鐸家族，但地位卑賤的歐文都鐸 (Owen 

Tudor，約 1400-1461)秘密結婚，且生了幾個兒女，都是在

1436 年之前出生，成為亨利六世的同母異父弟妹。根據 1428

年法案，他們的婚姻應不會有效。1437 年 1 月 3 日，凱瑟琳

過世，有可能死於難產。她生於 1401 年 10 月 27 日，只活

了 35 歲又兩個多月，比她丈夫亨利六世，還短 9 個多月。

凱瑟琳在世時，知道她結婚內情的亨利五世之遺臣，大都顧

慮她的顏面，對她的婚姻，秘而不宣，因此並無太多人知道。

她死後，就有人開始追究了。歐文都鐸以違反太后再婚的法

律之罪名，先是被逮捕及審判，之後坐牢、越獄、被捕，悲

慘了一陣子。折騰兩年多後，直到 1439 年 7 月，歐文都鐸

才重獲自由，並得到赦免。 

威爾斯的吟遊詩人 (bard)羅賓德杜 (Robin Ddu，約

1440-1470)曾作了一首詩，以歌詠歐文都鐸。詩中指出，這

位富冒險精神，但命運多舛的有情人，“他不是竊賊，也不

是強盜，沒有欠債，也不曾叛國，卻成為不義怒火的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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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他唯一的錯誤，是贏得一位法蘭西公主的愛。＂ 

亨利六世之前會逮捕及審判歐文都鐸，大抵是受他四叔

格洛斯特公爵之影響。15 年後，到了 1452 年 11 月，暮然回

首，那些罪名都沒什麼大不了了。而為了增加王室的人丁(王

后這時仍未生育，而亨利六世是獨子)，亨利六世將他的兩個

都 20 歲出頭之同母異父弟弟，埃德蒙都鐸(Edmund Tudor，

1430-1456)及賈斯珀都鐸(Jasper Tudor，1431-1495)，同時提

升為貴族，分別是里奇蒙伯爵(Earl of Richmond)，及彭布羅

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議會也配合，於 1453 年，宣佈這

兩兄弟，為國王的合法同母異父弟弟。儘管他們的血統，一

半是威爾斯人，一半是法蘭西人，根本連一滴英格蘭人的血

也沒有。由此可看出，英格蘭臣民，對亨利五世之感念。愛

屋及烏，連太后也一併同情了。日後將發現，賦予這兩兄弟

正式身分，對英國歷史影響極大。 

不同的民族，對太后與他人所生的孩子，處理的方式大

不相同。要是在亞洲國家，很可能會將這種孩子視為“孽

種＂而處死。像在中國，秦始皇(西元前 259-210，西元前

247-221 年在位)於獲知其母親趙姬(西元前 280-229)與假宦

官嫪毐(西元前？-238)生下兩個兒子後，將嫪毐處以車裂之

刑，並夷其三族。嫪毐與太后所生的孩子，則分別被裝在兩

個布袋中，以亂棒打死。至於趙姬，先是被幽禁，後經幾位

大臣冒死進諫，力陳如此對待親生母親，乃有違孝道，秦始

皇才將她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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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蘭開斯特王朝乃金雀花王朝的支派，共歷經亨利四世、

亨利五世，及亨利六世等 3 位君主。從 1399 至 1471 年，其

中 1461 至 1470 年間還中斷，是一不太長的王朝。對此王朝

的歷史有興趣者，可參考“空王冠：玫瑰戰爭與都鐸王朝的

崛起＂(The Hollow Crown: The Wars of the Roses and the Rise 

of the Tudors，2014，丹瓊斯( Dan Jones，1981-)著，陸大鵬

(2019)為中譯本 )。等等！都鐸王朝 (House of Tudor，

1485-1603)！與凱瑟琳太后(亨利六世的母親)的情夫歐文都

鐸有關係嗎？他不是出身威爾斯都鐸家族，且地位卑賤嗎？

他或他的後代，卻建立一王朝，有這種可能嗎？世事難料，

什麼事都有可能。 

亨利六世 1445 年與瑪格麗特初結婚時，英格蘭將來王

位由誰繼承，自然仍不明確。英格蘭臣民可安心的是，以亨

利六世之文弱性格，他不太可能會像他父親一般，悲壯地死

在國外戰場。但世事無常，死亡總是隨時會降臨，王位的繼

承問題，仍令人關切。當時對王位傳承之規定，是亨利六世

的祖父亨利四世在位時，經議會通過的。以亨利四世為例，

王位的繼承，依序是其長子蒙茅斯的亨利 (Henry of 

Monmouth，即後來的亨利五世)，再來是其(合法)兒孫，然後

才是亨利五世的 3 個弟弟。亨利五世的大弟克拉倫斯公爵，

早於 1421 年 3 月在諾曼第陣亡，享年才 33 歲；二弟貝德福

德公爵，也於 1435 年 9 月在盧昂病逝，享年 46 歲；三弟格

洛斯特公爵，則死於 1447 年 2 月，活了 56 歲。3 人皆未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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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合法子嗣。格洛斯特公爵雖活得長些，且結婚兩次，卻只

有 1 男 1 女共兩個私生子女。所以 1447 年後，亨利六世是

亨利四世唯一在世的合法孫子。 

亨利四世生育了 4 個兒子，且個個雄姿英發，羽扇綸巾，

談笑間，檣櫓灰飛煙滅。這麼優秀的基因，可惜卻無法枝繁

葉茂，再下一代，他的孫子輩又回到 1 個人了。人丁如此單

薄，亨利四世若地下有知，應不勝唏噓吧！ 

除了源自亨利四世的子孫外，當時天潢貴胄，就為數眾

多了。至少有 4 個影響力較大的家族，其王室血統，可追溯

到亨利六世的高祖父(即亨利四世的祖父)愛德華三世，但皆

非亨利六世的直系長輩。亨利六世的曾祖父，即愛德華三世

的四子岡特的約翰，這一支除了亨利四世外，尚有一些合法

的後裔，但政治上的影響力都不大。 

四大家族中，其中之一以第三代約克公爵理查(又稱理查

金雀花，Richard Plantagenet，3rd Duke of York，1411-1460)

為代表。他的父親是愛德華三世的五子，第一代約克公爵蘭

利的埃德蒙 (Edmund of Langley ， 1st Duke of York ，

1341-1402)之後代，母親是愛德華三世的三子，第一代克拉

倫斯公爵安特衛普的萊昂內爾(Lionel of Antwerp，1st Duke of 

Clarence，1338-1368)之後代。不但血統純正，約克公爵理查

且繼承了大量的產業，在百年戰爭的後期，他更擔任過法蘭

西許多重要的職務。如在亨利六世的三叔貝德福德公爵去世

後，約克公爵理查即被任命為駐法蘭西的英軍統帥

(commander)。1436 年 6 月，他抵達法蘭西履新，那時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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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滿 25 歲。 

身為英軍統帥，約克公爵理查並不像貝德福德公爵，在

法蘭西擁有等同攝政王的權力。他的權力相對小了許多，只

不過如總督將軍(lieutenant-general and governor)，連主要的財

政及軍事官員的任命權都沒有。在貝德福德公爵舊部屬之協

助下，約克公爵理查在諾曼第恢復了一些失地，也建立了良

好的秩序，讓貝德福德公爵死後混亂的局面，開始上軌道。

但英格蘭政府給他的支援實在不多，他得從自己的家產中，

籌錢來支付軍餉及作戰開銷，所以他對這項職務並不太滿

意。但他仍待到 1437 年 11 月，等繼任者來了後，才返回英

格蘭。儘管約克公爵理查自認是英格蘭貴族中的領頭羊，但

他回到英格蘭後，並未被納入亨利六世的議會成員。 

1440 年，約克公爵理查再度赴法蘭西擔任總督，這回權

力提高了，大致和先前貝德福德公爵在世時相同，也得到一

些財務上的支助，雖仍是不足。1443 年，亨利六世令新封的

薩默塞特公爵約翰博福特 (John Beaufort， 1st Duke of 

Somerset，約 1403-1444)，率領一支約 8 千人的部隊，投入

法蘭西戰場。約克公爵理查原本試圖促使英格蘭與法蘭西的

貴族結盟，如今覺得受到掣肘。薩默塞特公爵的軍事行動，

一無所獲不說，自己且於 1444 年死在諾曼第。壞了約克公

爵理查布的局，這可能是他對博福特家族懷有仇恨的開始，

而此仇恨後來將演變成內戰。 

1445 年 10 月，約克公爵理查結束在法蘭西攝政的 5 年

任期，返回英格蘭。1447 年 7 月，他被任命為愛爾蘭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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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utenant of Ireland)。法蘭西的攝政一職，則由第二代薩默

塞特公爵埃德蒙博福特 (Edmund Beaufort，2nd Duke of 

Somerset，1406-1455)接手。他是前述約翰博福特之弟，也

就是與凱瑟琳太后曾有一段情的那位貴族，當時他只是伯

爵，1444 年哥哥過世後，由他繼承公爵。 

當亨利六世的三叔貝德福德公爵，於 1435 年病逝後，

在他有子嗣前，他的四叔格洛斯特公爵韓福瑞，便為王位的

推定繼承人。因而韓福瑞的第二任妻子埃莉諾(Eleanor，約

1400-1452)，即可能為下任王后。哇！王后！向來有野心的

埃莉諾，遂開始有幻想了。1441 年，那時亨利六世才 19 歲，

尚未結婚，且身體無恙，她便迫不及待地請來一位名揚四方

的占星師，以上賓之禮相待，請他預測國王的死期。這位占

星師投其所好，給出國王將於當年夏天病死的預言，這令埃

莉諾欣喜若狂。一人得道，雞犬將升天，埃莉諾身邊的人(她

自己也有可能)太興奮了，這種秘密豈能守得住？於是國王死

期將至的假消息，就在民間傳開了。後來將知，那位占星師

的預測，誤差實在太大，亨利六世崩逝於 1471 年，差了 30

年。 

1441 年 7 月，埃莉諾被逮捕並交付審判。案情嚴重，以

她丈夫的崇高地位，都保不了她。她被譴責為巫婆及異端分

子，被判終身監禁。這還算好的，因她的同謀者有被絞死，

亦有被判火刑。她又被罰須手捧蠟燭，赤足在倫敦遊街 3 次，

且公開表示懺悔。不僅如此，她被勒令與格洛斯特公爵離

婚。格洛斯特公爵自此倒台了，遠離權力中心。但他的厄運



 116

仍未結束。 

自 1447 年以來，英格蘭政局便不是很穩定。到了 2 月，

已失勢的格洛斯特公爵被逮捕了，原因是他企圖謀害國王。

但這應是政敵的誣陷，以他對死去大哥亨利五世的忠誠，他

豈會對姪兒做出這種事？議會準備公審他，有人等著看他將

遭受難以承擔的恥辱。幸好命運之神及時出手相助，在被捕

後 5 天，2 月 23 日，格洛斯特公爵去世了。死因不明，有可

能死於中風，因死前他已昏迷 3 天。無論如何，大抵就是抑

鬱而終吧！ 

雖含冤而死，但歷史是公平的，不爭一時，待時間夠久

後，真相總會澄清。格洛斯特公爵去世後，當法蘭西的局勢

日漸惡化，英格蘭民間遂出現“好公爵韓福瑞＂(Good Duke 

Humphrey)的傳奇。隨著日子過得愈來愈苦，人們愈來愈讚

美“好公爵＂，藉此凸顯亨利六世，及其周遭貴族及佞臣的

負面形象，以表達對那些失德敗政，卻只知吃香喝辣、陷害

忠良的掌權者之強烈不滿。這種不滿累積夠多後，是可能引

發民變的。事實上，好公爵傳奇又太美化格洛斯特公爵了。

他自負又好鬥成性，絕非謙謙君子。他最大的貢獻，從來不

是在扮演國之棟樑的角色方面，而是在藝文方面。他對義大

利文藝復興藝術家及學者的贊助，引領了當時英格蘭的人文

主義，並帶動學術活動。他廣泛收集各種珍貴史料及書籍，

他的圖書館汗牛充棟，收藏之豐富，在當時英格蘭各地的圖

書館中，能與之相比者極少。 

1449 年 10 月底，諾曼第首府盧昂被法軍攻陷，英格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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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蘭西的攝政薩默塞特公爵，居然以巨款行賄，取得通行

權，棄部屬於不顧，自己趕緊逃命。如此貪生怕死，毫無英

雄氣概，不知凱瑟琳太后，當初怎會看上他？只能說人各有

所好。到了 1450 年，諾曼第的戰事崩盤，讓英格蘭肯特郡

東南部臨海地區的居民陷入恐慌。百年戰爭的戰場，以往大

都在法蘭西。如今人們擔心法蘭西查理七世的軍隊，會渡過

海峽，攻擊甚至入侵英格蘭。這樣的恐懼，使肯特郡爆發叛

亂。而民眾開始相信，王國真正的威脅，乃來自國王身邊的

奸臣。整個 1450 年，英格蘭紛爭混亂持續不止，一直處於

動盪不安中。而歸根究柢，當然是亨利六世的無力領導，他

的御前會議完全失能。到後來，人們更悲觀的以為，即使所

謂奸臣集團被剷除，王國也無法振興。 

1453 年春天，英格蘭在多年陰霾後，總算有喜訊傳出。

結婚 7 年多，一直未生育，而屢被民眾飯後茶餘嘲笑的瑪格

麗特王后，終於懷孕了。雖然當時嬰兒死亡率極高，能否平

安誕生，尚在未定之天，但畢竟有了希望。英格蘭從貴族到

平民，舉國歡欣。之前人們都為王位的繼承問題，擔憂不己，

如今能鬆口氣了。當年 7 月，在法蘭西的卡斯蒂永一戰，本

來“可憐白骨攢孤冢，盡爲將軍覓戰功＂，也就是雖萬骨

枯，至少造就一將功成。如今英軍兵敗如山倒，統帥及數千

將士，齊為國捐軀，當然連絲毫戰功也沒了。英法百年戰爭，

至此再無懸念，英格蘭就是徹底輸了。全國上下，對此噩耗

當然傷心欲絕，但反應最強烈的則為亨利六世。他陷入神志

不清的狀態，持續 15 個月，這段期間，英格蘭彷彿沒有國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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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利六世的外祖父，即法蘭西國王查理六世，雖也曾多

次瘋病發作，但他發作時相當痛苦，完全失控，還會用屎尿

塗抹自己。亨利六世病發時，顯現出來的卻是長期如木雕泥

塑，沉浸在恍惚中。即使當年(1453 年)10 月 13 日，王后生

下西敏的愛德華(Edward of Westminster，1453-1471)，僕人

將兒子抱到他面前，也沒讓他清醒。這位愛德華王子，是亨

利六世唯一的孩子，遂身繫英格蘭王位傳承的唯一希望。 

 

20 

亨利六世的祖父亨利四世，其王位乃篡自理查二世(愛德

華三世的長子之次子)。由於理查二世殘暴施政、寵信奸佞，

又任意懲罰諸侯，甚至在將其爵位剝奪後，還予以流放或處

死，故其統治絲毫不得人心。1399 年 2 月，岡特的約翰過世，

他晚年擔心的事，果真發生了。他的大片遺產，均被理查二

世沒收，兒子博林布羅克的亨利(Henry Bolingbroke，即後來

的亨利四世)且被判終身流放。理查二世之所以放逐這位與他

同年(只小他 3 個月)，兩人年輕時常在一起的堂弟，並非這

位堂弟犯了什麼滔天大罪，而是為了在攫取他們的家產時，

更為順利。 

胸中小不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不平，非劍不能消也。

1399 年 5 月底，理查二世率軍遠征愛爾蘭。這是天賜良機，

此時因被放逐，人在法蘭西之博林布羅克的亨利，立即聯繫

海峽兩岸反對理查二世者，他發現還真有不少人對理查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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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之入骨。他相信若他入侵英格蘭，以奪回應屬於自己的財

產，必會得到許多貴族的支持，成功機會極大。當年 7 月 4

日，博林布羅克的亨利在雷文斯博恩(Ravenspurn，在英格蘭

北部東約克郡(East Yorkshire，又名 East Riding of Yorkshire，

由於沿海侵蝕)，此小城早已消失)附近登陸，隨行者不到 1

百人。但得到消息後，蜂擁而來投奔者不少。 

理查二世並非沒想到他不在國內時，有人會趁機謀反，

或外敵入侵。他帶了不少位貴族同去愛爾蘭，其中有些是保

王派，但也包括若干位是為了就近看管，如博林布羅克的亨

利之長子蒙茅斯的亨利。另外，王冠及王室御寶等王權象

徵，也都帶著。當時留在國內看守政府的，以第一代約克公

爵蘭利的埃德蒙(Edmund of Langley，1st Duke of York，

1341-1402)為首，他是理查二世及博林布羅克的亨利之五

叔。姪兒起兵對抗另一國王姪兒，蘭利的埃德蒙選擇支持國

王。他企圖在牛津組一支護王軍，但招募並不順利。而投靠

博林布羅克的亨利之貴族，則愈來愈多。 

理查二世於 1399 年 7 月底回到英格蘭，局勢對他愈來

愈不利。到了 8 月初，沒有人懷疑，英格蘭已為博林布羅克

的亨利所主宰。理查二世不得不向他堂弟的陣營投降。9 月

30 日，被囚禁在倫敦塔的理查二世，由人代他在議會宣讀一

份退位聲明，說他自己無德無能，不配享有王位。他的退位，

當然不會是自願，但他已無其他選擇。當議會無異議通過廢

黜國王，並推舉博林布羅克的亨利為國王後，他起立破天荒

地以英語發表他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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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聖父、聖子、聖靈之名，我，蘭開斯特的亨

利，在此宣佈，英格蘭王國、王位，及其所有權利

與附屬物，皆歸我所有。因我擁有善良的亨利三世

國王之正當血統。由於朝綱敗壞、良好法律被廢

止，王國幾乎已瀕臨崩潰。上帝賦予我莫大的恩

典，讓我在眾人的協助下，收復王位。 

至此，一位新國王經由擁立產生了，或者應該說，英格

蘭的王位首度被篡奪了。1399 年 10 月 1 日，理查二世正式

被剝奪全部宗主權及王位。10 月 13 日，重獲爵位的蘭開斯

特公爵亨利，被加冕為英格蘭國王，即亨利四世。在亨利二

世、理查一世、約翰、亨利三世、愛德華一世、愛德華二世、

愛德華三世，及理查二世等 8 位君主，歷經 245 年的統治後，

金雀花王朝的法統中斷了，蘭開斯特王朝開始。有些英格蘭

人仍覺心安，因新王朝為金雀花王朝之一分支。畢竟亨利四

世與理查二世為堂兄弟，都是愛德華三世的孫子。但亦有人

感到惶恐，自亨利二世以來，金雀花王朝王位的傳承一直很

平順，依血統及一套簡易的順序，連平民皆知君主如何產

生。但今後王位可不經由血統繼承，而藉助武力來取得了。

王位奪取來的？這名聲實在不佳，亨利四世相當介意。 

14 世紀初，英格蘭流行文學中，有“九偉人＂(Nine 

Worthies)的傳說。“九偉人＂是“9 位歷史、聖經或傳說人

物，他們代表了中世紀確立的騎士精神之理想＂ (Nine 

historical, scriptural, and legendary personages who personify 

the ideals of chivalry established in the Middle Ages)。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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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位異教徒(three pagans)：赫克托爾(Hector，古希臘荷馬史

詩(Homeric Hymns)伊利亞德(Iliad)裡，特洛伊(Troy)的第一勇

士，亦出現在電影“特洛伊：木馬屠城＂(Troy，2004)中)、

亞歷山大大帝，及凱撒；3 位猶太人(three Jews)：約書亞

(Joshua)、大衛，及猶大馬加比(Judas Maccabeus，在西元前

164 年 12 月 14 日率領猶太人收復耶路撒冷的聖殿、重新恢

復猶太教的信仰，並重建第二聖殿)，及 3 位督督徒(three 

Christians)：亞瑟王(亞瑟王的傳說有不同的版本，此處指有

關聖杯傳說中的那位)、查理曼，及布永的高佛瑞(Godfrey of 

Bouillon，約 1060-1100，參加第一次十字軍東征，1099 年 7

月 15 日他率軍攻陷耶路撒冷，建立耶路撒冷王國，但他拒

絕國王的稱號，而自稱聖墓守護者 (Advocatus Sancti 

Sepulchri，即 Defender of the Holy Sepulchre))。 

亨利四世的祖父愛德華三世，對各種偉大英雄，一向著

迷，對“九偉人＂，更是仰慕不已。亨利四世即位之初，坎

特 伯 里 大 主 教 湯 瑪 斯 阿 倫 德 爾 (Thomas Arundel ，

1353-1414)，將他比為猶大馬加比。這位傳奇英雄，率領上

帝的選民猶太人，揭竿而起，反抗壓迫者，將他們逐出耶路

撒冷，重新淨化聖殿。迎合成功，這比喻讓亨利四世龍心大

悅。因其含義很清楚，表示亨利四世與猶大馬加比類似，都

是憑個人勇氣及軍事天賦，成功地領導人民推翻暴政。以藉

此說明，亨利四世之所以成為君主，乃是為解生民倒懸之

苦，而不是憑靠出身。 

亨利四世登基後，便常有上述那類宣傳，以強調其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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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神聖性，及實際上，無人比他更適合當英格蘭國王。“人

民的聲音，便是上帝的聲音＂，這是中世紀流行的箴言。此

與“孟子＂“萬章上＂中，“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的講法相同。因而人民痛恨的國王，被拉下王位，自然

為上帝所認同。亨利四世亦經常強調他取得王位的合法性，

因“國王應在守法的前提下統治，並接受國內賢良的進諫及

輔佐。＂因而凡違反此古老原則之君主，就該被換下來。 

亨利四世即位後，1400 年 1 月初，有一群前保王派發動

復辟，只是陰謀很快便被粉碎。人民極少有支持前國王者，

對其黨羽企圖再度危害英格蘭政體，莫不氣憤不已。復辟雖

失敗，但此顯示理查二世已不宜再活著。既然如此，於是當

年 2 月他便死了。被謀殺、自行絕食，或被餓死，每一傳聞

都有可能。宮廷的事，真相常難明，反正就是不在人世了。

理查二世在放逐博林布羅克的亨利及其他諸侯時，他的權力

似乎達到金雀花王朝的顛峰，因在他之前的 7 位國王，無一

曾對諸侯做出如此嚴厲的處分。但才過了幾個月，他的政府

就垮台，自己的性命也沒了。顯示即使是君主，對權力也宜

有所節制。 

雖亨利四世致力於將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並為廢黜前國

王的行為辯解，但新政權有時仍讓人感覺有些疙瘩。愛德華

二世雖也被廢黜，但取代他王位者，是他長子，乃毫無爭議

的繼承人。至於理查二世的情況則不同，被廢黜後取代他王

位者，不過是他幾個堂兄弟中的一個(他沒有子嗣)。就算理

查二世必須下台，為什麼是由博林布羅克的亨利繼承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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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將在幾十年後爆發。 

金雀花王朝兩百多年來，英格蘭在各方面都已有很大的

改變。以語言為例。亨利二世第一次來到英格蘭，是在 1142

年，時年才 9 歲，從法蘭西帶兵去支援他母親瑪蒂妲，她正

跟他表舅史蒂芬在爭奪王位。那時他只懂一些簡單的英語，

且很可能不以為英語有何大用。因重要的對話都用不上，且

他所遇到任何一位有身分地位的人，都不會以英語跟他說

話。亨利二世即位後，他的宮廷語言是諾曼第的法語，或許

還有他妻子埃莉諾及其侍從們，所慣用的亞奎丹方言。官方

文件則採用拉丁文。一直到金雀花王朝的末期，法語仍是最

高雅的宮廷語言，而拉丁語則仍是法庭與政治上的重要用

語。 

進入 14 世紀，英語已開始在英格蘭的官方，佔有一席

之地。愛德華三世在位(1327-1377)的前半段那二十多間，由

於對法戰爭順利，民族自信心大幅提昇，英格蘭遂產生了一

重要的變化。那就是王國的正式語言，逐漸由法語改為英

語。英語原本被認為乃屬粗鄙的地方語言，不適合有身分地

位者使用。但愛德華三世習於說英語，因而宮廷及貴族，也

都能說英語。於是原本被認為只適用於下里巴人的英語，地

位遂逐漸提高。不但歌手吟唱英語歌謠，也有學者自行將聖

經翻譯成英文，英語寫作的時代來臨了。愛德華三世看出此

契機，引領英語的發展。1362 年，他頒佈法令，規定英語是

王室法庭及議會的正式語言。自此王室法庭及議會發言的用

語，便從使用兩百多年的法語，改為英語(書面檔案仍為拉丁



 124

文)。過去民眾上法庭，有如鴨子聽雷。雖攸關自己權益，當

事人卻完全不知，那些你來我往的舌劍脣槍，究竟在爭辯些

什麼？如今總算能聽懂了。 

到理查二世時，諸如傑弗里喬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約翰高爾(John Gower，1330-1408)，及威廉郎

蘭(William Langland，1332-1386)等作家，更將英語從下層社

會通行的語言，提高到宮廷貴族習慣使用的語言。甚至，英

語繼希臘文、拉丁文後，逐漸成為世界一通行的語言。 

兩百多年來，國王這個位子，也變化極大。不再只是全

國權力最大，擁有司法裁判、收稅，及對外宣戰等特權的人，

他的責任也愈來愈重。之前的國王，有時會授予臣民一些相

當有限的自由，並依習慣法來統治國家。金雀花王朝時代，

則有一套複雜又精細的政治哲學，讓人民了解國王的義務，

並向國王闡釋國民的權利。另外，也發展出一大堆法令，以

治理國家，並藉國王的權力，以支撐司法及立法的複雜體制。 

沒錯，國王的個性仍深深影響國家的走向。但金雀花王

朝的每一位國王，都比他的前任，更受政治體制的約束。議

會的成員，已不限大諸侯及教會權貴，還包括各郡的平民代

表。國王若想徵稅，須經議會批准，因而他也須為臣民主持

公道，以換得議會對他的支持。議會可監督政府、彈劾不適

任的官員，甚至廢黜國王。15 世紀後，議會的權力將愈來愈

大，而君主的權力，則愈來愈小。 

自諾曼征服以來，初期英格蘭的地位有如殖民地，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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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常從海峽的另一端，遙控英格蘭。但逐漸地，君主專注在

英格蘭，國家的重心就是英格蘭。到了金雀花王朝的後期，

英格蘭已成為歐洲最具影響力、最成熟，及最有自信的國家

之一。 

 

21 

由於理查二世作惡多端，視臣民如土芥，英格蘭的臣

民，因而也視他如寇讎。所以，亨利四世的不正當繼承，遂

就能被容忍。亨利四世駕崩後，繼位者亨利五世，這位雄才

大略又驍勇善戰的國王，在對法蘭西的百年戰爭中，屢戰屢

勝，將宿敵法蘭西踩在腳下，為他贏得舉國上下的支持，使

得蘭開斯特王朝的統治權，更加強化。因而即使他人不常在

英格蘭，國家仍能正常運轉，大致相安無事。雖曾有人企圖

謀反，但迅即被鎮壓。亨利五世死於法蘭西戰地後，由他襁

褓中的兒子繼承王位，即亨利六世。 

當亨利六世，逐漸喪失他父親在法蘭西所贏得的廣大領

土，他便開始被臣民視為無能又昏庸的國王。此時自認有

“正統王室血脈＂的約克公爵理查，便常趾高氣揚、咄咄逼

人。明明擔任一海之隔的愛爾蘭總督，卻曾率領數千人的部

隊，在英格蘭巡遊，耀武揚威，讓王室心驚膽跳。他宣稱對

國王忠誠，是因眼見當下政府失能，且議會興風作浪，導致

國家不斷向下沉淪。包括主政的貴族被謀殺、公共秩序崩

壞，及法蘭西戰事的節節敗退等，件件令他十分不忍。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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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不得不跳出來，想力挽狂瀾。儘管他指天立誓，卻無人相

信他的行為是基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不是覬覦王

位。 

自 1453 年起，亨利六世精神異常後，由於無法治國，

約克公爵理查更是蠢蠢欲動了。他父親是愛德華三世之五

子，即第一代約克公爵蘭利的埃德蒙之後代，母親是愛德華

三世之三子，即第一代克拉倫斯公爵安特衛普的萊昂內爾

(Lionel of Antwerp(安特衛普在今日比利時)，1st Duke of 

Clarence，1338-1368)之後代，父母皆源自愛德華三世。相較

於亨利六世的父親(即亨利五世)是愛德華三世之四子岡特的

約翰之後代，母親則來自法蘭西，約克公爵理查的英格蘭王

室血統，明顯優於亨利六世。但還不只這樣。 

從父系血統來看，亨利四世或許有最優先的王位繼承

權，畢竟他父親是愛德華三世之四子。但若考慮母系，那就

是另一回事了。因事實上，並未留下兒女的理查二世，依先

例，他三叔(即愛德華三世之三子，二子早夭)，即第一代克

拉倫斯公爵安特衛普的萊昂內爾，應為王位的推定繼承人。

萊昂內爾沒有子嗣，只有一個女兒克拉倫斯的菲莉帕

(Philippa of Clarence，1355-1382)。她嫁給第三代馬奇伯爵埃

德蒙莫蒂默 (Edmund de Mortimer，3rd Earl of March，

1352-1381)。於是他們的長子，也就是萊昂內爾的長外孫，

即第四代馬奇伯爵羅傑莫蒂默(Roger Mortimer，4th Earl of 

March，1374-1398)，似應為萊昂內爾之繼承人。 

1399 年，理查二世被廢黜時，羅傑莫蒂默已去世，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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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其長子，即萊昂內爾之外曾孫，第五代馬奇伯爵埃德蒙

莫蒂默(Edmund Mortimer，5th Earl of March，1391-1425)。

遞移下來，他似應為王位之繼承人。當然王位可否經由女

兒，傳給外孫，這是有爭議的。但至少亨利二世時，曾有類

似的繼位情況。甚至亨利二世的外祖父亨利一世，原本是要

將王位傳給亨利二世的母親瑪蒂妲，只是被他表舅史蒂芬捷

足先登。不過這些都沒用，因王位早就被亨利四世搶走了。

雖然如此，約克公爵理查仍可有他的幻想。 

說起來，莫蒂默家族也頗有來頭。第三代馬奇伯爵埃德

蒙莫蒂默之曾祖父，即為愛德華二世時的羅傑莫蒂默(前述與

他同名的第四代馬奇伯爵羅傑莫提默，為其玄孫)。他曾參與

反對愛德華二世的叛亂，失敗後逃到法蘭西，與當時在法蘭

西，愛德華二世的王后伊莎貝拉要好並結盟。1326 年 9 月，

兩人舉兵攻打英格蘭。伊莎貝拉的兵力雖不多，但因愛德華

二世與其親信，橫徵暴斂、剷除異己，早為人所痛恨。受到

冤屈的貴族，爭先恐後地投入伊莎貝拉的陣營。10 月 15 日，

倫敦市民且揭竿而起，將幾位愛德華二世作惡多端的寵臣，

拖到街上。先開膛破肚、閹割、挖出內臟，再斬首示眾，最

後將其肢解，不這樣做似無法洩恨。驚慌失措的愛德華二

世，匆匆亡命而逃，有如喪家之犬。10 月 26 日，還不到 14

歲的愛德華王子接管政權。11 月，愛德華二世被俘虜了。伊

莎貝拉及羅傑莫蒂默獲得了勝利。 

1327 年 1 月 12 日，愛德華二世被議會廢黜(當年 9 月他

死於格洛斯特郡(Gloucestershire，在英格蘭西南部)的地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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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可能是被謀殺，幕後元凶據傳為羅傑莫蒂默)，王位由

其長子愛德華王子繼承，即愛德華三世。之前英格蘭曾有幾

位國王受到廢黜的威脅，如約翰、亨利三世及愛德華一世

(Edward I，1239-1307，1272-1307 年在位)連續三代。但都

只到受威脅而驚慌的地步，愛德華二世則是英格蘭首位被剝

奪王權的君主。1327 年 2 月 1 日，14 歲的愛德華三世被加

冕。即位之初，由於年幼，由母親伊莎貝拉擔任攝政，連誰

能見到國王，都由攝政決定。至於真正的實權，則被羅傑莫

蒂默掌握。 

1328 年 9 月，羅傑莫蒂默獲得馬奇伯爵(Earl of March)

的封號、不少大大小小的職務，及大量的封地。從幕後走出

來，開始權傾天下。他以公謀私，不斷累積財產，已到了富

可敵國的地步。他毫不避諱的野心，相當引人側目。他又任

意殺害貴族，其殘酷惡行，令人髮指。走了暴君愛德華二世，

迎來少年的愛德華三世，人們才剛燃起的希望，很快便幻滅

了。於是怨聲四起，痛恨國王未盡心盡力地治國，違背他加

冕時的誓言，有些諸侯且威脅要起兵反抗。但愛德華三世其

實只是傀儡，他完全處於母后與其情夫羅傑莫蒂默的控制

下。眼下他只能隱忍，等待機會。 

謀定而後動，1330 年 10 月，於 18 歲生日的前幾天，愛

德華三世出手了。他策動一場宮廷政變，在諾丁漢城堡，將

羅傑莫蒂默逮捕下獄。1330 年 11 月，一個由愛德華三世召

集的新議會，宣判莫蒂默犯下叛國罪。他受到的指控是，“篡

奪王權、把持朝政，且以君主自居＂。罪名還包括，他“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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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國王的言行，使國王如同生活在牢獄之中＂。而更重要的

是，指控他謀殺愛德華二世。11 月 29 日，他被處以絞刑，

財產則全被沒收。伊莎貝拉攝政並未受到嚴懲，畢竟她是國

王的母親。但被解除政權。在往後大約 28 年(死於 1358 年 8

月)間，她生活舒適，優哉游哉，並在王室的外交工作中，扮

演重要的象徵性角色。其實早就該這樣了，凡事都是虛空，

何須太愛權力。愛德華三世掙脫了母親及其情夫的束縛，他

可獨立掌權了。他宣稱，今後他將“遵循法律與理智，並以

符合君主尊嚴的方式，治理國家，大事則由議會裁決。＂ 

雖處死羅傑莫蒂默，但愛德華三世並未誅其三族。羅傑

莫蒂默與他同名的孫子，重新獲馬奇伯爵的頭銜，即第二代

馬奇伯爵羅傑莫蒂默(Roger Mortimer，2nd Earl of March，

1328-1360，前述第三代馬奇伯爵埃德蒙莫蒂默為其次子，

長子早夭)。 

諾丁漢政變後，愛德華三世在國內飽受讚揚。自古以

來，人們普遍需要英雄。英格蘭臣民，視這位才剛滿 18 歲，

膽大心細、勇闖虎穴的年輕國王，如同 3 千多年前的大衛扳

倒巨人。在“聖經＂“撒母耳記上＂(1 Samuel)的第 17 章，

牧童大衛(即後來的大衛王(King David)，約西元前 1040-970

年)，在非利士(Philistines)人入侵，以色列舉國驚慌失措之

際，勇敢赴戰場，用機弦甩石，殺死大巨人歌利亞(Goliath)，

解救了以色列人的危機。英格蘭人民再度燃起希望，相信這

位年輕的國王，將如大衛王，有足夠強大的膽識及才幹，去

恢復此朝綱敗壞多年的王國之秩序，使其步上正軌。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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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愛德華三世的確是位英明賢君，有人還認為他是整個金

雀花王朝，8 位國王中，最偉大的一位。 

約克公爵理查的母親安妮莫蒂默 (Anne Mortimer，

1388-1411)，是第五代馬奇伯爵埃德蒙莫提蒂默的大姐，即

第四代馬奇伯爵羅傑莫蒂默的長女。由於埃德蒙莫蒂默沒有

留下兒女，因而(虛擬的)王位，可經由他姐姐安妮莫蒂默，

傳給她唯一的兒子，也就是約克公爵理查。當時是有女伯

爵，可沒女公爵，也不曾有過女國王。因而王位是否可經由

女性傳給其子(中間還傳了兩次)，在當時恐無人敢保證可

以。兩百多年前，瑪蒂妲的兒子亨利，是經由史蒂芬正式收

為養子，並指定他為繼承人，才當上國王，並非經由瑪蒂妲

傳給他的。更何況埃德蒙莫蒂默自己都沒當上國王，他那有

王位傳給他外甥？但約克公爵理查自然無意去釐清這點，反

正不過是幻想。如今既然亨利六世已失去當國王的能力，此

時約克公爵理查，認為他長久以來的幻想，來到落實的時機。 

 

22 

有一則“擠牛奶的姑娘＂(The Milkmaid and Her Pail)之

寓言。一農家姑娘擠完牛奶後，頭頂著一桶牛奶，雀躍地前

往市集，邊走邊想，“這桶牛奶賣完後，可買 30 個雞蛋，

大約 20 天後，總能孵出 25 隻小雞。小雞養大後，一下子便

能賣光。太好了！我口袋裡就會有一大堆錢了。我要為自己

買一身漂亮的衣服，還有鞋子、帽子及手套。哇！把自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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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打扮後，便去參加舞會。我將是整場舞會裡，最出色的女

孩。到時候一個又一個年輕的小伙子，將排隊來邀我跳舞，

這是我最神氣的一天。但我才不會輕易地答應，我將一再搖

頭拒絕。＂這時她不自覺地腦袋一晃，轉瞬間，一桶滿滿的

牛奶，就倒下來了。牛奶、雞蛋、小雞、大雞、衣服、鞋子、

帽子及手套等，都跟她說再見了。 

上述寓言指出，“雞還沒孵出來前，先別急著數有幾

隻＂(Do not count your chickens before they are hatched)。所以

千萬不要只活在幻想中，這是人們從小被教導的。 

只是約克公爵理查的幻想不實際嗎？人若整日沉迷於

幻想，當然不會前行，但幻想的確常是人們積極進取的動

力。而且約克公爵理查登上王位的幻想，並非只他的腦海裡

有，他父親亦曾有此念頭，且還曾起而行。在亨利五世執政

的短短 9 年期間，國內大致安定，但亦曾有過“南安普頓陰

謀＂(Southampton Plot)。此叛亂事件，發生於 1414 年，主謀

是約克公爵理查的父親，第三代劍橋伯爵科尼斯伯勒的理查

(Richard of Conisburgh，3rd Earl of Cambridge，1385-1415)。

他曾企圖罷黜亨利五世，然後將其亡妻安妮莫蒂默的弟弟，

即第五代馬奇伯爵埃德蒙莫蒂默推上王位。其如意算盤是，

由於埃德蒙莫蒂默沒有兒女，他將來王位能傳給誰呢？不就

是他的親外甥，亦即自己這位造王者的兒子理查嗎？ 

不知是否鑑於天祖父(曾祖父的祖父)羅傑莫蒂默(在愛

德華二世時)叛變後下場淒涼，第五代馬奇伯爵埃德蒙莫蒂

默，對姐夫的此一“好意＂，非但不領情，反而“大義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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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向亨利五世透露姐夫的陰謀。東窗事發後，科尼斯伯

勒的理查被捕且被判處死刑，審判官中，包含他的小舅子埃

德蒙莫蒂默。這恐怕令科尼斯伯勒的理查極不甘心吧！攘外

必先安內，1415 年 8 月 5 日，理查被斬首。幾天後，8 月 11

日，亨利五世遠征法蘭西的艦隊啟航。 

歷來英格蘭國王，能長大成年的兒子，人數通常不太

多。亨利二世算是多的，有 5 個兒子，其中有 4 個長大。且

4 子中，理查一世及約翰兩位先後當上國王。愛德華三世與

妻子埃諾的菲利帕，共生下 8 兒 5 女，合計 13 個孩子。9 個

長大的孩子中，有 5 兒 4 女。從 1347 到 1353 年，那 6 年間，

席捲歐洲的浩劫黑死病(Black Death)，導致兩千 5 百多萬人

喪生，占當時歐洲人口的將近 3 分之 1，也帶走了他的 3 個

女兒。到 1362 年，他 50 歲時，尚有 5 兒 1 女。除了年僅 7

歲的老么，即後來的第一代格洛斯特公爵伍德斯托克的湯瑪

斯(Thomas of Woodstock，1st Duke of Gloucester，1355-1397)

外，其餘黑太子愛德華、三子安特衛普的萊昂內爾、四子岡

特的約翰，及五子蘭利的埃德蒙，都替他分擔一些國事。不

過他們不見得皆獲好評。 

像岡特的約翰，他從首任妻子的娘家，取得極大的地

產，當時為國王以外，全英格蘭最富有及勢力最大的貴族。

理查二世由於暴虐無道，導致眾叛親離，岡特的約翰之子博

林布羅克的亨利，曾參與反對國王，也曾支持國王，但他卻

為了自己家族的利益，經常支持國王。他輩分高(為理查二世

的四叔，且自 1376 年 6 月後，他的 3 個哥哥皆已過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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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擔任總管大臣，主持議會。只是雖位高權重，被認為雄心

勃勃、勇於任事，但因私心太重、殘忍無情且缺乏政治智慧，

在他不算短的一生(活至 1399 年，享年將近 59 歲)中，從未

得到臣民普遍的愛戴。 

與亨利二世的兒子不同的是，愛德華三世的幾個兒子

間，手足情深，不會互相爭鬥。可惜在英法百年戰爭中，領

軍打了好幾場勝仗，最獲人民愛戴的黑太子愛德華，於 1376

年 6 月去世了，尚差 1 星期就滿 46 歲。黑太子的長子昂古

萊姆的愛德華，與小兩歲的次子理查，皆出生於他在法蘭西

的領地亞奎丹公國。理查生於波爾多(Bordeaux)，因而亦有

波爾多的理查(Richard of Bordeaux)之稱。由於哥哥在 5 歲

(1370 年)時便死了，父親過世後，9 歲的理查，遂成為王位

繼承者，並在隔年 10 歲時，當他祖父愛德華三世駕崩後繼

承王位，即理查二世。被取名理查，是為了紀念早他兩百年

的國王理查一世(1157-1199)，那是亨利二世與妻子亞奎丹的

艾莉諾，最傑出的一個兒子。理查一世因勇猛善戰，而有獅

心理查 (Richard the Lionheart)之稱 (中文裡常稱他為獅心

王)。只是理查二世。辜負了父親的期望，他成為金雀花王朝

的末代君主。 

“聖經＂“約翰一書＂的第 5 章第 4 節說，“使我們勝

了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黑太子愛德華在世的最後幾

年，身體飽受病魔摧殘，本來這既然發生了，也沒辦法。只

是以黑太子尚武的精神，及堅強的意志，這麼信心十足的一

位武士，竟然無法戰勝病魔？再沒有比此更令他沮喪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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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在憂鬱中，度過暮年。在他的要求下，他的陵墓周圍雕

刻一首法文詩。一生長期在法蘭西作戰，法文是他熟悉的語

言： 

我曾像你一樣，享受生命之樂，但終有一日，

你也會與我一般。 

當我還在人世時，何曾想過死亡的時刻？ 

如今我不過是個無助的俘虜，深埋地下，長眠

於此。 

我的雄偉壯美，已經消逝，我的肉體，已化作

枯骨。 

附帶一提，歐洲歷史悠久的教堂裡，往往有中世紀以來

權貴的石棺。石棺常有精美的雕刻，整座石棺就是件藝術

品。歐洲人不但注重死後的居所，也在乎墓誌銘，或刻於石

棺上，或刻於墓碑，記述死者的生平，及對他的稱頌、安慰

或悼念。大人物的墓誌銘，常會描述他一生的功業懿德，希

望偉大的事蹟能萬古留芳。黑太子愛德華則希望後人能知道

他曾經偉大，但壯志未酬。只是作戰的功績要不朽並不容

易。黑太子的姪曾孫(他弟弟岡特的約翰之曾孫)，即幾十年

後的亨利六世，他當國王不只無任何值得讚揚的事蹟，且被

視為極度無能。但亨利六世創辨的劍橋大學國王學院與王后

學院(後者以妻子的名義)，以及伊頓公學，這些是他活的墓

誌銘。即使他已作古 5 百多年，這兩個學院及一所學校，至

今仍生氣蓬勃，聲名遠播，且在院史及校史中，一直記載著

創辦者的名字。要知墓誌銘可以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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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克公爵理查會覺得他的先祖與眾不同，可能還有如下

原因。首先，他的外祖父，即第一代克拉倫斯公爵安特衛普

的萊昂內爾，經由妻子的娘家，在愛爾蘭擁有不小的領地，

為愛爾蘭最大領主。亨利二世、約翰及理查二世，均曾涉足

愛爾蘭，但其他國王均不曾。1361 年，克拉倫斯公爵被任命

為愛爾蘭總督，是英格蘭歷來王子裡的首位。他的使命很清

楚，即維持並擴張金雀花王朝在桀驁不馴的愛爾蘭西部之勢

力。由此可見，安特衛普的萊昂內爾極獲他父親愛德華三世

之器重。其次，約克公爵理查的祖父，即第一代約克公爵蘭

利的埃德蒙，在英法百年戰爭期間，由於有戰功，1362 年，

才 21 歲時，便被其父愛德華三世冊封為劍橋伯爵(Earl of 

Cambridge)。1385 年，隨其姪兒理查二世攻打蘇格蘭時，被

擢升為(第一代)約克公爵。約克公爵理查可能也以他的祖父

為榮。 

愛德華三世尚未真正掌權時，他母親的情夫羅傑莫蒂

默，原本在幕後當藏鏡人操控政局，沒過多久，便由幕後走

到幕前，且氣燄日益高張。當時在英格蘭不時在各地舉辦比

武大會，他常將自己打扮成亞瑟王，主持圓桌會議，儼然國

王般。剷除羅傑莫蒂默的勢力後，愛德華三世雖極喜愛亞瑟

王的傳說，但於即位初期，他並不那麼狂妄。在比武大會上，

他寧可謙卑地將自己比作一較普通的圓桌武士(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亦稱圓桌騎士)。他經常扮成萊昂內爾爵士

(Sir Lionel)，以表自己雖身為國王，卻仍是一能與部屬並肩

作戰的戰士。最早賦予他此角色的乃羅傑莫蒂默。1329 年，

在一次比武大會上，他向國王獻上一隻有萊昂內爾爵士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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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杯子。以亞瑟王自居，但將愛德華三世比為一小騎士，不

難猜出其居心。 

愛德華三世並不以為忤，反而欣然接受。在 1330 年代，

他實際掌權初期的許多比武大會上，始終佩戴此紋章，還用

這位騎士的名字 Lionel，給自己的三子(1338 年出生)命名。

這表示他雖掌權了，但沒有忘記過去那段不畏艱難，努力奮

鬥的精神。而也就是這種精神，支持他推翻羅傑莫蒂默的統

治。或許有這段背景，使約克公爵理查，認為身為安特衛普

的萊昂內爾之後代，乃較愛德華三世其他兒子的後代高一

等。 

不過 1350 年代以後，由於覺得自己成就輝煌，愛德華

三世開始以亞瑟王自居。畢竟世上真正謙虛的人很少，且人

有選擇性的記憶，到後來往往只記得自己成功的事。而一旦

君主開始自滿，那就顯示王國的輝煌時期快結束了。 

 

23 

愛德華三世在位(1327-1377)長達 50 年，時間之長，從

1066 年諾曼征服的英格蘭，至今日的聯合王國，9 百多年來

的君主中，可排第 5。在位時間比他長的，只有當今的伊莉

莎白二世(1952 年起在位，已超過 68 年)、維多利亞女王(伊

莉莎白二世的高祖母，1837-1901 年在位，超過 63 年)、喬

治三世 (George III，1738-1820，維多利亞女王的祖父，

1760-1820 年在位，超過 59 年)，及亨利三世(1216-127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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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超過 56 年)。百年戰爭(1337-1453)始於愛德華三世在

位的初期，一直到 1360 年，英軍都打得虎虎生風，法軍根

本不是對手。 

百年戰爭中，英格蘭有三大捷戰，前兩大捷發生於愛德

華三世在位期間。第一大捷為 1346 年 8 月 26 日的克雷西會

戰(Battle of Crécy)，是一場著名的以寡擊眾戰役。至於 1356

年 9 月 19 日，由黑太子愛德華指揮的普瓦捷戰役(Battle of 

Poitiers)，則為第二大捷。在由亨利五世率領的阿金庫爾戰役

(1415 年 10 月 25 日)之前，此役是法蘭西人敗得最慘的一次。

連法蘭西國王約翰二世(John II，1319-1364，1350-1364 在

位，為腓力六世的長子)都成為黑太子的俘虜。黑太子的軍事

聲譽，因這場勝利，而永久奠定。 

普瓦捷大勝後，英格蘭的國力，可說達到金雀花王朝的

顛峰。似只差臨門一腳，英格蘭便能全面擊潰法軍，如此英

法便可合而為一了。但法蘭西頑強抵抗，不願臣服。而 1360

年後，英格蘭原本看似唾手可得的勝利，卻轉眼灰飛煙滅

了。為什麼會有這樣的發展？ 

普瓦捷戰役結束後，英軍舉行宴會。在戰場上殺人如麻

的黑太子與其將領們，誠摯地招待大批包括約翰二世在內的

法蘭西高階戰俘。宴席中，約翰二世被頌揚為一偉大的國

王、英勇無比的戰士。戰敗淪為階下囚，卻被對手如此推崇，

約翰二世心中，應是百感交集吧！雖勝不驕，表現出尊重對

手的騎士風度。但政治畢竟是現實的，英格蘭絕不可能放走

俘虜。奇貨可居，國王及貴族等戰俘，全被押回英格蘭。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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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戰場上，殺死敵國貴族者，不但不會獲得獎勵，且可能

受到處分。活捉以換取贖金才是上策。贖金多寡因人而異，

國王身價自然是頂級。 

約翰二世被囚在倫敦時，他的長子查理(1338-1380，即

後來的查理五世(Charles V)，1364-1380 年在位)成為法蘭西

的攝政王。雖在英格蘭當俘虜，約翰二世並未被虧待。他仍

享有王室特權，能四處旅行，並過著富裕的生活。由於查理

無法為父親付出贖金，後來英格蘭將約翰二世釋放，讓他回

國籌集贖金。他的次子路易(即後來的安茹公爵路易一世

(Louis I，Duke of Anjou)，1339-1384) 則當人質。路易在他

哥哥擔任指揮的普瓦捷戰役中逃脫，原本並未被俘虜。 

因英格蘭獅子大開口，法蘭西很難同意那些需索無度的

要求。經過冗長的談判，1360 年 5 月 8 日，愛德華三世及約

翰二世，終於在法蘭西的布雷蒂尼(Brétigny，位於厄爾-盧瓦

爾省(Eure-et-Loir)沙特爾(Chartres)附近)簽訂布雷蒂尼條約

(Treaty of Brétigny)。條約於當年 10 月 24 日，在加萊經過兩

位國王與各自的長子(黑太子愛德華與法蘭西太子查理)批准

後生效。由於在加萊批准，故亦稱此為加萊條約(Treaty of 

Calais)。距 1356 年 9 月的普瓦捷戰役，已是 4 年後，真是冗

長的談判，對雙方耐心都是考驗。此條約的訂定，後來被視

為是百年戰爭第一階段的結束，歷經 23 年。附帶一提，自

1346 年的克雷西戰役後，有兩百多年的時間，加萊一直是英

格蘭的領地，直到 1558 年，法蘭西才收復。 

布雷蒂尼條約，除讓英格蘭獲得廣大的法蘭西領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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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蘭西並須支付如天價般的贖金。而除路易王子外，並有數

十位貴族被送往英格蘭為人質，當做支付剩餘贖金的保證。

於是法蘭西除了國土飽經蹂躪，往後更將被贖金的重枷鎖套

住。 

豈料 1362 年，被當做人質的法蘭西王子路易逃走了，

顯然他很擅長脫逃。成大事者不拘小節，約翰二世獲知兒子

自由後，會大喜嗎？一點也不。他對兒子未遵守騎士的信

條，覺得實在是莫大的恥辱，而對法蘭西因經濟狀況極差，

一直拖欠贖金，也感到極為差愧。子不教，父之過。於是他

宣布，將自願返回英格蘭繼續當俘虜。此一宣佈，震驚了他

的臣民。但約翰二世卻堅持，這是為了“誠實及榮譽＂(good 

faith and honor)。被兒子毀掉的誠實及榮譽，約翰二世要自己

取回。 

1364 年初，抵達倫敦的約翰二世，受到熱烈的遊行及盛

宴的歡迎。英格蘭的人民表達出，即使是敵人，是真騎士就

該被尊敬。只是沒過多久，約翰二世便病倒了。再偉大的騎

士，也不是每次都能打敗病魔，1364 年 4 月，他死於倫敦近

郊，屬於岡特的約翰之薩沃伊宮(Savoy Palace，Savoy 又譯薩

伏依，在法國東南部及義大利西北部，是歐洲一文化歷史地

區(cultural-historical region)，1416-1860 年曾建立薩沃伊公國

(Duchy of Savoy)，在英格蘭被拿來當一座官邸名)。約翰二

世注重誠實及榮譽的行事風格，為他贏得“好人約翰＂(John 

the Good (法文 Jean le Bon))之稱。不過，他死後，繼位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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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查理五世，對當好人或騎士都沒興趣，誠實或榮譽也沒放

他心上，他立即停止繼續支付他父親的贖金。已冰冷的軀

體，贖回何用？但尊敬好人，後來英格蘭仍讓約翰二世的遺

體運回法蘭西安葬。 

查理五世雖非以“好人＂留名，卻有智者(the Wise)的外

號。身為君主，究竟該當好人或智者，可能值得深思。在查

理五世的領導下，法蘭西利用停戰期間，整軍經武，積極備

戰，下定決心要打敗英格蘭。布雷蒂尼條約雖對法蘭西極為

嚴苛，查理五世卻能利用它來進行改革。之後查理五世逆轉

了百年戰爭第一階段的戰局，法軍逐漸光復英格蘭人佔領的

大部分領土，他成了法蘭西的中興之主。只是在 1380 年，

查理五世崩殂後，法蘭西又開始亂成一團，導致亨利五世在

1420 年，又攻佔了大半個法蘭西。說起來，不論個人或國家，

常都是敗給自己。 

百年戰爭並非持續打個不停，如前述布雷蒂尼條約訂定

後，自然便會停戰幾年。又如 1396 年 3 月，英格蘭的暴君

理查二世(愛德華三世之孫)，與法蘭西締結為期 28 年的停戰

協定，並談妥兩國的聯姻。理查二世將迎娶法蘭西國王查理

六世(約翰二世之孫，查理五世之子，就是後來精神有問題的

那位國王)之二女兒，即瓦盧瓦的伊莎貝拉。1382 年 1 月，

理查二世首次結婚時，妻子波西米亞的安妮 (Anne of 

Bohemia，1366-1394)才 15 歲多。雖仍是個少女，但在那個

時代，這個年齡當新娘年紀已算夠大了。1396 年 10 月，理

查二世與查理六世在加萊附近會面，慶祝雙方達成協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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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來當新娘子的伊莎貝拉，當時才即將 7 歲，而他的夫婿理

查二世，再 3 個月，便將 30 而立了。 

不過英法新和約，並非人人滿意。有些人抱怨，國王已

30 歲了，至今膝下仍無一兒半女，現在娶個新王后，又年僅

7 歲，幾年內根本不可能生育。國王對婚事的安排，怎麼如

此兒戲？這些人的擔憂，並非沒道理。以事後諸葛來看，如

果理查二世有子嗣，則 3 年後(1399 年)他被廢黜時，王位便

能由他兒子繼承。就如 72 年前(1327 年)，他曾祖父愛德華二

世被迫下位時，由他祖父愛德華三世接位一樣，未引起紛

爭。抱怨並不只這點，如理查二世的六叔，只大他 12 歲的

格洛斯特公爵，便認為“這個國家的人民希望打仗，沒有戰

爭，他們便沒辦法體面地生活。和平有什麼用？＂原來停戰

也會引起不滿。 

其實恐怕只有貴族及騎士等階級，方可從戰爭中獲利，

過更好的生活，因而才會嚮往戰爭。一般人民得為戰爭多繳

稅，或最終化為戰場上的白骨，少有喜愛打仗者。但愛打仗

的有權者，那管人民之厭惡作戰。另外，未取個簡單的 30

年，而是停戰 28 年，這個 28，不知是如何算出來的？不過

日後將發現，所謂停戰協定，只要不是一張白紙就可以了。

因其實簽訂的目的，不過是要傳達(當下)友善之意，至於內

容是什麼，倒不見得須太在乎。如果那天雙方翻臉，撕毀協

定，不論 28 或 38 年，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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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 年，亨利六世精神異常，連親人都無法辨識，因而

根本無法治國。此時有野心者，自然按捺不住了。除醞釀已

久的約克公爵理查外，另一方面，巾幗不讓鬚眉，王后瑪格

麗特了解情況危急，她雖年紀輕輕(生於 1430 年)，但個性機

智果敢。深諳挾天子以令諸侯之妙，她知道可藉擁有小王

子，以建立自己的勢力。她將以蘭開斯特家族的力量為基

礎，以對抗約克家族。蘭開斯特王朝是亨利四世創立的，經

兒子亨利五世，傳給孫子亨利六世，豈可三代而亡？ 

1454 年初，瑪格麗特王后產後身體恢復了，她發表宣

言，要求獲得國家統治權。牝雞司晨，惟家之索。婦女掌權，

小則家敗，大則國亡，昔日男性對婦女強出頭，往往相當排

斥。其實王后的舉動固然大膽，卻非毫無根據。即使英格蘭

直到那時，尚未曾有過女王，但女性實際主政，在歐洲並不

乏先例。亞奎丹的艾莉諾，在夫君亨利二世及兒子理查一世

在位時，便曾獲得不小的英格蘭統治權，因他們父子兩人都

曾出征海外，長期不在英格蘭。另外，愛德華三世登基時才

14 歲，他母親伊莎貝拉曾擔任過 3 年多的攝政。除這些英格

蘭的先例外，少女時在父親被囚禁時，瑪格麗特王后曾目睹

祖母及母親，代她父親統治領地。而且在 1 百多年前

(1328-1349 年間)，法蘭西的納瓦拉王國，便曾有女王胡安娜

二世。當然那是較小的王國，法蘭西王國便不曾有過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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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蘭，女攝政固然其來有自，但艾莉諾的攝政，是

被國王親自委託；伊莎貝拉的攝政，則是自己要來的，且實

權由其情夫羅傑莫蒂默掌握。後來愛德華三世將滿 18 歲時，

發動政變，將羅傑莫蒂默逮捕後處死，所以那是一失敗的女

攝政經驗。女性主動爭權，是很令男性擔憂了。至於由女攝

政躍進到女君主，上自諸侯，下至尋常百姓，在當時心理更

都尚未準備好。還要再約 1 百年(1553 年)，英格蘭才有首位

女王瑪麗一世。 

瑪格麗特王后的要求，被婉轉地拒絕了。不過為了安撫

她，1454 年 3 月 15 日，才 5 個月大的王子愛德華，被封為

威爾斯親王及切斯特伯爵(Earl of Chester)。這是英格蘭權貴

所願做出的最大讓步，那兩個職位，王后想代管就去吧！當

年 3 月 27 日，約克公爵理查，被以貴族為主的議會，選出

為護國主及主要謀臣，他的權力至此達到顛峰。他不是個尸

位素餐者，大刀闊斧地改革他以為的陋習。人事方面之懲

處、獎勵，及工作調整，也都毫不客氣地善用他的權力。不

少人原本對他擔任護國主充滿疑慮，只是其作風雖屢引人側

目，倒也沒做出什麼過度逾矩的事。 

1454 年的耶誕節，在精神失常 1 年多後，亨利六世終於

清醒了。很多大臣興奮莫名，但也有人不太高興。國王恢復

正常，即表約克公爵理查護國主的頭銜保不住了。這他尚可

忍受，畢竟國王有此權力換掉他。但新的主政人選，就很令

他受不了了。之後幾個月內，他過去 1 年裡的舉措，幾乎都

被推翻。人事也大變動，如他任命的大法官，即他大舅子(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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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大哥)，也是他最佳盟友的第五代索爾茲伯里伯爵理查內

維爾(Richard Neville，5th Earl of Salisbury，約 1400-1460)，

便被迫請辭。至於他自己，則連加萊總司令一職也被拔除。

由誰接任呢？ 

政府重新由第二代薩默塞特公爵埃德蒙博福特掌舵，他

且兼加萊總司令。這位亨利六世的堂叔(其父親為亨利五世之

堂弟，祖父為亨利四世之弟)，約克公爵理查不但瞧不起他，

且一直視他為賣國賊。此因幾年前約克公爵理查在法蘭西擔

任攝政時，局面原本好好的，攝政的位子交給第二代薩默塞

特公爵後，他打敗仗且自己先逃，棄部屬不顧。這樣貪生怕

死的敗軍之將，未受懲罰不說，還一路高升，佔據好些政府

的要職。天啊！太沒有公平正義了。如果說國家將亡，必有

妖孽，這種人便是妖孽。他還曾是已過世的凱瑟琳太后之情

人呢！約克公爵理查簡直氣壞了。 

約克公爵理查自認擔任護國主時，雖不敢說夙夜匪懈，

但絕對是戮力以赴，以維持政府的正常運轉。如今鳥盡弓

藏，不但他在政府中的職位全被剝奪，連尊嚴也被剝奪。彷

彿他篡位 1 年，得除之而後快。但最危害國家的，根本是國

王(其實應該說是王后)寵信的那幾位奸臣。他們的能力及品

德，皆讓他很鄙視。他覺得如果他們繼續留在政府裡作怪，

他將永遠被當做王室的敵人，得不到該有的地位。而若讓他

們持續把持朝政，他們將不斷逐斥異己，戕害忠良，最後國

家恐怕會被他們賣掉。清君側！他想到了。 

約克公爵理查找索爾茲伯里伯爵理查內維爾等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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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 年 4、5 月間，集結一支人數並未太多的軍隊。他宣稱

此舉是為了剷除國王身邊，第二代薩默塞特公爵那班奸佞。

他不以為自己的行為是為了爭權奪利，更不是反叛國王。只

是起兵卻非謀反，這點恐怕連他的追隨者，都不易分辨其間

微妙的差別。 

面對此變局，第二代薩默塞特公爵驚慌失措。其實他該

做的，應該是號召勤王之師，來保衛首都倫敦。結果他決定

將國王內廷，移到倫敦之北的萊斯特(Leicester，今日為英格

蘭中部萊斯特郡的首府)。該城位於蘭開斯特公爵的領地，自

亨利四世以來，此領地便屬於國王本人所擁有。瑪格麗特王

后則留在倫敦，沒有隨行。但亨利六世一行人，尚未抵達萊

斯特，在聖奧爾本斯 (St Albans，在今日赫特福德郡

(Hertfordshire))時，5 月 22 日，雙方部隊便相遇了。 

經短暫的談判，還沒達成共識，士兵即已沉不住氣，於

是巷戰便開始了。戰鬥很快就結束，亨利六世被俘虜，但被

安全地看管，未受到傷害，因約克公爵理查舉兵是為國王而

戰，是要清君側，而非與國王為敵。但亨利六世周圍的人便

沒那麼幸運了，死了 3 個貴族，包括約克公爵理查最憎恨的

第二代薩默塞特公爵，不過這回他是戰死的，沒有逃走，可

能是根本沒機會逃。整個衝突因他而起，他是約克公爵爵理

查陣營，主要的攻擊目標，他一死，戰鬥也就結束了。這便

是“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First Battle of St Albans)。 

約克公爵理查、索爾茲伯里伯爵理查內維爾，與他長子

第十六代沃里克伯爵理查內維爾(Richard Neville，16th Ear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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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wick，1428-1471，為約克公爵理查之外甥，有造王者沃

