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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寫與塗消 
──當代華語影像敘述家庭關係的書寫 

簡政珍* 

Inscription and Erasure : 
Writings on the Family Rol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ic Narrations 

by 
Chien, Cheng-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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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塗寫塗消的書寫體系 

二、塗寫與塗消的意象 

三、塗寫與塗消的隱喻 

四、飲食、書寫、家庭 

五、家庭與婚外情 

六、婚外情的塗寫與塗消 

七、家庭與文化的相異與相容 

八、塗寫與塗消的妥協 

九、「左右」為難 

十、總結 

〔提要〕 

現在家庭猶如書寫系統，人與人的關係隨時都在變，而歷經塗消，塗消後再嘗試新

的塗寫。但本文討論當代華語影像敘述有關「吃」以及婚外情的論述，所著眼的不是變

與塗消所構築的「虛無」，而是在變的旅程中，短暫的歇腳，在隨時解構的過程中，某

一瞬間的結構。換句話說，變與塗消是書寫者本體性的認知，生命的場域無時不在變、

無時不在塗消；但本文藉由和巴特、德勒茲與其他思想家的對話認為：在感知人生與影

像敘述解構的「縫隙」裡，我們如何在稍縱即逝的瞬間裡，看到人文精神的吉光片羽。 

Abstract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concept of family goes through continuous change, therefore its 

“writing” subjected to erasure. But concerning the image-narrations of eating and extra-marital 

relationship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s, this paper tries to suggest that change and erasure 

do not construct a world of void; rather, there looms a momentary stopover during the trip, a 

transitory structure in the overwhelming deconstruction. In other words, with ontological 

recognition of the insurmountable change and erasure, based on dialogues with Barthes, 

Deleuze, and other thinkers, this paper perceives a fleeting light of humanity shining in the 

disjuncture of d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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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塗寫塗消的書寫體系 

德希達的解結構，是二十世紀極具創意與顛覆的思維。幾十年過去，人們對於這個

思維從開始感受的「偏頗」，到如今已經漸漸體會其「真實」。以「真實」詮釋「解結

構」本身就是一種解構。人們終於豁然開朗：過去看似完整的體系、制度、典章、真

理、信條所依附的結構，充滿了縫隙。 

德希達藉由書寫的特性，讓人們看到人生的縫隙。書寫是口語的延宕，延宕之後，

不是再現口語，而是「尋跡」（track）蹊徑。書寫尋跡文明，藉由羊皮紙（palimpsest）

上的塗寫與塗消，文明解構中建構，在建構中解構。 

書寫銘記文明，但書寫中的文明必然面臨書寫無以「存真」與「再現」的命運。因

此，所謂真實，需要一再改寫，塗寫，塗消。所有的改寫，是瞬間的真實，因為真實只

存在於那個瞬間，最持久的真實是不停的改寫。 

以上是解結構有關書寫的思維，如今已幾近是普通常識的認知。書寫體系事實上就

是呈顯縫隙的體系。文明中的體制，大都是書寫體系的映照。有趣的是，面對人生，當

解結構剛問世的時候，如此的思維被認為是玄學的詭辯，如今卻是連骨帶肉的逼真感。 

事實上，即使塗寫的當下，也已經必然歷經塗消，因為塗寫本身不是現存，而是現

存的虛像（simulacrum）。德希達以下這一段有關痕跡（trace）的言語可為典型的代表： 

由於痕跡不是現存，而是現存的虛像，自我錯置，自我替代，自我指涉，它沒

有特定位置，塗消屬於結構。不僅塗消必然將其超越（沒有塗消就不是痕跡，

而是不能摧毀的紀念物），而且一開始塗消就已經是痕跡的一部份，其定位是位

置的改變，在出現中消失，在產出中自我出現。1（Derrida 24） 

以上的引文至少說明三種現象，一是塗消早就是書寫結構的一部份，塗寫早就蘊含塗

消。二是塗寫的痕跡是一種虛像，不是現存。三是既然塗消已經滲入塗寫，塗寫沒有定

點，「變」事實上是塗寫的最主要內涵。 

                                                 
1 本文所有的中文譯文，都是本人權宜性的翻譯。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4．

當代或是後現代如此的思維也幾近是一種共同的認知。信手拈來，如伊格騰（Terry 

Eagleton）在其著名的《文學理論》裡也說：「我們可以說，意涵從來就不等同於自身。

那是分裂或是抒發（articulation）的過程，他們之所以為符號，是因為不是其他的符

號。意涵是懸置的東西，延遲，還要來。」（111-112）黑德力克（Charles Hedrick）提到

「顯現的詮經」（hermeneutic of revelation）的時候，同時也提到以其相伴隨的「懸疑的

詮經」（hermeneutic of suspicion），前者以象徵辨識，後者以符號的塗消解碼。塗消是時

間的面向，將被指涉物移除。（150） 

現代家庭既有的結構，放在當代無時無刻變的情境中，既有的塗寫必然歷經塗消。

社會之的變，時空之變，變的特性永遠不變，正如尼斯貝（Richard Nisbett）說：「一種

既定狀態就是該狀態即將變的符號。」（174）變類似上述書寫的痕跡，沒有源頭，也沒

有確定的結束。羅德（Daniel Pomeroy Rhodes）有關變的說法，甚具典型：「變沒有開始

與結束。假如有開始，開始就已經是變；假如有結束，結束的時候還在變。」（15） 

現在家庭的塗寫，隨時都在變，婚外情更是凸顯變的戲劇轉捩點點，因為那是結構

「明顯」的變。但以下的討論有關「吃」以及婚外情的論述，所著眼的不是變與塗消所

構築的「虛無」，而是在變的旅程中，瞬間的歇腳，在不時解構的過程中，某一階段的

結構，在不時塗消的演變中，及時擁有的塗寫，甚至是，在塗寫與塗消的對立中相互妥

協。換句話說，變與塗消是書寫者本體性的認知，在生命的場域中，無時不在變、無時

不在塗消。在這樣的認知中，本文將藉由德勒茲的電影思維討論時間意象如何介入塗寫

與塗消的「縫隙」，但本文的立場是，在感知人生與影像敘述解構的「縫隙」裡，我們

如何在稍縱即逝的瞬間裡，看到人文精神的吉光片羽。當然，當我們瞬間看到塗寫的結

構時，我們也在那個瞬間體會塗消正在解構。 

其次，當今西方試圖解構視覺（ vision ），試圖將其等同於理體中心論

（logocentrism）的時刻，2對於極端仰賴「視覺」的影像敘述的討論，仍然要珍視影像

形成的過程。也許，巴特對電影的思維很值得參考，他說：「當然，作品一定有意義」

（Barthes 18），但那並非「意義是什麼」，而是意義的懸置或是意義建構的過程（16-

23）。即使意義即將塗消，攝影機塗寫的當下，即使是幻象（illusion）或是虛像，影像

                                                 
2 例如 David Michael Levin 所編選的 Modernity and the Hegemony of Vision 這樣一本書，其立論的基礎

點就在於解構視覺（vision）在西方傳統的論述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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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的製作與欣賞，仍在浮光掠影中瞬間閃現意義。 

二、塗寫與塗消的意象 

以塗寫與塗消審視當代華人有關家庭倫理的影像敘述，非常有「意義」。中國的家

庭倫理，似乎有其亙古不變的傳承，但細究之，時間的軌跡上仍然佈滿了無數的塗寫與

塗消。以時代整體觀照如此，以特定時期觀照也如此。理性的發展必然質疑到傳統的

「固有價值」，類似亞當斯（Matthew Adams）的看法已經是基本常識：「啟蒙思維的普

遍性與力量將傳統的命題問題化，也移除了以前傳統知識論述的疆界。」（45）傳統的

疆界被移除，意味所謂的傳統已經不是傳統。八九○年代之後，華人的影像敘述大放異

彩，面對家庭的人際關係，也打破了傳統「倫理固定體系」的迷思，而讓塗寫與塗消層

疊出現，呈現書寫的特質。在這些影片中，有些影像敘述就是以塗寫與塗消的意象展

示。 

以黃建新的《輪迴》為例，影片中男主角幾次用不同的顏色塗刷家裡的牆壁，其實

每次塗刷的時機，大都是在家裡感受不如意的時候，每一次塗刷，事實上是將前一次的

痕跡塗抹掩蓋，以新的塗刷，標示新的起點。最後一次的塗刷，牆壁刷成幾近黑色，然

後再上面畫出一個白色線條魁武的人影，與當下自己的瘸子產生對比，是內心希望的投

射，也是自己殘缺無情的提醒。 

另外馮小剛的《一聲嘆息》中，主人翁梁亞洲有外遇，梁亞洲的妻子在新屋裡粉刷

白色油漆，新屋煥然一新，塗刷的顏色暗喻粉刷者的心情。此景類似《輪迴》片中男主

角石岜，從與女主角于晶相戀時的橙色，到肢體殘缺時投射到心靈上的黑色，運用塗寫

與顏色是編導闡述主角內心的轉變。塗寫展望契機與渴望，但被塗消的並非全然消失，

只是被掩蓋，仍然棲息於意識的底層。不僅塗寫的「現存」（presence）與塗消的「缺

席」（absence）是存有一體的兩面；當下的塗寫，必然要面對意識裡一度的塗消。反之

亦然。 

《一聲嘆息》中妻子油漆牆壁，也牽動戲劇性的轉折，她爬上階梯磨平門櫃上多餘

的油漆，卻意外摔傷腰骨。梁亞洲聞訊，奔至醫院探視妻子並允諾照顧妻女直至妻子完

全康復。在照顧妻女的生活起居時，梁亞洲的感情經歷了另一層的曲折。特寫鏡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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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亞洲腳踩著單車往家的方向前進，已經暗示了外遇事件必然會經歷塗寫與塗消的拉

扯。 

三、塗寫與塗消的隱喻 

事實上塗寫與塗消可以是純然的動作與事實，更可能是個隱喻。現代人傳統人際關

係漸漸被塗消，而塗寫的大都是瞬間對於現實困境或是家庭糾紛的及時對應，無法持

久，因而一再進行塗消與塗寫的動作。上述《輪迴》石岜在牆壁塗消與塗寫後跳樓自

殺，畫面上出現的文字：「…月後，黑屋裡出生了一個嬰兒，也叫石岜」。小石岜的誕

生，是妻子于晶在石岜已經被塗消後，一種隱喻式的塗寫。 

中國家庭人際關係，華人的影像敘述塗消了什麼？塗寫、再塗寫了什麼？李安早期

的家庭三部曲，觀眾清楚地看到家庭的完整觀、家庭的倫理觀、傳統的父子觀、母女觀

都必然歷經各種程度的塗消。例如，《飲食男女》裡，傳統家人同住一個屋簷下的日子

不見了，一個星期才能相聚一次，而且是父親盛宴款待女兒「回家」。 

夫婦之間，所塗消是既有傳統的夫婦倫理。婚外情似乎是表象千變萬化底層下的

「結構」。不僅是男人有外遇，妻子也可能有外遇。男女外遇經常要面對家庭的崩解，

結婚證書上面原有的書寫，面臨全然的塗消/註銷與撕毀，但婚外情塗消他人既有的婚姻

中，在複雜的過程中也可能塗消自己。 

四、飲食、書寫、家庭 

「飲食男女，人之大欲存焉」，孔子在禮記裡一句話道盡華人自古以來「食」的定

位。西洋人對於吃則偏向以「吃與社群活動」為思考點。例如：柯芙（Christian Coff）

在《倫理的味道》（The Taste of Ethics）一書裡說：「社交的聚餐排斥自我主義而將個人

結合於社群結合成共同的身份。」（14），「聚餐擁有能力引發向心力與社群感情」（同

上）。高弗騰（Leslic Gofton）也說：「文化讓倫理與食物最可能產生關聯」（121）。柯藍

斯基（Mark Curlansky）說：「食物是人類的中心活動。」（15）沙林（Marshall Sahlins）

有關食物的看法極值得深思：「食物的處理是社會關係細緻的濕度計，儀典的陳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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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食物用來作為開始、維持、或是摧毀社會性的機械運作」（215）。 

李安極擅長以吃的場景處理人際關係。以上所有有關吃或是食物的引文，大都可以

在他的影像敘述裡印證。正如上述，《飲食男女》中，影片一開始，身為五星級飯店的

大廚，全心專注準備盛宴，讓三位閨女每週在家庭聚會，因為「吃」是牽繫家庭成員最

主要的動力。影片中，雖然家庭成員各有所思，但型式的聚餐保存了表象的凝聚感。 

《推手》卻藉著「聚餐」形式上的變異，暗示彼此心靈的縫隙。影片中，幾乎每一

天大半時間與老父親同在屋簷下的是黃頭髮白皮膚的外國媳婦。各做各的事，彼此隱約

覺得相互干擾，否則幾乎兩不相干；只有老父親用錫箔紙包食物放在微波爐裡加熱爆

炸，兩人才有言語的瞬間，但那是老父親承受外國媳婦激烈言詞的瞬間。微波爐內食物

的爆炸，似乎是一個伏筆式的隱喻，一種相對能量長期壓抑累積後所爆發出來的火花。 

另外，老父親與洋媳婦靜悄悄地各吃午餐是一種悲劇性的沈默。兩人面對面飲食，

不是「聚餐」，而是各吃各的。一般說來，面對面飲食是一種親暱行為（Gofton 121），

而兩人卻在面對面的狀況下形同獨自吃飯，這在一班家庭是在兩人冷戰或是負氣的狀況

下才會發生。另外，食物的習慣與食物的分享都關係著彼此深度的情感（Mintz 69; Xu 

3）。兩人吃的內容不同，已經顯現彼此的精神領域的南轅北轍。 

「聚餐」也可能是家庭中戲劇性發生或是轉變的時機。《飲食男女》中，二女兒突

然宣佈剛買預售屋，不久後即將搬出。更戲劇性的是，小女兒與大女兒都在每週盛宴的

時候，宣布已經緣訂一生，然後匆匆與男友或是未婚夫離去。電影中，父親經常耗盡時

間準備美食，但滿桌子的菜幾乎原封不動。以上所引的高弗騰說，「食物讓社會聚集，

吃緊密牽連深層的精神經驗。」（121）因此，「滿桌子的菜幾乎原封不動」類似一個形

式聚餐卻彼此各有所思的隱喻。吃已經無法成為心神的聚焦點。《囍宴》裡喜宴的場景

也是影片的高潮和轉折點。喜宴之後，假新娘當晚懷孕，造成戲劇的大轉變。《推手》

裡的郎雄離家出走後，在中國餐館打工洗碗盤，意味他離開象徵家庭大團圓的「吃晚

餐」，而到了食客來來往往沒有感情歸屬感的空間。在餐館，他所面對的是他人的

「吃」，他要等到餐廳打烊才「吃」，這是員工的吃，有別於家庭的吃。雖然不是家庭聚

餐，吃還是代表一種團體的向心力，但他卻在吃晚餐的時候被解聘，變成戲劇性的反

諷。 

「吃」在楊德昌導演的《一一》裡，不僅以苦澀的笑聲展現了台灣文化喜慶宴客的

喜氣與鬧劇，也以影像敘述深沈展現當代人男女之間複雜糾纏的情感。一場阿弟的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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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宴，是賓客喜鬧揶揄的舞台，喜宴中的美食是眾人看戲的佐菜。喜宴如此，滿月酒更

演出全武行。宴客時兩派人馬拳打腳踢，惡言相向。眾人打架的吵雜聲中，NJ 拿著禮

盒站立在門口出神。阿弟走過去，兩人無聲，此時最顯著的聲響是，女主人父親對女婿

阿弟的辱罵。一場滿月酒帶出阿弟、老婆與前女友的三角關係。在酒未喝，菜未上的情

況下，賓與客之間的爭吵填滿了宴客桌上的「空」與心中的「洞」。喜宴本意塗寫新的

人生，但還沒書寫完畢，瞬間即面臨塗消與改寫。 

在徐靜亞的《我和爸爸》中，有一景是女兒小魚及男朋友請父親老魚及老魚的女朋

友到家吃飯，俯視鏡頭下的四人圍在小方格桌閒話家常，敬酒吃飯熱絡進行。可是當小

魚說即將與男朋友結婚時，俯視鏡頭轉到個別人物的近景鏡頭，吃的動作乍然中止，吃

的場面已暗示將是戲劇性的高潮。果然，老魚對此親事並不贊同，但他對小魚的肺腑之

言，男朋友聽來認為是老魚刻意排擠，也因而造成男友與老魚的女朋友言語衝突。吵架

的兩人走離飯桌，留下近景鏡頭下的老魚與小魚。在此之前，彼此間的對話是由個別鏡

頭呈現，顯示四人各說各話。而後，小魚老魚兩人同時進入鏡頭，意味這是兩人彼此認

知的「家」。以父女感情來說，兩人的心靈距離在飯局中連接，並且滋養情分。以來家

作客的朋友來說，飯局是情感的摩擦點，因為後者介入了前者的「家」。但以情節發展

的結果看待，男女情感的書寫，也是受到既有「家」的干預，必須暫時停筆；而父女的

感情因為男女情感的介入感受危機，反而成就另一種書寫。 

在顧長衛的《孔雀》一片中，一家五口吃飯的場景，主角以老翁的年紀，獨白的方

式，回溯一幅在心中烙印多年而心中有甚多感觸的景象。70 年代的夏天，全家人在走廊

吃飯的這一幕分別在三個不同的場景中出現：影片開頭、姊姊結婚離家坐在夫婿腳踏車

的後座回頭望著家中二老與兄弟、大雪紛飛中大哥拉著食攤與大嫂回自個兒的家。一家

五口完整吃飯的景象在各自組了家庭後，各奔前程，留下二老獨自在走廊吃飯的背影。

由於三個姊妹已不在身邊，二老吃飯的景象，最令觀眾難忘的是母親在吃飯時不時對外

倚望。由於影片是獨白倒敘，昔日家人個個埋頭碗筷間的景象，已勝過彼此需要用言語

塗寫空隙的景致。「家」在這個景象中完美地自我宣示，但在時間的流動中變成缺憾。

當年塗寫的景象，已經塗消，必須改寫。 

《孔雀》的另一景，在姊姊離婚後回家居住，主角也帶著結識的女子與她的小孩返

家，依舊是在走廊吃飯的畫面，只不過隨著主角抽煙的動作，家人注視到他斷掉的手

指，吃的動作由眼神承接，而眼的動作事實上是心無聲的關懷。沒人詢問斷指的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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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主角而言，一家人依然可以團圓吃飯的感受，勝過個人手指的「殘缺」。「殘缺」與

「缺憾」是主角多年來心中的承受，因為獨白的回憶中，雙親已經不再，人的「缺，帶

出塵封已久的「憾」。生命中完滿與缺憾或是殘缺總是塗寫、塗消、再塗寫的迴轉。 

以上《孔雀》，吃的場景因為是經由回憶，聲音在時間中沈澱，影像所傳達的不是

戲劇性高潮，而是生命成長與流失必然的冷肅。 

張藝謀的電影《活著》，兒子被牆壓死後，主角福貴與妻子到墳前祭拜，擺出兩盒

水餃，一盒是當時兒子還沒吃的水餃，一盒是新包的水餃。以食物祭拜，以想像死者的

吃，是華人文化中，死者與生者另一種形式的團圓，雖然這是一種苦澀的反諷。 

《活著》結尾時，福貴與妻子都老了，這時女兒也因為生產已經死亡多年。片尾，

兩人隨著女婿二喜與孫子饅頭到女兒的墳前掃墓後，緊接著場景也是吃。掃墓回來後，

二喜去煮飯，四個人圍著吃飯，是另一副團圓的景象，雖然這種團圓已經是殘缺。對於

福貴與妻子來說，少了女兒、兒子；對於二喜來說，少了妻子；對於饅頭來說，少了母

親。但是人還是要吃飯，繼續「活著」。吃飯場景的影像敘述，稀薄的煙霧穿插其中，

少了明晰的刻畫，多了一層時間述說一切的蒼茫。 

以上祭拜兒子與女兒之後的不同形式的吃（前者是死者的吃，後者是生者的吃），

和《孔雀》一樣，不是戲劇性的高潮，而是類似高潮點過後的剪輯；是事件之後，意識

裡的縈繞的思緒，外現於實際的生活場景。以書寫的隱喻來說， 
是家庭歷經時代與外在現實的塗消後，為了「活著」，繼續塗寫。 

五、家庭與婚外情 

現代人的婚姻關係面臨空前的挑戰。吉登（Anthony Giddens）在討論全球化如何改

變現代人的生活時說：「婚姻意指兩人伴侶的穩定關係，以及提升那種穩定，因為兩人

都在大庭廣眾下做了承諾。事實上，婚姻再也不是決定伴侶關係的主要因素。」（60）

夫妻長久一起生活不免會有一些問題。而問題正如克勞德與湯顯德（Henry Cloud and 

John Townsend）在討論婚姻的界線時說：「相處中的問題是一個符號，意味兩人都想成

長與改變，沒有相互承諾時，避不見面是最容易處理的方式。有些人不是身體離開，而

是感情開脫；將心置之度外來放棄彼此的關係」（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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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之度外的心」經常會去找尋另一顆心，因而，婚外情是當代極普遍的社會現

象，中外皆然。3藝術創作中，題材的普遍性經常是對編導或是作者極大的挑戰，因為

有時過於熟悉，反而很難展現創意；有時為了創意，不免造作不自然。當今華人導演當

代華人影像敘述裡，有些婚外情的敘述，非常具有巧思，很值得探討。 

在《一聲嘆息》一片中，主角梁亞洲倒敘自己婚外情的那段日子。倒述的著眼點是

妻子面對丈夫婚外情的心情的變化，以及梁亞洲周旋在妻子與情人之間的窘境。有一

景，梁亞洲與妻子在尚在裝修的新屋裡談著離婚事宜，充滿反諷。畫面上，屋的「新」

更反襯「人」彼此關係的「離」。但就是「人」與「屋」的反襯，也造就了塗寫與塗消

可能的糾纏。中景鏡頭中，梁亞洲背光抽著煙，妻子面對著光坐在桌上望著窗外。階

梯，幾株燈光；地板上，散落失序的報紙。梁亞洲背光因為心情黯淡，妻子面向光似乎

暗示過渡中的多種可能性，可能是離婚的書寫，也可能是原有婚姻在失序中重新建構。

在整個事件發展中，妻子偶而威嚇，偶而動之以情，正是塗寫與塗消的辯證。 

假如《一聲嘆息》家庭成員的婚外情是由男的主導，路學長的《兩個人的房間》則

是強調了女性的主體性。透過這兩性的對照，電影的影像敘述概略勾勒了當代家庭男女

問題的梗概。本片的婚外情也巧妙地運用了反諷的修辭。先生是心理醫生，卻忽視了妻

子的心理問題。妻子是健身房的老師，但身體健康，心靈卻匱缺幾近貧血。大部分的婚

外情是心理問題，印證於生活的是生活的貧瘠。同一屋簷下生活，日子卻有如河水不犯

井水，朱大夫日常生活步調失調，每餐以泡麵果腹，而妻子以盛餐填補心靈的空缺。但

精神貧瘠不能靠食物填補，因為婚外情是精神的飢餓方式。本片劇本的書寫不必太依賴

想像，因為觀眾現實的生活就是活生生的劇本。由於婚外情平常如生活，當代人已經在

陷阱中而不自知。婚外情經常塗消家庭既有的書寫，而變成坊間報紙雜誌一再複製的文

                                                 
3 婚外情已經變成現代社會的常態，僅提供相關資料以供參考。美國男性將近百分之七十，女性百分

之六十有婚外情（Hein 77）。香港鳳凰電視台 2009 年 9 月 6 日的電視節目「南奧記事」，根據 2009

年 9 月 6 日的「色戒：香港婚外情現象調查」結果，發現 10 個家庭裡 8 個有婚外情。結論是：「婚

外情在香港社會成為常態。」陳映竹在 2010 年 2 月 1 日的中廣新聞網報導台灣外遇問題多嚴重呢？

一項調查指出，約一成左右夫妻坦承有外遇，以目前台灣約有 1 千萬人有婚姻關係、500 萬對夫妻估

算，大約有 50 萬對夫妻，婚姻受外遇威脅。根據內政部統計，97 年台灣共有 5 萬 6 千多對夫妻離

婚，其中外遇是主要因素。有關台灣的統計，專家認為比較保守，因為很多受訪者有所牽掛，不願

意坦承，表象的數據只是實際數字的冰山之一角。但下面大陸北京的統計數字，令人怵目驚心，根

據 2009 年 8 月 10 日北京新浪網指出：男人 98%有婚外情，女人有婚外情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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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婚外情的塗寫與塗消中，小孩子經常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葛勒夫與歐格本（Ernest 

Rutherford Groves & William Fielding Ogburn）認為兩人的婚姻生活並不全然等同於家

庭：「婚姻聚焦於夫婦間的關係，著眼於兩人做為伴侶的意義。而家庭則意味較複雜的

層次，先生、妻子、小孩都有其個別意義。」（3）因此，對於小孩的考慮可能是真正對

於家的考慮，而非只是兩人的婚姻。婚外情使家庭的觀念更行複雜，而小孩經常在婚外

情的事件中，扮演當事人家庭倫理的提醒劑，也是映造罪惡感的一面鏡子。小孩子所認

知的「是」經常會逼使當事人意識到自己的「非」。在《一聲嘆息》片中，當梁亞洲提

著行李準備離開家裡，背對著鏡頭拉著小提琴的女兒事先把梁亞洲的鞋子藏起來。他問

女兒是否看見爸爸的鞋子，女兒回頭哭喪著臉倚靠爸爸的肩膀，女兒：「爸爸，我會好

好練琴和寫字，就是為了讓你喜歡我，可是你要是不要我和媽媽，我就什麼也不學。」

女兒的一番話把梁亞洲的對家庭的良心給留住了，在婚外情的同時，梁亞洲選擇把身體

留給情人，把心放在家庭。在當事人身心分離的狀態下，已經塗寫的婚外情注定終究要

塗消。 

馮小剛的另一片《手機》，小孩子則是維繫傳統的支柱。影片中，于文娟離婚後發

現已經懷了嚴守一的孩子，但她不與嚴守一聯繫，孩子生下來後也堅持獨力扶養，婉拒

嚴守一的援助。當姥姥去世時，嚴守一載著于文娟與兒子回老家奔喪。兒子的頸上帶有

姥姥送給于文娟世代傳承的戒指，意味離婚後的妻子反而負責家族延續的命脈，因此地

位可能比嚴守一更重要，傳統「家」庭的主軸面臨再書寫，雖然所謂「傳統家庭」無時

無刻在歷經塗消。 

六、婚外情的塗寫與塗消 

男女關係的婚外情是現在熟悉的劇本。電影《一一》則是藉由影像呈顯婚外情中人

心靈的幽微，而讓婚外情無法完成塗寫。本段影像敘述極為細緻，值得細讀。影片中，

在多重故事的平行鋪陳與鄰居家庭感情失和的對應下，NJ 以平淡的口吻，對妻子說出

他有個機會去過了一段年輕時候的日子。NJ 與初戀的對象阿瑞在日本度假，是一種彌

補，也是一種新的展望與追求。兩人在日本的影像，不時透過聲音與影像的非同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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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 的女兒與新男朋友在台北街道散步的情景穿插（A 組的聲音配 B 組的影像，反之亦

同），暗示父女類似的機緣與命運。NJ 與阿瑞在日本的旅程，編導大都以中景及遠景鏡

頭陳述，似乎暗示嘗試加溫過往戀情的當下，已經在時空的距離外沈澱成歷史。於是，

嘻笑夾雜了些許怨懟，感情的追憶與填補攪拌了情緒偶發的砂粒，旅遊預期塗寫過去未

完成的渴望，也可能是另一次的遺憾與自我塗消。 

旅遊中夜宿旅館，經常是敘述的轉折點，可能是慾念的完成，也可能因為慾念的克

制而不得不分手。影片中，兩人向旅館的櫃臺領了兩個房間的鑰匙，房間前的廊燈故障

一閃一閃，是個警示，也是個伏筆。NJ 進房後，和室溢出的餘光投射在他低頭抽煙的

身影上。阿瑞敲門，NJ 開門為漆黑的房間注入一線光。光似乎帶來希望，但門關上

後，如此的光影成為兩人內心對話的空隙與縫隙。阿瑞情緒洶湧失控，NJ 表面安靜，

旅館邊海浪的聲影卻似有似無地做轉喻的述說。阿瑞離開後，NJ 獨自沈思，遠處靜寂

的樓房與街燈俯視下，心裡的波瀾有如湧動的浪花。 

回程的火車上，NJ 閉目而眠，阿瑞望著窗外若有所思。這是影像宣示結局的預

言。兩人回到旅館，阿瑞示意非常疲倦需要休息，身體的疲憊暗示身心的疲累。NJ 站

在阿瑞的房外說：「我從來沒有愛過另外一個人。」接著的影像是門後阿瑞的哭泣；窗

外東京鐵塔與周圍大樓寥寥無幾的燈光映照在旅館窗上，隱約勾勒出她的表情。此時，

黑暗中有限的光影，所凸顯的不是黑暗，而是光，一種心靈自覺的光。夜晚寂靜，阿瑞

的哭聲並不全然是傷心，而是心靈撫慰後需要面對的割捨。 

阿瑞不告而別，NJ 返回台北家後癱垮在客廳的地板上，疲累的遊子投入「家」的

懷抱。一段即將發生卻未發生的婚外情，是 NJ 的心路歷程。日本之旅也許填補了部份

年少未完成的遐想，也體認到「家」潛在有但被漠視的神秘力量。若是為了婚外情人生

一切得以重來，正如 NJ 告訴妻子所說的：「真的沒那個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NJ 回到家的時候是一個人，類似家空的感覺。但「空」可能更能

引起對家的依戀。古柏（Mary Cooper）說：「家是歷史與各種可能性組成。空盪的房子

是充滿想像、希望與機會的空間。在改變的過程中，瞬間各種東西的聯想，光線、空

間、零散失序的物品的偶發關係，使空氣散發一種夢幻的特質。」（37）觀眾以這種觀

點更能感受《楊德昌》場景安排的細緻。NJ 一個人回到空盪盪的家，但經過日本之

旅，心中湧現的記憶可能不再是未完成的初戀，而是這個家過去與當下豐富的一切。人

在其中，感受平靜，因為得到過去歷史的滋潤，正如吉登所說的，人們對於家庭失去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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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港的懷念，遠遠大於其他任何機構，雖然它們也根源於過去。（33） 

於是，NJ 與阿瑞興奮遠赴日本約會，兩人都想在現有的家的體制下，展望新的書

寫，那就是婚外情。但情節進展，即將被塗寫的變成被塗消，而原來可能立即被塗消

的，反而在當下似乎維護了既有的書寫。 

七、家庭與文化的相異與相容 

正如上述，電影中「吃」經常是華人社會持家的核心影像，因此，編導也經常在吃

的場合中，展現了文化的相異與相容。李安的電影尤其如此。正如上述，在《推手》

中，郎雄與美國媳婦瑪莎吃午餐時面對面，吃得食物不同，以一大碗的中國飯菜對應美

國沙拉。到了晚餐，郎雄的角色才能真正與「家人」在一起。類似麥克林雷與麥克維醍

（Andrew Mckinlay & Chris McVittie）這樣的看法「晚餐經常是家庭討論問題的機會」

幾乎是一般的認知（77）。在《推手》中，郎雄的角色終於在晚餐說話，好像一天壓抑

的文字有了出口。但是畫面上，觀眾看到的是，即使晚餐一家四口人吃飯，東西食物分

占餐桌不同的位置，唯一讓兩者產生交集的是曉生的餐盤。 

曉生處於東（父親）西（妻子）文化之間的緩衝。但電影後來在郎雄離家出走後，

有一景，瑪莎用筷子油炸春捲，以茶款待房屋仲介，瑪莎親自烹調中國菜，這似乎暗示

人（郎雄）不在，心（瑪莎）自然騰空自我的習性，騰空之後，自然而融入他人的思維

與文化情境。 

在《囍宴》一片裡，威威在廚房煎荷包蛋，卻因賽門的介入指導，而負氣地把蛋炒

糊了。這裡的蛋似乎與威威懷有身孕互成鏡像。也因為假結婚真懷孕，人際關係陷入一

場混亂，正如炒糊的蛋。當賽門在屋外一句「懷孕」，屋內高父、高母、威威三人正在

吃飯，突來的聲響在聆聽者的意識中敘述各種故事。威威懷孕對偉同的同性戀對象賽門

來說是晴天霹靂。兩人爭吵中，鏡頭左右移動，同時呈現窗外與屋內兩組人不同的性別

取向。窗外裝有鐵條的窗格裡是賽門與偉同同性戀世界，屋內的三人則是默默地吃飯，

是與窗外那個世界難以切割的局外人。雖然屋外與屋內分隔，鏡頭將五人以斜直線的方

式串連，意味彼此糾結的關係。接著，編導以語言的使用區隔角色的立場。威威試著用

英文向賽門解釋自己懷孕並非偉同的錯，爭吵由原先的兩人變到三人。三人以為高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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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不懂英文，而全盤招出三人真實的關係。高父因此知道兒子與賽門同性戀。英文用來

守密，卻變成洩密。 

除了「吃」的場景，生活中文化差異介入家庭關係不勝枚舉。《推手》影片中，即

使還沒有在午餐顯現吃的差異，郎雄與瑪莎在同一室內空間裡，已經在安靜中充滿緊張

感。景深鏡頭中，經常靠近鏡頭的與遠離鏡頭的正是東西兩方的差異。瑪莎用電腦寫作

而郎雄氣定神閒的練毛筆字，都是景深鏡頭展現的乾坤。有時，兩人分別位在兩扇平行

的窗內各自做自己的事，房間的一前一凹，也顯示「東」「西」有別。 

另外，瑪莎原來認太極拳是暴力，是對她在電腦上寫作的「干擾」。瑪莎胃不舒

服，郎雄為其運氣診治，當瑪莎感受到「氣」時，因過度緊張而導致胃出血。這更證實

了瑪莎心目中的暴力。瑪莎後來對太極拳有真正的體認，但郎雄已經離開她的居住空間

了。 

文化認知差異而影響家庭，鄭曉龍的《刮痧》是一部極具戲劇性衝突的影像敘述。

在《刮痧》一片中，孫悟空的詮釋，有人認為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英雄，有人則視之為頑

劣粗魯的中國猴子，摧毀既有的體制與價值。小孩失禮，中國人以打管教，被另一個文

化簡化成暴力，因為正如林荷姆（Charles Lindholm）所說：「東西兩方的倫理價值體系

不同，一方傾向是適性的自我控制，另一方式情感的自我表現。」（213-14）。也因為如

此差異，西方的管教方式，東方的父母可能認為是縱容；東方的管教方式，西方人可能

認為是虐待。 

《刮痧》展現了中華醫術的神奇，但刮痧留在小孩子身體上的痕跡卻被西方人當作

父母暴力傷害的具體證據。電影中有一景，影像深沈地帶出文化差異下無可奈何的困

境。許大同（梁家輝飾）的父親到墳場向老霍辭行並吐露心事，父親說：「你就說刮痧

這件事，在中國幾千年了，這怎麼到了美國就說不清楚了？」話說至此，移動的近景鏡

頭帶出欄杆裡面的墳墓。東西文化對刮痧的見解是世代傳承的「生」與長眠墓碑下的

「死」，以鐵欄杆做兩個介面的區隔。墳墓沈默無言，刮痧是千古流傳的醫術，面對西

方卻百口莫辯，有如難以言語的墳墓。但墳墓的影像暗示多重的意涵。它可能同時指涉

相互對立的主體與客體。中國人面對西方人的啞口無言如墳墓，西方人自我封閉的認知

也如墳墓。在中國的情境下，刮痧是源遠流長的書寫，在他鄉異國被塗消，家庭的人際

關係也因而面臨崩解。 

《刮痧》許大同的案例顯現，華人在美國表象有工作機會，並不意味已經融入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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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社會。一旦有文化衝擊的案例時，華人才瞬間體認到正如亞當斯所說的，過往自己只

是「讓生命的流程有一個藍圖的印記，而非與某個階層有更廣泛的牽繫」（8）自我也在

這一瞬間體悟到，所謂的融入他國的文化情境經常是自我錯誤的詮釋，以前「自認理所

當然的公開論述，事實上是顯現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主流團體不同，自己也已經變成少

數「他者」的象徵」（Miki Makihara & Bambi Schieffelin 48）。 

引人深思的是，《刮痧》不是刻意強調文化因為相異的衝突，而是經由相異凸顯彼

此的相容。許大同的美國上司觀念上的改變賦予本片另一種文化思維的深度。影片中，

先前對梁家輝誤會的上司約翰，後來在中國城裡展開一場刮痧之旅。中國城人潮湧現，

鏡頭移動中，他站立不動，與周遭的人潮，時而溶出，時而溶入，似乎想在人潮中找到

方向與切入點。後來，在約翰的主觀鏡頭下，邁入眼簾的是帶有中國風擺設的房間。灰

暗的房間略帶一點餘光，香煙裊繞；在中醫的說解下，鏡子中約翰裸露的背部已不知不

覺地呈現了三條直立的刮痧紋。當下，約翰必然清楚體會到，自己背上的刮痧紋不是暴

力留下的傷痕。香煙的朦朧也許暗示約翰此時的心境，但一場疑雲在鏡中映顯刮痧紋的

瞬間，撥雲見日。 

許大同的上司當下的體認，正如羅賽地．法瑞拉等人（Rossetti-Ferreira et al 所論說

的：「仰賴的瞬間，情境與人的特性，除了人之間的互動外，重新形塑人際網路

（configuration），凸顯新的意義。…人際網路的再組織與再形塑，在互動的交流中，

引導人獲得新的意義，引領對自我、他人與情境的感知」（285） 

因為這樣的感知，人突破了原先侷限自己的文化認知。《刮痧》的結局讓觀眾看到

華人終於能在異國的生活空間下再度塗寫「家」。而異國文化滋養下的約翰也能體驗到

華人文化幽微的天地。這是他一生中跨越自我極重要的書寫。 

八、塗寫與塗消的妥協 

不論是家庭的兩代關係或是婚姻中的男女關係，當代華人影像敘述都在展示體系中

塗寫與塗消的妥協。「妥協」表象是變證法的正反合中的「合」，其實並非完滿的結局，

而是權充式暫定的狀態。不是「正」與「反」統籌成「反」，而是「正」與「反」並

存，因而更像德希達解結構的雙重姿勢。而這種姿勢也是暫時狀態，內在不時的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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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可能翻轉塗寫或是塗消。正如德希達解構西方「視覺」的理念，在解構「視覺」作

為有跡可尋的形體時，他也讓過渡中「可見」（visible）的看法與「視覺」的解構並存。

麥堪伯（John McCumber）討論德希達的〈白色神話〉一文時說：「因此概略來說，視覺

的客體不再現存（presence）而是過渡中可見的東西：有如來與去的過程，但不確定來

自何處、去向何方。」（240）影像敘述是視覺的具體化。有關婚外情與家庭關係的影像

敘述，歷經塗寫與塗消的「變」，可能有所妥協，但這種妥協並不是辯證法「合」的穩

定狀態，而是「可見」的情境，似乎在瞬間駐足。 

於是，《推手》的結局是兩代再次彼此諒解。父親搬到外面住，雖然少了含飴弄孫

之樂，但有了自主空間，不必遷就他人的生活習性。這樣的日子，必然被詮釋成永遠是

陽光，沒有陰霾？不盡然。片尾，郎雄與王萊在紐約街上相遇，兩人相互問好，這是紐

約陽光的日子，但是大樓的陰影逐次將兩人籠罩，兩人畢竟是離開家國與家庭的處境，

未來的日子仍然瀰漫各種光影。4 

《囍宴》接近結尾，近景鏡頭高父與賽門兩人坐在防波堤，兩人背對鏡頭並排而

坐，海鷗啼叫，微風吹起兩人後腦梢的頭髮。兩人眼前是防波堤的另外一端，景物以柔

焦處理，輪廓朦朧，因為畫面的著眼點是人發自內心的言語。這時高父說，他知道偉桐

與賽門同性戀，但「如果我不讓他們騙我的話，我怎麼能抱得了孫子了？」。高父的美

國之行在妥協中結束，他有了下一代的孫子，但他的「媳婦」是一個美國男子。 

《過年回家》中，接近結尾，陶梅跪在繼父前說，當年的五塊錢是她偷的。這是個

謊言，一個撩撥心弦的謊言。她要讓他的繼父在記憶裡保持對自己親生女兒小琴的完

美。但對繼父來說，他早就準備接納她，雖然難以言語。所謂接納，就是忘掉陶梅意外

殺死自己親身女兒小琴的暗影。也許繼父在心裡還是有所妥協，但陶梅以自我消解的謊

言做表象的妥協，事實上是在心靈深處呵護另一個暗影。 

在《兩個人的房間》，朱大夫與妻子要到以前結婚登記處塗消婚姻。兩人將車子停

在介於舊的婚姻登記處與新建的城市高樓間一片雜草叢生的空地上。雜草叢生的空地與

新建築的比鄰可能並存兩種意涵。長滿雜草也許映照自己婚姻殘破的現狀。殘破的婚姻

登記處令人感傷，因為那是當年結為連理的註記。但當下婚姻登記處的消失反而是一種

喜訊，因為他們不是要去登記婚姻，而是去塗消婚姻。舊的結婚結構體已經不在，取而

                                                 
4 Dariotis and Fung 也有類似的看法，見（Dariotis and Fung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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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的將是新的建築。不只是實質的建築，更重要的是「心」的建築，能將已有的婚外

情塗消，將其陰影融入陽光的建築。 

另一方面，假如兩人視野中的新建築暗示新的展望，周遭雜草叢生的空間是否暗藏

另一種可能的未來，暗示婚姻的另一次塗消？在此影像敘述有趣的是，意象與意象的銜

接，不是時間因果的牽連，而是空間的並置。跳脫出因果，也因而可能翻轉邏輯，翻轉

時間。雅克慎（Roman Jakobson），德勒茲 （Giles Deleuze）與巴特都認為電影是轉喻

或是接續（syntagmata）的藝術，5接續使意義隨機而生，因而可能是轉喻的逸軌。6我

們可能將雜草叢生詮釋成已經過去，未來將是婚姻的新建築。我們也可能將新建築詮釋

成即將實現的未來，但是更遠的未來將是雜草叢生，婚姻又要面對另一次塗消。 

九、「左右」為難 

家庭體制在現代時空裡經常需要面對左右為難的窘境。人際的價值也經常是塗寫與

塗消相互滋養。王小帥榮獲柏林影展最佳編劇的《左右》，最能顯現這樣的情境。本片

將「吃」的戲劇性場景與變奏的「婚外情」細緻結合，值得細緻討論。本文並進一步將

以德勒茲的電影思維討論時間意象與塗寫與塗消的關係。 

本片女主角梅竹是房屋仲介，電影一開始，梅竹嘴巴以「左右」示意著開車行進的

方向。「左右」雖然只的是方向，實際上是本片編導鋪陳的基調。梅竹因為要救患血癌

的女兒禾禾，想再與前夫肖路生子，以臍帶血挽救禾禾的生命。然而這樣的決定，讓梅

竹本人、梅竹的現任丈夫老謝、肖路、肖路現任的妻子董凡都歷經「左右」為難的煎

熬。影片中，梅竹每日上下班搭捷運的方向似乎也在反映她左右難以抉擇的心境。近景

鏡頭裡梅竹時常坐在車廂裡不發一語，梅竹身後窗外物體的移動「反映」車行的方向：

窗外物體往左移，意味著列車往右行駛。同一個時間裡，人與物對立移動的方向，暗示

心理的掙扎，不知何去何從。 
                                                 
5 雅克慎（Roman Jakobson）在其〈語言的兩極〉中，雖然對隱喻與轉喻各有闡述，但在該文結尾指

出一般詩學研究，忽視轉喻，偏重隱喻，而造成「比鄰的失錯」（contiguity disorder），暗示轉喻寬

廣的空間。德勒茲根據雅克慎的訪談，指出雅克慎強調電影是轉喻的美學（Deleuze 160）而巴特也

從雅克慎的論述得到啟發，認為電影的影像是轉喻的運作。（Barthes 16-20）。 
6 有關轉喻的逸軌，請參見（de Man 3-20）以及（簡政珍 24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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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梅竹所下的決定也左右了其他三位主角在婚姻所扮演的角色，也迫使老謝