里克(Warwick the Kingmaker)之稱)，恭敬地晉見國王，向國

王效忠。國王自然無可奈何，承認他們是在保護他的安全，

且接受他的領導。隔天，5 月 23 日，亨利六世被約克黨人送

回倫敦。再次日，他被帶去城裡遊行，約克公爵理查在他右

側、索爾茲伯里伯爵理查內維爾在他左側、沃里克伯爵理查

內維爾捧著御劍，而亨利六世則有如傀儡，被押著走似的。

於是約克公爵理查便再度掌權，成為英格蘭的實際統治者。

他不禁覺得奪權原來如此容易。 

1455 年 11 月 15 日，約克公爵理查二度被任命為護國

主。第一次擔任護國主時，由於國王完全沒有治國能力，即

使他的政敵也難以挑剔他的職位。第二次則並非有此需要，

算是他自己以強權搶來的位子，因此貴族們都睜大眼，看他

怎麼做？他以給王國帶來秩序和穩定者自居，盡力行使王室

權威，企圖凝聚貴族的團結意識，讓英格蘭再度偉大。卻發

現支持他的貴族很少，議會通過的政策，他根本很難推動，

眾貴族皆從壁上觀。1456 年 2 月 25 日，才不過 3 個多月，

他便不得不辭去護國主一職。之後他的盟友也陸續被免職，

取而代之的，都是瑪格麗特王后的擁護者。他雖仍努力參

政，想為國家做些事，但他已成為人們茶餘飯後嘲笑的對

象，倫敦街頭亦張貼諷刺他的詩。 

1456 年底開始，26 歲的瑪格麗特王后開始干政。不管

約克公爵理查用什麼冠冕堂皇的藉口，她對他 1455 年 5 月

在聖奧爾本斯大街上，殺害她的盟友第二代薩默塞特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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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將國王當成俘虜，一直視為奇恥大辱。而約克公爵理查對

王后的再三排擠他，自然也怨恨無比。一個女人，而且是來

自敵國法蘭西，居然奪走一公侯冢子與生俱來的權力與地

位，是可忍，孰不可忍？ 

瑪格麗特王后持續擴充她的勢力，並重用或提攜她信賴

的人。亨利六世的兩個同母異父弟弟，也都出頭了。1457 年，

彭布羅克伯爵賈斯珀都鐸，被任命為位於威爾斯的卡馬森

(Carmarthen) 及阿伯里斯特威斯 (Aberystwyth) 之司廄長

(Constable)，負責指揮兩地的軍隊。此二威爾斯城的軍事要

職，原本都掌握在約克公爵理查手上。而在此之前，賈斯珀

都鐸的哥哥，里奇蒙伯爵埃德蒙都鐸，便已成為王后在威爾

斯南部之代言人，那裡有約克公爵理查的領地，雙方陣營衝

突不斷。兩兄弟的父親歐文都鐸是威爾斯人，基於地緣關

係，王后特地派他們去經營老家。 

這兩位年輕的新貴，1452 年，被提升為貴族，1453 年，

議會承認他們是國王的合法同母異父弟弟，如今又皆獲得重

用。凱瑟琳在天之靈，對此二子有這樣的發展，應感到欣慰

吧！事實上，倒不完全是她媳婦對其子嗣特別照拂，而是瑪

格麗特王后也的確需要盟友。 

 

25 

光有爵位並不夠，還要有財富。爵位加上財富，地位便

將隨之大幅提升。財富又怎麼來？若不貪贓枉法，再高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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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都難以致富，但經由繼承或婚姻，便有可能躋身富豪之

列。1455 年 11 月 1 日，24 歲的里奇蒙伯爵埃德蒙都鐸，在

亨利六世的安排下，迎娶 12 歲的瑪格麗特博福特夫人(Lady 

Margaret Beaufort，1443？-1509)為妻。這位亨利六世的堂

妹，是第一代薩默塞特公爵約翰博福特(John Beaufort，1st 

Duke of Somerset，1403-1444，英法百年戰爭期間，擔任法

蘭西遠征軍慘敗，回國後不久便去世了，有可能是因羞愧而

自殺)的獨生女(這是指合法婚姻所生，她父親另外至少有兩

個私生子女)。父親撒手人寰時，她才約 1 歲，成為英格蘭最

富有的女繼承人。之前提到的第二代薩默塞特公爵埃德蒙博

福特，乃是她親叔叔(因而她父親亦為亨利五世之堂弟，由於

父親沒有兒子，爵位由她叔叔繼承)，於她結婚的半年前，1455

年 5 月，在聖奧爾本斯戰役過世。他們家族對亨利六世及瑪

格麗特王后均忠心耿耿。 

瑪格麗特博福特夫人與亨利六世一樣，皆為岡特的約翰

之曾孫(女)，也就是皆為愛德華三世之玄孫，屬於天潢貴胄。

才不過幾年前，埃德蒙都鐸還幾乎一無所有。1452 年，他被

提升為貴族，如今憑藉婚姻，又給他帶來巨大的財富及地

位，他幾乎擁有一切了。 

結婚後不久，1456 年的春天，瑪格麗特博福特懷孕了，

但埃德蒙都鐸將永遠見不到自己的孩子。因他為約克公爵理

查的陣營所俘，囚禁在卡馬森。1456 年 11 月 1 日，結婚 1

周年那天，他死於瘟疫。再大約 3 個月後，1457 年 1 月 28

日，在彭布羅克城堡(Pembroke Castle，位於威爾斯西部的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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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羅克，始建於 1093 年)，年方 13 歲多的瑪格麗特博福特，

於吃盡苦頭後，生下一個兒子，取名亨利都鐸(Henry Tudor)。

可能因分娩的過程太過慘烈，給瑪格麗特博福特的身體，造

成極大之創傷，此後她雖又結婚兩次，卻再也沒生育過。但

不必多，生這麼一個就夠了。 

附帶一提，就算在女子早婚和早育的年代，13 歲當母

親，也委實太早了。幾十年後，16 世紀初的宗教改革家馬丁

路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他著的“路德文集＂

(Luther’s works)中說，“即使女人在生產時面臨死亡，也應

含笑而逝，因為這是一件崇高的事，也是為了順服上帝而

死。＂含笑而逝？此觀點今日應很難被接受。不過在早期生

育風險極高之下，的確有不少婦女，仍自很年輕時起，便屢

冒生命的危險，懷孕並生產，這是他們認為正當且該做的

事，我們只能致上無比的敬意。 

男性是否有可與女子的生育相匹比，值得高度尊敬的

事？也是有，但敬意可能略遜些。在“十字軍戰爭全史＂(The 

Crusades: A History，2005，喬納森賴利-史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1938-2016)著，黃宗憲(2020)為中譯本)裡，引

用 13 世紀傳道士羅芒的安貝爾(Humbert of Romans，約

1194-1277)，於 1270 年代初期，在一篇報告中，回應十字軍

東征，因死亡人數過多，對基督教世界的傷害。他說，“基

督教的目的，不在填滿地上，而在填滿天上。人為上帝捐軀，

導致世間的基督徒變少，有何好擔心？人藉由這樣的死亡到

了天上，如果走別的路，或許永遠到不了那裡。＂為某一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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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而不惜犧牲，其奉獻的精神，固然令人敬佩，惟宗教宣稱

以填滿天上為目的，此觀點今日也很難被接受。 

事實上，今日即使擔任國防部長者，“勉勵國軍當戰爭

來臨，要以崇高的榮譽、無比的尊嚴，勇敢地走向戰場，含

笑為國犧牲＂，可能都會被社會責難，何況若要女子於懷孕

生子，面臨死亡時，也應含笑而逝？不過我們得接受，生育

及作戰，這兩件高風險的事，不論是基於信仰的虔誠，或其

他原因，有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做起來就是無怨無悔。 

祖父歐文都鐸來自威爾斯，祖母凱瑟琳來自法蘭西，父

親不但原本是私生子，且毫無英格蘭血統，當然也沒有英格

蘭的王室血統。但因母親的關係，亨利都鐸的血緣，遂與蘭

開斯特王朝，及金雀花王朝，都有了連結，而不再僅是法律

上被承認身分合法而已。曾有人“生孩六月，慈父見背；行

年四歲，舅奪母志＂，就覺得很悽慘，以“臣以險釁，夙遭

閔凶＂來形容自己命運多舛(見西晉李密(224-287)的“陳情

表＂)。這位亨利都鐸，一出生就沒父親，且不滿 1 歲(1458

年 1 月 3 日)，母親就再婚(乃自願，並無人奪其志)，更是險

釁又遭閔凶。他有什麼重要？ 

在王位繼承，高度重視血緣的英格蘭，這樣背景的亨利

都鐸，卻是後來被視為一個時間雖不長，卻是英國歷史上黃

金時代的都鐸王朝(House of Tudor，1485-1603)之開創者，即

亨利七世(Henry VII，1457-1509，1485-1509 年在位)。很神

奇吧！除了他叔叔彭布羅克伯爵賈斯珀都鐸居功厥偉，他那

位傳奇的母親瑪格麗特博福特夫人，也功不可沒。這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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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當然有必要多了解。 

 

26 

瑪格麗特博福特一生共結婚 4 次。第一次結婚時，她可

能才 1 歲，根本不知發生什麼事，3 年後這婚姻被廢除(the 

marriage was dissolved)。她從未承認這樁婚姻，且在 1472 年

立的遺囑中，稱埃德蒙都鐸為她的第一任丈夫。不過既然說

是廢除，所以我們仍將此列為第一次。第三次婚姻

(1458-1471)及第四次婚姻(1472-1504)都維持很久，分別約長

13 年及 32 年，且結束並非其他原因，都是夫死。第四任丈

夫去世後，她便不再結婚了，可能是年紀已不小，63 歲了。

第三任丈夫為亨利斯塔福德爵士(Sir Henry Stafford，約

1425-1471)；第四任丈夫為第一代德比伯爵湯瑪斯斯坦利

(Thomas Stanley，1st Earl of Derby，1435-1504)，他原本繼

承父親的爵位，為第二代斯坦利男爵(2nd Baron Stanley)，因

對繼子亨利都鐸，於 1485 年取得王位，發揮關鍵性的功勞，

在當年被亨利七世封為德比伯爵。因而瑪格麗特博福特後來

亦稱里奇蒙及德比伯爵夫人 (Countess of Richmond and 

Derby)，里奇蒙伯爵是她第二任丈夫埃德蒙都鐸之爵位。 

在瑪格麗特博福特的墓碑上，只寫她是里奇蒙伯爵夫

人。事實上，她與里奇蒙伯爵的婚姻，只維持短短的 1 年，

且因他先參戰後被囚，夫妻兩人必定聚少離多。但不知是否

夫以子貴，因他是亨利七世的父親，而她的其他丈夫，非但



 152

沒有兒子當國王，且根本就未與她生出任何孩子。這樣的丈

夫，對王國缺乏影響力，結婚再久也沒用，因而名字便不必

出現在墓碑上了。這與 3 百多年前，亨利二世的母親瑪蒂妲

之作法類似。她墓碑上提到的丈夫，僅有第二任英格蘭的亨

利一世。至於首任丈夫法蘭西若弗魯瓦五世，只當到公爵(諾

曼第)，既然沒當上國王，墓碑上就不必提了。反正這兩位女

中豪傑，都比歷任丈夫長壽，因此她們的墓碑上寫什麼，都

不會有那個前夫跳出來抗議。 

瑪格麗特博福特擁有英格蘭王室血統，因而即使她丈夫

埃德蒙都鐸毫無英格蘭血統，兩人生出來的孩子亨利都鐸，

仍成為成為英格蘭宗室的成員了，此有助日後亨利都鐸取得

王位。雖然如此，幸好那時約克公爵理查早已過世了，否則

他連究竟是國王排序第幾的兒子之後代，都要計較，瑪格麗

特博福特的血統，必會被他百般挑剔。瑪格麗特博福特的血

統，有何問題嗎？ 

我們知道，岡特的約翰之首任妻子，為他父親愛德華三

世替他安排之蘭開斯特的布蘭奇，兩人於 1359 年結婚。這

位給他帶來大量財富的妻子，於 1368 年過世。兩人共生了 7

個孩子，其中有 3 個長大，1 男 2 女，男孩就是後來的亨利

四世。1371 年，岡特的約翰又娶西班牙卡斯提爾王國的女兒

康斯坦斯。這段婚姻持續到 1394 年康斯坦斯過世為止，她

生了 1 男 1 女，只有女兒長大。但在第二段婚姻期間，岡特

的約翰與情婦凱瑟琳斯威福德 (Katherine Swynford，約

1350-1403)生了 3 男 1 女，都順利長大，這幾個自然是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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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瑪格麗特博福特的祖父，便是這 4 個私生子中的老大，

即亨利四世的同父異母弟弟，第一代薩默塞特伯爵約翰博福

特(John Beaufort，1st Earl of Somerset，約 1371-1410，為第

一代薩默塞特公爵約翰博福特，及第二代薩默塞特公爵埃德

蒙博福特之父)。岡特的約翰尚有另一情婦，生了個女兒。 

國王的私生子，不是沒有王位繼承權嗎？因而其子孫自

然也不會有。如此一來，私生子的孫女瑪格麗特博福特，怎

能說有英格蘭王室血統？又由於她丈夫埃德蒙都鐸也是私

生子，那他們的兒子亨利都鐸，豈不是父母皆為私生子，這

那算什麼了不起的王室成員？遠得很！如此去爭奪英格蘭

的王位時，誰會理他？ 

1396 年，於第二任妻子過世兩年後，岡特的約翰將凱瑟

琳斯威福德扶正，兩人結婚了。那之前生的 4 個孩子，還算

私生子嗎？理論上是。幸好理查二世在位期間(1377-1399)，

於 1390 及 1397 年，這 4 個孩子，二度被議會宣佈為合法。

1396 年，又經羅馬教宗波尼法爵九世(Pope Boniface IX，約

1350-1404，1389-1404 年在位)同意為合法，這便更保險了。

不但漂白，且漂得極白。要知任何原本不合法的事，只要經

教宗同意後便合法了。什麼是罪惡？什麼不是？一切都是教

宗說了算，教廷乃超乎律法之上。此有時很方便，但當想做

的事，教宗堅持不同意時，就會令人恨透他了。 

1399 年，岡特的約翰之長子博林布羅克的亨利，罷黜他

堂哥理查二世，而登基成為亨利四世後，他規定那 3 個已漂

白的異母弟弟及其子孫，皆無英格蘭的王位繼承權。岡特的



 154

約翰前兩任婚姻，只有亨利四世這麼 1 個兒子長大，亨利四

世的用意，是導致王位只能傳給他自己的子嗣。那 3 個異母

弟弟，即使已被漂白，身分合法了，仍被排除在王位繼承的

行列外。只是這項規定，並未經議會通過，說起來是無效的。

而且那 3 個異母弟弟之老大，即第一代薩默塞特伯爵約翰博

福特，其外曾孫亨利都鐸，在八十多年後(1485 年)依然登上

王位，成為亨利七世。 

1509 年 6 月 29 日，在兒子亨利七世駕崩(當年 4 月 21

日)後兩個多月，瑪格麗特博福特在西敏寺的教區去世。在她

死前 1 天，她的孫子亨利八世剛度過 18 歲生日，他已於當

年 4 月 22 日登基。今日有些國家，國民至 18 歲仍無投票權，

當然也不會有被選擇權。但當時 18 歲擔位國王，並不會被

認為太年輕。瑪格麗特博福特死後，被葬在亨利七世女士禮

拜堂(Henry VII Lady Chapel，現常稱為亨利七世禮拜堂

(Henry VII Chapel)，為西敏寺之一禮拜堂，亨利七世在位時

所下令興建)。她墓碑上的拉丁文銘文，乃伊拉斯謨(常稱鹿

特丹的伊拉斯謨(Erasmus von Rotterdam)，1466-1536，為文

藝復興時期荷蘭著名的人文主義思想家和及神學家，有“人

文主義君主＂之稱，在 2004 年票選最偉大的荷蘭人(The 

Greatest Dutchman)中，他名列第五)所寫。 

由瑪格麗特博福特墓碑上文字的意思，可知她留名後世

的，不只是生出都鐸王朝的開創者： 

瑪格麗特，里奇蒙伯爵夫人，亨利七世之母

親、亨利八世之祖母，她捐贈資金給這座修道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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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僧侶、溫博恩的一所語法學校、全英格蘭的一

位傳教士，及兩位聖經講師，牛津及劍橋各一位。

她也在劍橋創立兩所學院，其一獻給基督，其二獻

給約翰福音的作者聖約翰(Margaret, Countess of 

Richmond, mother of Henry VII, grandmother of 

Henry VIII, who donated funds for three monks of 

this abbey, a grammar school in Wimborne, a 

preacher in the whole of England, two lecturers in 

Scripture, one at Oxford, the other at Cambridge, 

where she also founded two colleges, one dedicated to 

Christ, and the other to St John, the Evangelist)。 

瑪格麗特博福特善用其財富，終其一生，致力於推動教

育事業。對於設學校、設講座、成立學院，及資助學者等，

她一向慷慨解囊，毫不吝惜。而除了提到兒子及孫子當國

王，及與她生出國王兒子的那位丈夫外，墓碑上只敘述教育

方面的事，她並不只做這類事，但由此可見她對教育之看

重。跟教育比起來，其他都不值得一提。這樣的表態，對後

世必有引領作用。 

墓碑上寫的那所語法學校，為今日的“伊麗莎白女王學

校(Queen Elizabeth’s School)，招收 13 至 18 歲的學生，校址

在多塞特郡(Dorset，位於英格蘭西南部，在英吉利海峽沿岸)

的溫伯恩大教堂(Wimborne Minster)旁。地點會選在那裡，因

瑪格麗特博福特的父親，即第一代薩默塞特公爵約翰博福

特，死後便埋葬在溫伯恩大教堂。雖是為了紀念父親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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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前所述，此校及她在劍橋大學所設的兩個學院等，可說

是瑪格麗特博福特“活的＂墓誌銘。 

劍橋大學目前共有 31 個組成學院(constituent colleges)，

其中便有兩個為瑪格麗特博福特所創辨。首先即獻給耶穌基

督的基督學院(Christ’s College)，始建於 1437 年，原本稱為

上帝的家(God’s House)。1505 年，瑪格麗特博福特給予豐厚

的捐贈，並將其更名為基督學院，成為劍橋大學的第 12 個

學院。從此她便被稱為基督學院的創立者。另外，她生前捐

贈資金，並開始籌設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但直到

她過世後，1511 年學院才正式成立。顧名思義，此學院乃獻

給“聖經＂中耶穌的 12 個門徒之一約翰(John)，他被認為是

“聖經＂“約翰福音＂(John)的作者。這便是瑪格麗特博福

特，在劍橋大學所創立的兩個學院。 

今日劍橋及牛津兩所大學內，諸如肖像、簽名副本，及

以她命名的划船俱樂部等，有許多與瑪格麗特博福特相關的

事物。此外，牛津大學的瑪格麗特夫人學堂(Lady Margaret 

Hall)，始建於 1878 年，亦以以獎學金和學習的贊助人(patron 

of scholarship and learning)瑪格麗特博福特來命名，為牛津大

學 39 個組成學院之一。根據皇家特許狀(royal charter)，學院

的正式名稱為“牛津大學瑪格麗特夫人學院的校長和研究

員＂(The Principal and Fellows of the College of the Lady 

Margaret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名字實在相當長，通常

只稱“Lady Margaret Hall＂。此學院與薩默維爾學院

(Somerville College)同為牛津大學最早成立的兩個女子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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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1879 年首度招生，分別收了 9 及 12 位學生。今日兩

個學院都約有 6 百名學生。 

附帶一提，在 1920 年之前，牛津大學拒絕授予女子學

位(academic degrees)，也不承認她們是大學的正式成員(full 

members)。自 1920 年 10 月 7 日起，女子才開始能被錄取為

大學的正式成員，並能獲得學位，之前唸得再好，都拿不到

學位證書。1927 至 1957 年間，牛津大學限制女學生的數目，

不能超過男學生的 4 分之 1。牛津大學各學院原本皆招收單

一性別的學生，1974 年起，開始有 5 個男子學院招收女生。

1979 年，瑪格麗特夫人學堂成立 1 百周年時，學堂開始招收

男生。因而與聖安妮學院(St. Anne’s College)，成為牛津大學

兩個最早男女皆收的女子學院之一。而薩默維爾學院，則至

1994 年，才首度有男學生。2008 年起，牛津大學所有學院

便都男女生皆收了。2013 年，男女學生之比，約為 18.1 比

19.0，可說相當接近。至於劍橋大學，至今仍有 3 個學院只

招收女生。 

 

27 

“玫瑰戰爭＂(Wars of the Roses，又稱薔薇戰爭，

1455-1485)是 15 世紀，英格蘭兩支愛德華三世的後裔，蘭開

斯特家族與約克家族，以及各自的支持者，為了爭奪王位，

而發生的斷斷續續，歷時 30 年之內戰。兩大家族皆為金雀

花王朝的分支，說起來都是親戚：約克家族為愛德華三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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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及五子之後裔，蘭開斯特家族則為愛德華三世的四子之

後裔。事實上，有幾百年間，歐洲各王國的君主及貴族，差

不多不是血親就是姻親。但在爭奪權益時，再如何至親，都

阻止不了砍砍殺殺。 

就像“八年抗戰＂一詞，並不在對日抗戰期間出現，

“玫瑰戰爭＂一詞，在英格蘭的內戰時，也未曾出現。而是

16 世 紀 的 劇 作 家 莎 士 比 亞 (William Shakespeare ，

1564-1616)，在他的“亨利六世＂(Henry VI，有 3 部分)一劇

中，以兩朵玫瑰花被拔除，代表戰爭的開始後，此詞才逐漸

流行。蘭開斯特及約克家族，分別以紅玫瑰及白玫瑰為其家

徽。 

蘭開斯特家族的支持者，其領地主要分佈在英格蘭的北

部及西部，至於約克家族的支持者，則以英格蘭的南部及東

部為主。戰爭期間，有幾十個家族的男子大量戰死，甚至滅

絕，導致貴族的力量，在戰爭期間大幅削弱。因而促使之後

的都鐸王朝，往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發展。 

戰爭最後以蘭開斯特家族的亨利七世，與約克家族約克

的伊莉莎白(Elizabeth of York，1466-1503)，於 1486 年之聯

姻為終結，同時也結束了源自法國的金雀花王朝(包括蘭開斯

特王朝及約克王朝兩分支)，開啟了源自威爾斯的都鐸王朝。

至此英格蘭中世紀時期結束，並走向新的文藝復興時代。而

為了紀念這場戰爭，英格蘭後來以玫瑰為國花，並把皇室徽

章改為紅白的都鐸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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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家族之間的對立，始於 1399 年，理查二世被其堂

弟蘭開斯特公爵博林布羅克的亨利罷黜，登基成為亨利四

世。約克家族認為，博林布羅克的亨利不過是愛德華三世的

四子岡特的約翰之子，根本沒資格來搶王位。王位應傳給愛

德華三世的三子安特衛普的萊昂內爾之後裔。1413 年，亨利

四世蒙主恩召後，其長子亨利五世繼位。沒過幾年，1422 年，

雄霸天下的亨利五世，死於法蘭西戰場，留下襁褓中的兒子

亨利六世。至 1447 年，亨利六世幾個叱吒風雲的叔叔，也

都過世了。一直有野心的約克公爵理查，便覺得他可以挑戰

懦弱的亨利六世之王位了。 

因亨利六世精神異常，無法有效執政，1454 年 3 月，約

克公爵理查被選為護國主。1454 年底，亨利六世突然清醒

了，約克公爵理查護國主的寶座，還沒坐熱就被拿掉了。他

對他下台後政府的各種舉措，都極不滿意，1455 年 5 月中旬，

約克公爵理查率領一支小部隊前往倫敦。5 月 22 日，在倫敦

之北的聖奧爾本斯，遭遇趕來的亨利六世之部隊。這便是所

謂“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為玫瑰戰爭中的第一場戰

役。約克公爵理查宣稱他不是反抗國王，而是為清除國王身

邊的奸臣。經短暫的戰役後，蘭開斯特家族吃了敗仗。雖此

非規模太大的戰役，蘭開斯特家族仍失去幾位重要的貴族領

袖，元氣大傷。1455 年 11 月，約克公爵理查重新擔任護國

主，卻因政策難以推動，於 1456 年 2 月辭去護國主。這次

的任期更短，只有 3 個月。瑪格麗特王后並未趕盡殺絕，約

克公爵理查再度被任命為愛爾蘭總督，任期 10 年。他們家

族在愛爾蘭頗獲支持，若換個人當總督，連去上任都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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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6 年 9 月 14 日，王后瑪格麗特，帶著即將滿 3 歲的

愛德華王子，來到英格蘭中部大城考文垂(Coventry，又譯科

芬翠，或科芬特里，在西米德蘭茲郡(West Midland))。亨利

六世在幾天前便先到了。國王雖不過 34 歲，但身體虛弱，

只能任人擺佈。而才 26 歲的王后，則威風凜凜，令人生畏。

她自信又能幹，與支持者及盟友聯繫緊密，藉著控制王儲，

將自己打造成英格蘭的權力核心，跟約克公爵理查的陣營相

抗衡。她與國王、王子及內廷，將在考文垂停留 1 年，之後

的 10 年，也經常回來。儘管政府機構仍留在倫敦，但實際

統治國家的機器卻在考文垂。王后可能覺得，位於南部的倫

敦，對國王及她都不是那麼友善，但在英格蘭中部，他們則

較受歡迎。 

兩陣營間不時有大小衝突。1459 年 9 月 23 日，雙方在

斯塔福德郡(Staffordshire)的布洛希思(Blore Heath)，有一場戰

鬥，史稱“布洛希思之役＂(Battle of Blore Heath)，是玫瑰戰

爭中的第一場主要戰役。王軍戰敗，連指揮官都被砍倒而

亡。10 日 13 日，風水輪流轉，蘭開斯特陣營在“路孚德橋

戰役＂(Battle of Ludford Bridge)大獲全勝。馬奇伯爵愛德華

(約克公爵理查的次子，後來成為愛德華四世(Edward IV，

1442-1483，1461-1470 年，及 1471-1483 年在位)，及索爾

茲伯里伯爵與沃里克伯爵父子，因戰敗率眾逃往法蘭西加

萊。沃里克伯爵擔任加萊總司令多年，在那裡根基雄厚，駐

軍對他忠心耿耿。瑪格麗特王后早想解除其職務，卻束手無

策。1459-1460 年間，約克陣營曾從加萊，數次發起對英格

蘭海岸的突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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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0 年，沃里克伯爵準備好了，開始從加萊入侵英格

蘭。7 月 10 日的“北安普敦戰役＂(Battle of Northampton)，

對蘭開斯特家族是場有如大災難的打擊。蘭開斯特叛軍與沃

里克伯爵裡應外合，將亨利六世俘虜，並送往倫敦。1460 年

9 月 8 日，約克公爵理查從愛爾蘭回到英格蘭，沃里克伯爵

等人，以為他將再度以護國主的身分統治英格蘭，但他的欲

望已不止於此。他現在想當的，是國王。 

約克公爵理查的盟友感到無比震驚。約克黨人反對亨利

六世統治的理由是，國王身邊的奸臣小人是逆賊，他們危害

國家，人人得而誅之。至於國王本身並非暴君，跟愛德華二

世及理查二世統治時，因暴政而使臣民苦不堪言的情況，乃

完全不同，豈可廢黜且取代他？他固然有許多缺陷，甚至經

常處於精神異常的狀態，易被操控。但誰無缺陷？難道以後

遇到有缺陷的國王，就要推翻他？約克公爵理查的盟友，無

人公開贊同其作法，他的敵人則瞠目結舌，對其膽大包天，

形同叛國的行為，難以置信。 

幾個強力支持瑪格麗特王后的重要貴族，在“北安普敦

戰役＂，不是戰死就是被屠殺。大貴族的人際關係盤根錯

節，勢力很大，威脅性高。而仍存活的彭布羅克伯爵賈斯珀

都鐸，這位亨利六世的同父異母弟弟，約克陣營並不視為太

大的威脅。主要的威脅仍是王后，她透過年幼的愛德華王

子，仍有相當的號召力，實力不容小覷。約克公爵理查投鼠

忌器，再大的貴族他都可以殺掉，但他想當國王，且以自己

的血統最優先為訴求，那就不能殺王后及太子。而只要這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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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仍活著，他們永遠會敵視他，讓他有志難伸，甚至性命亦

可能不保。約克公爵理查最好的辦法，就是自己當國王。或

者退而求其次，比照他堂哥亨利五世與法蘭西訂定的“特魯

瓦條約＂，使自己成為王儲。這兩個辦法，都會剝奪愛德華

王子之繼承權，因而消滅王后的力量。 

約克公爵理查向議會提出他的家譜，從愛德華三世開

始，強調他的王位繼承權高於亨利六世。簡單講，他的母親

源自愛德華三世的三子，而亨利四世的父親是愛德華三世的

四子，亨利四世在 1399 年乃非法篡位！如今他決定要回屬

於他的王位。議會裡不論貴族或平民議員，都被他罷黜國王

的提議嚇到。他們並不輕易接受他的論點。如果允許女性傳

承王位的話，約克公爵理查的確擁有較優先的的王位繼承

權，問題是過去並無王位可由女性傳承的實例。而且，如果

約克公爵理查的動機，真如他自己所說，是為了王位繼承的

正義，是為了對得起英格蘭王室的列祖列宗，那過去幾十

年，何以他都不曾提出此要求？ 

議會成員皆知，王位的繼承，並非純依血統，否則早在

1 百多年前，1337 年，愛德華三世便已宣稱他血統最接近，

他才是法蘭西王位的合法繼承人，但法蘭西豈會接受？兩國

還為此開戰。而當法蘭西國王查理六世去世後，依據亨利五

世與法蘭西訂定的“特魯瓦條約＂，亨利六世於 1431 年 12

月，在巴黎聖母院加冕為法蘭西國王。但有什麼用？如今百

年戰爭已結束了，法蘭西王位仍懸在空中，如海市蜃樓，望

梅卻止不了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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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譜、血統，及正義等，約克公爵理查雖擺出一副正義

凜然的樣子，但大家心知肚明，他就是已無法忍受亨利六世

的昏庸，及瑪格麗特王后的專權。議會經兩星期的爭論後，

雖迫於情勢，但考慮到廢黜國王的後遺症實在太大，於 1460

年 10 月 25 日，就快速訂出“調解法案＂(Act of Accord)。法

案的精神類似“特魯瓦條約＂，即亨利六世繼續在位，但約

克公爵理查從此擁有合法的王位繼承權，享有王儲的地位及

頭銜。愛德華王子之王位繼承權，立即便喪失了，取而代之

的，是約克公爵理查，及其次子馬奇伯爵愛德華(長子早夭)

等，為依序之繼承人。約克公爵理查對這樣的結果，並不算

太滿意，但也只能接受。他再度被任命為護國主，以亨利六

世之名義統治。瑪格麗特王后和愛德華王子，則被逐出倫敦。 

“調解法案＂於 1460 年 10 月 31 日公布後，約克黨人

立即廣為宣傳。如何讓老百姓能很快了解，為何王位繼承有

此大轉變？血統之說太複雜，利用謠言最快！約克黨人大力

傳播愛德華王子為王后的私生子，不是國王的兒子，因而被

取消繼承權。這種八卦散布快，又難以反制。利用謠言當武

器，這是人們很早便會的。 

塵埃落定了嗎？即使神智不清的亨利六世，根本不知發

生什麼事，才 7 歲(生於 1453 年 10 月 13 日)的愛德華王子還

無力反抗，但有一個人永遠不會坐以待斃，那就是瑪格麗特

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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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調解法案＂通過後，內戰便結束了嗎？當然不會，反

而更進一步分裂英格蘭王國。對與瑪格麗特王后結盟的蘭開

斯特家族而言，這法案百分之百無法忍受，只好武力解決

了。隨後他們在英格蘭北方，組織一支龐大的軍隊。約克公

爵理查惟恐第三次失去政府控制權，倉促率部隊向北前進，

準備鎮壓叛亂並逮捕王后。1460 年 12 月 21，他抵達在約克

郡西部韋克菲爾德(Wakefield)的桑德爾城堡(Sandal Castle)。

12 月 30 日，他的一支搜糧隊，遭到第三代薩默塞特公爵亨

利博福特(Henry Beaufort，3rd Duke of Somerset，1436-1464)

等人之攻擊。這位第二代薩默塞特公爵埃德蒙博福特之子，

為瑪格麗特博福特夫人的堂兄(兩人的父親為兄弟)，按輩分

則為亨利六世的堂弟，3 人皆為岡特的約翰之曾孫。 

在 1455 年 5 月 22 日的“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當

時 19 歲的亨利博福特身負重傷。奄奄一息時，幸好有人救

走他。但他父親便沒那麼幸運，在大街上被亂劍砍死。如今

亨利博福特要為他父親報仇了。桑德爾城堡始建於 1107 年，

是座大型石製的堅固要塞，且居高臨下、易守難攻。約克公

爵理查的兵力其實跟對方相差太多，理應守在城堡內等待援

軍。但他卻決定正面迎擊，不願被後生小子看扁。將來我們

會看到，他的次子馬奇伯爵愛德華，乃信守“打不過，逃＂，

跟他完全不一樣。結果才一出城堡，約克公爵理查就被團團

圍住。寡不敵眾，眼見局勢無望，他要三子拉特蘭伯爵埃德

蒙趕快逃走。留得青山在，不怕沒柴燒，只是沒逃多遠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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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了。有人認為該追究的是他父親，沒必要殺這位才 17 歲

的男孩，但一位父親在“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被殺的男

爵，拔出匕首，對他說“你父親殺了我父親＂。血債血還，

父債子還，這位少年當下為他父親的罪孽而死。 

約克公爵理查的人生也到了盡頭，激戰 1 小時後，他被

俘虜了。他的頭盔被摘掉，士兵做了一頂粗糙的紙王冠，戴

在他頭上。你喜歡王冠，就給你一頂。他被押著遊行，沿途

士兵嘲弄辱罵他。為了他的野心，不知死了多少人，他的敵

人對他痛恨無比。不拖延，遊行一結束，他立即被斬首，與

他三子同死於 1460 年 12 月 30 日，尚差 1 天“調解法案＂

公布才滿兩個月。這個法案，看來無調解之能了。瑪格麗特

王后下令將他的首級高高懸掛，紙王冠則一直戴著。此戰約

克黨人慘遭殺害的不少，像約克公爵理查的長期盟友，第五

代索爾茲伯里伯爵理查內維爾(沃里克伯爵之父)，及其次子

湯瑪斯內維爾爵士(Sir Thomas Neville，1429-1460)，也被公

開處決。 

愛德華三世的幾個兒子間，其實並無不睦。不知他的曾

孫約克公爵理查，臨死前，對為了爭奪王位，死傷無數，連

自己的一條命也賠上，卻只贏得一頂紙王冠，或者說空王冠

(Hollow Crown)，是否感到懊惱？說不定約克公爵理查仍堅

持，這完全要怪他的堂叔亨利四世先搶了王位。 

瑪格麗特王后與蘭開斯特家族，戰勝了他們的首要敵

人。但鬥爭尚未結束，因國王仍在瓦立克伯爵及馬奇伯爵手

中。而雖有人報仇了，卻又有人等著報新仇。今後蘭開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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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與約克黨將更加仇恨彼此，下一場戰鬥等著他們。 

馬奇伯爵愛德華原本是次子，但因他哥哥早夭，從小他

便被視為長子。父親約克公爵理查死於敵人之手後，才 18

歲的他，立刻擔起家族掌門人的重責。1461 年 2 月 2 日，在

威格莫爾城堡(Wigmore castle，靠近威爾斯，在赫里福德郡

(Herefordshire))附近，馬奇伯爵愛德華的部隊，與彭布羅克

伯爵賈斯珀都鐸(陣容裡還有他父親歐文都鐸)的部隊交鋒，

他很快便獲勝。賈斯珀都鐸等人迅速逃離，但已過了耳順之

年的歐文都鐸被俘了，且當天便被斬首。臨死前，他或許會

回憶起他的妻子，那位高貴的法蘭西公主及英格蘭太后凱瑟

琳，居然願意嫁給他這個卑微的威爾斯人，且跟他生兒育

女。真是奇異恩典！而馬奇伯爵愛德華，過去籠罩在他父親

巨大的身影下，1 個月又 3 天前，父親因戰敗被殺，他才開

始領軍。這場勝利，讓初試啼聲的他揚名立萬，其英勇事跡，

快速遠播四方。 

蘭開斯特黨尚未遭到致命性的失敗，瑪格麗特王后繼續

調集她的盟友。半個月後，1461 年 2 月 17 日，兩軍第二度

在聖奧爾本斯相遇，這便是“第二次聖奧爾本斯戰役＂。

1455 年 5 月的第一次戰役，僅是小規模，這次卻是一驚天動

地的大戰。約克軍由沃里克伯爵率領，雙方部隊都有幾萬

人。激戰後，蘭開斯特陣營大獲全勝。約克家族的部隊逃離

時，留下了亨利六世。他在一棵樹下被找到，安然無恙，根

本搞不清楚那些打打殺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接著蘭開斯

特陣營當然向倫敦前進。只是倫敦城向瑪格麗特王后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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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市民不但拒絕她的部隊進入城內，連糧草都不願

給，可見王后極不得倫敦人的心。倫敦一直是約克黨的堅定

支持者。蘭開斯特軍自北方南下時，一路燒殺搶掠，讓倫敦

人寧可站在落敗的約克黨人那邊。迫不得已，王后只能帶著

丈夫及兒子，返回北方。 

沃里克伯爵從“第二次聖奧爾本斯戰役＂失敗逃走

後，與馬奇伯爵愛德華會合。由於已未能掌握亨利六世，他

們對政府控制權的合法性，也就隨之失去。那該如何是好？

危機就是轉機，他們做出一驚人，卻被認為是高招的決定。

因約克公爵理查已死，依據“調解法案＂，馬奇伯爵愛德華

現在是王儲。而既然忠於亨利六世的軍隊，在韋克菲爾德戰

役中，殺死原本是王儲的約克公爵理查，那馬奇伯爵愛德華

便可主張，雙方的友好協議已被撕毀。如此一來，他何須等

亨利六世去世，才能要回屬於他的王位？ 

“聖經＂“馬太福音＂的第 7 章第 12 節，“所以，無

論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

這就是律法和先知的道理＂(So in everything,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have them to do to you, for this sums up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此即所謂“黃金律＂(golden law，或

golden rule)。約克黨人本來即認為，依血統他們便該擁有王

位，是因亨利六世已在位了，他們才相忍為國，願意暫時退

讓，耐心等他當完。如今你們先不仁，就莫怪我們不義。於

是依“黃金律＂，逕自拿回自己的王位即可。“聖經＂運用

之妙，存乎一心。馬奇伯爵愛德華遂於 1461 年 3 月 4 日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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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即愛德華四世，為英格蘭及法蘭西國王，與愛爾蘭領主，

開啟了約克王朝(House of York)。但他要待擊潰蘭開斯特家族

後才加冕。 

瑪格麗特王后在北方招募軍隊，她獲得蘇格蘭的支持。

愛德華四世也在南方動員，他下令“16 歲至 60 歲的男子，

攜帶武器來侍奉國王＂，共同討伐“那個自稱亨利六世的

人＂。在登基 3 個多星期後，1461 年 3 月 29 日，兩支大軍

在北約克郡的陶頓(Towton)擺開陣勢。此“陶頓戰役＂(Battle 

of Towton)，不但是玫瑰戰爭中，甚至是英格蘭史上，一場死

傷最慘重的戰役。雙方各投入將近 5 萬名兵士，於暴風雪中

戰鬥了數小時，估計有超過 2.8 萬人於戰役中喪生，斷手、

斷腳、瞎眼，及毀容等，各種殘障的，更不知有多少。愛德

華四世率領的約克軍獲得勝利，蘭開斯特家族的勢力幾乎全

瓦解了。愛德華四世找到他父親及弟弟等人已腐爛的頭顱。

如今被高掛著的，換成遭斬首的蘭開斯特貴族之頭顱了。過

去英格蘭人只有在法蘭西戰場，才會大量死亡，乃為國捐

軀。如今卻在本土，自己人彼此屠殺，不知為何而戰？ 

愛德華四世在北方待了 1 個多月，繼續掃蕩殘敵，沒有

窮寇莫追這回事。直到當年(1461 年)5 月，他才凱旋南歸。

如今他不僅透過血統來主張王位，更在戰場上用鮮血證明自

己的地位。加冕典禮於 1461 年 6 月 28 日倫敦舉行，加冕是

必要的，君主的登基，須得到上帝的確認，當時人民相信這

一套。父親未完成的夢想，終於被 19 歲的愛德華四世實現

了。他成為金雀花王朝的第十三位，及約克王朝的第一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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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約克王朝與蘭開斯特王朝一樣，皆為金雀花王朝之一分

支。局勢發展至此，黯然神傷的瑪格麗特王后，只好帶著亨

利六世及愛德華王子前往蘇格蘭。 

愛德華四世統治期間，初期在北方他沒有取得完全的控

制。有幾個城堡仍被蘭開斯特黨人佔據數年，他也遭到幾次

叛變。如 1463 年春天，在蘇格蘭國王詹姆斯三世(James III，

約 1451-1488，1460-1488 年在位)及法蘭西國王路易十一

(Louis XI，1423-1483，1461-1483 年在位，瑪格麗特王后的

姑丈查理七世之子)之支持下，瑪格麗特王后從蘇格蘭向英格

蘭北方，發動海陸並進的入侵，但被打退。瑪格麗特王后與

愛德華王子，在隨後將近 10 年，不得不流亡歐洲大陸。亨

利六世則留在蘇格蘭。直到 1468 年，北方才大致被平定。

至於已被廢黜的亨利六世，則於 1465 年被捕，囚於倫敦塔，

但受到相當的優待。 

亨利六世的同父異母弟弟彭布羅克伯爵賈斯珀都鐸，爵

位被愛德華四世剝奪。他對蘭開斯特家族一直忠心，穿梭英

吉利海峽兩岸，為瑪格麗特王后尋求支援。因路易十一是瑪

格麗特王后的表弟，且法蘭西一向樂意支持反對英格蘭的力

量，像蘇格蘭對抗英格蘭，也常有法蘭西相助。但最終幾乎

不再有希望了。因 1463 年 10 月，愛德華四世與法蘭西達成

協議，路易十一不得參與蘭開斯特黨人反抗他的陰謀。當下

就如“風景不殊，正自有山河之異！＂於是一群“義不食英

粟，隱於法蘭西＂，死硬的蘭開斯特黨人，便與王后過著拮

据的流亡生活，不知何年何月何日，才能返鄉。瑪格麗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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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父親，雖不太富有，但那時仍是安茹公爵，或許能給她

一些財務上的支援。 

造王者沃里克伯爵，除了助愛德華四世登基，也助他平

定之後的內亂，居功厥偉。愛德華四世也極力回報他，將許

多從蘭開斯特黨人奪來的領地及官職，都獎賞沃里克伯爵。

他成為英格蘭僅次於國王的軍事領導人，且是全國最富裕及

最顯赫的貴族。他的內維爾家族，自然也雞犬升天，個個分

配到重要職務。其他新舊支持愛德華四世的貴族，也都分得

好處。有如今日的政黨輪替後，空出許多職務及利益，新政

權的支持者，將吃香喝辣，享用不盡。但 1464 年，突然冒

出一新家族，儘管他們的出身相當卑微，但很快地位便超越

其他所有家族。如此一來，原本皆大歡喜的生態，便被打破

了。 

 

29 

1464 年，英格蘭大致安定下來，可以休養生息了。當年

9 月中旬，英格蘭若干權貴聚在一起，與國王蹉商幾件因戰

亂而拖延的大事，像是重鑄貨幣。但其中有一件雖屬私事，

權貴們卻一直深感興趣，那就是國王的婚事。愛德華四世那

時 22 歲(生於 1442 年 4 月)，是還很年輕，但也到該結婚的

年齡了。國王的娶妻，其實亦為一國家大事。因透過婚姻，

可跟英吉利海峽彼岸，某個強國結盟(這是理想，一旦利益衝

突，照樣開打)，或者為了化敵為友，可跟北邊的蘇格蘭結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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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婚姻也可給國家帶來王位繼承人。這會讓臣民安心，

也免除一些人對王位繼承的幻想。比起重鑄貨幣這類大事，

新王后人選，可能令大臣們更放心上。 

誰適合當新王后？有人想到法蘭西勃艮地公爵的外甥

女，聽說她有沉魚落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與勃艮地結盟，

有很大的貿易利益，這應會很受倫敦商人之歡迎，而他們一

直是約克黨的堅定支持者。也有人提議西班牙卡斯提爾國王

的妹妹。1371 年，岡特的約翰之第二任妻子，便是卡斯提爾

王國的公主。嫁給國王當然比嫁給公爵更吸引人，且卡斯提

爾王國此刻似乎有意願與英格蘭結為親家，這是一很好的結

婚對象。後來眾人一致認為，與其在私下議論紛紛，乾脆跟

國王攤開來談。 

那時歐洲各國駐倫敦的大使圈，流傳一笑話。某位大使

寫信給他的國王，信中提到“英格蘭有兩位統治者，一位是

崇高的沃里克伯爵，另一位是誰呢？嗯！我一時想不起

來。＂此笑話自然也會傳到造王者沃里克伯爵的耳中，有人

可能還故意當著他面講，以討好他。這類阿諛的話聽多後，

難免令他相信，什麼都是他說了算，國王是他從小看著長大

的，絕不會有異議。沃里克伯爵認為，法蘭西國王路易十一

的小姨子，也就是他第二任王后薩沃伊的夏洛特(Charlotte of 

Savoy，約 1441-1483)之妹薩沃伊的博娜(Bona of Savoy，

1449-1503)，與愛德華四世為天作之合。於是從 1464 年春天

起，沃里克伯爵便開始跟法蘭西秘密接觸，到了當年 9 月，

他覺得大致沒問題了。 



 172

跟路易十一世聯姻有好幾個好處。首先，這是釜底抽

薪，可徹底斬斷蘭開斯特黨餘孽與法蘭西的勾結，如此瑪格

麗特王后，便只能一直在法蘭西自我放逐，幾乎不可能再入

侵英格蘭，以為她那個精神異常的丈夫搶回王位了。另外，

英法兩國友好，將有助於英格蘭與有一海之隔的歐洲大陸間

之貿易，可彌補因放棄與勃艮地之聯姻，所造成貿易上的損

失。 

沃里克伯爵對自己的思慮縝密，視野宏觀，感到自豪。

相信他提出王后人選後，必定人人拍案叫絕，且國王也會滿

意。豈料當他說出，對國王婚事之安排後，他才發現，原來

他在國王的心目中，分量並沒有他自以為的高。愛德華四世

說出一令眾人震驚不已的消息，他已結婚了！大臣們不禁都

望向沃里克伯爵，國王結婚了，這位國王的導師及重臣，怎

麼居然不知道，還多事為他尋覓王后？ 

國王的妻子，不是歐洲其他國家的公主，或重要貴族的

女兒，也不是美少女。英格蘭的新王后伊莉莎白伍德維爾

(Elizabeth Woodville，1437-1492)，是個比國王約大 5 歲，時

年約 27 歲的寡婦，且帶著兩個兒子，分別約 9 歲及 7 歲，

前夫是個 3 年多前去世的小貴族。這樣的背景，嚇壞一群利

益至上的權貴。 

新王后雖非出身大貴族家庭，但她父親理查伍德維爾爵

士(Sir Richard Woodville，1405-1469)卻有些名氣。他本是個

沒有爵位的小地主，1437 年，娶盧森堡的傑奎塔(Jacquetta of 

Luxembourg，約 1415-1472)後，便開始翻身了。這並非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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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是盧森堡一伯爵之長女，家世顯赫。而是因妻子的前

夫，乃亨利六世的三叔，曾威鎮英吉利海峽兩岸的第一代貝

德福德公爵約翰。亨利五世去世前，任命他為法蘭西的攝

政，並負責指揮作戰。他是亨利六世年幼時，在那英格蘭風

雨飄零的歲月，最能穩定政局者。一生功業彪炳，極受英格

蘭臣民的尊敬。1432 年，他元配過世後，隔年續絃盧森堡的

傑奎塔，這自然有地緣關係。1435 年 9 月，貝德福德公爵在

盧昂病逝。由於他的兩段婚姻皆無子女，他年約 20 歲的遺

孀，遂繼承他主要財產的 3 分之 1，且保留貝德福德公爵夫

人(Duchess of Bedford)之頭銜(即使後來再婚仍是，因為此頭

銜比伯爵夫人高，在東方恐怕不會有這種方式)。盧森堡的傑

奎塔，遂成為一有錢又有地位的寡婦。 

理查伍德維爾原本在貝德福德公爵家中工作，他父親是

公爵府的管家(chamberlain)。在極敬重的三叔過世後，亨利

六世委託三叔的管家，將三嬸帶回英格蘭。可能是在漫漫旅

途中，這位年輕寡婦，與隨行的理查伍德維爾，兩人日久生

情，墜入愛河，後來就秘密結婚了。但能得到亡夫留給她遺

產的先決條件，是她若擬再婚，須先獲得王室許可。1437 年

3 月，得知三嬸已梅開二度，且丈夫身分地位遠遠配不上她，

亨利六世起先拒絕與他們見面，後來讓步，罰他們 1 千英鎊。

罰款便能解決問題，當然令這對愛侶大喜過望，何況這筆金

額對他們而言，根本不放眼裡。 

盧森堡的傑奎塔這段“下嫁＂之舉，可與比她稍早些，

亨利五世的遺孀凱瑟琳，嫁給地位卑賤的歐文都鐸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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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是為愛情而嫁。只是她比凱瑟琳幸運，凱瑟琳那一“下

嫁＂的婚姻，在她生前從未被承認，且 1437 年 1 月，以 35

歲多之齡過世後，丈夫歐文都鐸便因違反太后再婚之法而坐

牢，受盡折騰。盧森堡的傑奎塔之再婚，則持續三十餘年，

直到 1469 年丈夫過世為止。而且她非常多產，共生育了 14

個孩子，包括上述那位愛德華四世的王后，即他們的長女伊

莉莎白伍德維爾。而除了長子 12 歲時，因發燒喪命，其餘

孩子均長大成人。子女人數如此多，存活率又如此高，在那

個時代，乃極罕見。日後此二女性的勇敢擇偶，將會連結起

來。換句話說，盧森堡的傑奎塔對英格蘭之“貢獻＂，並不

只是生出一個王后而已。可惜這位“玫瑰戰爭＂期間的傑出

女性，其重要性，卻常被忽略。 

夫以妻貴，這樁婚姻，讓原本籍籍無名的理查伍德維

爾，立即躋身高層社會行列，跟英格蘭王室及歐洲許多豪

門，都有了親戚關係。尤其他兒女眾多，若能透過精心挑選

女婿及媳婦，理查伍德維爾便會有更多貴族親戚，家族勢力

將更大。由於妻子為亨利六世的三嬸，伍德維爾家族自然原

本為蘭開斯特黨參戰，對抗約克黨。 

1460 年，沃里克伯爵領軍從加萊入侵英格蘭。當時協助

亨利六世集結艦隊的理查伍德維爾被俘，並被送到加萊受

審。那是他首度見到未來的女婿愛德華四世(當時是馬奇伯

爵)，愛德華四世雖當眾譏笑他出身卑微，最後卻放了他。已

過了天命之年的理查伍德維爾，繼續支持蘭開斯特黨。1461

年 3 月那場規模龐大、死傷慘重的“陶頓戰役＂，他與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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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子已過世 ) 安東尼伍德維爾 (Anthony Woodville ，

1440-1483)，皆於血戰後倖存。而再度，兩人皆得到愛德華

四世的赦免。內戰中不知有多少貴族死於戰場，或被俘處

死，他們父子一直受幸運之神眷顧，關關難過關關過，但半

子的福分就不夠了。他的長女婿格羅比的約翰格雷爵士(Sir 

John Grey of Groby，1432-1461，伊莉莎白伍德維爾之首任

丈夫)，在 1461 年 2 月的“第二次聖奧爾本斯戰役＂中，不

幸戰死，即使這場戰役，蘭開斯特陣營其實大獲全勝。雖說

不幸，但若女婿夠幸運的話，伍德維爾家族，就沒有後來的

飛黃騰達，甚至連約克家族的命運，也都可能受到影響。看

來冥冥中自有定數。 

英格蘭年輕的國王，娶一小男爵的女兒，且是一個已有

兩個孩子的寡婦。這震驚了倫敦外交界，紛紛寫信回國報

告。除了英格蘭新國王是為了愛情而結婚，而非為了精心算

計的政治利益，實在無其他更合理的解釋。國王為了愛情結

婚？這太傳奇了！因而此婚姻在歐洲頗有浪漫的吸引力。對

於愛德華四世如何跟他的王后認識並結婚，且還能隱瞞 5 個

月，當時有各種傳說，也有人寫成詩歌。伊莉莎白伍德維爾

可說是英格蘭史上，最令人料想不到的一位王后。 

自 1066 年諾曼征服的將近 4 百年來，從不曾有一個英

格蘭國王，跟自己的臣民結婚，也就是以往所有王后皆來自

國外，至於情婦則通常是本土的。像在好些文獻中，被描述

為高大魁梧、英俊瀟灑、風流倜儻，又才智過人的愛德華四

世，就算是為愛情而結婚，他仍有“眾多情婦＂(numerous 



 176

mistress)，而其中有紀錄者，皆為“就近取材＂。沒錯，過

去曾有國王的母親是英格蘭人，即亨利四世，但他父親岡特

的約翰並非國王。愛德華四世是 4 百年來，第一位國王的妻

子是英格蘭人。這樁婚姻不會帶來任何外交利益，至少基於

這個原因，愛德華四世身邊的貴族，就完全排斥這個新王

后。但他們其實另有其他說不出口的擔心。 

王后的父親理查伍德維爾，顯然很擅長攀龍附鳳。以他

卑賤的血統，當初居然能娶到貝德福德公爵的遺孀，讓自己

跟蘭開斯特王室連結，這樣便已經很厲害了。如今舊王朝垮

了，他又依附過來，讓女兒飛上枝頭變王后。其向上爬的本

領，實在無人出其右。眾貴族既鄙視又懊惱，懊惱自己怎沒

想到可跟國王結親。這位卑賤的人有十幾個子女，身為長女

的王后，日後顯然肩負拉拔弟妹的使命。看來伍德維爾家

族，要壓倒眾家族了！ 

 

30 

愛德華四世和伊莉莎白伍德維爾的婚姻，雖然驚世駭

俗，倒非毫無脈落可尋。愛德華四世的父親約克公爵理查，

即使曾打敗蘭開斯特家族，終其一生，都未能一圓國王夢。

因他具老派的作風，仍一心遵守規則，故僅得到不滿意卻不

得不接受的“調解法案＂。而在排隊等候登基時，就先戰敗

被殺。愛德華四世卻大膽自行解釋規則，才能於 19 歲便當

上國王。身為公爵之子，他從未受過當國王的培訓，故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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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邊做邊學。起初他想當“全民國王＂，而不光是約克黨人

的國王。於是努力向落敗的蘭開斯特黨人，伸出和解之手。 

和解並非都能成功。像第三代薩默塞特公爵亨利博福

特，這位蘭開斯特黨的台柱，曾參與 1460 年，瑪格麗特王

后發動的在韋克菲爾德那場戰鬥，處死約克公爵理查，為他

死於 1455 年之“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的父親報了仇。

1461 年他流亡海外，1462 年參與一次入侵英格蘭時，失敗

被俘。愛德華四世不但沒處決他、歸還他的財產，且恢復他

的頭銜，並重用他。此作法當然引起很多約克黨人的不平，

但國王置之不理。他認為精誠所至，金石為開。 

1463 年 11 月，原本待在蘇格蘭，神智不清的亨利六世，

被偷偷帶到諾森伯蘭郡(Northumberland，英格蘭最北且最東

北的區域，臨蘇格蘭)，與亨利博福特會面。亨利博福特在那

裡發揮他煽動之才，於是引發 1464 年 4 月 25 日的赫奇利沼

澤(Hedgeley Moor)，及 5 月 15 日的赫克瑟姆(hexham)，兩場

北方戰役。叛亂被平定後，蘭開斯特黨的反撲，至此才暫告

一段落。而愛德華四世也終於死了心，將亨利博福特處死。

你可說亨利博福特忘恩負義，也可說他富貴不能淫，對蘭開

斯特家族一直忠心耿耿，端看從那一角度。 

該發生的，就是會發生。在率軍討伐赫奇利沼澤與赫克

瑟姆這兩次戰役之間，愛德華四世在格拉夫頓(Grafton，位於

英格蘭中西部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附近，因緣際會見到

了伊莉莎白伍德維爾，這是蘭開斯特黨一個小家族的長女。

她想必不但美貌又極富魅力，讓國王願意為他豪賭。她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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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爵士丈夫，戰死在“第二次聖奧爾本斯戰役＂，該戰役

其實是蘭開斯特陣營大勝，所以她對約克黨應較無怨恨。反

而傷亡較重的約克黨，才該有怨恨。一個寡婦帶著兩個兒

子，擔心家產被奪，她當時很需有人守護。跟她結婚會是個

不錯的策略，因顯示這個國王心胸開闊，不念舊惡。再說這

不過是個小家族，改朝換代並未給他們帶來太大的損失。而

也因沒什麼大好處，他們較不會想背叛他。另一方面，不跟

外國女子結婚，避免外交政策太早攤牌，否則討好一國就得

罪好幾國。就讓各國以為這個年輕、不懂戰略的國王，只是

為了愛情，便拋棄政治及外交利益，也沒什麼不好。 

何況即使要娶本國新娘，也不能娶沃里克伯爵他們家族

的，不然就真成為他的傀儡了。趁這個機會讓各界知道，一

切還是國王說的算。即使有這些盤算，愛德華四世仍秘密進

行他的婚禮，以便必要時他可以否認。據後來的推測，婚禮

是在 1464 年 5 月 1 日，於新娘娘家(在格拉夫頓(Grafton，位

於英格蘭中部的北安普頓郡(Northamptonshire))舉行，且只有

新娘母親盧森堡的傑奎塔及另兩位女士觀禮，的確很秘密。

當年 9 月舉行御前會議，貴族敦促愛德華四世跟外國聯姻

時，他覺得當下王位已相當穩固，時機成熟了，才攤開手上

的牌。面對眾貴族的震驚及失落，愛德華四世豈會在意？

1465 年 5 月 26 日，王后在西敏寺加冕。 

1464 年 4、5 月間的赫奇利沼澤及赫克瑟姆戰役時，亨

利六世被帶回英格蘭。之後就一直在英格蘭北方一帶，四處

逃亡。仍有些貴族及教堂，願冒死藏匿這位被逼下台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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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1465 年 7 月中旬，在克利斯羅(Clitheroe，位於英格蘭西

北部的蘭開夏郡(Lancashire))附近，亨利六世被逮捕了。押解

回倫敦後，被送進倫敦塔。今後他不必再提心吊膽地逃亡

了，生活舒適且可會客。令人訝異的是，亨利六世並未被謀

殺。之前兩位失去王冠的金雀花王朝的國王，愛德華二世

(1327 年)，及理查二世(1400 年)，都在被廢黜囚禁中，慘遭

謀殺。但亨利六世卻活得好好的。他以國王之尊，淪落到這

步田地，不是因他幹了什麼大壞事，而是因他無能，沒做任

何事。愛德華四世一定會對自己異於前人的寬容，感到自

豪。寬容是他的一大優點，但他的寬容，有時會帶來苦果，

他只好承擔了。 

亨利六世被軟禁後，北方仍懷貳心者，比較投鼠忌器，

不再輕舉妄動。於是愛德華四世的統治，遂開始步入正軌。

他已受不了身邊圍繞的，一直都是那幾位王朝創立功臣，他

要開始培養自己的班底。王后的弟妹眾多，他可善用他們的

婚姻。王后有 7 個妹妹，在國王結婚後的兩年內，除了兩個

最小的外，另 5 個妹妹相繼結婚，將英格蘭的一些豪門世家，

與新王室緊密結合起來。還有王后的弟弟，及王后跟前夫的

長子，也都安排良緣。一場又一場富麗堂皇、賓朋滿座的婚

宴，建立起龐大的王室親信網絡。王后的娘家，外戚伍德維

爾家族興起了。相對於其他有赫赫功勳，支持約克王朝建立

的新老家族，如瓦立克伯爵的內維爾家族，這支新家族，出

身極卑微，且對王朝又不曾有任何貢獻，但其威望與權力，

在很短時間內，不是與他們並駕齊驅便超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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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伍德維爾家族的勢力日益增長，愛德華四世的自信

也日益提高，他自行做主的事日益增多。而以造王者自居，

沃里克伯爵的不滿與不安，也就愈來愈強。“吾觀自古賢達

人，功成不退皆隕身＂，這出自李白(701-762)那首著名的詩

“行路難＂(其三)。這是功勞不論多大的造王者，皆該有的

體認。只是歷來有幾個位居高位者，不想繼續擁有更大權

力？能急流勇退的人，幾希！ 

愛德華四世的兄弟本有更多位，但既有早夭，也有死於

戰役等，那時仍健在的，只有第一代克拉倫斯公爵喬治金雀

花(George Plantagenet，Duke of Clarence，1449-1478)，及格

洛斯特公爵理查(Richard，Duke of Gloucester，1452-1485，

後來的理查三世(Richard III)，1483-1485 年在位)兩人，各是

第一及第二順位的王位繼承人，我們分別以大弟及小弟稱

之。但只有自己的兒子為繼承人，國王的統治基礎才穩固。

1466 年 2 月 11 日，王后平安生下她跟國王的第一個孩子。 

回顧過去這 1 百多年，愛德華三世有女兒，且最後一個

女兒(也是最後一個孩子)為 1346 年出生；之後理查二世沒有

孩子；再來是亨利四世，他從 1399-1413 年間(從 32 至接近

46 歲)在位，其第一任妻子瑪麗德博亨跟他生了 4 男 2 女，

但她死於 1394 年，那時亨利四世尚未登基，第二任妻子納

瓦拉的瓊生了 4 男 5 女(其中有些么折)，卻都是跟前夫所生，

1403 年她約 35 歲當上王后後，便再也未生產，即亨利四世

兩任妻子共生了 15 個小孩，卻沒一個是他在位期間所生的；

然後亨利五世及亨利六世都只生一個兒子(分別在 1420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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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 年)，且都沒有女兒。所以雖伊莉莎白伍德維爾王后生

的是女兒，而不是國王盼望的兒子，但宮裡的人仍都很興

奮，因這是 120 年來，英格蘭宮廷第一個誕生的公主，甚至

是 120 年來，宮廷很稀少的第三次有王后生產。這個公主被

取名伊莉莎白，與她母親同名，是伍德維爾家族常見的女孩

子名。這就是約克的伊莉莎白，後來在促使“玫瑰戰爭＂的

結束，扮演重要角色。 

沃里克伯爵與愛德華四世最大的分歧，是在外交政策方

面。沃里克伯爵一心認為跟法蘭西結盟才是上策，國王則對

法蘭西沒興趣，主張結盟對象的首選，應是勃艮地公國。這

點常讓沃里克伯爵很不滿，他在法蘭西已下了太多功夫，如

今威望大受打擊。國王表面上遷就沃里克伯爵，卻常在背後

拆他的台。內維爾家原本佔據的高階職務，陸續有些被免

除。而王后的父親，1466 年初被提升為第一代里弗斯伯爵(1st 

Earl Rivers)，接著 3 月被任命為財務大臣(Lord Treasurer)，

隔年 8 月又被任命為英格蘭司廄長(正式名稱為 Lord High 

Constable of England)，此二職務使他掌握王室財政及軍隊。

壓抑內維爾家族，將權力轉移到外戚，對沃里克伯爵而言，

這已有如政變了。 

沃里克伯爵有兩個女兒，兩人相差約 5 歲。由於沒有兒

子，為了他家族的未來，他得妥善挑選女婿。對大女兒伊莎

貝爾內維爾(Isabel Neville，1451-1476)，他熱切盼望她能嫁

給王弟克拉倫斯公爵喬治。在國王有兒子前，克拉倫斯公爵

喬治是王位的推定繼承人。但儘管在 1467 年初，王后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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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戚與英格蘭貴族間，接連不斷的嫁娶期間，國王卻不同意

伊莎貝爾內維爾嫁給克拉倫斯公爵。1467 年 10 月，愛德華

四世的妹妹約克的瑪格麗特(Margaret of York，1446-1503)，

在四度拒絕法蘭西國王路易十一提議的新郎人選後，卻同意

嫁給新任的勃艮第公爵查理(Charles，Duke of Burgundy，

1433-1477，1467-1477 年在位，外號魯莽查理(Charles of 

Bold))，成為他的第三任妻子。1468 年 5 月，愛德華四世委

派沃里克伯爵，陪同瑪格麗特出嫁到勃艮第宮廷。拒絕法蘭

西，選擇勃艮第，還派他送親，這不是讓他在路易十一眼裡，

更沒面子嗎？別人看沃里克伯爵是聖眷正隆，送王妹出嫁，

他卻覺得跟國王分手的時候到了。 

1468 年後，愛德華四世對當國王，更加老練了。而他的

次女約克的瑪麗(Mary of York，1467-1482)及三女約克的塞

西莉(Cecily of York，1469-1507)相繼出生，他的家族日漸興

旺。又因亨利六世人在倫敦塔被看守住，使企圖奪回王位的

蘭開斯特黨人，不敢輕舉妄動。但是否毫無威脅了？也不盡

然。事實上，沃里克伯爵的主張並不是沒道理。愛德華四世

跟勃艮第結盟，畢竟仍引起路易十一的不快，法蘭西遂又開

始支持反對他的力量。 

1468 年 6 月，賈斯珀都鐸(亨利六世的同母異父弟弟)獲

法蘭西之資助，入侵威爾斯，並在很多場合，宣佈亨利六世

才是真正的國王。但因兵力不足，幾星期後便被擊退了。那

之後便出現不少陰謀的傳聞，很多人被控謀逆，包括好幾位

貴族，被處死的人不少。一直到 1469 年，整個英格蘭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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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安。只是究竟局勢真那麼險惡，還是愛德華四世杯弓蛇

影，藉羅織罪名陷害忠良，以剷除異己，就不是很確定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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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9 年 4 月，在北方的約克郡，發生一連串的民變。6

月中旬，愛德華四世率軍前往鎮壓叛亂。那是一位叫里玆代

爾的羅賓 (Robin of Redesdale ，外號萬能羅賓 (Robin 

Mend-All)，生卒年不詳)所領導，名字顯然借自民間流傳的

綠林好漢羅賓漢。與國王同行的，有他小弟格洛斯特公爵理

查(那時才 16 歲)、岳父里弗斯伯爵、妻子的大弟史凱斯男爵

(Baron Scales，爵位來自他第一任妻子)安東尼伍德維爾，及

幾位伍德維爾家的親戚等。 

不過是小盜賊亂吹噓，豈有可能如羅賓漢那麼神勇？愛

德華四世本以為三兩下就能擺平叛亂，在往北途中，卻逐漸

發現，此叛亂非同小可。他遂發信給他大弟克拉倫斯公爵喬

治、沃里克伯爵，及約克大主教喬治內維爾(George Neville，

Archbishop of York，1432-1476，1465-1476 年在位，沃里克

伯爵的幼弟)，要他們火速前來勤王(那時教會是很世俗的)。

事實上，這是與虎謀皮，因內維爾家族根本在暗中贊助叛

亂。且國王發信時，他們 3 人以及沃里克伯爵的女兒伊莎貝

爾內維爾，正在前往英吉利海峽彼岸加萊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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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9 年 7 月 11 日，克拉倫斯公爵喬治與伊莎貝爾內維

爾在加萊結婚，公然違抗國王不准他們結婚的命令。隔日，

沃里克伯爵及其盟友，給國王一封公開信，支持里玆代爾的

羅賓之叛亂。信中還要求朝廷改革，並指控國王的親信，岳

父里弗斯伯爵及大舅子史凱斯男爵等人，只知爭權奪利，不

顧國家陷入嚴重的貧窮及痛苦。他們翻舊帳，指責里弗斯伯

爵的妻子盧森堡的傑奎塔，讓國王誤入歧途(她後來被指控以

巫術蠱惑國王娶她女兒)。他們又不懷好意地提醒國王，愛德

華二世、理查二世，及亨利六世下台的殷鑑不遠，須引以為

戒。這十足是封哀的美敦書(ultimatum，最後通牒)。 

在沃里克伯爵之暗助下，北方叛軍日益壯大，王軍節節

敗退。待局勢明朗後，連沃里克伯爵與克拉倫斯公爵等人也

不遮掩了，公然加入叛軍。王軍一再失利，被俘虜的貴族不

少。在沃里克伯爵主導下，經草率審判，號稱走完程序後，

立即執行死刑。被斬首的國王親信中，包括他岳父里弗斯伯

爵。1453 年英法百年戰爭後，英格蘭失去對外共同的敵人，

就從內部找敵人，相互屠殺。 

愛德華四世已孤立無援了，他也走上被俘虜後遭囚禁的

命運。沃里克伯爵與克拉倫斯公爵喬治聯盟，威力強大，不

到 3 個月，就掌控政府。愛德華四世自 1461 年 3 月登基，

花了 9 年多的時間，他以為已建立起自己的權威，及英格蘭

王國的尊嚴。豈料他的根基竟是如此空虛，一擊便垮。英格

蘭現在有兩位國王被囚禁了，以往對國王奉若神明的老百姓

百思不解，國王怎麼都如泥塑神像了，一戳就破，且能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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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移位置？ 

沃里克伯爵很快便發現，他面臨約克公爵理查以前遭遇

的情況。就是雖控制國王，但與掌握國王的權威，完全是兩

回事。英格蘭失去了秩序，到處都是暴力衝突。這個王國，

連國王都可被俘，還有什麼不能做的？而囚禁國王者的指

揮，誰會樂意服從？1469 年 8 月時，在英格蘭北部，有人舉

起亨利六世的大旗。還有貴族說，在愛德華四世被釋放前，

拒絕理會沃里克伯爵的命令。沒有其他選擇了，10 月中旬，

愛德華四世重獲自由。他寬仁大度，願意和解，赦免那些叛

亂者，包括領頭的沃里克伯爵及他大弟克拉倫斯公爵，但人

事方面他做了不少變動。 

愛德華四世開始重用 17 歲的小弟格洛斯特公爵理查，

看起來他較可靠，任命他為英格蘭司廄長(接替被處決的岳父

里弗斯伯爵)，以及威爾斯的全權代表。另外，愛德華四世削

弱內維爾家族在北方的影響力。即使諾森伯蘭伯爵約翰內維

爾(John Neville，Earl of Northumberland，約 1431-1471)，在

他兄長沃里克伯爵叛亂期間，仍忠於國王，但鑑於內維爾家

族據有北方太久了，地方勢力根深蒂固，愛德華四世還是讓

對北方較陌生的人，來取代他在北方的地盤。 

當然不能賞罰不分，為了彌補，1470 年春，愛德華四世

封約翰內維爾為第一代蒙古泰侯爵 (1st Marquess of 

Montagu)、賞賜他英格蘭西南部一片廣大的領地，又封他長

子喬治內維爾(George Neville，1461-1483)為第一代貝德福德

公爵(1st Duke of Bedford)。此頭銜自亨利六世的三叔，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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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貝德福德公爵約翰(愛德華四世的岳母盧森堡的傑奎塔之

前夫)，於 1435 年過世後，已幾十年不曾使用了。不但如此，

愛德華四世在稍早(1469 年)，還讓當時 3 歲的大女兒約克的

伊莉莎白，與 8 歲的喬治內維爾訂婚。那時約翰內維爾，可

說備受恩寵。 

1470 年 3 月，北方叛亂再起，愛德華四世也再度御駕親

征。中國的書生，有些為了“立功異域，以取封侯＂，而投

筆從戎。金雀花時代的英格蘭國王，雖不必立功，自己也無

侯可封，但親自帶兵上前線，乃稀鬆平常。很難安分的沃里

克伯爵，看到機會降臨，也組一支軍隊叛變。他的老搭檔，

即他女婿克拉倫斯公爵喬治，不用說也加入了。即使愛德華

四世赦免他們上次反叛的罪，且兩人也發誓此後會效忠，但

腦後的那根反骨，就是依然存在。不過這次沒那麼順利了，

叛變失敗後，沃里克伯爵翁婿兩人，慌忙乘船渡過海峽。但

加萊守軍，雖然曾是沃里克伯爵的部屬，這次拒絕讓叛軍登

陸。最後他們在諾曼第登陸，那是法蘭西國王的領土。兩人

已落入眾叛親離的田地，將在法蘭西終老一生了嗎？ 

自 1463 年來到法蘭西，至 1470 年春天，瑪格麗特王后

和她兒子愛德華王子，已在異域流亡 7 年了。愛德華王子已

16 歲，與他父親軟弱無能的個性迥然不同，較像他的祖父亨

利五世。但還是有所不同。曾有人描述他，“整天只談打仗

殺人，彷彿他是戰神般。＂他喜愛騎馬及比武，他母親將希

望全放他身上，盼他有朝一日能返國奪回他父親的王位。 

自流亡法蘭西後，瑪格麗特王后從未停止尋求能助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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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之力者。1470 年 6 月 22 日，她與不共戴天之敵沃里克伯

爵，於昂熱(Angers，在法蘭西安茹)會面，法蘭西國王路易

十一居間調停。愛德華四世當初不跟他聯姻，如今嚐到苦果

了。雙方達成的協定是，愛德華王子將娶沃里克伯爵的小女

兒安妮內維爾(Anne Neville，1456-1485)。而沃里克伯爵將

返英格蘭，盡力推翻約克王朝，並助亨利六世復位。有人說

生女兒是賠錢貨，沃里克伯爵可不這樣想。他有兩個女兒，

大女兒已嫁王弟克拉倫斯公爵喬治，讓他得到一盟友。如今

他又以小女兒，獲得另一盟友。 

昔日婚姻是一很好的談判條件，藉由婚姻，可使原本為

仇敵的兩方，變成你儂我儂。尤其若生下孩子，一切財富及

頭銜，都將由孩子繼承，根本不必爭奪了。愛德華王子與安

妮內維爾的婚禮，於 1470 年 12 月 3 日，在風光明媚的昂布

瓦斯(Amboise，在法蘭西中部，1519 年，文藝復興巨匠李奧

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晚年受法蘭西

國王法蘭索瓦一世(Francis I，1494-1547，1515-1547 年在位)

之邀，移居到此地，逝世後並埋葬於此)舉行。兩人分別是

17 及 14 歲。不過據說瑪格麗特心中其實另有盤算，一旦兒

子愛德華成為國王，將給他另尋一門更好的親事。只是她想

太多了。 

1470 年 9 月 9 日，沃里克伯爵、克拉倫斯公爵喬治，及

賈斯珀都鐸等，從諾曼第的拉烏格(la-Hougue)啟航，愛德華

王子則與他母親留下。沒有上馬殺敵的機會，讓他深感挫

折。熟悉他者，畢竟不認為他可與祖父亨利五世相匹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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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航行 4 天後，入侵者由英格蘭西南部的德文郡(Devon)

登陸，宣誓效忠亨利六世後，前往考文垂。沿途陸續有人加

入，包括沃里克伯爵的弟弟第一代蒙古泰侯爵。雖然愛德華

四世已重賞他，並將長女約克的伊莉莎白公主許配給他兒

子。這對兄弟，果真同具背叛基因。 

雖這時加入討伐陣營的諸侯，數目還不算多，但正在北

方平亂的愛德華四世惶恐了。他擔心骨牌效應，於是放棄對

抗，走為上策。他由英格蘭東部諾福克郡(Norfolk)的金斯林

(King’s Lynn，為一海港，在倫敦之北約 156 公里處)，登船

駛往低地國的法蘭德斯(Flanders，又譯佛蘭德，為一歷史地

區，涵蓋今日比利時北部、法國北部，及荷蘭南部一些區域)。

不但王位不要了，連妻小都丟下，逃得實在太匆忙了。他懷

孕的妻子伊莉莎白王后，只好帶著 3 個女兒，到西敏寺避難。

15 世紀的英格蘭君臣，逃難到法蘭西乃理所當然，但不會到

愛爾蘭，去那裡恐怕便將難以翻身了。 

1470 年 11 月 2 日，伊莉莎白王后生下第一個兒子，又

是一個愛德華王子，此即後來的愛德華五世(Edward V，

1470-1483？)。仍忠於愛德華四世者，對此感到相當慰藉，

以為這代表希望。但對蘭開斯特黨人而言，連約克王朝都快

被他們推翻了，生下一王子又能如何？不會有王位讓他繼承

了。 

愛德華四世被迫流放後，1470 年 10 月 3 日，亨利六世

重返王位。幾年前愛德華四世罷黜亨利六世，那時人民對他

抱很大的期望，因亨利六世實在太無能了，讓王室權威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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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統治變災難。只是愛德華四世登基後，卻未能使英格蘭

恢復安定與繁榮，戰亂依舊不止，人民日子愈過愈苦。但若

以為亨利六世復辟後，將會帶來安定與繁榮，那也必定會失

望。至於瑪格麗特王后該怎麼回報沃里克伯爵，及克拉倫斯

公爵喬治呢？這兩位具反骨又具野心者，如何讓他們願意持

續支持呢？ 

亨利六世的朝廷，並無暇去煩惱如何回報功臣的問題。

那時在布魯日(Bruges，位於今日比利時西北部)的愛德華四

世一刻都沒閒著。他妹婿勃艮第公爵魯莽查理，及低地國的

若干商人，悄悄為他提供資金，他大舅子安東尼伍德維爾(如

今是第二代里弗斯伯爵)，也大力協助他裝配一支入侵艦隊。

不須十年生聚，十年教訓，才不過幾個月，1471 年 3 月 11

日，愛德華四世便已準備就緒，率領 36 艘船及 1 千兩百人，

從瓦爾赫倫島(Walcheren，本是一位於今日荷蘭西南部的島

嶼，因圍海造田，逐漸與荷蘭陸地相連 )的弗利辛恩

(Vlissingen)啟航，駛向東盎格利亞(East Anglia，泛指英格蘭

東部)。同行的還包括愛德華四世的小弟格洛斯特公爵理查。

由於遇到風暴，艦隊被吹向北方，最終在雷文斯博恩登陸。 

1399 年，亨利六世的祖父，即博林布羅克的亨利，為了

向理查二世索回自己被沒收的領地，從法蘭西入侵英格蘭

時，便是在雷文斯博恩登陸。後來得到比他原想要的更大獎

─王位。風暴將愛德華四世一行帶來此地，看來是個好預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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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471 年 3 月，愛德華四世重新踏上英格蘭國土。只是他

奪回王位的企圖，大部分的人都不看好。如果現在有復位的

可能，怎會沒幾個月前，在短短數天內，他便兵敗如山倒，

且被迫流放？ 

面對為數不多的歡迎者，愛德華四世一開始宣稱，他回

來不是為了爭奪王位，而僅是想索取自己的約克公爵頭銜。

這正如 1399 年，博林布羅克的亨利，從法蘭西入侵英格蘭

時，說是為了要回自己被沒收的領地一般。因而愛德華四世

起先未遇到太大的抵擋。先是有人忐忑不安地加入，逐漸支

持者愈來愈多。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他一無所懼地來

到沃里克伯爵駐守的考文垂。但過去被視為虎將的沃里克伯

爵，居然緊閉城門，高掛免戰牌。他要等他女婿克拉倫斯公

爵喬治的援軍到來，才願意出城迎戰。 

當愛德華四世待兵力大增，裝備更精良後，露出了真面

目，宣布要打敗“篡位者亨利＂及其黨羽。愛德華四世的弟

弟克拉倫斯公爵喬治，本在英格蘭西部招募軍隊，準備與他

岳父會合。但這位經常背叛者，其實很懦弱，岳父不在身邊，

眼看兄長所向披靡，他的部隊便有如腳下生根，再也不前

進。他的兩個姐姐，早就勸他與兄長議和。1471 年 4 月 3 日，

在眾人面前，他向愛德華四世跪倒請求饒恕。愛德華四世扶

他起來，當下原諒他。由於沃里克伯爵硬是不肯出戰，愛德

華四世暫時拋開他，往倫敦前行，而於 4 月 11 日，進入倫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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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年近 50，精神異常，站都站不穩，毫無帝王威儀的

亨利六世，年近 29，魁梧奇偉、精神奕奕的愛德華四世，更

具帝王之相，他受到倫敦市民的熱烈歡迎。愛德華四世很輕

易便控制住亨利六世，將他再度送進倫敦塔。然後前往西敏

寺，夫妻團聚，並見到他 3 個女兒，及 5 個月大的兒子。 

並不耽擱，4 月 13 日，愛德華四世率軍來到距倫敦約

16 公里的小鎮巴尼特(Barnet)。軍中現有兩個國王，因愛德

華四世將亨利六世帶在身邊。亨利六世其實不可能逃離倫敦

塔，但愛德華四世有其用意。沃里克伯爵總算離開考文垂，

向愛德華四世的部隊前進。他打著亨利六世的旗號，可惜亨

利六世卻在敵營，使他的號召力不足。當天黃昏，兩軍首次

接觸，到隔天(4 月 14 日)上午，戰鬥結束。沃里克伯爵被俘，

他沒有被押去見愛德華四世，當場便被處死，免得夜長夢

多。雙方共有數千人死亡，包括多位貴族，如沃里克伯爵的

弟弟第一代蒙古泰侯爵。在極激烈的戰鬥後，愛德華四世大

獲全勝，他的部隊士氣沸騰起來了。 

如今愛德華四世只剩一個敵人。一直待在法蘭西的瑪格

麗特王后，偕同愛德華王子及他妻子安妮內維爾(沃里克伯爵

之小女兒)等人，率領 17 艘船艦，從諾曼第啟航。4 月 14 日，

在英格蘭西南部多塞特郡(Dorset)的韋茅斯(Weymouth)登

陸。第四代薩默塞特公爵埃德蒙博福特 (1438？-1471，

Edmund Beaufort，第二代薩默塞特公爵埃德蒙博福特之子，

第三代薩默塞特公爵亨利博福特之弟，一家均忠於瑪格麗特

王后)等人，已在那裡等候多時。但此行前途堪慮，因當天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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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他們的盟友，沃里克伯爵已被處決了。 

瑪格麗特王后在英格蘭登陸後，便開始招兵買馬。響應

者不少，倉促間組成一支軍隊。至於愛德華四世，他也沒有

停下來享受“巴尼特大捷＂之喜悅，立刻重整部隊。於 4 月

24 日集結完畢後，立刻追向敵人。兩方都快速前進，在 12

小時內驚人地狂走 50 公里。5 月 3 日，雙方皆在蒂克斯伯里

(Tewkesbury ， 位 於 英 格 蘭 西 南 部 的 格 洛 斯 特 郡

(Gloucestershire))附近紮營。一夜無話，隔日清晨，“蒂克斯

伯里戰役＂(Battle of Tewkesbury)爆發了。蘭開斯特軍由瑪格

麗特王后、愛德華王子，及第四代薩默塞特公爵埃德蒙博福

特等領軍。約克軍則由愛德華四世及其小弟格洛斯特公爵理

查率領，約克軍在火炮方面占了優勢。經慘烈的對抗後，自

幼便嚮往縱橫沙場的愛德華王子，度不過他人生的第一場戰

役，被他的連襟(妻子之姐夫)克拉倫斯公爵喬治所殺，死時

才 17 歲。 

克拉倫斯公爵喬治雖不算英勇，但對付愛德華王子，卻

游刃有餘。只是兩人的妻子為姐妹，處死連襟是否太凶狠

了？其實當時的貴族，關係錯綜複雜，多半是親戚。像愛德

華四世的母親亦出身內維爾家族，她是沃里克伯爵的姑姑，

即他父親之妹妹。盟友多年後變成仇敵的愛德華四世及沃里

克伯爵，兩人乃表兄弟。而愛德華四世的兩個弟弟，最後皆

為沃里克伯爵的女婿。沃里克伯爵有兩個女兒，大女兒伊莎

貝爾內維爾，於 1469 年嫁給克拉倫斯公爵喬治；小女兒安

妮內維爾，本於 1470 年嫁給愛德華王子，1471 年 5 月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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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戰場，還不到 15 歲的她，頓時成為寡婦，且失去當王

后的機會。不過山不轉路轉，在愛德華四世的安排下，約在

1472 年春，她改嫁到“敵營＂，她表叔格洛斯特公爵理查。

格洛斯特公爵理查的王位繼承權，排序本是很低的，豈料最

後安妮內維爾仍成為英格蘭王后，這是精心安排可能國王人

選為女婿的沃里克伯爵，所算計不到的。 

由於舉目所及，盡是親戚，如果殺人要避開親戚，恐怕

將無人可殺了。結盟、背叛、殺戮，在那個時代，完全不理

會是否為親戚。王后被俘、王子戰死，蘭開斯特軍有數十位

領袖，慘遭屠戮。死亡的貴族，包括第四代薩默塞特公爵埃

德蒙博福特，及他小弟多塞特侯爵約翰博福特 (John 

Beaufort，Marquess of Dorset，1441-1471)。父親及他們三兄

弟，都在與約克家族的對抗中，死於戰場。伯父第一代薩默

塞特公爵約翰博福特(瑪格麗特博福特之父)也早已死去，至

此，博福特家族，具合法血統的男性，一個都不存在了。真

是一門忠烈。 

如同在 1461 年 3 月，他登基前的那場“陶頓戰役＂，

愛德華四世在這場決定性的戰役中，以血腥的武力，給對手

致命的痛擊。“蒂克斯伯里戰役＂是場大災難，殘忍的屠

宰，比“陶頓戰役＂還恐怖。至此再無懸念了，約克軍隊贏

得徹底的勝利。而蘭開斯特黨人，於奮鬥多年後，領頭的貴

族，幾乎已死亡殆盡，薪火顯然傳不下去了。這場決定性的

戰役，也使玫瑰戰爭暫告一段落。 

被俘的瑪格麗特王后，及愛德華王子的遺孀安妮內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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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被押回倫敦。一個法蘭西公主，自 15 歲嫁到英格蘭，

由於丈夫失能，她不得不堅強起來。如今 41 歲的瑪格麗特

王后，歷經至少 15 年的拼戰，最後連她萬分呵護的兒子也

沒了。那究竟獲得什麼？她感到茫然，心灰意冷下，已毫無

鬥志。愛德華四世饒她一命，將她軟禁，但沒讓她吃苦，她

受到不錯的待遇。4 年後，1475 年，法蘭西國王路易十一將

她贖回。兩人有共同的高祖父約翰二世(即愛德華三世在位期

間，1356 年的普瓦捷戰役戰敗被俘，囚禁在英格蘭的法蘭西

國王“好人約翰＂)、曾祖父為兄弟，遠房堂妹落難，路易十

一伸出援手。 

1471 年 5 月 21 日，愛德華四世風光地再次進入倫敦，

遊行隊伍由他小弟格洛斯特公爵理查領領。這位國王年才 18

歲的的小弟，乃 12 個孩子中的第 11 個，雖僅比愛德華王子

大 1 歲，但膽識過人，其領袖氣質，愛德華王子遠遠不及。

而是巧合嗎？就在這天晚上，亨利六世死於倫敦塔。有人說

他是悲憤而死，因自覺難逃一死，又傷痛兒子的馬革裹屍。

但那天夜裡格洛斯特公爵理查曾去了倫敦塔，前述說詞無法

令人信服。不久亨利六世被秘密刺殺的耳語，就傳遍英格蘭

各地。 

到 1471 年 6 月中旬，一海之隔的法蘭西宮廷，可說已

相當“確定＂，愛德華四世為了不讓內戰死灰復燃，狠下心

斬草除根。政治上不得不如此，亨利六世父子皆死後，蘭開

斯特的“餘孽＂，就師出無名了。在位 10 年，愛德華四世

終於體會，雖然他樂意對敵人仁慈，採取和解態度，但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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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有時冷酷無情仍為必要，他不再追求當全民國王了。

在短短幾個月內，面對絕望的情勢，他從法蘭西重返英格

蘭，徵集一支軍隊，打了兩場轟轟烈烈的勝仗。是殘酷無比，

反抗他的貴族，幾乎不是戰死就是被處死，但王位的確奪回

來了。與他競爭王位的另一個國王亨利六世，雖絕對不會害

人，為了王國的安定，卻饒不得。因而他及其繼承人，便都

必須死。 

自亨利五世去世(1422 年)以來，已將近半個世紀，英格

蘭從君主、貴族到重臣，在軍事方面，不曾有人如愛德華四

世的成功及幸運。難道上天特別眷顧他？愛德華四世不僅憑

血統獲得王位，也在戰場上，以鮮血捍衛他的王位。如今他

的統治再無人挑戰，他安穩地坐在王位上。曾對年年打殺不

止、破壞不停，而搖頭嘆息的歐洲各國駐英格蘭的外交官，

對愛德華四世的敬意油然而生，紛紛寫信回國報告英格蘭新

局勢。他被傳頌為一位百折不撓的征服者，及偉大光榮的君

主。 

至於英國歷史上，唯一一位死在戰場上的王儲愛德華王

子，死後被葬在蒂克斯伯里當地的教堂，教堂內的紀念碑

上，他的墓誌銘以拉丁文書寫，意思大致是： 

這裡躺著威爾斯親王愛德華，他只是個青年，

就被殘忍殺害，於西元 1471 年 5 月 4 日。 

唉！人們的野性啊！你是你母親唯一的光，和

家族最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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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光沒有了，家族最後的希望沒有了，那還剩什麼

呢？一無所有！在路易十一的保護下，格麗特王后在法蘭西

孤獨地度過餘生。碧海青天夜夜心，1482 年 8 月 25 日，她

離開了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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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 年 4 月下旬，14 歲的亨利都鐸，與他年近 40 的叔

叔賈斯珀都鐸，及一群忠僕，正在威爾斯南部趕路，他們準

備去與瑪格麗特王后及愛德華王子會合，加入蘭開斯特陣

營，以對抗愛德華四世國王。途中接獲不幸的消息，在“蒂

克斯伯里戰役＂，蘭開斯特陣營慘敗、瑪格麗特王后被俘、

愛德華王子戰死，且數十位忠心耿耿的貴族被斬首。未獲上

天眷顧，愛德華四世贏得全部勝利，除非天降神蹟，否則蘭

開斯特王朝，恐已無法翻身了。叔姪兩人知道，此刻他們已

成為約克王朝鷹爪的獵物，現在唯一能做的，是趕緊逃跑。

與愛德華四世派來的追兵周旋幾個月，利用威爾斯是他們地

盤的優勢，東躲西藏。但後來在威爾斯實在待不下了，1471

年 9 月，都鐸叔姪帶著少數追隨者，來到海邊。只見颶風驟

起，巨浪連天，但海寬何妨，他們揚帆航向法蘭西。命運就

交給上天了！ 

“蒂克斯伯里戰役＂後，愛德華四世終於可安穩地坐在

他的王位了。王位乃經過一場浴血之戰後重新獲得，彌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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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他這時才 29 歲，充滿幹勁、蓄勢待發，準備好好建設

他的國家。另一方面，妻子伊莉莎白王后，很盡職地持續為

他生下孩子，愛德華四世的王朝，看起來能有一穩定的未

來。他們這時已有 3 個女兒及 1 個兒子。1471 年 6 月 11 日，

才 7 個月大的王儲愛德華，一如以往，被冊封為威爾斯親王

及切斯特伯爵，後來又被加封為康沃爾公爵。 

冊封王儲 3 個多星期後，1471 年 7 月 3 日，在西敏寺，

一大群大主教、主教及貴族，手按“聖經＂宣誓，承認愛德

華王子為“我們君主真正的、毫無疑問的繼承人，英格蘭與

法蘭西王位，及愛爾蘭領主的繼承人。＂愛德華四世與伊莉

莎白王后，在未來 9 年，還會再生下 6 個孩子，其中有 2 男

4 女，但 1 男 1 女夭折。所生的 10 個孩子中，共有 2 男 6 女

長大，在那個時代，如此的存活率算是不錯。另一男孩為約

克公爵理查(Richard，Duke of York，1473-1483？)。經常有

新生兒，這是一個充滿朝氣的大家庭，而且有兩個健康的男

孩。王儲地位又已經主教及貴族們認可了，王位的繼承，能

令人放心了吧！世事難料，鑑之古今中外的先例，負心多是

大貴族，對手按“聖經＂的宣誓，最好不要期望有太大作用。 

愛德華四世重建英格蘭，及維護英格蘭王權的努力，很

大程度乃仰賴他小弟格洛斯特公爵理查。自“玫瑰戰爭＂以

來，英格蘭北部常是亂源，尤其又與常也會有動亂的蘇格蘭

接壤，英格蘭北部需要一位既具軍事長才，又對國王赤膽忠

心者，去坐鎮才行，而這便非格洛斯特公爵理查莫屬。由前

幾次危機，顯示他正具有前述人格特質。由於愛德華四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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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的娘家，內維爾家族在北方根深蒂固的勢力太大，為鞏固

小弟的地位，1472 年春，愛德華四世還安排他與安妮內維爾

結婚，那是沃里克伯爵的小女兒，當時才即將 16 歲，且守

寡還不到 1 年，兩人自幼年便認識了。 

英雄出少年，那時已功業彪炳的格洛斯特公爵理查，其

實還不到 20 歲。不過雖年紀輕輕，但他已開始受到脊椎側

彎之苦，導致走路時，右肩比左肩高，且有點駝背。儘管生

理上稍有缺陷，格洛斯特公爵理查仍普遍受到尊敬，享有崇

高地位。又附帶一提，由於格洛斯特公爵理查，與安妮內維

爾的前夫愛德華王子有血緣關係，都是愛德華三世的後代。

雖兩人結婚的日子不明，但應是收到 1472 年 4 月 22 日，從

羅馬教廷發出的結婚特許狀後，他們才結婚。這是那時的規

定。 

愛德華四世的大弟克拉倫斯公爵喬治，就沒有太高的地

位了。個性反反覆覆不說，又常跟他小弟格洛斯特公爵理查

爭奪財富。沃立克伯爵死後，為了瓜分他龐大的地產，造成

兩兄弟間很多摩擦，導致英格蘭中部有幾年處於動盪中，讓

愛德華四世常感頭痛。後來克拉倫斯公爵喬治做了幾件嚴重

違法的事，包括濫殺無辜。人民都在看，皇親國戚實在不該

如此恣意妄為。但若只有這樣，愛德華四世仍有可能原諒

他，畢竟是自己弟弟，國王的手足之情，人民也都在看。他

涉及一樁藉助巫術，以預測國王及其長子死期的案件。在 15

世紀，這是相當犯忌的。三十多年前，格洛斯特公爵韓福瑞，

原本地位尊崇，是亨利六世當時唯一仍在世的叔叔，便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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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有野心的妻子埃莉諾，找人預測國王的死期，因而倒

台。愛德華四世再也無法忍受，1478 年 2 月，克拉倫斯公爵

喬治被判謀逆罪，並立即於 2 月 18 日在倫敦塔處決。 

至此，對約克王朝的威脅，不論外部或內部，都被剷除

了。愛德華四世現在可以顧盼自雄了，自 1464 年登基以來，

他從沒這麼舒暢過。說不定他會覺得“聖經＂“羅馬書＂的

第 13 章第 1-2 節，講得真有道理，“凡掌權的都是神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神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自取刑罰！嗯！大弟克拉倫斯公爵喬治正是個例子。 

不過仍有一人還活著，那就是流亡在法蘭西的亨利都

鐸。但蚍蜉撼樹不知量，他能構成多大的威脅呢？恐怕微不

足道吧！而且又在遙遠的海外，1478 年時的亨利都鐸，對躊

躇滿志的愛德華四世而言，完全不值得一提。不過對蘭開斯

特家族，亨利都鐸卻有如燈塔，看似微弱的燈光，卻可從很

遠，及每個方向，都看見它的光芒。在茫茫大海中，人們會

拼命航向那一小光芒。 

1471 年 9 月中旬，經過艱險的旅程，風暴將都鐸叔姪，

吹到法蘭西布列塔尼公爵弗朗索瓦二世(Francis II，Duke of 

Brittany，1433-1488，勿與法蘭西國王弗朗索瓦二世(Francis 

II，1544-1560，1559-1560 年在位)混淆)的領地。布列塔尼

(Brittany)位於法蘭西西北部，是一個半島(近期電影“燃燒女

子的畫像＂(Portrait of Lady on Fire，2019)，片中故事便發生

在 18 世紀法國布列塔尼的一座小島上，風光明媚)。眾人在

布列塔尼西海岸的小漁村勒孔凱(Le Conquet)登陸。布列塔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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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爵是個精明的政治家，對他的“俘虜＂非常客氣。仰人鼻

息，在隨後的 10 年，都鐸叔姪只能聽憑其東道主發落。 

1474 年，法蘭西國王路易十一體會到，控制都鐸叔姪，

可不時用來威脅敲詐他的競爭對手英格蘭，遂要求由他來保

護都鐸叔姪，理由之一是兩人為他的親戚(賈斯珀都鐸的母親

凱瑟琳王后，是路易十一的姑姑，即他父親查理七世的姐

姐)。弗朗索瓦二世拒絕了，奇貨可居，他也看出擁有都鐸叔

姪，可牽制法蘭西。叔姪兩被分別看管，生活舒適，卻有如

囚犯，並無行動自由。1476 年之後，愛德華四世曾數度透過

外交手段，逼迫從布列塔尼交出亨利都鐸，且保證不虐待

他。有回弗朗索瓦二世同意了，但臨上船前，因亨利都鐸的

機警，最後沒有成功。 

在英格蘭，亨利都鐸的母親瑪格麗特博福特，她運籌帷

幄，一直沒閒著。身為岡特的約翰(愛德華三世之四子)之曾

孫女，祖父是亨利四世的同父異母弟，蘭開斯特族人的標誌

非常明顯。尤其他堂哥第三代薩默塞特公爵亨利博福特，曾

在 1460 年的韋克菲爾德那場戰鬥中，處死約克公爵理查，

為愛德華四世的殺父仇人。不過這位堂哥的父親，也就是她

叔叔第二代薩默塞特公爵亨利埃德蒙博福特，先死於 1455

年之“第一次聖奧爾本斯戰役＂，堂哥乃報殺父之仇；而另

一位堂哥第四代薩默塞特公爵埃德蒙博福特，死於 1471 年

的“蒂克斯伯里戰役＂，兩個家族曾彼此殺戳，很難說那一

方該償血債。但當處在約克王朝時，她得與“世仇＂和解。

為了儘可能維護要給愛子的財產，及為了愛子的前程，她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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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覺得這樣做有何委屈。在亂世，她不得不努力求生存。 

1457 年 1 月 28 日，在威爾斯的彭布羅克城堡，才年僅

13 歲多的瑪格麗特博福特，於生下亨利都鐸時，身體受到嚴

重受損。而孩子尚未出生，丈夫埃德蒙都鐸便死於瘟疫。之

後她又結婚兩次。1458 年 1 月 3 日，她才 14 歲多，嫁給約

33 歲，首度結婚的亨利斯塔福德爵士。他乃第一代白金漢公

爵 韓 弗 瑞 斯 塔 福 德 (Humphrey Stafford ， 1st Duke of 

Buckingham，1402-1460)之次子。而其祖母格洛斯特的安妮

(Anne of Gloucester，1383-1438)，則為第一代格洛斯特公爵

伍德斯托克的湯瑪斯(愛德華三世之幼子)之長女。由於兩任

丈夫為親戚，雖並無血緣關係(因她的前夫埃德蒙都鐸乃威爾

斯人歐文都鐸之子，為亨利六世的同母異父弟弟)，婚前仍須

先申請，且於 1457 年 4 月 6 日獲得特許。看似混亂的 15 世

紀，對婚姻仍有些規範。當然，一切都是教會說了算。 

與亨利斯塔福德爵士結婚後，瑪格麗特博福特離開威爾

斯，母子分開了。此後聚少離多，尤其在 1471 年愛德華四

世重新掌權後，她的小叔賈斯珀都鐸，帶著她兒子亨利都鐸

避難到歐洲大陸。愛德華四世從法蘭西返回英格蘭的第一場

戰役，即 1471 年 4 月 14 日在巴尼特之戰，在戰雲密布，大

戰一觸即發前，蘭開斯特陣營的指揮官，第四代薩默塞特公

爵埃德蒙博福特，曾去拜訪亨利斯塔福德爵士夫婦，尋求他

們的支持。但最後亨利斯塔福德爵士，還是加入約克陣營。

此戰約克陣營贏得勝利，亨利斯塔福德爵士選對邊。但他受

了傷，拖了約半年，於當年 10 月 4 日，溘然謝世。28 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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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麗特博福特，遂再度成為寡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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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英格蘭當時的習俗是，寡婦服喪至少要滿 1 年才能再

嫁。即使 1 年並非太長，但人生無常，想做的事，宜趕快去

做，若墨守成規，最後說不定便沒機會做了。瑪格麗特博福

特前兩次夫死(即第二與第三次婚姻，第一次婚姻後來取

消)，都沒有守寡太久。這次她挑選一位英格蘭的北方權貴，

在西北部擁有大片土地的第二代斯坦利男爵湯瑪斯斯坦

利。這位男爵的第一任妻子是埃莉諾內維爾 (Eleanor 

Neville，1447-1472)，乃索爾茲伯里伯爵理查內維爾的女兒，

造王者沃里克伯爵的妹妹。內維爾家族與約克家族是姻親，

原本是約克黨的堅定支持者。後來沃里克伯爵與愛德華四世

因歧見而分道揚鑣，轉而支持蘭開斯特黨，戰敗後被約克黨

處決。 

1399 年，博林布羅克的亨利(亨利六世的祖父)，從法蘭

西入侵英格蘭，斯坦利家族是最早支持他奪得英格蘭王位的

家族之一。湯瑪斯斯坦利的曾祖父，後來還因此得到亨利四

世極豐厚的分封。60 年後，1459 年，在玫瑰戰爭中的第一

場主要戰役“布洛希思之役＂，由於戰場在湯瑪斯斯坦利家

族的勢力範圍附近，瑪格麗特王后下令他出兵協助。但湯瑪

斯斯坦利與他曾祖父不同，他是務實主義者，除非確定那一

方將獲勝，否則他只作壁上觀。他弟弟威廉斯坦利爵士(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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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Stanley，約 1435-1495)更派兵支援約克陣營。在 1460

年代初期，湯瑪斯斯坦利也曾隨著姐夫沃里克伯爵，一起對

抗蘭開斯特黨。之後沃里克伯爵反愛德華四世時，湯瑪斯斯

坦利曾在兩邊游移了一陣子，由於雙方互有勝負，難以判斷

那邊較具優勢。最後他押錯寶了，支持姐夫沃里克伯爵。1471

年，愛德華四世於重新登上王位後，大器地寬恕他的不忠，

並任命他為宮廷總管(steward of the king’s household)。 

宮廷總管位雖不高，卻是貴族們皆很在意之一位子，因

不但可隨時見到國王，也有機會與聞宮廷裡的各種要事，包

括大小陰謀在內。就在湯瑪斯斯斯坦利開始被愛德華四世重

用時，他妻子埃莉諾內維爾去世(1472 年)了。而前一年(1471

年)，第三任丈夫過世的瑪格麗特博福特，這時也正在尋覓適

合的對象。不知紅娘是誰，反正湯瑪斯斯斯坦利被挑中了，

兩人於 1472 年 6 月結婚。這是 29 歲的瑪格麗特博福特之第

四次婚姻，她守寡僅 8 個月。這對新婚夫婦，在 1470 年代，

與王室愈來愈親近。而瑪格麗特博福特，也成為伊莉莎白伍

德維爾王后之閨蜜。王后比她約大 6 歲，對她很信任。能融

入王室圈子，正是瑪格麗特博福特選擇這個丈夫的目的。當

時不論君主或貴族，往往藉為子女安排適當的婚姻，以獲得

政治或經濟上的利益。而瑪格麗特博福特則比別人多一強

項，她有多次能安排自己婚姻的機會。 

1476 年後，由於無法經由外交途徑，從布列塔尼將亨利

都鐸引渡回英格蘭，愛德華四世改弦易轍，要求湯瑪斯斯坦

利夫婦，設法促使亨利都鐸回英格蘭。1478 年，國王的大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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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拉倫斯公爵喬治被處決後，這下找到誘因可讓亨利都鐸回

來了。克拉倫斯公爵喬治原本據有埃德蒙都鐸的領地，因被

判謀逆罪，其領地全被沒收。愛德華四世是個不吝和解的君

主，不但赦免亨利都鐸，也願意分封他為高級貴族。他督促

湯瑪斯斯坦利夫婦，積極規劃讓亨利都鐸回來的方案。 

瑪格麗特博福特深思熟慮，她先向國王提議，由於他們

兩家的孩子有血緣關係(皆為愛德華三世之後代)，為方便亨

利都鐸將來能跟某位公主結婚，不妨先取得羅馬教宗之批

准，愛德華四世接受此建議。在瑪格麗特博福特的母親去世

後，1482 年 6 月 3 日，愛德華四世與湯瑪斯斯坦利夫婦達成

協議，瑪格麗特博福特可從她母親留下的地產中，為亨利都

鐸打造一份豐富的遺產，以使他回國後可繼承頭銜及地產，

但條件是他必須回國，由國王授給他。 

瑪格麗特博福特從未放棄收復從父母親及(過去幾位去

世)丈夫那邊得來的遺產，並傳給流亡海外的獨子。她理應繼

承的財產，包括在英格蘭南部及中部各地，為數不少的土地

與收入。如今她總算能為愛子鋪好一條回國的康莊大道，她

高興萬分。母子終於可會合了嗎？她上次見到兒子，是 1470

年 11 月 11 日，已超過 11 年半了。豈料晴天霹靂，災難降臨

了。 

附帶一提瑪格麗特博福特的父親第一代薩默塞特公爵

約翰博福特，為她母親的第二任丈夫。1444 年，瑪格麗特博

福特 1 歲時，父親過世。1447 年，她母親再嫁。1461 年，

在第三任丈夫過世後，便不再嫁了，可能是因年已 51，不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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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老新娘了。比女兒少一任，歷經三任丈夫，那她葬那裡呢？

瑪格麗特博福特的母親選擇跟第二任丈夫葬在一起。即葬在

多塞特郡的溫伯恩大教堂。做此選擇，不知是否因第一任丈

夫為爵士(Sir)，第三任丈夫為男爵(Baron)，而第二任丈夫為

公爵。公爵當然比爵士及男爵都尊榮多了。 

1483 年 4 月 9 日，還不滿 41 歲，正是春秋鼎盛，愛德

華四世卻撒手人寰了。他金髮高大，年輕時由於常得在戰場

上廝殺，生活較節制，其英俊瀟灑，在名媛貴婦圈裡是出名

的。步入中年後，除情婦不計其數外，又過著奢侈浮華的放

蕩生活，於是俊美轉為痴肥，和藹轉為邋遢，一副大腹便便、

腦滿腸肥的樣子，昔日迷人的帥氣挺拔，完全消失。但平素

倒沒患什麼當時已知的疾病，結果從感覺不對勁到離世，才

不過兩星期。印證人一旦被死神找上，不管有沒有道理，都

得跟他走。國王突然駕崩，讓他的朝廷大臣震驚之餘，人人

趕緊為自己的下一步打算。而國王太年輕去世，王位的繼

承，就很令人擔心了。但 1471 年，便已冊封長子愛德華為

王儲，且眾王公貴族，都已按著“聖經＂宣誓要對他效忠

了，還需要擔心嗎？我們說過，這樣的宣誓，向來沒什麼大

用。 

國王留下兩個兒子，長子愛德華 12 歲，次子約克公爵

理查 9 歲。愛德華四世對王后娘家伍德維爾家族長期信任，

登基後幾度王位受到挑戰時，王后的幾位弟弟，都跟他生死

與共。他的長子愛德華，便一直由王后的大弟，即第二代里

弗斯伯爵安東尼伍德維爾照顧及輔佐。他這時差不多 4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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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輕時他血氣方剛，曾熱愛與人比武，被譽為英格蘭第一騎

士。後來他對文學產生濃厚的興趣，進化成允文允武。約在

1450 年，約翰谷騰堡(Johann Gutenberg，約 1398-1468，出

生於現在德國)發明活字印刷術。對隨後興起的歐洲文藝復

興、宗教改革、啟蒙時代，及科學革命等運動，均有相當助

益。這位國舅得知後，於 1475-1476 年間，將第一台印刷機

引進英格蘭，且出版不少作品，包含他自己的若干創作。他

不但鼎力支持文藝復興運動，本身亦為實踐者。由這樣具人

文氣息的騎士，來輔佐幼主，應很令人放心吧！ 

不要忘了英格蘭還有另一棟梁。愛德華四世的小弟格洛

斯特公爵理查，原本鎮守北方，緊盯著蘇格蘭，防他們南下

騷擾。兄長去世，他率領盟友第二代白金漢公爵亨利斯塔福

德(Henry Stafford，2nd Duke of Buckingham，1455-1483，瑪

格麗特博福特第三任丈夫亨利斯塔福德之姪兒)等人，南下覲

見新國王愛德華五世。1483 年 4 月 30 日，國舅安東尼伍德

維爾等人，先北上與前王弟等人會面，共商國事。相談甚歡，

也約定日後的合作方式，隔日卻被捕了。隨後格洛斯特公爵

理查覲見新國王時，說明他們是來保衛國王，免得他落入伍

德維爾家族的陰謀陷阱。愛德華五世回道，“我身邊的臣

子，都是父親留給我的，我看不出其中有那位不忠。除非能

證明有誰不忠，否則我要留著他們。至於王國政務的推動，

我完全信賴貴族及太后。＂ 

聽到國王提到太后，白金漢公爵怒吼道，“治理王國的

是男人，不是女人。如果國王信任她，最好趁早放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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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華五世當即意識到，兩位公爵是在對他發號施令，而不是

請求，他已落入他叔叔的魔掌了。 

5 月 4 日，愛德華五世被帶到倫敦，這天是預定的加冕

日，格洛斯特公爵理查宣布延後 7 週，6 月 22 日才舉行。理

由是要辦就辨得完美，沒必要那麼倉促。之後伍德維爾家

族，快速被整肅，太后的幾位弟弟，或被囚禁，或逃亡。太

后則帶著兒女們，再度躲進西敏寺。5 月 8 日，格洛斯特公

爵理查被任命為護國主。一切按部就班，隔日，愛德華五世

被送進倫敦塔，理由是為了他的安全。只是過去進入倫敦塔

的王室成員，很少發現那裡是安全的。 

 

35 

1483 年 6 月 16 日，坎特伯里大主教湯瑪斯鮑徹(Thomas 

Bourchier，約 1411-1486)來到西敏寺，哄騙太后讓愛德華五

世的弟弟，9 歲的約克公爵理查離開避難所，因加冕典禮需

要他。於是他便被送進倫敦塔。不要奇怪大主教怎會騙人，

為了政治利益，再怎麼離譜的事，他們都做得出來。隨後年

紀更小(8 歲)的第十七代沃里克伯爵愛德華金雀花(Edward 

Plantagenet，17th Earl of Warwick，1475-1499)，也被關進去

了。被關的理由相同，因他也有王位繼承權，他乃愛德華四

世的大弟，已故克拉倫斯公爵喬治唯一倖存的兒子。 

倫敦塔雖聽起來令人毛骨悚然，但原本是英格蘭王室在

倫敦之一住所，為一座城堡及要塞，並非監獄。王后在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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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禮前，有時就先待在倫敦塔。由於在有王室監獄前，王室

成員犯罪(不論真罪或假罪)者，常就送去倫敦塔軟禁，而處

死也往往在那裡，倫敦塔遂變成監獄之代名詞。於是有段時

間，“送進倫敦塔＂便只有一種意思，就是被關起來，小命

岌岌可危。 

6 月 22 日星期日，這天是格洛斯特公爵理查，為愛德華

五世更改後的加冕日。會有加冕嗎？當天神學家拉爾夫沙

(Ralph Shaa ，？-1484) 在倫敦聖保羅大教堂 (St Paul’s 

Cathedral)佈道時宣稱，前國王愛德華四世，早在與伊莉莎白

伍德維爾結婚(1464 年)前，就已先跟埃莉諾巴特勒夫人(Lady 

Eleanor Butler，約 1436-1468)結婚了。如果這是真的，顯然

也是秘而不查，看來這位前國王，習於秘密結婚。前國王“合

法的妻子＂，乃系出名門，父親是第一代什魯斯伯里伯爵約

翰塔爾博特 (John Talbot ， 1st Earl of Shrewsbury ，約

1387-1453)，為英法百年戰爭期間的名將，有“英格蘭的阿

基里斯＂(English Achilles)，及“法蘭西的恐怖＂(Terror of 

the French)之稱。這是頂級的恭維，因眾所皆知，阿基里斯

(Achilles)乃古希臘神話中的英雄人物，出現在很多傳奇故事

中，包括“特洛伊戰爭＂(Trojan war)。 

佈道時講這些，正是藉神之名，告訴世人愛德華四世與

伊莉莎白伍德維爾的婚姻無效！事實上，愛德華四世的重

臣，羅伯特史迪林頓(Robert Stillington，1420-1491)，他也是

巴斯及韋爾斯的主教(Bishop of Bath and Wells)，在 6 月的稍

早，便已告訴議會此事。神學家與主教均言之鑿鑿，而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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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四世與其“合法的妻子＂埃莉諾巴特勒夫人，皆已過世，

無法從棺木中跳出來反駁。於是結論出來了，愛德華五世與

約克公爵理查都是私生子。私生子自然沒有王位繼承權。 

讓大眾充分消化此驚世駭俗的祕辛，3 天後，6 月 25 日，

輪到第二代白金漢公爵亨利斯塔福德上場了。他宣布，由於

愛德華五世與約克公爵理查皆為私生子，且沃里克伯爵愛德

華金雀花的名譽已蒙羞(其父克拉倫斯公爵喬治因犯謀逆罪

被處死)，3 人都該被取消王位繼承權。因而格洛斯特公爵理

查，便是當今唯一的王位合法繼承人。議會立即批准此聲

明，並宣布格洛斯特公爵理查為英格蘭國王。也就在這天(6

月 25 日)，愛德華五世的大舅，原本準備擔任攝政的安東尼

伍德維爾，因謀逆罪被處死。真是一氣呵成！ 

那套愛德華四世匪夷所思的重婚故事，貴族、主教，以

及百姓，都恭順地接受。通往王位的障礙皆排除了，次日(1483

年 6 月 26 日)，30 歲的格洛斯特公爵理查，在眾人的歡呼下，

登基成為英格蘭國王，即查理三世(Richard III，1483-1485

年在位)。7 月 6 日，查理三世與妻子安妮內維爾，在西敏寺

接受加冕，雖距登基不過 10 天，這次他倒未覺得太倉促。

沒有兒子的沃里克伯爵，終於有女兒成為英格蘭王后了。這

位英格蘭的造王者，造王之外，千方百計，想要有個女婿為

英格蘭國王，也就是想造后。如今還真有個女兒為后，他地

下有知，不知會感到欣慰，還是啼笑皆非。因為這個后，並

不是他造出來的，他毫無功勞。而民間流傳的預言，果然成

真：英格蘭在 3 個月內，有 3 個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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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四世治國理政，頗具才幹又充滿活力。他有效修

補了在位長達約 39 年的亨利六世，對王國造成的損害。只

是他犯了兩個嚴重的錯誤，使他的王位無法順利傳承，最終

導致約克王朝的覆滅。第一個錯誤，是他娶了伊莉莎白伍德

維爾。她的龐大家族，跟剛經歷猛烈動盪的王國，很難融合。

第二個錯誤，是他太早死了。英年早逝當然不是他要的，但

他沉迷酒色、荒淫無度，健康的衰敗，可說完全是他自己造

成的。孩童繼位加上無法融入體制的外戚，是飽經摧殘仍相

當脆弱的王國，所無法承擔的。這兩個錯誤，讓他弟弟理查

三世，逮到機會。當然理查三世對姪兒無情的篡位，是無人

能預料得到的。 

兩個被關在倫敦塔內的王子，他們的命運如何？過去進

了倫敦塔者，通常沒有好下場。後世的說法，大致如下。1483

年 7 月上旬，理查三世加冕後不久，原本侍奉兩位王子的僕

人，全被解僱。而至當年 9 月後，便再無人見過兩位王子，

不知他們究竟何時從倫敦塔消失的。到了當年 11 月，英格蘭

政界已幾乎無人認為，“塔裡的王子＂仍活著。後來連歐洲

各國，也大都相信兩位小王子已死。只是兩人到底是如何死

的，及何時死的？就無人確定了。後來雖傳聞兩位王子逃走

了，但由於之後兩人從未出現，主流想法仍認為被殺了。而

若被謀殺，凶手一律指向理查三世，因只有他會希望兩人死

去。就算是別人殺的，必也是他下令，或迎合他心意。這是

過去 5 百多年，史書及小說等各種記載裡，主要的講法。 

理查三世真的殺死兩位先王遺孤嗎？由於從未發現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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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也沒有凶手被繩之以法，幾百年來議論紛紛。文獻上首

次記載理查三世殺姪，大約是在約克王朝覆滅 20 年後(1505

年)。至於正式流傳下來的文獻，則是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1478-1535)著的“理查三世傳＂(The History of King 

Richard III)。他曾深受亨利八世(Henry VIII，1491-1547，

1509-1547 年在位)寵信，歷任不少要職，1529 年並成為大法

官(Lord Chancellor)。好景不常，果真伴君如伴虎，1535 年，

他因反對亨利八世脫離羅馬教會而被處死。除政治外，他還

是著名的作家，為英格蘭文藝復興時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1516 年，他以拉丁文寫成“烏托邦＂(Utopia)一書，對後世

影響很大，他創的“烏托邦＂一詞，至今仍經常出現。而 1966

年出品，隔年獲奧斯卡金像獎最佳影片獎的“良相佐國＂(A 

Man for All Seasons)，便是講他的故事。 

“理查三世傳＂約在 1513-1518 年間完成，但直至湯瑪

斯摩爾去世後才出版。曾有陰謀論，認為這本書的出版，乃

都鐸王朝企圖消滅前朝王位的合法性，因而對其污名化。無

論如何，由於本書自出版後，便廣為流傳，因而 5 百多年來，

理查三世遂背負篡位及殺姪的罪名。但理查三世真有那麼狠

心嗎？就算想追根究柢，已過這麼久了，恐怕已無從追查真

相了吧！ 

英格蘭第一代聖阿爾班子爵法蘭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1st Viscount St Alban，1561-1626)，這位在墓志銘上，

被推崇為“科學之光、法律之舌＂的著名學者，曾說，“真

相是時間的女兒，而非屬於當權者＂(Truth is the daught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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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not of authority)。培根指出，真相會隨著時間夠久後而

浮現。易言之，不論當權者如何遮掩、粉飾或捏造，最後必

都無效，因真相終會被時間生出來。 

“時間的女兒＂(The Daughter of Time，1951，約瑟芬鐵

伊(Josephine Tey，1896-1952)著，丁世佳(2014)為中譯本)，

這部在英國“犯罪作家協會＂(Crime Writers’ Association)，

1990 年所選的“百大犯罪小說＂(The Top 100 Crime Novels 

of All Time)中，名列第一；在“美國神秘作家＂(Mystery 

Writers of America)協會，1995 年所選的“有史以來百大神秘

小說＂(The Top 100 Mystery Novels of All Time)中，名列第

四。光憑其非凡的身價，就值得找一本來看了。書中有一警

探，因脊椎受傷又斷腿住院，鎮日躺在床上，病房對他有如

牢獄。他有位擔任演員的紅粉知己，經常來醫院探望他。見

他無法起身，百般無聊，度日如年，不禁感同身受。有天她

探病時，帶了幾十張人臉圖片來，都是歷史上各種著名“懸

案＂的主角，讓他設法破解，藉此打發時間。 

例如，其中有幅路易十七(Louis XVII，1785-1795)的畫

像，1789 年 6 月後，因兄長過世，他成為法蘭西王國的王儲。

後因法國大革命，1792 年 8 月 10 日，他父親路易十六(Louis 

XVI，1754-1793，1774-1792 年在位)被廢黜，1793 年 1 月

21 日，且被送上斷頭台，成為法國歷史上，唯一被處決的君

主。由於自 1792 年 8 月起，路易十七就一直被囚禁，直到

1795 年 6 月 8 日去世為止，因此他從不曾真正擔任過君主。

但即使“路易十七＂這個頭銜根本有名無實，在他逝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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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後，1814-1830 年的波旁復辟(Restauration)期間，新登基的

法國君主仍選擇“路易十八＂(Louis XVIII，1755-1824，

1814-1824 年在位，1815 年中有 3 個多月流亡)為封號，而非

路易十七。但後來卻有傳言，路易十七其實並未於 1795 年

死在獄中，他的屍體被調包，他則被救出去了。 

路易十七究竟是逃走，還是被囚禁到死？能解開此謎題

嗎？ 

見到那疊圖片中，有幅理查三世的畫像，警探腦海中，

立即浮現自孩童起，對這位國王的印象：駝子、童謠裡的怪

物、純真的摧毀者，及邪惡的同義詞。早在進入警察這一行

前，這位警探，就對人臉有興趣。於辦案多年、閱人多矣後，

他更擅長指認嫌犯了。如今卻怎麼看，都不覺得畫像中的人

物，長得像謀殺犯，反而像位大法官。沒有一個來探望他的

同事，願意跟他談公事，他已好幾天沒分析案子。再這樣下

去，腦袋要像漿糊了。他決定在病房裡辦案，找出這樁殺姪

事件的真相。只是幾百年過去了，真相應早已化為灰燼，恐

怕將徒勞無功吧！豈料他遍閱當時及現今有關的書籍，在一

喜歡歷史的年輕人之協助(包括借書、買書及討論等)，以推

理的方式，抽絲剝繭，最後居然替理查三世翻案。很有意思

的一本書。 

 

36 

理查三世能當上國王，第二代白金漢公爵亨利斯塔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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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說一路相挺，且有臨門一腳之功。不過在理查三世登基還

沒幾個月，1483 年 10 月，他居然加入，或者該說他鼓吹愛

德華四世的舊盟友，起兵反叛國王。更令人驚訝的是，他改

為效忠當時唯一仍在世(假設愛德華四世的兩個兒子都已死

了)的王位角逐者亨利都鐸。 

亨利都鐸算那根蔥啊！以他那樣的血統，居然還有人以

為他能跟王位沾上邊。難道英格蘭崇高的王室，已淪落到這

麼不堪的地步？有人瞠目結舌，有人唏噓不已。如果連這種

出身的人，都能坐上王位，則當初對亨利四世的血統，有什

麼好挑剔的？亨利都鐸的父親，為亨利六世的同母異父弟

弟，毫無王室血統，至於他母親，也只有那麼一點點金雀花

的血統(她祖父原本是私生子)。在正常情況下，這樣的出身，

自己或他人，都不會以為跟王位能有任何的聯想。1483 年，

亨利都鐸不過是位來自威爾斯，為蘭開斯特家族之一邊陲族

人。他絕大部分的人生，都在威爾斯南部，及法蘭西西北部

的布列塔尼度過。當時全英格蘭，根本沒有幾個人聽說過

他，遑論將他與王位連在一起。但理查三世的篡位，不但打

破英格蘭王位繼承的傳統，更給人們帶來對登上王位的新想

像，而這是以前連想都不敢想的。 

比較久之前，愛德華二世與理查二世，皆因長期的暴政

而被罷黜。近期亨利六世，則由於無能又精神異常，導致英

格蘭內政紊亂、國力衰弱，且王國被內戰撕裂，最後連自己

的王位也失去了。這幾位國王被從王位趕下，臣民大致同意

不無道理。畢竟咎由自取，怨不了別人。這樣的國王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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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得到解脫。但愛德華五世呢？他不曾做過任何壞事，甚

至還沒開始做任何事。他唯一的錯，或許就是 12 歲繼承王

位，讓具野心者趁虛而入。但這能怪他嗎？根本不是他能掌

控的，何況過去還有年紀更小的當上國王呢！ 

兩百多年前，亨利三世 9 歲登基，相安無事。近期亨利

六世不到 9 個月大，便繼承王位，他 3 個叔叔，可都盡心盡

力輔佐，無人有貳心。即使亨利六世，渾渾噩噩地將國王當

成那個樣子，約克黨人也是於他在位三十多年(1422-1455)

後，才出手表達不滿。愛德華五世卻登基不到 1 個月，便被

關進倫敦塔，隨後且被“消失＂。這不要說伍德維爾家族，

及老國王的很多舊臣，心中充滿怨恨，永不接受理查三世為

他們的國王，不少臣民也覺得，如果能以捏造謊言，及血腥

謀殺的手段坐上王位，那別人不也就可奪走他的王位嗎？ 

1483 年 9 月 24 日，白金漢公爵從他在威爾斯南部的領

地，寫信給亨利都鐸，請求他從法蘭西的布列塔尼，帶一支

軍隊回英格蘭，參與推翻理查三世的行動。白金漢公爵其實

是理查三世篡位後，獲利最大的貴族，因他是排名第一的功

臣。伍德維爾家族被沒收的領地，很多便成為他的。但這位

投機者，相信若他再次變節，將獲得更大的利益。他判斷南

方不滿的勢力，足以將理查三世拉下國王的寶座，所以搶先

鼓動反叛。只是他不見得每次都能押對寶，而叛變一旦成

功，之所以獲利很大，乃基於其高風險，因失敗後很可能須

以付出生命為代價。 

亨利都鐸的母親瑪格麗特博福特，這時在忙些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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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王后，躲在西敏寺的那位母親，也不能被遺忘。男人耍刀

劍，女人則另闢蹊徑。兩位母親決定結為親家，讓亨利都鐸

跟愛德華四世的長女約克的伊莉莎白結婚。此婚約的用意再

明顯不過，企圖將蘭開斯特黨的殘餘力量，與伍德維爾家族

所剩的勢力，透過婚姻結合起來。她們準備幹大事了！千萬

不可小看女人的決心。 

1469 年，為了拉攏約翰內維爾(沃里克伯爵之弟)，除封

爵賜地外，愛德華四世讓那時才 3 歲的長女，與約翰內維爾

的長子訂婚。1470 年，沃里克伯爵從法蘭西入侵英格蘭時，

約翰內維爾加入他哥哥的陣營。背叛愛德華四世，前述婚約

也就隨之取消了。1483 年，這位前公主年已 17 歲，她 3 歲

時的文定，想必沒被徵詢。不知這次與亨利都鐸的許訂終

身，是否有先取得她的同意？ 

理查三世曾駐守北方，盯著不時蠢蠢欲動的蘇格蘭。他

即位後對北方一直友善大方，因而他在北方較獲支持，南方

則對他不服者較多。白金漢公爵在給亨利都鐸發信二十多天

後，自己也開始在威爾斯南部，招募部隊。只是這時節天候

不佳，秋雨下個不停，動員極不易。加上他心狠手辣的名聲，

早已人盡皆知，人們寧可離他遠一點。雖跟他虛與委蛇者不

少，最後他仍組成一支威爾斯軍。同時間，他也慫恿英格蘭

東南部的肯特郡組反叛軍。這倒是很快便組好。 

理查三世成功奪權才 3 個多月，便有叛亂，此對他是一

嚴峻的挑戰。雖他並不認為白金漢公爵能造成太大的威脅，

但叛亂仍得儘快鎮壓下去才行，否則易引起效尤。愛德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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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在位時，之所以從不重用白金漢公爵，乃因他認為此人與