與董凡間接同意配偶和他人發生肉體關係。影片中，肖路車停靠往右走向的高速公路路

肩，肖路頭往右看，車外左右來往的車輛是他內在煎熬的寫照。但不論自己如何決定，

也必須等待董帆的許可。影像敘述緊接的就是董帆的心境。移動的遠景鏡頭裡依舊是高

速公路來往的車輛，董帆坐在向左行駛的空姐接駁車裡，頭朝左往窗外看。她的姿勢恰

好與上述肖路的姿勢形成左右對比。 

梅竹三次人工受精都失敗後，提出要與肖路以肉體性行為嘗試懷孕。景深鏡頭中，

董帆與肖路協議離婚，兩人身後，捷運列車的向左向右行駛依舊是對應兩人的抉擇，只

是接著董帆向右走出景格。 

最後，編導以先後交錯的兩組畫面讓四人心理對話。交錯的畫面上，兩人一組，各

據左右上下分別吃著晚餐：董帆與肖路分居左右，而梅竹與老謝則位處上下。肖路因為

與梅竹發生關係而久久不能回神。董帆望著肖路等待他回神後，兩夫妻互相夾菜，再一

次的回歸家居生活。梅竹因為隱瞞老謝與肖路發生肉體關係而忐忑不安，位居畫面上

方。老謝因為梅竹手機自動撥號，而知道梅竹與肖路發生了肉體關係。他對梅竹說將來

孩子出世後，身世不要讓外人知道的一番話讓後者心裡一沈（背景是降 B 調的鋼琴鍵盤

聲）。但她知道老謝已經諒解接受了一切。雖然「犧牲」不同，四人都需要以「他者」

的立場說服自己。梅竹與肖路的肉體關係，不是傳統上的婚外情，但卻對既有的婚姻生

活與家庭體制，產生極大的衝擊，最後在塗寫與塗消的妥協中，進行家庭的再書寫。 

《左右》影片最後交互穿插吃的場景，一方面凸顯「吃與團圓」的主題，一方面以

塗消婚外性關係而塗寫新家庭作為理想化的結束。但如此的呈現可能增加塗寫與塗消更

複雜的糾葛。吃飯的場景是現在，一個似乎「船過了無痕」的當下。這一景吃飯可視為

過去眾多行動趨近凝止的當下，是過去「動作意象」（movement-image）的總結，但是

所謂總結能真的了結嗎？ 

電影影像正如巴特所說的是指涉與被指涉之間的是類比關係，不是單獨的影像，是

一種持續，不只是空間的持續，更含括時間的持續。（31）德勒茲有關電影的論述第 2

部時間意象（time-image）更說明了當下的時間總留下過去或是未來介入的縫隙。他

說：「每一個現在都是縈繞著過去與未來，過去已不能縮減成先前的現在，未來也無法

包含即將來臨的現在。簡單的接續會影響現在的消逝，但每一個現在和過去與未來並

存，否則現在就無法消逝。電影的特色就是捕捉和現在並存的過去與現在。」（37） 



塗寫與塗消──當代華語影像敘述家庭關係的書寫 

 ．19．

人所有的意識都是過去與現在，或是現在與未來的延續，延續的過程雖非實線，但

總有虛虛實實的牽連。假如過去與未來會滲入現在，所謂「單純的」（pure）現在並不可

能。因此《左右》最後看似完滿的結局，實際上是外在表象的妥協，內心的意識的縫隙

隨時都要接受過去的滲透。而當未來點滴情境的變化與刺激，當下現在的思維與決定可

能會歷經某種程度的改寫。巴特以上談到影像的類比關係時，強調其持續，持續是事件

時間的延伸，但並不盡然是同一個思維邏輯。《左右》上述最後吃飯的場景，過去對於

現在的介入，可能不是持續而是反持續（discontinuous），未來也可能是現在的反持續，

因為過去與未來價值觀、是非觀、得失心都可能迥異於當下的現在。所以電影表象以吃

飯代表團圓，但這個圓未來可能變形。個性上老謝非常寬容厚實，但是影像敘述上，他

是透過手機知道梅竹與肖路發生肉體關係，而非梅竹的主動告知，因此意識裡可能沈澱

某種陰影。因此，他雖然很大方說要把梅竹生產的小孩當作自己的兒子，不讓他人知道

嬰兒的身世，但未來誕生的，可能是伴隨嬰兒肉體的陰影，而嬰兒本身也就是陰影的化

身。 

因此，進一步思維，所有影像敘述最後影幕上打出的完結（The End），其實並非完

結，而是暫時的結局。電影結局的大團圓可能是生離死別的前奏，「有情人終成眷屬」

可能是分道揚鑣的序曲。塗寫與塗消總是永無休止的相互塗消與塗寫。  

十、總結 

以塗寫與塗消的書寫特性審視當代影像敘述裡家庭、文化與婚外情，可以梳理成兩

種並存的結論。一、任何塗寫的結構必然要歷經塗消的侵蝕。所有的視覺的影像與結構

都在過渡中，並不穩定。上述《左右》，老謝暗示梅竹說要把未來生下來的小孩當作自

己的親生，但這一段吞下去的沈默可能已經在醞釀另一種變數。《刮痧》中的上司約翰

親自被刮痧後，知道他者的文化內涵，但未來仍然很可能陷入其他的文化誤解。塗消總

在窺視塗寫的縫隙。 

二、雖然變與痕跡無始無終，塗消總在某個過渡的瞬間暴顯某種「可見」的「結

構」，而轉換成塗寫。人在塗消的「縫隙」中看到人文的價值。於是，為人父母者，可

能要容忍遠離理想的新一代；為人子女者，可能要去接受「時代落伍」中的老一代。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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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情後，假如決定延續既有的婚姻，必然要讓心靈騰出空間容納陰影。於是，我們珍惜

如此的瞬間：《推手》中，瑪莎和先生練習太極拳的瞬間，《刮痧》中，約翰背部出現刮

痧紋驚覺刮痧並非暴力的瞬間，《一一》中，NJ 放棄未完成的初戀而回到家的瞬間，

《兩個人的房間》中，朱大夫與妻子站在雜草叢生的空地上，眺望遠方新建築的瞬間，

《左右》中，老謝、梅竹、肖路、董凡在象徵團圓的飯桌上為對方夾菜的瞬間。妥協，

是一種無奈，但也因而是一種成長。文化在相異相容中共生，文明在妥協中迂迴轉進。

在妥協中，也許有一種瞬間的認知，正如裘德哈利（Nandita Chaudhary）說：家庭不是

依賴個人的意願，「而是一種『責任』，以及不論時空，彼此都認定有些不變的抽象形

式」（533）；同時，也正如韋爾（John Ware）所說的，「家的存在並非偶然」（viii），家

需要小心呵護，因為「它是時間與關懷的藝術品，有如繪畫或是雕像」（ix）。這是彌足

珍貴的認知，雖然它也許只是時間縫隙裡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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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融入社會視野的「微言大義」與今文學門戶樹立 

三、開啟國際視野的史地編纂與改革主張 

四、兼重諸子之跨出儒家思想涯岸 

五、結論 

〔提要〕 

清初經世思潮在乾嘉考據學興盛之後漸趨沉寂，中葉以降，由於日漸加據的政治、

經濟與社會危機浮現檯面，突出現實改革的經世學風於嘉道間再起，龔自珍、魏源堪稱

斯時之先趨代表。本文擇就編有《皇朝經世文編》，著有《聖武記》、《海國圖志》等強

調治術層面之經世實學，以及《書古微》、《詩古微》等影響晚清樹立今文門戶甚鉅的魏

源以為探討對象，主要著眼於魏源對晚清學術的影響力。全文採取鳥瞰魏源整體學術思

想的學術史方式書寫，並試圖梳理晚清學術變遷的重要關鍵。魏源繼常州學派劉逢祿等

人獨尊公羊之後，又在《詩》、《書》上尊今抑古地樹起今文大纛，攻擊《毛傳》、〈詩

序〉以及馬、鄭《尚書》，其後又有邵懿辰的《禮經通論》，於是晚清今文學興盛自春秋

學擴及各經而群經今文說並出。然證成今文家法、闡發經典義例並非魏源之學術旨趣，

他主要是走一條發揮微言大義於實際政事的「援經議政」之路，而此一經術經世精神，

更是他與晚清變法思想具有連繫的部分。是即本文所欲論述之魏源維新思想大要。  

Abstra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oughts of managing state affairs began to go downhill after 

the prosperity of the Qian-jia Textology. However, after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because of an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crisis i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emerged, and a 

diplomatic study style emphasizing realistic reforms rose again, at which time Gong Zizhen 

and Wei Yuan were the pioneering representatives. This paper selects Wei Yuan as its research 

subject, who both wrote Collection of Memorials on Diplomacy, and researched s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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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lomacy,  with a focus on managing methods such as Sheng Wu Ji and Hai Guo Tu Zhi, as 

well as Shu Gu Wei and Shi Gu Wei, which  had much influence on setting up the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t mainly focuses on the powerful influence of Wei Yuan on 

scholarship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will present Wei Yuan's overall academic 

thought in the course of academic history from a bird's eye view, and will try to find key points 

of academic chang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succession of occupying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Gongyang School by Liu Fenglu, who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angzhou School, Wei Yuan 

erected a literary flag in the chapter “Respect the Modern and Resist Ancient Times“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Book of History. He also made adverse comments toward Mao Zhuan 

and The Book of Songs, compiled by Mao Heng, as well as The Book of History, compiled by 

Mr. Ma and Zheng. Later on, Shao Ruichen published General Theory of the Book of Rites. The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started to flourish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having been seen in various scriptures since the Spring-Autumn Period and having shown its 

existence in doctrines that still prevail in modern times. However, Wei Yuan's academic 

objective was mainly to put Confucius classics into state affairs so that sublime words with 

deep meaning could play a role in practical matters of the state. At the same time, this spirit of 

managing both scholarship and state affairs was the idea connecting him with reform thought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se are the main points of Wei Yuan’s reform thoughts tha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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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九世紀，包世臣（1775-1855）、林則徐（1785-1850）、龔自珍（1792-1841）、魏

源（1794-1857）等，皆嘉道經世之學的代表人物；由賀長齡（1785-1848）所標竿並延

及民初政學集錄的「經世文編」實際上即是魏源編纂並發凡起例的。斯時，經世思潮突

出社會變革主題，多留意及邊事和地理學，特別是邊疆和西洋諸國地志等，如龔自珍精

於西北地理，其《蒙古圖志》（未成）有圖、表、志，他在國史館時亦曾上書總裁，論

西北塞外部落源流、山川形勢，訂《一統志》疏漏，並主張西域建省，撰有〈蒙古水地

志〉、〈蒙古臺卡志〉、〈青海志〉、〈蒙古聲類表〉、〈蒙古字類表〉、〈蒙古氏族表〉……

等；1徐松（1781-1848）亦有《新疆識略》、《西域水道記》、《新疆賦》；梁廷枏（1796-

1861）則有《海國四說》；魏源也有《聖武記》、《海國圖志》等強調治術層面的經世實

學。  

魏源頗同於龔自珍，兼通考據但喜以今文學理論釋經，他雖有考訂古經的癖好，所

強調者卻在今文學理論，學界每以龔、魏並稱。魏源嘗編著《大學古本》附《孝經集

傳》、《曾子章句》，又有《默觚》之讀書雜記類作品，還有《書古微》、《詩古微》等今

文之作。《清史》稱他「發明西漢人之誼，於《書》則專申《史記》、伏生《大傳》及

《漢書》所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以難馬、鄭。」2此外，他也頗以史學名。魏源

幼年時正是白蓮教活動勢力遍及鄂、豫、川、陜、甘各省的動盪時代，後來他隨父親入

京，沿途所見又皆不堪。在京，鴉片之禍遍及中國，他與林則徐、龔自珍常憂憤議政。

魏源較自珍壽長，又先後為賀長齡、陶澍（1778-1839）、林則徐、陳鑾（1786-1839）、

裕謙、李星沅……等人幕僚，既目睹許多官僚弊政，也有機會直接接觸社會中下階層的

生計問題；尤其鴉片戰爭（道光 20 年，1840）開啟了魏源望向世界和感受亡國危機的

窗口──鴉片戰爭期間，魏源曾隨兩江總督裕謙在浙江抗戰，後來裕謙戰死、林則徐被

                                                 
1 詳龔自珍：〈己亥雜詩〉55、49、76 首自註、〈蒙古水地志序〉、〈蒙古臺卡志序〉、〈蒙古聲類表

序〉、〈蒙古字類表序〉、〈青海志序〉，《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513-

516、213-224、663。 
2 《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8），冊 18，卷 69，頁 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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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職查辦充軍伊犁。正是這些背景，使得魏源在漕糧、海運、鹽務、幣制、河工等實務

方面有實際參與及獻謀策劃的機會；憂患意識及其經世理想更使他得以發揮史學識見、

治史長才，除改造元史的《元史新編》外，復有經世文編纂輯、清代軍事史的《聖武記》、

鴉片戰爭史的《夷艘入寇記》、世界史地的《海國圖志》以及邊疆史的《元代西北疆域沿革

考》、《北印度以外疆域考》……等。魏源並在當時提出口號極其響亮的「師夷制夷」變革

之道，是為後來洋務運動的先驅理論、思想根源。 

魏源極以博學名噪京城，時諺嘗云「記不深，問默深（魏源字）；記不全，問魏

源。」其史地纂輯，更以其傑出軍事思想家的身分與實際從事，在傳統儒者中頗為突

出，尤以國際視野突破了國人長期沉浸的「天朝上國」蒙昧氛圍。《海國圖志》載地圖

75 幅、西洋船炮器械圖式 42 頁，並介紹世界五大洲數十國家的地理分布和歷史政情，

是當時國人瞭解西方的經典著作；該著與徐繼畬（1795-1873）的《瀛環志略》，並為國

人編著的兩部最早世界地理著作，對國人「開眼看世界」大有功焉！魏源著作宏富，台

北中研院近史所曾於 1967 年出版王家儉所撰《魏源年譜》，長沙岳麓書社則於 2004 年

曾按經、史、子、集四部為序，出版共 20 冊的《魏源全集》，是為魏源逝世後最大規

模的編纂工程。學界相關研究則或就魏源之經學特色、史觀、史識、佛道思想、文學成

就、思想淵源與特色、經世主張及影響等，各有側重面向。3如翁瑞廷《魏源的政治思

想》、賀廣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黃克武《〈皇朝

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林美蘭《魏源〈詩古微〉研究》、方淑妃

《魏源史學研究》……等；另外，部分專書也有部分涉及，如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

起》、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等；至於本文則意欲自學術史角度，在有限的字

數內對魏源整體思想為一鳥瞰式析評。 

                                                 
3 有關魏源著作，另詳林美蘭《魏源〈詩古微〉研究》、翁瑞廷〈魏源重要著作知見錄〉及《魏源的

政治思想．附錄》、夏劍欽〈《魏源全集》各書版本概說〉；有關台灣學者相關研究，另詳楊晉

龍：〈台灣學者「魏源研究」述評〉，《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4 卷第 1 期，頁 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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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入社會視野的「微言大義」與 
今文學門戶樹立 

梁啟超稱為「今文學之健者」的魏源，4他繼劉逢祿之春秋學獨尊公羊後，在

《詩》、《書》上亦尊今抑古地樹起今文大纛，其後並有邵懿辰之《禮經通論》，於是晚

清今文學自春秋學擴及各經而勢如燎原，對晚清學術的走向影響甚鉅。魏源的中心關懷

是社會改革與學術致用，梁啟超稱他「以經術作政論」，其經學思想係由董子以申《公

羊春秋》，由《春秋》以申西漢今文家法；而他在「微言大義」中融入理想社會的社會

視野，正是西漢「援經議政」的經術致用精神之發揚，並由此一線索與晚清變法思想具

有連繫關係。 

在春秋學上，魏源嘗著有《公羊春秋古微》和《董子春秋發微》，其書已佚，但其

文集中有《董子春秋發微》序文，猶得一窺梗概。其論曰： 

《董子春秋發微》七卷，為何而作也？曰：所以發揮《公羊》之微言大誼，而

補胡母生《條例》、何邵公《解詁》所未備也。《漢書．儒林傳》言董生與胡母

生同業治《春秋》，而何氏注但依胡母生《條例》，於董生無一言及之；近日曲

阜孔氏、武進劉氏，皆《公羊》專家，亦止為何氏拾遺補缺，而董生之書未之

詳焉。若謂董生疏通大詣，不列經文，不足頡頏何氏，則其書三科九旨燦然大

備，且弘通精渺，內聖而外王，蟠天而際地，遠在胡母生、何邵公章句之上。

蓋彼猶泥文，此則優柔而饜飫矣；彼專析例，此則曲暢而旁通矣。故抉經之

心、執聖之權、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5 

魏源序論何休（129-182）《解詁》揚胡母生而抑董仲舒（前 179－前 104），然他認為董

子「三科九旨」疏通大義、抉摘《春秋》微旨，猶在胡母生和何休之上，故為表而出

之。他並為董書正名，他辨後人因董書首篇〈繁露〉兼攝全書冠冕的「三科九旨」之

                                                 
4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收入《飲冰室專集》），頁 55。 
5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董子春秋發微序〉，《魏源全集》，冊 12，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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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遂妄移首篇為書名而改以〈楚莊王〉為篇首，因此魏源復以《董子春秋》稱董書。

全書以董子本書為主，以劉逢祿（1776-1829）《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通論大義而近乎

董子者附後，期為春秋公羊學別開閫域。 

魏源論經除側重公羊學外，復強調「語徵實，則東漢不如西漢，西漢不如周秦；語

知道，則眾人之見不可以測賢人，賢人之事不可以論聖人」，所以主張「先明秦漢《尚

書》家之言，而後申西漢三家《詩》之義。」6他繼常州學派劉逢祿、宋翔鳳（1776-

1860）等人之發揚何休義法並推及《論語》說解後，又撰為《書古微》、《詩古微》，在

《書》、《詩》論說上發揚伏生、歐陽、夏侯之《今文尚書》和三家《詩》的微言大義，

並以《默觚》之轉化《詩》義來針砭時弊、藉《詩》諫世，期以此「援經議政」方式發

揚西漢今文學的致用精神，並為倡導社會改革的理論基礎。 

對於《尚書》，儘管清初閻若璩（1636-1704）等亦曾致力辨偽《古文尚書》，不過閻

氏《尚書古文疏證》雖辨魏晉晚出孔傳之偽，但採信杜林漆書之說，7以馬、鄭所注本

於杜林者為孔壁真《古文》；至於清儒之攻擊《古文尚書》最力者──不論對孔氏經

傳、馬鄭注本或晚出的逸十六篇，8並皆認為非真《古文》者，當推魏源《書古微》。魏

源自述《書古微》倚重《史記》、《漢書》和伏生《尚書大傳》殘本為之命脈，同時亦立

足在明黃道周（1585-1646）以及清惲敬（1757-1817）、莊存與（1719-1788）、莊述祖

（1750-1816）、劉逢祿、孫星衍（1753-1818）、段玉裁（1735-1815）、江聲（1721-

1799）、王鳴盛（1722-1797）等諸家基礎上，「或借以發難、或引申其未備」，以為「西

漢今古文專門起墜掘幽。」9魏源《書古微》高樹今文旗幟並數稱董說，謂「此七十子

                                                 
6 魏源：《詩古微．豳風三家詩發微中》，《皇清經解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88，南菁書院影印

本），冊 5，卷 1294，頁 21。 
7 《後漢書．杜林傳》載東漢時杜林於西州曾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難困亦握持

不離，馬融〈書序〉云即逸十六篇。 
8 《史記．儒林傳》載，秦皇焚書時，伏生曾壁藏《尚書》，惠帝除挾書令後出；文帝時派晁錯學《尚

書》於伏生家，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二十九篇，為隸書寫本之今文《尚書》。後來景帝封魯恭王於曲

阜，魯恭王為廣其宮而壞孔子宅，於壁中復得先秦古文寫本之《尚書》，孔安國考以今文，多今文十

六篇，為〈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

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等。 
9 詳魏源：《書古微．例言下》（《續修四庫全書》冊 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光緒 4 年，淮南

書局刊本），頁 48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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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口受於夫子，微言大誼傳之董生」，「此《尚書》微言大誼，西漢惟伏、孔、董生得聞

之，豈東漢馬、鄭諸儒所聞乎？」他並批評「王莽《周官》假託經義，更無足道。」10

而馬、鄭等東漢古文家，則「務碎義」、「教輒旁歧」、「肊造矯誣，使微言大誼盡變為膚

淺」、「說〈堯典〉二字之文至十餘萬言，說『若稽古』三萬餘言，後進彌以馳逐」，致

「偽孔傳亦乘馬、鄭支離臆說之極弊而乘虛以入者，使今、古文兩敗俱傷。」11其序

曰： 

《書古微》何為而作也？所以發明西漢《尚書》今、古文之微言大誼，而闢東

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無師傳也。自伏生得《尚書》二十九篇於屋壁，而歐陽、

夏侯傳之，後人謂之《今文尚書》；孔安國復得《古文尚書》四十五篇於孔壁，

校伏生本多佚書十六篇。而安國從歐陽生受業，嘗以今文讀古文，又以古文考

今文，司馬遷亦嘗從安國問故，是西漢今、古文本即一家，大同小異不過什

一，初非判然二家。……國朝諸儒知攻東晉晚出《古文》之偽，遂以馬、鄭本

為真孔安國本，以馬、鄭說為真孔安國說，而不知馬牛、冰炭之不可入。12 

魏源強調西漢時《尚書》並無今、古文之稱──「其稱伏生所授，但謂之歐陽、夏侯

《尚書》，從無稱為今文者也。」即孔安國所得，其與今文之大同小異亦「不過什一」，

且今、古文可以互相讀校，是其未嘗別自成家；《尚書》之區分今、古，是在杜林稱得

漆書而賈逵（30-101）、馬融（79-166）、鄭玄（127-200）為傳注訓解後，始有判然二分

之名。後來因古文家動輒輕詆今文歐陽、夏侯為俗儒，致今文反為古文制壓。然孔安國

從歐陽生受業，史遷則嘗問故於安國，其說卻與馬、鄭古文異──「史遷為安國真古文

之傳，皎如天日。今馬、鄭〈堯典〉、〈臯陶謨〉、〈微子〉、〈金縢〉、〈無逸〉諸篇，無一

說不與史遷相反。」此所以魏源質疑馬、鄭並非真古文，曰「豈史遷所傳安國壁中之古

文，反不如馬、鄭杜撰肊造之古文乎？」「後儒動以史遷之異馬、鄭者，擠之為今文

                                                 
10 魏源：〈堯典釋經〉，《書古微》（《續修四庫全書》冊 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光緒 4 年，淮

南書局刊本），頁 486、488。 
11 魏源：《書古微．例言上》，頁 481-482。 
12 魏源：《書古微．序》，頁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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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豈孔安國亦今文，非古文乎？」13魏源認為傳述孔安國真古文的遷書之與馬、鄭注

本異，足證傳世古文之偽。 

故魏源對《尚書》採取尊今抑古立場，總論以「西漢之古文與今文同，東漢之古文

與今文異。」「西漢今、古文皆出伏生。凡伏生《大傳》所言者，歐陽必同之，大小夏

侯必同之，史遷所載安國說必同之，猶《詩》齊、魯、韓三家實同一家。」14他不僅反

對東晉梅賾晚出之偽古文，即於馬、鄭注本及逸十六篇也並皆不信，主張一併黜之，至

言「學校不許以晚出十六篇出題考試，不許文章稱引，且燬偽孔傳、偽孔疏，別頒新傳

新疏。」15其後，晚清經學家如皮錫瑞也稱晚出的孔傳為「偽中作偽」，「孔壁古文久已

不傳，其餘真偽難明，或且偽中作偽。」16不過對於劉逢祿、魏源等人之解《尚書》，

皮氏也認為臆說不可信，謂「莊、劉、魏皆議論太暢，……皆立論太果。此宋儒武斷之

習，非漢儒衿慎之意也。」17至於辨偽《古文尚書》的結果，則張霸之偽，18其事已經

《漢書》辨明；梅賾晚出孔書之偽，閻若璩等已經辨明；惟馬、鄭注本出於杜林者，是

否即孔壁真古文？學界說仍紛紜，未有定論；然魏源《書古微》之樹立今文門戶，誠為

影響晚清今文學走向的重要關鍵之一。 

論《詩》，則魏源亦高舉反《毛》大纛而標舉今文三家《詩》。溯自《史記．儒林

傳》述漢初經師，謂《詩》之立於學官者有《齊》、《魯》、《韓》三家而未及《毛詩》；

                                                 
13 同前註（魏源：《書古微．序》），頁 476。 
14 魏源：《書古微．序》，頁 476。 
15 魏源：《書古微．例言上》，頁 480-481。 
16 歷來辨偽《古文尚書》者，可以大分為兩端：一、辨晚出孔傳《古文尚書》之真偽；二、辨孔壁

《古文》之真偽，即兩漢究竟有無真《古文》？並由此形成了辨偽《古文尚書》極其複雜的關係。

據皮錫瑞《經學通論》，歷來辨《古文》者包括如下角度看法：孔穎達作疏，以孔氏經傳為真、馬鄭

所注為張霸偽書；宋儒或以孔安國書為偽；毛奇齡以孔氏經傳為真、馬鄭所注本於杜林漆書者為

偽；閻若璩、惠棟以孔氏經傳為偽、馬鄭所注本於杜林者為孔壁真《古文》；劉逢祿、宋翔鳳、魏源

等以為孔氏經傳和馬鄭本於杜林者皆偽，逸十六篇也非孔壁之真；皮錫瑞亦不採信《古文》說，謂

「逸十六篇本之杜林，託之孔壁，衛、賈、馬、鄭遞相授受；馬融以為絕無師說，鄭亦不註逸書。」

「《古文》說出，初不知所自來，衛、賈、馬、鄭所說各異，既無師授，安可據依？」（皮錫瑞：《經

學通論．書經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48、61、70）。 
17 同前註，《書經通論》，頁 60、99。 
18 漢成帝時張霸曾經割裂《今文》二十九篇並採《左傳》、〈書序〉，造偽為「百兩篇」之《古文尚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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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藝文志》始本劉歆（前 53-23），列有《毛詩》與《毛詩故訓傳》，但今文家多

斥其偽，以為不可信。19然《齊》、《魯》自東漢鄭玄箋《毛》以來次第而亡，韓《詩》

則在北宋猶存而亡於汴京之亂。朱熹（1130-1200）〈詩序辨說〉時采《魯》、《韓》以抑

《毛》，《朱子語錄》亦曰嘗因《漢書》、《文選注》及漢魏諸子多引韓《詩》而欲加采輯

但未果；宋末，王應麟（1223-1296）始撰為《詩考》，草創三家輯遺；明何楷（1594-

1645）《詩經世本古義》、清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及徐璈（1779-1841）《詩經廣詁》，皆

廣為輯遺《春秋》內外詩及漢初諸儒所稱引，於是三家《詩》幾備。惟所輯遺案而不

斷，三家大義之待引申者概未及之，故魏源《詩古微》復立足在范、徐輯本基礎上，加

以系統整理並引申其義。魏源自述其著述之意，曰： 

《詩古微》何以名？曰：所以發揮《齊》、《魯》、《韓》三家《詩》之微言大

誼，補苴其罅漏，張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之滯例，而揭

周公、孔子制禮正樂之用心於來世也。20 

魏源反對《毛詩》美、刺、正、變之說，認為正變之例不破，則孔子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之義不著，禮樂為無用；美刺之例不破，則《風》之

「無邪」不彰，《春秋》可以不作。故他尊今文，多用《齊》、《魯》、《韓》之義以破

《毛詩》例說，欲宏揚古義而昌明絕學。 

魏源《詩古微》先考《齊》、《魯》、《韓》、《毛》各家詩法，次論異同，再述各

《風》之〈詩序〉集義、義例以及《大雅》、《小雅》各詩古義等等。他認為三家《詩》

多與諸子相合，西漢諸子著書作注也多用三家，他歷舉司馬遷（前 145-前？）、賈誼

（前 200-前 168）、劉向（前 77-前 6）、班固（32-92）、賈逵、服虔（？-188）、鄭玄、許

慎等人之引詩、論詩，謂彼多用三家，故言馬、鄭雖欲立古文門戶，實際上則以今文經

義為殊勝。其曰： 

                                                 
19 譬如皮錫瑞便嘗論「毛傳不可信」，曰「若毛公為六國時人，所著有《毛詩故訓傳》，史公無緣不

知。……鄭君始言大小毛公有二，陸璣始著大小毛公之名，……鄭漢末人，不應所聞詳於劉（歆）、

班（固）；陸璣吳人，不應所聞又詳於鄭。」（論詳氏著：《經學通論．詩經》，頁 18-19）。 
20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詩古微序〉，《魏源全集》，冊 12，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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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本《左氏》、《國語》以作《史記》，何以宗《魯詩》而不宗《毛》？賈

誼、劉向博極群書，何以《新書》、《說苑》、《列女傳》宗《魯》而不宗

《毛》？謂東漢諸儒得諸書證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則班固評論四家

詩，何以獨許《魯》近？《左傳》由賈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撰《齊魯韓毛

詩異同》、服虔注《左氏》、鄭君注《禮》，皆顯用《韓詩》；即鄭箋《毛》，亦多

陰用《韓》義；許君《說文．敘》自言《詩》稱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說

文》引詩什九皆三家。……豈非鄭、許之用《毛》者，特欲專立古文門戶，而

意實以《魯》、《韓》為勝乎？21 

對魏源〈齊魯韓毛異同論〉，清儒皮錫瑞亟加讚賞並稱「一掃俗儒之陋」，「三家亡而毛

傳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駮辨明快，可為定論。」不過也有學者指出魏源論

《詩》亦不無偏頗處，如：說〈序〉尊今抑古之捨本逐末、評述美刺說之自我矛盾、二

南義例之牽強附會等等。22 

再說到「援經議政」之落實實踐，則魏源藉《詩》諫世是極顯然的一端。魏源除以

《詩古微》辨駁〈序〉鄭《箋》之不當外，其《默觚》更幾乎每論皆引《詩經》作結以

證成己意。魏源論《詩》，主要是以「用《詩》」的實用觀點為出發。其曰： 

可不計采詩之世也。……是不必問作詩之事也。……是引《詩》者與詩人之

意，可以違反乖制也。……是賦詩者之心，不必用作詩者之本意也。23 

魏源「用《詩》」之論《詩》態度與立場，不計采詩之世、不問作詩之事、不用作詩者

之本意，係出經世理想與致用目的，正是對「微言大義」之融入社會視野，並以建設理

想社會為訴求，頗別出於一般論《詩》者之外。以下藉《默觚》之借《詩》論事以見其

一斑： 

                                                 
21 魏源：《詩古微．齊魯韓毛異同論上》，《皇清經解續編》，卷 1292，頁 3。 
22 分詳皮錫瑞：《經學通論．詩經》，頁 15、18；趙制陽：〈魏源詩古微評介〉，《孔孟學報》第 49 期，

1985.4，頁 67-98。 
23 魏源：《詩古微．毛詩義例篇中》，卷 1293，頁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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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有一讜議，則必有數庸議以持之；有一偉略，則必有數庸略以格之，故聖

人惡似是而非之人，國家忌似是而非之論。……漢成帝因天變，言者多攻王

氏，就決於張禹，此西漢存亡一大機，而張禹以「天道不可得聞」解之，王氏

遂不可復動。晉孝武欲廢會稽王道子，此東晉存亡一大機，而徐邈以恐傷太后

阻之，道子遂復柄用而不可救。……宋夏元昊死，子幼，國內亂，邊臣請乘

釁，而宋臣以《春秋》「不伐喪」格其謀。論卑而易行，苟安而不犯難，其迹何

嘗不近忠厚長者？其稱引比附何嘗不託於《六藝》？夫孰知其誤人家國，壹至

此哉！《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脊。」24 

魏源舉證昭昭史實，以見才智之士、讜議偉略往往見絀於庸議庸略；尤其在歷史存亡之

秋，那些假借聖賢經典之名、卻似是而非的言論──如彼託言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春秋》言「軍禮不伐喪」等，以做為消極不作為之藉口者，往往導

致錯失良機，而使國家魚爛不可收拾。魏源對此泥古不知變通之庸議眾行深感痛心，認

為誤人家國，故他借言《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脊」，以說志士雖跼蹐於訛言所

害，但仍號呼為此訛言者告之曰：理之彰著一如倫輩灼然，難混附於其事，亦如人之行

步昭然可數，是非無所容於訛言。25於此可見魏源論《詩》之採西漢今文經進路，意在

發揮《詩》之大義使及於言事議政，而不在章句訓詁之講論詩義。要之，魏源以《書古

微》、《詩古微》激烈辨偽《古文尚書》並批判《毛詩》，在《詩》、《書》上標示性地樹

起今文旗幟及門戶，對晚清之學術思想發展有重要作用。 

                                                 
24 魏源：《默觚．治篇六》，頁 31-32。 
25 《詩》曰「謂天蓋髙，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

蜴。」毛亨傳：「局：曲也。蹐，累足也。倫，道。脊，理也。」（《毛詩正義．節南山》，《十三經注

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 399）謂天雖髙而不敢不跼，地雖厚而不敢不蹐，此蓋由於小人

工為訛言而王又聽信之，故君子欲從上依世則道廢，欲違上離俗則身危，其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

因嘆今之人胡為肆毒害人而自同於虺蜴！另，《詩經世本古義》曰「倫，《說文》云：輩也，猶類

也；脊，當依《繁露》通作迹，《説文》云：步處也。謂人行事之可據者。」（何楷：《詩經世本古

義》，收在《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 81，頁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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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啟國際視野的史地編纂與改革主張 

在長期標榜道德作用的儒學史上，魏源以其特有的實務經驗而落實在經世實學上的

史地編纂，顯得極其突出；尤其他開啟了國際視野，當頭棒喝地一舉打破國人自我沉醉

的中國中心主義，對於中國以及儒學之邁向現代化，具有劃時代的重要影響。其著作除

改造元史的《元史新編》、鴉片戰爭史的《夷艘入寇記》、邊疆史的《元代西北疆域沿革

考》、《北印度以外疆域考》……外，尚有極受後世稱道的：總結清代前期戰爭史並論戰

備、邊疆問題的《聖武記》以及突出「師夷制夷」變革主張的《海國圖志》等。 

（一）總結清代前期戰爭史並論戰備、邊疆問題的《聖武記》 

《聖武記》是紀事本末體的清代軍事史，是清人所修當代史中重要的著作，也是談

海防者所必宗。該著係魏源以一「積感之民」大量討論清廷從開闢以來兩百多年間的邊

疆民族問題、一系列為鞏固政權而戰的軍事事件和武功事蹟，以及兼論海防、戰守、練

兵、籌餉等戰備之作；既開晚清以公羊學說議論政事之先河，並且流傳日本，有諸多版

本風行，為東洋學者所重。全書分為：開創、藩鎮、外藩、土司苗瑤回民、海寇民變兵

變、教匪等 6 個專題概述武功事迹，復記載和軍事相關之制度、掌故等。敘述上則因

地、因類、因時而分列先後，譬如〈國初東南靖海記〉因論東南軍事，故繼以康熙、乾

隆三次平定台灣及嘉慶東南靖海之事；再記康熙武昌兵變，又因兵變而記嘉慶寧陜兵

變；最後則以〈乾隆臨清靖賊記〉殿後。如此編排，使得讀者能夠集中了解某地過去所

曾經發生的戰事，因而在地形地利上獲得一系統認識，而得以在往後的利用地形、地利

以克敵制勝上，獲得詳備的相關材料。 

《聖武記》立足在豐富的取材上，兼有各種官方記載和私人著作。尤其是書係出經

世實用目的，為備採摭而作，欲做為軍情與軍事武備研判依據之用，故魏源無論在方略

的地理沿革方面、或史書撰寫所要求的據實直書上，皆要求務必做到明確、精確，並且

持論「所見之世，尤倍詳於所聞之世。」26主張詳今略古，以期切於實用。以此，他對

                                                 
26 魏源：《聖武記．武事餘記：掌故考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記事本末類》冊 40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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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來儒者載記籠統及夸飾不實的書寫方式嚴加批判。他以實際的軍事實務經驗，指出

史書每好誇言大軍、動言數十萬軍出塞之不合理，因為「出塞之師，首重運餉」，「荒外

之地，不能因糧於敵」，要如何才能使「一軍飽騰」地不因乏食而敗？──「籌運之

事，則視乎其人。」27這是極其考驗主事者的難題。其批判史載失實，曰：  

興師莫難於轉餉，而出塞尤甚。《明史》張輔征安南八十萬，成祖征阿魯台五十

萬，皆必無之事。無論永樂英主、張輔名將，必不若隋煬高麗之師，且以漢武

時衛、霍度漠之役，亦惟各五萬騎及負私步從十餘萬而已，談何容易動言數十

萬出塞乎？乾隆間征安南、滇粵，兩路共兵二萬餘，亦聲稱大兵三十萬；準噶

爾入寇實兵三萬，號十餘萬；鄭成功入寇兵十七萬，號稱百萬；安南黎季犛阻

兵富良江號七百萬，皆是類也。28 

魏源正是從塞外轉餉困難的角度，批判史家誇誕不實的史書記載。他說史載中屢屢可見

的，動輒輕言數十萬、乃至數百萬大軍，審其實，皆不過數萬軍而已；若是，非唯載記

不實，一旦猝然有警，更不能做為調度軍隊以及正確研判軍情所據依。 

魏源本身是一極為傑出的軍事思想家，立足在實務從事上，他突出傳統儒者之外地

提出了許多具體可行的戰略和守備之道，像是「以守為戰」、「以逸待勞」、「誘其深

入」、「堅壁清野」、「出奇設伏」、「水陸夾攻」、「草木皆兵」……等策略。29這些以弱勝

強的戰術，不但適用於近代中國的反侵略戰爭，也適用於同樣遭受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

其他國家，此其著作之所以風行日本。而論戰，魏源首先突出強調防守之道，其《海國

圖志》開篇即曰「不能守，何以戰？」30《聖武記》中，魏源也出自對兵餉籌運重要性

的深入認識，針對守備的實際操作層面，提出了著名有見的「堅壁清野」戰略，曰：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嘉慶武英殿刻本影印），頁 435。 

27 魏源：《聖武記．武事餘記：兵制兵餉》，頁 421。 

28 魏源：《聖武記．武事餘記：掌故考證》頁 428。 

29 魏源：〈籌海篇一〉、〈籌海篇三〉，《海國圖志》（收在《續修四庫全書》冊 743，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總頁 219-230、236-244。 

30 魏源：〈籌海篇一〉，《海國圖志》，總頁 219、23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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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曰：「軍無糧食則亡。」敵人深入，後無輜重，將斷其乳哺以創之乎？抑聽

其虜掠以齎盜糧乎？欲籌堅壁必先清野。清野之法五：一曰清五穀。秦人芟麥

桓溫潰，趙犨徙糧黃巢躓，寇準瘞穀敵兵畏。……二曰清牧畜。凡虜掠之便，

無若牧畜，不煩運載，驅之而足，未交一兵，已飽敵欲。……三曰清芻草。馬

恃草以糧，敵恃馬以強，故守邊之將，高秋草黃輒出近塞，縱火燒荒。……若

夫元昊誘遼，則每退一舍，其地輒赭，遂勝敵以寡矣。……四曰清水泉。敵所

資者，非草即水。秦毒涇之上流以餒晉，隋藥境內之泉以病虜。……五曰清廬

舍、清郊場。……凡濠外里許皆宜曠野，有村落則敵得而據之，有臺塔則敵得

而瞰之，有土阜則得而填濠而礙礮，有豐草溝渠則敵可潛伏……五者行而清野

矣。我能害敵，敵不我害。31 

魏源論守備上如何制勝之道，他立足在嫺熟的歷史故事上，對歷史上諸多著名戰爭皆瞭

然地指點出雙方勝、敗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夠獲得足夠的糧食？以此證明當敵軍深入

後，必須採行「堅壁清野」政策以斷其輜重的重要性及有效性。以魏源所論，置諸今日

時空仍未見絲毫減色，遑論其在當時之難能可貴！ 

此外，魏源對於攻防的策略運用，也有深入的實務經驗，他深知制勝在人，故在安

撫我軍軍心以及對敵軍採行心理戰上，也都提出了獨到的深刻看法。魏源首先指出制勝

之本，在於自治其軍，其曰： 

勝無定在，制勝在人；援不可恃，守不可恒。凡破軍禽敵之道，先在自治：弔

死問傷，所以恤士；積薪誓死，所以厲士；鬻財犒軍，所以勸士；詫神設誓，

所以固士；設像朝闕，所以激忠；誅除反仄，所以威士；聲言援至，所以安

士；開門出擊，所以壯士，此制勝之本也。 

對於軍士心理的掌握，魏源強調可以利用恤士、厲士、勸士、固士、激忠、威士、安

士、壯士等治軍法，以使全軍一心，奮力克敵；至於致勝之術，則他在《聖武記》中也

提出多至不勝枚舉而且變化多端、不可執定的戰術。如曰： 

                                                 
31 魏源：《聖武記．武事餘記：議武五篇》，頁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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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脫兔，動如發機，此制勝之術也。其術如之何？曰：邀其歸路而截之，誘

其近城而取之；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夜鼓嚴隊，若將出擊，及旦乃寢，

伺怠忽出。備夕攻晝，備晝乘夕。更迭衝突，不令休息，此之謂明擾。……此

之謂暗擾。32 

魏源能夠提出並將其所擅長的戰略書之於文、傳遺後世，在兩千年儒者中實屬罕見。 

再者，魏源又緣兵制兵餉以論軍政軍律首重養廉除弊。他取鑑於周世宗「懲宿衛之

驕駑，簡閱壯怯，召募饒勇，遂以南征北伐而無敵」，以論乾隆征緬之役──當時朝廷

軫念民艱，對所徵調的滿州索倫兵馬倍給雇價，然多為有司移用，而應差者未必得。

又，黔苗應徭役，一家出夫則數家助之；然軍需告峻後，其吏不肯減省追加之費，遂沿

為成例而逐年徵收。故魏源曰： 

盛世屯膏尚如此，況前代加賦派餉之日乎？且節制紀律之師，不惟制勝，並可

節餉；令不嚴，禁不止，其糜餉愈有餘者，其制勝愈不足。故兵過境而秋毫無

犯，其將領必能破賊；兵過境而民不知役，其督撫必能治軍。33 

於此，魏源指出軍政之長期積弊正在不能以廉養律，有司不僅屯朝廷之膏，更奪民之

脂，故他力言惟廉吏為能治軍，惟嚴紀不擾民為能破敵制勝。 

此外，魏源深知熟悉敵情在兩軍交戰上的重要性，故他強調「習苗情」、「明地利」

等制敵必要基礎，並擴大到論一切邊防，曰「豈惟苗疆？西南同此防。……撫苗如撫

子，備苗如備疾。」34他要求不論對西北或西南，在蠻苗獞傜之禦邊警、備寇盜等事

上，皆要能夠做到「兵猶水也，因地而制變。」其論「同一禦敵而知其形與不知其形，

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敵而知其情與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35因此魏源以其文武兼備