他弟弟克拉倫斯公爵喬治類似，都屬於言過其實的個性。既

無太大的本領，且目光短淺，只看到眼前的利益。白金漢公

爵協調不善，肯特郡的叛軍起事過早，10 月 10 日便發動，

由於孤掌難鳴，很快便被撲滅。英格蘭南部至西南部一帶，

接著陸續發生一些叛亂。但各叛亂間，不但沒有很好的聯

繫，且都未得到主要貴族的支持。連瑪格麗特博福特的丈夫

湯瑪斯坦利男爵，也拒絕在西北部出兵。沒十足把握的仗，

他向來不打。 

局勢不利，主謀者白金漢公爵優柔寡斷，一直猶豫不

決，但箭在弦上，不發兵又不行。一直拖到 10 月 18 日，他

才下令吹起號角，只是已經太遲了。連日大雨，導致河水泛

濫，部隊前進困難，士兵開小差的不少。眼看大勢不妙，他

未戰先敗，拋棄部屬自己逃了。但時不利兮，逃不掉了，11

月 1 日，在施洛普郡(Shropshire，在英格蘭西部，西臨威爾

斯)，他被逮捕。才一審訊，他便立刻認罪。但他仍心存一絲

希望，請求與國王面談，當即遭拒。查理三世懸賞要他的項

上人頭時，說他“背信棄義，違背自己效忠的義務。＂當然，

這指責若用在查理三世自己的身上，也很貼切。隔天，11 月

2 日，白金漢公爵被斬首示眾。這次叛亂也就結束了。 

 

37 

1483 年 9-10 月間，在法蘭西布列塔尼公爵弗朗索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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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資助下，26 歲的亨利都鐸，裝配好一支共有 15 艘船的

艦隊，準備載運一支約 5 千人的部隊，浩浩蕩蕩地入侵英格

蘭。他母親持續跟他通信，所以他對英格蘭的局勢，一直相

當能掌握。大約是 11 月 1 日，覺得風向有利，艦隊便從布列

塔尼北端啟航。可惜天氣瞬間轉變，有些船隻被吹回布列塔

尼，有些被吹到北方的諾曼第，只有兩艘船，包括亨利都鐸

所在的那艘，來到普爾(Poole，在英格蘭西南部的多塞特郡)，

岸上已有人在等候。派人上岸打聽，雖對方自稱是白金漢公

爵派來歡迎他們的，但亨利都鐸警覺那是陷阱，趕緊起錨，

揚帆而去。 

這次行動，雖以失敗結束，且使亨利都鐸正式成為英格

蘭王室的死敵。但至少他跨出一步了，展現出對王位的企圖

心。11 月 3 日，那時亨利都鐸仍在英吉利海峽搖晃中，在英

格蘭西南康沃爾郡的博德明(Bodmin)，有一群叛軍，推舉他

為英格蘭國王。當年的耶誕節，在布列塔尼瓦訥(Vannes，又

譯凡恩)的瓦訥主教座堂(Vannes Cathedral)，亨利都鐸的支持

者向他宣誓效忠，有如他已戴上王冠了。他也發誓奪得王位

後，會立即迎娶愛德華四世的長女約克的伊莉莎白。這些都

令人興奮，但當冷靜下來後，若問究竟這個夢想如何實現？

卻無人知曉。 

法蘭西那時的情勢，對亨利都鐸並不太有利。首先弗朗

索瓦二世的健康已開始走下波，恐怕不可能再一次資助他進

攻英格蘭。另外，法蘭西國王路易十一，於 1483 年 8 月 30

日崩殂，他尚未滿 13 歲的兒子查理八世(Charles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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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0-1498，1483-1498 年在位)，隨即繼承王位，並由他姐

姐波旁公爵夫人安妮(Anne，Duchess of Bourbon，1461-1522)

擔任攝政，這樣的組合，恐怕暫時不會想去到處招惹。 

白金漢公爵叛亂失敗後，擔心受到牽連、財產被沒收，

甚至性命不保，陸續有貴族逃離英格蘭。1484 年 1 月，理查

三世召開議會，趁機發動對他的敵人之全面攻擊。包括抹黑

他兄長愛德華四世的統治，並譴責他兄長與伊莉莎白伍德維

爾間“可恥的假婚姻＂。說這婚姻放肆地勾結，對貴族隱

瞞，沒獲得他們的同意，而這是被盧森堡的傑奎塔母女之巫

術蠱惑所致。在下一個會議，貴族們向理查三世唯一合法的

兒子及繼承人，米德勒姆的愛德華(Edward of Middleham，

1473-1484)宣誓效忠。然後開始整肅理查三世所認為的敵人。 

亨利都鐸的母親瑪格麗特博福特，由於頻繁跟兒子魚雁

往返，被理查三世認為涉及叛國。但他倒是寬大為懷，只將

她擁有的地產，轉移給她丈夫監管。這樣的處分算是小的，

有好幾位貴族及主教，幾乎失去所有頭銜及財產，下一步可

能便是性命或自由被取走了。情勢不妙，於是更多人逃到布

列塔尼，留得青山在不怕沒柴燒。他們現在都緊抱著一個信

念，雖然看起來如此渺茫：有朝一日，亨利都鐸將再度航向

英格蘭，並成為國王。 

理查三世的行政能力不錯，思慮周詳且聰明靈敏，他應

試圖成為一好君主，曾推動一些良好的政策。例如，由於谷

騰堡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使得那時圖書進口貿易相當熱絡，

他下令免圖書的進口稅，且允許凡出版相關事業都可自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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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不論經營者來自那個國家或地區，這顯現他對知識及文

化的重視。但他的一大缺點是包容性不足，他一直只依賴那

些支持他篡位成功的人，圈子極小，其他的人便被排擠了。

而且他的宮廷，盡是他信任的北方人，於是英格蘭南北鴻溝

愈來愈大。這樣他不就僅是一位“北方的國王＂嗎？他不見

得喜歡這個現象，但卻是他自己造成的。 

大約從布列塔尼逃抵法蘭西王國後，亨利都鐸開始自稱

英格蘭國王。這是一步險棋，之前即使王儲都沒人敢如此僭

越，但的確相當激勵士氣。而雖他已發誓要迎娶約克的伊莉

莎白，藉此與擁護前國王的勢力結合，但理查三世要破他的

局。1484 年 3 月 1 日，理查三世與前王后，即亨利都鐸的準

岳母(約克的伊莉莎白之母親)達成協定，只要她及女兒們服

從他的領導，他會保障她們的安全，並提供必要的生活所

需。如此她們便可走出西敏寺，她們自前一年 5 月，便避難

進去。 

1484 年 4 月 9 日，發生一件幾乎讓理查三世及安妮王后

悲痛欲絕的事。他們才 10 歲的兒子，於生病後不久便一命

嗚呼了。身為君主，莫不念玆在玆王位的繼承。對理查三世

這位奪權者，更擔心此問題。他兄長愛德華四世的繼承者，

就是因年少(12 歲)好欺，便被他篡位了。如今他唯一的兒子

死了，將來王位要傳給誰？他的統治沒有未來了！他是有幾

個私生子，但成為王儲，在當時是無法被接受的。 

失去繼承人，理查三世覺得有必要更積極追捕亨利都

鐸。他透過布列塔尼的財政大臣聯繫，許以里其蒙伯爵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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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以換取布列塔尼公爵交出亨利都鐸。1484 年 9 月，雙方

已即將達成協議。多年來，布列塔尼一直是都鐸叔姪的避難

港，如今這裡危險了，他們趕緊分批悄悄逃走。但能逃到那

裡呢？查理八世的朝廷，適時對都鐸叔姪伸出援手，因他們

不願看到英格蘭與布列塔尼，再度結盟。英格蘭的流亡者，

全都得到法蘭西政府的熱烈歡迎。 

有更強大的法蘭西王國當靠山，英格蘭反理查三世者，

陸續由各地，奔來加入亨利都鐸的陣營。包括牛津第 13 伯

爵約翰德維爾 (John de Vere ， 13th Earl of Oxford ，

1442-1513)，他曾是瓦里克伯爵的盟友，參與反抗愛德華四

世的叛變，當然後來失敗了。約自 1475 年起，他被囚禁在

加萊附近的哈姆斯城堡(Hammes Castle)。1484 年 10 月，他

居然憑其三寸不爛之舌，說服哈姆斯城堡的守軍，隨著他一

起投靠亨利都鐸。這些感時花濺淚者，如今找到心靈的寄託

了。亨利都鐸的資源逐漸增加，力量日益強大。法蘭西人也

拼命鼓勵這群流亡者，攻向理查三世，打倒他。當然，這本

就是眾乘桴浮於海者，一心想做的事。 

1484 年 12 月 7 日，鑑於亨利都鐸的聲勢已不容小覷，

理查三世公開譴責那些流亡者，說他們是叛徒、賣國賊、違

背榮譽及人倫等。又說亨利都鐸人心不足蛇吞象，覬覦英格

蘭王位，但他絲毫無享有此頭銜之權利。理查三世也順便誇

獎自己，是個善良及勤奮的君主，將不畏艱難，為人民而戰，

捍衛國家。兩個多星期後，耶誕節期間，有傳聞理查三世打

算拋棄安妮王后，迎娶小他 13 歲的姪女約克的伊莉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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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人的血緣極接近，即使在 15 世紀，這樣的婚姻，也會被

視為亂倫。雖眾人議論紛紛，但理查三世並不理會。他認為

如此將能鞏固他的王權，讓法蘭西那位私生子後代的痴心妄

想，無法得逞。 

1485 年 3 月 16 日，安妮王后去世了。才 28 歲，這麼年

輕，一直不是好好的嗎？沒多久，王后被毒死的流言出現

了。人們跟幾個月前，理查三世動了娶約克的伊莉莎白之意

圖連結。國王謀殺妻子，遂傳得沸沸揚揚。散播“假新聞＂

的人會被懲處吧！並沒有。理查三世身邊的策士提醒他，如

果他繼續一意孤行，做出這種上帝厭惡的事，北方諸侯將群

起反抗他。而如果連北方人都不支持，則他這位“北方的國

王＂，王位可能就坐不穩了。理查三世不得不公開聲明，否

認他有娶自己姪女的打算。6 月 23 日，理查三世再度發表聲

明，說亨利都鐸之父母雙方，都是私生子的後代，如果他入

侵成功，英格蘭貴族們的高貴血統，都將被徹底污染並摧

毀。原本未將亨利都鐸放眼裡的理查三世，如今整天憂心忡

忡，寢食難安，擔心他從法蘭西殺回來，將自己趕下王位。 

此時亨利都鐸同樣坐立不安，他已獲知理查三世想娶約

克的伊莉莎白。如此不但他與愛德華四世之支持者結盟的希

望將破滅，有些支持他的人，立場也會動搖。像約克的伊莉

莎白之同母異父哥哥(她母親跟第一任丈夫所生)，原本追隨

亨利都鐸，現已在考慮回英格蘭歸順國王了。亨利都鐸知道

他不能繼續待機而動。英雄創造時勢，若一直想等最佳時機

才出手，最後就是坐以待斃。起航吧！1485 年 8 月 7 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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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領 4 千人，從米爾福德黑文(Milford Haven，位於威爾斯的

彭布羅克郡)附近登陸。那是他祖父歐文都鐸的故鄉，1471

年 9 月，他與叔叔賈斯柏都鐸，就是由此地航向法蘭西的。

從那裡離開，就從那裡回來。與家鄉分別，已快滿 14 年了。

他在英格蘭生活的時間很短，至今幾乎半輩子住在法蘭西。

比起英語，他更習慣講法語，更不要說當時英格蘭幾乎無人

認識他。但他的眼光，望向英格蘭王位。 

踏上威爾斯沙灘，亨利都鐸跪下，親吻濕漉漉的大地。

他向上帝禱告，並引用“聖經＂“詩篇＂第 43 章第 1 節，

“神啊！求你伸我的冤，向不虔誠的國為我辨屈；求你救我

脫離詭詐不義的人。＂決戰的時刻即將來臨，在幾百公里

外，理查三世想必也在禱告。如今就看上帝要站誰那邊了。 

 

38 

亨利都鐸登陸威爾斯後，趕來增援他的人寥寥無幾。這

樣的叛變陣容，對理查三世豈能構成太大的威脅？但並不足

為奇，希望如此渺茫，那會有太多人想飛蛾撲火？斯坦利家

族呢？身為他的繼父(他母親的第四任丈夫)，總不該袖手旁

觀、置身事外吧！可惜理查三世早已採取防範措施。斯坦利

男爵的繼承人(即他次子，長子早夭)，被留在國王身邊，當

作人質。而斯坦利男爵的弟弟威廉斯坦利爵士，則被宣布為

叛徒，先給他戴個緊箍咒，隨時可處死。理查三世以此警告

斯坦利男爵，以及其他正在觀望的貴族，不要輕舉妄動。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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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加監控，亨利都鐸的勢力仍緩慢增強。只是貴族加入他陣

營的，一直沒有幾位，最高的貴族，為沙場老將牛津第 13

伯爵約翰德維爾。斯坦利男爵則回絕反叛軍的邀請加入。 

1485 年 8 月 22 日，兩個陣營在博斯沃斯市集(Market 

Bosworth，在英格蘭中部萊斯特郡(Leicestershire))交戰。王

軍約有 1 萬 5 千人，由理查三世親自率領。亨利都鐸則領著

約 5 千人，由牛津第 13 伯爵約翰德維爾指揮，雙方兵力懸

殊。理查三世知道若戰敗，敵人絕無可能留他活口，因他若

獲勝，對敵人也必斬草除根。決戰這天一早，他告訴部屬，

他或結束戰爭，或結束自己的生命，頗有風蕭蕭兮易水寒的

悲壯。 

年近 33 歲的理查三世，自少年起，便歷經不計其數的

戰役。他堅韌不拔、驍勇善戰，作戰時永遠在最前線。已不

知有多少次，在屍橫遍野裡，他依然衝鋒陷陣。成敗在此一

戰，他特地戴著王冠，以表他是位被加冕的國王，將受到上

帝的眷顧。反觀 28 歲的亨利都鐸，不但從沒指揮過軍隊，

甚至從不曾作戰。才一開打，便對反叛軍極不利，理查三世

快速衝向亨利都鐸，讓他驚慌失措，掌統帥旗的旗手當下陣

亡。開戰不久，統帥旗便倒在地下，這是敗象已露的徵兆嗎？

情況極其險惡。雖幾乎已看不到有勝利的可能，但反叛軍仍

死命撐著。他們已等了這麼多年，沒有留得青山在這回事，

就是拼這一刻！ 

原本在王軍附近觀戰的斯坦利男爵，在這反叛軍危急存

亡的時刻，做出了決定，他選擇站到他繼子那邊。在他率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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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3 千早就躍躍欲試的精銳部隊，迅速投入戰場，而戰況

立即扭轉。理查三世雖奮勇拼殺，惟已時不我予。他的頭盔

不知何時掉了，他的一小塊頭骨被削掉、頭部頂端受到一支

鋒利的劍之重擊、頭骨被刺穿，還有一把沉重的兵器砍掉他

頭骨基部很大一塊，造成一極大的創口，此傷應會讓他瞬間

致命。這個堅強勇敢的武士戰死了，王軍也被擊潰了。雖說

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復何恨？但他爭到的王位，只短暫

坐了兩年又 1 個多月，且是敗給一位他私毫看不上的私生

子，他應極不甘心吧！他結束了自己的生命、結束了這場戰

役，也結束了歷時 30 年的“玫瑰戰爭＂(1455-1485)。 

這場戰役，後來稱為“博斯沃斯戰役＂ (Battle of 

Bosworth)。在 1471 年 5 月 4 日的“蒂克斯伯里戰役＂，亨

利六世的兒子愛德華王子陣亡，成為英國歷史上，唯一一位

死在戰場上的王儲。至於理查三世，則是自 1066 年，法蘭

西的威廉一世入侵英格蘭，那時的英格蘭國王哈羅德二世率

軍抵抗，浴血奮戰、壯烈殉國後，4 百多年來，首位在自己

的王國內，於一場對戰中陣亡的英格蘭國王。只是如此英勇

的國王，並未獲得對手善待。他的屍體被剝掉盔甲及衣服，

遭到百般凌辱及破壞，臀部且被刺入一把匕首，骨盆因而破

壞。隨後運到萊斯特(Leicester，萊斯特郡的首府)的灰衣修士

教堂(Greyfriars Church)，被丟進一匆匆挖掘出的淺穴，草草

掩埋。雖有人拼命爭奪，昔日英格蘭國王，相較於歐洲其他

國家，風險高出許多。但理查三世之後，則安全多了。 

獲勝後，亨利都鐸向上帝謝恩。將士向他歡呼，吶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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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保佑亨利國王＂。見到繼子已被人民推舉為國王，機靈的

斯坦利男爵，立即將理查三世那頂破損的王冠，為繼子戴

上，即亨利七世(Henry VII，1457-1509，1485-1509 年在位)。

斯坦利男爵遂成為立王者，隨後部隊往倫敦前進。至此，約

克王朝結束。而始於 1154 年的亨利二世，統治英格蘭 331

年的金雀花王朝，也就結束了。都鐸王朝開始。 

1485 年夏天，倫敦爆發一恐怖疾病，很多人暴死。此病

只要罹患後，就會大量冒汗，然後可能在幾小時內便死亡，

被稱為汗熱病(Sweating Sickness)，或英國汗熱病(English 

sweate)。亨利七世當機立斷，將他的加冕典禮延後至 10 月

30 日，一方面是估計那時疫情應已結束，一方面是這樣便可

有充分的時間，以準備一場璀璨光輝的典禮。對英格蘭而

言，他可說是個陌生的外來者，王室血統又晦暗不明。其統

治需藉場盛大的儀式，來彰顯他配得上當亨利六世及愛德華

四世的繼承人。 

加冕典禮隆重且奢華地舉行，也分官封爵。亨利七世對

一直守護他的叔叔賈斯珀都鐸，無比感激，封他為貝德福德

公爵(Duke of Bedford)。這是一崇高的爵位，在亨利五世駕崩

後，替他兒子亨利六世鎮守法蘭西的，正是第一代貝德福德

公爵約翰(亨利四世的三子)。亨利七世的繼父斯坦利男爵，

適時扭轉形勢，功勞不小，被封為德比伯爵(1st Earl of 

Derby)。牛津伯爵約翰德維爾，則享有替國王戴上王冠的榮

耀。這些人長期受苦受難，且冒著被處死的危險，他們對都

鐸王朝，皆具最終必勝的信念，如今均得到回報。而得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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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回報的，為國王的母親瑪格麗特博福特。 

之前瑪格麗特博福特，因被理查三世認定涉及叛國，地

產全被轉給她丈夫監管。如今她被平反、取回全部產業、擁

有里奇蒙伯爵夫人(Countess of Richmond)之頭銜，且被宣布

為“我的夫人國王的母親＂(My Lady the King’s Mother)。她

享有在法律上和社會上的獨立地位，這在當時無其他已婚婦

女能享有(She enjoyed legal and social independence which 

other married women could not)。什麼意思？1485 年 12 月 10

日，亨利七世在第一屆議會上，承認她有權獨立於丈夫而持

有財產，就如同未婚時。亨利七世在位期間，大小事都會徵

詢母親的意見。瑪格麗特博福特擁有近乎王后的地位，可穿

戴如同王后規格的服裝。這位 13 歲生產時，身體受到極大

創傷的母親，如今苦盡甘來，感到無比的欣慰。 

在前述第一屆議會上，還決定一件大事。1483 年的耶誕

節，亨利七世曾發誓於奪得王位後，將迎娶愛德華四世的長

女約克的伊莉莎白。現在他已當上國王了，便準備實現諾

言。何況這是他母親替他訂下的婚約，他欣然接受。在他安

排下，議長請求國王迎娶愛德華四世國王的女兒伊莉莎白。

理由是，這位前前國王的血脈若得繁衍，將可撫慰人心。國

王表示很樂意遵從他們的意願及請求。婚禮訂於 1486 年 1

月 18 日舉行。在英格蘭，國王的女兒當上本國的王后，這

是空前絕後。 

亨利七世與約克的伊莉莎白結婚，並非只是基於守信或

順從民意。做為蘭開斯特黨的國王，從血統來看，他的權利



 228

基礎很薄弱。或比較精準地講，根本沒有權利。這是當時眾

所周知的事，因而他難以得到蘭開斯特黨人毫無保留的支

持。當然他們並不排斥他，奪回家族的王位畢竟是好的，而

他算是亨利六世(無血緣)之姪兒(若從他母親那邊算，則為亨

利六世的堂外甥)。那時蘭開斯特黨，除了他叔叔賈斯珀都鐸

外，沒有其他可能的國王人選。他之所以能成為國王，很主

要的一個原因是，那些在尋找取代理查三世人選的約克黨

人，願意將他列為國王候選人。所以迎娶愛德華四世的長

女，以維持這些人的擁護，進而穩定英格蘭王位的傳承，是

很關鍵的。 

附帶一提，亨利七世王后的外祖母盧森堡的傑奎塔，曾

為亨利六世的三嬸(因其前夫為亨利六世的三叔)。王后的母

親伊莉莎白伍德維爾，則為亨利六世(無血緣)之堂妹，因此

王后算是亨利六世的堂外甥女。由於王室貴族常親上加親，

遂產生錯綜複雜的關係。 

亨利七世智慧足夠，他憑自己與生俱來的權利(但其實很

小，主要是靠武力)當上國王，且經上帝認可(加冕)後，才跟

約克的伊莉莎白結婚。他絕不允許自己被視為約克黨，或伍

德維爾家族之傀儡，更不能讓人以為，他是藉由妻子與愛德

華四世有了連結後，才當上國王。經由他的婚姻，亨利七世

傳遞一頗堪玩味的訊息。他的王朝，既不是約克的白玫瑰，

也不是蘭開斯特的紅玫瑰，而是都鐸玫瑰：都鐸玫瑰的圖案

為，外面是紅玫瑰，中間是白玫瑰，乃兩玫瑰之融合。都鐸

玫瑰告訴大家，內戰 30 年的原因，是兩大家族的分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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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解決的辦法。兩個曾互相視為死敵的家族，如今合而為

一。此後我泥中有你，你泥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

一個槨，這是任何人都可輕易看出的涵義。新王朝在融合的

基礎上建立，英格蘭可向前走了。 

 

39 

蘭開斯特與約克，兩個家族本就不是世仇，像愛德華四

世及理查三世的母親，也就是約克公爵理查的妻子塞西莉內

維爾(Cecily Neville，1415-1495，沃立克伯爵的幼妹)，乃出

身蘭開斯特家族，為愛德華三世之四子岡特的約翰之外孫

女。她母親 ( 即愛德華四世之外祖母 ) 瓊博福特 (Joan 

Beaufort，約 1379-1440)，為亨利四世之幼妹。所以約克家

族的愛德華四世，為岡特的約翰(蘭開斯特家族之開山鼻祖)

之外曾孫。兩邊都是親戚，因而沃里克伯爵，有時支持約克

黨(約克公爵理查是他姐夫，愛德華四世為其外甥)，有時支

持蘭開斯特黨(亨利六世為其表姪)，說起來也不是太奇怪。 

有趣的是，由於約克公爵理查的父母，分別為愛德華三

世之五子及三子的後代，所以，愛德華四世身為愛德華三世

之玄孫，擁有其高祖父之三子、四子及五子的血脈。在此說

明一下，因約克公爵理查的父母皆為愛德華三世的子孫，且

父親(孫輩)比母親(外玄孫輩)高兩輩，故在對比關係時，可能

有不同的輩分及稱謂。 

1489 年 9 月 20 日，亨利七世的伊莉莎白王后，於倫敦



 230

西南溫徹斯特的聖斯威辛(St Swithun’s Monastery)分娩。溫徹

斯特是英格蘭王國的早期，及之前的塞克斯王國(Kingdom of 

the West Saxons)之首都。此古都與亞瑟王及圓桌武士的傳說

關連密切。特地選在此地生產，是希望王后能生下一王子為

繼承人，且他的統治，能重現往昔的燦爛輝煌。亞瑟王那段

傳說，是金雀花王朝好幾位國王，及英格蘭的菁英階層，包

括貴族及知識分子等，所深深喜愛的。英格蘭王國的起源，

與立國時的憧憬(或者說願景)，都可在早期各種有關亞瑟王

的傳說中找到。亨利七世刻意將自己與英格蘭人最喜愛的傳

說連結起來，也設法讓自己的繼承人，出生在此富含歷史意

義的地方，頗具用心。 

伊莉莎白王后很“配合＂亨利七世的精心安排，生下一

健康的男孩，當然就被取名為亞瑟，即亞瑟都鐸(Arthur 

Tudor，1486-1502)。3 年後，1489 年 11 月 28 日，公主瑪格

麗特都鐸(Margaret Tudor，1489-1541)出生。接著 1491 年 6

月 28 日，又是一個王子亨利都鐸(Henry Tudor，1491-1547)。

然後是 1496 年 3 月 18 日的公主瑪麗都鐸(Mary Tudor，

1496-1533)。除了這 4 位外，其他還有 4 位夭折，2 男 2 女。

依據傳統，亞瑟王子一出生，便是康沃爾公爵，1489 年 11

月，更加封為威爾斯親王及切斯特伯爵。至於亨利王子，1494

年 11 月，3 歲時被冊封為約克公爵。約克公爵！撫慰約克黨

人的用意，昭然若揭。亨利七世這 4 個孩子，於都鐸王朝，

以及接著的斯圖亞特王朝(The House of Stuart，1603-1714，

中間有中斷)，在王位的繼承方面，無一不有相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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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利七世的王朝逐漸上軌道，繼承人也很快產生，一切

令人滿意。全國各地張貼都鐸玫瑰，國王赴外地巡訪時，有

幸接待國王的貴族，都會趕緊在家族紋章旁，加上一朵都鐸

玫瑰，並努力消除與前朝，或前前朝有關的象徵，以營造團

結的氣氛。儘管如此，仍有人想推翻他這位篡位者。因果循

環，只要是篡位者，就有人想扶植另一位國王上台。 

如同亨利四世罷黜理查二世時的情況，為什麼理查三世

被罷黜後，是由亨利七世接位？約克王朝那時尚存最後一位

男性直系後裔，即愛德華金雀花，他是已故克拉倫斯公爵喬

治(愛德華四世的大弟)之子。1478 年 2 月，克拉倫斯公爵喬

治因謀逆罪，被愛德華四世處決。1483 年，理查三世將這位

姪兒送進倫敦塔，隨即宣佈取消他的王位繼承權。有理查三

世所幫的大忙，亨利七世不就可以高枕無憂了？並不盡然，

因繼承權既然可以取消，自然也可以恢復，造反者皆心知肚

明。而亨利七世毫無立場去說三道四，因他的母親之祖父，

早被亨利四世取消其子孫之王位繼承權，但他仍宣稱自己有

繼承權，且還真的當上國王。 

終於有人要挑戰亨利七世的王位了。亨利七世登基後，

1487 年 5 月 24 日，在愛爾蘭都柏林(Dublin)，有位自稱愛德

華金雀花者，被加冕為英格蘭與法蘭西國王愛德華六世。但

他其實為假冒，因愛德華金雀花那時仍被囚禁。這位假冒

者，真名可能叫蘭伯特西姆爾 (Lambert Simnel ， 約

1477-1525)。他以不到一年的時間，就吸引到不少支持者，

人數多到已不能置之不理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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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利七世自己憑武力奪得王位，所以他對有人想如法炮

製，特別戒慎恐懼。尤其假冒者，背後支持的勢力並不小，

包括勃艮第公爵魯莽查理的遺孀約克的瑪格麗特，她是愛德

華四世的妹妹(理查三世的姐姐)，她堅決捍衛娘家家族的利

益，雖然王后是她姪女，國王是她姪女婿；還有第一代林肯

伯爵約翰德拉波爾(John de la Pole，1st Earl of Lincoln，約

1460-1487)，他是愛德華四世另一個妹妹約克的伊莉莎白

(Elizabeth of York，1444-約 1503，1458 年她嫁給第二代薩福

克任公爵約翰德拉波爾 (John de la Pole，2nd Duke of 

Suffolk，1442-1492))之長子，王后是他表妹。顯然亨利七世

致力推銷的都鐸玫瑰，約克家族仍有人不買帳，只一心喜愛

他們的白玫瑰。 

早在 1487 年 2 月 2 日，當愈來愈多人相信蘭伯特西姆

爾就是愛德華金雀花時，亨利七世便從倫敦塔放出真正的愛

德華金雀花，讓他在倫敦街頭展示，以平息陰謀。隨後，2

月 12 日，他又剝奪岳母，即王后的母親伊莉莎白伍德維爾

之地產，且將她送到伯蒙德賽修道院(Bermondsey Abbey，在

倫敦南部)，讓她過著奢華但隱居(或者說被軟禁)的生活。另

外，將她的長子第一代多賽特侯爵湯姆斯格雷 (Thomas 

Grey，1st Marquess of Dorset，1455-1501，與第一任丈夫所

生)，送進倫敦塔。 

沒有證據顯示亨利七世的岳母及大舅子，有參與假冒者

之陰謀。王后的母親怎有動機去推翻自己的女婿及女兒，而

去支持小叔的兒子，況且是假冒的。當初這樁婚姻還是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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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促成的！湯姆斯格雷也一樣，他雖未獲亨利七世之信任，

卻也沒動機去推翻自己的妹夫，轉而去支持一個騙子。不過

亨利七世向來謹慎，再怎麼至親，他都認為可能背叛他，寧

可超前部署，將兩人軟禁起來，也不願冒任何風險。 

亨利七世到萊斯特調集他的部隊，在那裡他應頗多感

觸。不到兩年前的“博斯沃斯戰役＂，戰敗的理查三世，屍

體先被凌辱且破壞，之後被草草埋在萊斯特的灰衣修士教

堂。命運無常，如今輪到他面臨王位的挑戰，若他戰敗，屍

體將不知如何被糟蹋，且隨意丟棄。英格蘭國王真是一高風

險的位子，卻屢有人拼死爭奪。反叛軍最終集結約 8 千人，

其中有 1 千 5 百名日耳曼傭兵，及 4 千名愛爾蘭農民，其餘

是叛軍南下時，沿途從英格蘭北方招募來的。王軍由亨利七

世親自率領，兵力比反叛軍多很多。1487 年 6 月 16 日，兩

軍在東斯托克(East Stoke，諾丁漢郡之一小村)交戰。交戰前

亨利七世向將士發表演說，他堅信讓他們在“博斯沃斯戰

役＂獲勝的同一位上帝，將助他們再度得勝，王軍歡聲雷動。 

雖雙方都損失慘重，但由於兵力懸殊，王軍仍大獲全

勝，叛軍遭到恐怖的屠戮。幾個領頭的貴族不是戰死，就是

被處死，包括林肯伯爵約翰德拉波爾。至於充當傀儡的蘭伯

特西姆爾，不但逃過一死，且獲得善待。亨利七世可能是將

計就計地利用他，既然他假冒約克王朝碩果僅存的王位繼承

人，那些“前朝餘孽＂也假裝相信，不妨就留著他，以顯示

國王的寬厚，且讓擁護他者投鼠忌器。反正藉他舉兵叛變的

幾個貴族都被殺了，相信他應不敢再輕舉妄動了。蘭伯特西



 234

姆內爾在王宮服務，從御廚僕役幹起，他安分守己，後來成

為馴鷹人。 

“東斯托克戰役＂不僅是亨利七世，甚至是都鐸王朝所

有君主，為保衛王位的最後一戰。之後，1491 年底，又有人

假冒倫敦塔內的王子中較小的那位，即約克公爵理查。由於

從沒找到屍體，因而仍有人相信他並未死。若他仍活著，應

有 17 歲了。自 1455 年英格蘭爆發玫瑰戰爭以來，外國統治

者皆深知，庇護英格蘭王位覬覦者之價值。曾在亨利七世登

基前，流亡法蘭西時，援助他的法蘭西國王查理八世，便有

一度支持這位假冒者珀金沃貝克 (Perkin Warbeck，約

1474-1499)。後來珀金沃貝克逃到蘇格蘭，並數度入侵英格

蘭。只是由於不成氣候，每次都很輕易便被擊退，亨利七世

根本不必御駕親征。1497 年 9 月底，珀金沃貝克被俘虜，而

也獲得到善待，讓他在宮廷服務。但他一直不安分，終於在

1499 年 11 月 23 日被絞死。 

至此，英格蘭將近 50 年的動盪不安，算是落幕了。但

這不表示亨利七世在位期間，不再有叛變，只是騷動通常僅

掀起一些小漣漪，迅速便被平息。至於殺戮則一直存在，只

要惹火國王，或被國王認為不忠，小命便很難保住。亨利七

世事必躬親，早期藉此維持一有效率的政府。他展現出自己

是位成功、自信，又具威嚴的君主。中年以後，他開始疑神

疑鬼，殺了不少他覺得有潛在危險的貴族，那時貴族很容易

被戴上“叛亂罪＂的帽子。在約克王朝時，人丁興旺的約克

家族，遂逐漸凋零。財政方面他橫徵暴斂，且採高壓政策。



 

 235

他依賴臣民的恐懼感來治國，在肅殺的氣氛下，朝政愈來愈

紊亂。 

在“時間的女兒＂一書裡形容亨利七世，“很有錢卻很

小氣＂。又取笑他，“曾封一工匠為騎士，不過並非那人手

藝精湛，而是因替他省了裝飾花樣的費用。＂到後來，他維

繫政權的手段，已愈來愈像 1399 年，理查二世被罷黜前那

段黑暗的日子。這樣他國王的寶座能坐得安穩嗎？幸好，有

可能爭奪王位者，不是死了、被放逐，就是被他囚禁。1525

年 2 月 24 日，最後一朵白玫瑰理查德拉波爾(Richard de la 

Pole，1480-1525)戰死於帕維亞(Pavia，在今日義大利北部倫

巴底(Lombardy)的西南部)，他是愛德華四妹妹約克的伊莉莎

白的幼子，也是約克公爵理查最後一位在世的外孫，從 1501

年起，他就在歐洲大陸各地當傭兵。至此，覬覦英格蘭王位

者，可說都死光了。 

 

40 

1396 年，在第二任妻子過世約兩年後，“有情有義＂之

岡特的約翰，將他已持續二十多年的情婦凱瑟琳斯威福德扶

正。之後，兩人的 4 個(3 男 1 女)私生子女，於理查二世在位

期間(1377-1399)，都被合法化。1399 年，岡特的約翰之長子，

憑藉武力罷黜理查二世，成為亨利四世後，為“安定政

局＂，限制那 3 個異母弟弟及其子孫，皆無英格蘭的王位繼

承權。豈料 3 個私生子中之老大，即第一代薩默塞特伯爵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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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博福特，其外曾孫亨利都鐸，卻於 1485 年登上王位，成

為亨利七世。亨利四世的規定，被視若無物了！可見即使當

到國王，也不必以為權力可大到在自己百年後，仍能有效發

威。甚至，即使在亨利七世加冕時，並無任何人，包括被他

推翻的約克王朝之“遺老＂，拿出八十多年前，亨利四世的

規定來質疑。就算有人在心中嘀咕，經過 30 年的內戰，也

累到不想說了。 

當年約克公爵理查，僅因以愛德華三世的後裔而言，約

克家族源自三子及五子，而亨利四世的蘭開斯特家族源自四

子，約克家族完勝，便挑剔亨利四世的血統不夠純正。此不

服導致 1455 年“玫瑰戰爭＂之爆發，後來由他兒子愛德華

四世奪得王位，結束蘭開斯特家族六十餘年的統治。 

若真要講血統，亨利七世的血統，離王位才叫遠得很：

他的父親及外曾祖父，原本都是私生子，只是後來都被合法

化。結果呢？約克王朝由 1461-1485 年(中間還斷了幾個月)，

先是愛德華四世，再來是超短的愛德華五世，然後理查三世

也才兩年多，整個王朝歷時不過短短的 24 年。反觀自 1485

年亨利七世起，至當今的伊莉莎白二世，5 百多年來，所有

英國君主(由英格蘭至聯合王國)，皆為亨利七世及其伊莉莎

白王后之後裔，因而皆為岡特的約翰與凱瑟琳斯威福德之後

裔，也皆為歐文都鐸與凱瑟琳王后之後裔。又，由於從都鐸

王朝起，5 百多年來，所有英國君主，皆為亨利七世的王后

伊莉莎白之後裔，因此也皆為愛德華四世及其父親約克公爵

理查之後裔。這位將命送掉，都沒爭到王位的公爵，沾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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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女婿亨利七世的光，應可滿意了。說不定還會覺得引發

“玫瑰戰爭＂是值得的。 

英國王位傳承極注重血統，過去這 5 百多年的國王，血

統既然都可追溯到岡特的約翰，因此亦源自其父親愛德華三

世。若繼續往上追溯，可到亨利二世，以及往上亨利二世的

父親法蘭西安茹伯爵若弗魯瓦五世，喜歡在帽沿別上一朵金

雀花那位；以及母系的征服者威廉。若再追溯，至少再往上

1 百多年，父系及母系皆有記錄可查，都是法蘭西貴族。簡

單講，自 1066 年威廉征服以來，英國歷任君主(包括篡位者)

皆為血親。現今君主的血統，可自 1 千多年前延續至今，如

此源遠流長，實在不容易。 

附帶一提，由於母親瑪格麗特博福特的關係，亨利七世

也有金雀花血統。但王朝的區分，乃依父系血統。所以蘭開

斯特王朝及約克王朝，皆屬金雀花王朝之旁系，亦可列入金

雀花王朝，但都鐸王朝就不屬金雀花王朝了。 

“博斯沃斯戰役＂後，理查三世的屍體，沒有棺木也沒

有裹屍布，被草草下葬在萊斯特的灰衣修士教堂。此教堂在

1538 年，因與羅馬教會鬧翻，亨利八世頒布解散修道院的法

令後，被夷為平地。之後理查三世的遺體，便下落不明。這

位死於戰場的英勇國王，都鐸王朝以貶低他為樂，對此自然

毫不在意。 

春去秋來，秋去春來，5 百多年過去了。2012 年 9 月，

英國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的考古研究小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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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斯特一停車場下挖掘遺址時，在原為一古代教堂的墓園

處，發現一副骸骨。骨質考古學家研判，這副骸骨來自一名

約 30 歲的男子，有嚴重脊椎側彎。而且，這副骸骨身上有

十處傷口，包括頭骨被刀削去一部分，另一處刀傷砍穿頭

顱，此為致命傷，又脊椎骨間發現一個箭頭穿刺。由埋屍地

點、死亡年齡、脊椎側彎，及骸骨上的傷口，皆與歷史記載

裡，關於理查三世死亡時(差 1 個多月便滿 33 歲)的情況，大

致相同，遂引起該考古研究小組的好奇。 

經碳-14 同位素定年法(carbon-14 dating)，判定死亡時

間，約在 1455-1540 年間。而理查三世死於 1485 年 8 月 22

日，正好落在此區間。值得做 DNA 比對了！2014 年 2 月 11

日，萊斯特大學宣布，經由母系(matrilineal)的血緣追蹤，與

理查三世之大姐約克的安妮(Anne of York，1439-1476)之第

17 代外甥，住在加拿大的木匠麥可易卜生(Michael Ibsen，

1957-，他母親喬伊易卜生(Joy Ibsen)，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移

居加拿大)，進行全基因組測序(Whole genome sequencing)，

其 線 粒 體 (mitochondrial)DNA( 脱 氧 核 醣 核 酸 ，

deoxyribonucleic acid 之縮寫)，證實這副骸骨為理查三世的。

理查三世遂成為首位已知身分的數百年前的歷史人物，對其

基因組進行測序。 

為什麼特別找喬伊易卜生(2008 年去世)，這位約克的安

妮之第 16 代外甥女的兒子來比對呢？英國歷史學家約翰阿

什當-希爾(John Ashdown-Hill，1949-2018)，他的研究主要是

在約克王朝及理查三世方面。2003 年，他受比利時學者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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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尋找理查三世和他的兄弟姐妹共享的線粒體 DNA 序列。

此因理查三世的姐姐約克的瑪格麗特，1468 年嫁給外號魯莽

查理的勃艮第公爵查理，成為他的第三任妻子，她去世後被

埋葬在她的宮廷所在地，今日比利時的梅赫倫(Mechelen，位

於比利時首都布魯塞爾(Bruxelles)東北約 22 公里處)。他花了

整整一年的時間，追溯出約克的瑪格麗特之所有女性後裔。

2005 年，他宣布發現理查三世及其兄弟姐妹的線粒體 DNA

序列。那時便已追到喬伊易卜生，但她於 2008 過世了，所

以 2012 年找他兒子來比對。 

當初約翰阿什當-希爾在進行有關理查三世的線粒體

DNA 序列之研究時，應只想到這是一項純學術的研究。但有

如鑑定莎士比亞的詩(見黃文璋(2006)“莎士比亞新詩真偽

之鑑定＂一文)，他原本應沒想到，理查三世的遺骸居然有出

土的一日，讓其研究獲得實用的機會。約翰阿什當-希爾是有

心人，花了 3 年，才成功說服萊斯特當局，著手搜尋理查三

世的遺骸，且相當精準地預測屍骨所在的區域。對理查三世

遺骸之出土，貢獻極大。 

領導這項研究的學者，英國萊斯特大學遺傳學教授托里

金(Turi E. King，1969-)指出，骸骨主人為理察三世的機率，

高達 99.999%。另外，擁有一雙藍眼睛之機率為 0.96，擁有

一頭金髮之機率為 0.77(過去的記載，描述理查三世為黑(或

褐)色頭髮、鐵灰色眼睛)。他們的研究成果，於 2014 年 12

月 2 日，在“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刊登，論文

題目為“Identification of the remains of King Richard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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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副 5 百多年前，被棄之如敝屣的遺骸出土後，理查三

世之出生地約克，及埋骨處萊斯特，為爭取成為其安息地而

大打官司。最後法官判決萊斯特勝訴，法官並力勸雙方庭外

和解，“以避免打玫瑰戰爭的下半場(to avoid embarking on 

the Wars of the Roses, Part Two)。2015 年 3 月 26 日，理查三

世的骸骨，放進他木匠外甥麥可易卜生，特地為他打造的棺

木裡，由馬車拉著靈柩從萊斯特大學出發，前往他當年的戰

死地點，現已是熱鬧的市區了。民眾穿上古代的軍服及鎧

甲，並鳴放 21 響禮砲致意，這是今日對元首的最高禮節。

沿途群眾帶著象徵他出身家族的白玫瑰相送，最後在萊斯特

大教堂停靈，棺木上放了他當年王冠的復刻版，讓民眾瞻仰。 

雖證實骸骨為理查三世的，之前有些對理查三世的描

述，便被現代學者所質疑。例如，理查三世在都鐸王朝時代

文人的筆下，常被描寫成肢障者：手臂萎縮、跛腳且駝背，

不要說在當時，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小說或戲劇裡，這

樣的形象，一般被用來代表邪惡人物。這些有關理查三世身

體缺陷傳聞之來源，可能是亨利八世時，湯瑪斯摩爾的“理

查三世傳＂所留下來的史料。而莎士比亞依該書，在其“理

查三世＂(Richard III)劇作中，對理查三世給出此形象，應是

為了令人印象更深刻。而長久以來，劇作早被許多人當作歷

史了。從理查三世的遺骸，可發現他確實有嚴重的脊椎側

彎，但手臂並沒有萎縮。其實，如果他的身體真如莎士比亞

描述的手、腳及背，都那麼不堪，恐怕無法在戰場上衝鋒陷

陣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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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70 年前，1951 年，約瑟芬鐵伊的“時間的女兒＂一

書中，藉一警探之紙上辦案，推翻了過去對理查三世殺姪的

指控，這是道德方面的澄清。2012 年考古的發現，又推翻了

長期對理查三世外貌之醜化，這是形象方面的澄清。約 4 百

年前，與莎士比亞差不多同時代的學者，法蘭西斯培根曾

說，“真相是時間的女兒，而非屬於當權者＂。此至理名言，

在理查三世身上，得到印證。事實上，早在理查三世遺骸出

現的 61 年前，在“時間的女兒＂裡，就已紙上談兵地“考

證＂出，理查三世的駝背及萎縮的手臂，皆為虛構，且他的

外觀並無任何明顯的畸形處，僅左肩較右肩低。 

約瑟芬鐵伊在她的書中，給出英國史上，包括幾個理查

三世在內，時間生出“畸形兒＂(表以訛傳訛)的例子。作者

以東尼潘帝(Tonypandy)，來泛指被過度誇大、炒作，甚至扭

曲或變造的歷史事件。書中每遇這種事件，作者常以“又是

東尼潘帝＂來表示。東尼潘帝為南威爾斯之一小鎮，曾以盛

產煤馳名英國。但此鎮今日最讓人知的，是為 1910 年之“東

尼潘帝暴動＂(Tonypandy riots)的發生地。書裡寫著，當地礦

工為爭取權益而罷工，後來傳說，那時擔任英國內政部長的

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派遣軍隊血

腥鎮壓。從口耳相傳到文字記載，此地遂成為南威爾斯人傷

痛仇恨之象徵。但真相是，當時派去維持秩序的，乃倫敦一

批紀律嚴明的警察，除了身上的雨衣外，他們手無寸鐵。至

於所謂的血腥，只有現場幾個人稍流些血而已。然而邱吉爾

卻為了這次“史無前例的干預＂，在下議院被狠狠地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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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畸形兒或東尼潘帝，都可能是時間較易生出

的。真相呢？時間生出的真相，有時仍有些隱晦，往往得仰

賴有心人去掀開其遮蔽。而只要時間夠久，掀開便成為可

能。“聖經＂“路加福音＂(Luke)的第 8 章第 17 節也說，“因

為掩藏的事沒有不顯出來；隱瞞的事沒有不露出來被人知道

的。＂其中也有真相最終總會顯現出來的意思。 

 

 

41 

萊斯特大學的考古研究，除了證實骸骨為理查三世的，

且推翻過去文藝界對他外貌之醜化，還有其他發現嗎？有一

個更大的發現！ 

研究人員再對理查三世的父系(patrilineal)後裔，做 DNA

比對。因理查三世並無後代傳下來，遂尋找愛德華三世(理查

三世的高祖父)之後裔。由於父親會將本身之 Y 染色體遺傳

給兒子，故愛德華三世任何一位一直是男性傳下之後裔(例

如，外孫就不行)，都將攜帶與理查三世相同的 Y 染色體。

如果基因匹配，就可以證實理查三世確實為王室後裔。為何

想做此父系的檢驗？可能是出於研究者之好奇，或這就是基

因檢驗的標準程序。 

附帶一提，不只理查三世並無後代傳下來，整個金雀花

王朝，王室“合法的＂男性後裔，在亨利七世時，全都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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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愛德華四世的姪兒，愛德華金雀花是最後一位倖存者，

原本他被囚禁在倫敦塔，已有心理準備，將在那裡度過餘

生。1499 年秋天，有叛黨與他及珀金沃貝克(假冒他堂哥約

克公爵理查那位)籌劃一起陰謀，企圖將他們兩人劫出倫敦

塔。講定事成後將推舉他為國王，只是當然沒有成功。本來

越獄就已是很嚴重的罪行，何況加上叛國？經審判後，於當

年 11 月 28 日，金雀花王朝的最後一位合法男性後裔，被處

死了。在 15 世紀，英格蘭宗室的男子，戰死或被處死，乃

稀鬆平常，能頤養天年者，相當稀少。 

第一代博福特公爵亨利薩默塞特(Henry Somerset，1st 

Duke of Beaufort，1629-1700)，是英格蘭國王查理二世

(Charles II，1630-1685，1660-1685 年在位)，於 1682 年，首

度冊封給第三代伍斯侯爵亨利薩默塞特(Henry Somerset，3rd 

Marquess of Worcester)。他是第一代伍斯特伯爵查爾斯薩默

塞特(Charles Somerset，1st Earl of Worcester，1460-1526)之

後裔。這位伯爵又是誰？他是玫瑰戰爭中，第三代薩默塞特

公爵亨利博福特(曾為蘭開斯特黨的重要領袖)之子。但我們

不是已說過，忠於瑪格麗特(亨利六世的王后)之博福特一

家，於 1471 年的“蒂克斯伯里戰役＂後，具合法血統的男

性，一個都不存在了嗎？沒錯，前述第一代伍斯特伯爵查爾

斯薩默塞特，為三代薩默塞特公爵亨利博福特(他祖父本為私

生子)之私生子。我們早已看到，私生子的後代，常不遜合法

子嗣。千萬不可小看他們！ 

博 福 特 (Beaufort ， 乃 現 在 的 蒙 莫 朗 西 - 博 福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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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morency-Beaufort))本是法國香檳(Champagne)之一座城

堡，曾屬於岡特的約翰。他與原本是情婦，後來成為第三任

妻子的之凱瑟琳斯威福德，共育有之 3 男 1 女，可能因都是

在博福特出生，所以都叫 XX 博福特。博福特公爵，乃目前

英國的爵位名裡，唯一取自不列顛群島以外的地名者。 

經分析理查三世遺骸的 Y 染色體 DNA 後，赫然發現，

第五代博福特公爵亨利薩默塞特(Henry Somerset，5th Duke 

of Beaufort，1744-1803，第一代博福特公爵亨利薩默塞特之

玄孫)之現今男性後裔，大多攜帶相對常見的 Y 染色體類型

(carry a relatively common Y chromosome type)，此與理查三世

之遺骸中，罕見的血統(rare lineage)不同。第五代博福特公爵

亨利薩默塞特，是愛德華三世四子岡特的約翰之後裔，細節

在此略過，這表示英格蘭王室，歷史上曾經發生過一次王后

“外遇事件＂。何時發生？雖很難百分之百確定，但研究者

傾向認為，愛德華三世被戴了綠帽，即岡特的約翰，極可能

非愛德華三世的親生兒子。 

我們之前指出，岡特的約翰雖沒當過國王，但從都鐸王

朝起，所有英國君主皆為其後裔。如今發現，這位 5 百多年

來，所有英國君主之共同祖宗，其血統卻可能出了問題。若

果真如此，則從 1399 年的蘭開斯特王朝(亨利四世、亨利五

世，及亨利六世)起，至今日的女王伊莉莎白二世，扣除其中

24 年的約克王朝，將近 6 百年的英國君主，便都不具王室血

統。那怎麼辦？要去找真正的王室血脈，把王位還給他嗎？

顯然是不可能的任務。何況即使有可能的人選，又怎知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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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血統皆不曾出過問題？因目前並無其他骸骨出土，能

如何比對？但王室血統的真相，豈能不予理會？亨利七世當

初若非宣稱自己有繼承王位之血統，怎可起兵打那場“博斯

沃斯戰役＂？理查三世因而不會喪生，則英國的歷史，可能

就得改寫了。 

知名學者，萊斯特大學英國地方史 (English Local 

History)教授凱文舒爾勒(Kevin Schurer)出來緩頰，“我們並

非暗示女王陛下不應該稱王。…。登上君主之位固然需要血

統，但其實亦需要機會和運氣。＂也只能這樣講了。不過無

繼承權者，通常對王室血統的興致不高。至於已當上國王

者，豈管自己的血統是否純正？最在乎血統的，常是王室親

屬中，有繼承權，卻非君主者。至於學者就是做研究、發表

論文。 

若當初理查三世不是被草草下葬，而是如其他去世的國

王，被很慎重地安葬在某座教堂裡，則骸骨不會暴露，那就

不會有這樁史上最古人物的“親子鑑定＂了。而能做此鑑

定，乃是基於英國的家譜做得不錯，尤其是王室貴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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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蘭終於出現一位不願對羅馬教廷忍氣吞聲，且準備

與教廷攤牌的君主了。但他們不至於像法蘭西國王腓力四

世，曾殺害教宗且脅迫新教宗。要知有很長一段時期，教宗

常被歐洲強權君主視做小媳婦。對於天主教會，英格蘭的作



 246

法是，合則來，不合則去。即使無情卻也仍維持相當的禮貌，

這是典型的英格蘭式風格。 

亨利八世於 1509 年 4 月 22 日登基，為都鐸王朝的第二

位國王，王朝的開創者是他父親亨利七世。自 1422 年亨利

六世登基後，87 年來，他是英格蘭第一個經由合法程序繼承

王位的君主，而不是用某種手段奪取。亦即他的繼承，乃毫

無爭議，沒有戰爭、沒人死亡、沒人被囚禁，當然連一滴血

也沒見到。當時在世的英格蘭臣民，幾乎都是首度見到王位

被和平地繼承。另外，從亨利五世 1413 年登基以來，還不

曾有位成年或接近成年的王子，直接繼承王位(亨利八世登基

時差兩個月又 6 天滿 18 歲)。對這位新國王的登基，英格蘭

臣民無不感到極度輕鬆，可放心地大肆慶祝。 

曾有人說，“亨利最留名後世的，是他的 6 次婚姻，尤

其是他為廢除第一次婚姻所作的努力＂(Henry is best known 

for his six marriages, in particular his efforts to have his first 

marriage annulled)。事實上，亨利八世受過良好的教育，且

富有魅力及領袖氣質。他在位時，正值文藝復興時期，而從

宮廷風格到他個人的品味，他的確是位文藝復興時代的君

主。文治之外，他武功也不弱，他以已如傳奇的“前輩＂(並

非其後裔，但是其妻子凱瑟琳王后之後裔)亨利五世為典範。 

登基兩個多月後，1509 年 6 月 29 日，亨利八世的祖母

瑪格麗特博福特過世，享壽 68 歲，她燦爛的一生，至此終

了。為父親及祖母服喪結束後，1512 年，亨利八世發動對法

戰爭。這令英格蘭軍方相當振奮，因自 1450 年代起，6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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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他們幾乎沒有機會到國外作戰。1513 年，第二次入侵法

蘭西時，亨利八世還御駕親征。但他適可而止，知道自己不

能拿生命冒險，奮不顧身地跟法蘭西作戰，否則覬覦王位

者，恐怕會趁機搶奪他的王冠。亨利八世是個幹練的君主，

在位將近 38 年，若要數功績，會是洋洋灑灑。只是結婚 6

次，畢竟太獨特，因而給人留下極深刻的印象。於是其餘他

所完成的大事，相較之下，便都黯然失色了。 

當時的風氣，教會與世俗的界限並不太清楚。教士及主

教等神職人員，擁有大量財富，過著奢華鋪張的生活者，比

比皆是。連地位崇高、受人景仰的樞機主教及羅馬教宗，用

人唯親、作威作福、縱慾狂歡，也都不必訝異。至於贖罪券

(indulgence)及教會聖職的買賣，也如家常便飯。據說教宗李

奧十世(Leo X，1475-1521，原名喬凡尼迪羅蘭索德梅迪奇

(Giovanni di Lorenzo de' Medici)，1513-1521 年在位)就任後

不久，便寫信給他弟弟，其中提到“上帝賦予我們教宗地

位，就讓我們享受這權力。＂享受無窮，或許是不少樞機主

教，為了當上教宗，不惜用盡各種手段(包含毒死前任教宗)

的主因。 

風氣如此，教宗擁有情婦(或同性的情人)及私生子，乃

屬稀鬆平常。而如一般世俗人，教宗找情婦，也是以美貌為

主，且不管對象是否已婚，因毫不費力就能隱瞞。不過也有

無所顧忌的，如羅馬教宗亞歷山大六世(Alexander VI，原名

羅德里哥迪波吉亞(Roderic de Borja)，1492-1503 年在位)。

他有許多情婦，其中持續最長久的，為瓦諾莎德卡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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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ovanna dei Cattanei，1442-1518)，兩人的親密關係約始於

1470 年，且生了 4 個孩子。起先為掩人耳目，亞歷山大六世

為這位情婦安排結婚，新郎就近取材，就是教會官員。一旦

丈夫死掉，便再來一個，總共 3 次，反正官員很多。他不會

虧待那些鼎力相助者，因有取之不盡的教會資源當靠山。所

以為情婦找丈夫，對他從不是問題。成為教宗後，他先是說

那些孩子是他的姪兒或姪女，後來乾脆就公開承認了。可能

覺得身為教宗，不宜讓人知道他說謊吧！ 

既然公開了，就不再需要遮掩了，反而輕鬆自在。情婦

瓦諾莎德卡塔及其孩子，便堂而皇之地住進已故樞機主教的

豪宅，或富麗堂皇的別墅中。這位教宗，至少還另有 4 個孩

子，相當多產，只是那些孩子的母親是誰，已不可考。內舉

不避親，亞歷山大六世的幾個兒子，也在他利用職權下，平

步青雲。如他跟瓦諾莎德卡塔內生的老大塞薩爾博吉亞

(Cesare Borgia，1475-1507)，仍僅是個 17 歲的學生時，便被

他任命為瓦倫西亞(Valencia，西班牙東部之一省)大主教

(Archbishop of Valencia)。他全家至少有 5 人被任命為樞機主

教。 

17 歲當上大主教，可一點都不稀奇，在亞歷山大六世之

後，教宗保祿三世(Paul III，1468-1549，原名亞歷山大法內

西(Alessandro Farnese)，1543-1549 年在位)，曾晉升他的兩

位孫子(他至少生了 5 個子女)為樞機主教，分別為 16 及 14

歲。保祿三世有“裙帶樞機主教＂之稱，因傳聞當初他之所

以獲任命為樞機主教，乃因他妹妹，有夫之婦的朱莉婭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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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Giulia Farnese，1474-1524)，為亞歷山大六世教宗最喜歡

的情婦。她應有沉魚落雁之容，因她最為人所知的稱呼為

“Giulia la bella＂，而 bella 在義大利文裡有“美人＂之意。

樞機主教羅倫佐普奇(Lorenzo Pucci，1458-1531)形容她是

“最可愛的人＂(most lovely to behold)。至於樞機主教切薩雷

波吉亞(Cesare Borgia，1475-1507，亞歷山大六世教宗之子)，

則形容她擁有“古銅的膚色、黑眼睛、圓臉及特別的激情＂

(dark colouring, black eyes, round face and a particular 

ardour)。教宗找情婦，不但重美貌，且不管是否為人妻。而

一群主教竊竊私語時，並不見得都是在討論神學問題，有可

能正對某女子品頭論足。 

出生於亞拉岡聯合王國的亞歷山大六世，獲選為教宗的

主要原因，是靠賄賂，且他的主要對手，樞機主教朱利亞諾

德拉羅維爾(Giuliano della Rovere，1443-1513)的財力不如

他。雖然如此，朱利亞諾德拉羅維爾仍於 1503-1513 年擔任

教宗，為儒略二世(Julius II)，卻非立刻接著亞歷山大六世，

中間夾著一位僅在位 26 天的庇護三世(Pius III，1439-1503，

原名方濟各托代斯基尼(Francesco Todeschini)，1503 年 9 月

22 日至 1503 年 10 月 18 日在位)。那他是怎麼當選教宗的？

當然也是靠賄賂！只是位子還沒坐熱便蒙主寵召，其投資可

能尚未回本。 

亞歷山大六世聰明絕頂，又嫻熟教廷運作方式，本是極

佳教宗人選。可惜他大部分的精力，都用在為自己及家人謀

福利。再加上他有可能是史上，第一位公開承認自己有情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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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孩子的教宗，應頗具爭議、名聲極壞吧！很難說。在亞

歷山大六世之後，西斯篤五世(Sixtus V，1521-1590，原名弗

利斯佩瑞提(Felice Piergentile)，1585-1590 年在位)及烏爾巴

諾八世(Urban VIII，1568-1644，原名瑪菲歐巴貝尼(Maffeo 

Barberini)，1623-1644 年在位)，這兩位教宗，均讚美他為聖

彼得(Saint Peter，天主教中文譯為聖伯多祿。彼得乃耶穌的

十二使徒之一，天主教會認為他建立了羅馬教會，為第一任

教宗)之後，最傑出的教宗之一。這樣還最傑出，那其他沒被

評為傑出的教宗，會對什麼事有顧忌，就很難想像了。不知

是否因亞歷山大六世，具“誠實＂的美德，遂成為最傑出。 

附帶一提，若要對最不道德的教宗排序，亞歷山大六世

還不見得能名列前茅。早期的教宗裡有不少位，不論多麼令

人髮指的事，都做得出來。如若望十二世(John XII，約

930-964，原名奧塔維亞諾(Octavianus)，955-964 年在位)，

各種荒淫無道的事，恐怕沒一件沒做過，見“教宗史＂(The 

Popes: A History，約翰朱利斯諾里奇(John Julius Norwich，

1929-2018)著，2011 年出版，黃書英(2019)為中譯本)。當時

教宗上台的方式，靠行賄、暴力，或某有力國王之支持(因而

日後須當其代言人)，不一而足。對於早期教宗，絕對不能聯

想到聖潔的品格，連品格都最好都不要想到，這樣才不會屢

被他們所做離譜無比的事，驚嚇不已。而教宗身邊圍繞著追

逐私利、陰險詭詐者，也得視為尋常。將教宗想成一君主，

甚至幫派頭子，可能較恰當。 

教宗帶頭有情婦，因此國王有情婦，也就理所當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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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為之，完全不是秘密，只是情婦之子通常無繼承權而

已。不過若經一套程序，私生子的繼承權，也就有了。君臣

“地下情＂氾濫，無人干涉。但國王結婚，須得到教會同意，

這有時並不容易。而若想離婚，更困難重重，除非王后犯了

什麼滔天大罪。因王后家族常也是強權，教宗得罪不起。不

過國王離婚之准許與否，並無準則，因滔天大罪之解釋權在

教會。教會掌握離婚核准權，常能逼國王對某些事俯首就範。 

舉例來看。法蘭西國王路易十二(Louis XII，1462-1515，

1498-1515 年在位)，是有“智者＂之稱的查理五世之曾孫，

在登上王位之前，他被稱為奧爾良的路易(Louis of Orléans)。

1476 年 9 月，在堂兄法蘭西國王路易十一的要求下，他娶其

女兒法蘭西的胡安娜(Joan of France，1464-1505)，當時兩人

分別是 14 及 12 歲。他這位姪女有殘疾，且據說不能生育(不

知當時如何確定，說不定是被醜化)。1483 年，路易十一駕

崩後，由他兒子查理八世繼承王位。1498 年 4 月，查理八世

在一次意外中過世，而因他的 7 個孩子全都早夭，王位遂由

他堂叔奧爾良的路易繼承，成為路易十二。之後為了一些政

治目的，路易十二擬娶他的堂姪媳，即查理八世的遺孀，前

王后布列塔尼的安妮(Anne of Brittany，1477-1514)。那原本

的妻子怎麼辦？ 

路易十二相當薄情，他以原配殘廢，及結婚時他才 14

歲等理由，於 1498 年 9 月，向羅馬教廷申請廢后。已結婚

22 年了，難道當初不知妻子的身體狀況？而以那個時代，14

歲也不能說就年幼無知。雖原王后法蘭西的胡安娜強烈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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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但因她父親路易十一及弟弟查理八世皆不在了，且另一

弟弟早夭，在娘家無人替她撐腰下，1498 年 12 月，勢利的

教廷，宣告她與路易十二的婚姻無效。路易十二所提那麼薄

弱的理由，居然能被接受，除了教廷出於政治考量，再無其

他可能。後世稱此為“該時代最下流的訴訟之一＂(one of the 

seamiest lawsuits of the age)。當時的教宗是誰？正是前述那

位結婚生子的亞歷山大六世。而離婚後沒幾天，1499 年 1 月

7 日，路易十二便與守寡尚不滿 1 年的前安妮王后結婚。這

位安妮，便成為史上唯一一位，曾二度當上法蘭西王后者。 

王后被離婚怎麼辦？沒有抑鬱而終，法蘭西的胡安娜回

到自己的領地，興建了聖母瑪利亞修道會修道院(monastic 

Order of the Sisters of the Annunciation of Mary)，並親自擔任

院長(abbess)，此修道院至今仍存在。1950 年 5 月，她被羅

馬教廷冊封為聖。 

那時生病或生產，都易致死，國王或貴族妻死要再婚

者，除非教宗覺得擬結婚的兩人血緣太接近等理由，否則通

常不會有問題。因此結婚數次是有的，但在可以有情婦之

下，像亨利八世的結婚多達 6 次，便相當罕見。他並非沒有

情婦，但通常他會想讓情婦升格為妻子，如此原王后便得

“處理＂掉了。亨利八世曾大費周章地進行宗教改革，對英

格蘭後世影響深遠。只是衝冠一怒為紅顏，宗教改革此大

事，乃與他的婚姻有關。他正是因教會反對他廢除第一次婚

姻，而引發宗教改革。而羅馬教廷之所以毫不妥協地反對，

主因為他的王后，乃來自西班牙。 



 

 253

 

43 

位於歐洲大陸西南角的伊比利半島(Iberian Peninsula，包

括當今西班牙、葡萄牙、安道爾(Andorra)、一小部分的法國，

及直布羅陀(Gibraltar))，西元 711 年，被柏柏爾人(Berbers，

大致是集中在北非摩洛哥(Morocco)和阿爾及利亞(Algeria)的

一些民族)，及阿拉伯人(西班牙人統稱他們為摩爾人(Moors))

入侵，整個伊比利半島幾乎都被他們征服，後來逐漸演變成

多國並立。之後數百年，持續爭戰及併吞，到了 15 世紀時，

西班牙主要有 3 個較大的王國：卡斯提爾王國、亞拉岡王國，

及伊斯蘭王朝格拉納達王國(Kingdom of Granada)，其他尚有

不少獨立的領地。 

1474 年，伊莎貝拉一世(Isabella I，1451-1504，1474-1504

年在位)即位為卡斯提爾王國的女王後，便宣布與丈夫(也是

她堂弟)斐迪南(Ferdinand II，1452-1516，兩人有共同的曾祖

父，祖父為兄弟。兩人於 1469 年 10 月結婚)共治。1479 年，

斐迪南成為亞拉岡國王，即斐迪南二世 (Ferdinand II，

1479-1516 年在位)，夫妻兩人便共同統治兩個王國，分別為

國王及女王。1492 年，共治的卡斯提爾王國及亞拉岡王國，

征服格拉納達王國，收復了將近 8 百年來的失地。自此，西

班牙實際上便成為一個統一的王國了。日後伊莎貝拉一世及

斐迪南的外孫卡洛斯一世(Carlos I，1500-1558，1516-1556

年在位)，更將開創偉大的西班牙帝國。在 15、16 世紀，西

班牙是歐洲強國，很多國家都想跟它建立良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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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的不計，亨利八世有哥哥、姐姐，及妹妹各一。妥

善安排兒女的婚姻，可強化國力，這是英格蘭君主一向深深

了解的。早在長子亞瑟尚不滿 3 歲時，亨利七世便開始為他

安排婚事。1501 年 11 月 14 日，15 歲的亞瑟，迎娶比他大約

9 個月的西班牙公主亞拉岡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

1485-1536)。跟強大的西班牙聯姻，目的是建立英西抗法聯

盟。英西兩國，跟法蘭西皆不時有矛盾或衝突。凱薩琳公主

一到英格蘭宮廷，其風姿綽約、氣質高雅，立即傾倒眾生。

英格蘭臣民，對這場婚禮，莫不滿心喜悅，慶祝活動長達兩

星期。 

這對新人如何溝通？據統計，2019 年，全世界有將近

4.83 億人的母語是西班牙語，占全世界總人口的 7.6%。至於

能講西班牙語的人口，則超過 5.8 億人，西班牙語為現今全

球使用者第三多的語言，僅次於漢語和英語。但 16 世紀初

當然不是這個情況。英語之外，英格蘭貴族較熟悉的是法

語，或者再加上拉丁語，而非西班牙語。婚前凱瑟琳與亞瑟

曾以拉丁文通信，婚後發現，兩人拉丁語的發音有所不同，

因而初期交談不是很客易。 

另外，亨利七世自登基以來，北邊的蘇格蘭，有如南下

牧馬，經常對英格蘭北部燒殺搶掠，一直令他頭痛。以婚姻

睦鄰，1503 年 8 月 8 日，他將還不到 14 歲的長女瑪格麗特

都鐸，嫁給 30 歲的蘇格蘭國王詹姆斯四世(James IV，

1473-1513，1488-1503 年在位，後來的蘇格蘭女王瑪麗一世

為他們的孫女)。亨利七世希望此和親政策，能換來英格蘭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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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和平。只是這埸婚禮舉行時，英格蘭王室，仍籠罩在愁

雲慘霧中。因 1 年多前，於結婚 4 個多月後，1502 年 4 月 2

日，才 15 歲的亞瑟便奄然而逝，而不過 16 歲的凱瑟琳，也

就成為寡婦。 

英格蘭與西班牙結為親家，乃醞釀了幾十年。1464 年，

當英格蘭眾大臣，紛紛在關心愛德華四世的王后人選時，卡

斯提爾國王亨利四世(Henry IV of Castile，即恩里克四世

(Enrique IV，卡斯提爾語)，1425-1474，1454-1474 年在位)，

也曾試探性地透過代理人，提議他的妹妹及繼承人，13 歲的

伊莎貝拉。只是沒有成功，因愛德華四世已秘密結婚了。多

年後已當女王的伊莎貝拉一世，當然仍記得曾有英格蘭國王

拒絕她，而娶一寡婦。但一碼歸一碼，仍將小女兒亞拉岡的

凱瑟琳，嫁給英格蘭王子亞瑟，算是不念舊惡。 

有憂有喜，亞瑟去世後，他 11 歲的弟弟亨利，便晉升為

王儲。英格蘭遭遇此大變，該如何是好？首先，由於之前從

未想到長子會短命而死，亨利七世原本並未特別栽培次子亨

利，這時只好開始對他加強培訓了。其次，那時西班牙與法

蘭西正有紛爭，亨利七世不想減弱與西班牙的關係，因此他

說服凱瑟琳留下來，且要次子亨利娶她。 

亞瑟王子逝世後不久，亨利七世的伊莉莎白王后懷孕，

並於隔年 2 月 2 日，生下個兒子。只是分娩 9 天後，2 月 11

日，37 歲生日那天，王后卻過世了，孩子也未能保住。往昔

婦女生產，真是冒著生命的危險。長子及妻子先後過世，有

記載那時亨利七世曾考慮娶凱薩琳，且已取得羅馬教會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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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娶兒子的遺孀？且兩人年紀差多達 27 歲！要知那個時

代，事無所謂對錯，只要教宗批准便為正確。至於年齡差距

大更不是問題，老夫少妻比比皆是。不過此事最終並未發

生。又在 1505 年，亨利七世雖曾考慮娶剛成寡婦的拿坡里

王國王后，但直到 1509 年駕崩，他都未續絃。在當時，歐

洲國王在王后去世後，沒有再婚，乃極為罕見。 

事實上，在歷來英國國王中，亨利七世是極少數從未有

過任何情婦的國王之一。比較可信的講法是，亞瑟之死，對

他造成沉重的打擊，王后安慰丈夫，說他們還年輕，可以再

生。於是雖在這之前兩次所生皆夭折，在第七次生產約 4 年

後，她又生產，但不幸悲劇發生了。王后之死，再度讓亨利

七世傷心欲絕，為她舉辦一盛大而肅穆的葬禮。子死及妻

死，投下的陰影既長又黑。自此亨利七世個性大變，害怕自

己經過艱苦奮鬥，才獲得的一切，就這麼消失了。可能因此

他對再婚，興致不是太高。 

無論如何，凱薩琳與亞瑟結婚時(1501 年)，她才 10 歲的

小叔亨利，對其美貌應驚為天人、刻骨銘心，不由興起“娶

妻當得凱薩琳＂之渴望。尤其亨利從小便覺得大哥擁有的東

西，都是好的。所以對哥哥去世後，父親要他娶比他年長 5、

6 歲的大嫂，他並無反對之意。先是接收哥哥的王儲地位，

如今又能接收哥哥的妻子，今後他不再羨慕任何人了。 

只是這樣的婚姻，在當時乃違反天主教的教規，除非得

到羅馬教宗的特許。凱薩琳宣稱她與亞瑟並未圓房，因而她

以為只須宣布原來的婚姻無效即可。但為了謹慎起見，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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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王室，仍分別取得羅馬教宗儒略二世的准許。於是在夫

君亞瑟去世後 1 年多，凱薩琳與小她約 5 歲半，那時才 12

歲的小叔訂婚。到了 1505 年，亨利七世對與西班牙結盟，

興趣冷淡下來。而不知什麼原因，亨利王子趁機表明他並未

同意此婚約。這下可糟了，將使西班牙很沒顏面。英格蘭不

願與西班牙鬧翻，遂展開外交斡旋。 

1509 年 4 月，亨利七世崩殂，17 歲的亨利，登基成為

亨利八世。這時他卻宣布要迎娶凱瑟琳，因那是他父親垂死

前的願望。眾人雖不知真假，但同年 6 月，他的確與 23 歲

的凱薩琳結婚。要不是亨利八世突然改變主意，西班牙本已

安排艾莉諾(Eleanor，1498-1558)與他成親。她是凱瑟琳姐姐

喬安娜(Joanna，1479-1555)的女兒，即為凱瑟琳的外甥女，

那時才 10 歲。凱瑟琳千里迢迢嫁到英格蘭，結婚半年，丈

夫即一命嗚呼，然後被亨利七世扣留，不放她走。獨守空閨

7 年，不知何去何從。焦慮加上鬱鬱寡歡，原本的風華絕代，

自己都感覺已逐漸凋零。雖才 23 歲，已身如枯木，心如死

灰。豈料情勢大變，當上了王后。她不禁芳心大喜，難道已

18 歲的小叔，是從 10 歲時起，便對她傾心至今嗎？她的人

生要開始扭轉了嗎？凱瑟琳重新感到希望。 

亨利八世懷疑他是否被詛咒了？結婚十餘年，凱薩琳王

后共懷孕 6 次，其中且有 3 次懷的是兒子，但只有 1516 年

出生的女兒瑪麗順利長大，其餘不是早夭、流產就是死胎。

為什麼存活率如此低？且為什麼沒有兒子？ 

亨利八世的母親約克的伊莉莎白，1486 年 1 月 18 日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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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親舉行婚禮，8 個月又 2 天後，於當年 9 月 20 日，他大

哥亞瑟便出生，之後又生下他。他母親總共生產 8 次，有 4

男 4 女，其中恰有半數，即 2 男 2 女長大。他祖母瑪格麗特

博福特只生他父親亨利七世 1 人，這是因他祖父埃德蒙都

鐸，婚後不久便被俘虜，且結婚才 1 年便死了。他外祖母伊

莉莎白伍德維爾，兩次婚姻共生下 5 男 7 女，其中 4 男 6 女

長大。他外曾祖母(外祖母的母親)盧森堡的傑奎塔則輝煌無

比，共生育了 14 個孩子，包含 6 男 8 女，其中有 5 男 8 女

長大。但不論生多生少，他們都有兒子。如今他被詛咒了嗎？

就 1 個弱不禁風的女兒，沒有兒子怎麼行？ 

亨利八世為無子嗣而憂心忡忡。雖然那時鄰近的國家已

有女王了，他妻子凱薩琳的母親伊莎貝拉一世便是一例，而

且還當得有聲有色。1492 年，義大利人克里斯多福哥倫布

(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發現了美洲大陸。誰支持

他的？伊莎貝拉一世！ 

哥倫布出生於中世紀的熱那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Genoa，今義大利西北部)，自幼便熱愛航海。當時歐洲各國，

都需東南亞的香料等物質。但自 1453 年 5 月 29 日，奧圖曼

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東羅馬帝國滅亡後，自此，歐洲通往

亞洲的陸路，便為奧圖曼帝國所阻。若走海路，則要經由非

洲大陸南端的風暴角—南非的好望角，路程既遠風險又大。

哥倫布深信，只要向西航行，便能到東方。他先後向許多國

家尋求協助，以找出另一條前往東方的航線，卻屢屢碰壁。

歷經十餘年，一直沒有一位男性君主，對他的冒險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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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他找上伊莎貝拉一世，她有見識又有膽識，出手相助，

也順勢讓西班牙成為世界海洋強國。女子坐上王位有什麼不

好？ 

有趣的是，那麼排斥女王的亨利八世，到頭來，英國史

上總共的 6 位女王中，便有兩位是他女兒。真是世事難料。 

 

 

44 

英格蘭過去從未曾有過女君主，有女伯爵、女侯爵，卻

一直沒有女王。唯一一次差點有女王的情況，是 3 百多年前

亨利一世的女兒瑪蒂妲，但那次引發長達 19 年的內戰。可

能是鑒於過去的歷史，因而由女兒繼承王位的可能性，亨利

八世起先連想都不願意。另一方面，不像中國皇帝，定期有

美女進貢，英格蘭國王常就是吃窩邊草，宮廷中的侍從女

官，或貴族的女眷等。那時有些貴族世家，爭著將女兒送進

宮中服侍王后。宮中人來人往，或與某位貴族世家看對眼，

喜結良緣，或成為國王的情婦，為家族帶來利益。凱瑟琳王

后的侍從女官瑪麗博林(Mary Boleyn，約 1499-1543)，曾先

後結婚兩次，她父親是亨利八世的主要外交官之一。她可能

跟亨利八世生了一雙兒女。但這是私生子，從沒得到亨利八

世的承認。 

安妮博林(Anne Boleyn，1501-1536)是瑪麗博林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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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女時她在父親的安排下，到法蘭西宮廷待了幾年，算是小

留學生。在法蘭西，她不但受到很好的教育，也學到宮廷鬥

爭的各種手段。她除兼具美貌與智慧外，法語流利當然不在

話下，且精通詩歌、音樂、舞蹈、音樂及女紅，才藝不少。

她對法國的服裝，也很有品味。1522 年，21 歲的安妮博林，

繼姐姐之後，入宮成為凱瑟琳王后的侍從女官。能歌善舞，

且領導時尚的安妮博林，很快便在宮廷社交圈，備受矚目。

亨利八世怎會不被她吸引？但看到姐姐即使為國王生了孩

子，她跟孩子卻一點名分也沒有，安妮博林引以為戒，她絕

不願當情婦。她明確告訴國王，除非娶她，否則他得不到她。

這位讓亨利八世昏頭轉向的女子，態度高傲，向來只顧一己

之利，大臣幾乎沒有喜歡她的。母儀天下的凱瑟琳，才是他

們認為真正的王后。 

1525 年，亨利八世對凱瑟琳王后一直生不出兒子，再也

無法忍受。將來王位的繼承怎麼辦？這個妻子他不要了！3

百多年前，亨利二世傳位給三子理查一世，他死後因無嗣，

由他弟弟約翰接位。亨利八世原本有兩個弟弟，但都在 1 歲

左右，便么折了。他父親是獨子，沒有兄弟，連姐妹都沒有。

都鐸王朝是他父親開創的，他才第二代，難道就傳不下去，

要將王位拱手給“外人＂嗎？他是有私生子，其中且有他唯

一承認的里奇蒙公爵亨利費玆羅伊(Henry FitzRoy，Duke of 

Richmond，1519-1536)。但為了不衍生紛爭，他不曾有讓私

生子繼承王位的念頭。沒生出兒子，是亨利八世執著要廢掉

凱瑟琳王后的公開原因。但還有一他不說，卻人人皆知的理

由。那就是他深為安妮博林著迷，一心想娶她。凱瑟琳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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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紀已不小(這年約 40 歲)了，且與她結婚已有 16 年，早令

他厭煩了。 

沒有兒子又怎麼樣，女兒有什麼不好？凱瑟琳王后的母

親，便是西班牙女王。甚至大約兩百年前，在 1328-1349 年

間，法蘭西的納瓦拉王國，也曾有女王胡安娜二世。別國可

以有女王，她女兒瑪麗何以不能統治英格蘭？雖有人勸凱瑟

琳王后妥協，但妥協的下場，是被趕出王宮，這樣她怎願意

讓步呢？歷來英格蘭只有國王被罷黜，還不曾有王后被掃地

出門的。堂堂西班牙公主，她絕不願意破例。王后如此剛硬，

眼看國王煩惱，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遂有才智之士向

亨利八世提出解套的辦法。二十餘年前，1498 年，法蘭西國

王路易十二，以原配殘廢等理由，向羅馬教廷申請婚姻無

效，獲得同意。有此前例，雖十餘年前結婚時，教宗發了特

許狀，若能說服教宗該特許狀有瑕疵，他應會將特許狀作

廢。找出婚姻的瑕疵，是那時想離婚的國王，慣用的手法，

儘管所謂的瑕疵，往往相當荒謬。 

凱瑟琳王后極獲英格蘭朝臣敬重，亨利八世企圖遺棄

她，不論從情理法來看，朝臣大多同情她，教會更是堅決反

對。反之，趾高氣揚的安妮博林，及其盛氣凌人的家人，則

令不少人厭惡，亨利八世的妹妹瑪麗都鐸便是一位。 

瑪麗都鐸是亨利七世 4 個倖存的孩子中，最小的。她自

幼便與年齡與她最接近的哥哥亨利感情很好。1516 年 2 月

18 日，亨利八世與凱瑟琳王后的女兒出生，便以她的名字命

名為瑪麗。瑪麗都鐸以美貌著稱，年輕時曾被譽為歐洲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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麗的公主之一。當時荷蘭學者伊拉斯謨(就是替亨利七世的母

親瑪格麗特博福特寫墓誌銘那位)曾形容她，“自然永遠不會

形成其他更美麗之物＂(Nature never formed anything more 

beautiful)。看來這位大學者並非只懂讚美老婦，也能欣賞美

女。 

1506 年，卡斯提爾王國的駙馬(凱瑟琳王后的姐姐喬安

娜之丈夫)菲利普一世(Philip I，1478-1506)訪問英格蘭。當時

才 10 歲的瑪麗都鐸，被父親亨利七世叫出來獻寶，跳舞並

演奏魯特琴(lute，類似琵琶)和小鍵琴(clavichord，鋼琴的前

身)，以娛佳賓。她的多才多藝及美麗大方，給菲利普一世留

下深刻的印象，決定納為媳婦。那時兩國王室要聯姻，嫁妝

及聘禮等，得經冗長的協商。1506 年 9 月 25 日，菲利普一

世過世了。兩國繼續磋磨，終於在 1507 年 12 月 21 日，瑪

麗都鐸與菲利普一世之長子，7 歲的查理(即後來的西班牙國

王卡洛斯一世，及神聖羅馬帝國皇帝查理五世)訂婚。但不知

什麼原因，此婚約於 1513 年取消了。可能是 1509 年 4 月，

亨利七世崩殂，亨利八世登基，同年 6 月，他迎娶已孀居 7

年的大嫂凱薩琳(菲利普一世的小姨子)，他覺得與西班牙已

聯姻了，英西聯盟已形成，那就不必“浪費＂妹妹的婚事這

張牌。 

1512 及 1513 連續兩年，亨利八世均曾入侵法蘭西。這

些軍事行動都不算特別成功，且讓法蘭西國王路易十二，派

兵支持反對亨利八世的勢力，以為報復。這令亨利八世擔

心，再加上作戰畢竟勞民傷財，1514 年，亨利八世決定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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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轍，化敵為友。受他委派的樞機主教湯瑪斯沃爾西(Thomas 

Wolsey，約 1471-1530)，不辱使命，與法蘭西達成和平協定。

不要忘了在歐洲，有很長一段時間，和平與婚姻是分不開

的。聯姻不保證和平，但若連結為親家都不願意，那和平的

誠意，就令人懷疑了。1514 年 10 月 9 日，18 歲的瑪麗都鐸，

前往法蘭西，嫁給薄情且已 52 歲的路易十二(年長她 33 歲

多，年齡差距比亨利七世與凱瑟琳王后間的 27 歲還大)，成

為他的第三任妻子。有 4 位榮譽女僕(maids of honor)陪嫁，

熟悉法蘭西的安妮博林，便為其中之一。 

路易十二的前兩次婚姻，並沒有留下子嗣(兒子皆早夭，

有兩個女兒，皆為第二任妻子所生)。他本以為可跟這位年輕

又迷人的妻子生下個兒子，以繼承他的王位，可惜他忘記自

己已是“老夫＂了。瑪麗都鐸這個法蘭西王后，僅當了不到

3 個月，因 1515 年的 1 月 1 日，路易十二便駕崩了。才 18

歲，就要這樣過一生嗎？她當然不想。 

儘管嫁給國王，看似風光，瑪麗都鐸對與路易十二的婚

姻一直不滿意。因她早已愛上第一代薩福克公爵查理布蘭登

(Charles Brandon，1st Duke of Suffolk，1484-1545)。他父親

威廉布蘭登爵士(Sir William Brandon，1456-1485)，在那場

將亨利七世送上王位之“博斯沃斯戰役＂，擔任掌旗手

(Standard-bearer)。目標顯著，雙方才一開打，便被衝鋒陷陣、

一無所懼的理查三世所殺。亨利七世將故人留下唯一的兒

子，帶到宮廷扶養，與亨利八世為總角之交，也因此與瑪麗

都鐸有許多接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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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年初，瑪麗都鐸寫信提醒她哥哥，當初她同意與路

易十二結婚的條件是，如果她成為寡婦，她便能嫁給任何自

己喜歡的人。亨利八世雖了解妹妹的感受，但仍捨不得放棄

利用妹妹的再婚，以再獲得若干利益。當時法蘭西貴族世

家，心儀瑪麗都鐸的不少。據說剛繼承王位的弗朗西斯一世

(Francis I，1494-1547，1515-1547 年在位)，也名列瑪麗都鐸

的追逐者之一，而那時她成為寡婦還不到 1 周。弗朗西斯一

世在前一年(1514 年)的 5 月 18 日，才與路易十二的長女克勞

德(Claude of France，1499-1524)結婚。他不但是路易十二的

女婿，且是其堂姪(他父親是路易十二的堂兄，由於法蘭西實

行薩利克法，王位不得由女性繼承)，難道他希望妻子趕快蒙

主恩召，以成全他去娶岳母？ 

那時英格蘭議會，並不願查理布蘭登娶瑪麗都鐸。一旦

成為國王的妹夫，他權力將太大了。1515 年 1 月底，查理布

蘭登奉命前往法蘭西接瑪麗都鐸回國，行前應亨利八世的要

求，他保證不會向王妹求婚。結果兩人於 1515 年 3 月 3 日，

在巴黎的克魯格尼酒店(Hotel de Clugny)秘密結婚。大約只有

10 人在場，包括國王弗朗西斯一世。 

在當時，這可被視為叛國罪，因查理布蘭登未經國王的

同意，就娶一王室公主，且之前還跟國王保證不會有求婚這

回事。亨利八世非常生氣，他的顧問也建議，如此欺君行為

絕不可輕縱，應處決或至少監禁。湯瑪斯沃爾西則極力勸國

王息怒，後來亨利八世顧念兄妹之情，及與查理布蘭登多年

的友誼，開恩饒過他妹婿，僅處以罰款。罰多少？天價兩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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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千英鎊，可分期付款，每年支付 1 千英鎊。此外，瑪麗都

鐸從路易十二世那裡得到的全部聘金 20 萬英鎊，及珠寶等

聘禮，也須上繳。怒氣消除後，亨利八世心軟了些，減少他

們的罰款。將近 80 年前，亨利六世的三嬸盧森堡的傑奎塔，

在他三叔過世後，未經王室許可，便嫁給理查伍德維爾，只

被罰 1 千英鎊。比起來，亨利六世顯然仁慈多了。 

1515 年 5 月 13 日，查理布蘭登與瑪麗都鐸，在英國公

開結婚，亨利八世及眾朝臣皆來參加。查理布蘭登之前結過

兩次婚，其中第一個妻子已死，第二個直到 1528 年，他才

從羅馬教宗克勉七世(Clement VII，1478-1534，1523-1534

年在位)處，取得婚姻無效之敕書(bull)，以確保他與瑪麗都

鐸婚姻之合法性。 

在法蘭西宮廷時，瑪麗都鐸對她的侍從女官安妮博林，

常像花蝴蝶般，周旋於眾男子間，且屢有曖昧關係，早就相

當反感。所以她極不贊成哥哥棄高貴的凱瑟琳王后，而娶放

蕩的安妮博林。英格蘭不少百姓也大惑不解，王后不是向來

都是來自某一遙遠國家之有名的公主嗎？如凱瑟琳王后。如

今國王怎會想娶一國內伯爵之女？ 

 

45 

1527 年，亨利八世打定主意要離婚了，他派遣心腹重臣

湯瑪斯沃爾西，向羅馬教廷申請判決他與凱瑟琳王后的婚姻

無效。理由是，凱薩琳之前宣稱她與亞瑟並未圓房，並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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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當初用凱薩琳與亞瑟雖結婚但未曾圓房，向教廷申請該

婚姻無效。如今更改“證詞＂，用已圓房來申請他要跟凱薩

琳王后離婚。只是卻未提任何證據，而這是 18 年前的事(兩

人於 1509 年結婚)。亨利八世也遣人去羅馬遊說，又為有助

離婚被核准，他甚至引用“聖經＂“利未記＂(Leviticus)的第

20 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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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a man marries his brother’s 

wife, it is an act of impurity; he has dishonored his brother. They 

will be childness)。他表示過去十餘年，他一直活在錯誤中，

背負了十餘年的罪，他的良心飽受煎熬，如今他要懺悔，祈

求上帝赦免。亨利八世打心底認為，若非他的婚姻不合法，

上帝不會這樣懲罰他，讓他沒有兒子。 

湯瑪斯沃爾西歷任約克大主教、樞機主教、大法官，及

國王首席大臣等要職，可說平步青雲。他替亨利八世辦成許

多事，人們看他位高權重，無所不能。但他將因這件事沒有

辦成，從雲端摔下來，還被指控叛國罪。伴君如伴虎，亨利

八世翻臉如翻書，對男女都一樣。 

當時國王想離婚，就會設法找出婚姻的破綻或瑕疵。如

王后之前跟他人已有“婚約＂，或者國王被人用巫術誘騙，

不得不跟她結婚等。這中間有不小解釋的空間，甚至可能會

誣陷。亨利八世所提出婚姻無效之理由，當然很可笑，不管

凱薩琳王后與亞瑟是否曾圓房，亨利八世當初可是自願娶

她，且還取得羅馬教宗的特許。那時他父親已過世，他是國

王，無人能逼他。過去十幾年，他讓凱瑟琳王后生育 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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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都不像在意妻子原本是大嫂。如今色衰愛弛，他想另結

新歡，就將此婚姻，講成萬惡無比。“聖經＂內容豐富，包

羅萬象，各種不合理、邏輯不通、相互矛盾，甚至匪夷所思

的記載都有。凡熟讀者皆能適當引用所需之經文。教廷若能

根據亨利八世提供的經句，宣佈他與凱瑟琳的婚姻無效，今

後亨利八世恐怕將更樂意研習“聖經＂了。 

其實，當初羅馬教會核准亨利八世迎娶兄嫂，說不定是

基於底下與前述矛盾的經文：在“申命記＂(Deuteronomy)

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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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丈夫的兄弟當盡弟兄的本分，娶

他為妻，與他同房＂(If brothers are living together and one of 

them dies without a son, his widow must not marry outside the 

family. Her husband’s brother shall take her and marry her and 

fulfill the duty of a brother in law to her)。不過，顯然亨利八世

不會喜歡“申命記＂。 

那時西班牙是歐洲第一強國，國王卡洛斯一世同時是神

聖羅馬帝國皇帝查理五世(Charles V，1500-1558，1519-1556

年在位)，不僅如此，他還有好些頭銜，屬於喊水會結凍的強

勢君主。而他母親喬安娜為凱瑟琳的姐姐，他即為前述艾莉

諾的弟弟。身為凱薩琳王后的外甥，他豈會坐視阿姨受委

屈？英格蘭國王是西班牙國王的姨丈，歐洲各皇室間盤根錯

節，由此可見。羅馬教宗克勉七世忐忑不安，因這樁婚姻是

他的前前前任教宗，儒略二世批准的，他很不願推翻以前的

決定，更不想得罪西班牙及強悍的查理五世。何況 152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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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勉七世雖身為教宗，卻處於泥菩薩過江的狀態。 

1527 年 5 月 6 日，查理五世的一支部隊，因幾個月未領

到軍餉，攻占並洗劫了羅馬城，連克勉七世都成階下囚，被

困於台伯河(Tiber)畔的聖天使城堡(Castel Sant’Angelo)。6 月

5 日，克勉七世屈服，答應付出贖金，並向神聖羅馬帝國割

地，才重獲自由。此事件史稱“羅馬之劫＂(Sack of Rome)，

查理五世的軍隊，對羅馬文物及古蹟之掠奪及破壞之毫無顧

忌，被形容為“有史以來最恐怖的洗劫＂。後世視此為歐洲

史上，最嚴重的文化慘劇，羅馬因而永遠失去義大利文藝復

興的中心地位(大致轉移到威尼斯)。 

身為教宗，克勉七世深知誰掌管明天。但對掌握今天的

人，他卻得先低頭才行。教宗努力改善與查理五世的關係，

1530 年 2 月 24 日，教宗為查理五世加冕。既然重新建立友

好關係，他戒慎恐懼，更遲遲不肯批准亨利八世的離婚。畢

竟比起來，亨利八世較不可怕。 

我們已說，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國王若能從新的

婚姻中找到幸福快樂，將能促進英格蘭的安定及臣民的福

祉，因此國王的婚事即國事。居高位享盡榮耀，卻辦事不力，

只好付出代價了。曾深得亨利八世的信任、權傾一時的湯瑪

斯沃爾西失寵了。1529 年，他被剝奪所有在政府中的頭銜、

被控叛國，且財產被沒收。他倉皇被趕出位於倫敦的樞機主

教府，因亨利八世要重新裝修，送給安妮博林，以讓她在倫

敦有個住處。雖樞機主教府邸乃屬於約克大主教，但湯瑪斯

沃爾西除了一面禱告，一面趕緊離開，又能怎麼樣？他遂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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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極少數的幾個侍從到帕特尼(Putney，在倫敦西南)。 

1530 年，湯瑪斯沃爾西被召回倫敦接受審訊。11 月 29

日，於回倫敦的途中，病死於萊斯特。別人以為他禱告沒用，

其實說不定是上帝特地將他帶走，免得他受審時受辱。一年

又一年，亨利八世連續 6 年申請離婚都不成功。而永不妥協

的安妮博林，便也一直跟他保持距離。為她神魂顛倒的亨利

八世，心焦如焚，決定豁出去了。歐洲到 6 世紀晚期，君主

與教會皆體會到彼此需要對方。王位是很多貴族覬覦的，將

教會拉進來，可讓王權帶有神聖的色彩，有助提高王國的穩

定性。但所謂教會，為什麼只能是羅馬那個？ 

亨利八世原本非常忠實於傳統羅馬天主教信仰，他曾因

所寫的“七聖事答辯論：反駁馬丁路德＂(The Defence of the 

Seven Sacraments against Martin Luther)一書，於 1521 年 10

月 11 日，被教宗李奧十世授予“信仰的捍衛者＂(Defender of 

the Faith，拉丁文 Fidei Defensor)之頭銜。但如今他受不了羅

馬教廷了，已不惜與他們決裂。 

1533 年 1 月 25 日，亨利八世與安妮博林秘密結婚。英

格蘭的教會以及國會，都已被亨利八世收買了，英格蘭國會

隨即立法，脫離羅馬教廷。當年 5 月 23 日，英格蘭的坎特

伯里大主教湯瑪斯克蘭默(Thomas Cranmer，1489-1556)，宣

布 24 年前，亨利八世與凱薩琳的結婚無效。解套 5 天後，5

月 28 日，亨利八世與安妮博林的婚姻，被英格蘭教會宣布

為合法。4 天後，6 月 1 日，安妮博林被加冕為王后。當年 9

月，她生下一女兒伊莉莎白。另一方面，羅馬教廷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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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將亨利八世處以絕罰，於當年 7 月 11 日，開除亨利八世

的教籍。當個國王，連娶妻也要教宗同意，這種教會，被逐

出又何妨？亨利八世當然一點都不在乎，但教會他仍是需要

的，而他也已想好怎麼做了。 

歷來有不少掌權者，藉改革之名，以達到自己想要的目

的。宗教改革！亨利八世毫不遲疑地開始推動，他的謀臣當

然有套理由。1 千多年前，耶穌來到人世，並非為了當統治

者，連什麼官都沒有當。不但如此，他既沒將統治權交給他

的使徒，也未給他的追隨者什麼特別的權力。第一代羅馬教

宗是他的門徒彼得，但如果翻閱“聖經＂，耶穌並沒有要任

何人去當教宗！因此什麼教宗？不過是個羅馬主教！耶穌

也沒有要其追隨者，去制定法律及徵稅，那何以教會的神職

人員，卻認為此二者是他們的特權？且說王國之上，有上帝

的律法此更高的法律，但那其實只不過是羅馬主教的法律。

既然耶穌沒有賦予追隨者任何世俗的權力，為何君主的權力

卻來自教宗？連君主的結婚都要教宗核准？君主是治國

者，他才有權宣布誰的婚姻有效、誰是合法繼承人，及誰是

私生子。那君主的權力來自何處？立法機構，如議會或國會。 

與安妮博林結婚後的隔年，1534 年，英格蘭國教會

(Church of England，亦稱英格蘭教會、英國國教會、英國聖

公會、英格蘭聖公會，是基督新教聖公宗(Anglicanism)的教

會之一)正式脫離羅馬教會。英國國教會的最高主教為坎特伯

里大主教，副手是約克大主教。此外，英格蘭君主則為英國

國教會之最高領袖。英國王室的權力，至此達到最高峰。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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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不必再綁手綁腳，事事仰羅馬教會的鼻息，反而英國國教

會得聽國王了。 

基 督 教 有 天 主 教 (Catholicism) 、 東 正 教 (Eastern 

orthodox)，及新教(Protestantism，又稱基督新教，俗稱的基

督教通常即指新教)等三大分支。而英國國教便屬於新教之一

宗派。 

附帶一提，湯瑪斯沃爾西及湯瑪斯克蘭默，這兩位亨利

八世時代重要的教會領袖，都相當入世。湯瑪斯沃爾西有情

婦且生子，而湯瑪斯克蘭默至少曾結婚兩次。這當然違反宗

教戒律與國王的律法，亨利八世很可能也知道。不過他經常

為自己的婚姻焦頭爛額，這些高階神職人員未守貞的事，他

根本懶得去理會。 

 

46 

為了迎娶第二任妻子安妮博林，亨利八世衝冠一怒為紅

顏，與羅馬教宗對抗，並進行激進的宗教改革。安妮博林在

生下女兒伊莉莎白後，頗為失望，她渴望生出一個王位繼承

人。之後她又懷孕幾次，其中只有 1 次順利生下，且是個兒

子，可惜沒有喜悅，因是個死胎，其餘的懷孕都是流產，亨

利八世覺得他受到詛咒了。在等不到兒子下，他又另結新歡

了，這次看上的，是安妮博林的侍從女官珍西摩 (Jane 

Seymour，約 1509-1537)。亨利八世對曾讓他衝冠一怒的妻

子，毫不留戀，很快他的整顆心，便全移至新歡身上，舊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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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棄之如敝屣了。 

安妮博林高傲的個性，使她在宮廷中並不受歡迎。亨利

八世過去熱愛她時，對她言聽計從，為了宗教改革，他殺了

不少反對者，早引起朝臣們對她的不滿。珍西摩機敏溫順，

令亨利八世相當受用。過去安妮博林一使性子，他便得百般

安撫。如今為了迎娶珍西摩，他急於想擺脫她，於是便得“處

置＂安妮博林。這種事，自然不必國王費心。在好幾項捏造

的罪名下，1536 年 5 月 2 日，安妮博林被關進倫敦塔。之後，

審判法庭由安妮博林的舅舅第三代諾福克公爵湯瑪斯霍華

德(Thomas Howard，3rd Duke of Norfolk，1473-1554，將來

他會有一姪女也當王后)主持。這樣會對安妮博林比較公正

嗎？當然不會，公開的審判不過是形式。 

第 一 代 埃 塞 克 斯 伯 爵 湯 瑪 斯 克 倫 威 爾 (Thomas 

Cromwell，1st Earl of Essex，約 1485-1540)，當時由於得到

亨利八世的寵信，在朝廷呼風喚雨、權傾天下。在他的主導

下，搜集到很多人的“證詞＂，最後起訴書列出安妮博林許

多罪名。雖有些罪名匪夷所思到亨利八世根本不信，也經不

起安妮博林的詰問(她當然沒有律師，得靠自己答辯)，但完

全沒用，她與弟弟第二代羅奇福德子爵喬治博林(George 

Boleyn，2nd Viscount Rochford，約 1504-1536)，兩人皆被判

處死刑。安妮博林知道自己難逃一死，自始至終，既不認罪，

也不求饒，維持自己的尊嚴。1536 年 5 月 19 日，安妮博林

盛裝打扮，優雅地登上斷頭台。 

安妮博林留下兩歲多的女兒伊莉莎白，不但被剝奪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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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號，且被趕出王宮。她被斬首的 11 天後，亨利八世即喜孜

孜地迎娶第三任王后珍西摩。隔年(1537 年)10 月，珍西摩為

亨利八世生下兒子愛德華(Edward)。直到第三任妻子，亨利

八世才總算盼到了兒子。但沒高興多久，12 天後，珍西摩便

死於產後併發症(postnatal complications)。 

不想再吃窩邊草了，亨利八世另外尋覓佳人。僅有 1 個

兒子一直令他不放心，他父親生了 4 個兒子，結果他大哥 15

歲便去世，兩個弟弟么折，因此只有 1 個兒子乃極不保險。

他得再娶再生，以確保男性繼承人無虞。亨利八世的第四任

妻子，是寵臣湯瑪斯克倫威爾所推薦。他引進克里維斯的安

妮(Anne of Cleves，1515-1557)，她是神聖羅馬帝國克里維斯

公爵威廉一世(William I，Duke of Cleves，1516-1592)的姐

姐，這可說是一政治聯姻。湯瑪斯克倫威爾是英格蘭宗教改

革最有力的支持者，又曾力助亨利八世解除和凱瑟琳的婚

約，及定罪安妮博林，備受亨利八世的信任。1539 年 12 月

27 日，安妮抵達英格蘭。之前亨利八世只看到畫像，覺得很

滿意。但畫工可能被收買，或者心地善良，將她畫得有如沉

魚落雁。見到廬山真面目後，亨利八世對其外貌大失所望，

不過婚禮仍於 1540 年 1 月 6 日舉行。 

亨利急於結束這樁婚姻，不只是由於不喜歡安妮王后的

容貌，且有政治上的考量。因此時王后的弟弟威廉一世公

爵，與神聖羅馬帝國皇帝不合，亨利八世不想夾在其中。這

位王后很識時務，宣稱兩人並未圓房。於是在結婚半年後，

這樁婚姻被判定無效，理由卻是王后之前已跟他人訂婚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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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後，讓亨利八世趁心如意，對於婚姻可任我行了。

由於安妮不拖泥帶水，亨利八世也盡量善待她，授予她“國

王的姐妹＂(The King’s Sister)之榮銜，及豪宅等厚賞。而雖

輕易解決第四次婚姻，但“媒人＂湯瑪斯克倫威爾則因此失

寵。後來他不但被剝奪財產，且被判死刑，於 1540 年 7 月

28 日上斷頭台。雖做成 1 千件事，但搞砸 1 件，腦袋照樣不

保。真是伴君如伴虎。 

克倫威爾被斬首當天，49 歲的亨利八世，迎娶安妮博林

的表妹凱薩琳霍華德(Catherine Howard，約 1523-1542，安妮

博林的母親是她姑媽，第三代諾福克公爵湯瑪斯霍華德是她

伯父)，那時她才 16、17 歲。亨利八世原本對這位第五任王

后很滿意，但後來王后被揭發與近臣有染，於是這項婚姻被

宣布無效。既然婚姻無效，則通姦罪名理應不成立。但國王

才不跟你談邏輯，這位凱薩琳王后，仍被判叛國罪。1541 年

11 月，她的后冠被取消，隔年 2 月 13 日，凱薩琳上了斷頭

台。這是亨利八世第二位被處死的妻子。 

亨利八世的第六任妻子凱薩琳帕爾(Catherine Parr，

1512-1548)也很特殊。亨利八世是歷來結婚最多次的英國君

主，而凱薩琳帕爾，則是英國歷來結婚次數最多的王后，共

計 4 次。1529 年，她 17 歲時首次(丈夫亦是首次)結婚，1532

年丈夫去世。1534 年她再度(丈夫則是第三次)結婚，1543 年

3 月丈夫去世。丈夫屍骨未寒，她便與珍西摩(亨利八世之第

三任妻子)的哥哥，第一代休德利的西摩男爵湯瑪斯西摩

(Thomas Seymour，1st Baron Seymour of Sudeley，1508-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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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卿我我起來。以賢淑美麗聞名的凱薩琳帕爾，早被亨利八

世注意到了。在國王也垂青於她之後，她豈能有其他選擇？

於是 1543 年 7 月，31 歲的凱薩琳帕爾，便成為 52 歲的亨利

八世之第六任王后。 

不知是否亨利八世已年老力衰了，因而對於王后，他不

再動婚姻無效，或處死之類的念頭。加上這位也叫凱薩琳的

王后，在當王后期間從未懷孕，所以也不會死於難產。因而

結婚兩年多後，1547 年 1 月，當亨利八世駕崩時，她依然存

活。事實上，凱薩琳帕爾比亨利八世之前的 5 位王后，都更

像個賢內助。例如，亨利八世原本視瑪麗及伊莉莎白兩位公

主為私生子，沒給她們名分。後來在凱薩琳王后的勸說下，

他終於接受她們。1543 年，亨利八世更要英格蘭國會通過

“第三部王位繼承法＂(The Third Succession Act)，重新賦予

兩個女兒的王位繼承權，順序次於她們的弟弟愛德華。當然

一旦愛德華有了合法的子嗣，兩個姐妹的繼承順序，就得後

移了。另外，亨利八世於 1544 年 7 月至 9 月，率軍入侵法

蘭西，那時太子愛德華才 6 歲多，他任命凱瑟琳王后為攝政

王，以防萬一他在海外喪生，她將以攝政王的身分統治，直

到愛德華成年。 

1547 年 1 月，亨利八世駕崩，6 個月後，她的遺孀凱薩

琳帕爾之舊愛湯瑪斯西摩，成為她的第四任丈夫。凱薩琳帕

爾在前 3 段婚姻中，都沒有懷孕，這次卻懷孕了。1548 年 8

月 30 日，她生下了她唯一的孩子，是個女兒。往昔生產的

喜悅，伴隨著高風險。雖就這麼一次生產，6 天後，9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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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凱薩琳帕爾便過世了，結束她精彩浪漫的一生。死於婚

姻中，因而她不會有第五次婚姻。正如亨利八世死於婚姻

中，因而沒有第七次婚姻。 

在英國歷史上，亨利八世為一評價還不錯的君主。他對

後世最大的影響，乃在宗教改革。1533 年，他帶領英國脫離

羅馬教廷，其影響極為深遠。儘管他的動機，是解決自己的

再婚，或者再加上為了繼承人的問題。儘管他心裡的根本信

仰，仍是天主教，但他這項改革，仍是英國歷來君主裡，最

激進且最具影響的。自此，英國轉變為獨特且生氣勃勃的國

家，與歐洲大陸那些國家，本質上不同了。 

由於宗教改革，英格蘭諸多原本相當富有的修道院被解

散，且土地財產充公。因而使英格蘭政治及經濟的重心，從

教會移轉到貴族。此後英國君王擁有英格蘭教會最高領袖

(Supreme Governor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之頭銜。凡此種

種，對英格蘭的發展，均有極大的衝擊。亨利八世臨終前，

更指定若干新教人士，為其年幼的繼承人愛德華六世之攝

政，以確保國教改革的持續。亨利八世博學多才，其宮廷為

當時學術藝術的創新中心。此外，亨利喜歡玩骰子等賭戲。

他年輕時擅長運動，尤其是摔跤、比武、打獵，及室內網球。

他又能作曲、寫作，及寫詩，具不少才華。他也被視為英國

皇家海軍的 3 位創始人之一。但這些都遠不如結婚 6 次，為

後世所熟知。 

電影“美人心機＂(The Other Boleyn Girl，2008)，主要

便是描述亨利八世不顧羅馬教廷反對，一心要與首位妻子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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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琳離婚，再娶安妮博林的故事。也涉及他與瑪麗博林的一

段情。至於“安妮皇后的一千日＂(Anne of the Thousand 

Days，1969)，則是根據安妮博林的事蹟改編，她從登上后座

(1533 年 6 月 1 日)到登上斷頭台(1536 年 5 月 19 日)，不過短

短的 1 千天多一些而已。花了多年功夫，費盡苦心，爭取到

的那頂后冠，卻只戴了 1 千天。最後不僅后冠被摘，且被砍

頭，令人唏噓。安妮博林因生不出兒子，導致被亨利八世遺

棄。但她留下的女兒，日後成為英格蘭一代女王伊莉莎白一

世，其後世評價，英格蘭沒有一個男性君主比得上，替她大

大出了一口氣。可惜一向心高氣傲的安妮博林，卻未能看到

女兒登上王位。 

黑白電影“亨利八世＂(The Private Life of Henry VIII，

1933)，則描述亨利八世與第二任妻子安妮博林，至第六任妻

子凱薩琳的互動情形。在片中，最後一任妻子凱薩琳，頻頻

制止年老又過度肥胖的亨利八世吃喝過多。曾叱吒風雲，大

臣、王后的頭，說砍就砍之君主，一旦年紀大了，卻連妻子

的命令都不敢違抗。在電影的最後一幕，當王后走出房間

時，國王喜孜孜地拿起剛才被禁止吃的雞腿(或某種飛禽的

腿)說，“6 個妻子，其中最好的是最壞的。＂“Six wives, and 

the best of them’s the worst。＂他知道這位唯一敢管他，讓他

連吃的自由都沒有之妻子，其實是最好的。 

“狼廳＂ (Wolf Hall， 2010，希拉蕊曼特爾 (Hilary 

Mantel，1952-)著，廖月娟(2010)為中譯本)及“狼廳二部曲：

血季＂(Bring Up the Bodies，2012，希拉蕊曼特爾(Hi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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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tel，1952-)著，廖月娟(2018)為中譯本)二書，以小說的

方式，講述亨利八世在位期間，諸多風花雪月的故事，尤其

著重在湯瑪斯克倫威爾的部分。內容豐富，娓娓道來，可補

正史之不足。 

亨利八世一生共結婚 6 次，卻僅存活 1 兒 2 女，共 3 個

兒女，一點都不多產。他希望多幾個兒子的願望，終究未能

如願。但其實這 1 兒 2 女，便已足足有餘了。其中一位，還

在英國歷史上，光耀奪目。 

47 

在“舊約聖經＂裡，上帝對人間的“規畫＂，一開始設

定為一夫一妻。像在“創世紀＂(Genesis)的第 2 章第 24 節，

“人要離開父母與妻子 (wife)連合，二人成為一體 (one 

flesh)＂，這裡用單數的妻子(wife)，而不是妻子們(wives)，

且是成為 1 個一體，而不是多個一體。但很快便未按當初的

規畫，而常出現一夫多妻了。第一個例子是在“創世紀＂的

第 4 章第 19 節，“拉麥(Lamech)娶了兩個妻＂。“創世紀＂

裡尚有幾位上帝所高度器重的人物，都有不只一個配偶。如

亞伯拉罕(Abraham)及雅各(Jacob)等。 

既然連普通“老百姓＂都能多妻，君主就更不必說了。

像“列王紀上＂(1 Kings)的第 11 章第 3 節，“所羅門有妃七

百，都是公主；還有嬪三百。這些妃嬪誘惑他的心。＂比起

來，中國皇帝的嬪妃人數就遜色多了，“只有＂三宮六院七

十二妃，遠遠不如。咦？不是有“後宮佳麗三千人＂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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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詩句，正如“白髮三千丈＂，當不了真。又在“撒母耳記

下＂(2 Samuel)的第 12 章第 7-8 節，拿單(Nathan)對大衛

(David)說，“你就是那人！耶和華以色列的神如此說，｀我

膏你作以色列的王，救你脫離掃羅(Saul)的手；我將你主人的

家業賜給你，將你主人的妻(wives)交在你懷裡，又將以色列

和猶大(Judah)家賜給你；你若還以為不足，我早就加倍地賜

給你。…。＇＂上帝借先知拿單的口對大衛說，如果他覺得

妻妾不夠，將給他更多。由此看來，上帝一點也不反對多妻。 

不過上帝卻曾表示君主的妻子不可過多。如在“申命

記＂(Deuteronomy，乃上帝藉摩西(Moses)與以色列人立約)

的第 17 章第 16-17 節，“只是王不可為自己加添馬匹，也不

可使百姓回埃及去，為要加添他的馬匹，因耶和華曾吩咐你

們說，｀不可再回那條路去。＇他也不可為自己多立妃嬪(He 

must not take many wives)，恐怕他的心偏邪；也不可為自己

多積金銀。＂由於將妃嬪與馬匹及金銀並列，因此將“不可

多立妃嬪＂，解釋成“嬪妃不可過多＂應是合理的。 

以上是“舊約聖經＂的引用，那“新約聖經＂裡怎麼

說？也同樣沒很明確地“推崇＂，或“規定＂須一夫一妻。

例如，在“提摩太前書＂(1 Timothy，乃保羅寫給提摩太的第

一封信)的第 3 章第 2 節，“作監督(overseer)的，必須無可指

責，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有節制、自守、端正，樂意接待

遠人，善於教導。＂又在第 12 節，“執事(deacon)只要作一

個婦人的丈夫，好好管理兒女和自己的家。＂顯然作監督或

執事者，因必須將兒女及家管好，以成為表率(即無可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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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須一夫一妻。另外，在“提多書＂(Titus，乃保羅寫給

提多的信)的第 1 章第 5-6 節，“…，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

各城設立長老(elders)。若有無可指責的人，只作一個婦人的

丈夫，兒女也是信主的，沒有人告他們是放蕩不服約束的，

就可以設立。＂再度，想當長老的人，就不可多妻，不僅如

此，其兒女也得信主，這樣才是無可指責。兩處經文皆隱含，

對“一般人＂，未做限制須一夫一妻。 

但基督教，逐漸發展成一夫一妻制。中世紀後，歐洲各

國，由於紛紛成為基督教國家，因此歐洲君主，大抵遵守一

夫一妻制，不能再有“妃七百，及嬪三百＂。又因不好公然

違抗教會，君主們退而求其次，追求一個又一個的情婦。教

會在這方面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了，因他們較重視的，可能

只是形式。更何況神職人員，包括羅馬教宗，有情婦者也極

為尋常。亨利八世則是個異類，他的情婦說起來並不太多，

而且他把大部分的情婦，都娶為王后。 

歐洲各國君主的擇偶，向來不排斥曾結過婚者。1547

年，亨利八世駕崩，他唯一的兒子(乃第三任王后珍西摩所

生 )，9 歲的愛德華登基，即愛德華六世 (Edward VI，

1537-1553，1547-1553 在位)。原本的王后凱薩琳帕爾，頓

時晉升為太后。6 個月後，前夫亨利八世，雖可能仍屍骨未

寒，但她等不及了，舊愛湯馬斯西摩，便成為她的第四任丈

夫(這婚姻有得到新國王的同意)。那時人們的壽命普遍不

長，由於隨時可能蒙主恩召，因而若想做什麼事，便不宜拖

太久，免得沒機會做了。 



 

 281

英國廢后及太后，都可以再婚，看起來很寬容，但有時

基於某些顧慮，會給些限制，甚至不被核准。例如，1422 年

亨利五世死於戰地後，留下的年輕妻子凱瑟琳，英格蘭議會

對她的再婚，便給出得再等幾年的要求。凱薩琳帕爾算是幸

運。亨利八世過世時，依其遺囑任命了 16 名遺囑執行人

(executors)，由他們擔任愛德華的攝政委員會(Council of 

Regency)，直到他 18 歲為止。在這種情況下，加上太后凱薩

琳帕爾並非愛德華的生母，她的再婚便較無顧慮，不太會有

丈夫干政的問題(但由於程序瑕疵，仍惹出不小風波，我們稍

後再說)。事實上，凱薩琳帕爾在嫁給亨利八世前，雖亦曾結

過兩次婚，但由於兩位前夫皆已過世，所以她與亨利八世的

婚姻，也就未曾被質疑。 

在英國，即使到了近代，君主的結婚對象，若曾結過婚，

且其前配偶仍在世者，常會引起很大的風波。如現任英國女

王伊莉莎白二世，她伯父愛德華八世 (Edward VIII ，

1894-1972，1936 年 1 月 20 日-1936 年 12 月 11 日在位，在

位僅 10 個多月)，於 1936 年初登基後，即欲娶美國人華里絲

辛普森(Wallis Simpson，1896-1986)為妻，那時她已離婚一

次，並正進行第二次的離婚手續。結果內閣及英國國教會均

堅決反對，因王后的兩位前夫當時皆仍在世，此乃絕不可接

受。最終愛德華八世選擇退位，由其弟弟繼位，即喬治六世

(George VI，1895-1952，1936-1952 年在位)，英國歷史自此

改寫。伊莉莎白二世的王位，乃繼承自她父親喬治六世。如

果沒有她伯父當年的不愛江山愛美人，她就不見得能繼承到

王位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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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年來，亨利八世一直擔心會落入由女兒接位的局面。

自從有了兒子後，他放下心了。1547 年，他安然地離開人世，

兒子愛德華六世即位。亨利八世雖推動宗教改革，成立英國

國教(當時常稱新教)，且由自己擔任教會的領導人。但他對

英國國教的教義，其實並無特別的想法，他只是討厭天主教

(當時常稱舊教)管太多，及反對羅馬教宗的高高在上而已，

本質上他仍是個天主教徒。亨利八世統治時，英國國教會雖

然脫離了羅馬天主教會，但他始終沒有宣布廢除天主教的教

義或儀式。新教真的成為英格蘭的國教，是愛德華六世所訂

的。愛德華六世因而被視為英格蘭首位真正的新教君主。 

1553 年 7 月，年僅 15 歲的愛德華六世，死於肺部感染，

可能是肺結核(tuberculosis)。早在當年 2 月，他便發現自己

將不久於世。由於不希望王位落入信奉舊教的姐姐瑪麗手

中，以免英格蘭再度遭舊教勢力所掌控，他決定把瑪麗從王

位繼承權的名單上剔除。但只奪去其中一位姐姐的繼承權，

又似乎不妥，所以他乾脆連信奉新教的另一位姐姐，伊莉莎

白之繼承權，也一併奪去。 

愛德華六世與議會起草新的繼承法，任命他姑姑瑪麗都

鐸(亨利八世的妹妹，與首任丈夫法蘭西國王路易十二未生

育，第二任丈夫為第一代薩福克公爵查理布蘭登)之外孫女，

即瑪麗都鐸的長女薩福克公爵夫人法蘭西絲格雷(Frances 

Grey，Duchess of Suffolk，1517-1559)之長女珍格雷夫人(Lady 

Jane Grey，1537-1554，年紀可能比她表舅愛德華六世略大

些)為王位繼承人。此舉引起極大爭議，因愛德華六世明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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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可繼承王位。他父親亨利八世，於 1543 年，已經國會

通過“第三部王位繼承法＂，讓他兩個異母姐姐可在他之後

繼承王位。 

附帶一提，珍格雷不僅是亨利七世的外曾孫女，那是她

母親那邊的血統，她父親那邊呢？也大有來頭。她的高祖母

為愛德華四世的王后伊莉莎白伍德維爾，但愛德華四世乃她

的繼高祖父。她的親高祖父是格羅比的約翰格雷爵士，乃伊

莉莎白伍德維爾之第一任丈夫，在玫瑰戰爭中，為蘭開斯特

家族戰死於“第二次聖奧爾本斯戰役＂(1461 年)。 

只是愛德華六世的遺願並沒有達成，因支持瑪麗的人不

少。瑪麗的母親凱瑟琳，當初是堂堂西班牙公主，豈料結婚

24 年後，卻遭到被貶為廢后的悲慘命運，一直備受許多臣民

的同情。亨利六世前後的 6 個王后，人們一直認為唯有凱瑟

琳才是真王后。這股同情心，如今成為瑪麗登基的最佳後

盾。貴族們看不過去，瑪麗將繼她母親之後，再度受到不公

平的待遇。於是珍格雷在登基後僅 9 天，便被推翻。她的“九

日女王＂(the Nine Days’ Queen)之稱，就是這樣來的。之後

瑪麗登基，即瑪麗一世。瑪麗一世深知，珍格雷其實並無爭

奪王位之心，她只是身不由己地被推上王位。那能饒她不死

嗎？瑪麗一世是有此打算，但後來為免新教勢力仍不時待機

而動，企圖將珍格雷重新推為女王，瑪麗一世後來還是下了

毒手，將她處決。 

人算不如天算，亨利八世擔心多年的事，終於還是發生

了。1553 年，他的女兒瑪麗成為英格蘭史上的第一位女王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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麗一世。當年母親由受人尊崇的王后變成廢后，她則由公主

變成私生女，且不得與母親見面，如今一切委屈都過去了，

她登上君主的寶座。這個英格蘭第一位女王的榮耀，得來相

當不易。4 百多年前，亨利一世的女兒瑪蒂妲幾度有機會，

卻沒當成；珍格雷雖登基了，但一下子便被拉下王位。女王

的身分，未被後世承認不說，還因此丟了性命。黃袍加身不

見得是好事，登上王位前，宜慎思。 

 

48 

愛德華於 1537 年 10 月 12 日誕生，是亨利八世與珍西

摩的兒子。自第一任王后起，經過 28 年，直到第三任王后，

英格蘭王室才終於盼到一個男性繼承人，舉國歡騰不在話

下。已 46 歲的亨利八世，終於可以安心了。為了這個王子，

整個國家可說被折騰得死去活來。可惜大功臣珍西摩王后，

由於產後併發症，12 天後，10 月 24 日，便過世了。又過了

9 年多，於在位 37 年餘，捲起千堆雪後，1547 年 1 月 28 日，

亨利八世與世長辭，他才 9 歲又 3 個多月的兒子登基，即愛

德華六世。 

愛德華六世即位時雖比愛德華五世當年的 12 歲還小，

但他父親沒有弟弟，所以不會有惡叔叔來篡位。他祖父亨利

七世的王室血統，純度雖很低，但歷經三十年的玫瑰戰爭，

及愛德華四世以來，幾任國王的殺戮，愛德華三世的男性後

裔，能出來宣稱自己有更優先的王位繼承權者，早已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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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愛德華六世的王位，應算安全。由於尚年幼，亨利八世

在遺囑中，為兒子任命一個由 16 人組成的攝政委員會，直

到他年滿 18 歲為止。委員人數如此多，將可避免專權吧！

1547-1549 年，攝政委員會由愛德華六世的二舅(大舅早死)

第一代薩默塞特公爵愛德華西摩(Edward Seymour，1st Duke 

of Somerset，1500-1552)領導，相當於攝政王。1550-1553

年，領導者換成第一代諾森伯蘭公爵約翰達德利 (John 

Dudley，1st Duke of Northumberland，1504-1553)。 

3 百多年前(1216 年)，同樣是 9 歲的亨利三世登基，他

的攝政王威廉馬歇爾，秉持幾十年前，被封為騎士時，所立

下的誓言，忠心耿耿地守護著王國。板蕩識忠臣，這樣高風

亮節的人，歷經亨利八世三十多年的承平時代，已不再有

了。因此即使王位不虞被奪，不表攝政王，或其他王公貴族，

就不會有野心、濫權徇私，或玩弄政治。 

愛德華西摩這個攝政王，不是當假的，當時有人說“他

絕對掌控一切＂(he governs everything absolutely)。只是他的

專權，卻受到他弟弟(也是愛德華六世的舅舅)，小他約 8 歲

的第一代休德利的西摩男爵湯瑪斯西摩之挑戰。這位小國

舅，何以如此大膽？亨利八世過世後，大約於當年(1547 年)5

月底，他便與舊情人，即亨利八世的遺孀，第六任王后凱瑟

琳帕爾秘密結婚(但似有得到愛德華六世之同意)，因而可能

便有點自命不凡起來。湯瑪斯西摩不但暗中資助國王零用錢

(pocket money)，且跟國王說，攝政王對他太摳，將他的錢管

得太緊，讓他有如乞丐般，慫恿他在兩年內甩掉攝政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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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來主政。不過愛德華六世雖年幼，並未任湯瑪斯西摩擺

佈，他知道該聽攝政委員會的。 

湯瑪斯西摩之所以秘密結婚，乃因亨利八世才去世 4 個

月，他清楚當下若提出與前王后結婚的申請，攝政委員會必

不會同意，總要等滿 1 年才行。但紙包不住火，幾個月後，

兩人結婚的消息，還是傳出去了，也立即掀起軒然大波。在

受到攝政委員會嚴厲地譴責後，湯瑪斯西摩寫信給瑪麗公

主，請她代為疏通。但已 31 歲的瑪麗公主，怎會仍涉世未

深？娶前王后豈能不顧體制？瑪麗公主對他這種既魯莽又

沒品的行為，相當憤怒。她不但拒絕協助，且勸她的同父異

母妹妹伊莉莎白，最好離凱瑟琳帕爾遠一點。 

凱瑟琳帕爾與湯瑪斯西摩結婚後，便跟她丈夫的嫂嫂安

妮西摩(Anne Seymour，約 1510-1587，本名安妮斯坦霍普

(Anne Stanhope)，愛德華西摩的第二任妻子)時有磨擦。身為

攝政王的妻子，安妮西摩自我膨脹，覺得該得到更大的尊

榮。她認為丈夫除了沒有國王的頭銜外，本質上就是國王。

如今凱瑟琳帕爾既然已再婚，便不是太后了，甚至連王室成

員都不算。所以，她才是王國的第一夫人(First Lady)。她宣

稱她的地位在凱瑟琳帕爾之上。只是依 1543 年，亨利八世

在位時，國會通過的“第三部王位繼承法＂，凱瑟琳帕爾的

地位，在英格蘭王室與貴族中的女士裡，才是最高，接著依

序是安妮西摩、瑪麗公主、伊莉莎白公主，及克里維斯的安

妮(亨利八世的第四任王后，其他第一、二、三、五任王后皆

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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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過招，凱瑟琳帕爾贏了。另一次摩擦，是關於凱薩

琳帕爾的珠寶。安妮西摩認為，珠寶是屬於英格蘭王后的，

已非王后的凱薩琳帕爾，便不再有權佩戴，佩戴權力應轉到

攝政王的妻子。安妮西摩贏了這一回合。自此兩位最頂級夫

人的關係完全破裂，再也回不去了。由攝政王的妻子，會為

排名及珠寶等瑣碎之事，與前王后爭鬥，顯見在國家最高掌

權者夫婦的心中，並無太多重要的事值得掛念。 

愛德華六世的姑媽瑪麗都鐸，其長女法蘭西絲格雷，童

年時與舅媽凱薩琳王后很親近，也跟舅媽的女兒，即大她 1

歲的表姐瑪麗公主成為好友。她沒有兒子，對 3 個女兒均寄

予厚望，讓她們受絕不遜於公主之良好教育。瑪麗及伊莉莎

白兩位公主的母親，一位抑鬱而終，一位被處死，而法蘭西

絲格雷家境富裕，她女兒們的生活，很可能比兩位公主更奢

華。她一心讓女兒們與兩位公主接近，而兩位公主對這 3 個

表外甥女，均頗樂意交往。 

法蘭西絲格雷由於是亨利八世的外甥女，出入宮廷方

便。因而跟最後一任王后，只比她約大 5 歲的凱瑟琳帕爾，

交情亦很好。而她的大女兒珍格雷，從愛德華還是王子時，

便跟他時有接觸。凱瑟琳帕爾也喜歡有珍格雷作伴。1547 年

1 月，亨利八世撒手塵寰後，愛德華六世繼位。凱瑟琳帕爾

搬出王宮，珍格雷隨著她到其新住所。跟前王后在一起，更

易參與王室活動，再加上年齡接近(兩人同年)，因而珍格雷

很自然便成為 9 歲新國王身邊，最親近的幾個人之一。那時

皇親國戚等高層貴族，都看好珍格雷將成為王后。精力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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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對追逐財富，及政治上的影響力，興致極高的法蘭西絲