的史學長才，在戰爭的實務經驗外，除撰著《元史新編》、《海國圖志》、《聖武記》等史

部專書外，還針對可備為戰情之資的方略、地志等史書纂輯，提出編纂體例的一己識

                                                 
32 上引皆詳魏源：《聖武記．武事餘記：議武五篇》，頁 478。 

33 魏源：《聖武記．武事餘記：兵制兵餉》，頁 426。 

34 魏源：《聖武記．坊苗篇》，頁 483。 

35 魏源：《海國圖志．海國圖志原敘》，頁 1，總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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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並批判過去史地載記對邊荒朔漠、外藩疆域等事，因「天朝上國」的妄自尊大心

理，導致諸多「顛倒舛錯，於地勢、賊情、軍事，無一相應」36的誤謬現象。 

魏源亟言史書載記須能符合真實的重要性，其《海國圖志》亦頗自得於「何以異於

昔人海圖之書？曰：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37在《聖武記》

中，針對過去儒者著書所習常的未能虛心、客觀看待荒漠態度，魏源加以指摘道： 

儒者著書，惟知九州以內，至塞外諸藩，則若疑若昧，荒外諸服，則若有若

無。故趙氏翼謂噶爾丹敗於土臘河馬賽爾，不於歸化城邀其歸路；俞氏燮謂西

藏即古佛國、即中印度，已皆差歧數千里。至聲教不通之國，則道聽臆譚，尤

易鑿空。38  

對於載籍存在諸多有關塞外藩服的鑿空臆談、地理錯謬之「差歧數千里」事，魏源力陳

當一旦邊事告警，在採行軍事行動之際，如何據為研判敵情的制敵之資？《海國圖志》

對於儒者長期的傲慢心態亦嘗提及：當利瑪竇《坤輿圖說》、艾儒略《職方外紀》等世

界地理書初入中國時，「人多謂鄒衍之談天。」39《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亦對之

述評以：「疑其東來以後得見中國古書，因依仿而變幻其說，不必皆有實跡。」「所述多

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夸飾。」40若此之見，頗能具現國人心理之一斑。 

故魏源批判過去方略編纂之體例失當與疏漏處，他不滿地志「分門各纂」的纂輯原

則，以及由於分纂所導致的各門「兩不收」現象。因為如此一來遂有許多互不隸屬的要

塞之地，或重軍駐所、邊地員額編制等重要問題，皆荒疏闕略地未有載及。其論曰： 

官書之弊，莫患於兩不收。蓋分門各纂，互不相應。如……是三地為屢朝築城

屯兵，控制西北重地，《一統志》成於乾隆平定新疆之後，乃於此三地一字不

及。……遂以兩朝親王大將軍重兵之所，竟莫知所在。此其疏一也。《一統志》

                                                 
36 魏源：《聖武記．武事餘記：掌故考證》，頁 429。 

37 魏源：《海國圖志．海國圖志原敘》，頁 1，總頁 216。 

38 魏源：《聖武記．武事餘記：掌故考證》，頁 432。 

39 魏源：《海國圖志．海國圖志後敘》，頁 218。 
40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坤輿圖說．職方外紀》，頁 1498、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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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藩疆域末附云，盛京東北濱海有……皆隸屬於寧古塔黑龍江將軍，地雖極

邊，人則內屬，故不列於外藩云云；夫既不列於外藩，則東三省邊域中諒必及

矣，乃又一字不及。《皇清通典．邊防門》亦沿此數語，甚至《盛京通志》於此

數部之疆域四至戶口沿革，亦一字不及。則此各部者既不獲列於外藩，又不獲

列於內地。……而地在何方？人為何等？茫如絕域。此又兩不收之一失也。至

於……等兵均為東三省駐防勁旅，其人既非滿州，自當詳其部落，乃《盛京通

志》、《八旗通志》與夫《一統志》、《會典》皆不及之。……以本朝之人譚本朝

之掌故，鉤稽不易如此，又何論遠古？何論荒外？41 

文中，魏源並翔實地提及數重要軍事重地、部落種族以及駐防軍旅，在方略體例之「分

門各纂」原則下，竟皆淪為「茫如絕域」的「一字不及」與不知所在──「圖伊犁者，

既以科布之東屬喀部，非伊犁將軍所轄；及圖喀部又以此三地駐官軍，非蒙古汗王所

轄，故兩不收。」如此者不一而足，而此即魏源所力言方略應予改進的「互不相應」纂

輯方式。 

（二）以「師夷制夷」突出變革思想的《海國圖志》 

魏源《聖武記》和《海國圖志》皆鴉片戰爭刺激發憤之作，先後成書於道光 22

年；道光 30 年傳入日本，並有英人威妥瑪（Thomas F. Wade，1818-1895）、德國傳教士

郭實獵（Charles F. A. Gutzlaff）分將《海國圖志》加以選譯；咸豐 2 年，《海國圖志》復

增補 40 卷，與前編合為百卷付梓。42《聖武記》主要以中國為視域，總結清代前中期

戰史，立足其上以謀劃戰略；《海國圖志》則跨出傳統儒學畛域，開眼看世界地以「師

夷長技以制夷」挑戰中國中心主義，冀為時局困境找尋出路。王韜（1828-1897）、馮桂

芬（1809-1874）、左宗棠（1812-1885）、郭嵩燾（1818-1891）等皆受是作影響、或加以

讚美。魏源堪稱為嘉道間最能展現一介儒者經世高度暨識見的代表。 

在經世關懷下，魏源欲為除弊興利的改革思想求一根據，故在歷史哲學上，他也和

龔自珍一樣抱持歷史變動觀。他立足在「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之

                                                 
41 魏源：《聖武記．武事餘記》，頁 429-430。 

42 以上皆據王家儉：《魏源年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67），頁 80-82、12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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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上，突出「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

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的思想，43要求變古改革以便民用，他並舉例「王變而霸，道

德變而功利，此運會所趨，即祖宗亦不能聽其不自變。」「以人治不復以天治，雖天地

亦不能不聽其自變。」44因此施政上必須能變、而非一成不變，才能符合時趨以因應現

實。魏源《默觚》論治，亦曰： 

莊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風必不可復，徒使晉人糠粃禮法而禍世教。宋儒專言三

代；三代井田、封建、選舉必不可復，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術。君子之為

治也，無三代以上之心則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勢則必迂。讀父書者不可與

言兵，守陳案者不可與言律，好剿襲者不可與言文。善琴奕者不視譜，善相馬

者不按圖，善治民者不泥法，無他，親歷諸身而已。……《詩》曰「園有樹

檀，其下維籜。」君子學古之道，猶食筍而去其籜也。45 

魏源反對儒者一味好古，他認為就政制、禮法而言，世變則情勢亦隨之而變，因此必須

因時改革，他並引《詩》「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籜」，以說明變古之道猶乎食筍

去籜之去蕪存菁；但在落實改革之際，他同時也強調親歷諸身的重要，因善治民者必在

躬親從事各種實務後，才能以切身深刻的體認，亦猶善琴奕者不視譜、善馬者不按圖地

不拘成法以事於改革。魏源的變革思想，即嘉道經世思潮之核心思想，亦嘉道經世思潮

代表人物龔、魏對晚清維新變法的最重要影響。 

此外，由於強調變革，魏源對於人才極其看重，曰「國家之有人材，猶山川之有草

木。」46又曰「官無不材，則國楨富。」「人材進則軍政修。」47他所強調者，尤其是能

「用法之人」——「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48此蓋由

於「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何以見其難？曰難其敏，難其周，難其暇（案：安）也。事

                                                 
43 魏源：《古微堂外集．籌鹺篇》（收入《魏源全集》冊 12，長沙：岳麓書社，2004），頁 408；《默

觚．治篇五》（收入《諸子集成續編（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頁 29。 
44 魏源：《書古微．甫刑篇發微》，卷 11，頁 10、12。 
45 魏源：《默觚．治篇五》，頁 30。 
46 魏源：《默觚．治篇九》，頁 35。 
47 魏源：《聖武記．敘》，頁 1-2。 
48 魏源：《默觚．治篇四》，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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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之來，機不容髮，事後追悟與不悟同。……天下無事，庸人不庸人；天下非多難，豪

傑不豪傑。九死之病，可以試醫；萬變之乘，可以試智。」49人才之難能可貴，於此可

見。他甚至認為以人才與財用相比，人才的重要性更甚於財用，故曰「財用不足，國非

貧；人才不競，之謂貧。」「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50所論亦頗與龔自珍之重視人才

同。至於治人與治法的關係，則魏源嘗取譬於「醫之活人，方也，殺人亦方也；人君治

天下，法也，害天下亦法也。不難於得方，而難得用方之醫；不難於立法，而難得行法

之人」，以說明「用法之人」與「法」之間的靈活運用關係。蓋法之良窳，不是放諸四

海而一成不變的，「秦以盡壞古制敗，莽以動襲古制敗」，51不論是「盡壞古制」之變

古、或「動襲古制」之用古，皆不足以保證成敗──惟能用法者為難能。再者，魏源所

要求的人才，還必須是能「兼黃老、申韓之所長，而去其所短，斯治國之庖丁」的，52

主張在嚴明的申韓法治之外，還要同時輔以黃老的綏遠懷柔之術，以使國之治術既不太

輕亦不太峻。此一則與魏源重視黃老道術之深層思想有關（另詳下文），另則亦與其

「不輕為變法之議，而惟去法外之弊」之思想密切相關。 

魏源所倡議的變革之道，可以分就治內、治外兩方面以言。先就治內的內政改革

言：魏源亟突出便民的重要性，故他雖然倡言變革，但其所要求的變，主要是一種「去

法外之弊」的精神，其曰「天下無興利之法，去其弊則利自興矣。」「君子不輕為變法

之議，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復其初矣。」53他並不是以變制、或變道為訴求，

此蓋由於魏源的變革思想係立足在「勢變道不變」、「勢異而道同」的理論基礎上；他認

為「氣化無一息不變」，故「勢」乃是「日變而不可復」的，但是做為「體」的「道」

則是不變的，故其所謂「變」，僅能指事勢之發展而言。54是故魏源固然主張去弊；但

他一方面反對「強人之所不能」、「禁人之所必犯」，另方面則即使立能行之法、禁能革

之事，他也還是反對「求治太速，疾惡太嚴，革弊太盡」的，因為如此，「亦有激而反

                                                 
49 魏源：《默觚．治篇七》，頁 33。 
50 魏源：《聖武記．敘》，頁 1。 
51 魏源：《默觚．治篇四》，頁 28-29。 
52 魏源：《默觚．治篇三》，頁 28。 
53 魏源：《古微堂外集．籌鹺篇》，頁 413；《默觚．治篇四》，頁 28。 
54 魏源：《默觚．治篇五》，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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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者矣。」55所以魏源在從事鹽政改革時，主要是革除一些額課、場價、壩工捆工、各

岸浮費等流弊，對票鹽、漕運、水利等，亦是從事一些如「衣垢必澣，身垢必浴」的除

弊工作；至於制度層面之建立，或中、西學體用之辨的議題討論等問題，則他未有理論

論述。是以魏源的變革思想，多被視為嘉道到晚清的過渡性思想，主要是表現學術的致

用精神。魏源所論如： 

租庸調變而兩稅，兩稅變而條編。變古愈盡，便民愈甚。雖聖王復作，必不舍

條編而復兩稅，舍兩稅而復租庸調也。……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變可復；人

情所群便者，變則不可復。……履不必同，期於適足；治不必同，期於利民。

是以忠質文異尚，子丑寅異建，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禮，時為

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周頌．勺篇》美成王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

也。《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56 

魏源舉例我國稅法從「租庸調→兩稅→一條編」，以見「人情所群便」的便民要求，即

是政治革新的目的，故「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於此，學者或稱魏源為「獨創以

儒家民本論為基礎之制度進化史觀。」57要之，魏源突出民生的重要及革新便民的可能

性。 

再說到魏源立足在深刻的實際政務、軍務體驗上，他在盱衡時政及時弊後，針對治

外策略提出了什麼樣的突破性見解？則魏源在堪稱代表著作的《海國圖志》中，提出了

極其著名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具體改革之道。 

何以要向西洋學習長技？魏源論曰： 

英夷船礮在中國視為絕技，在西洋各國視為尋常。廣東互市二百年，始則奇技

淫巧受之，繼則邪教毒煙受之；獨於行軍利器，則不一師其長技，是但肯受

害，不肯受益也。……今西洋船礮，借風力、水力、火力，奪造化，通神明，

                                                 
55 魏源：《默觚．治篇三》，頁 28。 
56 同前註，（《默觚．治篇五》）頁 30。 
57 劉廣京：〈魏源之哲學與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1984.4）頁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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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 

塞其害、師其長，彼且為我富強；舍其長、甘其害，我烏制彼勝敗？奮之！奮

之！……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58 

魏源指出西洋長技正在船礮、器械等「行軍利器」，如果國人不能「師其長技」地奮力

學習，如何能夠制敵制勝並進求富強？故他自敘此書之作，曰： 

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

作。59 

是故《海國圖志》正是為了使國人能夠深入熟習夷情、了解西學，為使國人向西方學習

船堅礮利及其背後之良善制度而作。 

至於何謂「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則魏源在論「戰」與「款」之前，又先提出

以「能守」做為「戰」與「款」即備戰和通商外交基礎的主張。他痛言「自夷變以來，

帷幄所擘劃，疆場所經營，非戰即款，非款即戰，未有專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並

批判「其戰也，不戰於可戰之日，而偏戰於不可戰之日。其款也，不款於可款之時，而

專款於必不可款之時。其守也，又不守於可守之地，而皆守於不可守不必守之地。」60

是以魏源強調備戰首重「自守」、「籌守」，他在《海國圖志》卷一的〈籌海篇〉，開宗明

義即先「議守」，然後進論「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其曰： 

不能守，何以戰？不能守，何以款？以守為戰，而後外夷服我調度，是謂「以

夷攻夷」；以守為款，而後外夷範我馳驅，是謂「以夷款夷」。 

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二曰調客兵不如練

                                                 
58 上引分詳魏源：〈籌海篇三．議戰〉、〈大西洋歐羅巴洲各國總敘〉，《海國圖志》，頁 239-241、707。 
59 魏源：〈海國圖志原敘〉，《海國圖志》，頁 216。 
60 分詳魏源：〈籌海篇一．議守〉，《海國圖志》，頁 219；〈道光洋艘征撫記下〉，《聖武記》（收入《魏

源全集》冊 3），卷 10 補刊，頁 485。 



魏源突破儒學傳統經典視野的維新思想 

 ．45．

土兵，調水師不如練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

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聽互市各國以款夷，持鴉片初約以通市。今請先言

守。61 

魏源盱衡時局，當時中國處在極弱勢的軍事現實下，故他提出先「自守」，然後「以守

為戰」、「以守為款」，以換取「師夷長技」時間的策略，故曰「擇地利，守內河，堅垣

壘，練精卒，備火攻，設奇伏……以守為戰，以守為款。」62蓋西人皆貪我利，故魏源

欲利用其利益衝突以為制衡其彼此的秘密武器──「我患夷之強，夷貪我之利，兩相牽

制，倖可無事，非今日主款者之秘略乎？」63他主張一方面和洋人通商互市，另方面亦

借重其力而以夷攻夷、以夷款夷，使外夷基於利益原則願意服我調度、馳驅，以「聯其

所忌之國，居間折服。」如此一來，遂可以通過「自守」之守海口、守內河、練土兵、

練水勇等「以守養戰」策略，換取國人「師夷長技」之積極學習西人船堅礮利的備戰時

間。 

對於「以夷款夷」，魏源又嘗剖析失利的鴉片戰爭，以及使我紋銀日貴、財富日竭

而漕務、鹽務、邊務等皆困的鴉片輸入，以說明其重要性。他論事變前，英夷不過旨在

貿易，並非必欲毒中國以鴉片；然在中國既錯失機先，復遲疑於彌利堅（美）、佛蘭西

（法）之折衝調停後，最終才發展為中英款議較諸初時彌利堅原議有天淵殊別之劣勢

的。其初，美國曾經出面調停代款，英人義律遂只求「照例通商」，倘帶違禁貨物願以

船貨充公，並允退出虎門；惟清廷未明利害，且誤殺彌利堅數人，致使英夷敗盟。又，

是冬，「佛蘭西兵帥復以兵艘至粵，求面見將軍密陳軍事，請代款，請助兵」，也願助造

兵船──魏源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在此一舉」；然清廷又以叵測而遲疑，終於致

敗，故魏源痛言「不款於可款之時，而皆款於必不可款之時，此機會可乘不乘者。」64

他復舉例清初俄羅斯爭黑龍江地，構兵連年，於是聖祖命荷蘭寄書，而俄羅斯獻城歸

地；喀爾喀亦嘗兩部爭釁構兵，詔命達賴喇嘛遣使往諭，而喀部來庭；緬甸不貢，聞暹

羅受封而立貢；廓爾喀未降，聞英吉利助兵而即降……，若此皆善用外交牽制力量迫使

                                                 
61 魏源：〈籌海篇一．議守〉，《海國圖志》，頁 219。 
62 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下〉，《魏源全集．聖武記》，卷 10 補刊，頁 485。 
63 魏源：〈籌海篇四．議款〉，《海國圖志》，頁 245。 
64 魏源：〈籌海篇四．議款〉，《海國圖志》，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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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屈服之事例。 

那麼，既「款」之後當如何？則曰「武備之當振，不係乎夷之款與不款？既款以

後，夷瞰我虛實，藐我廢弛，其所以嚴武備、絕狡啟者，尤當倍急於未款之時。……未

款之前，則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後，則宜師夷長技以制夷。」65──魏源強調既款之

後，便當「嚴武備」，求「師夷長技以制夷」地積極備戰。 

魏源是我國最早創議興辦近代工業者之一，他主張在廣東虎門外建造船廠、火器

局，以造軍艦炮械，亦可用以生產民生用品。他對於盲目排外的頑固派，及妄自尊大地

將西方科技視為「奇技淫巧」者，駁斥以「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而「師夷制

夷」思想所突出的「盡收外國之羽翼為中國之羽翼，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

66及所主張學習的，「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67即是後來洋

務運動的核心綱領。 

尤有進者，魏源所欲「師」於「夷」者，還不只是「形器之末」的「長技」而已；

他更指出「人但知船礮為西夷之長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長不徒船礮也。」他點出西夷之

長更在完善的制度建立──「贍之厚，故選之精；練之勤，故御之整。」他舉例英軍駐

澳門僅二百餘兵，然刀械晝夜不離，訓練風雨無阻；當英軍攻海口時，以小舟渡兵平

地，輒去其舟以絕反顧，登岸後魚貫肩隨，行列整齊，故其曰「豈專恃船堅礮利哉？無

其節制，即僅有其船械，猶無有也。無其養贍，而欲效其選練亦不能也。故欲選兵、練

兵，先籌養兵。」他建言，如欲「以精兵駕堅艦，晝夜千里，朝發夕至」，就要裁汰冗

濫，選其精銳並給予厚贍，如此始能「用力少而收效廣。」68於此，魏源深刻地指點出

中國長期的軍政積弊，他觀察到西人嚴明軍紀軍心背後的建軍養軍、政經素養等，皆是

國人所長期忽略的，則欲學西方長技，非徒器械而已，更要積極變革人心。所以魏源說

「令不行於海外，國非羸；令不行於境內，之謂羸。」69他要求從官僚積弊到頹廢風氣

都必須加以整頓，而且財、人、材（材料）三者缺一不可──「天下有不可強者三：有

其人，無其財，一難也；有其財，無其人，二難也；有其人，有其財，無其材，三難

                                                 
65 魏源：〈籌海篇三．議戰〉，《海國圖志》，頁 238。 
66 上詳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下〉，《魏源全集．聖武記》，卷 10 補刊，頁 485。 
67 魏源：〈籌海篇三．議戰〉，《海國圖志》，頁 238。 
68 魏源：〈籌海篇三〉，頁 242。 
69 魏源：《聖武記．敘》，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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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70則欲使中國富強以洗戰敗之辱，凡選練精銳、武備所需、充足財用與人才培養

等，皆不可少。以此，魏源亦自言《海國圖志》之不足恃，其曰： 

然則執此書即可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機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

非無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積患。』人心之積患

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煙販煙之莠民，……

憤與憂：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違寐而之覺也，人才所以革虛而之

實也。71 

對於中西學的體用問題，魏源雖未有明確的理論探討，其議政也主要在具體除弊措施之

提出；但他深知如欲深一層進至「變道」的「無形之兵」層次，欲使「天道傾否而之

泰」、「人心違寐而之覺」、「人才革虛而之實」，則人心變革才是社會改革的終極目標。

就此一突破泛道德主義的文化本位主義而言，魏源的思想高度實已在後來部分徒務船堅

礮利的洋務派之上了。 

另外，有鑒於華夏中心思想長期輕視異文化所造成的顢頇無知與隔閡，迂陋腐敗的

朝廷甚至屢次上演歷史性笑話，譬如在外交、軍事緊急之際，詢以英國和俄國國都相距

遠近、英國何路可通回部？……故魏源在「師夷技」外，復強烈批判官僚固陋及狂妄無

知的中國中心主義，而亟言世界史地以及「悉夷情」、「繙夷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

論曰： 

今日之事，苟有議徵用西洋兵舶者，則必曰藉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數

倍於此，則甘心而不辭。使有議置造船械、師夷長技者，則曰糜費，及一旦糜

費十倍於此，則又謂權宜救急而不足惜；苟有議繙夷書、刺夷事者，則必曰多

事，則一旦有事，則或詢英夷國都與俄羅斯國都相去遠近？或詢英夷何路可通

回部？甚至廓夷效順、請攻印度，而拒之；佛蘭西、彌利堅願助戰艦願代請

款，而疑之。以通世二百年之國，竟莫知其方向，莫析其離合，尚可謂留心邊

事者乎？……然則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譯館繙夷

                                                 
70 魏源：〈籌海篇三〉，《海國圖志》，頁 240。 
71 魏源：〈海國圖志敘〉，《海國圖志》，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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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始；欲造就邊才者，必先用留心邊事之督撫始。72 

魏源痛心朝廷緣於無知，以致時局尚有可為時眼睜睜坐失良機，終至衍生出諸多不可救

之困境及挫敗，才導致魚爛不可收拾。因此出於期望國人能夠深入認識西學的目的，魏

源《海國圖志》亦歷記各國民情風俗，以見其與中國殊俗。如書記英吉利國： 

君民皆無妾媵，無鬻子女者。男二十四歲以上，自度有俯畜之業方議娶。娶妻

不用媒妁，與女子自訂可否，諾則告其父母而聘定焉。聘後往來以知其情性，

乃集兩家親朋，赴禮拜堂，請教師，祈上帝，遂為夫婦。婦將已有產業財帛俱

歸其夫，終身無貳。生子數日，攜至禮拜堂，教師浸於水內曰施浸禮。男女五

歲入學，習天道聖經及國史等書，十四五歲後，各擇士農醫匠商賈為終身之

業。73 

魏源歷為國人說明英人從婚姻、宗教到職業等頗殊異於國人見聞與生活習俗者。對於西

人之一夫一妻制、自由戀愛以及教堂結婚、牧師福證，以至於嬰兒受洗到求學、再到長

大成人的自由選擇職業等等，他自期以能為國人導覽說解並剖析其間之殊異民風。 

魏源撰作於鴉片戰爭前而成書於鴉片戰爭後的百卷《海國圖志》，其內容包羅廣

泛，書雖立足在林則徐交付的譯作《四洲志》上，但他又依據歷代史志、明以來島志以

及近代夷圖夷語等，鉤稽貫串而成。其內容規模，在東南洋、西南洋上較原書增十之

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上，增於原書十之六；復以圖為經、以表為緯，博參群

議以發揮之，魏源亦自言「創榛闢莽，前驅先路。」74全書除詳製地圖、論述策略外，

並有諸多備及四海而涵蓋其宗教、紀年、戰艦、火器、貨幣……，以及述其職官、軍

伍、政事、王宮歲用……等政情風俗，甚至還有譬如〈火輪船圖說〉、〈火輪舟車圖說〉

等各種機械製造之說明與圖繪，使人大開眼界。至其撰作動機，則魏源於〈後敘〉中自

述以： 

                                                 
72 魏源：〈籌海篇三：議戰〉，《海國圖志》，頁 238。 
73 魏源：〈英吉利國廣述上〉，《海國圖志》（《續修四庫全書》冊 744），頁 83。 
74 魏源：〈海國圖志敘〉，《海國圖志》，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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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西洋輿地者，始於明萬曆中泰西人利瑪竇之《坤輿圖說》、艾儒略之《職方外

紀》；……其在京師欽天監供職者，則有南懷仁、蔣友仁之《地球全圖》；在粵

東譯出者，則有鈔本之《四洲志》、《外國史略》，刊本之《萬國圖書》、《集平安

通書》、《每月統紀傳》，燦若星羅，瞭如指掌，始知不披海圖海志，不知宇宙之

大，南北極上下之渾圓也。惟是諸志多出洋商，或詳於島岸土產之繁、埠市貨

船之數、天時寒暑之節，而各國沿革之始末、建置之永促，能以各國史書誌富

媼山川，縱橫九萬里、上下數千年者，惜乎未之聞焉。75 

魏源後敘簡略述說當時國人所能接觸到的西方海圖、海志以及抄本、刊本，多半出自洋

商之手，彼所著眼的土產、貨船數、季節寒暑等頗別於魏源之關懷重心；魏源所關懷

者，在於各國歷史發展與地理沿革始末、建置久暫與夫山川形勢等。魏源撰為是書及其

「師夷制夷」主張，早於胡林翼（1812-1861），更早於曾國藩（1811-1872）、左宗棠

（1812-1885）、李鴻章（1823-1901）等人之主張設立機器局、造船廠等，其識見堪稱我

國主張學習西方火器兵船之先驅。 

要之，魏源空前突出了學習西方的時代課題，《海國圖志》重要的歷史作用，在於

能夠打破當時猶自沉醉的天朝上國蒙昧自大文化氛圍、和「不必仰求於人」的虛驕神

話；「師夷長技」更在後來的洋務運動中成為指導思想，洋務運動的健將如左宗棠、張

之洞（1837-1909）等，都對魏源極為欽佩。梁啟超（1873-1929）曾經感慨地說「其書

在今日，不過束閣覆瓿之價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隆盛輩，皆為此書所

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霸、或不免於洴澼絖，豈不然

哉？」76誠然，魏源在嘉道間所倡議的革新未受當局所重，也未能有效地發揮振衰起敝

作用，然日本明治維新深受啟發與影響，魏源識見終不湮沒。 

四、兼重諸子之跨出儒家思想涯岸 

對於人生哲學或義理思想，魏源兼容廣包地並未定於一尊，並未狹隘地從儒家意識

                                                 
75 魏源：〈海國圖志後敘〉，《海國圖志》，頁 218。 
76 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收入《飲冰室專集》，台北：中華書局，1978），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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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出發，其言「甘酸辛苦味不同，蘄於適口。藥無偏勝，對症為功。在人用之而

已。」77蓋他認為大人者，其途雖殊，其歸則「百慮一致，無不代行而錯明乎」，他強

調「孔、老異學而相敬，夷、惠異端而同聖，箕、比異跡而同仁。」故對於墨子、管

子、道家……等各家思想，他都能夠正視並予以肯定，且儘管孟子曾經嚴辭批判楊朱和

墨子，他卻說「使孟子而用世，必用楊、墨不用儀、秦也。」78此即由於楊、墨能以道

德性命之學相砥礪並為之根基，而非如蘇秦、張儀之純任功利術數。魏源之論諸子，

曰：  

柳下，聖之和，和之極為不恭，其敝也鄰於老；伯夷，聖之清，清之極為隘，

其敝也鄰於楊；伊尹，聖之任，任極而殉身，救民太過亦可鄰於墨。……柳

下、伯夷、伊尹，方以內之聖也；老聃、墨翟，方以外之聖也。惟聖人時乘六

龍以御天，潛龍飛躍無有定在，時惠、時夷、時尹，而非惠、夷、尹也；有時

似老、似墨、似楊，而非老、墨、楊也。……若夫學者循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即偏至一詣焉，或狷而隘、或狂而不恭，能祛利欲而未能化其氣質，已超鄉愿

倍蓰矣。79 

儘管魏源也認同唯孔子為「聖之時者」，為能兼具方內之聖的柳下惠、伯夷、伊尹與方

外之聖的老、墨、楊等人之眾美，能夠「潛龍飛躍，無有定在」地不流於一偏；但他也

肯定學者順著性之所近，只要能夠做到「偏至一詣」，則即使其仍存在氣質猶有未化的

狷、隘、狂、不恭等種種缺失，到底已經勝過鄉愿不可以倍計了。 

故魏源論墨子，不因其非儒、非禮、非樂而遂詆譏之；反之，他能夠認同墨子明

鬼、非樂、節用、止攻等若干主張。其論曰： 

墨子非樂，異乎先王；然後儒亦未聞以樂化天下，是儒即不非樂，而樂同歸於

廢矣！墨子明鬼，後儒遂主無鬼；無鬼非聖人宗廟祭祀之教，徒使小人為惡無

忌憚，則異端之言反長於儒者矣！孟子闢墨，止闢其薄葬短喪、愛無差等，而

                                                 
77 魏源：《老子本義．論老子》（《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5。 
78 以上皆詳魏源：《默觚中．學篇十一》，頁 18。 
79 魏源：《默觚中．學篇十一》，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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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嘗一言及於明鬼、非樂、節用、止攻。80 

魏源深具經世之想並重視民生，思考問題頗自百姓立場出發，能為百姓著想，故他看重

社會經濟、實際教化的歷史真實，對墨子若干反映社會真實樣貌的思想能夠予以肯定，

所以他說儘管墨子與儒家存在著殊異而對立的「非樂」、「明鬼」等主張，但其實儒家並

未真能達到以樂化天下的理想，且儒家無鬼思想不能用以憚小人，亦非宗廟祭祀之教，

故魏源認為儒家徒為高言大論，反不如墨子平實、切實。 

此外，魏源也看重老子，但他不是從發揚莊子心靈哲學的「老莊」之學出發，他主

要是從「《老子》救世書也」81──肯定老子用世哲學的「黃老」之學角度，指出「西

漢、西晉燕越」之「黃老╱老莊」殊別性，強調《老子》無為清靜、慈救慈衛、後身外

身的政治運用，以闡明文景之治、曹參之學絕不同於嵇、阮、王、何等學，並謂「晉人

以莊為老，而漢人以老為老。」他也慨然於二千年來不可勝數的解《老》之作，卻罕有

能夠發揚斯義者，他說「解《老》自韓非下千百家，《老子》不復生，誰定之？彼皆執

其一言，而閡諸五千言者也。」他認為眾多解《老》者，多「泥其一而誣其全，則五千

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徒尋聲逐景於其末。」82此也即魏源《老子本義》之所

以作，暨其所謂《老子》「本義」之所在。倘以魏源所論，參照以西元 1973 年湖南長沙

馬王堆出土埋藏於漢墓兩千年的黃老帛書，以及後來學界公認的：代表稷下黃老之學的

帛書《黃帝四經》、《慎子》、《尹文子》和《管子》部分篇章，正是戰國中期的流行學說

與思潮；其將《老子》形上之道落實成為形下的用世之道與治術的實際操作，成為統治

者治世御民的方法策略，是為戰國中晚期百家爭鳴中的顯學。83──則魏源學術思想中

有關長期來因文獻不足而未獲彰顯的黃老之學，其識見可謂具有前瞻性。 

魏源強調的老學，是《老子》「治人事天莫若嗇」的用世哲學，他說「《老子》之

書，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他借陸佃之言「去甚，慈也；去

奢，儉也；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三者，聖人之所以有天下也」，並強調「知道者常

                                                 
80 魏源：《默觚上》，頁 5。 
81 魏源：《老子本義．論老子》，頁 3。 
82 魏源：《老子本義．論老子》，頁 1。 
83 論參張麗珠：〈《黃帝四經》與《管子》四篇的黃老道家思想〉，《中國哲學史三十講》（台北：里仁書

局，2006），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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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謙下為宜矣，意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為知道也。全書多此旨。」84他復釐

清《老子》所謂「是謂玄德」之「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

其智多」，蓋物情莫不貴智，而有德者獨賤之，故「智故日去，湻樸日全。其政悶悶，

其民淳淳。……德謂之玄，則深遠與俗相反……雖反於世俗，乃順於大道也。順於道非

玄德而何？而知之者何少哉？」85要之，魏源肯定老子哲學強烈關懷政治社會，而以自

然之道做為一切法的度量與標準。其論《老子》之「無為」，曰：  

其輒言天下無為者，非枯坐拱手而化行若馳也。靜制動，牝勝牡，先自勝而後

能制天下之勝。……故堯稱無名，舜稱無為，夫子以仲弓居敬行簡，可使南

面，其贊《易》惟以乾坤易簡為言，此中世之無為也。86 

魏源認同易簡政治所能帶給百姓的自在安適，認同「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

然而已。」他並讚美堯、舜、孔子等皆能實際體認「無為」之「易簡」政治哲學者；而

他認為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謂後世夸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為於易簡之外者，皆

是也。」87正是在如此見解下，他認為道家乃出「藏室柱史，多識擇取，……皆深知禮

意」，且能「吏隱靜觀，深疾末世用禮之失」，所以「欲以忠質救文勝，是老子淳樸忠信

之教，不可謂非其時，而啟西漢先機也。」88他說老學乃深知禮意而針對末世「文勝

質」之禮之失，故倡為淳樸忠信之教。因此他從「西漢承周末文勝，七國嬴秦湯火之

後，當天下生民大災患、大痌瘝」的政治及社會角度，肯定漢初用黃老休養生息之道，

故能「化嬴秦酷烈為文景刑措」，給予百姓重生之機，「如遇大寒暑、大病苦之後，則惟

診治調息，以養復其元，而未可施以肥濃朘削之劑」，此其所以謂《老子》是救世之

書，亦其所以言「黃老無為可治天下。」89而他亦同時指出《漢書．黃霸傳》之謂「凡

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雖其言本於《老子》，但其意不同。他說「物有固然，不可強

                                                 
84 以上分詳魏源：《老子本義》第 51、25、53 章，頁 70、32、72。 
85 以上分詳魏源：《老子本義》第 56 章，頁 77-78。 
86 魏源：《老子本義．序》，頁 1。 
87 魏源：《老子本義．第 25 章》，頁 32。 
88 魏源：《老子本義．論老子》，頁 2-3。 
89 魏源：《老子本義．序》，頁 1；《老子本義．論老子》，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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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即要順物物之自然、不可強為，而

並不是「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則不必改作。」90他並舉「宋太祖聞『佳兵不

祥』之戒而動色」，己亦「貪其對治而三復也」為說，91以闡明百姓深望「居敬行簡」

之調息養復。 

惟魏源在論「治」與論「教」上，持不同看法：他雖肯定《老子》之「無為」治

術，但在論教的另一方面，則他自比較儒、釋、道三家思想對綱維世教作用與影響的角

度，提出治教仍以剛建中正的儒家思想為宜、而不宜用道家思想的看法，蓋以其容易流

入「不善學」之操弄權術陷阱之故。其論曰： 

聖人之道恆以扶陽抑陰為事，其學無欲則剛，是以乾道純陽，剛建中正，而後

足以綱維三才，主張皇極。《老子》主柔賓剛，而取牝、取雌、取母、取水之善

下，其體用皆出於陰。陰之道雖柔，而其機則殺，故學之而善者則清淨慈祥；

不善者則深刻堅忍，而兵謀權術宗之，雖非其本真，而亦勢所必至也。92 

其言《老子》思想以牝、雌、母、下之主柔為「主」，而以剛為「賓」；然而此一由

「體」貫「用」皆出於用「陰」的道家思想，善學者固然可以臻至清靜無為之境，不善

學者卻不免流入「深刻堅忍」之陰謀權詐，以此不宜於教。至於老與佛，則他指出「老

明生而釋明死也，老用世而佛出世也。」故謂後人不論援老入佛、或援佛入老，概屬

「尊老誣老，援佛謗佛」，雖意欲尊之，實則誣之、謗之，故他反對混同思想的說法。 

魏源論教既持儒家「乾道純陽，剛建中正」之教，則他對於君子之學，自亦肯定奮

起有功，他期許志士仁人努力進取，相信人可以掌握、創造命運，此亦與其強烈的經世

關懷與改革思想相一貫。他稱美聖賢志士夙興夜寐的用心，曰「溺心於邪，久必有鬼憑

之；潛心於道，久必有神相之。」他並舉戰國稷下道家代表的《管子》之言：「思之，

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告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以及《周易

參同契》言「千周燦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靈魂忽自悟」，以說學者之

潛心於學，至誠不怠，則或感神明告人、或得心靈自悟，自然能探其端倪得其門户，而

                                                 
90 以上皆詳魏源：《老子本義．第 25 章》，頁 32。 
91 魏源：《老子本義．論老子》，頁 3。 
92 魏源：《老子本義．論老子》，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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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可進乎道，藝可通乎神。」斯亦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93所以魏源肯定

「天人之參」、「人定勝天」的思想，其論曰： 

敏者與魯者共學，敏不獲而魯反獲之。敏者日魯，魯者日敏。豈天人之相易

耶？曰：是天人之參也。……是故人能與造化相通，則可自造自化。  

人定勝天，既可轉貴富壽為貧賤夭，則貧賤夭亦可轉為貴富壽。……祈天永

命，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豈天所拘者乎？94 

魏源生當嘉道之世政經及社會日衰之際，面對時局之變，究應如何因應變局並思變革之

道，是其中心關懷，故他強調「人能與造化相通，則可自造自化。……聖賢志士未有不

夙興者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求道則易悟，為事則易成。」95以此，他主張除弊興

利、師夷長技以變革圖強，斯即造命之君子，如此便可不為天所拘地自造自化以救此頹

勢。至於魏源的變通觀念，除受《周易》二元變化、物極必反哲學之影響外，《老子》

的禍福相倚、正反相成，《孫子》的善用生剋，以及佛家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之萬化

遷流等，並皆是其思想根源。要之，魏源對於諸子思想的肯定，在學術史上，可以見出

他一方面表現了清中葉以來學者逐漸脫出儒家單一意識形態的風趨，同時也顯示了其與

晚清諸子學興起的密切聯繫關係。 

五、結論 

道光間著名的經世學者魏源，他突破儒學傳統視野地在論學中融入社會範疇，並以

微言大義說各經。其論學及經學取向愛好今文家言，欲發揚西漢「援經議政」的經術致

用精神：在春秋學上，他發揚董仲舒對《公羊傳》的疏通大義、抉摘微旨，並由公羊通

群經；在《詩》、《書》上，他亦發揮公羊之義而以《詩古微》、《書古微》樹起今文標誌

                                                 
93 魏源：《默觚．學篇一》，頁 6。 
94 魏源：〈學篇一〉、〈學篇七〉，《默觚》，頁 6、14。 
95 魏源：《默觚．學篇一》，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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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書》，他反對《古文尚書》，不論孔氏經傳、馬鄭注本或晚出的逸十六篇，他都

認為非真《古文》；他發揚伏生、歐陽、夏侯的《今文尚書》，並倚重《史記》、《漢書》

和伏生的《尚書大傳》殘本以為命脈。於《詩》，他亦尊今抑古地高舉反《毛》大纛而

標舉三家《詩》，其《詩古微》正是立足在清儒《三家詩拾遺》和《詩經廣詁》之輯本

基礎上，加以系統整理並引申其義者。此外，他還撰為發揮《詩》義於言事議政的《默

觚》及諸多經世實務的史地纂著，以為倡導社會改革的理論基礎。 

《魏源年譜》嘗綜論魏源一生，謂以「倡經世以謀富強，講掌故以明國是，崇今文

以談變法，究輿地以圖邊防，策海防以言戰守。」96在經世實務的纂著上，魏源正是立

足在變易進化史觀上，既以編輯《皇朝經世文編》開清末「經世文」的編纂之風，其後

講求經濟者無不奉為矩矱；鴉片戰爭失敗後，他更以「自強」和「富國強兵」主張，而

堪稱晚清自強運動之嚆矢。其《聖武記》、《海國圖志》和《道光洋艘征撫記》的「師夷

長技以制夷」系列主張，是為近代改良運動先驅。在 1858 年《天津條約》訂立後，侍

郎王茂蔭（1798-1865）曾向咸豐帝推薦《海國圖志》；姚瑩（1785-1852）則謂其數十年

所欲究者，得是書，「可以釋然無憾矣。」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也提出「採西

學」、「製洋器」主張，並稱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為得之。」洋務運動展開

後，左宗棠亦稱魏源所擬方略可行，雖今昔異勢，然大端不能加之，其序《海國圖志》

也說他在同光間的造砲製船，受到魏源啟迪；郭嵩燾則謂是書所論，「歷十餘年，而其

言皆驗。」97以此，在二次鴉片戰爭後的更強烈衝擊中，魏源「喜以經術作政論」和

「自強」、「師夷」等主張，終在由洋務運動向維新變法演進的過程中，破繭而出地演成

一股「變法自強」之歷史潮流，廣受改革派承襲。宜乎以魏源為近代中國社會變革暨民

族覺醒之前驅先路；《海國圖志》則不僅做為地理書，對於國人之因是書而略知世界，

尤其功在不小，其於近代中國民族覺醒有著重要貢獻。 

至於魏源在經世關懷中心思想下的人生哲學或義理思想，則兼容廣包地並未定於一

尊。在論社會教化時，他肯定剛建中正的儒家思想能夠綱維世教；但他同時亦能跨出儒

家意識形態，對於道家、墨家與佛學等，皆涵泳其中地吸收精華。他肯定墨子明鬼、非

樂、節用、止攻等思想中肯切實，對黃老道家的政治哲學尤其有獨到之發揚。他反對晉

                                                 
96 王家儉：《魏源年譜》，頁 177-178。 
97 以上事詳王家儉：《魏源年譜》，頁 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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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莊為老，其意在於區別「西漢–黃老╱西晉–老莊」之精神及趨向殊異，以凸顯

《老子》哲學中清靜無為對百姓的調息養復作用，所撰《老子本義》即用以發揚斯義。

而魏源兼容各家思想之於諸子態度，亦與晚清諸子學的復盛具有內在聯繫關係，綜論

之，魏源不失為影響嘉道之學過渡到晚清學風的重要關鍵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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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醫學倫理之意義 

三、知識考古學研究方法 

四、《臨床醫學的誕生》一書的重要內容 

五、傅科的醫學倫理思想 

六、結語 

〔提要〕 

傅科用知識考古學方法，批判西方 17 世紀末至 18 世紀初傳統醫學的歷史研究方法

之缺失，然後他採用凝視之愛之醫學倫理與現代臨床解剖醫學技術，講求「健康代替拯

救」的口號，提出「生命、疾病和死亡」三位一體的概念，探究可見的不可見物，提昇

醫療品質與促進醫學革新，使人的生與死之隔的深層結合，讓人的生命價值更加寬廣與

延續，對現今醫學研究貢獻良多。 

Abstract 

Faucoult uses the Archaelolgy of Knowledge methods to critique the flaws of historic 

medical methods of research from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e then notes the medical ethics from L'Amour du Regard and 

contemporary clinical dissecting techniques, promotes the slogan of “health over saving” and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he Trinity of Life, Diseases and Death”.  He studies the visible 

invisibilities, enhances medical qualities, catalyses medical innovations, binds life of death in 

their deepest definition, and broadens human's values of life. He is of great contribution to 

contemporary med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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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傅科（Michel Foucault，1926-1984）出生於法國普瓦提（Poitiers）的醫生家庭，可

說是當今後現代（post-modernity）的著名哲學家。他學問淵博，著作很多，尤其對醫學

哲學和心理哲學之研究頗有深度，著有《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The 

Birth of the Clinic-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或譯為《診所的誕生》）和

《瘋狂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等書，對當代醫學研究貢獻很大。本文重點

的論述放在一、醫學倫理意義之解析。二、知識考古學研究方法。三、《臨床醫學的誕

生》一書的重要內容。四、傳科的醫學倫理思想。五、傅科思想的貢獻等項目，底下分

述說明之。 

二、醫學倫理之意義 

何謂「醫學倫理」？要瞭解它意義之前，先要知道「倫理」兩字之意思。中國古代

漢朝許慎在其所編撰《說文解字》解釋如下：「倫，輩也，从人侖聲，一曰道也。」1又

曰：「理，治玉也，從玉里聲。」2張岱年教授在其所著《中國倫理思想研究》提出：

「『倫理』一詞，見於《禮記．樂記》。《樂記》云：『樂者通倫理者也。』鄭玄注：

『倫，類也。理，分也。』這裡所謂倫理泛指倫類條理。」3我們研究倫理思想的學

問，稱為倫理學，因為它研究道德原刞，道德規範的學說，又稱為道德哲學。4張教授

又進一步說明：「道德具有『知』（認識）和『行』（實踐）兩方面。道德不僅是言談議

論的事情，必須體現於生活、行動之中，然後才可稱為道德。道德的實踐與道德的認識

是密切聯繫，不可分離。人們從事道德實踐，提高道德認識的過程，謂之道德修養。—

                                                 
1 參閱〔漢〕許慎編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八上，p.164 香港：中華書局，1993 年再版。 
2 參閱許慎編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一上，p.112。 
3 參閱張岱年著《中國倫理思想研究》p.1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 
4 参閱張岱年著《中國倫理思想研究》p.1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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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學說是與生活行為密切結合。」5台大林火旺教授在其所著《倫理學》特別提到：

「倫理道德問題和我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倫理學所關心的主題，主要並不是有

關事實（fact）的問題，而是屬於價值（value）或價值判斷。價值涉及到行為實踐的規

範和要求，而事實則不具有規範意義。」6而傳科的醫學倫理是屬於實踐價值的應用倫

理學之一支。7戴正德教授與李明演教授在其編著《醫學倫理導論》指出：「所有醫事人

員，尤其是醫師，應多用愛心與智慧培養純熟的溝通原則。」8所謂「醫學倫理」就是

說在於保障病患之生存權與利益，並且提昇醫療品質，使醫生與病患之關係更加和諧，

達到彼此互惠互信互利的雙贏局面。我非常認同此種看法，以便培養出懸壺濟世的好品

德醫生來，落實生命倫理之功能。9目前在台灣有教學醫學院紛紛地都在成立醫學倫理

委員會，其目的在於實踐生命倫理，强調人性的尊嚴與淑世之善良光輝，例如台大醫學

院及高雄醫學院皆是。 

三、知識考古學研究方法 

傅科特別強調感覺經驗在研究醫學知識史是非常重要。他認為傳統的歷史學研究方

法把具體實際的現實史歸約簡化為理念、抽象的思想史，不重視人類最基本原始的文物

（包括化石）。因此，他非常反對傳統歷史學家輕視考古學，甚至於貶低考古學，因而

他站在考古學家立場徹底檢討並批判傳統歷史學家的武斷性──一味地只考慮其人類知

識的連續性或縱向性、歷時性、本質性、最早原始的根源性與全體性等課題一切都以理

性方式來處理問題。傳科對此觀點反對到底，進一步指出這些歷史學家們忽略了每一時

朝代之間的斷裂性、間斷性或橫向性、轉變性、共時性、獨特偶然意外性以及突變性事

現之發生等問題。所以，他挺身而出提出知識考古學方法，在於分析潛藏在歷史底部的

                                                 
5 參閱張岱年著《中國倫理思想研究》p.19，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6 參閱林火旺著《倫理學》p.3 及 p.13。 
7 應用倫理學是指把倫理學的原則應用在相關學科上面而言，例如醫學倫理、生態倫理、環境倫理等

等。 
8 參閱戴正德、李明演 編著《醫學倫理導論》pp.132-133，台北：教育部，1990 年。 
9 「生命倫理學」（bioethics）乃是七十年代初 Van Rensselaer Potter 所創立的一個新名詞，但現今的生

命倫理學轉化為在醫療保健、生命科學和醫藥科學和科技所涉及的倫理議題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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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文物存在價值，重新說明知識所產生和所存在的各種情境，注重話語（discourse）

之解析10。 

于奇智教授畫龍點睛指出：「傳科知識考古學的話語是檔案裡的特殊實踐。話語的

作用在于奇智在於建立檔案。──瞭解不同朝代或時代的文化之間不是連續的和線性

的，而是間斷的和離散的。──他宣稱，知識考古學不是一門科學，而只是一種分析方

法，它研究某一特定時代知識的出現、模式和基礎。傅科為知識考古學確定了特殊的研

究場域（瘋人院、醫院、人文科學）和分析對象（瘋子、疾病等）」11那麼，本人要從

傅科所撰《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舉例來印證：第一、個體性：傅科

說：「不管傳染與否，一種流行病總是需要具有某種歷史個體性，在對付它時就使用一

種複雜的觀察方法。作為一種集體現象，它需要一種多重凝視；而作為一種獨特的過

程，需要從其特殊的、偶發的、意外的特質來描述它。」12第二、轉變性：傅科說：

「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醫生不是一直與病人保持“某種距離”嗎？他不是只從遠處觀

察病人來察看其表面的可直接看到的標幟，或者說只察看現象，既不觸摸，也不聽診，

完全靠外在標誌猜測其體內狀況嗎？醫生伸出了手，豎起耳朵，接近病人，經過這種轉

變，他開始知覺到直接隱藏在可見表面背後的東西，他也因此被引導著逐漸“前進到另

一層面”，在身體的隱藏之處確認出疾病──十八世紀末醫學知識的變化不就主要基於

這樣一個事實嗎？這只不過是對變革的一個最簡單解釋。」13第三、共時性：傳科說：

「醫生的凝視轉向病理事件的系列和區域；它必須既是歷時性的，又是共時性的，但不

管怎樣，它必須服從時間；它總是在分析一種序列。」14第四、突變性：傳科說：「為了

                                                 
10 所謂「話語」是指「藉由一套規則而能引導某些言辭和陳述之分類有規律、有序的調適而言。Sara 

Mills 說：「Discourse is a regulated by a set of rules which lead to the distribution and circulation of certain 

utterances and statements.」參閱 Sara Mills 所著 Michel Foucault, p.54, London and N. Y.: Routledge 

2005。 
11 參閱于奇智著《傅科》，pp.59-61，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 年 10 月。 
12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 M. Shridan, p.25, N. Y.: Vintage Books 1994。 
13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 M. Shridan, p.136, N.Y.: 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法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

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153，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三刷。 
14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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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別話語（discourse）在何時發生突變，我們必須超出其主題內容或邏輯結構，而去考

察“事物”與“詞語”尚未分離的領域──那是語言的最原初層面；在那個層面上，看

的方式與說的方式却是渾然一體。──突變（mutation）──每一天都在繼續發生。─

─醫學之所以能夠變成為臨床科學出現，是由於有某些條件以及歷史可能性規定了醫學

經驗的領域以及其理性架構。」15第五、橫向性或間斷性：「疾病是以空間作為其前

提。這種空間性，在十九世紀的醫學同時發生，而且會病理解剖學上獲得特權地位。正

是這個時期間包含着一個縱向（vertical）面（即連續面）和橫向（horizontal）面（即間

斷面）。」16第六、斷裂性：「凝視（regard）享有主導作用，因為在同一知覺的領域，

循著同樣的連續性或者是同樣的斷裂，經驗立即就能讀出機體的可見病灶（site）以及

各種病理形式間的聯繫性。」17第七、轉移性：「例如，同一種痙攣疾病可能在下腹部

引起消化不良、內臟充血、月經中止或痔瘡出血中止。它可能上移到胸腔，引起呼吸困

難、心悸、喉嚨梗塞、咳嗽等症狀。它也可能上移到頭部，引起癲癎發作、暈昏或沈

睡。──在這種任憑着疾病自由流動的人體空間裏，疾病會經歷各種轉移（metatases）

和（metamorphorses）。」18由於上述所舉的知識考古學方法的事例，可見此種方法是採

用凝視的科學實證法，注重檔案的認真研判，以達到周全的目的。這就是傅科所採用的

知識考古學方法。 

                                                                                                                                        
French by A. M. Shridan, p.162.  N. Y.: 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法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

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182，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三刷。 
15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 M. Shridan, p.8, N.Y.: 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法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誕

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8，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三刷。 
16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 M. Shridan, p.3, N. Y.: 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法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誕

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5，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三刷。 
17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 M. Shridan, p.2, N.Y.: 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法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誕

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3，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8 月。 
18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 M. Shridan, p.11, N. Y.: 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法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

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11，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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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臨床醫學的誕生》一書的重要內容 

傳科所撰寫他的《臨床醫學的誕生》一書在於陳述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期所看到

的古典醫學太著重理性化、概念化、抽象化的理性思考模式而忽略了感性知覺的人性化

個別差異經驗，包括疾病過程中的間斷性、突變性、斷裂性等非理性層面之考察。此書

共分為十章，他在此書前言中就點出其出書目的：「這是一部關於空間、語言和死亡的

著作。它論述的是凝視。」19本人採取重點式分述說明如下： 

(一)空間與分類 

傳科在其《臨床醫學的誕生》一書中，以空間作為其醫學分類的準則，分為疾病空

間與社會空間：1.疾病空間屬於分類醫學或傳統古典醫學，偏重於縱向面，注意其疾病

概念化與抽象化，可說是一種傳統歷史研究法──講求其全體性、連續性與本質性，探

討空間包括第一空間（即疾病歸類項目）及第二空間（即病理症狀的瞭解與治療）。2.社

會空間（即第三空間）屬於現代醫學，偏重於橫向面，即我們所謂臨床解剖醫學，著重

於疾病（如流行病）考慮到其突發、突變、轉變過程以及屍體解剖並暸解到可見的不可

見物之奧秘（the mystery of the visible invisible）等問題。詳言之，現今流行病現代醫學

與分類傳統醫學不同在於：(1)前者講社會空間（即與社會實際生活經驗相關的空間）；

後者講疾病空間（抽象空間）(2)前者著重系列分析；後者著重類型解讀（ecipherment of 

a type）(3)前者著重對擴散性又獨特、不可重複的現象之集體知覺；後者著重對經常自

我顯理的一種本質及其在許多現象中的同一性的個別知覺(4)前者強調需要時間進行整

合；後者不強調之(5)前者尋找因果聯繫與尋找一種基本的連貫脈絡；後者對一種複雜的

歴史地理空間的微妙記號，界定一種同質的表面（homogeneous surface）從中解讀出相

似特徵。這是兩者不同之處，至於兩者相類似處皆是在於研究醫學相關的政治地位，建

                                                 
19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 M. Shridan, p.1, N. Y.: 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法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誕

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1，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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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國家層次的醫學意識，其這種醫學的經常任務是提供信息、監督和控制。20傅科在於

強調臨床醫學的深入瞭解人類內都器官之可見的不可見物之認知真相，對現代醫學的發

展貢獻很大。傅科說：「臨床醫學所面臨的任務就是理解一個開放領域的事件，以至於

無窮。這就是臨床醫學。」21其意既深且鉅。 

(二)徵候與病例之關係 

我們就以發燒（熱病）為例，「在西方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神經官能症和突

發性熱病被相當普遍地視為沒有器質性病灶的疾病。至少直到貝勒（Bayle）於 1821 年

至 1824 年間以後 15 年的時間裡，熱病變為討論的焦點。──人們逐漸把“熱病”（發

燒）這個詞理解為機體在對付病原侵襲或病原體進行自衛時的最終反應。──發燒是一

種起淨化作用的排泄運動。」22可知發燒是抗拒疾病的徵候，此時，「表示血液流通實

際上加快，因而所有的機能都在加速；傳動力則成比例地下降，因此肌肉有疲倦乏力

感。」23我們要特別注意趕緊就醫治病，否則的話，嚴重時就會釀成重病或死亡。 

(三)提出臨床醫學的開放自由之向度 

自 19 世紀中期以後，臨床醫學朝向一個自由開放的流通社會空間發展，打破了 17

世紀末至 18 世紀初期的三大障礙：第一點：醫院只重視疾病空間：「扭曲了支配疾病的

                                                 
20 參閱 Michel Foucau 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p.26, N. Y.: 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法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

p.28，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三刷。 
21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p.98, N. Y.: 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法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

p.108，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22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 M. Shridan, p.178, N. Y.: 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法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

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200，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三刷。 
23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 M. Shridan, p.178, N. Y.: 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法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

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201，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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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法別則，而且擾亂了規定財產與富人的關係、窮人與勞動的關係之嚴格法則。」24

第二點：「醫生同業公會一方面阻礙某種集中的政治意識的形成，另方面也阻礙某種經

驗毫無限制地自由運作，使之不能成為普遍性經驗。」25第三點：「當時的醫學院只傳

授理論結構中的真理，並且把知識變成一種社會特權。」26傅科所提出的自由領域是高

度集中於民眾健康的精確、透徹和持久的認知，注重醫生的才華和其智慧之發揮，強調

真理的無上自由，以便建立起一覽無遺的凝視診斷世界。 

(四)看與知對醫療診斷之重要性 

傅科在其《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一書中，特別重視第七章「看與

知」（Seeing and Knowing）內容。他認為此章是此書的重要內容。「看」不是一般所謂

「走馬看花」的意思。它是非常嚴謹的關鍵字，非常著重觀察、專注凝視（gazing）、實

踐與沈默之意涵。傳科說：「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鄙視一切理論體系，而完全致力

於觀察。只有循著他的足跡，醫學才能不斷地完善。──在臨床醫師的主題裡，凝視的

統粹性是某種沉默緊密相聯，因為只有沉默才能使他傾聽。」27杜布雷（Double）對

「觀察」有獨特的見解：「觀察不應該與經驗混淆起來；後者是結果或效果，前者是手

段或原因；觀察會很自然地導致經驗。」28傅科認為先通過詳細觀察與實際臨床經驗，

然後與「一種精緻的感受能力統合起來。」（the clinical experience is identified with a fine 
                                                 
24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 M. Shridan, p.39, N. Y.: 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法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

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41，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三刷。 
25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 M. Shridan, p.40, N. Y.: 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劉北成譯，p.42，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6 年 8 月第三刷。 
26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p.40, N. Y.: 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法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

p.42，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三刷。 
27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p.107, N. Y.：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法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118，南

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三刷。 
28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p.120, N. Y.: Vintage Book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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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bility）29那麼，「它的真理是在一種解構中呈現出來，這種解構不僅是讀解，因為

它還包含一種社會結構的解放。」30這種凝視的「看」就與「知」的知識連貫起來，成

為真正的真理。因此，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此種醫學凝視所表現出來的是「無限的睿

智、堅強的注意力、明確的精準、靈活的技巧和堅忍的毅力之故了」。31 

(五)可見的不可見物之剖析 

傳科認為可見的不可見物（the visible invisible）是人死後的屍體（corpse）而言。

我們可以從解剖屍體瞭解了疾病活生生的生命，包括──定位（location）、病灶（site）

和病原體（origin）等三個病症的診察部分。我們可從這種可見的不可見物發現其具有

下列五個原理，分述如下：第一原理：即組織傳導原理（ principle of tissual 

communication）：比夏（Bichat）解釋其意義：「在機體中，一種病理現象沿著同樣組織

所規定的特定途徑擴散。」32羅德雷爾（Roederer）和瓦格勒（Wagler）舉例說明如

下：「把黏膜病（morbus mucosus）界定為一種炎症（inflammation），它能够感染整個食

道的內壁和外壁」33第二組織不可滲透原理（principle of tissual impermeability），其意是

說病態過程是沿著某種組織橫向地（horizontally）擴展到同的領域，而不會縱向地

（vertically）滲透到其他組織裡。例如，交感性嘔吐只涉及胃的纖維組織，但會涉及到

胃黏膜。」34第三鑽孔滲透原理（principle of penetration by boring）：「一種疾病可能會

                                                 
29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p.120, N.Y.: Vintage Books 

1994. 
30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p.120, N.Y.: Vintage Books 

1994, p.120. 
31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p.120, N. Y.: Vintage Books 

1994, p.121. 
32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p.149 N.以及劉北成

譯，p.166，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三刷。 
33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op. cit. p.150 以及〔法

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167，南京：譯林出版

社，2006 年 8 月第三刷。 
34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p.150 以及〔法國〕米

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167，南京：譯林出版社，



傅科的醫學倫理思想 

 ．69．

持續很長時間，因而能夠浸潤下面的或鄰近的組：這種情況會發生在長期慢性疾病裡，

例如癌症。此原理說明從一個組織到另一個組織以及從一個結構到另一種功能的雙重運

動。例如胃的黏液分泌可能受到纖維組織發炎的影響。」35第四組織遭受侵襲方式的獨

特性原理（principle of the specificity of the mode of attack on the tissues）：譬如說，「肺癆

的特徵在於肺的“逐漸瓦解”，其形式可能是經核、漬瘍、結石、長肉芽、黑變病或癌

症等等。」36第五變化之變化原理（principle of alteration of alteration），其意是說「任何

病理現緣都出自於它們的累積、減少和變化。疾病是人生命裡的派生物。疾病不是一種

紊亂，而是朝一個特定目樓的方向前進。──新的變化並不在於建立秩序這一事實，而

是在於秩序的模式和基礎。」37從上面所述可知，我們的生命是直接在場的可知覺之

物，而疾病是人的生命產生病態的現象。 

總之，傳科《臨床醫學的誕生──知覺考古學》一書點出人的生命、疾病和死亡三

者息息相關，因此，我們要好好地把握生命，珍惜生命，透過遺體的解剖更加瞭解生命

的可貴以及疾病病灶之透徹認知，充實醫學知識內涵，豐富人生的意義。 

五、傳科的醫學倫理思想 

傳科的醫學倫理思想內容的要義有下列五點： 

(一)醫學倫理的出發點 

他認為醫療首重人要先懂得會關懷自己，進而關心別人。這是他把蘇格拉底「認識

你自己（Know yourself）」轉化為關注自己。傳科所謂「關懷自己」不是指「以自我為

                                                                                                                                        
2006 年 8 月第三刷。 

35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p.151 以及〔法國〕米

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169。 
36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p.151 以及〔法國〕米

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169。 
37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p.152 以及〔法國〕米

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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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封閉自己而言，而是在於培養出自己開朗的美感氣質與典雅從容的樂觀進取向

上心，愛護生命，照亮自己，進而關愛別人，使得世界更加美好和樂。 

(二)凝視之愛的醫學倫理觀 

凝視法文詞為 regard。于奇智解釋說：「regard 相當於英文 glance（一瞥、目光），

eye（眼光、觀察力、看、注目、注意），gaze（凝視、注視）。」38本人同意于教授把它

中譯為凝視，具有醫生一種專業專注的關心特質, 因為醫生替病人看病出一片的愛心，

希望病人早日康復痊癒，不是只是為了賺錢而看病，草率了事罷了。醫生與病患之關係

需採取「相互參與模式（Model of mutual participation），方式，基於一種彼此平等對待

原則，使醫患關係相互參與、互信互惠、同心協力共同和諧地處理醫療糾紛事宜。于教

授又在另一本著作《凝視之愛》提到「凝視」在診療中的重要性：「凝視自己就是沉思

自己、注視自己、關注自己、欣賞自己、關心自己、認識自己，自己也當接受沈思、注

視、關注、欣賞、關心、認識。診療人就是沉思人的靈魂、凝視人的一切。醫生凝視病

人的目的是診療病人。診療就是關心、關注、認識。凝視和關注他者就是關心（關注）

鄰人、同類、同仁，醫生通過診治別人（自己的同類、同胞、鄰人）來反觀、提高、培

訓、改造自己，亦即關注、認識自己。醫生作為凝視主體必須通過凝視鄰人（他者）來

實現自我凝視，關注自我就不得不關注他者──鄰人是自我的鏡子並進入自我的視野，

自我既看鏡子又看自己，與此同時，作為主體的凝視者需要一面鏡子才能看自己，看清

自己的真相和本質—這表明凝視者（主體、自我）與被凝視者（客體、鄰人、他者）之

間具有十分密切的相互依賴性。」39醫生藉著這種凝視過程，親近病人，化解兩者間的

疏離感與心理壓力，發揮凝視之愛，使病人的病情早日痊癒。這是傅科醫學倫理的魅力

之所在。我舉一位彰化基督教醫院林圭彥主任為例，他除了醫術之外，待人很親切温

柔，幽默又風趣，讓人看病，心理覺得很愉悅舒服，疾病很快就好了。由此可見，我們

在現代醫診上，醫德與醫術兩者對疾病的治療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作用。 

(三)醫療、生命與死亡三位一體： 

                                                 
38 于奇智著《傅科》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印行，p.99，1999 年 10 月。 
39 于奇智著《凝視之愛》pp.120-121，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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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科說：「生命、疾病和死亡在技術上和概念上構成三位一體。」40于奇智教授解

釋如下：「死亡與生命、疾病構成一個三角圖式。死亡處於三角圖式的頂端，是分類醫

學的極限。以死亡為頂端的三角圖式是病理解剖學的產物。」41黄貴甘學者從解剖醫學

觀點解釋如下：「在解剖學感知中，死亡是一個觀點，從高處向下觀，疾病是向真理開

放的。生命、疾病、死亡組成技術上、概念上的三位一體銜接成一個三角形描繪，而死

亡在於頂點下定義，分析器官的相互從屬關係和病理的發展順序。感知用自己特有的凝

視深入死亡，人是研究的主體，也是被研究的客體，因而導引出醫學臨床實踐的澄

明。」42人有生必有死。何謂「生命」？比松（Buisson）教授解釋「生命是抗拒生命缺

席的功能之總和。」43傳科對「死亡」的看法：「死亡是大自然規定的一種不可超越的

模式；它不再是活生生的眼睛的凝視，而是看到死亡的眼睛的凝視。—死亡是偉大的分

析者，它揭示種種聯繫，在嚴格的解析中展現發生過程的種種奇觀。」44接著，比夏

（Bichat）說：「死亡是獲得關於生命的實證真理的唯一可能途徑。」45他發現到「對生

命的認識在生命的毁滅及其極端的對立面中找到自己的源頭；正是在死亡之中，疾病和

生命都說出自己的真實：特有的、不可簡約的真實；死亡之環讓疾病和生命保持各自的

狀態，使其真實不會同化進無機世界。」46比夏把死亡與疾病和生命連貫起來，真是三

者三位一體的最佳註脚。他真正地指出「在死亡之鏡中觀察自己，在死亡的光亮照耀

                                                 
40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 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op. cit. p.144 以及〔法

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161，南京：譯林出版

社，2006 年 8 月第三刷。 
41 參閱于奇智著《傅科》，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印行，p.99，1999 年 10 月。 
42 參閱黃貴甘撰《傅科醫學倫理之研究》，p.48，台中：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43 Buisson 說：「Life is the totality of function thtresist the absence of life.」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p.145, N. Y.: 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法國〕米歇

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163，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三刷 Buisson 著《生理現象最自然的劃分》（paris, 1802, p.57）。 
44 參閱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 Perception, p.144, N.Y.: Vintage Books 

1994 以及〔法國〕米歇爾．福柯著《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162，南

京：譯林出版社，2006 年 8 月第三刷。 
45 《臨床醫學的誕生──醫學知覺考古學》，劉北成譯，p.163。 
46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 Perception, 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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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生命的黑夜被驅散了。」47所以說，這三者的關係確是密不可分了。 

(四)醫學倫理之目的在於實現全人思維的全人醫學之人文教育 

我們知道，傳科指出 17 世紀末以來過去的醫療系統是以「醫生」為中心，而不是

以「病人」為中心。這是因為過度理性地、概念化所造成的。自從他倡導關懐醫學倫理

以來，主張「凝視之愛」思經，我們見到很多醫院開始注重病人的生存權益之醫療模

式，紛紛地標榜「以整個病的感受力」為中心—「以病人為醫療主人取代以醫生為主

人」作為號召，傳科的努力推動對當今貢獻很大。黃貴甘學者剴切地說出「傅科關懷倫

理學重視人文修養，啟發人性關懷，提倡感性的溫情、自由與平等的理念，最適合以病

人為中心的倫理思維」48其影響力是不可磨滅的。所以，傳科醫學倫理之目的在於實現

全人思維的全人醫學之人文教育，不言而喻了。 

綜合上面所述，傅科的醫學倫理學是一種關懷倫理學，從關照自己作為出發點，以

凝現之愛，關心社會，朝向白由、關放與健康方向去走，時時刻到地活在當下，過著有

意義的生活而且審美地生存活下去，以實現真正自由自在的生命倫理價值。這就是傳科

醫學倫理的目標。 

六、結語 

我們人生有生老病死四階段，有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一般的周而始，循

環不已。這是宇宙自然的定律。 

因此，我們就可知道，有生必有死的道理。在有生之年，就要努力認真工作，發揮

智慧與愛心，以貢獻於社會。從醫學角度來看，我們想要活得好，身體就要動起來，注

重保養身體健康，有病就要找醫生看病，年歲已大，就會死亡。死亡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情，只要生前不做虧心事，死後捐獻大體器官給醫院做研究救人生命，這是何等崇高大

愛的具體表現！ 

                                                 
47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Archaeology of Medi Perception, p.165. 
48 黃貴甘撰《傅科醫學倫理之研究》，p.70，台中：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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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的醫學倫理就是在於說明人生的意義就是要懂得關照自己的能力與智

慧，發揮凝視之愛，使醫生對疾病的瞭解有深度的探究症狀之真相，進而讓醫患關係更

加和諧，促進社會和平安寧，何樂而不為呢！總之，我們要珍惜生命（包括死亡），注

重衛生與健康，尊重醫生的專業能力，豐富醫學內容，創造生命倫理的價值。因此，無

可厚非，傳科的醫學倫理在於展現出關懷、真實、認真、凝視、自覺、自主、開放、實

踐、超越、樂活、喜悅與奉獻等永恆的生命精神活力。最後，我認為我們應該正視醫學

倫理教育的養成，教導學生們醫德在醫療上的重要性，換言之，除了傳授高科技精良醫

術外，要培養他們「誠信待人、敬業樂群、關懷尊重」的倫理品德教育以及「靈活應

變、勇於創新與嘗試」等多元化人際關係溝通能力。這是我國醫學倫理當務之急的課

題，讓醫學系學生確實修好「醫學倫理」課程，提昇醫療品質，把所學到的智慧與愛心

真正地貢獻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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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形近致誤之例 

三、屬上讀誤屬下讀並改字之例 

四、結語 

〔提要〕 

本文舉出二則今本〈離騷〉韻腳出韻的現象，並從訓詁的角度探討其出韻之由。其

一出韻之由涉形近致誤，其二出韻之由涉屬上讀誤屬下讀。 

Abstract 

I give two examples about the leaving the rhyme from Lisao, and to discuss the reasons. 

The one of reasons is the shapes from two words are very close, and the other one is to make 

wrong pauses when reading the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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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題為〈從訓詁的角度論今本〈離騷〉韻腳出韻現象二則〉，文中舉出二則今本

〈離騷〉韻腳出韻的現象，一是「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

摯咎繇而能調」，「同」、「調」失韻。二是「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

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占」、「慕」出

韻，本文將從訓詁的角度探討其出韻之由。思慮不周之處，尚祈博雅方家不吝指正。 

二、形近致誤之例 

〈離騷〉云： 

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 

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 

「同」為東部字，而「調」為幽部字，二者失韻，「同」、「調」二字必有一非。1洪興祖

《楚辭補注》引《淮南子》曰：「知榘矱之所周。」是洪氏以「同」、「周」二字異文。

孫詒讓《札迻》卷十二云： 

《淮南子．氾論訓》云：「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矱之所周者也。」淮南王嘗為

                                                 
1 劉寶俊曾經指出，上古楚方言的一大特色即是「幽」部兼通「東」、「冬」、「陽」三部（見劉寶俊

〈「冬」部歸向的時代和地域特點與上古楚方音〉，《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0 年第 5 期，頁 79-

86）。按，就劉氏舉出「幽」部兼通「東」部之例，主要有兩條資料，一是東方朔〈七諫．謬諫〉

「不量鑿而正枘兮，恐榘矱之不同。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劉氏以為「同」、「調」相

叶；實則，「恐榘矱之不同」句下王逸《注》「同，一作周」，是「同」字如同此例，亦為「周」字之

誤字也。二是《淮南子．氾論》「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劉

氏以為「調」、「通」相叶；實則，此處是否必然有韻？亦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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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騷傳》，〈氾論〉所云必本此文（魯按，原作「必此本文」，乃誤倒」）。2 

是孫氏以「同」為「周」之誤字。孫說是，蓋二字涉形近而誤也。典籍中「周」、「同」

二字形近致誤者多矣，如《墨子．非儒下》「深謀同慮以奉賊」，「同」即為「周」之

誤，「深謀」、「周慮」相對為文，言謀略深沈、思慮周密也。3 

進而論之，「周」、「調」二字不僅叶韻，且意義相同，並皆有「和」、「合」義，「湯

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二句，王逸《注》：「合，匹。」「調，和也。」唯匹合

而能言調和，相同則無所謂調和。《論語．為政》：「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周而

不比」與「和而不同」相對為文，是「周」有「和」義，「比」有「同」義，「周」、

「和」之義與「比」、「同」之義適相反也。又請看〈離騷〉以下四句及王逸《注》： 

1.「競『周』容以為度」句，王逸《注》：「周，合也。」王逸並以「苟『合』於

世，以求容媚」釋「周容」。 

2.「何方圜之能『周』」句，王逸《注》：「言何所有圜鑿受方枘而能『合』

者。」4 

3.「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句，王逸《注》：「周，合也。」 

4.「求榘矱之所『周』」句，王逸《注》：「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

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 

以上〈離騷〉四處之「周」，王逸皆以「合」義訓之，是知王逸所見本，「求榘矱之所

周」之「周」字尚未誤為「同」字。5 

                                                 
2 孫詒讓《札迻》，頁 2 上－2 下，光緒 20 年刊本。 
3 另有諸例，可參何劍熏《楚辭新詁》（成都：巴蜀書社，1994 年），頁 53。 
4 「何方圜之能周」句，「周」字，洪興祖、朱熹皆云：「一作同。」可見「周」、「同」二字在傳鈔過

程中確有互誤的現像。參洪興祖《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16。朱熹《楚辭集

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13。 
5 〈離騷〉「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而自疏」句，王逸《注》：「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

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於世也。」此處王逸以「合同」義訓「同」，與以「合」義訓「周」有

一字之異，亦可見王氏《章句》用字之不苟也。又《說文解字．萑部．蒦字》：「……，蒦或从尋，

尋亦度也。《楚辭》曰：『求榘矱之所同。』」是許慎所見本，「周」已作「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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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從上下文意銜接之章法來看，「求榘矱之所周」一句是原則性的提示，其後則以

二則具體之例申說之，即下文： 

1.湯嚴而「求合」，得摯，與摯調。 

2.禹嚴而「求合」，得咎繇，與咎繇調。 

此「求合」既所謂「求榘矱之所周」，亦所謂「能調」也。然屈子優游婉順、提攜其耳

之語尚未完結，接著又以「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二句，再度作出原則性

的提示，其後再舉出三則具體之例申說之，即下文武丁用傅說、周文舉呂望、齊桓備寧

戚云云。凡此一大段巫咸降神之語，與前段靈氛占卜之言（曰兩美其必「合」兮云

云），適足以周合成犄角之勢，亦可見〈離騷〉章法之綿密、情感之鬱伊也。 

此外，〈離騷〉「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而自疏」句，王逸《注》：「言賢愚異

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於世也。」此處王逸以「合同」

義訓「同」，是知王逸所見本已作「同」；6實則更早之版本應作「何離心之可周兮」，蓋

屈賦「離」與「周」（「合」）或分言，或合言（若〈離騷〉「紛總總其離合兮」），有如

「異」與「同」之分言對待（若〈離騷〉「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又〈九

章．惜誦〉「同極而異路兮」）。 

由王逸注文用字的一致性，亦可見「求榘矱之所『同』」當作「求榘矱之所

『周』」；蓋《楚辭章句》中共出現十六次「同」字，王逸注文中除以韻文句注解者外，

亦皆出現「同」字，無一例外，如： 

1.〈離騷〉「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句，王逸《注》：「言天下

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 

2.〈九歌．湘君〉「心不『同』兮媒勞」句，王逸《注》：「言婚姻所好，心意不

                                                 
6 此處不能認為王逸所見版本作「周」，因「周」有「合」義，卻沒有「合同」義；也不能看成王逸原

《注》作「合周」，後被誤成「合同」，蓋「合周」句例，古代未見，且王逸云「言賢愚異心，何可

合同」，「異」、「同」分言相對（或合言成組），乃古代常用之成詞（如〈離騷〉「民好惡其不同兮，

惟此黨人其獨異」、〈九章．惜誦〉「同極而異路兮」），是知王逸所見版本作「同」，且王逸以「合

同」訓「同」之不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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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 

3.〈天問〉「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句，王逸《注》：「言禹何能繼續鯀

業，而謀慮不『同』也。」 

4.〈九章．惜誦〉「『同』極而異路兮」句，王逸《注》：「言眾人『同』欲極志事

君，顧忠佞之行，異道而殊趨也。」 

5.〈九章．涉江〉「與日月兮『同』光」句，王逸《注》：「名與日月『同』

耀。」 

又前舉「何方圜之能周」一句，乃是從反面問，而「求榘矱之所周」一句，則是從正面

說。「方圜」即圜鑿與方枘。蓋圓鑿受圓枘、方鑿受方枘，是所謂合榫，7若說成同榫

（「何方圜之能同」），不成詞矣。至於「求榘矱之所周」之「榘矱」，王逸《注》：「榘，

法也；矱，度也。」此乃引伸義。實則「榘」即畫方之榘，《淮南子．氾論》「而以知榘

矱之所周者也」句，高誘《注》：「榘，方也。」而「矱」字又作「蒦」，《說文．萑部．

蒦字》云：「蒦，規矱，商也。」段《注》：「規矱二字蓋古語，釋之曰『商也』，蓋手持

萑，則恐其奪去，圖所以處之，是曰『規矱』。」《說文．萑部．蒦字》又云：「一曰，

度也。蒦或从尋，尋亦度也。」而所謂「商」，亦有「章度」之義（見《說文．口部．

商字》段《注》）。又《說文．夫部．規字》云：「有法度也。」是「蒦」、「商」、「規」

三字皆有法度義。 

「規矱」如段玉裁所言，既為古語，則當是同義複詞，或即用畫圓器具（圓規）所

制度之禮器。推而言之，「求榘矱之所周」之「榘矱」或即「規矩」也。「規矩」一詞，

《楚辭》常用，如「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離騷〉）、「固時俗之工巧兮，

滅規矩而改錯」（東方朔〈七諫．謬諫〉）。「求榘矱之所周」者，乃畫方器者必尋求與畫

方之工具（矩）周合，畫圓器者亦必尋求與畫圓之工具（規）周合，否則「何方圜之能

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離騷〉）、「夫方圓之異形兮，勢不可以相錯」（東方朔〈七

諫．謬諫〉）。是「求榘矱之所周」者，引伸為求取彼此法度相合者；若作「同」字，不

僅失韻，用字亦未見精準也。 

又王逸《注》「勉陞降」二句云：「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

                                                 
7 反之，則是「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宋玉〈九辯〉之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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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此《注》非，「勉陞降上下」並非「勉強上求明君，下索賢

臣」，其義應同於「勉遠逝而無狐疑兮」之「勉遠逝」；其中「上下」一詞義同「吾將上

下而求索」」、「周流觀乎上下」之「上下」，指上天下地，其宗教文化背景有如薩滿教巫

師之溝通天地也。 

三、屬上讀誤屬下讀並改字之例 

〈離騷〉云：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 

「命靈氛為余占之」二句，王逸《注》云： 

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

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吉凶也。 

「孰信脩而慕之」二句，王逸《注》云： 

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

『慕』及者乎？己宜以時去也。 

是王逸所見版本此四句韻腳已作「占」、「慕」字，然「占」者，侵韻；「慕」者，侯

韻，二字出韻。 

朱熹《楚辭集註》云：「『占之』、『慕之』，兩『之』字自為韻。」8王力《楚辭韻

讀》亦以二「之」字為韻，9是古代至今日學者皆有二「之」字通押的說法。然則，〈離

                                                 
8 朱熹《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22。 
9 《王力文集》第六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 年），頁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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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下文云： 

何瓊佩之偃蹇兮，眾薆然而蔽之。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 

此四句王力以為乃「蔽」、「折」二字相押「月部」，10又非以二「之」字相叶，與其前

說扞格也。實則，如《詩》三百篇凡兩韻句末字為相同之虛字者，則以上一字相押韻，

此一規律，屈賦亦襲用之，11是以「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

兮，孰信脩而慕之」四句，「占」、「慕」二字必有一誤。然則其誤如何？古今《楚辭》

學者於此一問題，議論紛紛，蓋實因容或有不同之可能性也。  

如劉永濟以「占」為「卜」之誤，「卜」、「慕」乃魚、侯叶韻，此說簡明可從；12

然與王逸《注》「使明智靈氛『占』其吉凶也」云云不合，或者較王逸更早的本子作

「卜」。而郭沫若則以為「慕」乃「莫心」二字誤合為一字，並言「心者任也，愛慕之

極也」。13郭在貽說同，並申言之： 

蓋以韻言，「心」與「占」古韻並隸侵部，二字相叶；以形言，「慕」字正是

「莫心」二字之合體；以義言，「心」字古有思念、思慮之義。似此，揆諸形、

音、義三者而無不合，則其為「心」字當無疑義矣。14 

雖然郭在貽氏徵引諸多古籍詞例證明「心」字有思念、戀慕之義，然而諸「心」字卻無

作及物動詞用者，且古籍中亦不見「莫心之」的詞例。故作「心」字實不可通。不過，

二郭氏的思考方向是正確的，即以「慕」乃「莫□」之誤，「莫」下一字，必是侵韻

字，且此字字形必須形漶後能與「莫」字結成「慕」字者。 

                                                 
10 《王力文集》第六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 年），頁 487。 
11 (清)毛先舒《韻學通指》曰：「古詩歌以虛字收句者，用韻俱在虛字上一字，其虛字則餘聲耳。」參

孔廣森《詩聲類．附．詩聲分例》引（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61。 
12 王泗源亦以為，「占」當是「卜」的錯，蓋涉下文「欲從靈氛之吉占兮，……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之「占」字而錯。見王泗源《楚辭校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年），頁 51。 
13 郭沫若《屈原賦今譯》（上海：上海書店，2003 年），頁 140。 
14 郭在貽《楚辭解詁》（續），《郭在貽文集》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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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亦認為「慕」乃「莫□」之誤，「莫」下一字，其斷為「念」字，蓋「念」

字殘其上半部後，為鈔手誤合上「莫」字為「慕」矣。15聞說的然，「占」、「念」皆侵

部字，且「念」字若稍殘其中間的「乛」形，其上部「亽」可與「莫」字下部「大」吻

合，再配上「念」字下部之「心」，即適成一「慕」字也。 

今人黃靈庚則又另啟一思考方向，黃氏以為劉永濟所云「卜」、「慕」二字，非，蓋

二字亦出韻；16並引金小春說「慕之」乃「莫之思」之訛，認為其說足以破千古之疑，

然仍有一間未達，其言云： 

然金氏又曰：「『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莫之思？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

其有女？』『莫之思』之下復有一個思字，兩『思』字相重而常遺其一，合俞樾

《古書疑義舉例》第八十二條『字以兩句相連而誤脫』之例。後人未審，又改

『莫之』為『慕之』也。」謂誤自王逸始。尋《方言》卷十曰：「凡言相憐哀，

江濱謂之思。」憐哀平列，言憐愛，非謂悲哀。《方言》又曰：「凡言相敬愛謂

之亟，陳楚之間謂之憐。」憐哀即憐愛，哀亦愛也。思，猶憐愛義。舊《注》

「相慕及」云云，即釋思字之義。蓋王氏本書猶作「莫之思」，而後敚一「思」

字，復因王《注》改「莫之」為「慕之」，此金氏亦未之審耳。17 

然黃靈庚氏之論，猶有可討論處。 

首先，劉永濟所云「卜」、「慕」二字魚、侯叶韻，雖則有誤；然而「卜」者屋部，

「慕」者鐸部，二者相近，仍可以通押也。18其次，黃氏引金小春意見以為古本《楚

辭》原作：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莫之思？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 

                                                 
15 聞一多《楚辭校補》，《聞一多全集．楚辭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頁 135-136。 
16 黃靈庚《楚辭異文辯證》（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108。 
17 黃靈庚〈楚辭簡帛釋證〉，褚斌杰編《屈原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521。 
18 見陳復華、何九盈《古韻通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頁 21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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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思」相叶之部韻。其後因二「思」字相重而遺其一；由於後人未審，以「莫

之」不成詞，故改為「慕之」。黃說與金說之別在於，金氏認為誤始至王逸，黃氏以為

王逸不誤，其後始誤，蓋「思」字可作愛慕講，王逸《注》「欲相慕及者」，正是「思」

字義，後人因前一「思」字佚失，又據王《注》而改「莫之」為「慕之」也。 

余意以為，王逸以前古本應作：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莫之思？ 

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 

即「思」字屬上讀（古本），而不屬下讀（今本）。後有人（此人當為王逸以前的《楚

辭》讀者），因〈騷〉辭體「□□□□□□兮，□□□□□□」（「六兮，六」）之基本句

式，而誤以「思」字屬下讀，並讀「莫之」為「慕之」，即成今本所見：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 

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 

又或者原〈離騷〉竹簡版本，此數句分別抄寫在兩簡上，前一簡末端一字正好是「孰信

脩而莫之思」的「之」字，而「思」字抄在下一簡之首字；讀者不察，以為二「之」字

叶韻，又誤讀（或改讀）「莫之」為「慕之」，19即成今本所見，由此而發生出韻現象。 

實則，「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莫之思」句例同於〈離騷〉本篇： 

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 

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19 本文之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曰：「《郭店楚簡．成之聞之》簡二十八有：『此以民皆又眚，而聖人

不可莫也。』此『莫』字即讀為『慕』，故既非誤讀或改讀，亦不必言如何加『心』云云。」特誌於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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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皆為「□□□□□□兮，□□□□□□□」（「六兮，七」）之句式。又「九州之博大

兮，豈唯是其有女」句例同於〈離騷〉本篇： 

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 

即皆為「□□□□□兮，□□□□□□」（「五兮，六」）之句式。是「思」字可以屬上

讀，而不屬下讀。 

再者，王逸《注》「孰信脩而慕之」句云：「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

『慕』及者乎？」正是據「慕」字而注；且「思九州之博大兮」二句，王逸《注》云： 

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臣而可止乎？ 

可證王逸所見本，「思」字已屬下讀，乃今本，非古本也。 

又按，今本「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

四句，黃靈庚以為是命占之辭，20若如其言，則「思」字屬下讀，無論主語是「我

                                                 
20 關於〈離騷〉「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

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

宇？」一段，戴震以為前「曰」字以下乃命占之辭，後「曰」字以下為驗占之辭（戴震《屈原賦

注》，頁 7-8，台北：世界書局）。湯炳正更以湖北荊門包山二號楚墓（1987 年出土）卜筮竹簡卜瘳

命辭中的卜筮程序與〈離騷〉靈氛占卜一節對照，申引戴說（湯炳正，〈從包山楚簡看離騷的藝術構

思與意象表現〉，《文學遺產》，1994 年第 2 期，頁 4-10）。然黃靈庚廣引史料證成兩「曰」字下皆為

命占之辭。黃氏曰：「靈氛占語所以分用兩『曰』字者，以貞問二卜故也。初用靈草以筮；後用篿竹

以貞。二占之貞詞，用兩『曰』字以別之。」黃靈庚〈楚辭簡帛釋證〉，褚斌杰編《屈原研究》（武

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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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或是「誰思」，句意皆令人費解。然則「思」字若屬上讀，則「九州之博大兮，豈

唯是其有女」云云，在文意連接密合上，更顯得理致有味也。 

綜而言之，若順著金、黃二氏的思考方向，則當僅有一「思」字，其失韻之誤出在

將原屬上讀之「思」字，易成屬下讀，此為吾與金說不同處；至於其誤出在王逸之前，

而非之後，此又吾說同於金說，而與黃說有異也。 

四、結語 

本文舉出二則今本〈離騷〉韻腳出韻的現象，並從訓詁的角度探討其出韻之由。一

是「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同」、「調」

失韻，其失韻之由涉形近致誤，蓋「同」為「周」之誤，「周」、「調」合韻。二是「索

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

豈唯是其有女？……」，「占」、「慕」出韻，其出韻之由涉屬上讀誤屬下讀，蓋古本〈離

騷〉當作「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莫之思？九

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之」、「思」相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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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背景說明 

三、澎湖的善後勘查和相關的建議 

四、澎湖的善後事宜及其執行情形 

五、澎湖防務興革的特點及其意義 

六、結論 

〔提要〕 

澎湖位處福建東南海中，因該地位處東亞航道之上，遂為東來尋求貿易機會的荷蘭

人所相中，前後兩度遭其所佔領。尤其是，明熹宗天啟（1621-1627）年間第二次佔領

時，更長達有兩年之久，明政府費了極大的氣力才將其逐走。經此慘痛的教訓，並恐歷

史再度地重演，明政府遂痛下決心，在孤懸海外、土瘠物乏的澎湖，重新規劃兵防的佈

署，以應外敵的侵擾竊佔，並保護內地的安全。其中，除了設立遊擊將軍，用以率領

水、陸兩路兵丁二千餘人長年戍防澎湖，另外，又在島上興築城垣、營房做為官兵的居

所，並且，鼓勵軍、民屯耕以為自給自足，此一「獨立」、「完整性」的防務佈署措舉，

在中國海防史上可謂是一大壯舉。綜合此次明政府澎湖防務的佈署內容，共有五個特點

和兩大意義。首先是「五個特點」，內容如下：一、它打破先前澎湖遊兵時期「水師防

海」的單一型態，增改為「既防海，又守陸」的聯防型態。二、它改變先前「水師兵

船，防海禦敵」的佈防型態，轉為側重澎湖陸上的防禦工作。三、將澎湖防務指揮官的

層級，由澎遊時的「欽依把總」提升至「守備」，來負責澎湖「遊擊」的事務，以便鎮

守一方。四、配合此次澎湖防務由「春、冬汛防」改為「長年駐防」的型態，特在馬公

的文澳興築城垣，城中並構建糧倉、營房和將帥衙門，以為官兵長久駐守之用。五、鼓

勵戍澎的官兵墾殖土地，並讓內地百姓來此耕種或漁撈，一者民眾耕、漁稅收可資軍

需，二者可協助官兵解決糧食問題，三者百姓在澎落戶定居，可達「移民實邊」的效

果。其次是「兩大意義」。一為「澎湖兵防佈署『內地化』」。明政府比照「內地」要處

的佈防規模，來處理澎湖善後的兵防事宜，諸如遊擊駐劄、水陸兼備、築城置營、長年

戍防和軍民屯耕……等相關完備的配合措置，加上，總兵力又高達二、一○四人，使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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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成為一個「配備完整，獨立應戰」的兵防要地。二為「廈門兵防佈署『強固化』」。因

為，先前荷人侵擾漳、泉沿岸的教訓，明政府特別增強廈門中左所的防務佈署，並留意

變革後的澎湖防務，和內地兵防整體性的搭配問題，亦即能讓「築城長戍，水陸兼備」

的澎湖遊擊，可以和對岸廈門的泉南遊擊的兵力互為犄角，共同扼控臺灣海峽，夾擊入

犯的敵人。 

Abstract 

Looking for the trading opportunities, the Dutch had occupied twice the Peng-Hu Islands, 

which is isolated from Fu-Jian and located on the shipping lane; especially, the second 

occupation had last for around two years. After the Ming government struggled to expel the 

Dutch, it also made a lot of efforts to reorganize the tasks of the defense in the Peng-Hu Islands. 