格雷，當然很樂見這樣的發展。 

1547 年 5 月，凱瑟琳帕爾與湯瑪斯西摩結婚後，除珍格

雷外，她將繼女伊莉莎白公主也帶到家中。1548 年夏天某

日，懷孕的凱瑟琳帕爾，發現丈夫擁抱著公主。她警覺到，

不能讓公主繼續待在這個家了，免得出事。她趕緊安排公主

搬離，改住到曾是亨利八世好友的安東尼丹尼爵士 (Sir 

Anthony Denny，1501-1549)家中。自此伊莉莎白公主便再也

沒見過她繼母。但一搬出後，她便寫信給她心愛的繼母，表

示自責。當年 9 月 5 日，於產後 6 天，結婚 4 次，第一次生

育的凱薩琳帕爾，度不過生產的風險，不幸過世了。年約 40

歲的湯瑪斯西摩，隨即寫信向才剛滿 15 歲的伊莉莎白公主

求婚。她雖樂於接受，卻未昏了頭。如同她異母哥哥愛德華

六世一般，她表示除非先得到攝政委員會的允許，否則她不

會答應。在凱瑟琳帕爾的葬禮上，珍格雷擔任首席送葬者

(chief mourner)。湯瑪斯西摩力邀珍格雷繼續住在他家，她同

意了，於是又住了約兩個月。看起來他對珍格雷亦有些企圖。 

攝政王愛德華西摩，對他弟弟湯瑪斯西摩，居然成為國

王眼前的紅人，且還相中王位繼承人之一的公主為結婚對

象，頗感威脅。1549 年 1 月，攝政委員會逮捕湯瑪斯西摩。

罪名有好幾個，包括侵佔布里斯托造幣廠(Bristol mint)的公

款，及未經攝政委員會同意，便密謀安排珍格雷與國王愛德

華六世結婚。愛德華六世也不包庇他了，就他暗地資助零用

錢的部分作證。最後湯瑪斯西摩，被依“剝奪公權法＂(A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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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inder，亦稱 Bill of attainder)定罪，並於 1549 年 3 月 20

日處死。不過珍格雷的父親第一代薩福克公爵亨利格雷

(Henry Grey，1st Duke of Suffolk，1517-1554)，雖也參與密

謀將女兒嫁給國王，卻幸運地逃過一劫，毫髮無損。 

應屬天賦異稟吧！有記載，湯瑪斯西摩雖“年近 40 歲，

仍具魅力及強烈的性吸引力＂(Thomas Seymour, approaching 

age 40 but having charm and a powerful sex appeal)。所以連見

多識廣的公主，都願下嫁這位年紀可當她父親的男人。伊莉

莎白自此終身未嫁，珍格雷則於 1553 年 5 月 25 日，16 歲時，

與大她約兩歲的吉爾福德達德利勛爵 (Lord Guildford 

Dudley，1535-1554)成親。有編年史家(chronicler)形容新郎

是“一個風度翩翩、品德高尚，且漂亮的的紳士＂(a comely, 

virtuous and goodly gentleman)。不僅如此，他父親是當時全

英格蘭最有權勢的人，即第二任攝政王約翰達德利。他在父

親 5 個存活的兒子中，排序第 4。 

不是被看好成為王后嗎？就算男子再如何優秀，其父親

再如何有權有勢，珍格雷精明幹練的母親法蘭西絲格雷，對

女婿的挑選，怎會棄國王而選個公爵之子，何況還不是老

大？那豈有多少財產可繼承？ 

 

49 

1543 年，英格蘭國會通過“第三部王位繼承法＂。由於

兩人的母親與父親之婚姻，先後被宣布為無效，瑪麗及伊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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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白兩位異母公主，被貶為私生女已有多年。如今來個大翻

身，居然有王位繼承權了。原本極排斥由女兒繼承王位的亨

利八世，在他最後一任王后凱瑟琳帕爾之勸說下，願意突破

英格蘭傳統的王位繼承原則，亨利八世可說創舉不少。但這

部繼承法，是否就保證英格蘭今後會有女君主？倒也未必。

一方面兩位公主的繼承順序，排在她們的弟弟愛德華之後，

若她們皆較愛德華早死，當然便無法繼承王位了；另一方

面，一旦愛德華結婚並生子，兩位公主的繼承順序，便得後

移，最後沒機會繼承並非不可能。繼承順序往往是浮動的。 

為因應可能發生的變化，前述繼承法，並授權亨利八世

可更改繼承順序。1547 年亨利八世駕崩，在遺囑中，他再度

確認 3 個孩子的繼承權。而為了周全，他增加一條，若他們

3 人皆未留下後代，則王位將傳至他妹妹瑪麗都鐸(已於 1533

年過世)包括珍格雷在內的後代。不知什麼原因，亨利八世跳

過瑪麗都鐸的長女法蘭西絲格雷(珍格雷的母親)。另外，也

跳過他嫁入蘇格蘭王室的姐姐瑪格麗特都鐸(已於 1541 年過

世)之後代。這應是防止英格蘭王位，不至於落到蘇格蘭人手

中，英格蘭議會早在 1431 年，便通過法案，禁止外國人在

英格蘭繼承遺產。 

信仰新教的愛德華六世，未能活到步入婚姻的殿堂。那

他姐姐瑪麗公主是否有機會了？沒那麼順利。1553 年 2 月，

才 15 歲，他獲知自己已被死神盯上，就開始安排後事。有

件事他一直掛在心上。由於沒有子嗣，身為英格蘭首位真正

信奉新教的君主，且自認已為英格蘭國教會奠定下基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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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願王位落入他的推定繼承人，即信奉舊教的大姐瑪麗手

中，因此決定剝奪其繼承權。信仰新教的二姐伊莉莎白受到

牽連，繼承權也一併被取消。在當年初草擬的遺囑“我的繼

承設計＂(My devise for the Succession)中，愛德華六世將王位

繼承權，限制在表姐法蘭西絲格雷及其女兒的男性後代(但當

時不存在，因法蘭西絲格雷並無兒子，而她的 3 個女兒皆仍

未婚)。由於前述“設計＂不可行，約在當年 6 月，愛德華六

世在遺囑中，指定珍格雷，及其男性後裔為他的王位繼承人。 

愛德華六世之所以選擇珍格雷為繼承人，乃因她是一位

虔誠的新教徒，如此英格蘭國教會將會繼續獲得支持。而這

決定，很可能是當時的攝政王，即諾森伯蘭公爵所煽動

(instigated)。由此大致可以了解，珍格雷的母親法蘭西絲格

雷，何以未促使女兒成為王后。因她們家與宮廷那麼熟稔，

愛德華六世的身體狀況，她不會不清楚，沒必要讓女兒一下

子便成為前王后。不嫁國王要嫁誰呢？5 月 25 日，珍格雷與

攝政王的兒子吉爾福德達德利勛爵成親。 

結為親家後，攝政王即發揮其影響力，使國王在 6 月時

所立的遺囑中，指定珍格雷為王位繼承人。還有什麼其他方

法，能讓兩家獲得更大的政治利益呢？原來攝政王是如此

“公忠體國＂的！我們說過，似 3 百多年前，亨利三世幼年

登基時的威廉馬歇爾，那種赤膽忠心、一心為國為民的攝政

王，早已不再有了。 

只是愛德華六世不遵守他父親的遺囑，那他自己的遺

囑，會被遵守嗎？在愛德華六世親自督導下，他的遺囑於 6



 292

月 21 日發布，其上有 102 位顯貴的簽名。其中包括整個樞

密院(Privy Council)的成員、主教、法官、倫敦市議員，及一

些相關人員。愛德華六世並表示，他的“宣言＂(declaration，

指王位由珍格雷繼承等)，將在當年 9 月召開的議會通過，必

要的詔書(writs)也已準備好了。這麼周詳，應萬無一失了吧！

愛德華六世將可安心地回到天父的懷抱。結果人算不如天

算，半個月後，1553 年 7 月 6 日，愛德華六世便溘然謝世了。

消息壓了 3 天，7 月 9 日，珍格雷被告知她已是女王了。根

據她後來的說法，她是“勉為其難地接受王冠＂(accepted the 

crown only with reluctance)。 

7 月 10 日，珍格雷安全地住進倫敦塔，正式即位為英格

蘭、法蘭西及愛爾蘭女王。自登基後至加冕前，英格蘭君主

常就被暫時安置在倫敦塔。對於諾森伯蘭公爵的建議，任命

她丈夫達德利勛爵為國王(1 百多年後，英格蘭的確有“威廉

和瑪麗＂(William and Mary)的夫妻共治)，珍格雷拒絕了，她

認為那需要議會通過，她只同意讓丈夫成為克拉倫斯公爵

(Duke of Clarence)。此一方面顯示，才 16 歲的珍格雷並不任

人擺佈；另一方面顯示，她願遵守體制。當時局勢波譎雲詭，

珍格雷很快便將後悔被推上火線。 

雖說珍格雷成為女王，乃是遵行愛德華六世的遺囑，但

當時仍是攝政王的諾森伯蘭公爵，知道事情沒那麼簡單。畢

竟這攸關王位繼承，而推翻“第三部王位繼承法＂，並未經

議會通過。當務之急是，儘快控制瑪麗公主，以鞏固他的權

力，並防局勢有變。37 歲的瑪麗公主也非省油的燈，在一確



 

 293

定她弟弟愛德華國王已死後，她便立即離開漢斯頓

(Hunsdon，位於赫特福德郡之一小鎮)的住所，前往東英吉利

(East Anglia，對東英格蘭一個傳統地區之稱呼，至少包括諾

福克及薩福克(Suffolk)等郡)。她的支持者，已在那裡開始集

結。7 月 14 日，諾森伯蘭公爵率軍隊從倫敦出發，前往逮捕

瑪麗公主。 

諾森伯蘭公爵萬萬沒想到，在他離開期間，樞密院便改

變效忠對象，於 7 月 19 日，在倫敦宣布瑪麗為女王。民眾

歡欣鼓舞地支持，他們樂見凱瑟琳王后的女兒出頭。那時他

們自然不知，很快就會後悔。不論任何時代，對任何領導者，

皆不抱期代，方屬明智。獲報樞密院倒戈的諾森伯蘭公爵，

知道大勢已去，選擇投降。英格蘭歷史上，這類事件已發生

多次：在愛德華六世的遺囑上簽名，如同對著聖經發誓，均

毫無約束力。 

從 1553 年 7 月 10 日至 7 月 18 日，珍格雷共在位 9 天，

這位“九日女王＂，對於王冠，既然感到勉為其難，那就不

該接受。因王位一旦接受，是難以瀟灑走一回的。7 月 19 日，

珍格雷被囚禁在倫敦塔男獄卒的住所(Gentleman Gaoler’s 

house)中，她丈夫則被關押在博尚塔(Beauchamp Tower)中。8

月 22 日，始作俑者諾森伯蘭公爵，則毫無意外地被處決。9

月，議會宣布瑪麗為王位的合法繼承人，並譴責珍格雷的篡

位。 

經審判後，珍格雷、她丈夫，及一些參與讓她登上女王

寶座的貴族，皆因叛國罪被判死刑。基於與珍格雷的母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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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西絲格雷年少時之情誼，瑪麗一世原有意饒過她一命，因

而一直未處死她及丈夫。1554 年初，一群新教徒叛亂，其中

包括珍格雷的父親，第一代薩福克公爵亨利格雷(Henry 

Grey，1st Duke of Suffolk，1517-1554)。這一來就葬送了珍

格雷及丈夫的性命，儘管他們夫婦對此叛亂一無所知，但瑪

麗一世理解到，留著他們將是禍源。死刑最初訂在 1554 年 2

月 9 日，但後來推遲 3 天。瑪麗一世派她的牧師(chaplain)約

翰費克納姆(John Feckenham，1515-1584)去遊說珍格雷改信

天主教，以“挽救她的靈魂＂(to save her soul)？ 

改回信舊教，何以靈魂便能得救？為何信新教為何就不

行？更何況自己的靈魂，豈需他人來救？珍格雷原本對約翰

費克納姆的企圖嗤之以鼻，但後來兩人卻成為朋友，她並允

許約翰費克納姆陪伴她，直到她上斷頭台。 

1554 年 2 月 12 日，先是丈夫吉爾福德達德利被處死，

接著輪到珍格雷被帶到刑場。登上斷頭台後，她發表一番談

話，其中並以英語朗誦“聖經＂“詩篇＂(Psalm)的第 51 章，

“神阿，求你按你的慈愛憐恤我，按你豐盛的慈悲塗抹我的

過犯！求你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並潔除我的罪！！…＂

(Have mercy upon me, O God, according to your unfailing love; 

according to your great compassion blot out my transgressions. 

Wash away all my iniquity and cleanse me from my sin。…＂。

她死前的最後一句話為，“父阿！我將我的靈魂交在你手

裡＂(Father, into your hands I commit my spirit)，乃引自“聖

經＂“路加福音＂的第 23 章第 46 節。耶穌臨終前，大聲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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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說了這話，氣就斷了。 

珍格雷被處決 11 天後，2 月 23 日，她父親也上了斷頭

台。至於她母親法蘭西絲格雷，則被瑪麗一世赦免。由於丈

夫叛變，財產被沒收，而法蘭西絲格雷自己並無財產，卻尚

有凱瑟琳格雷(Katherine Grey，1540-1568)及瑪麗格雷(Mary 

Grey，1545-1578)，兩個年幼的女兒要撫養。經她乞求後，

女王可能歸還她部分財產，但日子仍過得很拮据。女王讓她

及兩個年女兒住在宮廷，表面上看起來，她極受女王的寵

愛，實則是就近看管。畢竟依亨利八世的遺囑，她的兩個女

兒，亦有王位繼承權。 

雖有機會再嫁給貴族，但法蘭西絲格雷，這位亨利七世

的外孫女，母親曾是法蘭西王后，歷經“眼看他起朱樓，眼

看他宴賓客，眼看他樓塌了＂，如今她只想低調過日子。1555

年 3 月 1 日，她下嫁給曾是她家掌馬官(Master of the Horse)

的阿德里安斯托克斯(Adrian Stokes，1519-1586)。掌馬官？

為何從天上落下凡間？這是一安全的婚姻，因所生的子女，

都不可能去爭奪王位。第二次婚姻，她生出 1 男 2 女，但不

是死胎就是早夭，無一存活。 

法蘭西絲格雷於 1559 年 11 月 20 日過世，結束她一生精

彩又驚險的 42 年。她被安葬在西敏寺，並由她二女兒凱瑟

琳擔任首席送葬者。死後 4 年，她丈夫為她在棺木上加一她

的雕像(至今依然存在)。拉丁文墓誌銘的英文意思為： 

Nor grace, nor splendour, nor a royal name.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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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恩典、沒有輝煌，更沒有王室的頭銜。) 

Nor widespread fame can aught avail. (名聲再大

也沒用了。) 

All, all have vanished here. (在這裡一切都灰飛

煙滅。) 

True worth alone Survives the funeral pyre and 

silent tomb. (在葬禮和寂靜的墓地，惟真有價值的

能倖存。) 

南宋詞人辛棄疾(1140-1207)在那首“摸魚兒＂詞中有

句，“君莫舞！君不見，玉環飛燕皆塵土。＂王位？真值得

以性命為賭注去爭奪嗎？最後不過是塵土罷了。 

 

50 

瑪麗歷經波折，才於 1553 年登上女王寶座。她在位期

間，推翻她父親與弟弟的政策，恢復舊教的地位。在排除她

父親亨利八世提倡的新教之過程中，瑪麗一世不像她父親之

緩和。亨利八世殺人是以“個＂為單位，瑪麗一世則殺人不

眨眼。在她 5 年的統治下，共下令焚燒約 3 百名宗教異議人

士，因而得到“血腥瑪麗＂(Bloody Mary)之名。蘇格蘭宗教

改革領導人約翰福克斯(John Foxe，約 1516-1587)，曾於 1554

年避難到日內瓦，在他所著的“殉教者書＂(Book of Martyrs)

中估計，當時為了避禍，選擇流亡歐洲新教城市者，共約有

8 百人。會選擇流亡，大都是新教的菁英分子，其中包括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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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新教的知名學者。此印證曾被欺壓者(或自以為曾被欺壓

者)，一旦掌權，勿期望他們會較悲天憫人，改弦易轍。該預

期的，反而是他們更會欺壓人，古今中外大抵皆如此。流亡

各地的宗教難民，後來便被稱為“瑪麗女王的流亡者＂。 

英格蘭將近 5 百年來的第一個女王，人民連安居樂業的

卑微要求都落空，反而必須在厄運降臨前，先行逃離。他們

逃到那些地方？最受流亡者歡迎的城市，包括今日瑞士的日

內瓦(Geneva，於 1541 年建立日內瓦共和國(Republic of 

Geneva))、蘇黎世(Zürich)、德國的法蘭克福(Frankfurt)，及

法國的史特拉斯堡(Strasbourg，今日為法國大東部大區(Grand 

Est region)與下萊茵省(as-Rhin)之首府，擁有中世紀以來大量

的精美建築，法國人視此城為他們的聖彼得堡 (Saint 

Petersburg)，歷史上曾有多次交替由德國和法國擁有，如二

次世界大戰時，曾被德國併吞)等地。 

在“聖經＂裡記載，西元前 586 年，猶大王國(Kingdom 

of Judah，西元前931-586年)被新巴比倫王國(Neo-Babylonian 

Empire，西元前 626-539 年)征服，耶路撒冷的第一聖殿被

毀，不少猶太人且被俘虜至巴比倫，史稱“巴比倫之囚＂

(Babylonian captivity)。約 50 年後，西元前 539 年，波斯帝

國(Persian Empire，西元前 553-330 年)滅掉新巴比倫王國

後，寬厚地允許被囚擄的猶太人返回家園。回到耶路撒冷

後，猶太人立即重建聖殿。這段歷史，猶太人自稱為受難時

代。被囚時，猶太人渴望上帝派一個救世主來拯救他們，猶

太教就是自此萌芽的。以古況今，這些“瑪麗女王的流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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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樂觀地相信，流亡正是上帝要他們洗滌自己的罪過，

為日後回歸英格蘭準備。當流亡結束時，他們將把在異域接

收到的新教資訊、所體認到成功的新教教會之運作方式，及

更純正的信仰，帶回家鄉。 

在歐洲各地流亡的英格蘭新教社群，由於原本來自不同

的教會，對諸如禮拜儀式及神學議題，難免有不同的看法，

因而時有紛爭。唯一的例外是日內瓦，當時約有四分之一的

難民居於此地。蘇格蘭另一宗教改革領導人約翰諾克斯(John 

Knox，1514-1572)，他亦曾於 1554 年避難到日內瓦，他便

讚美此地有“最完美的基督教派＂。事實上，當時日內瓦的

英格蘭新教社群，不僅特別有凝聚力，幾位宗教領袖也夠睿

智，對歐洲其他地方的流亡者內部社群，所常出現的分裂狀

態，引以為戒，不但儘量避免發生，且當外地流亡者間有矛

盾時，亦常扮演潤滑劑的角色。日後流亡者回到英格蘭後，

在教徒的新教想法，與當權者有衝突時，來自日內瓦之“海

歸派＂，亦能扮演重要的調和角色。 

隨著新教主義的興起，出生於法蘭西諾揚(Noyon，在巴

黎東北約 1 百公里處)，新教改革家約翰喀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成為日內瓦的精神領袖。日內瓦逐漸成為宗教

改革模範區，因而有“新教的羅馬＂(the Protestant Rome)之

稱。今日有不少國際組織，包括國際紅十字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縮寫為 ICRC)，及聯合國下的許

多機構，如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縮寫為

WHO)，總部皆設於日內瓦。另外，主要涉及戰時非戰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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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和戰俘的待遇之“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亦

於 1949 年，在此地簽署。這些都其來有自，因日內瓦是一

很有包容性的城市。 

流亡者的生活相當艱辛，經濟壓力也很大，且沒有人知

道流亡期間將持續多久，恐怕至少須等到瑪麗一世蒙主寵召

了。歷來不知有多少君主或政治領導人，上台後不久，人民

便盼他消失。瑪麗一世 1553 年登基時，不過 37 歲(出生於

1516 年)，因而等待的時間從 5 個月到 50 年都有可能。期待

一個重生與改革的新教時代能降臨英格蘭，這美好的憧憬，

是“瑪麗女王的流亡者＂，在日復一日的困苦中，能支撐下

去的動力。後來“瑪麗女王的流亡者＂將發現，比起“巴比

倫之囚＂得約 50 年後才能回歸，他們實在幸運極了，5 年多

便結束流亡，回到午夜夢回的家園。 

福克斯的“殉教者書＂，於 1559 年 8 月，在瑞士巴塞

爾(Basel)先以拉丁文出版，英文版則於 1563 年發行。此書印

刷精美，且附有很多木刻插圖，為當時英格蘭一備受矚目之

出版界盛事，不但流傳至今，且一直相當受重視。曾任英國

首相的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在這

本書出版的幾百年後，於提到此書時說，“世世代代的英格

蘭人，在童年時期就從福克斯所著，附有令人毛骨悚然插圖

的｀殉教者書＇中，知悉那些高貴臣民犧牲的悲壯故事。這

些故事已經成為人民共同記憶的一部分。…他們的殉道行

為，迄今仍能讓許多原本對宗教漠不關心的人，鋪起信仰新

教的路。＂宗教本是撫慰人的心靈，但歷來因信仰受害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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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命的，不知有多少。為信仰而失去生命的悲慘事件，至今

仍未停止發生。 

就生育而言，瑪麗一世登基時已不算年輕。篤信舊教的

她，得儘快找到合適的夫婿，且儘快生下孩子，以免將來王

位落入她信奉新教的妹妹伊莉莎白手中。她表弟西班牙國王

卡洛斯一世，建議她嫁給他的獨子，小瑪麗一世 11 歲，那時

是王儲的腓力二世(Philip II，1527-1598，1556-1598 年在

位)，她接受了。雖卡洛斯一世的阿姨凱薩琳王后(即瑪麗一

世的母親)，被亨利八世遺棄，但他不計前嫌，仍要兒子娶阿

姨與亨利八世的女兒，要親上加親。瑪麗一世本來是卡洛斯

一世的表妹，與他同輩，嫁給他兒子(為她的表姪)後，成為

他的媳婦，降了一輩。腓力二世等於娶了表姑，這是他的第

二次婚姻。他首任妻子，於 1545 年生下一兒子的 4 天後過

世。一結婚便是繼母，有一 8 歲的兒子，瑪麗一世對此並不

在乎。這本就是場政治婚姻，而她只不過想藉此婚姻得到一

個兒子。婚後腓力二世幾乎不曾在英格蘭住過。 

自 1553 年起，瑪麗一世亦為愛爾蘭女王。1555 年時，

並獲羅馬教宗承認。自此，直至 1801 年組成聯合王國前，

愛爾蘭王國的君主，皆由英格蘭君主擔任。1558 年 11 月 17

日，42 歲的瑪麗一世過世，從 1553 年 7 月登基，在位約 5

年 4 個月。由於她並無子嗣，她的異母妹妹，25 歲的伊莉莎

白(出生於 1533 年)順利繼承王位，成為英格蘭的第二位女王

伊莉莎白一世。這是都鐸王朝的第五位，也是最後一位君

主。亨利八世的全部 3 個孩子，都先後登上王位，這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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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歷史上，亦不多見。而且，他一直擔心會有女兒繼

承王位，還因此跟羅馬教會鬧翻、創立英國國教、結婚 6 次，

惹出不少紛爭，讓好多人送命。結果英格蘭有女王，正是從

他的女兒開始，且連續兩位。 

瑪麗一世過世後，歐洲各地的“瑪麗女王的流亡者＂全

都鬆了口氣。當之後的跡象顯示，伊莉莎白一世似乎對新教

抱持同情態度時，流亡者知道返國的時機即將來臨了。1559

年頒佈的“伊莉莎白宗教決議案＂(Elizabethan Settlement of 

Religion)，看起來能確保新教信徒在英格蘭的地位。於是從

1559 年底至 1560 年初，“瑪麗女王的流亡者＂陸續返國。

由於英格蘭有許多新教活動正方興未艾，海外流亡者加入，

帶來的新穎概念，對新教之發展助益極大。 

女君主砍的人頭，雖不見得少於男君主，但無論如何，

當法蘭西人仍死守著薩利克法，非男性不准坐上王位，英格

蘭早已有女王了。對接受女性領導，英格蘭遠遠領先法蘭西。 

 

51 

1558 年 11 月 17 日，伊莉莎白一世在她異母姐姐瑪麗一

世撒手人寰後，立即接位，成為英格蘭及愛爾蘭女王。她的

前姐夫腓力二世，這時已繼承西班牙國王及一大堆頭銜，他

不願斷絕與英格蘭的關係，向伊莉莎白一世求婚，但她沒有

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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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莎白一世的母親安妮博林，是亨利八世的第二任妻

子，據說她婚前及婚後，情人均不少，這是她後來被起訴的

主要罪名。不是說有其母必有其女嗎？英格蘭的眾朝臣，原

本以為這位女王一定會結婚生子，以延續都鐸王朝。但儘管

陸續有人追求，伊莉莎白一世也先後有幾位異性“好友＂，

她卻終身未婚，因而有“童貞女王＂(The Virgin Queen)之

稱。這個“童貞＂(Virgin)，可說將流傳萬世。因 1584 年，

在伊莉莎白一世的授權下，華特雷利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1552-1618)派遣一支探險隊，抵達現今美國東岸，

為英格蘭建立第一個海外(當然也是北美第一個)殖民地維吉

尼亞(Virginia，後來成為美國開國時 13 個州之一)，就是以女

王此外號 Virgin 命名的，有處女地之意。 

伊莉莎白一世的統治，較她父親及姐姐更加溫和，在宗

教方面亦相對寬容。她頒佈的“伊莉莎白宗教決議案＂，乃

當時英國各宗教勢力間，妥協下之結果。當時英格蘭國教(新

教)，大致而言，一方面保有天主教的結構，如神職人員的禮

袍及主教職位仍然維持；另一方面，採取一套新教的基本教

條。雖有些新教徒，期待她能做更大的改革，不過伊莉莎白

一世的基本態度是，“只有一個耶穌基督，其他都是瑣碎小

事＂。她對那些永不停止的宗教爭論，毫無興趣。各宗教團

體，只要表面臣服她就夠了，她並不管他們內心服不服，連

信不信新教，她也不在意。看到法蘭西在差不多同時期，

1562-1598 年間，發生的宗教戰爭，估計造成 3 百萬人的死

亡，後世英國史學家不禁慶幸，由於伊莉莎白一世的睿智，

提出“伊莉莎白宗教決議案＂，使英格蘭免除一場原本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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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發生的的大災難。 

但羅馬教宗可不會閒著。英格蘭躲過生靈塗炭，少死 3

百萬人，他豈會感到慶幸？逆我者亡，既然伊莉莎白一世信

仰新教，且支持新教為英格蘭國教，則必除之而後快。1570

年，教宗庇護五世(Pius V，1504-1572，原名安多尼吉斯里

(Antonio Ghislieri)，1566-1572 年在位)頒布敕令，將伊莉莎

白一世逐出教會，且不承認她的統治權、宣佈英格蘭臣民不

須對她效忠。其實教宗此舉，只是讓他在英格蘭的天主教(舊

教)信徒，日子更難過。 

另外庇護五世的下一任教宗額我略十三世 (Gregory 

XIII，1502-1585，原名余戈邦卡帕尼(Ugo Boncompagni)，

1572-1585 年在位)，也沒有閒著。他曾試圖說服西班牙國王

腓力二世，從愛爾蘭或荷蘭出兵英格蘭。當此願望一時未能

實現時，他積極慫恿，並策劃英格蘭臣民暗殺伊莉莎白一

世。他指稱伊莉莎白一世為“北方的耶洗別＂(Jezebel of the 

North)，宣佈暗殺她是上帝允許的。前後兩任教宗，等於准

許推翻伊莉莎白一世，另擇君主，且除掉女王無罪。當時的

教宗，真有如黑幫老大！那個時代，教宗的慫恿，豈會無效？

於是英格蘭數度有人企圖暗殺伊莉莎白一世，還有貴族去搧

動蘇格蘭女王瑪麗一世，來與她爭王位。 

耶洗別(Jezebel)的事蹟，記載於“聖經＂“列王紀上＂(1 

Kings)的第 16-21 章，及“列王紀下＂(2 Kings)的第 9 章中。

她是以色列王國的國王亞哈(Ahab)之妻子，她壓迫以色列人

民改信巴力(Baal，一種宗教)，並殺害耶和華的先知。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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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戶(Jehu)奉耶和華之令，命她身邊的太監(eunuch)將她從窗

戶扔下。耶洗別的下場相當淒慘，最後屍體只剩頭骨、腳及

手掌，其餘都被狗吃掉了。今日耶洗別在西方語言中，常用

來指惡毒無恥的女人。羅馬教宗引用“聖經＂的本領，自然

是一流的。 

蘇格蘭的君主瑪麗一世，是個虔誠的舊教徒，她的執政

一直遭到不小的阻力，且屢有人想除掉她。原因是新教派系

對她有疑慮，包括英格蘭的伊莉莎白一世女王，而同時舊教

派系對她失望，覺得她不但沒有積極推動舊教，且還容忍新

教的發展。為了新舊教之爭，蘇格蘭可說分裂了。蘇格蘭的

瑪麗一世，為亨利七世長女瑪格麗特都鐸(即亨利八世的姐

姐)之孫女，伊莉莎白一世為其表姑。她原本便自認有英格蘭

王位的繼承權，那伊莉莎白一世的繼承權呢？她認為早被愛

德華六世取消了！於是當痛恨新教的英格蘭人，來慫恿瑪麗

一世去搶她表姑的王位時，雙方一拍即合。 

企圖推翻她的陰謀，讓伊莉莎白一世震怒無比，她已無

法繼續事事都寬容了。1568 年，她將瑪麗一世囚禁。瑪麗一

世因信仰舊教，被舊教會，及狂熱擁護舊教的西班牙國王腓

力二世(他曾想娶伊莉莎白一世)，認定才是正統的英格蘭女

王。由於仍數度捲入暗殺伊莉莎白一世，及在英格蘭恢復舊

教的陰謀，1587 年，於 18 年餘的監禁後，伊莉莎白一世勉

強簽署處死令。瑪麗一世被斬首後，雖沒被羅馬教廷封為聖

徒，但仍被舊教徒視為殉教者(martyr)。 

雖英格蘭與西班牙，曾相互以婚姻來睦鄰，但英西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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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o-Spanish War，1585-1604)仍無法避免。在伊莉莎白一

世就任女王 30 年後，1588 年，西班牙國王腓力二世派出無

敵艦隊(Armada Invencible)，企圖征服英格蘭。各方對她個人

安全的顧慮，伊莉莎白一世完全棄之不理，她在蒂爾伯里

(Tilbury，位於艾塞克斯郡(Essex)，靠近泰晤士河的河口)之

碼頭，親自檢閱海軍，並發表了那場歷史上著名的演說“在

蒂爾伯里對部隊演說＂(Speech to the Troops at Tilbury)。 

伊莉莎白一世堅定地說，“我決心與你們同生共死，為

上帝和吾國吾民，獻上我的榮譽和鮮血。我知道我是個弱女

子，但我擁有王者的心及王者的胃，我也是英格蘭的國王。＂

(to live and die amongst you all; to lay down for my God, and 

for my kingdom, and my people, my honour and my blood, even 

in the dust. I know I have the body of a weak, feeble woman; 

but I have the heart and stomach of a king, and of a king of 

England too.)她激勵了士氣，再加上天候條件的優勢，英格蘭

海軍擊潰了來犯的無敵艦隊。此為英國歷史上，最關鍵的幾

場軍事勝利之一。 

英國自此確立世界海軍強權的地位，一直維持到 20 世

紀。本來率先成為一新教國家，不必再對羅馬教廷唯唯諾

諾，就已讓英格蘭人很引以為榮了。戰勝西班牙無敵艦隊

後，更讓英格蘭人的民族自信心，來到最高點。 

附帶一提，額我略十三世的下一任教宗西斯篤五世

(Sixtus V，1521-1590，原名弗利斯佩瑞提(Felice Peretti)，

1585-1590 年在位)，其外交政策延續他的前任們，也是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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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新教為主，視新教為實現普世莫不天主教之王土，這一遠

大目標的主要障礙。他原本承諾為腓力二世的入侵英格蘭，

提供鉅額資助。但在 1588 年無敵艦隊慘敗後，他卻食言了，

拒絕付款。 

伊莉莎白一世既然從未結婚，當然就沒有一兒半女。她

父親亨利八世的 3 個子女，都無後代，所以得由她祖父亨利

七世的後代中，尋找可能的王位繼承人。她晚年屬意由其表

姪孫，蘇格蘭國王詹姆斯六世 (James VI，1566-1625，

1567-1625 年在位)接位，但卻從未正式宣布。詹姆斯六世是

亨利七世之外玄孫，1503 年，他外曾祖母瑪格麗特都鐸嫁到

蘇格蘭，成為他外曾祖父詹姆斯四世國王的王后。之後王位

由他外祖父詹姆斯五世(James V，1512-1542)接任，再來是

他母親瑪麗一世。他是亨利七世之後代中，當時較年長的一

位，遂處於王位繼承的有利地位。 

但事情卻有些微妙。因亨利八世在遺囑中，限制“外國

人＂不得繼承英格蘭王位。詹姆斯六世出生在蘇格蘭，(在當

時)百分之百為外國人。這樣一來，顯然就不該擁有英格蘭王

位的繼承資格了。不僅如此，亨利八世的遺囑中，也將王位

繼承權，讓他妹妹瑪麗都鐸(而非他姐姐瑪格麗特都鐸)之後

代有優先繼承權。只是瑪麗都鐸的子孫，不但婚姻的正當性

及子女的合法性，皆問題重重，且沒有一個的表現，不令人

失望。至於詹姆斯六世，男性、新教徒、已經是國王，且具

治國經驗，從各方面來看，其他人選無一能與他相匹比。再

無更佳的選擇了，何況亨利八世已是前前前前國王了，其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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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不遵守沒什麼大不。因而伊莉莎白一世駕崩後，沒有爭

議，(蘇格蘭)詹姆斯六世，便繼承英格蘭及愛爾蘭王位，稱(英

格蘭)詹姆斯一世(James I，1603-1625 年在位)。 

都鐸王朝至此結束了，開啟斯圖亞特王朝(House of 

Stuart，1603-1714)，也開啟蘇格蘭、英格蘭及愛爾蘭共主邦

聯的時代。這是不列顛統一進程的第一步─王室聯合。詹姆

士一世是新教的堅定信徒，他母親為瑪麗一世，因有當英格

蘭女王的野心，終被伊莉莎白一世處死。他雖未曾刻意去爭

奪英格蘭王位，卻輕易幫母親達成心願。真是世事難料。 

52 

伊莉莎白一世即位之初，英格蘭由於宗教分歧，國家處

於有點混亂的狀態。但在經過長達 44 年又 4 個月的統治後，

她不但緩和新舊教間的仇恨、成功地維持了英格蘭的統一、

塑造了國家認同，並使英格蘭的國力，達到世界頂峰。一般

認為，16 世紀下半葉，英國之所以能躍居國際強權的地位，

於伊莉莎白一世的長期統治期間，國家能維持穩定的發展，

乃為主因。而宗教和諧，便是其中之關鍵。 

另一方面，英格蘭的文化，也在伊莉莎白一世在位期間

達到高峰，尤其在詩歌及話劇，均有極輝煌的成就。她本人

也從事寫作和翻譯，宮廷裡呈現一種既博學又典雅的氛圍。

在她主政時，文學人才輩出，如劇作家威廉莎士比亞。而莎

士比亞劇本的演出，更獲她大力支持。另外，在哲學及政治，

均有發人深省的觀點之法蘭西斯培根，也活躍於此時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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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法蘭西斯德瑞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1540-1596)，在

她任內成為第一個環航地球的英國人，及華特雷利爵士承她

之命，在北美建立第一個英國殖民地。這些勇於航向未知世

界的探險家，開啟英國成為日不落國的時代。她在位時期，

被後世稱為“伊莉莎白時代＂(Elizabethan era)，是英國史上

的黃金時代。她因而有“榮光女王＂(Gloriana)及“賢明女

王＂(Good Queen Bess)之稱。 

伊莉莎白一世，應是英國歷史上評價最高的君主。不但

如此，她人氣也很旺。2002 年，BBC 主持票選“最偉大的

100 位英國人＂(100 Greatest Britons)。對“偉大＂一詞，每

個人的定義自然不盡相同，有人可能以完成多少事蹟來解

讀，有人可能理解成受歡迎的程度。但入選者，總是英國人

對其持較正面看法者。而排名愈高者，則顯示對其評價愈

高。票選結果，伊莉莎白一世名列第七，維多利亞女王名列

第十八，伊麗莎白二世女王名列第二十四，亨利八世名列第

四十，亨利五世名列第七十二，理查三世名列第八十二，亨

利二世名列第九十，及愛德華一世名列第九十四。由理查三

世的進入此排行榜，顯見雖都鐸王朝極力貶低他，在當時或

許有效，幾百年後，根本沒什麼效果。而將他推翻，開創都

鐸王朝的亨利七世，反而未上榜。 

入選的 100 位古今英國人物中，君主共有 8 位，其中男

性 5 位，女性 3 位。英國女性君主總共才 6 位，便有半數被

肯定，且是在位較久的 3 位。而伊莉莎白一世，在英國歷來

所有君王中，排名第一。遠遠勝過她父親亨利八世，雖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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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君主裡，他的排名也很前面。亨利八世曾為王位得由女兒

繼承，而擔心不已，但不過是杞人憂天。女性君主排名在前，

都是在位較久者，至於男性君主被肯定，則不見得要在位很

久。像理查三世只在位，僅短短的兩年。 

伊莉莎白一世並非僅在英國獲高評價。在麥可哈特

(Michael H. Hart，1932-)著的“影響世界歷史 100 位名人＂

(The 100: A Ranking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ersons in 

History，1978 年出版，趙梅等(2000)為中譯本)一書中，她排

名第九十四。上榜的英國君主，總共只有兩位，另一位是排

名第六十的威廉一世。他於 1066 年，從法國渡海征服英格

蘭，建立了諾曼第王朝。更早的就不說了，從西元前 54 年，

羅馬將軍凱撒入侵不列顛群島以來，兩千年來，此群島多次

有外族企圖入侵。但威廉一世，則是最後一位，外來者成功

地入侵不列顛群島。此後的入侵，不是未能登陸，就是登陸

後失敗撤退。威廉一世不但使他自己及其繼承者，得到英格

蘭王位，並引領了不列顛群島此後的發展。他的影響力，絕

對無法忽視。 

由於受到許多民眾的懷念與崇拜，有關伊莉莎白一世，

或她那個時代的電影不少。如凱特布蘭琪(Cate Blanchett，

1969-)主演的“伊莉莎白＂(Elizabeth，1998)與“伊莉莎白：

輝煌年代＂(Elizabeth: The Golden Age，2007)，及海倫米蘭

(Helen Mirren ， 1945-) 主演的影集“伊莉莎白一世＂

(Elizabeth I，2005)。至於“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

1998)，則講述莎士比亞的愛情故事，片中出現年老時的伊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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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白一世，由茱蒂丹契(Judi Dench，1934-)飾演。 

我們列出莎士比亞的劇作中，屬於歷史劇的如下：“約

翰王＂(King John)、“理查二世＂(Richard II)、“亨利四世

第一部＂(Henry IV，Part 1)、“亨利四世第二部＂(Henry IV，

Part 2)、“亨利五世＂(Henry V)、“亨利六世第一部＂(Henry 

VI，Part 1)、“亨利六世第二部＂(Henry VI，Part 2)、“亨

利六世第三部＂(Henry VI，Part 3)、“理查三世＂、“亨利

八世＂(Henry VIII)，共有 10 部，這些英格蘭國王，其時代

當然都是在莎士比亞之前。 

在“法蘭西全史＂(France: A History: from Gaul to de 

Gaulle，2018，約翰朱利葉斯諾里奇(John Julius Norwich，

1929-2018)著，何修瑜(2020)為中譯)一書裡，作者提到，在

1515 年之前(約對應英格蘭的亨利八世前)的法蘭西國王，難

以找到個性特別鮮明者。但並非他們全是庸庸碌碌，沒什麼

作為，在那段時期，法蘭西是有幾位可歸入傑出的國王，但

都不是太有趣的人物。這可能是因他們所處的時代所致，那

是國家被戰爭及宗教困住的中世紀。但作者說，雖英格蘭亦

有類似的困境，但卻與法蘭西大異其趣。諸如亨利二世、愛

德華二世、愛德華三世、亨利五世，及理查三世，以作為君

主而言，其表現不見得比法蘭西那段時期的的國王更為突

出。然以作為一個人而言，這幾位英格蘭國王，卻讓人覺得

有趣多了。作者認為，除了個人特質外，莎士比亞的劇作，

對亨利五世及理查三世名聲之提升，應大有助益。我們前面

也已特別指出，理查三世雖只在位短短的兩年，便入選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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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大偉人之林。看起來，莎士比亞的確功勞不小。 

事實上，因莎士比亞活躍於伊莉莎白一世的時代，對伊

莉莎白一世因此被英國人無比的愛戴及推崇，應有極大幫

助。附帶一提，在前述“最偉大的 100 位英國人＂中，莎士

比亞名列第五，比歷來英國所有君主都高。 

 

53 

有記載，瑪麗一世女王 9 歲時，可讀寫拉丁語文。她也

學過法語、西班牙語，也許還有希臘語。她異母妹妹伊莉莎

白一世女王，則自幼起，便學習拉丁語、希臘語、法語、義

大利語、西班牙語，及佛萊明語(Flemish，比利時北部所使

用荷蘭語之舊稱)。1545 年，她 12 歲時，將繼母凱瑟琳帕爾

以英文所寫，一份約 60 頁的宗教作品“祈禱或冥想＂

(Prayers or Meditations)，翻譯成義大利文、拉丁文，及法文

等 3 種語文，作為新年禮物，送給她父親亨利八世。事實上，

她從少女時代起，便經常將一些拉丁文或希臘文的古典作

品，翻譯成英文，且以此為樂。當女王後，對統治的領土內，

威爾斯語、蘇格蘭語、愛爾蘭語，及康沃爾語，也逐漸都能

說。1603 年，駐英格蘭的威尼斯大使曾讚美道，“每種語言

似乎都是女王的母語＂。另外，同時代，但未被後世承認當

過女王的“九日女王＂珍格雷呢？她從小在望女成鳳的母

親之督導下，學過拉丁語、希臘語、希伯來語(Hebrew)，及

義大利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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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多種語言，是 16 世紀英格蘭仕女的普遍現象嗎？ 

亨利八世統治時，官員去見他的(第一任)王后，來自西

班牙的凱瑟琳，有時會先問她，要講西班牙語或英語？當時

為了便於與來自歐洲各地的人士交流，達官顯要人家，讓子

女從小便多學些語文，乃可理解。但為什麼前述 3 位英格蘭

的“女王＂，在受教育階段，學習的語文中，皆有拉丁語及

希臘語呢？ 

“小婦人＂(Little Women，1868，露意莎梅奧爾柯特

(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著，柯乃瑜(2014)為中譯本，

自 1949 年起，數次被拍成同名電影或電視劇，最近的一部

為 2019 年推出，極獲好評的“她們＂(Little Women))一書，

在 2003 年，英國民眾票選最喜愛的小說裡，排名第 18。書

中描述在美國南北戰爭(1861-1865)期間，美國東北麻薩諸塞

(Massachusetts)州，一個並不富裕的家庭中，4 個女兒之成長

故事。四姐妹分別是瑪格麗特(Margaret，小名瑪格(Meg))、

約瑟芬(Josephine，小名喬(Jo))、伊莉莎白(Elizabeth，小名貝

斯(Beth))，及艾美(Amy)。故事一開始時，4 人分別是 16、

15、13，及 12 歲。 

書中第七章“艾美的羞辱之谷＂ (Amy’s Valley of 

Humiliation)。在小妹艾美，因攜帶醃漬萊姆(pickled limes，

萊姆外觀與檸檬近似，但較檸檬皮薄，且無子)到校，而被老

師戴維斯(Davis)處罰的前一天，當她看到 16 歲的鄰居羅利

(Laurie)騎著馬經過，說他有如獨眼龍(Cyclops)。獨眼龍？二

姐喬想通後取笑她，應是人首馬身(centaur)。艾美不以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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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秀一句拉丁文，“那只是口誤，如戴維斯先生說的＂(It’s 

only a ‘lapse of lingy’, as Mr. Davis says)。這句話再度讓喬大

笑，因“lapsus linguae＂(英文意思為“slip of the tongue＂，

即口誤)一詞，從艾美口中出來，居然變成“lapse of lingy＂。

書中描述這位戴維斯老師，“通曉希臘文、拉丁文、代數及

各種學問＂(knew any quantity of Greek, Latin, algebra, and 

ologies of all sorts)，真是通才。書的第四章“包袱＂(Burdens)

裡也提到，四姐妹已過世的姑丈，生前會讀拉丁文書中之故

事給老二喬聽。 

由“小婦人＂這些情節顯示，美國中學至少到 19 世紀，

仍要學習拉丁文且應屬必修，而社會上擅長拉丁文或希臘文

的，並不罕見，當然不見得人人皆很熟練。至於說話時，英

文裡夾雜拉丁文，正如今日在台灣，講話時中文裡夾雜英

文，乃很尋常。 

回到英國，在“萬世師表＂(Goodbye, Mr. Chips，1934，

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1900-1954)著，陳麗芳(2006)為

中譯本，已多次拍成同名電影或電視劇，最早一部為 1939

年推出的黑白片，片中演員羅伯特多納特(Robert Donat，

1905-1958)獲奧斯卡金項獎最佳男主角獎，打敗同年也被提

名的“亂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1939)一片中之男主

角克拉克蓋博(Clark Gable，1901-1960))一書中，講一位出生

於 1848 年的奇普斯(本來姓 Chipping，學生調皮，私下以

Chips(碎片)稱之，不過 chipping 亦有碎片之意)，於 1870-1913

年間，在布魯克菲爾德學校(Brookfield School，為一虛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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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男子公立寄宿中學)任教 40 多年的故事。他教些什麼？

希臘文及拉丁文！且看起來是必修，讓不少學生頭痛不已。 

人一旦資深之後，便常有機會上台。這位古典語文教

師，在台上致詞時，常以拉丁語說些俏皮話，總能引起在場

師生的哄堂大笑，顯然大部分的師生能聽得懂。書中說此校

最多也僅是二流學校中之佼佼者。換句話說，直到 20 世紀

初，在英國，希臘文及拉丁文，是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人，

通常都學過的。 

進入 20 世紀後，拉丁文的學習，在美國的大學裡，仍

佔一席之地。在近期小說“女孩之城＂(City of Girls，2019，

伊莉莎白吉兒伯特(Elizabeth Gilbert，1969-)著，楊沐希(2020)

為中譯本)中，1940 年代，女主角就讀美國“七姊妹學院＂

(Seven Sisters，美國東北部 7 所私立女子文理學院所組成，

其中兩所後來改制為男女皆收 )中的瓦薩學院 (Vassar 

College，在紐約洲波啟浦夕(Poughkeepsie)，1969 年起實行

男女合校)，大一便要上拉丁文了。 

已進入 21 世紀的今日，不表拉丁文在學校已完全不重

要了。在也是近期小說“正常人＂(Normal People，2018，莎

莉魯尼(Sally Rooney，1991-)著，李靜宜(2006)為中譯本)中，

2013 年愛爾蘭的三一學院 (Trinity College，正式名稱為

College of the Holy and Undivided Trinity of Queen Elizabeth 

near Dublin(都柏林附近伊莉莎白女王神聖和不可分割的三

一學院)，成立於 1592 年，為愛爾蘭最古老的大學)，學生於

獲得獎學金後，在宣誓典禮中，必須穿長袍，唸拉丁文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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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學金者，每晚可到學校宴會廳，享用免費提供的晚餐，

餐前大家會站起來唸祈禱文。以什麼語言？拉丁文！ 

亨利八世為了要廢掉王后與與羅馬教宗鬧翻。基督教深

深影響歐洲人民的生活，與基督教關係密切的“聖經＂，是

以什麼文寫的？ 

“聖經＂分“舊約＂及“新約＂。“舊約＂大抵可說是

以色人的歷史及傳說，原本是分開的一卷一卷，由不同的作

者，在不同的時代完成。約自西元前 7 百多年起，開始有人

編訂，且集結成冊。西元前 586 年，以色列人被巴比倫人俘

擄，以色列亡國了。之後波斯帝國滅了巴比倫帝國，波斯人

對各不同的宗教，採較寬容的態度。約在西元前 458 年，經

學家以斯拉(Ezra)，帶領約 1 千 5 百名在巴比倫的以色列流

亡者，回到家鄉耶路撒冷。他們不但重建聖殿，並開始重新

編訂“舊約＂。全書大致是用以色列人的文字，即希伯來文

所寫，不過其中有一小部分，如“但以理書＂(Daniel)中的若

干章節，由於是在被俘擄時期寫的，遂使用當地的亞蘭文

(Aramaic)。整本“舊約＂，約始作於西元前 1440 年，直到

西元前 400 年，才完成最後一卷。對以色列人來說，他們並

不稱“舊約＂，而稱“希伯來聖經＂。至於“新約＂，乃屬

基督教徒所信，信猶太教的以色列人並不接受，是以希臘文

所寫。 

西元前 4 世紀，希臘的亞歷山大帝國興起，征服了地中

海地區，並大力推行希臘文化，於是希臘語文為地中海一帶

的通行語文。散居在各處的以色列，也逐漸習慣使用希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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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希伯來文對他們來說，反而生疏了。約在西元前 3 世紀，

為免“聖經＂在以色列人中失傳，有 72 位學者(以色列的 12

支派，每支派有 6 位代表)，於埃及的亞歷山大，分數次將希

伯來文的“舊約＂翻譯成希臘文，此即“七十士譯本＂

(Septuagint，或以羅馬數字 LXX 表示)。在“新約＂裡，耶

穌與其門徒，在講道或書信中，常提到“經上說＂(As the 

Scripture says)，其中的“經＂，乃指“舊約＂(當時自然並無

“新約＂)，便是出自希臘文的“七十士譯本＂，與今日通行

之“舊約＂，文字有所不同。現代中文譯本的“舊約＂，“七

十士譯本＂乃翻譯時一重要的參考。 

“新約＂之寫作，乃於西元 1 世紀，因而以以色列人當

時使用之希臘文書寫。不過，如前所述，以色列人並未接受

“新約＂。 

羅馬帝國興起後，官方語言拉丁語文，成為歐洲及地中

海地區的通行語文。5 世紀時，學者耶柔米(Jerome，約

340-420)等人完成“聖經＂的拉丁文譯本。這是一般所知的

“武加大＂(Vulgate，原意為“通俗的＂)拉丁文標準譯本，

又名“拉丁通俗譯本＂。8 世紀以後，此譯本得到普遍的承

認。1546 年的特倫托大公會議(Council of Trent，天主教會於

1545-1563 年間，在義大利北部的特倫托(Trent)與波隆那

(Bologna)召開)，更將此譯本批准為權威譯本。現代天主教主

要的聖經版本，都源自於此拉丁文版本。羅馬帝國於 5 世紀

後衰弱，卻未終止拉丁文的國際語言地位，反讓拉丁文的重

要性日益提高，並成為學術及外交上的共同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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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馬帝國自認承續希臘文化，宮廷愛講希臘語。4 世紀

後，羅馬帝國的皇帝信仰基督教，拉丁語文遂成為教會的語

文。這些因素，再加上不少古作品，是希臘文或拉丁文。於

是這兩種語文，成為歐洲菁英份子，有很長一段時間，幾乎

必會的語文。 

在英格蘭，1066 年，法蘭西的諾曼第人入侵，導致英文

的使用受到壓抑，通用語文成為法語，或者較精準地說，為

“英式法語＂(Anglo-French，有如後來的美式英文)。尤其宮

廷及政府各部門，更普遍使用法語(或說英式法語)。甚至由

於有好幾百年，英格蘭王后幾乎都是法蘭西人，生下的王子

及公主，其“母語＂，自然為法語。因而宮廷中法語通行，

乃理所當然。 

其實法語的通行，在中世紀時，並不僅在英格蘭。當時

在西歐，法蘭西算是歷史較悠久的國家。再加上法蘭西家大

業大，國富民強，使其文化及語言，都居強勢的地位。法蘭

西的宮廷，其優雅、高貴及品味，為當時歐洲各國宮廷的仿

效對象。法蘭西的大學，也被視為不論在教育及學術，都是

最優越的。因而更鞏固法蘭西在文化方面的領先地位，說法

語遂成為一種時尚，各國菁英份子普遍能講法語。義大利著

名哲學家布魯內托拉丁尼(Brunetto Latini，約 1220-1294，據

傳是但丁的老師)，他便有本書是用法文寫的。他說有兩個理

由，首先寫作時他人剛好在法蘭西；其次是因“法文乃最讓

人感到舒服，也最為人知的語言。＂ 

“聖經＂既然在那麼久之前，便已翻譯成拉丁文，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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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也應早早便有英文版？ 

 

54 

“當上帝開始說英文＂(In the Beginning: The Story of 

the King James Bible and How It Changed a Nation, a 

Language, and a Culture，2002，阿利斯特麥格拉斯(McGrath，

Alister E.，1953-)著，張曌菲(2002)為中譯本)一書，相當詳

盡地說明，英文版“聖經＂究竟是如何誕生的？有人可能以

為，早在西元前 3 世紀，就有由希伯來文譯成希臘文的“舊

約＂，即“七十士譯本＂，5 世紀時，整本“聖經＂就已有

拉丁文的“武加大譯本＂，因而將“聖經＂譯成英文，豈會

有何困難？雖然如此，倒還真是困難重重。 

前述書中指出，至 14 世紀初期，英格蘭的社會菁英，

普遍使用的語文，為法文及拉丁文。(天主)教會以拉丁語文

為主要的語文，使用“聖經＂的版本為拉丁文。要引用經

文，就以拉丁語唸。不會拉丁語的，則用法語唸。事實上，

一直到 20 世紀，教會使用拉丁語文，仍相當普遍，因在長

達 1 千多年中，拉丁語文為教會的官方語文。在“教宗史＂

一書中說，1965 年後，教會已經改頭換面，對許多天主教徒

而言，欣慰教會不再故步自封，終於與時俱進了。只是對也

為數不少的天主教徒來說，他們痛恨這種現象，以為教會是

在自毀長城，感嘆他們熟悉且備受鍾愛的拉丁文消失了。這

些對拉丁文忠貞者認為，拉丁文除了本質優美，還曾是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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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用文，由於世界上每個國家的彌撒完全一樣，因此不論

旅遊者到任何地方，去望彌撒時，都會感到相當親切。如今

信徒到國外參加彌撒時，便經常不得不聽他們所不懂的當地

語言。 

任何一項變革，總有人喜歡，有人不喜歡。但由此可看

出，拉丁語文在天主教會的通行，至少到 20 世紀中葉。 

雖往昔英格蘭人崇尚說法語，但直到 13 世紀，在英格

蘭所說的法語，其實是較接近諾曼第地區的一種方言，使用

法語者，或許自己有優越感。但當時諾曼第不論在政治或文

化的影響力，其實皆已衰退，法蘭西的政治文化重心，已移

轉至巴黎。巴黎地區的法語，才被認為純正。到了 14 世紀，

英格蘭人所說已日益“本土化＂的法語，屢為法蘭西高層社

群譏笑。了解這種狀況後，有能力的英格蘭仕紳家庭，不少

便將子女送至巴黎“留學＂，接受上流文化教育。 

大約到 14 世紀，於充分受到其他語言的薰陶後，英文

才完整地發展成現代形式的語言。但在當時，仍屢被視為農

民的語言，只能用來處理較粗俗且基本的事物。諸如外交、

法律、哲學及宗教等，這類細緻、巧妙，且複雜的思想，乃

無法以英文這種“野蠻的＂語文來充分表達。因而在當時，

若想將“聖經＂由原本高貴又古老的拉丁文，翻譯成英文，

會被視為是件無意義，且褻瀆“聖經＂的行為。 

15 世紀，亨利五世在位期間(1413-1422)，是英格蘭人開

始不再羞於使用英文的轉捩點。在 1415 年的“阿金庫爾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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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英格蘭大敗法蘭西，導致法文在英格蘭也吃敗仗。亨

利五世開始用英文寫信，而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民間機

構也開始仿效，如倫敦釀酒商業公會，約在 1442 年，通過

此後棄法文而使用英文來進行交易。總之，打勝仗時激起全

國上下使用英文的信心，打敗仗時，則更痛恨使用法文。英

法百年戰爭(1337-1453)後，英格蘭人更普遍視法文為敵人的

語文。在莎士比亞劇作中，約於 1591 年完成的“亨利六世

第二部＂裡，也藉傑克凱德(Jack Cade，亨利六世在位時，於

1450 年 6 月曾在肯特郡西南部領導叛變，7 月 12 日失敗後

被殺)一角之口中說出，“他會說法語，所以他是個叛徒＂(He 

can speak French; and therefore he is a traitor)。 

與法蘭西的百年戰爭，促使英格蘭全民認同英文，英語

成了國語，不再只是下層社會所使用。文法學校逐漸取消法

文為必修，並著重英文教育。之後隨著英格蘭國力日漸強

盛，對英文的認同感愈深。這種感受，在 16 世紀下半葉，

伊莉莎白一世女王時代，達到頂峰。而這肇因於 1588 年，

英格蘭海軍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建立起英國人的民族自

信心。那段時期的詩人、劇作家及學者，也將英文推向當時

歐洲各種語言中的主流地位。到了詹姆士一世，“欽定譯

本＂(Authorized Version，又稱“詹姆士王譯本＂(King James 

Version)，或“詹姆士王聖經＂(King James Bible))，即詹姆

士一世聖經英譯本，於 1611 年出版，不僅是宗教，也是文學

史上的經典作品。被許多學者視為“英文散文體中最卓越的

成就＂，能與之比擬的，僅有“莎士比亞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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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466 年，“聖經＂的德文版便出版了，法文版則

出現於 1500 年，都是從拉丁文公認的文本翻譯。但當時在

英格蘭，依 1408 年的“牛津憲法＂(Constitution of Oxford)，

不論將整本或部分“聖經＂翻譯成英文，都屬於違法的行

為。為什麼是違法？ 

在英格蘭，自 14 世紀末至 15 世紀初，“聖經＂從“創

世紀＂(Genesis)起，有不少記載，都頗具啟發性，因此常被

拿來當戲劇演出。這點教會並不反對，認為對信仰不無幫

助。雖然當時教堂禮拜、“聖經＂朗讀，及牧師講道，仍使

用一般人難以理解的拉丁文，但“聖經＂故事表演時，卻以

英語，甚至以地區的方言發音，以方便觀賞者吸收。那為什

麼“聖經＂不能有英文版，只能以拉丁文呈現？因教會堅決

反對英文版“聖經＂出現！有沒有什麼堅不可摧的理由？

沒有! 

英格蘭的教會之所以反對“聖經＂英文化，最早的理

由，是英文缺乏嚴謹的文法結構，無法表達“聖經＂中深奧

又細緻的概念。只是當英語的結構愈來愈嚴謹，甚至成為

“國語＂後，教會仍抗拒讓“上帝說英文＂。當政府及民間

的各行各業，都已經普遍使用英文了，教會卻仍自成一天

地。不少神職人員對此也頗感困惑，在日常生活中，英語可

通行無阻，何以在教會裡，卻只能使用拉丁文？況且有辦法

一直抗拒下去嗎？另一方面，有些精通拉丁文的知識分子發

現，其實不少基層神職人員，對拉丁文的掌握能力，根本很

有限。“民可使由之不可使知之＂，他們認為這才是教會阻



 322

礙英格蘭人民，以自己的語言閱讀“聖經＂之主因。 

在英格蘭，當英文愈來愈被普遍使用時，守著拉丁文保

壘的，並不僅只有教會，還有學術界。如劍橋及牛津，這兩

所古老的大學，仍執著地以拉丁文為學術交流的正式語言。

當然這現象並不侷限在英格蘭。如在巴黎大學附近，便形成

著名的拉丁區。當時學術圈慣用拉丁文來書寫及溝通(有如今

日的英文)，即使到了 17 世紀，牛津大學圖書館的典藏裡，

也才約有 1%的書為英文。你可以說這是學術界的傲慢，但

主要原因是拉丁文為當時歐洲學術界，唯一的共同語文，而

學術成果總希望能跟更多同行分享及相互切磋，遂大多採用

拉丁文來寫作。 

起源於 14 世紀義大利的文藝復興，為歐洲文化帶來極

大的創造力及活力。我思故我在，文藝復興又帶動了 16 世

紀的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出生於神聖羅馬帝國

薩克森(Sachsen)領地艾斯萊本(Eisleben，在今日德國中部)的

馬丁路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為宗教改革運動中，

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1506 年 4 月，羅馬教宗儒略二世，為羅馬的聖彼得大教

堂(Saint Peter’s Basilica)舉行奠基典禮。原本於 4 世紀時興建

的舊教堂，早已不堪使用。包括米開朗基羅及拉斐爾在內的

藝術家，都投入教堂的重建工作，直到 1626 年 11 月完工。

這座可能是天主教最大的教堂，從一開始，便知工程費用將

是無底洞，如何取得穩定的財源？高智商的教廷神職人員，

便想出販賣贖罪券的募款策略，並開放得到特許的專業“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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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者＂(pardoner)販賣，有如代理商。 

1517 年，傳道人若望特次勒(Johann Tetzel，1465-1519)

來到威登堡(Wittenberg)。他是一位很成功的推銷者，廣告詞

極易打動人心。例如，“當棺材裡的金子一響，獲救的靈魂

湧向天堂(As soon as the gold in the casket rings, the rescued 

soul to heaven springs)，像幅對聯般。贖罪券也可為親人買，

“看！你的母親正在煉獄的火中受折磨，她這樣受苦正因為

你的不孝，只要 10 分硬幣就能拯救她。＂想到在煉獄中受

苦的母親，不少人趕緊掏錢為她買張贖罪券。天下有比賣贖

罪券，更容易賺錢的行業嗎？ 

馬丁路德自 1512 年起，便在威登堡大學(University of 

Wittenberg)擔位聖經學研究的教授。他對教會販賣贖罪券相

當不滿，教宗(個人)那麼有錢，要蓋教堂，怎不自己出點錢，

卻向窮信徒斂財？而對他們的廣告詞“金庫中的硬幣一

響，煉獄中的靈魂就躍起＂(As soon as the coin in the coffer 

rings, the soul from purgatory springs)，他認為這根本違反“聖

經＂的意旨。在“羅馬書＂(Romans)的第 10 章第 9-13 節，

“你若口裡認耶穌為主，心裡信神叫他從死裡復活，就必得

救。因為人心裡相信，就可以稱義；口裡承認，就可以得救。

經上說；｀凡信他的人，必不至於羞愧。＇猶太人和希臘人

並沒有分別；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切求告他的

人。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依據“聖經＂，若要得救，信神是個充分條件，而且只

做這件事便足夠，豈需花錢？教會怎可帶頭販賣贖罪券，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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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某些人去販賣？上下交征利，贖罪券遂成為當時一極有

效的斂財工具。印刷術的發明，使贖罪券易於大量且快速地

印刷及販賣，財源也就更滾滾來。1517 年 10 月 31 日，馬丁

路德將 95 條反對贖罪券的論點，即“九十五條論綱＂

(Ninety-five Theses)，張貼在威登堡的諸聖堂 (All Saints 

Church，俗稱城堡教堂)的門上。起先沒產生太大的影響，後

來他明白，由於他的公告是用拉丁文寫的，並非一般人民所

能看得懂。於改成後德文版後，很快地遍傳整個德國。引起

廣泛注意後，各種語文的版本，便迅即傳播到整個歐洲。宗

教改革活動，遂不限學術界，而成為一全民運動。星星之火

可以燎原，宗教改革就是肇因於教會贖販賣罪券的斂財。 

之後馬丁路德又提出另一訴求，即一般人民應有自己閱

讀及解釋“聖經＂的權利。宗教是個人對基督的信仰，因此

宜能更貼近每個人的生活經驗。為什麼識字的人民，只能上

教堂，才能滿足宗教上的需求？為什麼信眾只能仰賴教會替

他們詮釋“聖經＂，而不能自行閱讀“聖經＂、自己理解內

容，並判斷教會的教義及實踐，與“聖經＂上的教誨是否相

符？ 

 

55 

至 16 世紀初，在歐洲各國流通的“聖經＂，皆為拉丁

文，但這並非人人都懂的語文，僅有少數人能自行閱讀。而

且絕大部分的基督徒，家裡都沒有“聖經＂，只能到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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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那裡，讓神職人員告訴你，“聖經＂中說些什麼。馬丁

路德對此現象相當不以為然。他認為，如果一般市井小民，

也可自行閱讀“聖經＂，就能判斷教會的教義正確與否。這

樣一來，教會便不能再隨意解經了。對於推動宗教改革，提

供一般人都能看得懂之“聖經＂，讓信徒能自行親近上帝，

他以為乃當務之急。如此將使民眾能評斷教會，進而提升教

會運作的品質。 

改革？千年來高高在上的教會，自以為一切言行均代表

上帝的教會，視此為莫大的威脅，全力壓制。1520 年 6 月，

最高層羅馬教宗也出手了，他譴責馬丁路德，要求他收回各

種有關宗教改革的主張，否則將宣告他為異端。馬丁路德不

予理會，並著手將“聖經＂翻譯成德文，他覺得此工作太重

要，不能假手他人。 

當時翻譯“聖經＂，要熟知希伯來文、希臘文及拉丁

文，拉丁文是因得參考既有的拉丁文版本。希臘文與拉丁文

不是問題，馬丁路德為此自修希伯來文。雖是大工程，但在

馬丁路德筆耕不輟下，1522 年 9 月，直接由希臘原文翻譯的

“新約＂完成了，並交給威登堡的出版商漢斯路弗特(Hans 

Luft，1495-1584，有“聖經印刷商＂(the Bible Printer)之稱)

出版。此舉在歐洲宗教史為一重要的里程碑，對推動在德國

的宗教改革，也有極大的助益。隔年夏天，“舊約＂的“摩

西五經＂(Pentateuch，即“舊約＂之前 5 卷)，也由馬丁路德

翻譯成德文，交給同一出版商。1534 年，長篇累牘的“舊約＂

翻譯完成了，不過這非馬丁路德一人之功，有合作者。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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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德文譯本，至此昂然問世了。之後 40 年，漢斯

路弗特發行的德文版“聖經＂，累積超過 10 萬冊。 

羅馬教廷對馬丁路德雖百般壓制，但並不成功，因當時

日耳曼分成許多小王國，各王國獨立自主。馬丁路德所在的

薩克森，其領主為腓特烈三世(Frederick III，1463-1525)，有

“智者腓特烈＂(Frederick the Wise)之稱，其博學多才在當時

是有名的。1519 年，神聖羅馬帝國的皇帝馬克西米利安一世

(Maximilian I，1459-1519)去世後，選帝侯(共有 7 位)公推由

腓特烈三世(他亦是選帝侯)繼承帝位。但他推讓，因他體會

到，面對奧圖曼帝國(1453 年滅了東羅馬帝國)日益增強的威

脅，神聖羅馬帝國需要由一位強而有力的君主來領導，他支

持西班牙國王卡洛斯一世(亨利八世的凱瑟琳王后之外甥)。

在經過賄賂及恐嚇等手段後，卡洛斯一世終於如願當選為皇

帝，即查理五世。可能從那時起，腓特烈三世便得到“智者

腓特烈＂之外號。能夠不被權勢大位所誘惑，自然是智者。

但腓特烈三世最廣為人知的，倒還不見得是其才智過人，而

是他對馬丁路德之迴護。 

終其一生，腓特烈三世都是羅馬天主教徒。他並不想與

教廷起衝突，但也不認為有必要壓制馬丁路德。他與馬丁路

德幾乎不曾有過個人的接觸，之所以支持馬丁路德，並非宗

教信仰的原因。而是他認為在他領地內的任何臣民，均該受

到法律的保護，及公正的審判。因法律既然訂出來，就該遵

守，而馬丁路德只不過是發表個人對教會的意見，並未違反

任何法律，他不覺得有何不可。在腓特烈三世的守護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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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路德順利發表各種見解，民眾亦逐漸接受其主張。至 1525

年，馬丁路德已普遍被視為西歐宗教改革運動的領導人。他

主要有兩個觀點。首先，教會並不理解“新約＂的基本精

神，即救贖是上帝賜予世人的禮物，並非須付出代價，才能

獲得的報酬。其次，教會改革與重建的成功，乃基於能將“聖

經＂交到一般信徒的手上。 

德文“聖經＂的出版，讓歐洲各國關注宗教改革者欽羨

不已。他們也都希望，能有自己母語的“聖經＂。英格蘭呢？

在歐洲各國中，常能開風氣之先的英格蘭，眼見德文“聖

經＂出版了，對英文版“聖經＂，可有何行動？ 

當時牛津與劍橋兩所大學，有夠多的希伯來文與希臘文

學者。但他們對“聖經＂英文化並無興趣，拉丁文是長久以

來，所公認的學術語言，這樣就夠了。書籍若連庶民也看得

懂，那根本就是褻瀆學術，畢竟讀一本書能獲得的樂趣，與

其容易閱讀的程度成反比。英格蘭學者威廉丁道爾(William 

Tyndale，1494-1536)則獨排眾議，他相當關注“聖經＂的英

文翻譯。丁道爾曾先後在牛津及劍橋大學待過，他對牛津大

學的神學氣氛不太滿意，因那裡對亞里斯多德(Aristotle，西

元前 384-322)之重視，超過對“聖經＂的關注。牛津大學對

“聖經＂的翻譯，也不感興趣。事實上，牛津學者對其他書

的態度也一樣。當時凡與學術相關的，包括同事間的交談，

全用拉丁文，包括書籍在內。而既然已經有拉丁文版，想看

的人，便該懂拉丁文。是人去迎合書，而非書去迎合人。那

英文何用？當跟校園裡的僕役談話時，英文便能派上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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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 

牛津與劍橋的學者，雖能讀到馬丁路德的見解，但他們

對其將“聖經＂翻譯成德文，這種庶民主義，相當不屑。丁

道爾完全不苟同他們的高傲態度。再加上當時英格蘭，對於

翻譯“聖經＂的環境，極不友善。道不同乘桴浮於海，丁道

爾遂前往德國，想從馬丁路德身上，學習“聖經＂的翻譯技

巧。雖無證據顯示丁道爾曾到達威登堡，但馬丁路德的譯

本，他總是可以參考。1524 年 7 月至 1525 年間，丁道爾進

行翻譯工作，並於 1525 年 8 月，來到日耳曼的科隆(Cologne，

中世紀時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教會、藝術及知識中心)定居。史

上第一本直接譯自希臘文的英文“新約＂完成後，交當地印

刷廠印製。在遇到一些波折後，於 1526 年，在沃姆斯(Worms，

位於萊茵河西岸之一古城)出版。這是英文版“聖經＂發展史

上，一重要的里程碑。 

丁道爾希望他能以“恰當的英文＂翻譯出“新約＂的

內容。什麼意思？這引起不同的解讀。是指從文學作品的角

度嗎？事實上，他的意思較可能是指“使用正確的英文＂。

也就是翻譯時，正確性為他的最高目標。他盼能捕捉到“聖

經＂真正的意義，並用清楚且精準的英文來表示。這個理想

原本是對的，因信雅達難道不該是翻譯時的最高圭臬嗎？只

是這便涉及對“聖經＂的詮釋，保守的英格蘭天主教會，視

此為一大威脅。 

丁道爾的“新約＂譯本，與希臘原文較一致，因而容易

被接受，遂產生極大的影響力。那個時代，即使印刷術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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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一般家庭中，根本不會有什麼書。如今英文“新約＂出

版了，遂成為不少英格蘭中上家庭的第一本書。人們藉著丁

道爾的譯本，學習自我閱讀“新約＂，並了解基督教之教

義。有些原本目不識丁者，也藉此學習識字。丁道爾的用詞

簡潔精鍊，接近日常英語會話的風格。他引進的許多字彙及

片語，後來都在英文中普遍使用。他創出的字彙，包括耶和

華(Jehovah)、逾越節(Passover)、代罪羔羊(scapegoat)，及贖

罪(atonement)等。他創出的片語，包括社會中堅(the salt of the 

earth)、一意孤行者(a law unto themselves)、掌權者(the powers 

that be)，及我兄弟的看守人(my brother’s keeper)。此份曠世

譯本，深深影響日後“聖經＂的各種譯本。 

歷經被朋友出賣，及稿件被沒收等各種干擾，丁道爾不

改其志。1526 年 2 月起，他的“新約＂譯本，開始在倫敦公

開販售，隨即廣為流傳。英文“聖經＂，已成一擋不住的趨

勢。英格蘭政府當局，或認可丁道爾的版本，或出一自己滿

意的版本，總該做個抉擇了。豈料他們立即的反應，卻是封

殺丁道爾的譯本。1526 年 10 月 24 日，倫敦地區的主教庫斯

伯特湯斯鐸(Cuthbert Tunstall，1474-1559)，對此書發佈禁書

令。他在一場佈道中，反對“聖經＂的英文翻譯，並宣稱已

找到丁道爾版中的兩千個翻譯錯誤。那何不趁機推出一本更

好的譯本？沒有，他在教區內全力蒐集丁道爾的譯本，公開

焚書。原來焚書不只中國才有過。附帶一提，這位湯斯鐸主

教，曾被當時荷蘭的大學者伊拉斯謨，在其一本著作中大力

讚揚。看來乃因他只焚書不焚人，所以被歸入宗教溫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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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焚歸焚，其實根本禁不了。1530 年 1 月，從歐洲大陸

走私進來，丁道爾譯的“摩西五經＂，也開始在英格蘭巿面

上出現，依然是強而有力的口語化風格。1534 年，在生命的

晚期，丁道爾推出“新約＂譯本之修訂版，大約修改 5 千處，

大幅改進翻譯的品質。 

2002 年，BBC 票選的 1 百個最偉大的英國人中，丁道

爾排名高居第 26，可見今日英國人極為肯定他翻譯“聖經＂

之成就。雖去世後 4 百多年，獲此殊榮，但他生前的結局卻

一點都不好。丁道爾的英文“新約＂，乃匿名出版，但後來

仍被發現他是譯者。不求聞達於諸侯，一直致力於“舊約＂

翻譯的丁道爾，欲求苟全性命於亂世卻不可得。1535 年 5 月，

在布魯塞爾(Brussels，那時為一天主教中心)郊外的菲爾福德

(Vilvoorde)城堡，他被捕入獄。但這倒不是英格蘭政府所為。

亨利八世的重臣湯瑪斯克倫威爾發出嚴正抗議，天主教會卻

不予理睬。坐了 1 年多的牢後，1536 年 10 月，丁道爾被判

處異端罪(heresy)，並被處以絞刑(strangulation)。絞死還不

夠，他的屍體且在火刑柱上焚燒，慘烈地成為宗教衝突下的

犧牲者，雖然他不過從事翻譯工作而已。死前他祈禱，“主

啊！求你打開英格蘭國王的眼睛。＂這個願望後來實現了。 

由丁道爾的命運顯示，在 16 世紀上半葉，“聖經＂的

翻譯，不僅是項學術挑戰，對自身安危也是高風險。而顢頇

的天主教會，雖剷除丁道爾，但“聖經＂的英譯工作已開啟

了，教會豈圍堵的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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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正如孫中山(1866-1925)先生所說，“世界潮流的趨勢，

好比長江、黃河的流水一樣，水流的方向或者有許多曲折，

向北流或向南流的，但是流到最後一定是向東的，無論是怎

麼樣都阻止不住的。＂英文“聖經＂的出版也一樣，已是大

勢所趨，阻止不住了。 

在丁道爾尚未被天主教教會逮捕前，1534 年 12 月，英

格蘭就有些神職人員，向亨利八世請願，請他指派“良善且

具學術素養＂者，將“聖經＂譯成英文，以做為人民的行為

準則。換句話說，雖神職人員，曾大肆抨擊丁道爾的翻譯，

但他們終究識時務，知道該妥協了，願意接受官方版，即獲

得欽定(或說獲欽定核可，即得到官方(或者國王)核定)的英文

“聖經＂。 

為什麼須欽定？一方面是原本的希伯來文及希臘文，如

何以恰當的英文來表示？可由譯者自由發揮嗎？如希臘原

文“me genoito＂，字面上之意義，可有不同的說法，如“讓

事情不得如此＂(let it not be so)，或“希望事情不是這樣＂

(may it not be)，甚至如某牛津大學的學生戲譯之“打死也不

可以＂(not bloody likely)。無論如何，原文似無“神＂的含

意。但丁道爾將之翻譯為“神是反對的＂(God forbid)。由

me genoito 至 God forbid，兩字對兩字，雖頗有巧思，卻難免

令人疑惑。另外，當時的翻譯本常有邊註，那是翻譯者對“聖

經＂之補充詮釋。此部分常讓神職人員難以接受，擔心可能

將閱讀者，引導至激進的新教思想。因而他們渴望有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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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的“欽定版＂。 

第一部完整的英文“聖經＂，出現於 1535 年，署名邁

爾斯科弗代爾(Myles Coverdale，1488-1569)。不過嚴格講，

他並非全靠自己從原文翻譯，而是整合已有之丁道爾的英文

版、拉丁文“武加大譯本＂、另一拉丁文譯本，及德文版等

譯本。雖然無原創性，但畢竟英文版“聖經＂誕生了。 

上述科弗代爾的第一部英文版“聖經＂，甚得亨利八世

的第二任王后安妮之喜愛，因而也引起他的重視。能因此獲

得欽定嗎？隨著安妮王后的失寵及被處死，亨利八世對此譯

本也失去了興趣。1537 年，“馬太聖經＂(Matthew Bible)出

版。此英文“聖經＂以“馬太＂名之，乃因署名湯瑪斯馬太

(Thomas Matthew)，這是曾擔任丁道爾助理的約翰羅傑斯

(John Rogers，約 1505-1555)之筆名。他部分參考科弗代爾的

譯本，並大量參考丁道爾的翻譯，後者有不少已完成，但尚

未付梓的稿子。以筆名出版，可能是為了安全。不過英格蘭

那時對將“聖經＂英文化者，已不再視為洪水猛獸了。逐漸

地，英格蘭對英文版“聖經＂的需求，呼聲愈來愈大。鑑於

局勢多變，為免將來被清算鬥爭，畢竟沒人想要被絞死或焚

燒，各地教會紛紛要求，盡速發行政府核准(即欽定)的版本。 

此外還有幾個“聖經＂英譯本，如在克倫威爾之要求

下，科弗代爾重新修改“馬太聖經＂，足以觸犯眾怒的邊註

都拿掉了，且儘量使具影響力的教會人士滿意。於是 1539

年，日後被稱為“大聖經＂(The Great Bible)英譯本出現了。

這是第一本受官方認可的英文“聖經＂，也很快便成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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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受歡迎的英譯本。此版本可說是丁道爾版，及科弗代

爾先前的版本之混和。但丁道爾版中較敏感的字詞，皆被刪

除或更換。 

伊莉莎白一世統治期間，有一影響深遠的英文版“聖

經＂，那就是 1560 年在日內瓦所刊印的版本，稱做“日內

瓦聖經＂(The Geneva Bible，又稱“日內瓦譯本＂)。這是歷

來最重要的“聖經＂英文譯本之一，但內容很多也是依據丁

道爾的譯本，當然也有參考不同語言的譯本，並附上註解。

一 般 認 為 此 譯 本 ， 主 要 出 自 威 廉 惠 廷 翰 (William 

Whittingham，1524-1579)，但亦得到安東尼吉爾比(Anthony 

Gilby，1510-1585)，及湯瑪斯山普森(Thomas Sampson，

1517-1589)等人之助。 

“日內瓦聖經＂的文字更生動有力(more forceful and 

vigorous)，因此極受讀者青睞。美國神學家克萊蘭德博伊德

邁克菲(Cleland Boyd McAfee，1866-1944)相當推崇此版本，

說“它以卓越的能力將｀聖經＇帶離田野＂(It drove the 

Great Bible off the field by sheer power of excellence)。莎士比

亞的作品中，許多“聖經＂典故的出處，就是“日內瓦聖

經＂。1620 年，乘坐五月花號(Mayflower)，從英格蘭普利茅

斯(Plymouth)出發，前往北美的清教徒(puritan)，他們所攜帶

的“聖經＂，也幾乎都是“日內瓦聖經＂。 

“日內瓦聖經＂還有更大的榮耀。1611 年，英格蘭國王

詹姆斯一世下令翻譯的英文“聖經＂出版了，稱為“欽定版

聖經＂(Authorized Version，縮寫為 AV，又稱“詹姆士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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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King James Version，縮寫為 KJV)，或“詹姆士王聖經＂

(King James Bible，縮寫為 KJB))，其前言裡所引用的“聖

經＂經文，便取自“日內瓦聖經＂，而非其他更新的譯本。

17 世紀，當“欽定版聖經＂企圖建立其地位時，它面對的阻

礙，乃“日內瓦聖經＂始終受歡迎。 

附帶一提，亨利八世雖成立英國國教會(新教)，由於他

並沒什麼理念，所以舊教(天主教)的結構仍保留。即神職人

員的禮袍與主教職位不變，只是採取一套新教的基本教條。

因而新教的宗教儀式，仍與舊教接近，神職人員也都穿得富

麗堂皇。但新教中的清教徒，對改革的呼聲更加強烈。他們

要求新教教會，清除內部舊有的制度，及諸多繁瑣的儀式。

他們認為崇拜的過程，簡潔純淨即可，那些徒具形式的禮

儀，皆應省略掉。如此便有更多時間進行講道、唱讚美詩，

及相互溝通。他們提倡嚴謹且清貧的生活，要求建立“純

潔＂的教會。彷彿追求“六根清淨＂，清教徒之名因此而

來。他們認為每個人都可以直接與上帝交流，不需經由神職

人員，反對教會的專橫、腐敗、奢華，及繁文縟節等。簡言

之，他們追求簡單、實在，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 

1558 年伊莉莎白一世登基後，她期待宗教和平，但她很

快便發現自己陷入宗教紛爭中。許多在歐洲各地流亡的新教

徒，於獲悉他們痛恨的瑪麗一世駕崩後，紛紛返回英格蘭，

希望推動使英格蘭成為一更徹底的新教國家。只是英格蘭的

天主教會，在瑪麗一世在位時，享有極高的地位，豈會輕易

放棄所擁有的特權？雙方劍拔弩張，隨時可能爆發嚴重的宗



 

 335

教鬥爭，甚至招致如法蘭西及西班牙等，虎視眈眈的天主教

國家入侵。伊莉莎白一世決定找到一平衡點，使新教及舊教

信徒都能接受。於是她頒佈“伊莉莎白宗教決議案＂，企圖

壓制歧見。只是歧見依舊存在，且嚴重性與日俱增。 

伊莉莎白一世認為不要在意瑣碎小事，但不少她以為可

忽略的小事，卻常成為關鍵的爭執點。例如，清教徒對穿著

禮袍的規定，一直相當不滿。伊莉莎白一世規定神職人員，

在教會的禮拜儀式中，都須著禮袍(像白色法衣)，與宗教改

革前的服裝類似。對伊莉莎白一世而言，這一點都不重要，

且可化解天主教徒之疑慮。但那些返國的流亡者，完全無法

接受。他們視此舉為羅馬天主教教義的象徵，將使英格蘭的

新教，有如復辟的羅馬天主教，且使英格蘭回到昔日的迷信

與偶像崇拜。 

清教徒對使用“公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也很反對，那是 1549 年寫成，為英格蘭教會的禮文書，之

後有幾次修訂。“公禱書＂中的要求，很多也令清教徒受不

了，認為與“聖經＂的教義不符。例如，在聖餐儀式中，須

跪著領受聖餐，或者在受洗時，須畫十字記號等。另外，羅

馬教宗以上帝在世上的代理人自居，清教徒視此為極度荒

謬，因而他們也無法接受英格蘭君主為教會的最高領袖，否

則英王豈不也成為上帝在世上的代理人？ 

即使因教會高明的措施(大主教畢竟都很有政治手腕)，

使激進的新教團體受到壓抑，但在神學領域，清教徒的理論

基礎卻日漸穩因，論述也愈來愈精緻。到了伊莉莎白一世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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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後期，英格蘭最嚴重的宗教紛爭，已非新教與舊教的對

抗。交戰雙方，成為新教的兩大教派，聖公會(Anglicanism)

及清教(Puritanism)。聖公會支持教會與君主間的緊密關係，

並認同英格蘭君主為教會的最高領袖，“公禱書＂他們也接

受。坎特伯里大主教約翰惠特吉夫 (John Whitgift ，

1530-1604，1583-1604 年在位)，經常極力為這些措施辯護。

由於聖公會是英格蘭國教，他且主張英格蘭人的國家認同之

持續，惟有透過英格蘭國教才行。清教徒自然完全不這樣

想，他們追求教會更徹底的改革。他們已沒興趣與那位保皇

黨的坎特伯里大主教溝通，而是向當時宗教改革的聖地日內

瓦尋求指引，“日內瓦聖經＂也因此成為他們所推崇，及心

靈之寄託。 

清教徒一直希望英格蘭能完全棄絕羅馬天主教的氣息

(他們視為遺骸)，但顯然伊莉莎白一世不願意。於是他們開

始將盼望寄託在英格蘭的下一任君主上。偏偏伊莉莎白一世

的統治長達 45 年，他們只能痛苦地等待。另一方面，聖公

會支持者則擔心伊莉莎白一世崩殂後，局勢將大變。 

 

57 

說起來，清教徒的主張，不過是一種對信仰的態度、傾

向及價值觀之選擇。在新教徒中，此族群應屬信仰最虔敬，

且生活最聖潔者。但敢去批判高高在上的教會，下場怎可能

會好？清教徒不但受到英格蘭政府的嚴厲鎮壓，也受到新教



 

 337

教會的殘酷迫害。兩相夾擊，無可奈何下，有些清教徒毅然

決然地渡海遷往荷蘭避難。只是寄人籬下的日子難過，且仍

無法擺脫宗教迫害。更令他們難以忍受的是，遠在異國他

鄉，孩童無法受到英格蘭式的教育。最後，他們選擇渡過一

更大的海─大西洋，航向北美洲新大陸，開闢屬於自己理想

的新天地。 

在五月花號之前，一艘從荷蘭阿姆斯特丹(Amsterdam)

出航，載著新教徒，準備前往北美的船隻，遭遇海難，全船

130 人，皆葬身海底。宗教迫使人們平白付出生命，這種事

件，過去幾千年來，從未停止。在“海奧華預言：第九級星

球的九日旅程，奇幻不思議的真實見聞＂ (Thiaoouba 

Prophecy: A True Report as Witnessed by the Author，米歇戴斯

馬克特(Michel Desmarquet)著，1997 年出版，張嘉怡(2020)

為中譯本)一書中提到，“地球上真正的危險，按｀重要性＇

排列依次是：金錢第一、政客第二、記者和毒品第三、宗教

第四，和它們相比，核武器的危險，根本不值一提。＂顯示

核武器雖恐怖，但在某些人的眼中，其危險性遠遠不如宗

教。若以歷來死亡人數來說，的確是對的。 

“日內瓦聖經＂，這部極具影響力的英文版“聖經＂，

為何會產生自以法語為主要語言的日內瓦？我們已說過，日

內瓦當時為宗教改革之模範區，有“新教的羅馬＂之稱。在

亨利八世的女兒瑪麗一世在位(1553-1558)時，英格蘭逃避她

宗教迫害的新教徒，即所謂“瑪麗女王的流亡者＂，其中有

極高比例，避難至日內瓦。他們雖身在海外，卻為建立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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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成為新教國家而努力，出版書籍便是一有效之宣傳工具。

他們完成的書籍主要有兩大類。第一類是拉丁文作品，閱讀

對象是歐洲的精菁份子，闡述英格蘭宗教改革的理想，共出

版約 40 部。第二類是英文作品，以走私回英格蘭，供英格

蘭國內受壓迫的新教徒徒閱讀為主，共出版約 120 部。 

日內瓦之“瑪麗女王的流亡者＂，所寫出最重要的一部

作品，為幾個人共同完成的英譯本“聖經＂，日後便被稱為

“日內瓦聖經＂。此譯本的成功，促使幾十年後，詹姆斯一

世決定發行一本新的英文“聖經＂。1604 年，他表達對“日

內瓦聖經＂之嚴重關切，說這是他所知最差的英文本。事實

上，從 1560 年出版，已風行四十餘年的譯本，怎有可能是

最差？由此可見，連神明都敢騙的政治人物，的確是不少。

其實他真正的不滿，是針對譯本中的邊註，而非譯文本身。

他認為那些譯者所加的邊註，“非常片面、不實、煽動，而

且也含有太多危險且叛亂的私見＂ (very partial, untrue, 

seditious, and savouring too much of dangerous and traitorous 

conceits)。只是既然提到“私見＂，這便可能也是他的私見。 

當一本又一本的英文譯本的“聖經＂陸續出版，閱讀者

眾之後，大多數人逐漸理解，“聖經＂並不僅是翻譯而已，

還需要補充解釋(即附上邊註)，以了解“聖經＂本文裡隱藏

的含意。而不同譯本之詮釋，有可能差異不小。“日內瓦聖

經＂顯然符合極多人的需求。雖然英格蘭的教會想降低其影

響力，例如，禁止它在英格蘭印製，只能由日內瓦進口。但

銷售量仍亮麗無比。而由於譯文優美，令人愛不釋手，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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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坎特伯里大主教約翰惠特吉夫，便曾在與清教徒爭辯

時，不自覺地引用“日內瓦聖經＂，而非教會拼命鼓吹英格

蘭民眾閱讀的其他版本。到了 1600 年，“日內瓦聖經＂已

成英格蘭新教徒，閱讀英文版“聖經＂之主要選擇。 

脫離羅馬教廷之管轄，成為一新教國家，已使英格蘭國

民引以為榮，尤其在 1588 年，擊敗天主教國家西班牙的無

敵艦隊後，更是如此。而“日內瓦聖經＂中隱含的神學思

維，與英格蘭一般新教徒之想法相當吻合，因而他們視此為

國家的聖書，人手一冊，心滿意足。於是莎士比亞在其劇作

中，所引用的經文，也出自“日內瓦聖經＂，而非其他教會

認可的版本，也就不足為奇了。而他的戲劇，是伊莉莎白一

世女王及貴族們，都極愛觀賞。16 世紀末，蘇格蘭亦有一群

人推動宗教改革，他們也傾向接受“日內瓦聖經＂。 

1603 年，蘇格蘭國王詹姆斯六世繼承伊莉莎白一世，成

為英格蘭君主詹姆斯一世。由於他來自當時具狂熱新教信仰

的蘇格蘭，因此英格蘭不少清教徒，一廂情願地相信，那將

是英格蘭能進行更激進宗教改革的大好時機，且“日內瓦聖

經＂將更為普及，最終可能促使新國王承認此版本。甚至

“日內瓦聖經＂可能會被更名為“詹姆斯譯本＂。清教徒愈

想愈興奮，可惜這位新國王志不在此。 

詹姆斯一世先前統治蘇格蘭時，那裡的宗教主流，就是

日內瓦的新教思想。只是他一點都不喜歡長老教派

(Presbyterianism，是新教喀爾文宗的一個流派，源自 16 世紀

的蘇格蘭宗教改革)，因長老教派是沒有主教的，而他深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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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權威，須靠主教這套階級嚴密的系統來支持。如今來到

英格蘭，詹姆斯一世豈會想在此新環境，提倡眾生平等的清

教思想？對長老制度他更是深惡痛絕。至於對聖公會的教會

組織，他倒是很欣賞，因主教制度仍維持。對他君王至上的

心態，毫不知情之英格蘭清教徒，如大旱望雲霓般地盼到詹

姆斯一世登基，以為這是個跟他們同心的君主。過了好一段

時間才認清，詹姆斯一世看似尊重他們的意見，其實是假

的。他根本在用各種手段，以排除清教徒的威脅。而除厭惡

長老教派外，連清教徒奉為寶典的聖經版本，詹姆斯一世也

一併厭惡。那一個版本？不必說，當然是“日內瓦聖經＂。 

在伊莉莎白一世在位期間，“日內瓦聖經＂之地位及影

響力，已遠超越其他版本的“聖經＂。但在 1604 年 1 月，

詹姆斯一世卻清楚表現出對此版本強烈的厭惡感，原因其實

不難理解。“日內瓦聖經＂的邊註，挑戰詹姆斯一世一向深

信不疑的“君權神授＂之概念。 

例如，在“聖經＂“但以理書＂(Daniel)的第 6 章第 22

節，“我的神差遣使者封住獅子的口，叫獅子不傷我；因我

在神面前(1)無辜，我在王面前也沒有行過(2)虧損的事。＂邊

註(1)：在我被指控的事件中，我的公正理由與正直不阿都受

到神的贊同。邊註(2)：他為了遵從神的旨意，而違背了王錯

誤的命令，因此他並未對王造成傷害，因為王不應下達任何

為神所不容的命令。 

當王的命令，與神的旨意相違背時，聽誰的？邊註指

出，此時王的命令就不必遵從了。這樣的註解，其含意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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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懂？清教徒滿意極了，但詹姆斯一世對此深惡痛絕。他認

為君主是得到神的授權，以治理世上的國家，因此人民不論

在任何情況下，都必須遵從君主的命令。但“日內瓦聖經＂

的邊註，卻一再傳遞，暴君或昏君的命令，皆不必遵從。甚

至，在有些邊註裡，指出君主絕對沒有權力傷害神的子民，

且若有這種君主，便應被推翻。 

由於“日內瓦聖經＂裡完全否認有“君權神授＂這回

事，因而詹姆斯一世視此為最差的英文譯本。只是當他登基

時，不論銷售量或評價，“日內瓦聖經＂均遠超越其他英譯

本。有什麼方法能摧毀它的領導地位呢？他開始思索。 

1604 年，詹姆斯一世召集漢普敦御前會議(The Hampton 

Court Conference，在漢普敦宮(Hampton Court Palace)舉行)，

目的是“為了改革教會事務中的某些弊端＂。此會議乃由清

教徒呈給詹姆士的“千人呈請書＂(Millenary Petition)所引起

的。而雖有 4 位清教徒受邀，但並非清教徒團體所推派，詹

姆斯一世與他的顧問，仔細挑選較溫和的清教徒，來當會議

代表，真是用心良苦。詹姆斯一世本就對清教徒企圖激烈的

改革很反感，再加上聖公會代表毫不退讓，其中又有幾位極

擅長辯論，結果每個討論的議題，最後的結論，幾乎都是維

持現狀。這樣的一面倒，詹姆斯一世也不樂見。身為國王，

他希望能扮演調停者的角色，完全沒為他的清教徒子民做些

什麼，他覺得也不太好。後來有清教徒代表提出，希望能有

一部權威版本的“聖經＂，並可在教會中宣讀。聖公會代表

仍表反對，他們說，若要迎合每個人的見解，要翻譯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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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詹姆斯一世得到靈感了。 

清教徒提出此案，因認為若建議讓“日內瓦聖經＂，成

為教會中唯一使用的“聖經＂版本，應不會獲得同意。但若

要求有被核准的版本，則不管那些版本被核准，“日內瓦聖

經＂應不會被排除，這樣他們便能合法且公開使用“日內瓦

聖經＂了。豈料詹姆斯一世立即同意，他原本顧慮清教徒一

無所獲，如今解套了。他宣稱到目前為止，他尚未見到一部

品質良好的英文“聖經＂而且“日內瓦聖經＂是最糟的。這

意思是要重新翻譯，那不是曠日廢時嗎？他當然知道，但有

什麼關係？拖愈久愈好，就當做望梅止渴，至少會有很長一

段時間清教徒不會吵了，他的耳根便可清淨了。 

58 

牛津及劍橋兩所大學裡，均有為數不少的希伯來文及希

臘文專家，詹姆斯一世指定其中幾位最博學的學者，參與英

文版“聖經＂之翻譯工作。並規定須對完整的“聖經＂翻

譯，其內容應與希伯來及希臘原文相符合，且譯文中不得有

任何邊註。翻譯完成後，將經由主教及教會中的首席學者審

核，並上呈給議會，最後由國王欽定。欽定後交付印刷，然

後在所有英國國教會的禮拜儀式中使用。 

本身信仰新教的詹姆斯一世，希望他在位期間，能使英

格蘭完全成為一新教國家。原本他可能只是敷衍清教徒，後

來卻真心支持出版一本所有人皆能接受的“聖經＂。因他認

為可藉這本“聖經＂，在凝聚國家的認同上，發揮強大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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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力，因而能對抗羅馬天主教。要知由於新教的興起，過去

幾十年，天主教在歐洲大陸一些國家，聲勢略微受挫，此時

卻又開始上揚。英格蘭新教徒的領袖認為，此新版“聖經＂

推出後，將使英格蘭成為新教國家的中流砥柱。而在國王主

導下翻譯“聖經＂，將更強化國王做為人民的政治及精神領

袖之象徵。這樣的國王、“聖經＂及教會三合一，對英格蘭

人民的團結，將會有極大助益。“聖經＂的新譯本，可說承

載英格蘭各界許多不同的期待。 

倫敦教區主教理查班克羅夫 (Richard Bancroft ，

1544-1610，1604-1610 年任坎特伯里大主教)，他對抨擊清

教運動，向來不遺餘力。在漢普敦御前會議中，他更扮演聖

公會代表團的領導人，自始至終對清教代表的訴求反對到

底。原本他對“聖經＂的新譯本，亦持保留態度。之後卻成

為其強力支持者。原因是聖公會在漢普敦御前會議中大獲全

勝，結果比他預期的好太多，所以他也願稍作讓步。另一原

因是，他看出在選擇翻譯者時，有主導權才是關鍵。與其繼

續貶低“日內瓦聖經＂的權威性，不如重造一個他能影響的

官方譯本。而以他的身分地位，他對新譯本，絕對有能力影

響。他甚至可訂出翻譯規則，以確保譯本與英國國教會當權

派的宗教觀點一致。他還可負責把關最後定稿前的審核，這

樣保證萬無一失。 

理查班克羅夫還另有盤算，能當到主教都相當具政治頭

腦。他看出詹姆斯一世打算放行新譯本，他相信他若搶先支

持，將讓國王對他另眼相看。坎特伯里大主教約翰惠特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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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當時已臥病，時日不多，繼位者不外是由現任主教中指

派，他必須顯示出勇於任事，且對國王絕對忠誠，才較可能

接位。漢普敦御前會議後不久，1604 年 2 日 29 日，約翰惠

特吉夫辭世。理查班克羅夫積極尋訪“聖經＂的翻譯者，又

因翻譯將是一冗長且艱鉅的工作，他寫信給英國國教會的各

主教，以確保參與翻譯者，在工作期間，能獲得所屬教會的

財務支援。當年 11 月，他便不再需要為“聖經＂新譯本那些

瑣碎的事勞累了，因他如願被任命為坎特伯里大主教。 

參與翻譯工作的成員，約有 47-51 位，各方記載略有出

入，可能是因翻譯期間有人過世，或有人臨時加入。翻譯並

非從零開始，可參考已有的版本，畢竟那時已有數個英譯本

的“聖經＂。這便是西方常講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

句話因牛頓(Isaac Newton，1642-1727)曾於 1675年說過，“如

果我看得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而出名。但其

實早在 12 世紀，英格蘭的作家索爾茲伯里的約翰(John of 

Salisbury，1120-1180)，於 1159 年，便在他的一本著作上寫

著，“沙特爾的伯納德，曾經將我們比做棲息在巨人肩膀上

的侏儒。他指出我們看到的，之所以比我們的前輩更多更

遠，不是因為我們擁有較佳的視力，也非我們更高，而是因

為我們被舉高，將他們巨大的身材加給我們＂(Bernard of 

Chartres used to compare us to dwarfs perche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He pointed out that we see more and farther than our 

predecessors, not because we have keener vision or greater 

height, but because we are lifted up and borne aloft on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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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gantic stature)。 

換句話說，“聖經＂的英文化，是幾十年來，一代又一

代的學者，接力賽完成的。從個人冒著生命的危險，偷偷摸

摸地翻譯，到最後由國王下令，約 50 個人分工合作，可看

出轉變之大。1611 年，“欽定版聖經＂終於印刷完成了。剛

推出的頭幾十年，此版“聖經＂飽受強烈的批評，新教徒及

天主教徒，意見都很多，沒太多人喜歡。但後來的發展是，

它贏得普遍的尊敬，而且根本不是靠王室欽定這塊招牌。正

如 19 世紀著名的“新約＂學者威斯科特 (Brooke Foss 

Westcott，1825-1901)，他於 1868 年給出如下的評論。 

從 17 世紀中葉起，“欽定版聖經＂便成為所

有英語國家，所公認的“聖經＂版本。而原因只是

由於它乃最好的。此譯本體現了將近 1 世紀以來，

持續努力才獲得的豐碩結果。它的重要性及權威

性，乃因本身的特點，受到廣大的基督徒之肯定，

而非一紙統治者的敕令。 

阿爾伯特斯坦伯羅庫克 (Albert Stanburrough Cook，

1853-1927)，這位曾任教於美國耶魯大學(Yale University)英

語語言及文學(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多年的著名學

者，曾評論，“沒有任何一本其他的書，能如同“聖經＂一

般，對英國人的心靈及語言，產生如此大的滲透影響力。對

英國人而言，“聖經＂就有如荷馬(Homer)之於希臘人，及可

蘭經(Al-Quran)對阿拉伯人那麼重要。＂就英文版“聖經＂

在形塑與發展現代英語的影響力來看，此講法應少有人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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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直到今日，“欽定版聖經＂的高度文學性，仍屢受到讚

美。但有趣的是，“欽定版聖經＂能具有卓越的文學性，正

是因在翻譯過程中，刻意選擇避免過度文學性的結果。今日

對翻譯講究“信雅達＂，但在 17 世紀的英格蘭，可能倒沒

注重“雅＂。優美的文字，並不被視為優良的翻譯標準。但

所謂引領風騷，“欽定版聖經＂的文學價值，逐漸被推崇了。 

時至今日，“欽定版聖經＂與莎士比亞的作品，大致被

公認是對現代英語發展，最具影響力的兩部作品。但參與

“欽定版聖經＂之翻譯的學者們，在翻譯過程中，其實並未

太在意文學或語言方面，他們應只著重在學術翻譯的正確

性。也就是盡全力找到合適的英文字彙或片語，來對應原本

的希伯來文或希臘文等。最優先考慮的，是譯文是否精準對

應原文，而非擇定的語詞優美與否，文字的雕琢，在當時絕

非重點。其後“欽定版聖經＂在文學上的成就，包括在散文

與詩體，在文學上的高水準，乃無心插柳下的結果。要知文

學作品文字上之優美，常是意外得到，而非寫作時刻意追

求。當然作者若具高度的文學素養，即便並非刻意，其用字

遣詞會是優美的可能性，仍的確較大。事實上，在 16、17

世紀時的英格蘭，並無“聖經＂是文學作品之概念。精確度

才是判定譯文優劣之最高準則。 

 

59 

我們之前曾數度提到薩利克法，在此來略加討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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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它究竟是什麼呢？西羅馬帝國滅亡後，法蘭克王國興

起，活躍於 5 至 9 世紀。其掌控的領土，與已被滅之羅馬帝

國，在西歐的領土大致相同，為當時西歐一大國。法蘭克王

國之奠基者克洛維一世(Clovis I，約 466-511)，在西元 500

年左右，編寫了一部大陸法典(civic law code)。由於此法典，

乃源自於克洛維一世所屬的薩利克部族(Salian Franks，亦稱

Salians)裡，通行的各種習慣法，因而得名薩利克法。薩利克

法主要是一部刑法典和程序法典，其中除列舉各種刑罰之應

科罰金，及行政罰之應處罰鍰外，也包括一些民法的法令，

如女性後裔不得繼承土地的條款。在 6 世紀下半葉，薩利克

法對女性繼承做了些修正，如死者若無子嗣，則土地可由其

女兒繼承等。 

君主制國家，每隔一段時間，總會面臨王位繼承問題。

薩利克法中有關女性繼承權的規定，隨著法蘭克王國的分

裂，以及與他國聯姻，被歐洲不少國家所接收。不過女性對

繼承土地順序較低的規定，在有些國家，逐漸演變為對女性

繼承權的完全剝奪。牽一髮而動全身，此對中世紀和近代的

歐洲歷史，產生很大的影響。如在西班牙，因旁系男性，對

直系女性繼承權的挑戰，曾數度引起戰爭。英法百年戰爭之

起因，也與女性未獲王位繼承權有關。英格蘭自 16 世紀起，

女性擔任君主已開放了，且經過幾任女王，並未出什麼問

題。所以土地及王位，不傳給女性，完全是一以男性為主的

概念，主要是保障男性自家的權益。 

威廉四世(William IV，1765-1837，1830-1837 年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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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大不列顛及愛爾蘭聯合王國＂的國王(1801-1922，可

簡短地稱聯合王國，或英國)，以及漢諾瓦王國(Kingdom of 

Hanover，漢諾瓦(亦譯漢諾威)為今日德國西北部下薩克森邦

(Niedersachsen)的首府)的國王。1837 年他去世時，因未留下

合法子女(非婚生子女倒是不少)，故由其已過世四弟之獨生

女繼承英國王位，即維多利亞女王(生平可參考“維多利亞女

王＂(Queen Victoria，1921)，立頓史特拉奇(Lytton Strachey，

1880-1932)著，馮智嬌(2019)為中譯本)。至於漢諾瓦王國，

由於實行薩利克法，禁止女性繼承王位，故其王位，由下一

順位繼承人，威廉四世的五弟恩斯特奧古斯特一世(Ernst 

August I，1771-1851，1837-1851 年在位)繼承。結束了自 1714

年起，123 年的聯合王國與漢諾瓦王國的共主邦聯(Personal 

union)。歐洲各國王室，親戚關係之普遍，由此可見。 

事實上，漢諾瓦原本是神聖羅馬帝國下的一公國

(principality)，自 1708 年起，被提升為選侯國(electorate，為

神聖羅馬帝國的第 9 個選侯國)。選侯國的諸侯，稱為選帝侯

(Prince-elector，簡稱 Elector)，擁有選舉羅馬人的皇帝及神聖

羅馬帝國的皇帝之權力。又自 1814 年 10 月起，漢諾瓦才成

為一王國。 

那 1837 年後，英國與漢諾瓦王國，是否就此永遠分開

了？本來並非完全沒有再度組成共主邦聯的可能，因維多利

亞女王上任後，恩斯特奧古斯特一世為當時英國王位的推定

繼承人。但在 1840 年 11 月 21 日，維多利亞女王的大女兒出

生，他推定繼承人的地位，便立即被取代了。而且維多利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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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王生養眾多，倖存的有 5 女 4 男，王位的繼承順序都在恩

斯特奧古斯特一世之前。1851 年，恩斯特奧古斯特一世去

世，漢諾瓦王國的王位，由他兒子格奧爾格五世(Georg V，

1819-1878)接任，自此兩國就漸行漸遠了。 

這麼說英國是否損失了漢諾瓦王國？也不盡然。由於特

殊的繼承規定，123 年前，英國憑空得到漢諾瓦，如今不過

是因另一特殊的繼承規定(女性不得繼承)，英國交出漢諾

瓦。底下我們來看英國是如何得到漢諾瓦？歐洲的王位繼承

及財產繼承，有時就是憑空而降。就如愛的迫降，不見得有

什麼大道理。 

喬治(George，1660-1727)出生於漢諾瓦，他父親恩斯特

奧古斯都(Ernest Augustus，1629-1698，1692-1698 年在位)，

是漢諾瓦選帝侯，母親普法爾茨的索菲 (Sophia of the 

Palatinate，又稱漢諾瓦的索菲，1630-1714)，為英格蘭國王

詹姆士一世(就是那位接伊莉莎白一世王位者)的外孫女。

1698 年，其父逝世後，他繼位為漢諾瓦選帝侯。1701 年，

英國政府為避免天主教徒繼承王位，頒布“1701 年王位繼承

法＂(Act of Settlement 1701)，他母親索菲亦列名英國王位繼

承人，卻於 1714 年 6 月 8 日逝世。當年 8 月 1 日，英國安

妮女王駕崩，但沒留下子女。在喬治之前，其實有 56 位血

緣關係比他較近者，但由於皆為天主教徒，因而都被排除繼

承王位的資格。喬治雖排名僅第 57，卻身為血緣和安妮女王

最接近的新教信徒，遂繼承英國的王位，稱喬治一世(George 

I，1714-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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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英國漢諾瓦王朝(House of Hanover，1714-1901)的

第一任君王，登基時已 54 歲。他是第一位以德語為母語的

英國君主。由於他英語一點都不流利，很難參與國事。英國

的內閣制度的雛形，便在他執政時期產生。他任命一位內閣

首相，主持內閣會議。這是英國首相制度的開端。 

所以真實的情況，應是漢諾瓦憑空得到英國：漢諾瓦於

1714 年“吃下＂英國！但英國畢竟較大，久後很自然變成比

較像是漢諾瓦依附英國。到了 1837 年，由於漢諾瓦遵守薩

利克法，英國遂“吐出＂漢諾瓦了。 

從 1066 年起，英國就已多次接受從法國來的國王。到

了 1714 年，英國亦能接受從(今日)德國一小公國來的遠房王

親(王室血脈排名第 57)擔任國王。但在此將近 4 百年前，1328

年，法國卻不願最近親(王室血脈排名第 1)的英國愛德華三世

來擔任法王。兩相對照，英國人對王位由誰繼承的心態，顯

然相當開放。當然要說狹隘亦可，因排斥天主教徒繼承王位。 

喬治一世可能有很多時間待在漢諾瓦，畢竟到英國的路

途相當遙遠。1727 年，他在漢諾瓦駕崩，也葬在漢諾瓦。他

死後王位由兒子喬治二世(George II，1683-1760，1727-1760

年在位)繼承。喬治二世一生熱愛軍事，多次親自在戰場指揮

與作戰。他是英國史上，最後一位曾“御駕親征＂的君主。

1760 年，喬治二世因心臟病猝死，由於長子已於 1751 年逝

世，遂由他孫子喬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1760-1820

在位)繼承王位。他在位 59 年餘，是英國自諾曼底王朝以來，

歷來在位第三長的君主。喬治三世為漢諾瓦王朝的第三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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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是首位以英語為母語的漢諾威王朝君主。事實上，他從

未到訪過漢諾瓦。喬治三世傳位給兒子喬治四世(George 

IV，1762-1830，1820-1830 年在位)。1830 年，喬治四世駕

崩後，由於他的獨生女已於 1817 年死於難產，而他的二弟

也於 1827 年逝世，王位遂由他的三弟繼位，即威廉四世。

威廉四世之後就是他姪女(四弟的女兒)維多利亞女王，而漢

諾瓦的王位，則由他五弟繼承。 

有關女性君主，尚有些值得補充。今日鄰近法國諾曼第

的海峽群島，仍屬英國王室。英國女王伊莉莎白二世的頭銜

是諾曼第公爵(Duke of Normandy)，是公爵，而非女公爵

(Duchess)。另外，為了迴避薩利克法的不利影響，波蘭女王

雅德維加(Jadwiga，約 1373-1399，1384-1399 年在位)，於

1384 年繼承波蘭王位時，宣布自己為國王(king)，而非女王

(queen)。雖當時波蘭的法律，並沒有關於君主性別的規定。

目前歐洲現存君主制的國家中，唯一不允許女性繼承王位

的，是列支敦斯登王國(Liechtenstein)。此面積僅 160 平方公

里的小王國，介於瑞士與奧地利間，為世界上僅有的兩個雙

重內陸國 (doubly landlocked)之一，另一個為烏茲別克

(Uzbekistan)。所謂雙重內陸國，乃本國是內陸國家(landlocked 

country)，且周圍鄰國也均為內陸國家。支敦斯登王國，也是

世上唯一一個官方語言是德語(僅一種官方語言)，卻與德國

沒有絲毫交界的國家。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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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仇的女兒＂(The Prodigal Daughter，1982 年出版，

宋瑛堂(2019)為中譯本)，作者是英國著名作家傑佛瑞亞契

(Jeffrey Archer，1940-)。這是作者另一本書“該隱與亞伯＂

(Kane and Abel，1979 年出版，宋瑛堂(2016)為中譯本)之後

續。書中從波蘭移民到美國的亞伯(Abel)，奮鬥多年後，終

於熬出頭，擁有男爵旅館(Baron Hotels)集團，在美國及世界

各地，有許多飯店。他本身沒受過什麼正規教育，但 1938

年，他女兒芙倫婷娜(Florentyna)4 歲時，他便覺得不能讓小

孩輸在起跑點，決定為她物色一家教，且要找最好的。他在

各大報，包括英國的“泰晤士報＂(The Times)，刊登廣告後，

收到數百封應徵信。其中有封來自英國的信，引起他的注意。 

寄信日期是 1938 年 9 月 12 日，信中附有簡短的自我介

紹。應徵者現年 32 歲，為一牧師之六女，目前在一所小學

任教，並協助她父親牧師的工作。其中有如下一段： 

敝人受教於卓特咸女子學院，曾研習拉丁語、

希臘語、法語，及英語，曾為高等入學考準備，隨

後領指定獎學金，至劍橋紐南姆學院深造。大學期

間，敝人考過期末考，在現代語言優等學士學位考

當中的 3 科，全獲第一級優等獎。由於校方明定女

子不得獲頒學位，因此敝人並未取得大學學士學

位。 

信 中 提 到 的 卓 特 咸 女 子 學 院 (Cheltenham Ladies’ 

College)，成立於 1853 年，是所私立的完全中學，招收 11

至 18 歲的女生。紐南姆學院(Newnham College)則是劍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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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第二個女子學院，成立於 1871 年。參加考試，且成績

相當優異，為何卻拿不到學位？因女生非正式學生！那是個

女生只能旁聽、選修學分，或隨班附讀，最後只能拿到修課

證明，或成績單的時代。女子與男子同樣付出，卻無法獲頒

學位，學校怎會想出這種不合理的規定？沒辦法，那是個千

萬不能小看男生想像力的時代。 

2018 年 2 月 6 日，英國慶祝女性獲得(議會選舉)投票權

1 百週年，首相梅伊(Theresa Mary May，1956-)發表談話。

她強調“過去一個多世紀，英國女性爭取男女平等參政、享

有同等選舉投票權，勝利來之不易，過程充滿痛苦與跌宕。＂ 

所謂選舉權(Suffrage，有時也稱參政權)，除了選舉時的

投票權外，也包括成為候選人的權利，後者又稱被選舉權

(candidate eligibility)，或參選權。投票權與參選權，這兩項

政治權利，若同時擁有，便稱具有完全選舉權(full suffrage)。

至於女性選舉權(Women’s suffrage，或 Woman suffrage，又稱

女性參政權)，乃指女性擁有選舉權。英國人很早就能接受女

性統治，也曾連續有兩位女王，即瑪麗一世與伊莉莎白一

世。兩人為同父(亨利八世)異母的姐妹。但女性的投票權，

卻很晚才有。 

從 19 世紀末開始，英國婦女，積極爭取選舉權。電影

“女權之聲：無懼年代＂(Suffragette，2015)，便是講 1912

那一年，英國婦女爭取選舉權的故事。沒什麼天賦人權，權

力得靠爭取。爭取的過程自然很辛苦，遭警方逮捕，甚至坐

牢，乃稀鬆平常。而丈夫往往難以支持妻子從事抗爭活動，



 354

因而來自家庭的壓力，甚至失去孩子之苦，都得承受。終於

在 1918 年 2 月 6 日，英國選舉法修訂案通過，女性也能投

票了。 

男性就此退讓了？沒那麼好的事！猶之與人也，出納之

吝謂之有司。女性投票這個門，雖打開了，但一點都不乾脆，

仍設下若干門檻。即婦女須 30 歲以上，有一定的財產或大

學畢業，才有議會選舉的投票權(還不具完全選舉權，因尚不

能參選)。換句話說，女性即使滿 30 歲，若沒錢且非大學畢

業，便不能投票。這樣那有多少婦女能投票呢？劍橋大學畢

業的女生，就很了不起嗎？在男性眼中並不。有獨立判斷的

能力嗎？男性認為沒有。女性 18 歲(維多利亞女王)可以當君

主，但要滿 30 歲，才有可能投票。至於男性，只要滿 21 歲，

便能投票，沒有其他資格限制。女性明顯仍受到歧視。所以，

1918 年所通過的，其實並非“男女平等參政＂，梅伊將它講

得太美好了。一方面女性仍未有參選權，另一方面，投票權

較男性限制嚴苛。要再過 10 年，直到 1928 年，除了仍須 30

歲以上，其餘額外加在女性的投票限制，才都取消。不過到

了 1969 年，18 歲以上的國民，便皆享有平等的投票權。 

附帶一提，劍橋大學雖成立很早(1209 年)，卻非那麼輕

易為女生開門。亦即教育雖重要，但限男生。至 1869 年，

於成立後經過 660 年，才有專收女生的哥頓學院(Girton 

College，是英格蘭第一所寄宿制女子學院)。之後，劍橋陸續

又設置幾個女子學院。像前述紐南姆學院，便是第二個成立

的女子學院。劍橋的女學生，起初只能修課，後來能參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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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拿到成績證明。但要到 1948 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 3 年，女生才跟男生相同，能獲得學位(degree)。有沒有什

麼道理，之前不能給女生學位？完全看不出來。今天劍橋大

學，每年大學部收的新生中，女生約接近一半：2015、2016，

及 2017 年，分別為 48.1%、48.3%，及 47.8%。不過就整個

英國而言，大學部新生中，女生較男生多了將近 3 萬人，約

多 1/3。 

英國賦予女性(不完全的)選舉權，一點都不算早。對這

日不落國，當時有幾個遙遠的海外殖民地，都走在其宗主國

前面。紐西蘭(New Zealand，1947 年獨立)，1893 年便通過

“公民普選權＂(universal suffrage)，成年婦女自此擁有選舉

權，比英國早了 25 年。1895 年，南澳大利亞(South Australia)

賦予女性完全的選舉權。西澳大利亞(Western Australia)則於

1899 年，通過女性投票權。1901 年，原有的 6 個英屬殖民

地，組成澳大利亞聯邦(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通稱澳

洲，1931 年獨立)。隔年，1902 年，便通過女性享有完全選

舉權。不但比英國早了 16 年，且有參選權。不過澳大利亞

的原住民，要再過 60 年，直到 1962 年，才有投票權。愛爾

蘭(Republic of Ireland)自 1801 年起，成為英國的一部分，因

而自 1918 年起，婦女的投票權與英國其他地區一樣。但 1922

年，於脫離英國(北愛爾蘭仍留著)後，男女便立即享有平等

的投票權，比英國快了 6 年。至於英國婦女的參選權，仍得

慢慢等，遲至 1944 年才取得。自此，英國女性也能經由參

選，踏進國會。至今英國已有兩位女首相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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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來看宗教方面。英國國教直到 1994 年，才開放

女性可擔任教區牧師。而自 2005 年起，教會便屢屢爭論女

性究竟能不能擔任主教。可以當牧師，何以不能當主教？沒

辦法，現實就是這樣。終於在 2014 年 11 月，通過女性可擔

任主教。隨即於 2015 年 1 月，利比萊恩(Libby Lane，1966-)

成為英國國教首位女性主教。2015 年 7 月，瑞秋特雷維克

(Rachel Treweek，1963-)成為英國國教首位女性教區主教

(diocesan bishop，地方教會的最高領導者)。她極力主張包

容，她有句名言，“上帝不該被視為男性。上帝就是上帝＂

(God is not to be seen as male. God is God.)。2019 年 11 月，羅

莎哈德森-威爾金(Rose Hudson-Wilkin，1961-)成為英國首位

黑人女主教。 

英國女性可說直到近代，擔任神職人員的能力，才較不

受歧視。那“聖經＂裡怎麼說，有排斥女性神職人員嗎？在

羅馬書(Romans)的 16 章第 1-2 節，“我對你們舉薦我們的姊

妹非比，她是堅革哩教會中的女執事。請你們為主接待她，

合乎聖徒的體統。她在何事上要你們幫助，你們就幫助她，

因她素來幫助許多人，也幫助了我(I commend to you our 

sister Phoebe, a servant of the church in Cenchrea. I ask you to 

receive her in the Lord in a way worthy of saints and to give her 

any help she may need from you, for she has been a great help to 

many people, including me)，其中堅革哩(Cenchrea)座落於今

日希臘的薩羅尼克灣(Saronic Gulf，又譯薩龍灣，是科林斯

(Corinth)東部之一港口)。這是一封推薦信，乃保羅寫信介紹

非比給羅馬的教會當女執事(deaco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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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為教會工作，屬於神的僕人(servant)。如在羅馬書

的第 1 章第 1 節，“耶穌基督的僕人保羅，奉召為使徒，特

派傳神的福音(Paul, a servant of Christ Jesus, called to be an 

apostle and set apart for the gospel of God)。保羅亦自稱耶穌基

督的“僕人＂(Servant)。保羅活躍於 1 世紀基督教的創始時

代，顯然那時教會可以有女執事。但不知自那一時代起，就

不行了。反正一定是男性搞的鬼。 

最後來看法國與美國，這兩個跟英國關係密切的國家之

女性參政權，以為比較。先看歷史上曾與英國長期爭鬥的法

國。1848 年，法國很自豪地成為第一個賦予男性普選權的國

家。但法國婦女要到 1944 年，才有此權利，比英國的 1928

年慢多了。 

那美國呢？在美國憲法裡，原本將選舉資格，交給各州

自行認定。但直到 1910 年代，多數的州，仍剝奪女性的選

舉權。19 世紀中葉起，婦女團體開始爭取女性選舉權。但

1870 年通過的“美國憲法第十五修正案＂ (Fifteenth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共有兩款。其中第一款為“合眾國公民的投票權，

不得因種族、膚色或曾被強迫服勞役而被合眾國或任何一州

加以剝奪和限制＂The right of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vote shall not be denied or abridg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r by 

any State on account of race, color, or previous condition of 

servitude)。居然只禁止種族歧視，而未禁止性別歧視！ 

比英國晚兩年，經過幾十年漫長的爭取，終於在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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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 通 過 “ 美 國 憲 法 第 十 九 條 修 正 案 ＂ (Nine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內容仍是短短

的兩款，其中第一款為“合眾國或任何一州，不得因性別而

否認或剝奪合眾國公民的選舉權。國會有權以適當立法實施

本條規定。＂(The right of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vote 

shall not be denied or abridg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r by any 

State on account of sex.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 to enforce 

this article by appropriate legislation.)自此，禁止任何美國公

民，因性別因素被剝奪選舉權。注意！只是不得因“性別因

素＂被剝奪選舉權，並未說不得因別的因素來剝奪。男生不

見得細心，但在立法維護其權益時，思慮是很縝密的。 

一直到 1965 年的選舉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

才“禁止以任何基於種族與膚色的標準或程序否認或剝奪

投票權＂。隔年(1966)，在哈珀訴維吉尼亞州選舉委員會案

(Harper v. Virginia Board of Elections)，裁決各州所訂的人頭

稅(poll tax 或 head tax)，違反了美國憲法的平等保護條款

(Equal Protection Clause)，這才實際保障窮人的選舉權。美國

在平等方面的表現，絕對不值得恭維。 

 

61 

女性被(男性)認為能力不足，自然不會只限於就學、宗

教，或政治上候選人之選擇(投票權)。應該說到處都有可能。

我們舉一例來看。長久以來，古典樂壇以男性為主，女性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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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並不容易。某些樂器的首席，女性更別妄想擔任。而若

企圖成為樂團的指揮，更絕對是痴人說夢話，即使再有天分

也一樣。 

荷蘭電影“首席指揮家＂(The Conductor，2018)，乃講

美國指揮家安東尼婭布麗可(Antonia Brico，1902-1989，出

生於荷蘭)，辛苦奮鬥的故事。二十多歲時，她從紐約到歐洲，

想拜師學當指揮。為何不就近在美國學就好？女生？怎麼可

能？美國比很多歐洲國家更保守！她曾多方嘗試，但一直困

難重重，就是無人願意指導她。經人介紹，她來到德國柏林。

一位原本對美國人(尤其是美國女人)，毫無好感的名指揮

家，被她不屈不撓的意志打動，破格收她為徒。學成後在歐

洲獲得幾場指揮的機會，均相當成功。1933 年，這位已揚名

歐洲的女指揮家回到紐約。是載譽歸國嗎？沒那麼簡單。紐

約樂壇對女性的歧視，遠超過歐洲。打拼過程的艱辛可以忘

記，一旦成為指揮家，想要獲得演出的機會，是另一道關卡。

來欣賞她演出的人，較多是抱著看熱鬧，或等著看她失敗的

心理進音樂廳。這是多年前的故事，那今日呢？樂壇對女性

設下的障礙，已成為過去式了嗎？ 

英國的逍遙音樂節(The Proms，正式名稱為 Henry Wood 

Promenade Concerts，proms 為 promenade concerts 之縮寫，

中文亦稱逍遙音樂會)，首創於 1895 年，自 1927 年起，由

BBC 主辦(故亦稱 BBC Proms)。這是一年一度，在倫敦舉行

的古典音樂節，也是世界著名的音樂節之一。每年於夏天舉

行，在為期 8 星期中，每天均有節目。名為“逍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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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的觀眾，可站著觀賞演出，也可隨意走動。累了則席地

而坐，亦可躺下來，逍遙自在，只要不妨礙到別人。視場地

情況，某些場次，亦有賣座票。在這項年度音樂活動，“最

後一夜＂(Last Night)是最熱鬧，且最讓人大開眼界的。這夜

過了，就得等明年了。而若能在最後一夜，擔任樂團指揮，

乃莫大的榮譽。2013 年的“最後一夜＂，在當年 9 月 7 日舉

行。而這一夜，來自美國，巴爾的摩交響樂團(Baltimore 

Symphony Orchestra)的首席指揮(Principal conductor)瑪林阿

爾索普(Marin Alsop，1956-)，成為消遙音樂節 118 年的歷史

上，“最後一夜指揮＂(Last Night conductor)首度由女性出

任。 

由女性擔任這場備受矚目的活動之指揮，演出水準有較

往年下降嗎？顯然沒有。而一旦門戶開放後，便再也關不起

來了。僅相隔兩年，2015 年，瑪林阿爾索普再度站上“最後

一夜＂的指揮台(podium)。說起這位能攻入長久由男性固守

的地盤之女指揮，可非等閒之輩。創立於 1916 年之巴爾的

摩交響樂團，自 2007 年 9 月起，創團以來的第 12 位音樂總

監(music director)，便由瑪林阿爾索普出任。是該樂團之首位

女性音樂總監。雖她在此之前，便已曾是幾個不同交響樂團

之首席指揮及音樂總監，但這項任命，仍引起巴爾的摩交響

樂團若干演奏者之強烈抵制。在與團員懇談後，她化解他們

的疑慮。 

自從擔任音樂總監以來，瑪林阿爾索普推動一些新的措

施。又因其大膽的音樂節目設計，及高品質的錄音，使她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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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樂團，均獲得極高的評價。而她的聘約也已數度延續，

目前聘約至 2021 年。她是美國 20 餘個主要交響樂團中，第

一位女總監。只是今日全世界古典音樂的著名樂團，能扮演

重要角色的女性，可說鳳毛麟角，瑪林安阿爾索普是很少數

中的一位。有趣的是，人們很早就可以接受女君主，國家讓

女性領導，人們認為可以高枕無憂。但至今卻仍有不少人，

對樂團由女性指揮，或由女性領導，混身不自在。 

逍遙音樂節的“最後一夜＂，破天荒有女指揮，有人喜

出望外，高興見到歷史的轉變，但也有人受不了。出生於俄

羅斯的瓦西裡佩特連科 (Vasily Eduardovich Petrenko，

1976-)，目前擔任利物浦皇家愛樂樂團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 及 奧 斯 陸 愛 樂 樂 團 (Oslo 