First of all, the Ming government created a position called “Peng-Hu Mobile Corps 

Commander” to be responsible for all of the tasks. Besides, the Ming government disposed two 

thousand soldiers, including the army and the navy, to garrison the Ma-Kung on the Peng-Hu 

Island perennially, and also built the fort, the offices, and the dormitories for them at the Wen-

Au Mountain on the Peng-Hu Island. Moreover, in order to ensure the food supply for the 

military, the Ming government commanded the soldiers to cultivate the land and encouraged 

people to farm and fish on the Peng-Hu Isl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rough the reorganization, 

the Ming government let the troops in the Peng-Hu Islands to cooperate with the military in the 

Xia-Men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Taiwan Strait and to prevent any inv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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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澎湖地處中國東南大海之中，西臨臺灣海峽，和對岸福建的泉、漳二地遙遙相望。

因為，該島位處東亞航道之上，西元十五世紀末歐洲進入「大航海時期」後，歐人前來

東亞尋求貿易的船隻絡繹於途，而澎湖遂為荷蘭人所相中，前後兩度遭其所佔領，尤其

是，明熹宗天啟（1621-1627）時第二次的佔據，更長達有兩年之久，明政府費了極大的

氣力才將其逐走。經此慘痛深刻的教訓，明政府遂痛下決心，在孤懸海外、土瘠物乏的

澎湖，置兵二千餘人長年戍防，並設遊擊將軍一員鎮守，且採水師、陸兵兩路佈防，此

外，又在島上興築城垣營房以安頓官兵，並鼓勵軍、民屯耕以自給自足，此一「獨

立」、「完整性」的防務佈署措舉，在中國海防史上可謂是一大壯舉。然而，不幸的是，

經過不到數年的時間，到思宗崇禎時（1628-1644），卻因澎湖駐軍弊端重重、隔海監督

不易、北邊烽火告警、財政困窘告竭……等諸多問題的糾葛影響之下，讓明政府改變了

先前的政策，不僅對澎湖島上的戍軍進行裁減的行動，甚至於，連駐防的型態亦一併被

改動，而將此「常態性」的長年戍防方式，又改回春、冬二季的「季節性」汛防，使得

先前兵防佈署規劃的構思美意慘遭破壞。此一措舉，對日後澎湖、臺灣歷史方向發展

上，亦有某些程度地影響，至少，它延緩了中國對該地域增強控制力量的時間。 

二、背景說明 

明天啟二年（1622），明帝國東南海隅面臨一場巨大的挑戰。因為，具備強大武力

的荷蘭人，為了和明帝國進行直接的貿易，並建立互市的據點，遂派遣艦隊來到福建的

沿海，並佔領了福建海外的島嶼──澎湖，而且，還在島上構築了堡壘，並做久居的打

算。因為，澎湖是屬於明帝國的版圖，亦是水師春、冬二季汛防的要地，荷人此一突如

其來的舉措，不僅讓福建當局（以下簡稱「閩府」）的官員震撼不已，甚至，還驚動到

遠在北京的中央朝廷！ 

荷人上述驚人之舉已非首次，早在十餘年前亦即神宗萬曆三十二年（1604）時，即

曾為了打開中國貿易的市場，尋求直接互市的據點，派遣過韋麻郎（Wybrant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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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erwyk）率船佔領過澎湖，當時，閩府命令浯嶼水寨把總沈有容，率領大軍前往澎湖

交涉，1因荷人來船數量甚少，2遂知難而退，被迫離開了澎湖。雖然，荷人由澎湖退

走，但並未因此而放棄與中國進行直接貿易的想法，經過十餘年後又捲土重來，荷人雷

爾生（Cornelis Reijersz.）在巴達維亞（Batavia，今日印尼雅加達。以下簡稱「巴城」）

當局訓令下，於 1622 年（天啟二年）七月（陰曆六月）率領艦隊進佔了澎湖，並在馬

公島上的西南末端處，亦即今日風櫃尾的蛇頭山上構築堡壘（附圖一：澎湖風櫃尾荷人

堡壘遺址今貌，筆者攝。），以為久居之打算。荷人據澎的消息，很快便傳到內地，引

起很大的震撼，閩府大為緊張，沿海隨之告警，並派人渡海赴澎，勸說荷人離開，卻遭

其峻拒。此時，荷人提出進行直接貿易的要求，閩府卻以其需先離澎做此談判的前題，

荷人怒而改採武力欲迫使其就範，該年（1622）十月（陰曆九月）遂派船艦至泉、漳沿

岸騷擾劫掠，明人遂起抵抗反擊。十二月底時，荷人因上述的行動並不順利，又聽聞明

                                                 
1 明政府認為，荷人若佔據澎湖為通市之地，不僅使其淪為「澳門第二」，並會產生海防洞開、稅收短

收、走私猖獗、治安敗壞……諸多的問題，故堅決反對此事，並數度派人赴澎勸其離開，但荷人不

為所動。為此，明政府遂改弦易轍決定改派大軍渡海前往交涉，欲藉由強大的武力來「勸走」荷

人。而此一任務，按理當由負責轄區的澎湖遊兵擔綱，但因澎遊長期地裁軍，兵力嚴重地不足，無

法勝任此一要務，故改派泉州最強大的水師，且距離澎湖較近的浯嶼水寨來負責此事，加上，該寨

的指揮官係「欽依」把總，位階又高於澎遊指揮官的「名色」把總，由其率領浯嶼、澎湖二寨遊所

組成的龐大艦隊前去交涉是十分合宜的，此亦是浯嶼水寨指揮官的沈有容，會膺此重任前去澎湖勸

走荷人的由來。至於，能讓「船堅砲利」的荷人離開澎湖的原因，除了沈有容個人的膽識和口才

外，更重要的是，是沈所帶去那五十艘「滿載將士」兵船所構成的巨大威嚇力，讓荷人自知無法以

「實力」取勝，而被迫離開了澎湖。關於此，請詳見何孟興，〈沈有容澎湖退荷之始末：一個明代臺

灣史教材主題的深化探索〉，收入《「2010 年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現代生活與通識教育」論文

集》，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辦，2010 年 12 月 17 日，頁 171-182。 
2 至於，此次荷人來澎共有幾艘船隻，目前所知的說法，如明人陳學伊〈諭西夷記〉和李光縉〈却西

番記〉二文指稱，荷船共有三艘（請參見《閩海贈言》（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頁

32 和 38。）。另外，張燮的《東西洋考》卻稱兩大和兩中型船隻，共有四艘船，其文如下：「（潘）

秀與夷〔按：即荷蘭人〕約，入閩有成議，遣舟相迎。然夷食指既動，不可耐旋，駕二巨艦及二中

舟，尾之而至。亡何，已次第抵彭湖，時萬曆三十二年七月也」。見該書（北京市：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28。另外，附帶一提的是，筆者為使文章前後語意更為清晰，方便讀者閱讀的起見，有時

會在文中的引用句內「」加入文字，並用符號“（）”加以括圈，例如上文的「（潘）秀與

夷……」；其次，上文中出現“〔按：即荷蘭人〕”者，係筆者所加的按語，本文以下的內容中若再

出現按語，則省略為“〔即荷蘭人〕”，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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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將準備許多的戰船助戰，並且，閩府亦願意與其討論貿易問題，乃決定派人商談此

事，雙方遂進入休戰的狀態。次年（1623）一、二月間，雷爾生親赴廈門、福州等地，

和閩府進行交涉，雙方有基本上的共識，亦即荷人離開中國領土的澎湖，中國答應派人

與其進行貿易。3之後，中央朝廷對福建巡撫商周祚處理此事的情形並不滿意，4遂將其

撤換，改由南居益接替。5 

南居益接任閩撫後，對荷人的態度強硬，除堅決反對談判議和外，並主張用武力驅

逐之，遂於天啟三年（1623）八月（即陽曆九月）上疏中央，說明佈防和進勦的用兵策

略，並獲得兵部的同意，將閩省解送北邊的遼餉留做征討荷人之用。6十月底（即陽曆

十一月中旬），明人用密計誘捕登岸廈門的荷將，並以毒酒殺荷人，再用火船進攻荷蘭

船艦，造成荷方不小的損失。7廈門誘殺事件爆發後，荷人大為憤怒，決定再對中國實

施海上封鎖，但因自身兵力的不足，加上，明人又有防備，故其用兵之成效並不彰顯。

                                                 
3 請參見林偉盛，〈荷蘭人據澎湖始末（1622-162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16 期（1999 年 5

月），頁 13-16。 
4 商周祚，浙江會稽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原職為太僕寺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光宗泰昌

元年（即萬曆四十八年）至天啟三年任。 
5 南居益，原職為南京太僕寺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天啟三至五年任。南，字思受，號二泰

（一作「二太」），陜西渭南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著有《青箱堂集》。 
6 請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

〈熹宗實錄〉，天啟三年八月丁亥條，頁 133。 
7 明人廈門用計襲荷事件的經過，詳載於班德固（Willem Ijsbrantsz. Bontekoe）航海日記之中，見林昌

華譯著，《黃金時代：一個荷蘭船長的亞洲探險》，頁 125-128。關於明人用計襲荷一事，事後，閩

撫南居益亦承認，大軍渡海進攻澎湖，接濟補給上實有困難，加上，荷船又堅固、砲大射程遠，明

軍難施其技，遂被迫採誘殺之計。請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南

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南居益謹陳閩事始末疏〉，頁 31。另

外，根據中方文獻記載，南居益的謀士陳則賡當係此次「毒酒殺荷人，火船襲荷船」的主要策劃

人。「陳則賡，號鍚墀；官兜社人。郡諸生，長史則采弟。聰敏多智。泰昌[誤，應「天啟」]庚申，

紅夷[即荷蘭人]窺中左所，則賡以計靖之。天啟二年壬戌（紅夷）復至，總兵徐一鳴率師來廈，則

賡贊畫軍門，謂：『夷性反覆，宜剿、撫並用』。乃詭詞議撫，剋日出家貲募敢死士，椎牛、酒置毒

入夷舟遍觴之；且曰：『今日互市成，中外胥福；盍姑盡醉』？夷喜，飲。則賡急下小艇，趨舟師挾

所製油簑，直撲其艦；乘風縱火，夷眾殲焉。臺省交章論薦，敘功第一。予官不受，並不赴舉闈，

豪於山水間以老。」見周凱，《廈門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卷 13，〈列傳七‧

隱逸〉，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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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四年（1624）正月初（陽曆二月底），在澎荷人除向巴城請調援兵之外，並反映若

能放棄澎湖前往臺灣，中國或許可允直接貿易，加上，雷爾生又要求任滿時離職，8上

述諸事讓荷人先前的氣勢，頓時衰頹了不少。四月底（陽曆六月初）時，巴城方面除決

議改派宋克（Martinus Sonck），前去接替雷的職務外，並訓令宋在談判時採取拖延的方

法，要讓中國先開放貿易，才可撤離澎湖。然而，宋在六月抵達澎湖時，位在風櫃尾的

荷人堡壘已經被渡海而來的明軍團團包圍。因為，在南居益一手策劃之下，明軍早自天

啟四年（1624）正月（陽曆二月）起，便分三個梯次渡海入澎，總數共約有三千人，9

在澎湖大事集結，並決定於六月中旬誓師，準備對荷人展開一場大決戰。因為，新到任

的司令官宋克見明軍來勢洶洶，人數甚多難以力敵，遂請旅日海商李旦做為中間的調停

人，10再加上，在澎湖的荷蘭議會又以雙方軍事力量懸殊、人員補給的問題，以及日後

貿易的取得等因素的考量下，遂於七月初（陽曆八月中）決議放棄澎湖前往臺灣，而

且，期間又經李旦從中奔走斡旋，荷人確定要離開澎湖前往臺灣，明軍遂於該月中旬

起，開始拆除風櫃尾的荷人堡壘；月底時，明方將領返回了福州，向閩府報告此事的處

理經過。11至此，荷人據澎築城事件才告正式地落幕。 

三、澎湖的善後勘查和相關的建議 

福建當局花費許多的心力，才將盤據澎湖二年餘的荷人逐到臺灣，而此一期間，荷

人不僅到泉、漳的沿岸侵擾搶奪，並在海上劫掠中國的船隻，又將擄獲的民眾送往澎

                                                 
8 以上的內容，請參見林偉盛，〈荷蘭人據澎湖始末（1622-1624）〉，頁 27。 
9 此次渡海勦荷之役，明軍約共動用官兵三千人，全部歸前線指揮官即南路副總兵俞咨皐指揮，但需

受駐鎮廈門的總兵謝弘儀節制。關於此，請參見兵部尚書趙彥（等），〈為舟師連渡賊勢漸窮壁壘初

營汛島垂復懇乞聖明稍重將權以收全勝事〉，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史料彙

編》》（臺北市：遠流出版社，2004 年），第一輯第一冊，頁 223。 
10 關於此，《巴達維亞日記》便曾載道，在荷人被明軍包圍的期間，中國人甲必丹即日本華僑頭人，經

由他由臺灣前往澎湖，出面居間調停中、荷的衝突，以扭轉僵局，請參見村上直次郎撰、郭輝譯，

《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一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 年），頁 45。至於，上文中的

「中國人甲必丹」即是李旦。李，是一名活躍於日本僑界的「亦盜亦商」人物，天啟五年逝於日

本，日後崛起的海盜鄭芝龍，便是其手下。 
11 以上的內容，請參見林偉盛，〈荷蘭人據澎湖始末（1622-1624）〉，頁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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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為其挑土造城而死於非命，12尤其是，澎湖地在漳、泉海外，位處重要航道之上，

荷人據此可以截控中流，「既斷糴船、市舶於諸洋」，13造成內地的米價高漲，「今格於

紅夷〔指荷人〕，內不敢出，外不敢歸」，14海上交通往來為之斷絕，……等一連串嚴重

的問題。而上述現象的產生，不僅凸顯出，澎湖在東南海上交通和軍事戰略的重要性；

同時，亦說明，具有強大武力的荷人，他們築城風櫃尾，「進足以攻，退足以守，儼然

如一敵國」，15所造成的嚴重傷害。荷人據澎二年所帶來的痛苦經驗，令閩府深刻地感

受到，澎湖一地對沿岸安危和交通往來的重要性，不可以等閒視之。例如天啟四年

（1624）六月，時值明軍大舉準備渡海前去澎湖勦攻荷人，閩撫南居益便在題疏中，指

道： 

夷〔指荷人〕之為難於我也，處剷之罪小，侵地之罪大。……彭湖近逼漳、

泉，獨非封疆一塊土乎？說者曰：「夷豔漢財物，不過效香山澳夷耳」。惡是何

言也！撫順不失，遼至今存可也。殷鑒不遠，尚欲踵香山之失計耶！16 

                                                 
12 荷人曾將被俘的中國人，抓去澎湖充當苦力，協助修建風櫃尾的堡壘，許多人因糧食不足而喪命，

其餘的生還者更是不幸，被賣到巴達維亞去當奴隸，下場十分地悲慘。請參見林昌華譯著，《黃金時

代：一個荷蘭船長的亞洲探險》（臺北市：果實出版，2003 年），頁 121；甘為霖（W. M. 

Campbell）英註、李雄揮漢譯，《荷據下的福爾摩莎》（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3 年），頁 45。另

外，中方相關的史實記載，如下文中南京湖廣道御史游鳳翔所言的，「（荷人）擒我洋船六百餘人，

日給米，督令搬石，砌築禮拜寺於城中」（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

〈南京湖廣道御史游鳳翔奏（天啟三年八月二十九日）〉，頁 3。），即是一例。 
1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熹宗實錄〉，天啟三年九月壬辰條，頁 134。 
14 同前註，天啟三年八月丁亥條，頁 132。 
1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南京湖廣道御史游鳳翔奏（天啟三年八月二

十九日）〉，頁 3。 
16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史料彙編》》，第一輯第一冊，頁 224。文中的「撫順不失，

遼至今存可也」，係指萬曆四十六年，時稱「建州夷」的滿州人，攻陷戰略要地的撫順，明軍死者萬

人，生還十無一二，遼東為之震撼，中外戒嚴，萬曆帝頗為憂懼，並下詔逮捕遼東巡撫李維翰。請

參見孟森，《明代史》（臺北市：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9 年），頁 307。另外，《明

史》亦曾載道：「（萬曆）四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兵起，破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遼東巡撫李維翰

趣總兵官張承允往援，與副總兵頗廷相等俱戰歿，遠近大震」。見張其昀編校，《明史》（臺北市：國

防研究院，1963 年），卷 259，〈楊鎬〉，頁 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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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在上文中，舉葡萄牙人租據澳門、滿州人佔領撫順的前例做為借鏡，認為，澎湖「為

我必不可淪失之封疆」。17亦因如此，閩府在逐走荷人之後，便以大的動作和規模來重

新規劃和佈署澎湖的防務，希望這個「失而復得」且「得來不易」的海外島嶼，真正成

為「固若金湯」的前線堡壘，能抵擋得住外來者的侵略，藉以保護內地百姓的安全。 
閩府在收復澎湖之後，接下來，便是一連串善後工作的進行。其中，如何為澎湖防

務釐訂「戍守久遠」之計，18是當務之急。首先是，福建按察司轄下專理閩海事務的巡

海道孫國禎，先請澎湖防區負責單位的分守漳南道、分巡興泉道，以及泉、漳二府的海

防同知先行會商協議。之後，他們決議先派遣泉州海防同知何舜齡親至澎湖，對該地的

情況做一詳細調查。何舜齡，浙江台州人，舉人出身，時任巡海道的孫國禎，曾誇讚其

能力甚佳，「謀可洗兵，氣能橫槊，盤錯已徵利器，經營尤藉遠猷」，19值得一提的是，

何本人亦親身參與先前的逐荷復澎之役，似有不小的貢獻，廈門人池顯方曾有詩〈答何

二守〉，言道： 

聞警〔指荷據澎湖一事〕即飛渡，惟公〔指何舜齡〕勞最深。一秋居海浪，終

日慮天陰。接客除官態，抽杯見道心。憑風多少感，時寫在登臨。20 

詩名中的「何二守」，即何舜齡。此次，何前往澎湖進行勘查的工作，主要項目包括有

「彭島要害幾處應守？防守要害兵將應用若干員名？起造營房官舍應用若干間？每間應

用錢糧（若干？）……」；21「兩（座）島嶼（間）通計若干里？每里開墾可得若干

畝？每畝種穫可得若干斛？以至據採之利、戍守之宜，目下兵士勞逸功能之序，賞罰存

                                                 
17 同前註。 
1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兵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殘稿

（一）〉，頁 19。 
19 同前註。 
20 池顯方，《晃巖集》（天津市：天津圖書館，明崇禎辛巳序刊本），卷 4，頁 9。池顯方，字直夫，號

玉屏子，廈門中左所人，係池浴德之子，因受知於閩撫南居益，嘗於明人逐荷復澎之役時，曾參贊

軍務。 
2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兵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殘稿

（一）〉，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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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之用，令其開列書冊，逐一呈報」。22何舜齡於查勘完畢之後，並條畫相關的防守事

宜呈給孫國禎，並經孫重新參酌修訂後，再呈給閩撫南居益刪定，後再由南會同閩按姚

應嘉具題上奏朝廷，23並於天啟五年（1625）四月，獲得中央的採納並推行之。 

另外，有關澎湖善後工作目標的釐定，在閩府奏請中央之前，亦有熱心人士提供相

關的建言，漳州詔安人的沈鈇即是一例，24沈便曾上書給南居益、孫國禎二人，建議在

澎湖構築城堡、置將屯兵，將其改造成海上的兵防重鎮，其主張內容大略如下： 

今欲使紅夷[指荷人]不敢居住彭湖城，諸夷不得往來彭湖港，其策有六：一曰

專設遊擊一員，鎮守湖內；二曰召募精兵二千餘名，環守湖外；三曰造大船、

製火器，備用防守；四曰招集兵民開墾山場，以助糧食；五曰議設公署營房，

以妥官民；六曰議通東西洋、呂宋商船，以備緩急。此六議似宜斟酌舉行者。25 

沈個人主張以積極的態度來經營澎湖，其重點大致如下：一、增設「遊擊」位階的將

領，用以鎮守澎湖，來提升防務的指揮層級。二、建造大船、製作火器和招募二千餘名

精兵，來增強澎湖的防衛能力。三、招攬內地移民，前來進行屯墾。即「廣招同安、海

澄濱海黎庶乏田園可耕者，多四、五百人，少亦二、三百人，俾挈犁鋤、種子以往，就

居撥地，聽其墾種。每人量給二、三十畝，仍帶妻子，方成家業，併畜牛羊，捕釣漁

                                                 
2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兵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殘稿

（二）〉，頁 20。 
23 姚應嘉，浙江會稽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天啟初年曾任福建巡按監察御史一職。請參見陳壽祺，

《福建通志》（臺北市：華文書局，1968 年），卷 96，〈明職官〉，頁 5。 
24 沈鈇，號介庵，漳州詔安人，萬曆初年曾任廣東順德縣令一職，其相關生平如下：「沈鈇，號介庵，

清骯不投時好，年二十五成進士，令順德多惠聲，有觸笠樓妻、覈田抵糧諸殊政，兩舉卓異，嘗慕

海剛峰[即海瑞]為人，服食淡泊，終身未嘗服一縑、嚼佳味、居一高廈，陋室、藍縷恬如也。……

居家倡置學田以贍儒生，創橋、路以便行旅，建文昌、文公[即韓愈]諸祠，以興文學，置亭觀以開

福田，接引承學，教誨子弟，所著有大學古本、浮湘、鍾離、蘭省、石皷諸集，彭湖、紅夷[即荷蘭

人]諸議，年八十有四」。見秦炯撰修，《詔安縣志》（臺北市：清康熙三十三年重刊本，國家圖書館

善本書室微卷片），卷 11，〈人物．沈鈇〉，頁 10。 
25 沈鈇，〈上南撫臺暨巡海公祖請建彭湖城堡置將屯兵永為重鎮書〉，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清一

統志臺灣府》（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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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少資糊口」。26四、議設公署、營房和民舍，以妥善安頓澎湖的戍兵寓民。五、上

述建議行有成效後，可開東、西洋貿易，便以裕民富國，亦即「俟彭湖島設兵鎮後，紅

夷息肩，暫復舊例，聽洋商明給文引，往販東、西二洋，經過彭湖，赴遊府[即澎湖遊擊

衙署]驗引放行，不許需索阻滯。回船之日，若帶有夷人在船，即拿送上司以奸細論，庶

可生意飽商民之腹，亦可以夷貨增中國之利」。27而沈上述部分的建言，和閩府疏請的

善後事宜內容有些相近，以下便是閩府所議請的澎湖善後事宜的詳細內容，以及日後實

際執行的情形。 

四、澎湖的善後事宜及其執行情形 

（一）善後興革事宜 

至於，上節所述福建當局所奏請的澎湖善後事宜，便是經閩撫南居益刪定後上呈的

十款內容，包括有：一、澎湖添設遊擊。二、戍守中左所。三、增兵澎湖。四、增餉澎

湖。五、澎湖築城濬池，建立官舍營房。六、提升澎湖遊擊的威權。七、屯田澎湖。

八、澎湖築造銃臺。九、澎湖將領的擇選。十、內地防禦宜嚴密。上述的十款中，有兩

款係針對先前荷人劫掠泉、漳沿岸的經驗而來的，亦即第二款的「戍守中左所」，主張

加強廈門中左所的防務，移駐南路參將於此，並升格為副總兵，便以節制泉南遊擊以及

剛成立的澎湖遊擊，以及第十款的「內地防禦宜嚴密」，主張各寨、遊備妥火船所需乾

柴、松楸、藥桶等物，並於沿海可泊大船的處所築造礮臺大銃，用以對付日後再犯的荷

人。28至於，其餘的八款，則皆完全針對澎湖防務的佈署而設計的，其內容分別要述於

下：29  

一、澎湖添設遊擊。即設立遊擊（將軍）一員，駐守澎湖，下轄有先前所設置的「澎湖

遊」（欽依）把總和「（澎湖）衝鋒遊」（名色）把總所領的額兵九三五人，另外，

                                                 
26 沈鈇，〈上南撫臺暨巡海公祖請建彭湖城堡置將屯兵永為重鎮書〉，頁 51。 
27 同前註，頁 52。 
2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兵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殘稿

（二）〉，頁 22 和 24。 
29 以下的內容，請參見同前註，頁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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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增設遊擊轄下直屬的標兵一、一六九人，合計為二、一○四人，全成一大營，

仍聽南路副總兵節制，以成臂指之勢。 

二、增兵澎湖。澎湖遊擊下轄有新、舊額兵共二、一○四人。其中，遊擊轄下設有中標

守備一員，轄管水兵八五七人，領有兵船四十九隻，分屯媽宮（即今日澎湖馬公

市）等處；又設左翼把總一員，轄陸兵六二四人，屯守媽宮後和暗澳，分顧太武、

案山、龍門港諸處；又設右翼把總一員轄陸兵六二三人，屯守風櫃仔，兼顧蒔上

澳、西嶼頭，看守鎮海營等處（參見附圖二：明天啟五年澎湖兵防佈署示意圖。筆

者製。）。俱聽遊擊調度。此外，中標守備下設有水師哨官六名，左、右翼把總則

下各設有陸兵哨官四名，透過此，「水陸分佈，首尾相聯，亦可以壯軍容而保藩離

矣」。 

三、增餉澎湖。原先澎湖、澎衝二遊兵，每兵月餉九錢。春、冬二汛時，前往澎湖防

守，每月再加給行糧三錢。今議請改為長年屯戍澎湖，不許收汛囘來內地，每兵概

給月糧一兩二錢，不再發給行糧。每兵一年，可獲糧餉一十四兩四錢，水、陸有新

舊額兵二千一百餘名，歲餉約為二八、○○○餘兩，扣除澎遊舊兵原餉外，約需增

編新餉二三、○○○兩，由福建布政司糧餉道議處，且因「查有洋餉一項，歲計約

有二萬餘金。以海洋之稅供防海之用，似屬本分。其有不足者，再查別項無礙者補

之」。30 

四、澎湖築城濬池，建立官舍營房。計劃於媽宮築城一座，該城「四面各濶三十丈，高

一丈五尺，厚半之」，並於城中起造遊擊衙門一座、左右翼把總衙門共二座、貯備

米糧的倉廒二座和陸兵營房二二○餘間（以五人為一間，共一、二○○餘名），另

又於風櫃仔起造中標守備衙門一座，以上通計用銀二、○○○餘兩，應於餉銀內動

支。 

五、提升澎湖遊擊的威權。「（澎湖遊擊）越在海島，以控制海防，威臨夷寇，較之沿海

各將，宜稍加體貌，照例給敕書、旗牌外，念彭島孤懸，羽書鄭重，仍欽給關防印

記一顆，以重彈壓。若（遊擊）標下員役，中標守備一員、左右翼（把）總二員

外，再立中軍官一員，旗牌官三員，聽用官十員。各員役錢糧，概新增餉內造支，

                                                 
3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兵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殘稿

（二）〉，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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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此不足以重將體、威臨島夷也」。31而值得留意的是，上文中「宜稍加體貌，照

例給敕書、旗牌外」的語句，在明人沈國元《兩朝從信錄》卷二六頁二記載相似的

內容中，卻於此處改增為以下文句：「宜稍加體貌，似應改副總兵衙門兼協守職

銜，例賜給敕封、旂牌外」。32此語提供一條重要線索，似乎說明在規劃澎湖遊擊

的設置時，曾有比照副總兵衙門兼「協守」職銜規格的構想，由此觀之，閩府是何

等重視此次澎湖遊擊之設立！ 

六、屯田澎湖。澎地雖沙礫鹹鹵，四面平坦，颱颶摶射，不堪種植，惟有中墩山（即今

日拱北山）和龍文（今日龍門）一帶稍稱肥沃，33可聽官兵自行開墾，俟成熟三

年，然後徐議起科；沿海居民有願往耕稼者，亦依此法行之。另外，澎湖漁產豐

富，可招引沿海漁船前來撈捕，並聽其搭蓋漁寮，給與繇票，行什一之稅，「以海

為田，固海濱之長利，莫非軍需之借資，何必播植，乃稱屯田哉？」。34 

七、澎湖築造銃臺。媽宮暗澳（今日馬公文澳）澳口外，左為風櫃仔，右為西安（又作

西垵）（參見附圖三：地近金龍頭的清代古蹟「順承門」今貌。筆者攝。），35南又

有案山（參見附圖四：今日案山一帶的風光。筆者攝。），36與風、西二處鼎足而

                                                 
31 同前註。 
32 沈國元，《兩朝從信錄》（北京市：北京出版社，1995 年），卷 26，頁 2。  
33 明代文獻所稱的「中墩」、「大中墩」或「中墩山」，根據研究即馬公島上的大城山，今日的拱北山一

帶，並非指清代的「中墩」或「中墩嶼」（即今白沙島的「中屯」。）。請參見吳培基、賴阿蕊，〈澎

湖的天啟明城──鎮海城、暗澳城、大中墩城〉，《澎湖縣文化局季刊》第 50 期（2008 年 3 月），頁

14。 
34 同註 30，頁 23。 
35 西安一作西垵或西垵仔，根據《澎湖縣文化局季刊》主編蔡丁進的說法，西安係指今日澎湖天后宮

以西至海一帶，包括金龍頭（舊名「金龜頭」）、外婆澎湖灣遊憩區和觀音亭，皆屬之；而一般所稱

的「盡西垵仔」或「西垵仔末尾」，即是指金龍頭。根據筆者之推估，此次明人築造西安銃臺之處

所，當以金龍頭的可能性最大，因該地與風櫃尾荷人堡壘處遙遙相對，故之。 
36 案山又名「案山仔」、「安山仔」、「案山仔澳」、「案仔嶼」或「案山頭」，案山島包括有一個半島和隔

岸不遠的小島，兩者漲潮分隔、退潮相連，此二者即古書的「大案山」和「小案山」，清同治時的

《澎湖廳輿圖纂要》曾為此二者做明確的區分，亦即清時的「大案山」為案山半島，「小案山」指對

面隔海的小島。日人據澎以後，小案山改建為「海軍要港部」，之後，該部又擴至大案山，並將原

大、小案山居民遷到東北方的現址（今經國路以南）稱為「大案山」，而「小案山」則改稱為測天

島。光復以後，大案山建為案山里，海軍要港部延續為國軍的海軍基地。見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

名辭書：澎湖縣》（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 年），頁 99-1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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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此夷[指荷人]向日據此，以與我爭者也。向為夷之所必爭，今為吾之所必

守」，37故於風櫃、西安、案山三處各築銃城一座（參見附圖二：明天啟五年澎湖

兵防佈署示意圖。筆者製。），其中，風櫃銃城係荷人原築城舊址處，可修復再利

用，至於，西、案二銃城必須新築，總共約費銀三百餘兩。 

八、議用人。此次逐荷復澎之役中，名色守備王夢熊和名色把總葉大經二人多所貢獻，

尤其是王夢熊，38「百凡調度，多出夢熊心計，此莫大之功也」，39而且，「自大將

班師之後，獨留（王、葉）二官在彼，與兵士臥起風濤之中，略無內顧之私。身既

與海相習，情又與兵相安。若使他人代之，則彭事復壞，前功可惜」，40故請以王

夢熊陞補澎湖遊擊一職，或先以「守備」職銜管遊擊事，等三年之後，海上無亂

事，再行拔擢另職。至於，遊擊轄下掌管水師的中標守備一職，則由葉大經任之，

並加「欽依」銜，以重其事權。另外，新設的左、右兩翼把總，以及遊擊轄下的中

軍官則皆給「名色」銜，以便於地方不時委用。 

而上述閩府所議請的十款善後事宜，中央朝廷多表贊同，並且，下令「將王夢熊量

加守備職銜，管理彭湖遊擊事務，葉大經量加小把總職銜，管理中標事務，左、右二翼

把總並中軍聽用各官，及增兵、處餉、移駐、修建、築臺、製器、屯漁、嚴備等項事

宜，悉聽該撫[指閩撫南居益]逐款擧行。至於勅書、旗牌、關防，聽各衙門照例請給，

                                                 
3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兵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殘稿

（二）〉，頁 23。 
38 王夢熊，泉州晉江人，勇猛善戰有謀略，史稱其「生有異質，虎頭豹頤，勇敢多奇策，力能提石八

百斤，射輒命中」。有關王在閩海水師的傳說事蹟，如下：「（王夢熊）署（南路參將）中軍守備，督

浯嶼（水寨）兵航。勦撫海寇袁進；進素懾其名，率眾歸誠。力薦進有大將材，後果由裨校進大都

督；鹹服其知人。永春賊王元堦據寨倡亂，（夢熊）挾輕銳乘夜直抵其寨，一鼓擒之，授浯銅遊戎守

備。紅夷[指荷蘭人]寇鼓浪嶼，（夢）熊率親丁隨王忠等奮勇擒馘，奪其三艘。紅夷敗歸，復率大

直逼內地。舟高且堅，刀刃不能傷；夷礮在千百丈外，發無不中，中則人船俱碎：諸將惴慄。（夢）

熊熟視，笑曰：『吾計得矣』！乃以小艇數十扮漁舟、藏火具，潛逼其旁；乘風縱火，棄艇挾浮具泅

歸。援以巨船，焚甲板十餘艘，夷脫於火者咸溺於水；生擒大酋牛文來律。欽除勦夷都司。諸夷傾

國而來，築城澎湖為持久計；沿海受其蹂躝。（夢）熊議先選有智勇者率義兵，伺其出沒攻之；前後

擒賊若干人。後乃大徵兵，直逼澎湖；賊聞風，稍引去。歷驃騎將軍」。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泉州府志選錄》（南投縣：臺灣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16。 
39 同註 37，頁 24。 
4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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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事權。仍轉行一體遵奉施行」。41 

（二）實施執行情形 

至於，澎湖上述的各項善後計劃，福建當局實際的執行狀況，究竟又是如何？關於

此，明人陳仁錫的《皇明世法錄》卷七五〈海防．彭湖圖說〉中，曾有詳細的說明，內

容如下： 

娘宮嶼……，虛平穀、無海潮淜奔激射之勢，其狀如湖，故彭以湖名，湖面

寬轉可里許，深穩可泊，南、北風我舟汛守皆頓其中〔指馬公內灣〕，故夷人窺

以為窟穴。（馬公內灣）面為案山仔，右為西安，原無戍守，今各新置銃城。案

山則以中標（守備）舟師守。西安則右翼哨兵（防）守。又左為風櫃，夷〔指

荷人〕所築銃城處也，……今毀，然亦略因其舊，多列巨銃，仍分撥右翼把總

一員、哨官二員，兵三百餘名守此。（風櫃）蓋與案山、西安相犄角，……更築

銃城一所〔即風櫃銃城〕。……今查北太武與中墩稱「兩太武」，俱湖中最高處

各置墩，設兵各十名瞭報，每十日則更番。娘宮稍後可二里為穩澳山〔即今日

馬公文澳〕，山形頗紆坦，自紅夷遁去，奉議開築城基，通用大石壘砌，東、

西、南共留三門，直北設銃臺一座。內蓋衙宇營房及鑿井一口，左翼官兵置

此，以控制娘宮者也。42 

由上可知，此次澎湖善後工作的推動中，閩府確曾在「鼎足而立」的西安、案山和風櫃

尾三處築造了銃城，其中，西、案二銃城係新置的，風櫃尾銃城則是修復荷人城壘再加

利用者，除此，又在馬公島北側的北太武（即今日白沙島煙墩山）和中墩（即今日馬公

島拱北山）的高處上設立煙墩烽堠，43派兵輪番駐守，用以瞭報遠處的動態。不僅如

                                                 
4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兵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殘稿

（二）〉，頁 29。 
42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65 年），卷 75，〈海防．彭湖圖說〉，頁 11。 
43 明代文獻所稱的「北太武」，據研究，係位在今日白沙島的煙墩山。請參見吳培基、賴阿蕊〈澎湖的

天啟明城──鎮海城、暗澳城、大中墩城〉，頁 15。另外，此處明人陳仁錫《皇明世法錄》指稱，

北太武和中墩的高處上僅設立煙墩而未設有城垣，此說是否有漏誤，尚待進一步考證？因為，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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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吾人可發現，此次澎湖兵防的佈署特質，是以馬公澳（即媽宮澳，今日馬公港碼頭

一帶）做為兵防的中心點（參見附圖五：馬公港碼頭一帶今貌。筆者攝。），44即讓中

標守備掌管的水師兵船，泊駐於三足鼎立「中間點」的案山，除此，並將新置的陸兵分

為左、右兩翼，其中，右翼軍用以防衛馬公澳西南面的西安、風櫃等處要地，西安有右

翼哨兵把守，風櫃則由右翼把總率領哨官二員、兵丁三百餘名駐防。左翼的部分，則負

責防衛馬公澳，官兵主要駐守在其東北面不遠處的「穩澳山」，該地亦是此次澎湖興築

城垣的所在地（參見附圖二：明天啟五年澎湖兵防佈署示意圖。筆者製。）。前已提

及，閩府並計劃於馬公築城一座，並起造遊擊、把總的衙門，糧食倉庫和陸兵營房於城

中，關於築城的詳細地點，上引文已做說明，係在今日馬公市東北側不遠處的文澳（參

見附圖六：馬公文澳今貌。筆者攝。），因文中的「穩澳山」即是文澳，或作暗澳。另

外，有學者曾推測，今日文澳武聖廟後方有一口水井，即是上文穩澳山築城「鑿井一

口」的水井。45去年四月初，筆者前往澎湖做現地訪查時，特地前往武聖廟參觀，廟中

服務人員的周先生（年八十一）指稱，僅知此井年代久遠，但水質清澈、終年不竭（參

見附圖七：周先生攝於武聖廟水井處。筆者攝。），並提及廟後方旁側過去有一道城

牆，光復後一直都存在，近些年才拆除殆盡……，此道城牆是否可能是天啟穩澳明城的

遺址，目前還難以斷定！ 

                                                                                                                                        
1629 年 12 月 8 日，荷蘭臺灣長官 Putmans 率眾登岸踏察馬公島，曾來到一個中國荒廢的碉堡，「該

碉堡位於一座高山上，是用那座山下面的土裡挖出來的很適當的石頭建造起來的」（見江樹生譯註，

《熱蘭遮城日誌（第 1 冊）》（臺南市：臺南市政府，2000 年），頁 7。），根據研究，此城即為「大

中墩城」，該城應建於天啟年間，約與穩澳城同時興建，皆由澎湖遊擊王夢熊所建。請參見吳培基、

賴阿蕊，〈澎湖的天啟明城──鎮海城、暗澳城、大中墩城〉，頁 14-19。 
44 馬公澳，位在今日馬公港碼頭一帶，附近目前尚遺有天后宮、施公祠、萬軍井、四眼井和昔稱「大

井街」的中央街等古蹟的存在。馬公澳原作「媽宮」澳，其地名係源自該澳內的媽祖廟而來，因

為，媽祖廟又名「媽祖宮」或「娘媽宮」，該廟應為今日國家的一級古蹟──澎湖天后宮。另外，

1920 年時日本人雖將「媽宮」改稱做「馬公」，但是，今日澎湖居民仍以臺語發音的「媽宮」來稱

呼馬公。請參見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澎湖縣》，頁 27。 
45 請參見吳培基、賴阿蕊，〈澎湖的天啟明城──鎮海城、暗澳城、大中墩城〉，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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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澎湖防務興革的特點及其意義 

綜合上述的內容，便可得知，福建當局一開始即十分重視澎湖遊擊設置一事，除了

提升其威權體貌、以便鎮守一方；另外，還特別留意如何去掌控這位海外前線的重要指

揮官，其中，便清楚地規定，「至於事權，（彭湖遊擊）則尤宜節制於南路副將[即副總

兵]，庶輕重相維，內外呼應，有臂指之勢，無隔閡之虞矣」。46至於，此次澎湖防務興

革的內容，有如下五個特點，甚值得留意： 

（一）五個特點 

一、「增設陸兵，水陸兼備」。此次變革的最大特色，是閩府在澎湖島上增設了陸兵，打

破以往遊兵時期「水師防海」的單一型態，增改為「既防海，又守陸」的聯防型

態。亦即，透過增設的左、右翼陸兵，把守澎島陸地各要害處，並和改制後水師的

中標守備兵船，構築一道「水、陸聯防」的陣線，讓澎湖佈防的兵種和型態上有了

結構性改變，此舉，可謂是自萬曆二十五年（1597）設立澎湖遊兵以來，47澎湖在

防務上最重大的變革。 

二、「陸主水輔，固守島土」。新設的澎湖遊擊共轄有額兵二、一○四人，除九三五人係

來自原先的澎湖、衝鋒二遊兵，其餘的一、一六九人係添增的新兵。前已提及，先

                                                 
4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兵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殘稿

（二）〉，頁 22。 
47 明萬曆二十年時，日本豐臣秀吉派兵進犯朝鮮，中國調軍救援屬國的朝鮮，中日朝鮮之役爆發，明

政府為防範日軍聲東擊西，可能乘機南犯東南沿海，故於二十五年冬天在戰略要地的澎湖，佈署了

水師戰船，史稱「澎湖遊兵」。該遊設有指揮官「名色把總」一人，兵船二十艘，軍兵八百餘人，於

每年春、冬二季前往澎湖汛防。二十六年春天，又再增加一倍的兵力，共有兵船四十艘、兵一千六

百餘人，另外，又再調動福建沿海六處的水寨和遊兵，包括有海壇遊兵、南日水寨、浯嶼水寨、浯

銅遊兵、銅山水寨和南澳遊兵，各自調派一名哨官、率領兵船三艘，即六寨、遊總共十八艘兵船遠

哨澎湖，來壯大澎湖遊兵的聲勢。但是，隨著同年八月秀吉病故、倭軍撤離朝鮮，閩海局勢漸次穩

定下來後，澎湖遊兵亦跟著走上裁軍的道路。請參見何孟興，〈兩難的抉擇：看明萬曆中期澎湖遊兵

的設立（下）〉，《澎湖縣文化局季刊》第 58 期（2010 年 3 月），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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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遊兵時期，係以「水師兵船，防海禦敵」為主，並以馬公澳為中心的水域做為

佈防重點；然而，此次的兵力佈署，卻是特重澎湖島上陸地的防禦工作，亦即「固

守澎湖島土，不讓外來者有侵佔的機會」。為此，閩府以「陸兵為主，水師為輔」

的兵防思惟，決議裁廢澎、衝二遊兵把總，並將改編後的水師歸由新設的中標守備

指揮，而此時的水師卻僅剩八五七人，其人數較原先九三五人少了七十八人，至

於，新增的陸兵則有一、二四七人之多，分歸新設的左、右翼二把總統轄，把守澎

島陸地各要害處，以避免荷人據土築城類似情事的發生！ 

三、「設立遊擊，提升層級」。澎湖遊兵初置時，指揮官為名色把總。之後，閩府採行沿

岸寨、遊的佈防模式──「欽、色兩總相間，正、奇二兵互用」，將改制後的澎

湖、衝鋒二遊中的「澎湖遊」指揮官，陞格為「欽依」把總，和衝鋒遊的名色把總

相互搭配，讓澎湖防務的型態繼續地走向「內岸化」的道路。此次，閩府再進一步

「深化」澎湖防務的佈署，並以內地沿岸要處（例如泉南遊擊移駐的永寧）的佈防

模式為藍本，不僅在澎湖島上增設陸兵，且人數多達一、二○○餘人，來和原先已

佈署的水師相互搭配，並獲得中央的同意，將指揮官層級提升至「守備」職階的將

領，來管理澎湖「遊擊」的事務；甚至於，閩府還一度考慮欲以更高位階的「副總

兵」來鎮守澎湖，……而上述的這些作為，皆說明，閩府堅定固守澎湖的決心。 

四、「築城置營，長年戍防」。閩府此次改變官兵先前春、冬赴澎汛防的規定，轉而成為

「長年戍防」的型態，且為配合此一決策，另又在馬公澳不遠處的穩澳山興築城

垣，並於城中建造將帥衙門、糧倉營房，以為官兵長久駐守之用，此一「正式」且

具「常態性」的戍防方式，絕非是僅春、冬二季五個月「季節性」汛防所能相比擬

的，係有明一代澎湖防務的重大突破；雖然，類似的主張，早在三十年前便為閩撫

許孚遠所提出來──「若於此[指澎湖]設將屯兵、築城置營，且耕且守；據海洋之

要害，斷諸夷之往來，則尤為長駕遠馭之策」，48當時卻因澎湖相關的條件難以具

備而作罷。此次，閩府會不計一切的困難去推動「築城置營，長年戍防」的措致，

實係因荷人據澎築城、造成諸多傷害所激發出來的！因為，閩府無法再次容忍類似

情事的發生，故不得不想辦法去克服諸多的問題，於此孤遠、貧瘠的海島上，推動

                                                 
48 許孚遠，〈議處海壇疏〉，收入氏著，《敬和堂集》（臺北市：明萬曆二十二年序刊本，國家圖書館善

本書室微卷片），〈疏卷〉，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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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難度甚高的兵防措施。 

五、「軍民屯墾，守耕並行」。上文中曾提及，中央朝廷對於閩府所議的善後諸款事宜，

悉聽其逐款擧行。其中，又以「屯漁」的「屯田澎湖」款項最引人注目，因為，

「彭湖險島，越在海外，惟餽運一節，向稱艱險」，49閩府鼓勵長戍於此的官兵墾殖

土地，以及同意內地民眾來澎耕種或搭寮漁撈，不僅可藉由耕、漁稅收資以軍需，

且可協助解決澎湖防務中頗為棘手的糧食補給問題；同時，亦可經由耕漁民眾的落

戶定居，達到「移民實邊」的效果，真可稱是一舉數得。雖然，此舉和明政府傳統

的「海禁」政策是相互違背的，但此一「軍、民屯墾，守、耕並行」的兵防思惟，

卻對澎湖防務的推展具有正面的意義，亦屬一開創性的作為。 

（二）兩大意義 

吾人需明瞭的是，閩府上述在澎湖相關的善後措舉，皆是因先前荷人侵據為害的刺

激而起的，例如特重廈門中左所的防務，以因應荷人再次劫掠；加強備妥火船和構築大

銃，以禦荷艦再次入犯……。另外，又如澎湖駐軍提升指揮官的層級，增設陸兵用以固

守島土，並和水師兵船構築「水、陸聯防」陣線，築建城垣、營房以便長年戍防，實施

軍、民屯耕以資軍需糧補……等，亦因荷人據澎築城有以致之，皆屬一「被動因應」的

作為，其動機和出發點，和先前萬曆時澎湖遊兵的設立、浯澎遊兵的改制，50情況十分

地類似，皆是外在環境壓力之下所做成的決定。而且，吾人若從整個福建海防佈署的角

                                                 
4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兵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殘稿

（二）〉，頁 23。 
50 萬曆四十四年時，日人村山等安派軍南下臺灣，尋求通貿據點，不僅造成閩海局勢的緊張，亦讓臺

灣成為明政府矚目的焦點，加上，自萬曆以後，倭人、海盜和私販在臺灣的活動日趨地頻繁，已明

顯地影響到海峽對岸內地的安全，這些問題迫使福建當局重新去思考，如何去有效地監控和掌握臺

灣海峽，藉以屏障福建沿岸的安全，以及如何有效去運用海峽兩側的兵力，去剋制臺灣島上的不法

活動，藉以減低對內地百姓的威脅。為此，閩撫黃承玄便在該年八月上疏中央，准其整合臺灣海峽

兩側原先的兵力──包括駐守廈門的浯銅遊兵和汛防澎湖的澎湖遊兵，成立了一支橫跨海峽兩岸的

新水師，名為「浯澎遊兵」。透過此，將兩者的兵力和防區做一整併，令其「事聯為一，脣齒相

依」，用以增強澎湖的防務，並以對抗入侵臺灣的倭人。浯澎遊兵雖於萬曆四十四年奏請設立，但至

熹宗天啟元年時，便因實際運作上有著許多的困難，而被明政府撤廢掉，雖其設置的時間並不久，

前後僅有短短的五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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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去觀察此次澎防興革的內容，可以發現，它具有兩個重要的意義： 

1.澎湖兵防佈署「內地化」 

萬曆四十四年（1616）時，閩撫黃承玄以「分不如合」佈防概念，整合原先的浯

銅、澎湖二支遊兵，並加入新軍，成立了浯澎遊兵。新改制的浯澎遊兵，有正面當敵的

澎湖遊兵，有巡哨策應的衝鋒遊兵，不僅讓澎湖達到「正、遊並置，獨立作戰」的目

標，同時，使「海中」的澎湖走上「內岸化」的道路──亦即與福建的「沿岸」兵防佈

署無大的差別（例如福州同時擁有「正兵」的小埕水寨和「遊兵」的海壇遊兵、興化有

「正兵」的南日寨和「遊兵」的湄洲遊兵。），閩府希望以防衛「沿岸」的方式，來防

守「海中」澎湖的企圖心十分地明顯。天啟元年（1621）閩府雖撤廢了浯澎遊兵，但

是，澎、衝二遊不僅被保留下來，之後，並將澎湖遊指揮官陞格為欽依把總，來和衝鋒

遊的名色把總相互搭配，此一兵防佈署的方式，如同隆、萬年間福建沿岸水師之佈署型

態──「欽、色兩總相間，正、奇二兵互用」概念的翻版（參見附圖八：明萬曆二十五

年福建水寨遊兵分佈圖，筆者製。）；51而此一現象，說明著澎湖防務型態繼續地走向

「內岸化」的道路，並「深化」此一佈署的構思。至於，此次荷人侵據澎湖長達兩年

                                                 
51 文中的「欽、色兩總相間，正、奇二兵互用」，係指水師中扮演「正兵」的水寨部隊，其指揮官即欽

依把總，至於，擔任「奇兵」的遊兵部隊，其指揮官則為名色把總，欽、色二總相互配合，以禦入

犯的外寇。因為，嘉靖四十二年時，值閩地倭寇漸平，鑑於海防廢弛、積弊亟待釐清，巡撫譚綸、

巡按李邦珍和總兵戚繼光等人議請改革福建水師體制。其中之一，便是將五水寨分而為二，烽火

門、南日、浯嶼三寨為正面當敵之正兵，銅山、小埕二寨為伏援策應之遊兵，正、遊二兵相間，

「正」、「奇」互為運用，扼賊敵之于海上，若犯賊寡少則各寨兵船自行禦戰，賊夥若眾多則各寨合

力圍攻。隆慶以後，福建當局延續嘉靖時譚綸等「五寨二分正、遊兵，正遊交錯，奇正互用」的海

防構思，並將其規模加以擴大，陸續在各水寨之間增設的遊兵，「一寨之中以一遊間之」，寨扮正面

當敵之正兵，遊則為伏援傍出之奇兵，「寨遊相間，奇正互用」，希望藉此能更有效地來對抗入犯的

倭人。例如萬曆二十五年時，因中日朝鮮之役爆發，為因應日軍可能南犯，除了外海新設澎湖遊

兵，福建當局便以「寨、遊相間，正、奇互用」的原則，在沿海共佈署了「五寨七遊」的兵力，由

北而南依序如下：崳山和臺山遊兵→烽火寨→礵山遊兵→小埕寨→海壇遊兵→南日寨→湄洲遊兵→

浯嶼寨→浯銅遊兵→銅山寨→玄鍾遊兵（即南澳遊兵）。上述的各寨、遊中，除烽火寨北境因緊鄰浙

省邊界，倭犯閩海首當其衝，先後置有崳、臺二遊外，其餘皆依「一寨之中以一遊間之」的原則；

除此，又在外洋大海中的澎湖佈署了澎湖遊兵，以因應閩海之變局，即是。請參見何孟興，《浯嶼水

寨：一個明代閩海水師重鎮的觀察（修訂版）》（臺北市：蘭臺出版社，2006 年），頁 224-226；229-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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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問題十分地嚴重，遂讓閩府下定了決心，欲比照「內地」要處的佈防規模，來處理

澎湖善後的事宜。前已提及，此次澎湖兵防佈署的「規格」和「內容」──包括有，前

已詳述的「遊擊駐劄」、「水陸兼備」、「築城置營」、「長年戍防」和「軍民屯耕」等完備

的措致，加上，總兵力又高達二、一○四人，使澎湖成為一個「配備完整，獨立應戰」

的兵防要地，而此一兵防佈署的「模式」，幾乎與內地沿岸的戰略要處無甚大的差別，

即使是泉南遊擊駐防的「泉州門戶」──永寧，52該地「東濱大海，北界祥芝、浯嶼寨

[即石湖]，南連深滬、福全，為泉州襟裾」，53此際的泉南遊擊，扣除原先轄有的澎湖、

衝鋒二遊九三五人，其轄管的泉郡陸兵新、舊兩營，以及浯嶼、浯銅二寨遊水師，額兵

的總數亦不過約二、五○○人而已。54要言之，明帝國在孤懸海外、土瘠物乏的澎湖島

上，佈署二千餘人的兵力，加上，又搭配有水陸兼備、築城置營和軍民屯耕等相關的措

置，此一防務佈署的行動，不僅在澎湖是首見的，對中國海防史而言，亦可謂是一大的

壯舉。 

2.廈門兵防佈署「強固化」 

前已提及，先前荷人侵擾沿岸的行動，多在漳、泉交界的九龍江河口一帶，而廈門

首當其衝，荷人曾在此燒毀通海船隻，破壞洋商房屋，並搶奪貨物及生絲……等，為

此，閩府在天啟五年（1625）處理澎湖善後措舉時，特別針對荷人日後可能再犯的問題

做一因應。首先是，增強廈門中左所的防務。因為，該地「逼近彭湖，居漳、泉二府之

                                                 
5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兵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殘稿

（二）〉，頁 21。 
53 何喬遠，《閩書》（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卷之 40，〈扞圉志‧都司衛所〉，頁 985。

永寧，位在泉州府晉江縣城東南五十里處，明初時，沿襲宋、元設兵寨之前例，置軍衛於此，以總

覽泉州沿海之邊防，史稱「永寧衛」。另外，上文中的「浯嶼寨」，即泉州灣邊的石湖，因為，浯嶼

水寨初設於浯嶼，後遷廈門島的中左所，至萬曆三十年時再由廈門北遷到石湖，崇禎初刊印的《閩

書》，故以遷入石湖的浯嶼「寨名」來代稱「地名」，特此說明。  
54 因為，此時泉郡陸兵新、舊兩營共有額兵八七○人，至於，浯嶼、浯銅二寨遊的兵員額數，目前僅

知，在萬曆四十年時，浯嶼水寨有額兵一、○七○人，以及汛期時附近衛、所支援的「貼駕征操

軍」五八○人，浯銅遊兵則有額兵五三六人，以及汛期來援的貼駕軍三○○人，若以此為基準，加

以粗略的估算，泉南遊擊轄下的水、陸額兵約為二、四七六人。請參見同註 6，天啟元年十一月戊

午條，頁 127；陽思謙，《萬曆重修泉州府志》（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卷 11，〈武衛志

上‧水寨軍兵〉，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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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最稱要害」，55故特別移駐南路參將於此，以「扼漳（州）上游，（且）必須泉南

（遊擊）屬其節制，而浯銅（遊兵）、金門、高浦、中左各（陸）營、（守禦千戶）所切

近，地方有警，各官兵軍尤聽（其）不時徑自調遣，方無掣肘」，56並將其升格為副總

兵，便以節制剛成立的澎湖遊擊，以及由泉州城移駐永寧的泉南遊擊，亦是此次澎湖防

務的興革項目之一。其次是，「澎湖、泉南二遊擊，東西夾擊入犯敵」。閩府還特別留

意，變革後的澎湖防務和內地兵防整體性的搭配問題，亦即能讓「築城長戍，水陸兼

備」的澎湖遊擊，可以和對岸泉南遊擊的兵力互為犄角，共同扼控臺灣海峽，夾擊入犯

於此的敵人。而此一兵防佈署思惟，尤其是在一年多後愈加地明確精準，因為，天啟七

年（1627）時將南路參將移駐至漳州銅山島，而泉南遊擊則改回駐廈門中左所，57握控

重兵於此，並與對岸的澎湖遊擊隔海相望，二者輔車相依、守禦相援，共同扼抗外敵於

海上，58更加能實現崇禎元年（1628）時，河南道御史蘇琰所言的防禦目標，亦即： 

福建武臣佈置有泉南遊擊一員，駐於中左；彭湖把總〔誤字，應「遊擊」〕一

員，駐於彭湖。彭湖在大海中，實夷、寇交經之處，其相對內地即是中左。若

（泉南、彭湖）兩寨將卒得人，守禦相援，則福（州）、興（化）之寇不敢南

下，漳（州）、潮（州）之寇不敢北來矣。59 

                                                 
55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兵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殘稿

（二）〉，頁 21。 
56 同前註。 
57 天啟五年時，閩府為加強廈門中左所防務，決議將轄境以漳州為主的南路參將移駐於此後，發現問

題不少，故不到一、兩年的時間，便將其南移至漳州西南要島的銅山，「以禦寇之南上」，泉南遊擊

則改移最初駐防的廈門中左所，同時，亦因二者「汛地各分，不相統屬」，故泉遊不再接受南參的節

制。請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附錄一崇禎長編（殘本六十六卷）選

錄〉，天啟七年秋九月丙子條，頁 145。 
58 此際，閩府在泉、漳二地的海防佈署思惟，如池顯方所言：「前年，漳（州南路）參將出汛駐中左

後，以難兼制兩郡，始設泉南遊擊鎮中左、澎湖遊擊鎮料羅海外[即澎湖]，共禦寇之北下。漳（州

南路）參將原議節制泉（南）、澎（湖二遊擊），今（改）駐銅山，以禦寇之南上。如遇劇寇，泉

（南）、澎（湖）二將扼之於外，漳（州南路參）將移駐海澄圭嶼，控之於中，是衛泉、實衛漳

也」。見池顯方，〈與姜青芝書〉，收入周凱，《廈門志》，卷 9，〈藝文略‧書〉，頁 299。 
59 河南道御史蘇琰，〈為臣鄉撫寇情形並陳善後管見事〉，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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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福、興之寇不敢南下，漳、潮之寇不敢北來」，便是「澎、泉二遊擊，東西共

夾擊」佈防的主要目標之所在。而閩府此一佈防構思，筆者以為，可能係源自於閩撫黃

承玄合併廈門的浯銅遊兵，以及海中的澎湖遊兵而成的「浯澎遊兵」──即「兩岸跨海

聯防，掌握臺灣海峽」兵防思惟的延伸，並且，將其兵防佈署的層次做進一步的提升。

因為，天啟元年（1621）增設的泉南遊擊（遊擊將軍任），或可視為是昔日佈署浯銅遊

兵（名色把總任）之兵力的提升，而新設的澎湖遊擊（以「守備」管遊擊事）亦可視為

是昔日佈署澎湖遊兵（名色把總任）之兵力的提升，至於，由「參將」陞格的南路副總

兵，其角色則類似於浯澎遊兵的欽依把總。整體言之，閩府上述的措舉──「兩岸跨海

聯防，兵防層次提升」，係為因應啟、禎以後，澎臺海域日趨嚴重的倭、夷、私梟和海

盜問題，60不得不為的因應對策。 

六、結論 

明末天啟初年，荷人欲至中國沿海進行直接貿易，二度派遣船艦佔領澎湖，並在島

上構築城堡，期間又到漳、泉沿岸劫掠侵擾，在海上劫掠船隻，擄民赴澎挑土築城；尤

其是，澎湖地處航道之上，荷人據此截控中流，阻斷海上交通往來……。此一連串的問

題，為明帝國帶來嚴重的挑戰，後經福建當局二年餘的努力，才將荷人逐往臺灣。之

後，閩府希望失而復得的澎湖，能成為固若金湯的海上堡壘，日後能有效抵擋外來者的

                                                                                                                                        
史料彙編》》，第一輯第一冊，頁 319。 

60 天啟以後，閩海賊盜的問題似有愈演愈烈之趨勢，活躍者多係本土的海盜，其中較著名的，有鄭芝

龍、李魁奇、鍾斌、劉香和楊祿、楊策兄弟等人。以鄭芝龍為例，「夫芝龍初起，亦不過數十船耳；

當事不以為意，釀至百餘。未及一年，且至七百；今且千矣」（見董應舉，《崇相集選錄》（南投市：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福海事〉，頁 41。）。為何啟、禎年間閩海盜賊如此地昌盛蔓延？它

的原因十分地複雜，包括有內政的敗壞，米價的騰貴，個人的利慾薰心，以及海禁漸趨嚴格、濱海

民眾生理無路……等因素所導致的結果（請參見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上）》（臺北

市：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8 年），頁 126-128。），此外，閩海兵防的長期廢弛亦是重要的

原因，而此一問題的根源，可追溯自萬曆中期。因為，自倭酋豐臣秀吉身亡，閩海警息之後，海上

長期無大規模的寇亂，「承平二十年以來，恬嬉成習，偷惰成風。由上及下，鮮有不溺其職者」（見

黃承玄〈條議海防事宜疏〉，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明經世文編選錄》（臺北市：臺灣銀行經

濟研究室，1971 年），頁 203。），福建的兵備逐漸地鬆懈下來，寨、遊的弊端亦醞釀而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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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保護內地的安全，便以極大的動作和規模，來重新規劃和佈署澎湖的防務，為其

釐訂「戍守久遠」之計。此次，閩府向朝廷議請的善後興革事宜，主要共有十款：一、

澎湖添設遊擊。二、戍守中左所。三、增兵澎湖。四、增餉澎湖。五、澎湖築城濬池，

建立官舍營房。六、提升澎湖遊擊的威權。七、屯田澎湖。八、澎湖築造銃臺。九、澎

湖將領的擇選。十、內地防禦宜嚴密。上述除第二款的「戍守中左所」和第十款的「內

地防禦宜嚴密」，係針對先前荷人劫掠泉、漳沿岸而來，其餘的八款，皆針對澎湖防務

的佈署而設計的。 

至於，上述事宜閩府實際執行的狀況，除如先前所議設立澎湖遊擊、中標守備和

左、右翼把總等官，增添水、陸軍兵之外；又在穩澳山（今日馬公文澳）築造城堡，構

建遊擊、把總的衙門、糧食倉庫和陸兵營房於城中，並在馬公島上「鼎足而立」的西

安、案山和風櫃尾三處築造銃城，且在島上北側的北太武和中墩設立煙墩烽堠，派兵駐

守以瞭報動態；不僅如此，澎湖防務的佈署又以馬公澳做為中心點，讓新設的中標守備

掌管的水師兵船，泊駐於三足鼎立「中間點」的案山，並將新增設的陸兵分為左、右兩

翼，其中，右翼軍用以防衛馬公澳西南面的西安、風櫃等處要地，西安有右翼哨兵把

守，風櫃則由右翼把總率領哨官二員、兵丁三百餘名駐防。左翼的部分，則負責防衛馬

公澳，官兵主要駐守在其東北面不遠處的穩澳山，亦即此次澎湖興築城垣的所在地。 

吾人若綜合此次閩府澎湖防務興革的內容，可以發現它有五個特點和兩大意義。首

先是五個特點，內容如下：一、「增設陸兵，水陸兼備」。它打破以往遊兵時期「水師防

海」的單一型態，增改為「既防海，又守陸」的聯防型態，此舉是自萬曆二十五年

（1597）設立澎湖遊兵以來，澎湖防務上最重大的變革。二、「陸主水輔，固守島土」。

它改變先前澎遊時「水師兵船，防海禦敵」的佈防型態，轉而為側重澎湖陸上的防禦工

作，亦即「固守澎湖島土，不讓外來者有侵佔的機會」。三、「設立遊擊，提升層級」。

將澎湖防務指揮官的層級，由「欽依把總」提升至「守備」，來管理澎湖「遊擊」的事

務，以便鎮守一方。四、「築城置營，長年戍防」。澎湖防務工作，由先前的「春冬汛

防」改為「長年駐防」，並配合此制的實施，另又在馬公的文澳興築城垣，城中並構建

糧倉、營房和將帥衙門，以為官兵長久駐守之用；此一「正式」且具「常態性」的戍防

方式，係有明一代澎湖防務的重大突破。五、「軍民屯墾，守耕並行」。閩府鼓勵戍澎的

官兵墾殖土地，並違背傳統的「海禁」政策，主張內地民眾來此耕種或搭寮漁撈，不僅

可藉由耕、漁稅收資以軍需，且可協助解決澎湖官兵的糧食補給問題；同時，亦因耕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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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落戶定居，達到「移民實邊」的效果。此一兵防思惟，對澎湖防務的推展具有正

面的意義，亦屬一開創性的作為。其次是，兩大意義。一是澎湖兵防佈署「內地化」。

荷人侵據澎湖長達兩年餘，因它造成的傷害甚大，遂讓閩府下定了決心，欲比照「內

地」要處的佈防規模，來處理澎湖善後的事宜，諸如遊擊駐劄、水陸兼備、築城置營、

長年戍防和軍民屯耕……等相關完備的配合措置，加上，總兵力又高達二、一○四人，

使澎湖成為一個「配備完整，獨立應戰」的兵防要地，而此一兵防佈署的「模式」，幾

乎與內地沿岸的戰略要處無甚大的差別。二是廈門兵防佈署「強固化」。因先前荷人侵

擾漳、泉沿岸的教訓，閩府特別針對此做一因應，首先是增強廈門中左所的防務，將南

路參將移駐於此，並升格為副總兵，便以節制剛成立的澎湖遊擊，以及由泉州城移駐永

寧的泉南遊擊。其次是，「澎湖、泉南二遊擊，東西夾擊入犯敵」。閩府特別留意變革後

的澎湖防務，和內地兵防整體性的搭配問題，亦即能讓「築城長戍，水陸兼備」的澎湖

遊擊，可以和對岸泉南遊擊的兵力互為犄角，共同扼控臺灣海峽，來夾擊入犯的敵人。 

 

 

 

 

附圖一：澎湖風櫃尾荷人堡壘遺址今貌，筆者攝。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114．

 

 

附圖三：地近金龍頭的清代古蹟「順承門」今貌。筆者攝。 

 

附圖二：明天啟五年澎湖兵防佈署示意圖。筆者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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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今日案山一帶的風光。筆者攝。 

 

 

 

 
附圖五：馬公港碼頭一帶今貌。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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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六：馬公文澳今貌。筆者攝。 

 

 

附圖七：周先生攝於武聖廟水井處。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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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八：明萬曆二十五年福建水寨遊兵分佈圖，筆者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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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大河小說到史詩電影 

二、山林意象與空間建構 

三、族群的記憶與認同 

四、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五、原著精神與影像再現 

六、結論 

〔提要〕 

鍾肇政的大河小說《插天山之歌》拍成同名電影，以日治末期為背景；李喬的劇作

《情歸大地》由行政院客委會輔助，拍攝為電影《一八九五》，於 2008 年 11 月在全台

上映，全片以「乙未抗日」為題材。兩部電影正好分據日本殖民的開始與結束，兩個時

間點分別是 1895 年與 1945 年，橫跨日治五十年，而其場景都在桃園新竹的山林一隅，

狹隘的空間隱喻了壯闊的歷史，原著者鍾肇政與李喬在建構此段族群反抗史時，不約而

同取材台灣北部的客家山庄，據此拍攝的兩部電影更集中表現山林中的客家生活百態，

空間建構與族群書寫相互融合，演述台灣的歷史。 

Abstract 

The movie The Song of Chatian Mountain, Chung Chao-cheng's roman-fleuve adapted, 

took the ending of Japanese colonized Taiwan as background.  The movie 1895, debuted in 

November 2008, Li Chao's Blue Brave adapted, is about Yi-wei War, anti-Japanese action, in 

1895. From 1895 to 1945,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the two 

movies took place in the hills of Taoyuang and Hsinchu, where a great history event happened 

in a narrow space.  Both Chung Chao-cheng and Li Chao have taken Hakka hill villages in 

northern Taiwan while they are constructing their works for the story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struggling.  The two movies have shown great living details of Hakka hill villages, 

fused spatial construction and ethnic narratives, describing the history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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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大河小說到史詩電影 

《一八九五》由洪智育導演，2008 年年底上映，這一年六月上映的《九降風》、八

月的《海角七號》、九月的《冏男孩》連續掀起國片熱潮，《一八九五》也以壯闊的史詩

電影引人注目。《一八九五》改編自李喬的劇作《情歸大地》1，演出一八九五年台民對

抗日軍的故事，2以「乙未抗日」為題材，敘述甲午戰爭後，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在日軍前來接收時，遭遇以吳湯興、徐驤及姜紹祖三位秀才的頑強抵抗，他們領導一群

客家青年組成的義勇軍，從大湖、新竹城、苗栗銅鑼，一直作戰到彰化八卦山，壯烈犧

牲為止。原著《情歸大地》被譽為「台灣有史以來第一部以客語與客家人、事、地、物

為主的電影原著。」3 

2007 年上映的《插天山之歌》，則號稱是台灣第一部全客語發音的電影，由黃玉珊

導演，她曾拍攝紀錄片《鍾肇政的文學路》，所以很能掌握鍾肇政作品的精神。鍾肇政

以大河小說將殖民五十年串接成一部抵抗運動史。「臺灣人三部曲」──《沈淪》、《滄

溟行》、《插天山之歌》，4三部作品以日本殖民統治的五十年為背景，將一八九五年乙未

抗日，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按照歷史編年的順序來敘述戰爭的過程及變化。雖然中

間有局部跳脫，但不影響其歷史場面的連貫性。《插天山之歌》原著敘述戰爭末期，在

統治者進行嚴密的思想管制下，知識分子所受的壓迫及其抵抗行動，在此過程，「臺灣

人意識」逐漸形成。電影《插天山之歌》也以人民不同方式的抗日活動，為讀者拉開多

層次、全方位的歷史影像，表現統治者在各階段採取的手段雖不一，但其鎮壓、剝削的

                                                 
1 李喬，《情歸大地》（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8 年 10 月）。 
2 很巧合的，一八九五年也是全世界電影工業的開始，法國巴黎的盧米埃爾兄弟發明「活動電影放映

機」，於 1895 年 12 月 28 日在咖啡館放映十幾分鐘的「活動影戲」，是為電影的開始，電影史學家將

此日定為電影誕辰日。 
3 黃玉振，〈主委序〉，收於李喬：《情歸大地》（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8 年 10 月），頁 3。 
4 1967 年開始，鍾肇政以十年時間完成了「臺灣人三部曲」──《沈淪》、《滄溟行》、《插天山之

歌》。三部書都先在報紙連載，之後結集出版。鍾肇政採用成長小說文體的敘事手法，並且以主角個

人的成長代表整個台灣走入現代化的過程。《插天山之歌》於 1975 年由志文出版社出版後，經過三

十二年才改編為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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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則是不變的。 

本文將二部電影並論，乃因為題材同為客家人抗日活動，兩位原著作者都是桃園、

苗栗的客家人，又同為台灣大河小說的創作者，其敘史有相同特質。此外，兩部電影都

涵蓋了台灣大河小說的精神，所刻劃與建構的歷史敘述，是相對於中國史，外於中國史

的台灣歷史。其內容以戰爭和鬥士為主，敘述生存之戰、人性尊嚴之戰與死亡之戰。5

《一八九五》敘述日軍初到台灣所遭遇的武力襲擊，《插天山之歌》是殖民末期日警對

一位台灣知識分子的追捕，兩部電影正好分據日本殖民的開始與結束，《一八九五》背

景始於一八九五年，正是「世紀交錯」的起點，台灣開始半世紀的殖民。《插天山之

歌》終於一九四五年，是台灣人建立自主意識的關鍵時刻，兩部電影刻意表現大時代的

變化滄桑。 

1895 年與 1945 年，橫跨日治五十年，而電影主角都是客家人，場景都在桃園新竹

的山林一隅，狹隘的空間隱喻了壯闊的歷史，鍾肇政與李喬在建構此段民族反抗史時，

不約而同取材台灣北部的山野，據此拍攝的兩部電影更集中表現山林中的客家生活百

態。不過，導演並未單以客家人來代表抗日行動，《一八九五》裡抗日義勇軍與福佬

人、原住民攜手共戰，此前的閩粵械鬥、原漢衝突等族群對立，在面對日軍入侵時都轉

化為保鄉衛土的行動，各族群空前地融合一致，隱含新台灣族群認同的可能。《插天山

之歌》中的陸志驤是一個日治時期的客家菁英，蟄伏於深山時，他一方面從村民身上學

習鄉土文化，另一方面也從原住民青年及閩南老人處獲得生活技能與思想的啟蒙，這小

小空間使他由日本子民轉化為台灣人。他居住的腦寮、隘寮曾是原漢殺伐的現場，此時

則成為一個新台灣人的形塑場所。 

兩部電影的敘事時間跨越五十年，1967 年鍾肇政創作《插天山之歌》，2008 年李喬

出版《情歸大地》，兩部原著也相隔四十年，其間的民族抗爭意涵或族群融合式的台灣

圖像自然十分複雜，但本文則就其空間選擇與族群演繹的一致性將其並列討論，以地理

空間所建構台灣族群認同，寄寓了原著者與導演的歷史反思，其間形成的歷史記憶也因

不同世代而產生有趣的對照，《一八九五》的導演洪智育弱化日軍的暴行，甚至美化了

                                                 
5 有關大河小說的特質分析，可參閱楊照，〈歷史大河中的悲情──論台灣的「大河小說」〉，收於《文

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 年），頁 92-110。以及齊

邦媛，〈人性尊嚴與天地不仁──李喬寒夜三部曲〉，收於《千年之淚》（台北：爾雅出版社，1990

年），頁 17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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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久親王的形象，這已超出了原劇本的思維，令李喬驚異不已。本文從空間建構與族群

認同來探討影片如何演述台灣的歷史，此外，亦以「再現」的觀點，檢視電影對歷史的

反映，及對原著的詮釋，探討文本與影本之間、真實與虛構之間的不同表達方式。 

二、山林意象與空間建構 

空間對於人類而言，不僅是客體的存在，也是意識的居所，心智對空間原型會產生

一種物質想像，進而對空間進行審美與認同。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曾提出「空間

詩學」作為觀照視角，「空間詩學」是客觀的理論思考發展出一種詩意想像的現象學取

徑，巴舍拉認為人蜷伏在世間某個空間，其「情態氛圍」形塑「夢想空間」，形成「幸

福空間意象」，空間因而從心智的客體，轉變成與靈魂深刻迴響的力量。6在電影《一八

九五》及《插天山之歌》中，桃園客家山林就是一個充滿感覺經驗，並昇華為族群想像

的空間，其中的多重的空間建構，都是具有敘史意義的影像，提供了歷史與空間互相轉

換的可能。這兩部電影以桃園山林為主要場景，在充滿客家特色的堂屋、茶園、密林

中，是 1895 年抵抗日軍侵入的主要戰場，到 1945 年則是台灣青年逃避日警追捕的依

據。導演藉著這個對日本人而言看似封閉、對台灣人而言實際是開放的空間，寄寓他們

對歷史的特殊詮釋，也建構台灣人在面對外侮時所形成的族群認同。 

山林、山村給人的印象通常是貧瘠、邊緣、落伍的，相反地，城市則是文明、繁

榮、富裕的象徵。城市與山林的意義向來都是相反的，根據都市變化的理論，可知都市

變遷與歷史演化相互交織在一起，它往往具有特別的社會意義，是較高的社會階級根據

自己的利益與價值所締造出來的。7所以都市的控制力及影響力都高於其他地區，城市

的興衰足可預示民族的命運。西方史學家史賓格勒下定論說：「世界歷史，其實即是城

市的歷史」，8在剖析人類歷史的演進時，史氏視城市的重要性高於一切。但電影《一八

九五》的敘述脈絡則完全相反，城市是缺乏影響力的，台灣割讓之初，在城市中喧騰一

                                                 
6 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2003 年），

頁 13-27。 
7 參考柯司特（Manuel Castells）著，陳志梧譯，〈一個跨文化的都市社會變遷理論〉，收於夏鑄九、王

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出版社，1999 年 3 月），頁 244-245。 
8 見史賓格勒著，陳曉林譯，《西方的沒落》（台北：遠流出版社，2000 年 4 月 2 版），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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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台灣民主國迅即土崩瓦解，最進步的台北城快速陷落，新竹城在官員逃逸後也告淪

陷。但出自桃園、苗栗山區的義勇軍卻抵擋住攻勢，讓日本人付出慘痛的代價。 

可是台灣的歷史樞紐畢竟在台北，不僅台灣，其實全世界大多如此，城市才是歷史

的主角。在日治台灣，能左右時代風潮的，莫不是台北的菁英分子，、例如曾任文化協

會會長，又領導「台灣民眾黨」的蔣渭水，身為宜蘭人，卻必須在台北才能開展他的志

業。同在四○年代，電影中的志驤剛好相反，他一次次躲進更深的山林中，在那裡與日

本警察抗衡。這個空間的選擇反映了作者對台灣歷史的反思，如李喬所說的，陸志驤

「沒有跑到中國大陸去啟蒙，沒有跑到太平洋彼岸去啟蒙，是跑入台灣深山去啟蒙，這

個意義就已經超出了台灣一般文學的角色而存在。」9影片裡更強調此一空間的「抵殖

民」意涵，導演藉山村來詮釋歷史，大自然的明媚風光，由近景而遠景，有綠蔭小徑，

清澈流水。在這裡，沒有日治五十年的絲毫痕跡，偶爾有日警來搜查，也都被村民巧妙

應付過去，所以志驤在其中感到生氣勃勃，客家景象成為發掘生命意義的契機。山村單

純的人物，與志驤心靈相通，在山裡將所有的疏離關係都找回來，一一召喚出親族的回

憶。和族親一起生活，志驤放下知識分子的身段，學習農事，習慣勞動，從耕田、伐

木、拖木馬、鉤鱸鰻等，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切實生活。 

《一八九五》裡，吳湯興、劉驤、姜紹祖三支義軍以竹林掩護，在熟悉的土地上策

劃反擊，山林自成一個圍籬，與外界隔絕。高大的客家堂屋，鏡頭以正面表現其莊嚴的

建築美。山中所有的秀麗的山川，與優雅的建築，正是義軍要保衛的對象。他們在自己

的鄉土與日軍展開游擊戰，在山裡地形熟，進退快，吳湯興的策略是將日軍引進山林，

讓他們搞不清東西南北。電影以遠景處理人在山中來去自如，與強敵對峙無恐的狀態。 

戰局演變之下，地理空間不斷轉換，但都不離山區。導演讓空間處在一種意識型態

的脈絡裡，意義流動不定。領導日軍的能久親王及其士兵的出現時，視野都寬敞而無遮

蔽，登陸台灣時風平浪靜，平坦的海岸架起指揮帳幕，大片明亮的天空照耀親王，相反

的，義軍則常在樹林掩映之處集結，在幽暗處伺機而動，一座座普通的山林，成為具有

生命意義的空間。山林是轉換的符碼，可以隱喻多層次的抗爭內涵。山林是河山故土的

表徵，也是歷次戰爭的場域，由於它所處的位置，幾乎見證了時代的重大事件，它不僅

                                                 
9 李喬（等），〈鍾肇政鄉土小說討論會──《台灣人三部曲》之三《插天山之歌》〉，收於《82 年度桃

園縣立文化中心年刊》（桃園：桃園縣立文化中心，1994 年），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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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地標，也是歷史的局部。電影中日軍與義勇軍出現時，兩種不同的空間於是產生