Philharmonic Orchestra)，此二著名樂壇的首席指揮，自 2015

年起，他且是歐盟青年樂團的首席指揮(European Union 

Youth Orchestra)。在 2013 年逍遙音樂節那場備受重視的“最

後一夜＂舉行前，當年 8 月，他於挪威受訪時，說“一個美

女(cute girl)站在指揮臺上，樂團成員腦子裡想的，就不是音

樂了。＂又說“男指揮站在前面，樂隊的反應才會更好、更

專注。至於女指揮則不然。而且，女人容易分心到其他的事

情，難以全神貫注在音樂上。＂ 

這麼重量級的指揮家，卻講出如此具爭議性的話，當然

立即引起軒然風波。在成為眾矢之的後，瓦西裡佩特連科辯

解，說他只是引述家鄉俄羅斯人的觀點。只是自你的口中說

出，怎可說是別人的看法呢？由此可見，身為女性，有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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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會受到各種限制與差別待遇，或遭遇不一樣的眼光。 

其實在先進國家中，英國的女權，比起來其實並不壞。

拿一個也算先進的國家來對比。從早期韓國的一些電影或電

視劇，如李英愛(1971-)主演的“火花＂(Fireworks，2000)，

可看出韓國女權不高。而且，由近年的“82 年生的金智英＂

(Kim Ji-young，Born 1982，2016，趙南柱(Cho Nam-joo，1978-)

著，尹嘉玄(2018)為中譯本)一書，便知情況即使有改善，也

極緩慢。此書(有同名電影(2019))被譽為韓國最具代表性的女

權作品之一。書中主要是講一位 1982 年出生，相當平凡的

韓國女子金智英，自幼起，不論在家庭(包括娘家、夫家及婚

後的家)或職場，持續受到的種種因性別帶來的限制與歧視。 

書中當金智英宣佈懷孕時，男同事的反應居然是，

“哇，好好喔！那以後不就可以晚 30 分鐘上班了！＂原來

公司規定懷孕的女性員工，可以晚 30 分鐘上下班(下班也晚

30 分鐘，上班時數並未減少)。當她孩子生下後，因手腕劇

痛難熬，不得不去看醫生。醫生要她不要太常使用手腕，只

要讓手多休息，則疼痛自然會消除。金智英回答，“可是我

要照顧孩子、洗衣服、打掃家裡…，根本不可能不用到手

腕。＂那位老醫生說，“現在洗衣服有洗衣機，家裡還有吸

塵器不是嗎？現在的女人，到底有什麼好辛苦的？＂周遭的

人缺乏同理心，應是很令人難過的。在韓國，欲求男女平等，

看起來相當不容易。 

“黑箱：性暴力受害者的真實告白＂(Black Box，2017，

伊藤詩織(1989-)著，高秋雅(2019)為中譯本)一書，是日本一



 

 363

位曾被性侵的記者之告白。在日本，女性被害者報案時，幾

乎都是在男性包圍下，陳述受害經過。因日本女警的比例很

低，約只有 8.1%，瑞典則有 31%。而且整個審理的過程，對

性侵受害者(通常是女性)非常不利，對加害者卻相當保護。

書中列出聯合國之一統計表，比較 2013 年各國的性侵數。

以每 10 萬人為單位，最多的是瑞典，有 58.5 件；印度排名

68，有 2.6 件；日本則名列 87，僅 1.1 件。瑞典會這麼高的

原因之一是，以被性侵次數累積計算，如若被親屬長期性

侵，並非只算 1 次。因而數據“難看＂，卻可能正顯示該國

重視性侵案。有些國家不僅報案困難，女性報案後可能還遭

到異樣眼光，而且不但不易成案，更不易定罪，導致女性受

害者，抗拒報案。因此數據“好看＂，該國之女權，反令人

懷疑是否過低。 

最後來看各國女權的比較。世界經濟論壇(The World 

Economic Forum，縮寫為 WEF)，2018 年 12 月 17 日發佈了

“2018 年全球性別差距報告＂ (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8)。以教育、醫療、經濟，及政治等 4 個指標，追

蹤 149 個國家的性別差距狀況。其中教育方面之評比，包括

男女兩性受教育的機會，及識字率等。醫療方面之評比，包

括兩性的出生率，及平均壽命等。經濟方面之評比，包括兩

性之工作機會、薪資差距，及擔任管理階層的機會等。政治

方面之評比，包括男女擔任部長、議員，及行政主管之比例。 

報告中指出，男女最平等的國家，依序是冰島、挪威、

瑞典，及芬蘭。即居前 4 名者，均為北歐國家。歐洲國家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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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蘭(9 名)、斯洛維尼亞(Slovenia，11 名)、法國(12 名)、

丹麥(13 名)、德國(14 名)、英國(15 名)、保加利亞(18 名)、

瑞士(20 名)、立陶宛(24 名)、荷蘭(27 名)、西班牙(29 名)，

都屬名列前茅，義大利(70 名)、俄羅斯(75 名)，及希臘(78

名)落居較後。美洲表現最佳的是加拿大(16 名)。而如我們所

料，美國並不算太好(51 名)。南美洲表現最佳的是尼加拉瓜

(5 名)，非洲表現最佳的是盧安達(Rwanda，6 名)及納米比亞

(Namibia，10 名)。此外，表現佳的還有紐西蘭(7 名)，澳洲

(39 名)則只屬尚可。亞洲表現最佳的是菲律賓(8 名)，再來是

寮國(26 名)。其他蒙古(58 名)、新加坡(67 名)、泰國(73 名)、

越南(77 名)，及印尼(85 名)等普通。至於中國(103 名)、印度

(108 名)、日本(110 名)，及韓國(115 名)等，都屬不太佳者，

符合一般的認知。此報告中並未納入台灣，不過依我們所了

解的台灣現況估之，想必不會差。 

我國勞動部統計處，於民國 109年 3月 24日發布的“108

年我國兩性薪資差距＂(聯絡人楊玉如、王雅雲)一文中，指

出我國女性薪資較男性低，這是我們仍要努力的。但該文亦

指出，歷年來我國兩性平均薪資差距，較美、日、韓等國小。 

事實上，行政院性別平等處於 2020 年 1 月 3 日發布

“2020 年性別圖像＂，依據聯合國開發計畫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縮寫為 UNDP)編布的 2018

年性別不平等指數(Gender Inequality Index，縮寫為 GII)，以

生殖健康(含孕產婦死亡率(人/10 萬活嬰)，及未成年(15-19

歲)生育率 2 項指標)、賦權(含國會議員比率，及中等以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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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度占 25 歲以上人口比率 2 項指標)，及勞動市場(指標為

15 歲以上勞動力參與率)等 3 個領域之 5 項指標，衡量各國

性別平等情形。前 4 名為瑞士、丹麥、瑞典、荷蘭，我國性

別平等表現為全球第 9 名，居亞洲之冠(南韓(11 名)、新加坡

(12 名)、日本(24 名)、中國(40 名))。亞洲幾個國家在 UNDP

這分排名，較 WEF 的排名高，原因並不清楚。 

無論如何，由上述資料，顯示台灣在性別平等方面的表

現，應不是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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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會有歧視，被歧視的族群，就不可能只侷限在女

性。奴隸自然不會有什麼地位，被歧視不會令人感到意外。

奴隸制在人類社會中，歷史悠久。我國從周代起，便有奴隸

制。其餘古埃及、古巴比倫、古希臘，及古羅馬等，在世界

各地，奴隸制均其來有自。戰敗者成為戰勝者之奴隸，這是

早期很多地方之普遍作法。至 16 世紀歐洲的殖民者，將大

量的非洲黑人，販賣到歐洲及美洲等地，因來源眾多，造成

奴隸制的高峰。到了 18 世紀後葉，歐洲開始出現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指 17、18 世紀，發生於歐洲的哲學及文化

運動)的新思潮，帶來人權、自由，及平等的觀念。有識之士，

逐漸無法認同奴隸制，廢奴主義遂開始在歐洲各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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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453 年東羅馬帝國滅亡後，從歐洲往東方的路徑，

便掌握在奧圖曼帝國手中，前進東方變成困難重重。山不轉

路轉，前仆後繼具冒險犯難精神的歐洲人，便想繞過伊斯蘭

教的世界，尋找通往耶路撒冷，以及東方財富的道路。於是

從 15 到 17 世紀，便是所謂“地理大發現＂ (Age of 

Discovery，亦稱海權時代，或大航海時代)。在此期間，為了

尋找新的貿易路線，及貿易夥伴，歐洲的船隊出現在世界各

處的海洋上。在這些遠洋探索中，歐洲人發現了許多他們原

本不知的地區。 

隨著新航路的開闢，東西方間之文化、貿易交流，開始

大量增加。在諸多貿易項目中，有一項“奴隸貿易＂。即將

非洲大陸人民，視如牲畜般的買賣，運到各地當奴隸，作為

廉價勞動力。主要提供給美洲殖民地，但也包括歐洲。從事

奴隸貿易的國家，包括葡萄牙、英國、法國、西班牙、荷蘭，

及美國。在長達約 4 百年的黑奴貿易中，估計有超過 2 千萬

非洲人，經由貿易、襲擊，或綁架等手段，被送出當奴隸。 

英國的奴隸制，雖早於 1102 年，便被判定為非法，但實

際仍未完全禁止。對有很人來說，奴隸實在“物美價廉＂。

百年戰爭期間，為了出兵攻打法蘭西，不時得向全國徵稅。

在理查二世時，1380 年 11 月，議會通過徵收一筆人頭稅，

於隔年開始執行，但收穫甚微。王室稅吏展開調查時，遭到

激烈的反抗。1381 年 5 月底至 6 月初，在埃塞克斯郡(Essex，

在英格蘭東部)及肯特郡，發生一系列的農民暴動，因而引起

英國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民變。農民辛苦耕種，但領主坐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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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拿走絕大部分所得，農民不過是農奴。他們提出“亞

當夏娃時代，豈有貴族？＂的口號。其訴求除廢除領主，土

地及財富歸全民共有外，便是英格蘭不該再有奴僕、農奴或

佃農，所有人皆享有自由，且互相平等。 

至 17 世紀初，英國就已沒有農奴了。但自 18 世紀起，

因“奴隸貿易＂，奴隸開始輸入英國，充當僕役等，帶給富

人生活不少便捷。擁奴雖是當時社會普遍現象，但仍有些心

靈高尚的人，尤其是教會人士，看不過去，向法院提起訴訟。

這時英國的教會，已與中世紀時代的腐敗大不相同。1772

年，英格蘭及威爾斯的高等法院，判定蓄奴非法，1 萬多名

奴隸得到解放。1799 年，蘇格蘭也判定蓄奴非法，奴隸獲得

自由。雖英國本土廢奴了，但大英帝國，這個日不落國，在

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奴隸制卻可能依然存在。自 1607 至 1733

年，陸續在北美洲大西洋沿岸建立的眾殖民地，即為一例。 

1776年 7月 4日，在費城(Philadelphia)舉行的第二次“大

陸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北美 13 州在 1774-1789 年

間，所組成的聯合議會，為美國國會的前身)通過的“美國獨

立宣言＂(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開宗明

義，於前言中寫著，“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理是不證自明

(Self-evidence)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並賦予他們若干不

可剝奪的權利，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福的權利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美國不想繼續當

英國的殖民地，他們爭取獨立，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口

號，且說這是不證自明。多麼鏗鏘有力，多麼令人振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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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殖民地的居民，會因而熱血沸騰，加入抗英陣容。既然如

此，美國至少人生而平等的觀念，應更勝英國吧！ 

可惜“獨立宣言＂，只是爭取獨立時，用來吸引人的。

人人生而平等？沒那麼好的事。美國憲法中，原本將選舉資

格，交給各州自行認定。但婦女的投票權，卻長期被壓抑。

即使建國過了 1 百多年，直到 1910 年代，美國多數州仍剝

奪女性的選舉權。紐西蘭及澳大利亞等，這幾個源自英國的

國家，婦女投票權的實施，都走在英國之前。但比英國晚了

兩年多，1920 年 8 月 18 日生效的“美國憲法第十九條修正

案 ＂ (Nine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才禁止任何美國公民，因性別因素被剝奪選舉

權。在男女平權方面，美國顯得舉步維艱。 

連佔人口約一半的女性，其選舉權都長期被(男性)剝

奪，怎還好意思說“人人生而平等＂？這不是印證政治諷刺

小說“動物農莊＂(Animal Farm，1945，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本名 Eric Arthur Blair，1903-1950)著，中譯本很多)

裡的那條戒律，“所有動物一律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

物更加平等＂(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而既說造物者賦予“若干不可剝奪的

權利＂，隱含有些可剝奪。只是女性的選舉權長期剝奪，究

竟是誰決定的？顯然是男性！因而不過假造物者之名，所謂

“造物者賦予＂，其實是某些人想剝奪就剝奪，想賦予就賦

予。 

女性只是被有些人視為矮(男性)一截，有的族群則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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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自由都被剝奪。看過“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1852，又名 Life Among the Lowly，舊譯“黑奴籲天

錄＂，哈里特伊莉莎白比徹斯托(常稱斯托夫人，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1811-1896)著，王岩(2019)為近期

之中譯本)嗎？這是美國一本反奴隸制的小說，書中深刻描寫

奴隸制殘酷的本質，對引發南北戰爭 (又稱美國內戰

(American Civil War)，發生於 1861 年 4 月 12 日-1865 年 5

月 9 日)，有不小影響。書裡黑奴身心被虐待不說，有時還慘

絕人寰，一家數口分別被賣到相隔老遠。虐奴者可是振振有

辭，他們說奴隸就跟牛馬狗一樣，不聽話被鞭打是天經地

義。而拆散其家人何妨？又說黑人不同於白人，不可相提並

論。因白人自幼起受到的教育，就是全家得聚在一起，共享

天倫之樂。但黑人如牛馬狗，天生並沒享受天倫之樂的奢

望。就像一窩小狗呱呱落地後，認養者來各地，乃稀鬆平常。

因而家人四散，黑人是不會心痛的。 

在“湯姆叔叔的小屋＂裡，有擁奴者被勸導不要虐待奴

隸，因這違反“聖經＂的教誨。在“馬可福音＂(Mark)的第

12 章第 31 節，耶穌說“要愛人如己＂。你引“聖經＂，那

些惡主人，豈會被嚇到？“聖經＂他們也不是不熟，擁奴者

亦不乏會引用者。在“歌羅西書＂(Colossians，乃使徒保羅

寫給基督徒的書信)的第 3 章第 22 節，保羅說“你們作僕人

的，要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不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

討人喜歡的，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虐奴者譏諷那些體恤

黑奴的人不明事理，因依“聖經＂的教誨，奴隸凡事皆須聽

從主人，因而主人對他們就是有至高的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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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有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南北雙方，由於奉行的

奴隸政策不同，使得宗教界對聖經的銓釋，也出現歧義。北

方教會藉由“聖經＂，來支持解放黑奴。至於南方教會，迫

於壓力(畢竟教會得仰賴民眾捐獻)，也得為奴隸制辯護。而

辯護時，豈能不引用“聖經＂？甚至後來南北決裂了，教會

還得為南方脫離聯邦政府(相當於叛國)的舉動，提供“聖

經＂中的理論依據。英國未見有此問題，教會支持不該蓄

奴。但同一本“聖經＂，在美國，卻能讓主張及反對奴隸制

的南北雙方，各取所需。這當然導致教會間互不信任、互相

抨擊，甚至分裂。沒辦法，自古以來，宗教就是難逃為政治

服務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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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從殖民時代起，即有奴隸制，但在建國的過程中，

便有高瞻遠矚者，積極推動廢奴。因那時在國際上，廢奴已

是普遍的思維。 1776 年，傑佛遜 (Thomas Jefferson ，

1743-1826，第三任總統(1801-1809)，開國元勛中極具影響

力者)負責起草獨立宣言。在最初的版本裡，傑佛遜用很長的

篇幅，來譴責奴隸交易。不過在 7 月 4 日的第二次“大陸會

議＂時，這部分卻被刪除了。總是南北情況迥異，對奴隸的

態度大不相同。到了 1804 年，北方各州都已廢除奴隸制了。

1808 年，全國更禁止奴隸進口。但南方各州，依然我行我素，

繼續實行奴隸制。英國只要法院判定蓄奴非法後，沒有爭

議，奴隸便得到解放。美國呢？對外強權，對內亦得靠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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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解決南北重大爭議。 

發生於 1861-1865 年間的南北戰爭，是美國歷史上，最

大規模的內戰。參戰雙方為北方的美利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簡稱聯邦(Union)，及南方的美利堅聯盟

國(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簡稱邦聯(Confederate)，這

是由 11 個美國南方蓄奴的州，宣布從美利堅合眾國分裂而出

的政權。歷經 4 年，狠狠打了一仗，南方戰敗，奴隸制才廢

除，自此美國奴隸獲得自由了。 

美國憲法被認為是世界上首部成文憲法，為日後許多國

家制定憲法時之典範。可惜這個典範，在人類文明方面，並

不見得太了不起。英格蘭及威爾斯，早在 1772 年，蓄奴便

已非法了。但美國這個新國家，於在 1789 年正式生效的憲

法中，雖未提到“奴隸制＂一詞，卻有多處與其有關。也就

是對奴隸制，在美國憲法裡，乃採取默許的態度。 

例如，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二款的第 3 節，是關於“眾議

員人數及直接稅稅額＂。條文裡說，應按各州的人口數比例

分配。而各州人口數，乃“自由人＂之總數，加上所有“其

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但不包括未被徵稅的印第安人。建國

初期的“自由人＂，大都是白人。那“其他人口＂，是指那

些人呢？原來奴隸非自由人，被歸入其他人口！那時美國的

奴隸，亦有其他有色人種，但絕大部分的奴隸，乃非洲裔。

由於為黑色人種，又稱黑人。他們有黑皮膚，所以當奴隸時，

習慣上被以黑奴稱之。這個為追求平等而成立的新國家，在

數人頭時，1 個黑奴只能折算 0.6 個白人，完全不平等！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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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黑奴份量雖較低，仍較“原住民＂高一大截。因未被徵稅

的印第安人，根本不列入人口的計算，對各州在分配眾議員

數及經費時，一點幫助也沒有。 

又如在美國憲法第四條第二款的第 3 節，那是“勞役逃

犯條款＂。條文內容為，“根據一州法律，須在該州服勞役

或勞動的人，如逃往他州，不得因他州的法律或規章，而免

除此種勞役或勞動，而應根據有權得到此勞役，或勞動之當

事人的要求，將他交出。＂也就是美國南方某州的黑奴，即

使千辛萬苦，逃到北方沒有奴隸制的某一州，也不因此能獲

得自由。那要逃到那裡才行？更北的加拿大！在“湯姆叔叔

的小屋＂中，便有這種情節。不妨看一下美國地圖，不用太

南，從允許蓄奴的肯塔基(Kentucky)州，若想到加拿大，是

多麼遙遠。要能成功逃脫，難度當然就很高了。曾有記載，

奴隸逃亡遭捕獲送回主人家後，憤怒的主人，“施以鞭刑並

以濃鹽水擦拭傷痕累累的背部＂，極度殘忍。 

攸關美國各州權益，及在全國政治上影響力之大小，人

口數為關鍵。依憲法的要求，美國自 1790 年以來，每 10 年

進行一次人口普查。各州人口之統計時，不分男女老幼及種

族，理應都算 1 口。但在立國之初，每 1 名奴隸卻只算 0.6

口。所以，“人人生而平等＂只見諸於獨立宣言，用來吸引

人加入對抗英國的陣容。一旦建國成功，於訂定憲法時，平

等的概念便拋開了。 

南北戰爭結束後，並不耽擱，1865 年，通過的“美國憲

法第十三條修正案＂(Thi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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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Constitution)，其中第一款為“在合眾國境內受合眾國

管轄的任何地方，奴隸制和強制勞役都不得存在，但作為對

於依法判罪的人的犯罪的懲罰除外，＂奴隸制終於廢除了。

再來是 1868 年，通過的“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其中

第一款的最後一句為，“在州管轄範圍內，也不得拒絕給予

任何人以平等法律保護。＂此即所謂的“平等保護條款＂

(Equal Protection Clause)，以確保永久廢除奴隸制。美國的各

州，至少不能拒絕保護每個人在法律上的平等了。 

打了 4 年的內戰，總死亡人數 60 餘萬，又經修正憲法，

美國的黑人，此後便能與白人平起平坐了嗎？沒那麼好的

事！ 

64 

18 世紀晚期，歐洲開始出現廢奴的思維，畢竟這是極不

道德，甚至慘絕人寰的行為。但美國國內的販奴交易，那時

卻依然持續進行。原來從歐洲渡海到新大陸，所追求的自由

及幸福，皆是自己的，而非他人的。據估計在南北戰爭前，

全美奴隸人口約有 400 萬。 

有些幸運的黑奴，經由贖身或主人大發慈悲等途徑，可

取得自由之身。只是由於膚色與白人的明顯差異，黑人即使

屬於自由人，命運仍有多舛者，令人唏噓。“自由之心＂(12 

Years a Slave，2013)，此部電影乃改編自所羅門諾薩普

(Solomon Northup，約 1807-？)，於 1853 年出版的同名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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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說。屬於自由人的黑人諾薩普，以小提琴演奏謀生，與妻

子及一對兒女，住在美國紐約州東部薩拉托加郡(Saratoga 

County)，生活舒適快樂。1841 年某日，有人請他到首都華

盛頓哥倫比亞特區(Washington, D.C.，簡稱華盛頓)，擔任一

馬戲團的伴奏師。被優渥的收入吸引，諾薩普不疑有他，欣

然前往。豈料這是一騙局，在被設局灌醉後醒來，他發現已

被賣當奴隸。在沒有黑奴的北方住久了，果真失去警覺心。 

真是晴天霹靂！儘管諾薩普一再對奴隸販子聲稱，自己

是自由人，乃遭到誘騙，但誰理他啊？奴隸販子認定，他是

從喬治亞(Georgia)州逃出來的黑奴。想搗蛋？將他毆打一頓

以為警告。奴隸販子，難道不去查證諾薩普所講是否為真

嗎？當然不會去查。因若經查證屬實後，放諾薩普自由，他

豈不損失大了。對於黑人，奴隸販子怎會在乎其人權？之

後，諾薩普與另外幾位黑奴，一起被運至南方的路易斯安那

(Louisiana)州。先賣到一家莊園當伐木工，幾年後，被改賣

後到另一戶摘棉花。經過 12 年，有如蹲苦窯的日子，終遇

一好心人相助，才得獲救。與家人重聚時，恍如隔世。 

上述故事，乃發生在 1841-1853 年，那是南北戰爭前。

南北戰爭後，情況便翻轉了嗎？沒那麼好的事，即使過了將

近 1 百年，美國黑人仍未取得平等的地位。看過“姊妹＂(The 

Help，2011，根據凱瑟琳史托基特(Kathryn Stockett，1969-)

著的同名小說改編，2009 年出版，王娟娟(2010)為中譯本)

嗎？電影的背景是 1962 年，已是南北戰爭結束 97 年後。在

美國南方的密西西比(Mississippi)州，黑傭在許多家庭，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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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各種不公平的待遇。例如，黑人女傭想如廁，不可使用

室內的，黑人專用的廁所在戶外。有位心地善良的大學生，

實在看不下對黑人的種種歧視行為，執筆寫出這些女傭的遭

遇，以為她們爭取權利。在電影裡可見到，黑人和白人，在

公車上有不同的座位區，黑人須讓位給白人。這些可能令今

日有美國夢的人，很難想像。 

“幸福綠皮書＂(Green Book，2018)，此片的背景也是

1962 年。一位住在紐約市的鋼琴家，他是牙買加(Jamaica，

加勒比海地區的一個島國，以非裔黑人為主)裔。在經紀公司

的安排下，他應邀前往深南部(Deep South，若干美國南部較

保守的地區)巡迴演出 8 個星期。經紀公司為他雇用一名紐約

白人保鑣，充當司機兼保鑣，並替他打點一切。出發前，經

紀公司提供司機一本“黑人司機綠皮書＂ (The Negro 

Motorist Green Book)。那是種族隔離時期的旅行指南(因封面

為綠色而得名)，協助有色人種應對南方的種族歧視，及“吉

姆克勞法＂(Jim Crow laws)。此書於 1936 年出版，流行至

1966 年。書中列出南方各地對黑人友善的場所，包括願意服

務黑人的商店、旅館、餐廳，及加油站等。那些城鎮或區域，

禁止黑人晚上外出活動的，也都列出來。 

在音樂界備受尊崇的那位黑人爵士鋼琴家，兩歲開始學

琴，18 歲時便已成名。憑高超的琴藝，他交遊廣闊，連美國

司法部長，亦跟他交情匪淺。他住在紐約市，日子過得有如

君王。但到了深南部，處境就大不相同了，說虎落平陽亦不

為過。公路警察也會故意找碴，雖他西裝革履，並未惹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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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白人開車，黑人大剌剌地坐在後座，在紐約沒問題，

到了南方，這個畫面，就令警察很看不順眼了。將鋼琴家，

連同替他打抱不平的司機，一起送進看守所。因膚色的關

係，黑人鋼琴家，在保守的南方各州，往往僅被視為一受雇

娛人的賣藝者。最後怎麼解脫？被關進看守所後，可以打一

通電話。鋼琴家打給誰？司法部長！那時是羅伯特甘迺迪

(Robert Kennedy，1925-1968)，司法部長再打給州長，州長

再打給…。這是電影，此段情節想必是杜撰，但由此不難猜

想，美國也是有關說的。 

電影裡有一行程，是到某大戶人家，為一群衣冠楚楚的

白人演奏。其間鋼琴家尿急，卻被禁止使用該豪宅的廁所，

至於白人司機則可以。另外，最後一場表演，是在阿拉巴馬

(Alabama)州最大城伯明罕(Birmingham)的一家高級餐廳。這

場演奏結束，便要回紐約過耶誕節了，兩人心情愉快。風塵

僕僕地趕到該餐廳後，想先填飽肚子，鋼琴家卻被經理禁止

進入用餐，再怎麼說明及抗議都無效。因那是白人專用餐

廳，儘管他是稍後的演奏者。鋼琴彈得好又如何？膚色就讓

你止步了。 

“逐夢大道＂(Selma，2014)，取材自 1965 年發生的真

實事件“塞爾瑪蒙哥馬利遊行＂ (Selma to Montgomery 

marches)。電影主要是講 1960 年代，美國民權領袖，年輕的

馬丁路德金恩(Martin Luther King, Jr.，1929-1968)，號召塞爾

瑪(Selma，位於阿拉巴馬州)城的黑人參加遊行，以為自己爭

取投票權。附帶一提，1960 年代後，以膚色稱呼人種，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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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不夠政治正確。自此黑人的稱呼，會被視為歧視。“正確＂

的稱法為非裔，或非洲的，因黑人的祖先都來自非洲。 

1868 年通過的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裡，不是已明定“不

得拒絕給予任何人以平等法律保護＂嗎？怎麼到了 20 世紀

的 60 年代，美國的黑人仍無投票權？甚至還有廁所不能進，

餐廳不能進？學校不能就讀？這是什麼國家？憲法的修

正，難道是唬人的？至於“吉姆克勞法＂又是什麼？而“黑

人司機綠皮書＂，這本黑人旅行時的安全寶典，何以只流行

到 1966 年？ 

 

65 

在此，我們將對英國與“黑奴＂的關係，再做些補充。

自 15 世紀的“地理大發現＂後，歐洲與非洲的貿易，便開

始興盛，而其中奴隸應屬最大宗的交易商品。奴隸從非洲西

岸出發，以船運直接送至美洲的棉花、蔗糖或菸草農園。其

實不僅西非，北非及東非亦有奴隸交易，但那是阿拉伯人的

地盤。情況後來有了變化，1807 年 3 月 25 日，英國國會通

過“廢除奴隸販賣法案＂(Slave Trade Act 1807)，自此奴隸交

易在英國便為非法。1833 年 8 月 23 日，英國國會更通過“廢

奴法案＂(Slavery Abolition Act 1833)，自此在大英帝國全境

(包括眾多的海外殖民地，及在世界各地的政府機構，如領事

館)，禁絕奴隸制度。1834 年 8 月 1 日，大英帝國下的所有

奴隸全部解放。作為緩衝，畢竟事緩則圓，奴隸雖被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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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要為前主人工作至 1838 年。有些海外殖民地，原本擁

有奴隸的農莊莊主，則獲得英國政府的金錢補償。 

英國不但自己廢奴，也鼓吹其他國家廢奴。在 19 世紀

初，英國有如海上警察，派遣軍艦在東非、西非，及大西洋

巡邏，攔截奴隸船，並扣押船上的貨品，以為處罰。 

當時歐洲人頗以他們的文明自豪，認為既活躍又極精

彩。反觀中國、埃及、印度、兩河流域，及波斯等地，雖曾

擁有輝煌的古文明，但到了 19 世紀，皆已沒落，國家衰落

至不堪一擊，歐洲人完全不放在眼裡。對於非洲，歐洲人除

了北非一帶，自很久遠以前，便已接觸，其餘大部分的地區，

到 15 世紀海權時代後，才開始接觸。逐漸了解後，歐洲人

覺得廣大的非洲，乃難以想像的落後。他們一般認為，主因

是非洲人存在基因上的智力缺陷。神學家更指出，雖依“聖

經＂“創世紀＂所記，世上所有人皆為上帝所創，但有一族

的地位被貶低了。 

在“創世紀＂的第 9 章第 18-27 節，“出方舟挪亞的兒

子就是閃(Shem)、含(Ham)、雅弗(Japheth)。含是迦南(Canaan)

的父親。這是挪亞的三個兒子，他們的後裔分散在全地。挪

亞作起農夫來，栽了一個葡萄園。他喝了園中的酒便醉了，

在帳棚裡赤著身子。迦南的父親含，看見他父親赤身，就到

外邊告訴他兩個弟兄。於是閃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

倒退著進去，給他父親蓋上，他們背著臉就看不見父親的赤

身。挪亞醒了酒，知道小兒子(youngest son)向他所做的事，

就說｀迦南當受咒詛，必給他弟兄作奴僕的奴僕(Cursed be 



 

 379

Canaan! The lowest of slaves will he be to his brothers)。＇又

說，｀耶和華閃的神是應當稱頌的，願迦南作閃的奴僕。願

神使雅弗擴張，使他住在閃的帳棚裡，又願迦南作他的奴

僕。＇＂ 

依上述經文提到挪亞兒子的順序閃、含，及雅弗，含應

是老二，那為什麼說他是小兒子？有人解釋，在希伯來原文

裡，“兒子＂一詞，含意甚廣，有時指孫子，有時泛指後裔。

此處所指為孫子，因而挪亞所詛咒的對象，乃含的兒子迦

南。根據猶太人的傳說，是迦南先見了他祖父挪亞赤身露

體，告訴他父親含，因此迦南受到詛咒。經文的意思為，挪

亞赤身露體為一羞恥之事，看到了要盡量替他遮掩，而不可

去渲染(即告訴父親含，含又去告訴其兄弟閃及雅弗)，故迦

南被挪亞詛咒，得做他父親兄弟閃及雅弗的奴僕。這聽起來

有點匪夷所思，但酒醉為什麼便赤身，且到底覺得小兒子向

他做了什麼事？有些神學家還有更多超越“聖經＂文字敘

述以外的解釋。反正既然是“聖經＂，便無法以常理去度

量。這些此處不擬探討。 

依據“聖經＂，大洪水後，世上只剩挪亞一家，所以今

日所有世人，應皆為他們一家的後代。如傳說中，希伯來人

及阿拉伯人為閃的後代，至於含則為非洲人與亞述人(生活在

兩河流域北部之一民族)之祖先。雅弗則被認為是歐洲及東亞

人民的祖先。挪亞詛咒含的後裔，要世世代代為奴來贖罪。

非洲人的黑皮膚，非常獨特，那時歐洲有些人以為，那就是

犯罪的烙印。正如“相由心生＂，外表顯出黑色，乃內心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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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所致。因而黑皮膚，就是非洲人抹不掉的祖先犯罪之明

證。歐洲人將自己的白皮膚，連結到聖潔、美德及榮耀，而

將深色皮膚，聯想到邪惡的化身。邪惡的人，讓他們當奴隸，

已算很寬厚了。大洪水及挪亞方舟，原本是猶太人的傳說，

傳入基督教及伊斯蘭教的神學理論，這兩大宗教有心的信

徒，因而都臉不紅氣不喘地，以此為依據，捍衛其神授的蓄

奴之權。 

我們說過“聖經＂內容無所不包，即使相互矛盾的說

法，也一點都不缺乏。有“需要＂者，極易找到所需經文。

例如，曾有位要求嚴格的大學教授，上課鈴響 3 分鐘後，便

不准學生進教室。某回一位遲到的學生試圖敲門進去，未獲

同意後，遂反問這位基督徒教授，“老師，｀聖經＇裡不是

說，｀叩門的，就給他開門＇嗎？我已扣門了，為何門仍未

開？＂ 

事實上，學生所引，乃出自“馬太福音＂的第 7 章第 7-8

節為，“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見；叩門，就給

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見；叩門

的，就給他開門。＂其中“祈求＂，乃指普通的禱告；“尋

找＂，乃指專一的求問；至於“叩門＂，則指進一步迫切的

要求。第 7 節為上帝對人的應許，第 8 節則為原則。一方面

這兩節經文都是耶穌講的，這是耶穌的許諾，並未說適用於

一般人；另一方面，即使對耶穌，也是要經祈求、尋求，及

扣門，循序漸進，才會為他開門。而不是凡扣門者，耶穌就

會為他開門。連耶穌都已是如此了，一般的教師，當然更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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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有學生敲門，就一定得為他開門了。 

對非洲人天生品種有缺陷，此觀念也非人人認同。英國

浪 漫 主 義 詩 人 威 廉 華 茲 華 斯 (William Wordsworth ，

1770-1850)，向來歌頌自然的美好，及人類崇高的心靈。他

曾提出“樸素生活，高尚思考＂ (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之概念，這句話後來成為牛津大學基布爾學院(Keble 

College)的座右銘(motto)。在他那首 198 行的抒情詩“坎伯蘭

的老乞丐＂(The Old Cumberland Beggar，Cumberland 為英格

蘭西北部之一地區)中，有句“我們都有著同一顆人心＂(We 

have all of us one human heart)。這句話頗為浪漫主義運動，

及福音主義運動之追隨者認同。 

浪漫主義者認為包括黑人在內的所有世人，都同樣擁有

喜怒哀樂的感受，所以黑人也該享有如同白人，與生俱來之

普世人權。白種人該以同理心對待他們，協助他們。福音主

義者則認為，黑人只要皈依基督教，就能受到祝福。由於隔

閡，早先有關非洲人的報導，大多是負面，甚至極聳動地醜

化。接觸多了後，陸續有人感受到，黑人不乏正直、有禮、

善良，且樂意助人者。而即使袒胸露背、未信基督教，也絕

非野獸。還有人對非洲人懷著好感，形容他們的體型為力與

美之結合，身形輪廓為上帝之傑作。 

英國人認為，蓄奴制及奴隸交易，不但深深阻礙非洲之

發展，又因對奴隸市場之爭奪，導致非洲戰火不斷。法國人

對奴隸制之正義感，比不上英國，但仍比伊比利半島上的西

班牙與葡萄牙好很多。這兩個天主教國家，根本就以為奴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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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沒有不好。此二國一直允許奴隸制與販奴，直到 19 世紀

末。至於伊斯蘭教國家，完全不覺蓄奴及販奴有何不對。阿

拉伯及非洲的奴隸主，振振有辭地說，這不過是一市場有需

求，就會產生的行業。況且這個行業由來久矣，為了延續，

必要時就得為它一戰。英國以正義使者之居，動員海軍與奴

隸貿易為敵，當然惹惱不少人口販子。 

 

66 

直到 19 世紀初，奴隸貿易的主要航道為大西洋。以 1800

年為例，美洲的 3、4 百萬個奴隸，幾乎皆來自東非及西非。

他們遠離家園，辛勤地投入棉花、蔗糖及菸草之栽種與採

收。非洲奴隸除供應美洲外，主要銷往歐洲。1820 年後，美

國南方各州的棉花栽種，快速擴張，因而對非洲奴隸的需求

量大增，在 1840 年的中期後，每年奴隸的進口，已達 10 萬

人。相較於英國本土及其殖民地的奴隸交易，分別於 1807

及 1833 年，就已被宣布為非法，美國對人權之尊重，是很

落後的。1861 年，南北戰爭爆發後，北方聯邦封鎖南方的海

運出口，棉花無法外銷。歐洲棉花的不足，遂由埃及補上。

因而埃及每年需要 3 萬多名非洲奴隸，來支援棉花的生產。

雖同屬非洲，埃及當時的經濟條件，遠優於非洲大部分的其

他地區。 

雖然有英國充當海上警察，攔阻奴隸船，後來葡萄牙也

簽署了禁止販奴的條約，但在 1846-1850 年間，仍有約 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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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奴隸，從葡萄牙的兩個殖民地，安哥拉(Angola，位於非洲

西南，直到 1975 年才獨立，結束了葡萄牙 5 百年來的殖民

統治)，及莫三比克(Mozambique，位於非洲東部，直到 1975

年才獨立，結束了葡萄牙 470 年來的殖民統治)，走私到南美

巴西的咖啡園做工。不過這應是大西洋航道的奴隸貿易，最

後一批受害者。至於阿拉伯人在非洲的奴隸貿易，規模只會

更大。甚至在有些地區，直到 20 世紀初，仍存在阿拉伯人

主導的奴隸貿易。並且阿拉伯人所控制的奴隸交易，奴隸所

受的折磨，絕對不遜於歐洲人主導的大西洋線。 

極力制止非洲奴隸制的英國人，也有他們的盤算。英國

是有不少悲天憫人的善心人士，堅信奴隸制不人道，這些人

會遊說英國政府，出面干涉在非洲的奴隸交易。畢竟那時大

英帝國為日不落國，在世界各地擁有廣大的殖民地，對很多

議題，都可以有發言權。另外，英國也不乏有智之士，看出

奴隸制阻礙非洲社會經濟的發展，使非洲一直處於混亂及窮

困中。非洲有各種資源，他們看出只要妥善開發，則即使“正

派＂經營，便將是源源不斷的財富。而一旦非洲繁榮富庶，

便為英國商品之顧客。此觀點對英國政府頗具吸引力，就是

注重長遠利益，而不是貪圖殺雞取卵式的，只在乎眼前利

益。宗教界有些人以傳教為職志，廣大的非洲，正是他們傳

福音的大好機會。教會、反蓄奴團體及有智之士結合，推動

基督、文明及商貿，為解救黑暗非洲之良藥，深深打動英國

各界。不獨善其身，他們追求國際奴隸交易的全盤瓦解。 

英國對奴隸制之所以那麼反感，乃因奴隸制完全剝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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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由，而這與他們 17 世紀，奮不顧身為自己爭取個人

自由的精神相違背。如同之前提過，“坎伯蘭的老乞丐＂那

首詩中的“我們都有著同一顆人心＂，儘管膚色不同，但心

是相同的，因而都有七情六慾。這種推己及人的想法，在 17

世紀時的英國，可說處處可見。如亦曾有人大聲疾呼，“在

英格蘭，不論再怎麼窮的人，都跟再怎麼有錢的人一樣，有

他的人生要過＂。 

18 世紀時，英國有首著名的愛國歌曲，歌名為“統治

吧，不列顛尼亞！＂(Rule, Britannia!)歌詞取自詹姆斯湯姆森

(James Thomson，1700-1748)的同名詩作，由湯瑪斯阿恩

(Thomas Arne，1710-1778)於 1740 年作曲。又，Britannia 為

Britain 之拉丁語的舊稱表達形式，有時被用作不列顛的擬人

化。歌曲中有一句歌詞在每一節中都出現，“統治吧！不列

顛尼亞！統治這片海洋！不列顛人永不會被奴役！(Rule, 

Britannia! Britannia, rule the waves! Britons never, never, never 

shall be slaves.)＂當時英國在各方面，可說都居世界領先的地

位。而他們真心相信，此乃由於英國人擁有足夠的自由，因

而能讓每個人的天賦，都充分地發揮出來，而這對英國，甚

至對全世界都是有利的。所以他們堅定地認為，凡人都該有

自由，不論身在何處。 

就是“凡人都該有自由＂的概念，使英國人普遍認為，

與奴隸制的抗衡，乃在爭人權、爭人性，及爭道德，將廢奴

提高到道德層面。而與奴隸制為敵，更能印證英國比起其他

國家，人民更高尚，國格更高貴。由於國富民強，自豪的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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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總以為自己特別受到上帝的恩澤，感激之餘，遂鼓吹

英國有義務行善，以回報上帝。以被壓迫者的代言人自居，

1815 年，在維也納會議上，英國說服俄羅斯、普魯士、奧地

利及法國，禁止奴隸制。 

維也納會議後，法國亦派遣艦艇巡邏西非海域，打擊載

運奴隸的船隻。不過法國對奴隸制的立場反反覆覆，即使於

1848 年，正式通過奴隸制不合法，在往後的 50 年，對蓄奴

及販奴的禁止，並非嚴格執行，有一搭沒一搭。根本原因有

可能是，法國人並不真以為，讓非洲人當奴隸，有什麼太大

的不對。事實上，有些法國人且以為，黑人相當適合當奴隸。

法國將軍路易費岱赫布(Louis Faidherbe，1818-1889，1854

年，被任命為塞內加爾(Senegal)總督)便曾說，“沒有人會想

採用阿拉伯奴隸，因晚上會被他們暗殺。＂人善被人欺，馬

善被人騎。原來非洲人的好個性，反造成他們被歧視，以為

他們天生如家禽，適合為人做牛做馬。 

維多利亞時代(Victorian era，即維多利亞女王的統治時

期，1837-1901)的中期，英國人民普遍受浪漫主義或福音運

動之影響，對奴隸頗為同情，對他們生而為人，卻飽受虐待，

展現高度的同理心，因而對奴隸制深惡痛絕。19 世紀時，英

國為世界數一數二富強的國家，美國那時還只能靠邊站，英

國人講話是有些份量的。文攻武嚇，軟硬兼施，1877 年，埃

及終於向英國的外交壓力低頭，開始抑制埃及的奴隸交易。

外交手段外，英國強大的皇家海軍，在大西洋與印度洋，緊

盯著可疑的船隻。英國逼迫非洲及南美的沿海國家，承諾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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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奴隸船經過其海域，若不從則以炮火攻擊。英國也因而佔

領不少海外據點。雖英國政府自認這是基於人道考量，但國

內仍有不少人反對。 

從 1820 至 1882 年間，英國分別與不少國家簽署條約，

每個簽約的國家，都承諾將禁止奴隸交易。但其中有些國家

無力執行，有些國家只是虛與委蛇，畢竟經濟誘惑太大。雖

然成效進展不見得很令人滿意，但從 1810 至 1864 年間，英

國海軍仍解救了約 15 萬名奴隸。尤其美國南北戰爭後，奴

隸獲得解放，且不准再進口，一旦失去美國的廣大市場，大

西洋線之奴隸交易，便快速萎縮。同時印度洋線，也開始搖

搖欲墜了。畢竟惻隱之心，即使不是人皆有之，也仍不少人

具有。慘絕人寰的奴隸制，逐漸令品德高尚的人士厭惡。那

時非洲內陸的奴隸交易，之所以依然存在，主因是非洲太大

了，內陸偏遠處，天高皇帝遠，歐洲強權的勢力未達。而若

派遣軍隊，便涉及征服與佔領，事關重大，海上巡邏無妨，

英國並未將地面作戰列入考慮。唯一派兵深入非洲內陸之歐

洲強權，為法國，不過倒不是為了解放黑奴。 

有鞋子製造商派業務員至非洲，看到當地人無穿鞋的習

慣，悲觀者覺得當地不可能有鞋的市場，樂觀者卻覺得當地

市場潛力無窮，值得開發。19 世紀初，非洲僅有幾千名基督

徒，對廣大的非洲，這算很稀少。具使命感的基督教傳教士，

不畏物質條件的落後，及人身充滿危險，深入非洲各地傳

教。為了讓非洲人可閱讀“聖經＂，傳教士開班授課，而一

旦識字後，當然也可閱讀各種書籍，包括歐洲一些進步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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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民智大開後，便會有自己的想法，也可能排斥外來的勢

力，衝突因而產生了。這是法國曾派兵深入非洲內陸之原因。 

英國人堅定地主張廢奴，認為法律須公正不阿地及於所

有人，不可有膚色、出身、種族，或信仰的歧視。這與更早

便到非洲的歐洲人之觀念大不相同，武力衝突便難免。而駐

軍人數有限，須徵召當地人，非洲人遂得選邊站。另一方面，

英國只是主張廢奴，不表他們不想從非洲獲利。從非洲進口

橡膠及棕櫚油等，且將毛毯等物品輸往非洲，英國自以為這

些都是無爭議的貿易。傳教更是為非洲人好，讓他們得“永

生＂。但有些部落領袖，對英國人入侵他們的家園，改變他

們的生活，屢屢頤指氣使地告訴他們該怎麼做，卻極感厭

惡，一再反抗，因而戰事不斷。英國只是不蓄奴，且以正義

使者自居，制止販奴，但為了經濟、政治利益，及擴張帝國

疆域，發動戰爭，造成非洲人的死亡，實難以計數，並不比

其他強權少。總之，雖歐洲強權，為非洲帶來進步與文明，

但他們帶進的痛苦、混亂及戰爭，也從來沒少過。 

不過，這個世界經常是風水輪流轉。2020 年 7 月 21 日，

“科技新報＂刊登一則標題為“中國等 34 國人口將減少一

半 世紀末全球人口一半是非洲人＂之新聞。這是引述美國

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醫學院健康指標與評

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於 2020

年7月14日發佈的一則標題為“Fertility, mortality,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scenarios for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from 

2017 to 2100: a forecasting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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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Study＂之研究報告。根據華盛頓大學的預測，到 2100

年，世界人口將有約一半是非洲人。 

就算關於 80 年後的預測，變數可能不小，但由於近年

來，亞洲不少國家，生育率有明顯下降的趨勢，非洲人口達

世界人口之半，絕非天方夜譚。屆時現今的強權國家，恐怕

聲音已無法太大了，掌握發言權的，將是非洲國家。 

對非洲近代的發展，如何受西方列強之影響有興趣者，

可參考“烈日帝國：非洲霸權的百年爭奪史 1830-1990＂

(Empires in the Sun: The Struggle for the Mastery of Africa，

2016，勞倫斯詹姆士(James Lawrence，1943-)著，鄭煥昇(2018)

為中譯本)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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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家何炳棣(1917-2012)，於 1966 年當選中央研究院

院士。他自少便決心追求學術，並以到美國深造為志向。經

由“國立清華大學第六屆留美公費生考試＂，他獲得出國的

機會。那屆同時考取的，還有鍾開萊 (Kai Lai Chung，

1917-2009，數學學門)，及楊振寧(Chen-Ning Franklin Yang，

1922-，物理學門)等人。他報考的是西洋史學門，據他所著

“讀史閱世六十年＂(2004)一書裡提供的資料，他以總平均

78.5 分，居全榜 22 位不同學門公費生之冠。 

那個年代要到美國可不是那麼容易，在“讀史閱世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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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裡，何炳棣描述當年出國的過程。可看出往昔若沒有充

分的耐心，出國求學的願望很難達成。他先報名第五屆留美

公費生考試，考試在 1940 年 8 月下旬舉行，然後便是漫長

的等待。隔年，1941 年 3 月 15 日放榜，他名落孫山。再接

再厲，與上一屆相隔 3 年，第六屆留美公費生考試，於 1943

年 8 月 25-28 日舉行。連考 4 天，共考 8 門，每天上下午各

考 1 門，每門考試時間 3 小時。仍是要到隔年，1944 年春夏

之交才放榜。再隔年，1945 年 8 月 28 日，他搭乘貨機，自

昆明出發，在緬甸臘戌(Lashio)小停後，再飛抵印度加爾各答

(Kolkata)。接著才是重頭戲，要搭船赴美。 

地球是圓的，他們那時到美國並不往東走，而是往西。

一行 20 人，在加爾各答痴痴地等船(另有 2 人不與他們同

船)。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印度，名勝古蹟不少，總該趁機一

遊吧！這是妄想。一方面是不知船期，因而不敢跑遠；一方

面是阮囊羞澀，想遊覽也沒有能力。終於，約兩個月後，10

月 26 日才搭上船。經印度洋、紅海、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

地中海，及大西洋，約 1 個月後，11 月 24 日抵達紐約市。

從啟程那天起計，花了將近 3 個月。若從參加第六屆的考試

時起計，花了 2 年 3 個月。紐約不見得是那群留學生共同的

終點，何炳棣要到哥倫比亞大學(全名為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比較幸運，就已經到了。楊振寧要

到位於伊利諾 (Illinois) 州的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便又需一趟幾天的旅程。 

在加爾各答候船時，何炳棣遇到陳寅恪(1890-1969，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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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為民初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

導師之一)，這是他當年就讀清華大學時的老師。正在等候飛

機赴英國講學的陳寅恪，曾先後到德國柏林洪堡大學

(Humboldt University Berlin)、瑞士蘇黎世大學(University of 

Zurich) 、法國巴黎政治學院 (Paris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及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留學，少年時

還曾到過日本讀書。他對美國人的種族歧視，頗不以為然，

對何炳棣說，“歐洲人看不起中國人，還只是放在心裡，美

國人最可惡，看不起中國人，往往表露於顏色。＂這是七十

多年前，陳寅恪的看法。 

跑遍歐美多國的陳寅恪，認為歧視倒還不足為奇，但美

國人不但歧視華人，且毫不遮掩地表示於言行舉止，這樣便

很不應該。最高層次自然是眾生平等，而將歧視藏於心裡跟

形於顏色，二者在層次上又差很多，正如斯文與粗魯之別。

儘管教育上倡導不可歧視，但不要說七十餘年前，即使今

日，美國仍存在各類歧視。有色人種(包括華人)，便是可能

會受某些人排斥的一大族群。 

“吉姆克勞法＂(Jim Crow laws)，乃泛指 1876-1965 年

間，若干美國南方的州，對有色人種(主要針對黑人，但亦可

能包含其他族群)實行種族隔離(Racial segregation)制。此名源

自於一位表演者湯瑪斯賴斯 (Thomas Dartmouth Rice，

1808-1860)。他活躍於 19 世紀初，擅長說唱逗笑。藉著流動

的小舞台，四處表演維生，當時相當受歡迎，被稱為“吟遊

詩人之父＂(Father of American minstrelsy)。他表演時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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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臉塗黑，且衣衫襤褸，模仿當時南方黑人奴隸的打扮及舉

止。他的拿手好戲，就是藉著嘲諷黑人，以逗樂白人觀眾。

由於他的舞台藝名為吉姆克勞老爹(Daddy Jim Crow)，久而

久之，“吉姆克勞＂一詞，演變成美國黑人的代名詞。若稱

某人為“吉姆克勞＂，除了形容他言行有如黑人外，且帶有

貶意。專載黑人的火車，(白人)稱之為“吉姆克勞火車＂；

黑人群聚的社區，便稱為“吉姆克勞社區＂；黑人專用的廁

所，自然稱為“吉姆克勞廁所＂。至於歧視黑人的法律，也

就被稱為“吉姆克勞法＂。 

在種族隔離制下，公共設施，得依種族的不同，而隔離

使用。打著所謂“隔離但平等＂的原則下，種族隔離不再被

視為歧視了，且被解釋成不違反“平等保護條款＂，那是

“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裡，對人民平等的保障。種族

隔離既然不違法，便得以持續存在。但事實上，在黑人是弱

勢的年代，於隔離制下，黑人所能享有各項設施的品質，相

較於白人，往往是較差的。差別待遇造成了長久以來，黑人

在經濟、教育及社會上，均處於較不利的地位。只是提出種

族隔離制，一看就是心懷歧視，又怎會通過？ 

美國在南北戰爭後，黑人是獲得自由了，但不表黑人及

白人，從此便能水乳交融，過著幸福快樂的日子。北方自由

的空氣，吸引原本居住在南方的黑人，於獲得自由後前往。

大城市較易謀生，更擁入大量的黑人。沒錯，北方是主張解

放黑奴，為此還與南方打了一戰，但不表北方的白人，就喜

歡跟黑人在一起。像屬於北方的紐約市，繁華的曼哈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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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hattan)之哈林(Harlem)區，當內戰結束，於遷入愈來愈

多的黑人後，原本的白人居民受不了了，就陸續遷走，不願

與黑人為鄰。正如在“蟻丘之歌＂(Anthill: A Novel，2010，

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1929-)著，邱思華(2010)

譯)一書裡，主角的父親(住阿拉巴馬州，1970 年代)所說，“我

無意歧視任何有色人種，只是我比較偏愛和同種族的人在一

起。＂ 

由於北方獲勝，很自然地，戰後政治權力及經濟資源，

大都由北方掌控，但也不是不必付出代價。眾所皆知，南北

戰爭是由當時的總統林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第

十六任美國總統，1861 年 3 月 4 日就任，至 1865 年 4 月 15

日)所帶領。他的第二任任期才開始不過 1 個多月，在邦聯總

司令羅伯特李(Robert Edward Lee，1807-1870，就是大名鼎

鼎的李將軍)，向北方投降(1865 年 4 月 9 日)後的第 5 天，4

月 14 日，應是在極度輕鬆的心情下，林肯在華盛頓一家劇

院觀賞戲劇時，被當時邦聯的一位同情者(白人)，從背後近

距離開槍射中頭部，並於隔日死亡。另外，因林肯是共和黨

(Republican Party)提名的總統，南方人遂遷怒共和黨，於

1876-1964 年間的大選，在南方大部分曾脫離聯邦的州，共

和黨的對手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都獲得壓倒性的勝利。 

由於是聯邦軍隊向南方進攻，且南北戰爭的戰場，大多

在南方，因而造成南方的損失，遠比北方大許多。南方的倖

存者，即使原本為富貴人家，在戰爭期間甚至到了戰後，普

遍飽受物質缺乏的困苦。如果看過影史上那部不朽的經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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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令人迴腸盪氣的“亂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

1939，根據瑪格麗特米契爾(Margaret Munnerlyn Mitchell，

1900-1949)著的同名小說改編，小說中文譯名“飄＂，有好

幾個不同的中譯本)，便可體會。歷史常是由勝利者來詮釋，

大部分有關南北戰爭的電影，都採北方的觀點。北方代表進

步及前瞻，南方則代表既保守又頑固。“亂世佳人＂(及

“飄＂)乃以南方的觀點指出，他們原本幸福快樂，北方人來

告訴他們，你們不可這樣生活。因而南方，乃是為了保有他

們喜愛的生活方式而戰。由此書或電影，可多少了解南方人

的想法。他們何以願意如此奮不顧身？也是在保衛家園！ 

戰爭造成的對立，即使聯邦政府，在戰後致力於重建南

方，但不少南方人民並不領情。像密西西比州維克斯堡

(Vicksburg)的市民，直到戰後 75 年，都一直拒絕紀念美國獨

立紀念日(7 月 4 日)。而密西西比州，更是直到 1995 年，州

議會才批准“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距國會 1865 年通

過，已隔了 130 年。 

因戰爭和重建，造成南北衝突不斷，逐漸令許多北方人

對南方失去耐心與興趣，導致共和黨在 1876 年大選後，放

棄了重建南方的計畫。隨著南方的貧窮現象日益嚴重，北方

人的同理心也日益淡薄。更別說也可能為了選票，南方的政

治人物，對聯邦政府的敵意一直未減，令北方對南方民權的

保護，逐漸撒手不管。 

大約自 1876 年起，重建時期結束後，南方各州政府、

立法機構及法院等，重新被南方的白人所掌控。黑人雖有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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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及被選舉權，但在 1890-1910 年間，從密西西比州開始，

南方曾參加邦聯的 11 個“反叛＂州，其中有 10 個州頒布新

法或修法，將投票條件提高，以剝奪眾多黑人，及貧窮白人

的選舉權。以路易斯安那州為例，在 1900 年，雖然全州人

口中，黑人占絕大多數，但其中可投票的人數，僅有 5,320

人。到了 1910 年，更只有 730 名黑人註冊成功，得以投票。

連投票權都不易取得，參選權就更不必說了。之後，經由通

過一系列的吉姆克勞法，以隔離種族。所欲隔離的當然不是

白人，而是黑人。南方的白人，就是不想跟黑人在一起。 

 

68 

“1875 年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875)，一開始

是於 1870 年，由共和黨參議員查爾斯薩姆納 (Charles 

Sumner，1811-1874)所提出的。簡單講，法案原本充滿理想，

乃為了保障人們在公共場所享有同等的權利。公共場所很

多，包括學校、交通工具、餐廳、旅館，及劇院等。同等的

權利？這議題當時在美國是很敏感的。由於意見分歧，法案

於 1875 年(那時查爾斯薩姆納已去世)通過的版本，已是大幅

妥協了。但法案通過後，卻不只南方，在北方亦引起許多人

不滿。那些人不滿？大多是自覺高人一等的白人。他們質疑

此法案違憲，侵犯個人的選擇自由。他們強調奴隸制和種族

隔離制，是完全不同的議題。憲法修正案廢除的只是奴隸

制，不可擴大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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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 年，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判定，“1875 年民權法案＂有部分違憲。最高法院認

為，雖“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中，禁止政府在施政裡，有

任何會產生種族歧視的措施，但它並沒有禁止個人或民間組

織種族歧視。因而在私領域中的種族歧視行為，國會並無權

去立法禁止。最高法院且判定，“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

主要是在禁止奴役，並未禁止在公共場所的種族歧視。依最

高法院的見解，火車若對白人和有色人種，採取座位隔離措

施，並不違法。於是在南方，黑人搭乘火車時，即使買了頭

等票，於坐定後，可別以為就能舒服地閉目養神，安抵目的

地。因說不定很快便會被車長告知，必須立即離開該車廂，

改換到有色人種的車廂。能拒絕嗎？那就要承擔被趕下車，

或遭逮捕的風險了。 

這是法的方面，道德層面呢？人生而平等，怎可有些公

共場所，黑人不能進去呢？種族隔離制的擁護者，振振有辭

地為自己辯護。以學校為例，便有學者認為，南方長期在奴

隸制下，白人對黑人所具偏執的心態，早已根深蒂固。因而

若黑白同校，將迫使黑人學生，承受不舒服的感覺，這對他

們的學習及成長，皆相當不利。真是冠冕堂皇！其他如餐廳

及劇院等，也是一樣。黑人明明同樣花錢去享受，為什麼要

忍受異樣的眼光？反黑人的情緒，居然得到合理化了！ 

“隔離但平等＂，此乃最高法院教大家的。這看似空

洞，但後患無窮的 5 個字，實在太好用了。有歧視心態者，

爭相將這 5 個字發揚光大。在這種氛圍下，南方各州便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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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克勞法＂，推出一個又一個強制種族隔離法條。有樣

學樣，企業、政黨及工會等，各種私人團體，也隨之建立各

自的種族歧視條款。如規定黑人不得在某些街區購房、不得

在某些商店工作或購物，及不得從事某些行業的工作等。種

族歧視的對象並不限黑人，各有色人種(當然包含亞洲人)及

猶太人，都很可能會受到歧視。 

種族隔離制的產生，乃基於“白人優越主義＂(White 

Supremacy)。在南方，以往黑人是奴隸，被白人踩在腳底下。

黑人低聲下氣，唯唯諾諾，白人高高在上，趾高氣揚。如今

黑人自由了，不再供白人使喚，光這樣這就已讓不少白人難

以適應了。過去恭敬地垂手站立在一側的黑人，現在卻能翹

起二郎腿，坐在你身邊，這種情景，更是“自尊心高＂的白

人所難以忍受。於是經由種族隔離制的實施，以恢復他們過

去高黑人一等的地位，並阻礙黑人行使投票等新賦予他們的

權力。這是“聰明＂的白人，很快便想出壓迫黑人的辦法。 

種族隔離的範圍很廣。美國黑人運動員，在“吉姆克勞

法＂的年代，便飽受歧視，白人阻撓他們參與很多運動競

賽。電影“傳奇 42 號＂(英文片名 42，2013)，此片乃講美國

職棒大聯盟(Major League Baseball，縮寫 MLB)，第一位黑人

球員傑克羅賓森(Jack Roosevelt Robinson，1919-1972)的故

事。雖被大聯盟長期排斥，但他不屈不撓，憑著無與倫比的

球技，一直讓人不敢小覷。1947 年 4 月 15 日，穿著 42 號球

衣(這是英文片名的由來)的羅賓森，以先發一壘手，代表布

魯克林道奇隊(Brooklyn Dodgers，1958 年遷至加州，並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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洛杉磯道奇隊(Los Angeles Dodgers))上場比賽。在此之前，

黑人職業棒球球員，只獲准在黑人聯盟(Negro Leagues)打

球。這位傳奇棒球好手，歷經艱辛，永不放棄，終於踏上大

聯盟舞台，被認為為是美國民權運動史上，一重要里程標。

看到今日美國各項運動，選手裡非裔往往佔極高比例，恐怕

不易想像，何以曾有長期禁止黑人出賽的情事？ 

於 1950 年代興起，直至 1970 年代，美國非裔為爭取與

白人同等地位，持續發起群眾運動。經由一場又一場，非暴

力的抗議行動，以爭取黑人的民權。1963 年 8 月 28 日，在

華盛頓的林肯紀念堂(Lincoln Memorial)前，聚集 25 萬名群眾

反種族隔離，為民權運動的高峰。選擇在紀念林肯的地方抗

爭，當然有特殊意義。民權運動領袖馬丁路德金恩，發表著

名的演說“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在演講裡，他描

述他對黑人與白人，終有一天能和平且平等相處的願景。 

馬丁路德金提出好幾個夢想，其中之一是，“我有一個

夢，有一天在喬治亞的紅山上，昔日奴隸的兒子，將能和昔

日奴隸主的兒子坐在一起，共敘兄弟之情＂(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on the red hills of Georgia,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s and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 owners will be able to sit 

down together at the table of brotherhood.)。他不斷重複地說

“I have a dream＂，這簡短的 4 個字，力道強勁無比，很多

剛硬的心，被穿透了，卻又如訴如泣，令不少向來冷漠的人，

被感動了。美國國會掌握情勢的改變，劍及履及地於隔年通

過“1964 年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宣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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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隔離歧視法律及規定，皆為非法。再隔年，“1965 年投

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的通過，更是民權運動

史上，不會被忘記的一刻。此法案禁止在投票過程中的種族

歧視，保障少數族群體的投票權利。而那本旅行寶典“黑人

司機綠皮書＂，自此也就不再需要了。 

在 1965 年後，非裔美國人的投票權，的確受到百分之

百的保障了。但是否自此美國白人，便能坦然接受黑人與他

們能平起平坐了？黑人與白人，能否就因此水乳交融了？顯

然並非那麼容易。3 年後，馬丁路德金於 1968 年 4 月 4 日，

遭人暗殺死亡。在民權逐漸提升的過程中，有些人仍頑強抗

拒時代潮流，此乃無法避免。即使今日，距“我有一個夢＂

的提出，已 57 年了，馬丁路德金的夢想實現了嗎？尚未全

部。各式各樣的歧視心態，依然存在。但比起 1965 年時，

當然減少很多；比起 1865 年時，就減少更多了。甚至，今

日若有政治人物，被發現曾在年輕時，為參加“阿拉伯之

夜＂化妝舞會，塗黑臉(blackface)化妝成阿拉丁(Aladdin，中

古阿拉伯一則流傳久遠的故事“阿拉丁與神燈＂中之主

角)，也會犯眾怒。愈是居高位的政治人物，愈不能觸碰種族

歧視的禁忌。 

從 1865 年南北戰爭結束，黑奴獲得解放，至 1965 年，

種族隔離制廢除，整整花了 1 個世紀。比起何炳棣時代，欲

出國留學所需的耐心，改變，顯然需要更多的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