出對話／對抗。 

此種取景山林的鏡頭頗具有象徵性，使得過去習於扮演主體的角色融入山林中，人

體和自然景物呈現烏托邦似的組合。《一八九五》所塑造的是大河模式的電影，把村野

的縮影當做人民生活的象徵，肯定農民大眾和土地的關係。經常利用樹影創造前景，讓

角色在其中活動，導演利用簡單的山景，演出錯綜複雜的國族衝突。 

《一八九五》比起原著劇本《情歸大地》，雖然減少了戰爭的場面，不過卻使用了

「地圖」的隱喻，地圖是土地的縮影，是具體而微的空間權力，空間亦即權力，誰佔領

了空間、擁有了空間，誰能在空間中自在的出場，往往也就代表誰擁有了權力──不僅

是空間的使用權、所有權，更包含了空間的詮釋權，也就是一地之社會、歷史的參與

權。而透過計算來譜出整體空間關係，轉化為物質性媒體則是地圖，地圖是具有概念性

空間關係能力的證據。10《一八九五》充分利用地圖蘊含的權力意志與空間的視覺效

果，親王與將領們在立體的台灣地圖前討論進攻策略：「本島已經是我們的國土，人民

已經是我們的國民。」「八卦山這邊有重砲，敵軍必向此匯集，我們將敵軍誘引至此，

一網打盡。」所以交戰雙方的勝負進退，都以台灣地圖的特寫取代戰爭場面。疆界轉換

後，歷史具體地自我呈現。電影裡地圖的運用很具有想像力，地圖正是一種濃縮的空間

概念，這個鏡頭執行一個歷史及空間的建構格局。 

相對的，義軍則只能盤踞山林，負隅頑抗而已，無法展開地圖來運籌帷幄，他們念

茲在茲的，就是守護家國免除異族統治。所以山林，這個客家人賴以為生存的場域，就

成為家國的象徵。客體的「空間」與主觀的「心」的互涉與互動，透露出個人與家國的

整合關係。電影中所詮釋的「台灣人」形象就是反抗、再反抗，驅逐入侵者，而山林就

是台灣人要護衛的依據，它也提供天然掩蔽，保障居民的安全。所以山林不僅是土地的

代名詞而已，電影中出現的諸多山林意象匯流出族群的象徵意義。 

三、族群的記憶與認同 

電影《一八九五》與《插天山之歌》刻意貼近客家生活，號稱是首部客語電影，完

                                                 
10 段義孚注，潘桂成譯，《經驗透視的空間和地方》（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 年），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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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以客語傳述。電影中抗日的主角都是客家人，影像上不論田園景觀、建築樣式，或人

物的髮型、衣著，都刻意表現出客家特色。兩部電影都藉山林空間演出國族衝突，只不

過《一八九五》以征戰場面為主，而《插天山之歌》的時代來到日治的最後兩年，已沒

有武力抗日，主角陸志驤的抗日實質上是以堅守族群的立場，與追捕他的日本特高桂木

警官展開另一形式的抵抗，其抵抗的依據是族群的力量。 

族群（ethnic groups）指不同群體的單位，社會學者將它定義為「一群因為擁有共

同的來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語言，而自認為、或者被其他的人認為，

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11主觀上，族群「自認為」構成一獨特社群，客觀上，

這群人「被認為」擁有共同的文化與來源。人類學者則從族群內涵來看，認為族群是一

種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或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也是一種集體社會行

為，現實的社會組織或群體都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12所謂「認同」，是一個人將某種

行為特徵或內隱的人生觀、價值觀等予以內化，而成為他個人屬性的一種過程。具體而

言，「認同」是對「我是誰？」「我要成為怎樣的人？」「什麼是有意義的生活？」「我應

該怎樣追求這種生活？」「我的生活目的何在？」等一連串與自我現實相關問題的回

應。 

依此而論，客家人有共同的祖先、文化與語言，亦具有遷移歷史、宗教禮俗等集體

記憶，他們被認為是台灣獨特社群的一群人。《一八九五》與《插天山之歌》兩部電影

的原著作者李喬、鍾肇政都是客家人，他們的小說也大多以客家人為主角，這是客觀的

寫實，不過在作品裡並未特別標舉客家意識，而是強調台灣各族群所融鑄的台灣人形

象。《插天山之歌》是鍾肇政大河小說《台灣人三部曲》之一，三部曲雖是以陸氏客家

人為主，但作者所指涉的卻是「台灣人」，鍾肇政說： 

雖然取材是從歷史上的一些真正有過的事蹟、事件來把它組織起來的，可是並

不是為了交代歷史而寫的，而是交代「台灣人」到底是什麼，「台灣人」到底是

怎麼回事呢？這也是我一貫的中心主題，用種種方式、種種角度來給這個命題

                                                 
11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0。 
12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出版社，2001 年），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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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我自己的看法。」13 

《插天山之歌》所透露的族群認同，是歷經半世紀殖民仍屹立不搖的「台灣人」，既非

日本皇民，也不是中國人。其實，「台灣人」所指涉的仍以漢民族為主，而不是「居住

在台灣者皆為台灣人」，以居住地來指稱台灣人的觀點，在日治時期仍未形成普遍共

識。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所塑造出的「台灣人」概念，主要是以對抗殖民者的訴求而形成

的。在兩部影片裡，我們看到客家人、閩南人、原住民因抗日而融合，形成台灣新族群

的身分認同。 

《一八九五》中的山林原是閩南盜匪林天霸的巢穴，更是原住民的居所，客家義勇

軍進入此一「他者」的空間，雖然有對立，但爭執很快弭除了，他們攜手共同對抗日

軍。識時務的林天霸之所以待在勝算不大義軍陣營，乃是受到吳湯興的感召。甚至後來

敗象已露，眾人要退卻時，林天霸仍決定堅持下去，他對湯興說：「跟著你讓我第一次

覺得做人有點意思」，「有英雄可做，誰願意做土匪？」游擊戰中客家人、閩南人、原住

民互助合作，共同保衛台灣，認為這是做人的義務。影片裡建構了此一山林空間，並且

讓各族群融合無間。影片裡他們雖然各操不同的母語，穿不同的服飾，吃不同的食物，

當面對日軍時，不分客家、閩南或原住民，全都團結一致，全片如同一則台灣族群認同

的寓言體。 

至於《插天山之歌》，一樣將台灣各族群詮釋為抗日的共同群體，在殖民時代末

期，太平洋戰爭如火如荼進行時，出身台灣桃園的客家青年陸志驤留學日本取得高等學

位後，計劃回台灣組織民眾抗日，不料船隻被美軍擊沉，他大難不死，卻受到日本特務

桂木警官的追捕，於是躲入插天山投靠親族受到保護。面對日警盤查，這群客家親族形

成一個嚴密的保護網，讓日警無功而返。當志驤意志消沉，質疑自己的能耐時，因為有

達其斯．比荷、張凌雲、奔妹的啟蒙與改造，使他終能堅持下去。陸志驤逃亡到插天山

的密林之中，他在這裡的經歷的追尋就像一場啟蒙儀式，為他啟蒙的人分屬於三個族

群：原住民青年達其斯‧比荷、閩南人張凌雲及客家人奔妹，此種安排隱含族群認同的

種種可能。 

                                                 
13 鍾肇政，〈歷史與文化的結合〉，收於《鍾肇政文學全集 30──演講集》（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

局，2002 年），頁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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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驤一開始住在窄小湫隘的腦寮、隘寮內而一無作為，他的生活比以前的腦丁、隘

勇更無價值。而達其斯．比荷敎他潛水抓鱸鰻、釣鯰魚，學會抓魚後，志驤便經常提著

竹籠裝魚送人，與族人圍桌同食的鏡頭一再出現，原本他自認為在山裡無謀生能力，只

能受人供養，頂多幫忙伐木而已，現在他學會了一項別人不會的技能，得以用珍貴的鯰

魚當贈禮，回報親族及岳家。生活的問題解決之後，他的精神領域則有待凌雲老人來解

惑。 

張凌雲曾到過中國原鄉，但挫敗而回，中國經驗的挫敗令他瞭解台灣的前途必須靠

台灣人來奮鬥。他是受嚴密監視的問題人物，家裡經常有警察造訪。中文書籍對日本統

治當局有潛在威脅，所以凡印有「漢文」的東西，連隻字片語都被搜走。凌雲老人偷偷

將漢文書借給志驤閱讀，讓志驤從中文典籍中尋找民族的圖像。一直接受日文教育的志

驤重新學中文，經由閱讀而認清族群的意義，體認到鄉土的存在。經過凌雲老人的開

釋，他為未來畫出美麗的藍圖，這也激起他活下去的意念，於是在避難中，他脫胎換骨

了。幾本舊書籍讓他領悟到民族的血脈，山林中的逃亡歲月內化為一個真正台灣人的成

長，他找到全新的生命體來抗日。 

電影以山野來呈顯台灣人的社會，不願對異族屈膝，維護自己的尊嚴，不管閩南、

客家或原住民，都秉持忠勇保鄉、崇尚正義的精神來保衛鄉土。在日本殖民時期，各族

群不顧自身安危，矢志獻身抗日活動，就是這種精神的反映。例如鍾肇政筆下的客家人

也以此種根深蒂固的族群觀來抵制日治時期「皇民化」中的改姓名運動，14這和《插天

山之歌》中的族群記憶是一貫的。 

如李喬所稱讚的，鍾肇政《插天山之歌》是藉聖經中「失樂園」的故事原型，隱喻

世界上各民族歷經流亡、離散、掙扎後，重回自然懷抱，而獲得新生的故事。在山坡的

一片綠海中，志驤領悟到：這裡就是「世外桃源」、「烏托邦」。經過山林的洗禮，他改

變了抗爭的手段，而成為內斂，具有堅強韌性的人。娶了奔妹後，志驤開墾荒地，種植

                                                 
14 鍾肇政的諸多長篇小說都不斷闡述客家的根源，並以陸家宗族來呈顯客家人的社會，他們不管搬遷

到哪裡都帶著族譜，譜內容多半是有關祖先後裔的來歷。根深蒂固的宗族觀念，使他們喜歡以族譜

給子孫追根溯源。例如《濁流》（台北：遠景出版社，2005 年，頁 156）、《滄溟行》（台北：遠景出

版社，2005 年，頁 96）等小說中，長輩以客家先人的成就，勉勵後代不能忘本或改姓。強調陸家出

過不少大人物，當過宰相的也有好多位。「陸」字是跟祖先連繫在一起的唯一表徵，所以絕不能改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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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薯，由知識分子而成為開墾土地的農人。在日本統治半世紀之後，台灣人志驤蟄伏近

兩年而仍不停止反抗，與乙未年抗日戰爭相比，形式不同，內在則一，這就是影片中代

表的台灣人形象。 

四、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一八九五年日本軍隊準備來接收台灣，五月二十三日苗栗進士丘逢甲反對台灣被割

讓，串紳民成立「台灣民主國」，年號「永清」，並推舉清國派駐台灣的巡撫唐景崧為民

主國總統。五月底日軍在澳底登陸，成軍三日的台勇不戰而潰，六月初台北大亂，台勇

與廣勇相殘，唐景崧於六月六日內渡，七日日軍順利進駐台北。 

可是根據日本官方的記錄，一八九五年自六月十九日自台北出發，攻取桃園、新

竹，於安平鎮之戰後，戰事就不如攻略基隆、台北般容易，時時陷於苦戰，根據台灣總

督府警務局的資料，日軍本身分析其原因是： 

蓋此等地區之賊徒並非軍隊，而係土寇，忽隱忽現出沒於叢澤山野間，我軍窮

追，僅能徒然疲於奔命。且土民和土寇，不易分辨，大都是於田圃揮鍬作如良

民狀，一但見我軍勢弱，即乍然改變，恣行反逆。 

附近村庄無不與我為敵，據聞甚至連婦女都發聲大吼，持槍械出戰。且又冥頑

不怕死，盤據在村內稀疏的住家內，抗拒我軍。一旦住家為我軍砲彈所壞，即

遷往鄰家再戰。只要一有機會，必定來襲。該地區住民大都是所謂的客家族

群，向以獰猛著稱，此亦為一項原因。是以新竹地區之掃蕩，費時月餘。15 

這裡指的客家族群反抗，就是龍潭陂一帶的戰鬥，也是電影《一八九五》鋪陳的戰鬥。

日本近衛第一旅團偵察隊在桃園、中壢，遭客家人姜紹祖義軍圍攻，死傷十餘人，得日

艦支援始得脫困，此後在楊梅、湖口亦遭到客家義軍的狙擊。七月，龍潭、大溪、銅

                                                 
15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徐國章譯注，《台灣總督府警察治革誌（第一篇）．中譯本》（台北：國史館台

灣文獻館，2005 年 12 月），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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鑼、新埔等地客家義軍與日軍激戰，造成日軍很大傷亡。電影所要標榜的，就是以最簡

陋武力做最堅強抵抗的精神。從乙未戰爭開始，來自山林及躲入山林作游擊戰的義民勇

於征戰，其戰果不輸清朝正規軍。從歷史上看，甲午戰爭自 1894 年 7 月 25 日在朝鮮西

海岸爆發，至次年 3 月 26 日日軍佔領全部澎湖群島為止，共二百四十餘日即一敗塗

地，且割讓台灣以求和，當時日本國力之強可以想見。乙未年來佔領台灣的日軍使用陸

軍二個多師團，超過五萬人，當時日本全國不過七個師團而已，此外還有軍艦與汽艇、

短艇共 233 艘，16而台灣民主國倉促成軍，陸軍不過百營，兵員估計不滿三萬五千人，

其中又以臨時招募之民兵佔多數，黃秀政從三方面比較日軍與台灣抗日義軍的軍力：其

一，在編制組織上，抗日義軍營制紊亂，全係步兵；而日軍軍團則指揮統一，除步兵外

並配有砲兵、騎兵、工兵、輜重等兵種。其二，在戰術紀律上，抗日義軍多乏戰陣經

驗，只憑義憤血恨，作肉搏之戰。其三為裝備補給，抗日義軍日漸匱乏，補給困難；日

軍則有完備的後勤補給，源源不斷。17但是台灣民主國與日軍的戰鬥自五月底至十月

中，雖然最後戰敗，卻歷時四個月又二十四天，且消耗日軍莫大軍力。 

義民倉促成軍，所受的訓練僅是拳腳功夫，電影中的主角吳湯興、徐驤、姜紹祖都

是生員出身的次級領導階層。他們使用的武器是最簡單的刀槍棍棒，而挑戰的則是剛在

甲午戰爭打贏清國的日本軍隊，影片裡出現的日軍都配備現代武器，有槍枝，有大砲，

組織謹嚴，訓練精良。他們排列整齊的隊伍穿越隧道，軍靴聲音迴蕩，由外界的光亮到

隧道內暗影幢幢，影像重複演出此一鏡頭，藉以對比落伍的執刀棍的義軍。 

這些義軍為誰而戰？為何而戰？吳湯興招募義軍告示寫著：「聞倭奴據後，則田園

要稅，房屋要稅，人身要稅，甚至雞犬牛猪無不要稅。且披髮左衽鑿齒雕題，異服異

言，何能甘居宇下？」文中首先抵制日本的經濟剝削，其次是不願讓非我族類的異族統

治，透過壓迫／被壓迫，支配／被支配的差別來思考。他的族群認同是從自己的鄉土出

發，台灣此時已被清國拋棄，到中國各省去要求援軍也都被拒絕了。18清廷的官吏，以

                                                 
16 劉鳳翰，《日軍在台灣：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台北：國史館台灣文獻

館，1997 年），頁 15-21。 
17 參考黃秀政，〈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台灣文獻》，第 39 卷第 3 期（1988 年），頁 151。 
18 電影裡吳湯興後援無繼的困境與史實完全吻合，苗栗與彰化陷落後，台南人心浮動，劉永福命吳桐

林乞助各省，但遍走沿海，應者無多。後因清政府欲對日本守信義，不顧台民死活，發令各省勿為

台灣抗日之助。參考陳漢光，《台灣抗日史》（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0 年 4 月），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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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崧為代表，都已離棄台灣，台灣不論國體或政體，實際都歸屬了日本。而吳湯興等

人，在孤立中仍求一戰，秉持的是保鄉護土的信念。 

電影中吳湯興回憶起六歲時，父親拋家棄子要回唐山，他仍記得他「頭也不回」的

背影，19他分析來自唐山的父親：「他們本來就不是這塊土地的人」，而他自己則不一

樣，他是台灣人，日本人來了，他選擇抵抗，而非返回父祖之國，即使家道殷實的他，

也有能力遷回唐山。他體會到家、鄉、國的命運是一體的，家鄉不保，國體也就不存在

了，父親寧願拋棄妻子回去中國，他則寧願為台灣而戰死。李喬曾在受訪時說，吳父來

台灣結婚生子後又回到中原，這段往事簡直就是個隱喻（metaphor），這成為吳湯興獨特

的生命情境，20循此生命情境而展現的，就是對鄉土的認同。 

台灣人的國族為何？國體誰屬？在一八九五年時是十分微妙的，台灣民主國成立

後，唐景崧甚至曾託無國籍外人馬耶士（Maiyas）向俄國領事及其他外人求援，並以台

灣為屬國作為條件。21此舉雖可能是權宜之計，但台灣人不願被日本殖民的意念是十分

強烈的。電影中吳湯興在有義軍萌生退意時大喊：「誰願意改東洋名，做東洋人，講東

洋話？」眾人於是又堅持下去。最後他自己選擇從新竹轉戰到彰化，決心在八卦山守不

住時殉死。加入八卦山戰役之前，他遺言：「山破城亦破，保鄉不成，願做英魂」，並以

利刃割斷髮辮為誓，對賢妹說：「就請以此為塚。」死意極為堅定。 

對吳湯興、劉驤、姜紹祖等三位客家義軍而言，他們的族群認同，與清朝治台時的

義民精神隱然有相符之處，反映出的是特殊的族群思維： 

一個在歷史現實中早已不為虛妄的國家意識魅惑的族群，在面對外來的政治箝

制力量和本身經濟利益之間所作的務實選擇；因而，所謂的「義民」不能被理

解為一群為忠於絕對國家效忠而犧牲奉獻的死難者，而是應該理解為一群認同

                                                 
19 吳湯興之父湯四，避太平軍之亂來台，入贅吳氏，生四子，湯興為長，未久湯四返回原籍廣東梅

縣，終老故里。參考羅運治，〈吳湯興事蹟考證──乙未年保台抗日的民族英雄〉，《淡江學報》35

期（1996 年），頁 49。關於吳父的來台始末，影片所述與史實相同。 
20 羅融，〈作家李喬‧義民史觀‧電影「一八九五」〉，《人本教育札記》235 期（2009 年），頁 58。 
21 參考陳漢光，《台灣抗日史》（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0 年 4 月），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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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維護本身族群利益而犧牲奉獻的人。22 

客家人的地方菁英在咸豐、道光、同治年間，是消極地在亂事中衛守城池，自從光緒年

間清廷內憂外患以來，他們更有意識地配合政務推展，急公好義，為了朝廷增兵戍防的

需要，他們不但在開墾事業上受到重用，在軍事上亦逐漸擔當重任。世代變遷，政權移

轉時，台灣意識逐漸突出，這是電影《一八九五》所設立的政治基調，影像中的國族形

象其實是十分模糊的。片頭的背景音樂以悲愴的「濫彈腔」唱著：「脫離苦難來墾荒，

海天茫茫向前航。……說是亞洲孤兒，實際是孤哀子。……」國族的失落，在「孤哀」

的意涵中表達得十分深刻。無父無母的孤哀子象徵台灣的處境，民主國名存實亡，清國

尚且誡各省勿救台灣，在絕境中的戰鬥是來自保衛鄉土的意識，背後隱然有維護土地權

與生存權的意義。 

電影《插天山之歌》的背景，空間上一樣是桃園的客家山村，時間上已是日治末

期，結果經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客家人認同的仍然是台灣這片土地，試看此段男女主

角的對話： 

奔妹問：「為何日本人要抓你？我們不是日本人嗎？」志驤說：「我們怎麼會是

日本人？我們只是被他們管的，你知道嗎？其實我們是台灣人，他們把我們的

土地搶走了，所以我們才會學他們的文字、他們的語言，被他們洗腦，你知道

嗎？」 

「我們是台灣人」是歷經半世紀殖民後，志驤的身分認同，在強烈的反殖民意識下，已

沒有閩客或原漢的隔閡，「台灣人」就是他們的身分標記。志驤向奔妹保證，不久後日

本人一定會打輸，接著他教她唸出書上的文字：「地面有山，一方獨立，聳入雲際，四

方相連，四方相連，千里不絕。」這座山隱隱指涉片名「插天山」，山下就是台灣人賴

以生存的大地。 

                                                 
22 蔡采秀，〈以順稱義──論客家族群在清代台灣成為義民的歷史過程〉，收於賴澤涵、傅寶玉主編：

《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6 年 1 月），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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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著精神與影像再現 

電影《插天山之歌》與原著同名，故事大致謹守原著精神，情節與人物的變動不

大，較不同的是電影以一幕幕的山林美景取代小說裡對主角的心理描寫，畢竟內心戲較

難從影像演示出來。特別的是，鍾肇政成長於三○年代，而在六○年代創作此部小說，

日本殖民與戰後戒嚴體制形同再殖民的經驗，使他思考並尋找「台灣人」的歷史定位。

為強化志驤的抗日意識，電影做了一些增刪，其中穿插一段鍾肇政自傳體小說《八角塔

下》的情節，將淡水中學日本人的欺侮台灣學生的情節轉移成志驤在東京求學時的遭

遇，影像多次強調白色八角塔的建築，以及志驤為台灣人受辱而激發的抗日決心。電影

以此強化志驤的民族意識，在法理上台灣隸屬日本國族，可是在殖民壓制下，志驤的身

分認同內化為血緣、鄉土的思考。 

在人物形塑上，電影大致保留了原著角色的主要性格。小說中志驤入山由低攀高的

過程，實踐了作者的英雄、男子漢的理念，而電影版的志驤藉由鏡頭平行移位的處理方

式，弱化其英雄形象，側重於志驤內心的徬惶。23雖然如此，電影裡志驤由知識分子而

成為農人的歷程，尋回了被殖民者的主體性經驗。加上女主角奔妹表現了大地之母的韌

性與包容，一個女性的強壯與自信，顯示她已然鬆動了父權體制的性別壓迫。她善於農

事生產，也與志驤產下一子，在台灣光復擺脫了日本殖民的同時，嬰兒嘹亮的哭聲預示

了台灣新時代的降臨。 

至於文本《情歸大地》及影本《一八九五》之間，則有差異頗大的藝術理念與再現

手法，這須從李喬的創作歷程說起。 

李喬作品一向標榜愛鄉護土，對外來的掠奪者則有抗爭到底的信念，劇本《情歸大

地》的開頭，以陸封的高山鳟魚象徵台灣被切斷、被拋棄的歷史命運。這與李喬著名的

大河小說《寒夜三部曲》是相呼應的。《寒夜三部曲》的序章也以鳟魚傳說設立基調：

「牠們遨遊四海，但一定歸依故鄉。這是生命的本然，超意志的力量。……鳟魚，是神

                                                 
23 曾玉菁，《鍾肇政《插天山之歌》及其改編電影之研究》（國立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2008 年），頁 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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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的魚，鄉愁的魚，悲劇的魚。」24背後所表達的是對鄉土的依戀與護衛，所以《寒夜

三部曲》中的主角劉阿漢父子都為了鄉土不惜犧牲，最終被日本殖民者毒害。以「礁吧

年事件」為題材的《結義西來庵》更是如此，李喬在書前序自述寫作過程： 

參詳傳說，採擷逸聞，訪遺老，弔戰場，瞻遺像，進而目睹忠魂塔骨倉內，刀

痕彈跡猶存的烈士遺骸之後，筆者已不忍，不敢，也不能以虛構小說處理。25 

他努力採集史實逸聞，儘量將先烈事跡傳諸後世，減少情節的虛構成分。寫作劇本《情

歸大地》，他則是秉持「恭敬謙卑之懷」，目的是「期盼大家緬懷先賢，疼惜台灣。」26

李喬另一部描述台灣雛妓的長篇小說《藍彩霞的春天》，女主角從被凌辱中起來反抗，

終至因殺人而入獄。作者自言他是借女主角的行徑，說明一則反抗哲學：惡不會自滅，

得救必需靠自己，自己不救沒人救你，任何受難者不行動的理由都是懦弱的藉口，而反

抗的手段沒有可否而且沒有上限。反抗是人性中最高美德。27 

由以上看來，李喬前後作品的創作精神是一致的，就是為了生存和尊嚴而抗爭，與

壓迫者誓不兩立。《情歸大地》改編為影像《一八九五》後，最不同的是，日軍將領能

久親王與森軍醫被塑造成文明優雅、悲天憫人的「接收者」形象，此種改變傳達出不同

的主題意識，與李喬的原著大異其趣。 

《情歸大地》裡對戰爭的描述十分詳盡，舉凡作戰路線、戰略設計、戰況慘烈等，

表現出雙方你死我活的緊張的氣氛。而電影《一八九五》中淡化此種氛圍，簡化了戰爭

場面，對於這一場實力懸殊的戰爭，影片並未全景式演出正面的戰事，不論戰爭規模與

氣勢都比原著小很多，取而代之的，是增加能久親王與森軍醫賞風吟月的鏡頭，一剛一

柔，正是強烈的反差。電影中也增加了森軍醫日記內容的旁白，以日本人的視角來看這

場戰爭。隨著日記的記錄，入侵者與抵抗者模糊了二元對立（binary opposition）的關

係，他們的立場是不確定的，隨著「接收」的程度而進行認同或疏離，有機地成為己／

                                                 
24 李喬，《寒夜三部曲．寒夜》（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0 年），頁 2-3。 
25 李喬，《結義西來庵‧序》（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 年 7 月），頁 1。 
26 李喬原著、編劇，《情歸大地》（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8 年 10 月），書前〈寫在前面〉，頁

4。 
27 李喬，《藍彩霞的春天．新版序》（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7 年 7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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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self/other）的關係。森醫官喜好寫作，勤寫日記，希望真實記錄這塊嶄新的國土，

他具體且不間斷的記下「小滿」、「夏至」、「立秋」等時令，以時節配合眼前的台灣景

象，做為新來乍到的主人，他與能久親王對新土地兼具歸屬感與陌生感，對人民既愛又

懼，這種儒雅的影像模糊了一八九五年台灣人的國家屬性與國家認同。 

全片的日間取景都是風和日麗，唯一的雨景是能久親王病重時，雨絲隨著櫻花瓣輕

輕飄下，對照他之前的願望：「不知道櫻花生在這裡，長得好不好？」憂鬱柔美的氛圍

洋溢在鏡頭裡。領導者能久親王心理上有深刻的懺悔。通常戰爭的殘酷之處，是導致人

性泯滅，親王也為此矛盾不已終致病亡。導演探討的是，日本治台雖有條約的合法性，

但在親王的「視角」，正義成了不義，解救成為屠殺，他在心理上完全否定這場戰爭。

當吳湯興於八卦山之役陣亡時，慢鏡頭表現他倒地而死的從容與壯烈，影像使用紅色基

調，充滿濃烈的血腥氣息，這與親王的死亡一景成強烈對比。劇本中，親王在八卦山麓

受到砲擊，右大腿重傷後死在醫院，電影則省略此一情節，維持親王儒雅的形象，塑造

他彌留之際的唯美鏡頭。 

雖然背離原著，但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可以解讀為導演別出心裁的設計，塑造一種

歧義性的政治隱喻，筆者以為此一影像再現的構思表達了三個層面的意義：第一，透過

影片，將思維提昇到戰爭如何對人進行異化的哲理高度，親王是一個被戰爭「異化」的

典型，他也隨之付出生命的代價，死在他自認為不義的戰場上。第二，一般戰爭史詩片

很容易利用電影藝術，有效表達出暴力、瘋狂、絕望與希望，讓影片充滿激情，但《一

八九五》的導演很有節制地，將暴力淡化，而強調征服者的內心掙扎。第三，親王的身

分（identity）整合了殖民者的諸多面向，渴望將台灣日本化、移植櫻花的願望就是明顯

的象徵。 

和文學一樣，電影亦是一種論述建構的形式，塑造能久親王悲天憫人的形象，使全

片不致落入庸俗簡單的殖民論述。導演洪智育以錯綜的歷史片斷增加美學效果，顯示他

不同於李喬的另一種思維，這是影片與原著最不同的部分。不過，李喬對電影的改編並

不認同，曾在公開演講時指出，電影已背離他的原著精神，他以「還我清白」四字來表

示自己的不滿，28我們看到文本與影本之間，因作者、導演的再現觀與美學呈現手法不

                                                 
28 2010 年 4 月 25 日李喬在靜宜大學圖書館蓋夏廳演講時，曾表達電影《一八九五》中有關能久親王

等部分內容、主題，與他的原著《情歸大地》大異其趣。他語帶抗議，對此改變似乎不能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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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竟造成如此大的齟齬。 

六、結論 

《一八九五》與《插天山之歌》兩部電影文本產生於二十一世紀特定的時空下，在

都市化、資本化的今日，為觀眾保存另一重歷史記憶。歷史是對過去的記載，但對在同

一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而言，即使處在不同年代，共同的歷史記憶仍會建立起時空的延

續性，歷史所涉及的不僅是對過去的記憶，也是對未來的投射。兩部電影著重日治時期

台灣人的抗爭意識，比起相同時空背景的熱門影片《海角七號》，當能引發觀眾更深刻

的思考。 

台灣的被殖民史如此根深蒂固地存在鍾肇政、李喬的作品中，主題也朝著「主體與

他者」、「殖民與被殖民」這些面向，表現出一種歷史敘事技巧，他們的使命感，是在召

喚──引起關注，並探索台灣的族群特質，尤其著重於刻劃桃園、苗栗客家人的精神，

藉文字來重建族群史，這正是他們做為後殖民小說作家，意欲掌握發言權，抵拒歷史消

音的方式。電影嘗試再現小說的此種意涵，文本與影本兩者互文共生，但也將殖民過程

做某些程度的變形轉化。 

山林的空間寓意在《插天山之歌》是護衛逃亡者的安全處所，《一八九五》中是掩

護游擊戰爭的所在，這些抗日的事蹟並非由客家人獨力扛負，閩南人與原住民的融入才

使各族群達致台灣共同體的認同，在「抵殖民」意識下，原漢衝突、閩粵械鬥的族群史

已然改寫，由此一抗日空間所建構的，是超越血緣、文化的族群觀點。美化的空間託寓

一則戰爭與反戰爭的故事。兩部影片的時間即使相距半世紀，世代變遷，但在這個空間

的人物，他們不顧一己利益，不曾以個人為本位，深以家國的前途為念，個人與社會整

體的命運難分難解地糾纏在一起。電影內種種影像，匯集到空間與族群的象徵意義，鄉

土意識十分突出，這是影像所設立的基調。先人捍衛土地的深意，寄寓了族群的命運，

影像的凝視打開了記憶的閘門，在在喚醒了觀眾的歷史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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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主題與內容情調的豐富變化 

三、食味與詩興的互涉流轉 

四、反常合道的戲乞美學 

五、結論 

〔提要〕 

北宋時期，因物質文明興盛，加以文人異域宦旅者多，各種食品物類往往成為書寫

與贈饋的對象，因此飲食饋酬詩便特別多；而飲食的分餉本具備禮物的報稱意涵，與傳

遞心意的對話特質，因此，透過饋酬，食味與詩興互涉流動，既建構了悠閒自在的情誼

關係，也為北宋開闢了另類創作場域。本文以梅堯臣、蘇軾、黃庭堅為主的北宋文人詩

作為範疇，首先，就主題內容上，觀察其飲食饋酬如何從日常往來，延伸為一種遊戲式

的生活趣味；其次，在贈與答的循環流動中，觀察其食味與詩味的互涉流轉；最後討論

飲食饋酬中，「戲」與「乞」的諧謔趣味及其特殊意涵，以說明北宋文人如何藉由飲食

饋酬，展現其反常合道的生活美學。 

Abstract 

In Bai-Soong Dynasty, food turns out to be a subject matter of poem writing as well as 

presentation and reward in scholar social activities because of the prosperous i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scholars’ and officials' traveling away from home.  Food sharing and 

intercourses in social banquet not only present the interest of gift interchanges and reward, but 

also demonstrate the dialogue characteristic of friendship and kindly feeling transmittances.  

The interference circulating flow of presentation and reward, food taste, and exalted poetic 

mood intercourses results in a leisure and carefree friendship construction and an open up of 

alternate creative writing style.  In this paper, author intends to explore how the food 

presentation and reward is extended from daily life activities to a game-style life interest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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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ong Dynasty scholars’ poem; followed by an observation on the interference circulating 

interchange flow of food taste and exalted poetic mood intercourse in the aforementioned 

presentation and intercourse activities.  Banter interest and unusual intention of “Play” and 

“Beg” will be addressed to illustrate how to demonstrate the life aesthetics of “request and 

violation of common sense but in line with the nature of things” in food presentation and 

rewar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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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飲食饋酬」指以食產物類及飲品等為對象的贈饋活動與酬答詩作，它是贈物詩的

一環，也是傳統贈答酬送類的詩歌之一。 

而物質贈饋自周代以來，即是「禮」的核心要義，《禮記．禮器》說：「昔先王之制

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1因此，利用冠、喪、婚、聘…等禮儀，進行物質和

文化享受的再分配，以籠絡邦國、貴賤、上下人際之間情感，這就是禮的物質贈送酬

答。另外，單是贈送酬答的物難以盡主體之意，故須輔以言辭，這便是《儀禮‧士冠

禮》中所謂的醴辭、醮辭、字辭──這些辭，都能以詩視之，只不過在這些禮儀中，物

質的贈送酬答具有更重要的意義。春秋時期，因對禮的本質──道德的強化，使得詩

（言）的贈送酬答與物的贈答酬送分離，賦詩贈答風氣盛，「言」的贈送酬答逐漸成為

一種貴族的交往話語；同時，以「言」替代「物質」的饋送──如《荀子》所謂：「贈

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2，便在知識階層流行了起來。由於禮的贈答酬送是禮的倫理

屬性在日常生活層面實現的具體手段，詩的贈送酬答既由禮的贈送酬答發展而來，也就

具備了禮的倫理屬性，所以孔子說：「詩可以群」3。 

一般而言，送別人的詩是贈，答和別人的詩是酬，有贈有答則形成唱和。早期有贈

詩則必有答詩，蓋贈物活動所涉及的是一種「禮」，這也是法國著名的民族社會學家馬

諧．牟斯（Marcel. Mauss, 1872-1950）所說的「禮物」的報稱體系。4中國從《詩經》的

                                                 
1 王夢鷗註譯：《禮記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第十「禮器」，頁 405。 
2 清．王先謙撰：《荀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卷三「非相篇第五」，頁 217。 
3 以上論見，參考趙輝：〈禮與贈酬答詩的起源和本質〉，《江漢論壇》，4（2008）：106-110。 
4 馬諧．牟斯（Marcel. Mauss），《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何翠萍、汪珍宜譯（台北：

允晨出版社，1984）頁 4-6；牟斯對於「禮物」的全面性報稱體系觀念大致有三個要點：其一，在

一個全面性報稱體系的社會裡，互相贈餽的人群就像是公有共享的一種財產的「所有權」而不斷地

有彼此給與、接受及回報的義務；其二，這種給予、接受及回報的義務就相當於使這些義務束縛下

的人及團體訂下了一個長期契約；其三，這種義務，表面上表現出來的是物質上互通有無的經濟現

象，但實際上他們是代表社會全面的，整體的，政治、社會、倫理、宗教等秩序的象徵。它是維護

或製造或表現社會階層關係的政治現象。從個人或團體的社會地位和權力，可以通過這樣報稱性的

餽贈而確定、加強甚至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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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桃報李、贈彤授荑以來，「贈物達情」便成為詩歌往來的重要題材與目的，換言之，

自周代制「禮」以來，物質與言（詩歌）互為主客的贈送酬答，便形成了中國士人社會

生活樣式與文學創作的雙重互涉。而食物本來是人類報稱體系中最早、最重要的禮物

5，然而自春秋時代，物質的贈送已大量被「言辭」取代；魏晉六朝因宴飲風盛，飲食

贈酬再現；唐代宴飲風盛，然而，以食物為贈酬的詩歌，大抵在中唐以後，亂離居蜀的

杜甫與長期南宦的白居易詩歌中，才有較多的作品6，至於晚唐，隱居懷上的皮日休與

陸龜蒙，二人以飲食贈答相往來，在「杖擿春煙暖向陽，煩君為我致盈筐…彫胡飯熟醍

糊軟，不是高人不合嘗。」7的優閒情境中，食物不只提供文人另類的交游方式，透過

贈酬的報稱往來，也暗示了主客雙方情志的契合與否，同時詩與食的關係，也從宴饗的

位階與競賽，流向自由而平行的個體。 

到了北宋，因物質文明迅速發展，帶來了感官的驚豔與精神的愉悅，而引發文人

「玩物」風尚，所謂「以茲為玩不知老，自適其適誠吾徒」8，追求玩物適情成為士大

夫重要的游藝雅興，也因此產生了大量的贈物詩；然而，「玩物」一則易讓人沉溺而

「喪志」，一則在餽贈往返中，易產生交換的價值平衡與道德利益的衝突疑慮，因此士

大夫對於「玩物」多半還是持著警惕的心，如蘇軾〈超然臺記〉對於外物之迷惑，便有

相當的反思。9相對於此，食物一則以果腹與解渴，有其必須消耗之時空性，不若器物

                                                 
5 Lewis Hyde《禮物的美學：藝術經濟理論的新主張》，吳佳綺譯（台北：商周出版社，2008）頁 21-

27。Lewis Hyde 引述印第安贈與者，及英國人類學家者溫蒂．詹姆斯對北非的烏克達人的研究，指

出禮物的特質在於禮物必須流動才能產生力量，亦即禮物是要消滅的財產，禮物一定要用掉、消耗

掉、吃光光，而食物便是最常見的禮物典型，因為它顯然就是要被消滅掉。 
6 關於魏晉至唐代贈物詩概況，參見蔡雅霓，〈黃山谷贈物詩研究〉，碩士論文，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

（1999）頁 6-10。 
7 皮日休〈魯望以躬掇野蔬兼示雅什用以酬謝〉，乃答陸龜蒙〈偶掇野蔬寄襲美有作〉所作。《全唐詩》

（清聖祖御定，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卷 613 頁 7073。以下出於《全唐詩》者，僅以卷／

頁標之，不另贅言。 
8 北宋．魏泰《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 1983）卷 15 頁 94。又、文人間相互贈物，從日用之物到

文房四寶、書畫器物、古董奇石，乃至動植物等，無所不包。 
9 蘇軾強調必須超脫「外物」，方能釐清事物之美惡，而體悟人生永恆的價值；文人對「物」的迷

惑，如蘇軾對收集硯台的熱衷，文集中有各種硯台銘文 27 篇和 16 篇書，高似孫〈硯箋〉亦載蘇軾

「昨日見張君卵石硯輒復萌此意，足以劍易之」一事，參見美．楊曉山（Xiaoshan Yang）《私人領

域的變形》（文韜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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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令雙荷葉收掌」，成為傳家資產10；二則食物具日用性，通常非高價商品，難以

變賣獲取高利，不若器物——即使贈與往來，也可能成為一種精打細算的交易11；三則

器物可獨玩而樂，食物卻以分珍共餉為樂；由此觀之，食物似乎更符合所謂「匪報也，

永以為好也」（《詩經．衛風．木瓜》）的道德倫理，收受之間也顯得更為輕鬆愉快。 

如同前述皮陸二人飲食饋酬所形成的優閒自在的場域情境；這類飲食饋酬所形成的

食與詩的關係，既沒有一般宴饗的位階束縛或詩藝競賽，也沒有利益對價的憂慮，雙方

的交換與回報，除了食物，便是詩歌，使得整個飲食活動，有了不同的情調發展，因此

後來王安石（1021-1086）在一次送裴如晦到呉江時，便以：「還當捕鱸魚，載酒與我

期…文章為我唱，不數陸與皮。」相期表述。12以下先就北宋詩人饋酬詩作，觀其主題

與情調的轉變；再就其內容表現，探其饋酬之際的場域流轉，及其作為道德情志與生命

終極意義之表述。另外，為了別於一般贈答、贈物與宴集之唱答，本文暫以「饋酬」為

稱──蓋「饋」之本義為「餉」，有進食於人、致愛意之意；酬則「報」也，有酬謝、

答贈之意，以此凸顯以食物為贈酬之義。 

二、主題與內容情調的豐富變化 

食物既是身體／生理的基本需求，也是社會報稱系統中，最早、最普遍而重要的

「禮物」，而食與詩的交換、轉移，則促成了文人詩作的源源不絕。大體而言，北宋以

後文人間的飲食贈饋，隨著異域宦旅與生活需求，愈來愈頻繁，其內容情調也不斷的在

變化──從詩歌的「題眼」來看，除了一般「贈」、「饋」、「惠」、「寄」、「送」、「遺」、

                                                 
10 雙荷葉為賈耘老妾，見蘇軾〈答賈耘老〉之四，記蘇軾將一幅畫送給貧士賈耘收一事，參見

Xiaoshan Yang《私人領域的變形》頁 150-151。 
11 如蘇軾〈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為謝，且遺二古銅劍〉一詩中，郭祥正把詩和銅劍送與

蘇軾作為竹石畫的等價關係，同樣情形，如〈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張作詩送硯反

劍乃和其詩卒以劍歸之〉二首，至於〈軾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穎叔欲焚畫碎

石，乃復次前韵并解二詩之意〉則物與物之間的交易取擇更加複雜。關於宋代文人在器物上精打細

算的交易，參見 Xiaoshan Yang《私人領域的變形》頁 148-149。 
12 王安石〈送裴如晦即席分題三首之三〉，《全宋詩》（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1998）10 冊 544 卷 6526 頁。以下出於《全宋詩》者，僅以冊／卷／頁標之，不另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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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餉」等表達饋贈之辭外，還有「見遺」、「分餉」、「分惠」、「并遺」、「分以為遺」等等

轉贈分享的辭彙，以及愈來愈多的「求」、「乞」、「索」、「戲」、甚至是「頌」等，具嘲

謔意味或特殊情境語詞，這些辭彙的豐富變化，顯現了飲食饋酬的多樣性與因緣、目的

與主題、內容的細節變化：除了贈食與人、酬答饋贈、索乞求贈、轉贈分餉，與再答再

和外，還有為朋友之獲贈而賦詩答和，以及為詩作交流而附贈食，乃至以食求詩等等各

種情況；對文人來說，飲食的饋贈，不只是牟斯所謂禮物的社會報稱系統，與日常性意

義的生活方式，甚至超越日常意涵，而成為一種生活趣味與遊戲的性質。大抵而言，北

宋詩人的飲食饋酬，大抵呈現三種趨勢與特色： 

（一）從日常食事到書簡記事的贈饋往來 

以饋酬為書簡記事，在梅堯臣詩中最為明顯，他的饋酬詩充滿日常情事，且直接表

現在詩題中，不但開宋詩日常風氣之先，且形成一種散文化的、長篇的詩題。其一，他

經常仔細地將贈物數量、日期節候等，記錄在詩題中，如：「九月五日，得姑蘇謝學士

寄木蘭堂官醞」、「二月十日吳正仲遺活蟹」、「中伏日，永叔遺冰」、「劉成伯遺建州小片

的乳茶十枚因以為答」、「王道損贈永興冰蜜梨四顆」、「玉汝贈永興冰蜜梨十顆」、「黃國

博遺銀魚乾二百枚」等；又如「合流曹光道惠鉅李，知其炎酷中有此味，亦可樂也，輒

以詩寄」、「贈裴直講水梨二顆，言太尠，答吳柑三顆以為多，走筆呈之」、「裴直講得潤

州通判周仲章鹹豉遺一小缾」、「李密學遺苔醬脯，云是自採為之」、「杜梃之新得和州，

將出京，遺予薪芻豆」…等題，記錄了詩人當時交游往來之細節情景；至於「蔡仲謀遺

鯽魚十六尾，余憶在襄城時獲此魚，留以遲歐陽永叔」、「許待制遺雙鱖魚，因懷頃在西

京於午橋石瀨中得此魚二尾，是時以分享留臺謝秘監，遂作詩與留守推歐陽永叔酬和，

今感而成篇輒以錄上」諸題，可以看到食物所牽動的詩人的記憶情感，甚至也留下了家

族特殊事件與習俗的載記，如「余之親家有女子能點酥為詩并花果麟鳳等物一皆妙絶，

其家持以為歲日辛盤之助，余喪偶，兒女服未除不作歲，因轉贈通判，有詩見答故走筆

酬之」一題。另外，如蘇軾的〈和錢安道寄惠建茶〉、〈和蔣夔寄茶〉、〈寄周安孺茶〉等

長篇贈酬之作，不但透過饋酬的對話，回顧了仕宦生涯與不同時期的飲食生活，也記錄

了當時的茶史茶事，這些可以說都已超乎了禮的社會性報稱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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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歐陽脩、梅堯臣因「達頭魚」贈答，所引發的對東南海物奇珍的討論；13以及

梅堯臣因與謝師厚、馬行之、吳太傅等人贈橘往來，而對洞庭綠橘與荊州黃柑所提出的

辨識之見14；以及因吳正仲分餉海物，而對鱟醬所作的材料考察等，15使得饋酬往反也

成為飲食知識交換的場域。如是，無論贈物的多寡輕重，或因贈饋潮湧的回憶與辨正討

論等，都將飲食贈饋從原本單調的酬答報稱，轉向一種日常情趣，並傳達了雙方生活近

況——而當他們大張旗鼓的，將飲食瑣事當成重要的詩題時，可以說便已開啟了北宋詩

歌日常性題材的書寫，也開闢了另類有別於宴集的食與詩的流動場域。 

（二）從滋味分餉到戲作諧謔 

飲食饋酬也從滋味分餉轉為幽默自嘲，使得「戲作」的詩多了起來。如一生窮旅、

作〈老饕賦〉自詡的蘇軾（1036-1101）便曾說自己：「雞豬魚蒜，遇著便吃」16——對

他來說，光是「吃」這件事就足以令人愉悅了，因此他的饋酬活動也多了一份以俗為雅

的輕鬆幽默，諸如〈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作小詩〉、〈明月復以大魚為

饋，重二十斤且求詩，故復戲之〉、〈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

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到官病倦米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

詩為謝〉、〈戲詠饊子贈鄰嫗〉等，在收與授、詩與食之間，自然形成了一種相互嬉戲

的、流動的趣味；甚至後來，文人們善於以嬉戲的態度對待艱困的物質環境而幽默自

嘲，蘇軾便以「一詩换得兩尖團」來嘲笑自己的貪饞；17而黃庭堅在紹聖（1094）以

後，面臨無止盡的謫貶與政治迫害時，收到友人寄來的椰子殼茶盃，還相互自嘲：「故

                                                 
13 見梅堯臣〈北州人有致達頭魚于永叔者，素未聞其名，蓋海魚，分以為遺，聊知異物耳，因感而成

詠〉（《全宋詩》）與歐陽脩〈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全宋詩》6/289/3654）。 
14 見梅堯臣〈近有謝師厚寄襄陽柑子，乃吳人所謂綠橘耳，今王德言遺姑蘇者十枚，此真物也，因以

詩答〉、〈馬都官行之惠黃柑荔枝醋壺〉、〈「前以甘子詩酬行之，既食乃綠橘也，頃年襄陽人遺甘，予

辨是綠橘，今反自笑之〉、〈吳太博遺柑子〉等詩。 
15 參見梅堯臣〈昨於發運馬御史求海味，馬已歸闕，吳正仲忽分餉黃魚鱟醬鮆子因成短韻〉、〈正仲答

云鱟醬乃是毛魚，走筆戲之〉等作。 
16 蘇軾〈與王定國〉，《蘇軾文集‧酬答書啟文》，顧之川校點（江西：岳麓書社，2000）頁 538。 
17 蘇軾〈丁公默送蝤蛑〉，《全宋詩》14/802/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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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見各貧病，且可烹茶當酒肴」，18如果說蘇軾的幽默嘲戲，來自於人生虛幻的認

識，那麼，黃庭堅的獨特「戲」味則來自於對現象世界「毛皮剝落盡，惟有真實在」的

觀察體悟；19因此，當蘇軾將禪宗作為一種緩和緊張、消解痛苦的藝術創作方式時，黃

庭堅則秉持「平常心是道」的精神，而將治心養氣落實於日常生活中，他甚至以「頌」

體作饋酬詩，如：〈答楊明叔送米頌〉、〈謝張寬夫送椶耳頌〉、〈乞笋於廖宣叔頌〉等，

於是而有：「不須天下求佛，問取弄臭脚漢」、「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

等，20禪趣十足的俚言俗語，而形成的一種所謂「反常合道」的生命哲學。 

（三）從賓主雙方到多人次的次韻往返 

飲食饋酬從賓主雙方到多人次的次韻往返，如黃庭堅（1045-1105）從元豐八年

（1085）到元祐二年（1087）間，以茶為贈酬唱和的詩便有十六首之多；而透過贈饋分

餉與不斷的品茶、論茶、詠茶，使得他產生了許多「次韻」之作，如元祐二年的〈雙井

茶送子瞻〉、〈和答子瞻〉、〈子瞻以子夏丘明見戲，聊復戲答〉、〈省中烹茶懷子瞻用前

韻〉、〈以雙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詩有煎點徑須煩綠珠之句復次韻戲答〉、〈戲呈孔毅

父〉、〈謝黃從善司業寄惠山泉〉等一系列同韻之作便是，由於贈茶次韻往返，黃庭堅很

快的與其他元祐詩人建立了密切的情誼關係，同時，也使得產於家鄉洪州分寧的「雙井

茶」，被推上「草茶第一」的地位。如是，輾轉和酬的次韻作品，將食與詩的場域流轉

與交遊網絡功能發揮至極盡。 

回顧北宋，由於飲食文化迅速發展，加以文人因宦旅等時空移動頻繁，他們接觸、

紀錄、書寫飲食的詩文本來即極多，飲食贈酬自然也成為他們生活與文學互涉分享的重

要環節；既不同於宴飲上的詩藝競爭與應酬式的報稱往來，其食味與詩興的分合凝聚，

也建構了另類自由流動的交誼關係與幽默自嘲的生活哲學。 

                                                 
18 二句分見《全宋詩》：黃庭堅〈以椰子茶瓶寄德孺二首之一〉、〈答許覺之惠桂花椰子茶盂二首〉

17/998/11444。 

19 黃庭堅〈次韻楊明叔見餞十首之八〉《全宋詩》17/992/11406。 
20 以上依序見黃庭堅〈答楊明叔送米頌〉、〈又答寄糖霜頌〉17/1024/1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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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味與詩興的互涉流轉 

有贈有回是禮之常態，而對中國人來說，食物又是平常的交談話題，因此任何形式

的飲食互動，都兼具了傳遞心意的「對話」特質，美國社會學家弗里德里克．J．西蒙

（Frederick J. Simoons）在〈中國思想與中國文化中的食物〉中，甚至把中國人視為有

著食物中心傾向文化的民族，他說： 

他們不僅有著廣泛的食物選擇範圍，而且可以在所有的社會層面發現對美食的

關注，而這一點也反映在通俗得問候語「你吃了沒有？」當中…食物不僅是平

常的交談話題，而且經常是支配性話題。21 

此漢魏以來，文人的宴饗集會便一直帶有集團認同的儀式作用，22至於北宋，則更進一

步成為彼此「溝通哲學思想、政治理念、編織人際網絡、進行文學創作、遊戲娛樂、交

流情感」的場合23，宴集詩藝競爭也愈加熾熱，所謂：「東津曉作招隱賦，西樓暮得思

歸引」、「分題踴躍誰避席，得句歡呼誰破淮」，24主客雙方必須在文學上能應對往來，

才能得到宴饗樂趣，因此也相對的局限了參與者。 

相較於此，帶著私人性的日常食物的饋酬往來，其主客之間與飲食的場域氛圍很不

同，作為社交網絡媒介的食物外，它提供文人另類交游與寫作的情境，尤其在胡馬越鳥

的飄旅生涯中，無論：「封包雖甚微，採掇皆躬親」或：「感君特地貽乾栗，知我猶能咬

石蓮」，25飲食饋酬跨越時空，形成絲縷不絕而相濡以沫的情感關係，而食味與詩興交

                                                 
21 美．尤金．N．安德森（E. N. Anderson），《中國食物．附篇二》，郭于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2003）頁 265。 
22 關於贈答詩的緣起發展與漢魏時期贈答詩的特質意義等，參見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

與贈答篇》（台北：里仁書局，1997）。 
23 熊海英，《北宋文人的集會與詩歌》（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又，熊海英考察北宋文人的集

會，將之分為怡老真率會、曝書會、茶會、中秋聚會、詩社等五類。 
24 唐庚〈受代有日呈譚勉翁謝與權〉，《全宋詩》23/1325/15036。 
25 二詩《全宋詩》：歐陽脩〈梅聖俞寄銀杏〉6/286/3630，李光〈吳德永遠寄乾栗五百顆 荷其厚意 戲

作長句謝之〉25/1425/16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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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流轉，建構了更自由、隨興的情誼關係與詩意生活。 

北宋飲食饋酬數量極多，主題內容也不斷的變化；而無論因贈饋而賦詩，或因詩而

饋食，贈饋活動不只提供了雙方飲食經驗的交流，也形成了一種不在場滋味分享。另一

方面，贈饋雖不必然有詩，而受贈者大抵有詩；有時一次贈饋引起多次的唱酬往返；有

時食物再經過轉贈、分餉，而形成多頭交錯的酬答網絡，乃至延伸到未參與贈饋事件的

第三者，甚至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者──或為了賦詩交流而附帶贈食，或以食求詩

等；如是，透過贈饋活動的互涉往返，發揮了禮物的「瑪那」靈力，26形成一場場流動

的詩歌場域，也構成了食／詩味與詩／食興的逾越相生。以下就禮物／食物的人際報稱

網絡，以及食味與詩意的雙關互涉中，觀北宋文人如何以嘲謔的生活態度，隱現其追求

個體道德與生命終極之意義。 

（一）對話與報稱的贈饋美學 

食物本是人類報稱體系中最早、最重要的禮物，然而中國自春秋時代，物質的贈送

大量被「言辭」取代，因此文人間的飲食贈酬便少了，迄於魏晉六朝，因宴飲風盛，飲

食饋酬再次現於詩賦中；中唐以後，因亂離、南宦而長年羈旅的杜甫、白居易等人，有

了較多酬答贈食的詩；直到晚唐皮日休與陸龜蒙，以一種悠閒自在的情境，相互贈酬，

使得詩與食之間展開出一種別於宴會的詩藝競賽與平行流動關係；透過詩的酬唱往來，

食物不只提供文人另類的交游方式，也暗示了主客雙方情志的契合與否。而北宋因物質

文明的高度發展，文人間物質的贈餽酬答隨之興盛了起來，其中「食物」也因飲食文化

的迅速發展，很快的成為文人談論的主題與對象──除了宴集上的議論外，透過贈酬交

流的更多，所謂：「投我以建溪北焙之新茶，報君以烏程若下之醇酒」、「贈我以海昏清

霜之橘，報君以淮南紫脣之蛤」，或者「欲雕好語略為報，但愧新詩如有神」27…飲食

的贈酬往來成為文人日常關注的常事，也幾乎佔了贈物詩的大半。 

一般來說，贈物者雖不必附詩，收受者卻要求以詩酬之，此歐陽脩說：「聊效詩人

                                                 
26 「瑪那」指禮物的魔力，即「禮物」具有一種靈力，可以讓它不斷的轉移而產生力量，也形成雙方

的約束力。牟斯，《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頁 22。 
27 以上《全宋詩》：李正民〈余君贈我以茶僕答以酒〉，27/1538/17459；孔平仲〈朱君以建昌霜橘見寄

報以蛤蜊〉，16/925/10865。曾幾〈曾宏甫到光山 遣送鵝梨淮魚等數種〉29/1656/1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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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木李，敢期佳句報琅玕」，28蓋贈物活動所涉及的，是一種「禮」──《禮記．樂

記》所謂：「禮也者，報也。」29的本質，而詩與食的流動，首先便是透過禮／禮物的

投桃報李，構成互涉與循環的密切關係。 

大抵而言，北宋以後詩／言在贈饋活動中愈來愈重要，所謂：「書尾自題知遠意，

筆頭親答厭多談。」30由於食物的往來既具日常性，又極為頻仍，使得飲食饋酬往往能

替代書簡，傳達雙方生活近況與其他訊息，如強至（1022-1067）〈張升甫惠新笋，走筆

代簡謝之〉、李新〈居中饋薏苡青頭雞，小詩代簡〉、黃庭堅〈答黃冕仲索煎隻井，并簡

揚休〉等；而由於詩的內容多環繞在贈物身上，因此「代簡」的功能大多直接表現在詩

題上，呈現一種日常記事的短文，如前述梅堯臣的諸多酬饋詩，至如趙鼎臣（1068-？）

〈時可屢欲嘗白酒，會有客饋余，因分以餉之，既而惠詩譏酒器之隘，因復次深字韻為

答，時可新買舞鬟甚麗而尚稚，故云〉之類，甚至已然成為一種敘事與對話的空間──

酬饋詩的功能超乎了禮的原始意涵。 

其次，詩雖然是因物的贈饋行為而起，卻往往成為贈饋活動中的主角，如晁說之

（1059-1129）〈高二承宣以長句餉新茶，輒次韻為謝〉一題，作者特別強調長句與次韻

的往來，詩的交流彷彿成為最重要的事，又如梅堯臣〈晏成續太祝遺雙井茶五品、茶具

四枚、近詩六十篇，因以為謝〉一題中，31隨著雙井茶而來的「近詩六十篇」，當然也

不只是為了致贈禮物而作；因此，除了「作詩謝之」、「以詩報之」…等，明確表達以詩

為報稱的詩歌外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以詩送∼」、「以詩惠∼」等強調饋詞、反

客為主的詩題，禮的主體：食物，反而變成文學交流的媒介了。再者，即使回贈以物，

仍須酬之以詩，所謂：「嘉名已著上林賦，却恨紅梅未有詩。」這是梅堯臣友人行之送

枇杷幷詩（醴辭）給他，梅堯臣回贈紅梅之餘，又作〈依韻和行之枇杷 予送紅梅與

之〉所言，有趣的是，行之得詩後，又再次和詩回贈，於是梅堯臣再作〈送紅梅行之，

有詩和，依其韻和〉酬之──枇杷與紅梅二物的往返，產生了四首詩，使得贈酬活動餘

波蕩漾，食味與詩味也回味無窮。 

此外，如呂大忠送文彥博（1006~1097）咸陽水梨，文彥博以太原鳳棲梨並詩回

                                                 
28 歐陽脩〈寄棗人行書贈子履學士〉《全宋詩》6/295/3717。 
29 王夢鷗註譯：《禮記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第十九「樂記」，頁 632。 
30 梅堯臣〈李廷老祠部寄荊柑子〉，《全宋詩》5/260/3297。 
31 梅堯臣〈晏成續太祝遺雙井茶五品、茶具四枚、近詩六十篇，因以為謝〉，《全宋詩》5/256/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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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卻特別申明「非報也，欲校其味耳」，32於是又作〈承惠梨栗，前詩止及梨，今并

及之，荒詞喧黯又增戰栗？〉一詩；33又或蘇轍（1039-1112）〈宋城宰韓秉文惠日鑄

茶〉與〈次前韻〉、〈以蜜酒送柳真公〉與〈次韵柳見答〉；或黃庭堅〈趙令許載酒見

過〉、〈和答趙令同前韵〉、〈謝趙令載酒〉三首……類此，一系列的饋酬往返，造成了食

與詩的循環流動，而賓主雙方彷彿也展開了一場不在場的食與詩的交流；於是，詩不但

是一種可以即刻的回報，更是一項挑戰，可以一再的輾轉酬唱──造成了牟斯所認為

的，禮物的交換、轉移會產生一種「瑪那」靈力。至於像黃庭堅收到何十三送蟹而歌

曰：「寒蒲束縛十六輩，已覺酒興生江山」，食蟹後繼作詩戲之：「恐似曹瞞說雞肋，不

比東阿舉肉山」34，則食物被「吃掉」的過程中，又會產生新的感官經驗，滋味與詩味

再度凝聚，促發詩人新的創作靈感，於是產生不少「依韻和酬∼」、「次其韻」、「次韻和

∼」、「∼用前韵」、「∼和前韵」，或者「再答」、「再和」35…之作，詩與食的關係再次

超越了原先「禮」的報稱，形成一種循環互動，這也是 Lewis Hyde 在《禮物的美學》

中所強調的：禮物有「保持流動」、「不斷游走」的特質36，而我們可以在黃庭堅的諸多

茶詩贈酬中得到例證。由是，飲食饋酬固然是一種食與詩互涉的投桃報李，卻也同時隱

含了主客雙方接納與詮釋的循環美學。 

（二）從轉贈分餉到「醉翁之意」 

轉贈與分餉是食物消滅的方式，而根據 Lewis Hyde 的說法，「禮物一定要用掉、消

耗掉、吃光光」，而「食物便是最常見的禮物典型，因為它顯然就是要被消滅掉」37─

                                                 
32 文彥博（1006-1097）〈蒙惠咸陽水梨，極佳快陶隱君謂梨為快果太原鳳棲梨少許，納上，非報也，

欲校其味耳，呂大忠運使惠〉《全宋詩》6/277/3537。 
33 文彥博〈承惠梨栗，前詩止及梨，今并及之，荒詞喧黯，又增戰栗〉《全宋詩》6/277/3537。 
34 二詩句見黃庭堅〈謝何十三送蟹〉、〈又借答送蟹韻并戲小何〉，《全宋詩》17/995/11427。 
35 如黃庭堅〈答黃冕仲索煎隻井 并簡揚休〉與〈再答冕仲〉、〈謝景叔惠冬笋雍酥水梨三物〉與〈再

答景叔〉等。 

36 禮物「從不停下來」是人類學者布洛尼斯羅．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aski）對西太平洋島

民交換制度的特性說明，以上見 Lewis Hyde《禮物的美學：藝術經濟理論的新主張》，吳佳綺譯：

（台北：商周出版社，2008）頁 27。 
37 Lewis Hyde《禮物的美學：藝術經濟理論的新主張》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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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們看到許多贈饋活動多了轉贈分餉的情況。當然，這些轉贈大都基於一種滋

味與情誼的因素，如梅堯臣分餉楊公懿所得穎人糟鮊予楊叔恬所謂：「云誰得嘉貺，曾

靡獨為享。乃知不忘義，分遺及吾黨。」或者范純仁（1027-1101）將他人惠贈的酒分餉

給張伯常而說：「獨酌雖甘少遺味，懷友思賢動深意。」又或韋驤酬謝張侍郎分惠賜冰

所說的：「蝸廬窮處厭煩酷，嘉惠分霑幸尤甚。」38……有時他們也分享彼此對某種特

殊的、陌生的異味的認知與心得，如歐陽脩將北州人的達頭魚分贈梅堯臣，故梅堯臣作

〈北州人有致達頭魚于永叔者，素未聞其名蓋海魚，分以為遺，聊知異物耳，因感而成

詠〉一詩，表達其「枯鱗冒輕雪，登俎為厚味，向來眛知名，漁官疑竊位…」的看法

39，這也是饋酬詩作的重要主題。 

大體而言，轉贈分餉，使贈饋活動多了第三者，無形中促進食味的傳播與人際脈絡

關係；如李廌（1059-1109）〈友人董耘饋長沙貓筍，廌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為

貺，因筍寓意且以為贈耳，廌即和之，亦以寓自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一題中，

長沙貓筍本由董耘饋予李廌，李廌再轉贈第三者：太史公范淳夫，太史公因筍寓意，作

詩為貽，有所謂：「一枝未許塵鞍掛…君王玉食願時供。」李廌即和之，寓自興之意，

且述相知之情：「…他日要令高士愛，不應常共宰夫供。」其後又有秦少游之和：「…論

羹未愧蓴千里…滿苞時賴故人供。」40——整個贈酬和詩，無論滋味、寓意的分餉，都

從始贈者董耘轉移到了第三者，甚至第四者的和酬上。再者，如唐庚（1071-1121）〈郡

人獻筍，守以分餉邵寮而吏獨見遺，守知之命追賜焉，蓋不出既久而人忘之也，因成一

篇〉一首，雖然詩中表達「自知吾免矣…相對一笑莞」自寬之意，然而所謂：「出少顏

面生，未熟城市眼。爭席人相忘，饋肉禮非簡。」詩人對於「不出既久而人忘之」的處

境，畢竟不免感慨。41可見分餉轉贈之間，還隱含了人際關係的疏離與否。 

                                                 
38 詩句見《全宋詩》：梅堯臣〈楊公懿得穎人惠糟鮊分餉井遺楊叔恬〉5/249/2981、范純仁〈梁貺之惠

酒，分餉張伯常朝議〉11/621/7407、韋驤〈謝中書張侍郎分惠賜冰〉13/727/8421。 
39 梅堯臣〈北州人有致達頭魚于永叔者素未聞其名蓋海魚，分以為遺，聊知異物耳，因感而成詠〉，

《全宋詩》 5/260/3321；其後歐陽脩還有〈奉答聖俞達頭魚之作〉一詩答之，《全宋詩》

6/289/3654。 
40 李廌〈友人董耘饋長沙貓筍廌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為貺，因筍寓意且以為贈耳，廌即和之亦

以寓自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全宋詩》20/103/13629。此「長沙貓笋唱和詩」，又見李廌，

《師友談記》，孔凡禮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15。 
41 唐庚〈郡人獻筍，守以分餉邵寮而吏獨見遺，守知之命追賜焉，蓋不出既久而人忘之也，因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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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贈饋活動的滋味交流中，還有另類的第三者，如蘇頌（1020-1101）奉杜太

傅之示所作的〈太傅相公以梅聖俞寄和建茶詩垂示，俾次前鈞〉一詩，42至於蘇頌自己

也曾經次韻過李公擇送龍團茶給黃庭堅的詩，以及李公擇謝黃庭堅轉贈文潞公密雲小田

的詩，43並且還特別注明：「魯直，公擇之甥」，44因此黃庭堅又謝詩曰：「不待烹茶喚睡

回，天官兩宰和詩來」；45又如王安石次韻吴正仲得故人寄蟹之謝詩，所謂：「故自有仁

政，能傳家世聲。」當時吴正仲遭謫官，故王安石藉此表達宦旅相持之意；46而蘇軾在

海南的〈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詩贈，錄呈廣倅蕭大夫〉一詩，則欲將近況同時告知另一友

人，故一詩二呈；此外，如趙鼎臣：〈方時敏以茶餉李蕭遠，因作詩止茶，其弟元若允

迪聞之，謂茶不可止，和其詩復以茶二餅寄其兄，三子皆余所善也，時敏既止茶不當復

仇允迪之餉，而蕭遠巍然亦不得以獨饗也，故次其韻以請二子〉、〈既和時敏止茶詩矣而

允迪所餉猶未及請，再次韵求之〉、〈允迪和詩，吝茶弗出而約以棋取之，再次韵〉三

首，乃源於方時敏三兄弟止茶、贈茶一事，而趙鼎臣因「三子皆余所善」，遂自次其

韻，表達己見。這些物與詩的輾轉贈和，從賓主雙方擴及第三者、乃至第四者，不只是

滋味的交流分餉，也是交誼網絡的再次建構，及文學群體的繫聯與擴張；而贈饋活動中

溢出的第三者，不只是北宋贈饋活動所出現的特殊現象，也見證了當時文人饋酬風氣的

興盛與蓬勃。 

前述，食物不若器物或藝術品之便於等值取換，然而有名的詩人——如蘇軾的詩文

作品，卻是當時人所爭相牟取、典藏的，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說蘇軾：「…其簡筆才

落手，即為人藏去，有得真跡者，重于珠玉。」47而文人因贈饋必酬之以詩，因而透過

日常的飲食贈饋，產生了另類的交換，趙令畤〈侯鯖錄〉則載韓宗儒以蘇軾簡換羊肉的

故事： 

                                                                                                                                        
篇〉，《全宋詩》23/1324/15029。 

42 蘇頌〈太傅（杜）相公以梅聖俞寄和建茶詩垂示俾次前鈞〉，《全宋詩》10/524/6352。 

43 見蘇頌〈次韻李公擇送新賜龍團與黃學士三絕句〉、〈次韻李公擇謝黃學士惠文潞公所送密雲小田一

絶〉二首，《全宋詩》10/529/6402。 
44 見蘇頌〈次韻李公擇謝黃學士惠文潞公所送密雲小田一絕〉：「小團品外眾茶魁，宅相分從宰相來」

句下注，《全宋詩》10/529/6402。 

45 黃庭堅〈吏部蘇尚書右選胡侍郎皆和鄙句，次韻道謝〉，《全宋詩》17/1013/11566。 
46 王安石〈吴正仲謫官得故人寄蟹以詩謝之，余次其韵〉，《全宋詩》10/553/6599。 
47 北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呂友仁點校（北京：新華書局，1997）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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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為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換洋肉十

數斤可名二丈書為為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院…宗儒日作數簡，

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48 

這些雖是玩笑語，卻透露了食物與詩文贈酬關係的顛倒互涉，使得飲食饋酬產生了「醉

翁之意不在酒」的有趣現象。他如元祐六年，蘇軾在穎州，歐陽季默送了二丸油煙墨，

蘇軾因作〈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戲作小詩〉酬之，歐陽季默得詩

後，第二天又送來了二十斤重的大魚，再次求詩，此蘇軾〈明日復以大魚為饋，重二十

斤，且求詩 ，故復戲之〉一詩所由，49顯然蘇軾頗知對方送大魚的意思；後來趙景貺

以詩求東齋榜銘，蘇軾遂反「求分一壺作潤筆」，而曰：「我老書益放，筆落座驚掣。欲

求東齋銘，要飲西湖雪。長瓶分未到，小硯乾欲裂。不似淳于髠，一石要燭滅。」50雖

然蘇軾拿淳于髠相比，戲謔自己求索之微，事實上他是頗知道自己詩文價值的。蘇軾以

詩求分壺為潤筆，趙鼎臣也應友人楊時可的要求，以詩償酒，因此〈余嘗假酒於楊時

可，既而償之，時可不受，因以詩見餉，次其韵〉中云：「家雖有酒不自持，橫來澆我

談天口」51，對楊時可來說，與趙鼎臣多一回詩歌往來，恐怕才是最快樂的。 

無論以食求詩、以詩求食，所謂：「我歌短章持報辱，恐子詩成費追逐。好音佳惠

不敢虛，寄以離騷三十六。」52飲食的贈饋酬答，形成文人日常往來的一種對話方式與

習慣，這是詩與食循環流動的結果，這也說明了食與詩在文人宴集以外的另類交遊方式

與關係的開展；而無論兼具書信作用的日常候問與交誼往返，絕甘分珍的食味分享，或

抒發情志的嘲謔表述，乃至於「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饋贈等，我們看到一種投桃報李的

生活美學，及其所展現的、一種「從不停下來」的禮物美學，較之前代，北宋文人的飲

食饋酬及其詩與食的流動關係，顯然複雜多了。 

                                                 
48 北宋．趙令畤，《侯鯖錄》，孔凡禮點校（北京：新華書局，唐宋筆記史料叢刊，2002）頁 51。 
49 以上二詩，《全宋詩》14/817/9451。 
50 蘇軾〈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全宋詩》

14/817/9458。 

51 趙鼎臣〈余嘗假酒於楊時可，既而償之，時可不受，因以詩見餉次其韵〉，《全宋詩》

22/1310/14884。 
52 王洋〈又謝丁執中寄黃龍菜〉，《全宋詩》30/1687/18959。 



北宋飲食饋酬詩的主題情調與戲謔意涵 

 ．159．

（三）食味、詩味與人生滋味的相契感發 

本來以味論食即是繫連以味論詩的中心環節，如法國米雪．珍妮瑞特在《言文的饗

宴》所說的：「詞語和食物在同歡的場景下結合為一體，它產生了一種獨特的時刻，讓

思想與感官彼此擴大…重新調整吃東西的嘴和說話的嘴的相互依存關係。」53北宋以

來，詩人對食品熱烈描述與鑑賞，使得詩味論得到長足發展，成為宋代重要的詩學理

論，54而飲食的贈酬往來，則更促發了食味與詩味的互涉與流動。 

蓋食物涉及地理節候，許多奇食異味往往先透過文人輾轉贈饋、品嚐而流傳開來，

如蘇軾將筍轉送友人所說的：「庖人應未識，旅人眼先明…送與江南客，燒煮配香杭」，

55換言之，滋味的分餉需要知音。此文彥博（1006-1097）收到呂大忠的咸陽水梨而餉以

太原鳳棲梨曰：「非報也，欲校其味耳」；56李廌轉贈董耘所饋長沙貓筍予太史公，又承

太史公酬贈之意而和之，可見兩人對於筍的滋味，可能比原贈者有更多共同的感受；57

王洋的〈谹父得洞庭柑，分送往往難遇賞者，因成小詩〉亦然；58由是，透過「口有同

嗜」的饋酬默契，知味與知音得到了初步契合。 

其次，文人在贈饋的同時，往往會喚起了對方影像，想像對方收到禮物的心情，預

期對方詩歌的回饋，因此食物的收受之間，也必須講求情感的平衡與契合，《演繁露續

集》曾記載晏殊以生鵝饗梅堯臣，受禮的梅堯臣，因為一籠生鵝不能馬上享用，在謝詩

                                                 
53 法國米雪．珍妮瑞特《言文的饗宴》，引見南方朔〈饗宴禮儀與文學的對話〉，收入焦桐、林永福主

編，《趕赴繁花盛放的宴饗──飲食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出版，1999）頁 8。 
54 張思齊，〈宋代的味論詩學與蘇軾的詩味追求〉，《齊魯學刊》，2（2001）：61-65。關於詩味說，歷來

論者極多，可參見陳應鸞，《詩味論》（成都：巴蜀書社，1996）；馬悅寧，〈論詩味理論的民族性〉，

《西北師大學報社科版》，36（1999.11）：50-53；揚子江，〈“詩味論”的蘊涵與嬗變〉，《北方論

叢》，166（2001）：78-82；何小庭，〈中國古代文論中的千古妙喻──以味喻詩〉，《北京聯合大學學

報》，3（1995）：80-87 等文。 
55 蘇軾〈送筍芍藥與公擇二首之一〉，《全宋詩》14/799/9253。 
56 文彥博〈蒙惠咸陽水梨，極佳快陶隱君謂梨為快果，太原鳳棲梨少許，納上，非報也，欲校其味

耳，呂大忠運使惠〉，《全宋詩》6/277/3537 
57 李廌〈友人董耘饋長沙貓筍廌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為貺，因筍寓意且以為贈耳，廌即和之亦

以寓自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全宋詩》20/103/13629。 
58 王洋〈谹父得洞庭柑，分送往往難遇賞者，因成小詩〉，《全宋詩》30/1690/1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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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稍露戲謔之意，導致晏殊不悅一事，59如牟斯所說：「一個送禮者送走的是他自己精

髓的一部分。」60晏殊將自己一部分（鵝）送了出去，梅堯臣卻酬以戲詩，難怪晏殊要

「得詩不悅」了，然而「一咀肥甘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興」61，晏殊之不悅，恐怕也

超乎梅堯臣的預料。如是從餽贈到酬答，在食與詩的交流中，雙方性格異趣已隱約可

見，這大概也是文學集團所以分群歸屬的因素。 

而食物的分餉帶著知音的探求，隨著饋酬的「對話」，也輾轉延伸到詩歌創作中，

如魏野（960-1020）〈謝喬職方惠山菜〉說：「五鼎減來為異味，一簞添出稱閑情。兒童

笑道真嘉饌，詩思因餐覺轉清。」62山蔬野菜的清淡，讓詩人吃出一番閑情，詩思也隨

之轉清。韓駒〈曹山老送筍蕨，與諸禪客同食戲成〉所謂：「蕨帶寒山醬，筍兼頭子

油。誰能知許味，一飽併無憂。」63則筍蕨滋味與無憂之心相映襯，這是他的「知

味」；李正民〈余君贈我以茶 僕答以酒〉說：「酒狂但酩酊，茶癖無咨嗟。古今二者皆

靈物，蕩滌肺腑無紛華。清風明月雅相得，君心自此思無邪」，64茶酒各以其不同之性

味，蕩滌肺腑，讓詩人心思無邪；相對的，因上書言災而遭降貶的李綱（1083-1140），

吃了友人寄來的石芝，因其味「初淡，中苦，已而發甘」，以致於知味者少，讓李綱想

到忠良苦口、至言逆耳的遭遇，所謂「中有至味難為言」，說的既是食味，也是人生滋

味，是「幽人贈我」的深意，也是他「感而賦詩」之動機所在。65 

除了一般食餚，茶的清新淡雅最與詩人追求平淡的詩思相和，然而所謂「却恨竟陵

                                                 
59 《演繁露續集》卷四：『晏丞相嘗籠生鵝饗梅堯臣，聖俞以詩謝之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

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丞相得詩不悅；其後有宣州司理者以鵝餉梅，蓋蒸而致之，故梅詩

曰：「昔年相國籠之贈，今日參軍餉以蒸，一咀肥甘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興。」』引見曾棗莊主

編，《中華大典‧宋文學部‧梅堯臣》（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 618。 
60 牟斯，《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頁 22。 
61 梅堯臣〈宣司理餉蒸鵝〉，《全宋詩》5/257/3163。 

62 魏野〈謝喬職方惠山菜〉，《全宋詩》2/79/903。 
63 韓駒〈曹山老送筍蕨與諸禪客同食戲成〉，《全宋詩》25/1442/16635。 
64 李正民〈余君贈我以茶 僕答以酒〉，《全宋詩》27/1538/17459。 
65 李綱〈得了翁書并寄石芝云其味初淡中苦已而發甘，鮮有此味者，感而賦詩〉：「…中有至味難為

言。豈惟食淡兼攻苦，嚼蠟茹荼多欲吐。清甘徐發齒頰間…幽人贈我意已深，一掬可比千黃金。世

間此味知者鮮，往往既吐還追尋。我欲持久獻君子，自古至言多逆耳。願於苦處辨忠良，若待迴甘

真晚矣。」《全宋詩》27/1551/1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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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品目，煩君粗鑒為嘗看」，66蓋茶味清淡，非知味者難以辨別品論，故黃庭堅〈今歲

官茶極妙而難為賞音者，戲作兩詩用前韻〉說：「雞蘇狗蝨難同味，懷取君恩歸去來…

知味者誰心已許，維摩雖默語如雷。」67詩人在乳花翻椀，響聲如雷的茶湯聲中，彷若

聽到了禪宗棒和，這是他品茶的感受；後來他送雙井給孔武仲（1041-1097，字常父）又

說：「…故持茗椀澆舌本，要聽六經如貫珠。心知韻勝舌知腴，何似寳雲與真如。」68

他將茶味融攝於禪意之中，使得茶味、禪味與本心默然相應；而孔武仲則酬曰：「…飲

罷清風生肘腋，吟成碧海登明珠。…多君藻思比華腴，新詩妙墨更如湖。」69顯然孔武

仲的期待是詩人飲了茶後，能滌蕩藻思，吟出一首首絕妙新詩。 

另一方面，茶的苦澀回甘也是文人遷貶生涯的投射，熙寧年間（1068-1077），蘇軾

到杭州，〈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讚美建茶性如君子，須「啜過始知真味永」，他還將各種

溪茶山茗比擬君子小人，因有譏世之意，故詩末曰：「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

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70「真味」與「詩味」互涉所形成的隱喻，

成為雙方的不可外傳的默契。後來他調任密州，〈和蔣夔寄茶〉回顧自己旅食生涯說

到：「…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謂我好尚如當年…人生

所遇無不可，南北啫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争蚩妍。」71此時，茶餅的

煎法變成家鄉的符碼，茶的滋味與人生甘苦互涉流動，鋪敘成曲折深致的酬答詠歎。到

了黃州，〈寄周安孺茶〉追溯自己喝茶的歷史，從早年「於茲事研討，至味識五六」，到

「如今老且嬾，細事百不欲」的「薄滋味」，他已不再講究茶的優劣了──茶味隨著人

生況味不斷轉移，而透過贈酬的自我表述，形成他詠茶的獨特詩味。 

飲食的贈酬大都是一種超越時空的、互不在場的對答，因此當書寫者開始提筆、閱

讀者開始展箋之際，一連串的「召喚在場」與「應對想像」便開始啟動；滋味與文思游

移往返於「在場」與「不在場」之間，於是雙方透過閱讀對方詩作，挑起飲食的經驗與

記憶；而食味與情志的互涉流動，不只達到滋味與文思的雙重建構，而交映出特殊的飲

                                                 
66 游師雄〈汲泉烹茶寄葉君康直〉，《全宋詩》15/843/9763。 
67 黃庭堅〈今歲官茶極妙而難為賞音者戲作兩詩用前韻〉，《全宋詩》17/1013/11566。 

68 黃庭堅〈以雙井茶送孔常父〉，《全宋詩》17/984/11359。 

69 孔武仲〈和黃魯直送茶二首〉，《全宋詩》15/881810270。 
70 蘇軾〈和錢安道寄惠建茶〉，《全宋詩》14/794/9192。 
71 蘇軾〈和蔣夔寄茶〉，《全宋詩》14/796/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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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情趣，促成宋代詩味論的發展；同時，透過滋味、詩味與人生況味的隱喻，往往形也

成文詩人情志之表述，這些都超越了禮物的日常倫理與一般社會性的稱報意義。 

四、反常合道的戲乞美學 

北宋饋酬詩中，以「戲」，無論「戲作」「戲贈」「戲乞」等為題眼者，都含有遊戲

的意味；北宋──尤其是蘇軾以後，戲題之詩愈來愈多，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乃至引起

後人「時把文章供戲謔，不知此體誤人多」的批評。72事實上，早自司馬遷作〈滑稽列

傳〉、劉勰《文心雕龍》討論「諧隱」以來，以詼諧、機智的語言文字為主要旨趣的

「遊戲／諧隱文學」便已存在，然而，「以文為戲」畢竟偏離了中國傳統嚴肅的文學

觀，因此魏晉時期，最早以諧謔筆調寫食物的束皙的〈餅賦〉，僅得到後來史家「文頗

鄙俗，時人薄之」的批評而已！73到了中唐，韓愈戲作〈毛穎傳〉，堅持文是可以為戲

的，74柳宗元也肯定〈毛穎傳〉的怪誕戲謔，正文學自娛娛人的功能，由是，遊戲性的

文學漸漸獲得文人的注目與接納；75中唐以後，以戲入題的詩漸次出現，杜甫、白居

易、李商隱等皆有所作。76至於北宋的饋酬戱作，一則是建立在當時文人對待生活的新

方式上，亦即一種追求閑樂的「易樂精神」，77也是吉川幸次郎所說的：「悲哀的揚棄」

78，這樣的人生態度表現在飲食上，成為物質文明與消費的先驅符碼──來自各地的新

奇食物、多元變化的烹飪技術與飲食情境所交融出來的各種感官經驗，轉變了文人「誡

                                                 
72 戴復古〈論詩十絕〉之二，《全宋詩》54/2819/33607；又元好問〈論詩〉亦曰「曲學虛荒小說欺，

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全宋詩》54/2819/33607。 
73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束皙傳》（台北：鼎文書局，1992 年影印新校版）卷 51 頁 1428。 
74 《詩經》：「善戲謔兮，不為虐兮」，《禮記》：「張而不弛，文武不能」，見韓愈〈答張籍書〉、〈重答張

籍書〉，收入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551 頁 5577-5578。 
75 柳宗元：「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參引

見楊明璋《敦煌文學中之諧隱研究》。 
76

 如杜甫〈戲作花卿歌〉、〈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白居易〈予與微之

老而無子，發於言歎著在詩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戲作二什一以相賀一以自嘲〉，李商隱〈東下三

旬苦于風土馬上戲作〉、〈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閑話〉，皎然〈戲作〉等等。 

77 關於北宋文人的易樂精神，參見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頁 144-161。 
78

 日．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台北：聯經出版社，1977），頁 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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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飲」的傳統食政觀，他們以純然的美感享受食物，體味各種新鮮愉悅的滋味──從團

體的宴饗唱酬、三五的公暇聚會、到個別的贈餽往來──此歐陽脩所謂：「言談之文，

亦所以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故其為言易而近……時發於奇怪，雜以詼諧笑謔，及其至

也，往往亦造于精微。夫君子之博取于人者，雖滑稽鄙俚猶或不離，而況于詩乎？」79

諧樂之詩夾雜著奇談怪論和謔笑詼嘲，既可以解悶忘倦，且出語輕易，體式多變而自成

風格，因此熊海英先生說：「好的諧樂詩作也可以達到精微之境，作為一種美學風格，

詼諧幽默是有價值的。」80 

另一方面，所謂的「趣」／詼諧戲謔，也建立在一種「反常合道」的詩學審美與人

生態度上。所謂「反常合道」，本出於蘇軾對柳宗元《漁翁》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

道為趣」的審美觀，81黃庭堅也說過：「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

詬於道，怒鄰罵坐之為也。…其發為訕謗侵陵，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是失

詩之旨。」 82黃庭堅將「呻吟調笑」的喜劇性美學質素引入了詩中，他自己以

「戲」為題的詩也有七十八首之多，因此說：「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臨了

須打諢，方是出場。」83以此，這些充滿了日常諧趣的報稱往來，無疑的淡化、消解

了文人對仕途艱難、人生如寄的苦澀，此所以周裕鍇先生討論蘇軾與黃庭堅的禪悅傾向

時，認為他們各自以不同的人生體會，以遊戲人間的態度，將人生虛幻與禪宗詼詭反常

                                                 
79 歐陽修〈禮部唱和詩序〉乃正月時，永叔權知禮部貢舉，韓絳、王珪、范鎮、梅摯同知，梅堯臣為

參詳官，相與唱和，集為《禮部唱和詩》所作。《居士集》41 卷 597 頁。 
80 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頁 76；又熊海英在討論北宋宴會的詩歌創作時，頗強調其娛樂功

能，他認為宋代雜體詩大盛大半是會集中的筆墨遊戲，在手法上諧謔之作都出於戲筆，詩的題材內

容比較世俗化、生活化，具有易樂風俗。頁 74-76。 
81 反常合道既是一種創作與審美的理論，也是一種人生態度；歷來闡釋論述極多，如近年：張東焱，

〈論反常合道——中國古典心理學研究〉，《文藝研究》6（1991）：63-70。王春翔，〈反常合道意義

初探〉，《固原師專學報社科版》23.2（2002）：63-70。鄧滿姣、王勁松，〈分限與解構——論文

學作品中的「無理而妙」〉，《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14.4（2006）：85-88。朱媛，〈從反常合道

的修辭手法看「奇趣」詩學觀〉，《現代語文》（2008）：46-47 等等。 
82 黃庭堅〈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引見蔣述卓等編，《宋代文藝理論集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0。）頁 342。 
83 見於宋．王直方：《王直方詩話》所引宋．曾慥《類說》，收錄於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臺北：

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1），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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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維方式結合在一起，84形成一種反常合道的調笑戲謔。所以然者，如熊海英所言：

由於中唐到五代以來國家權威的失墜和秩序的崩壞，士大夫群體開始尋找儒家學說作為

挽救社會的良方，到了宋朝，儒家之道復興，士大夫文人群體因為明道義守節操而思想

境界超出一般世俗之人，此蘇軾所謂：「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慣心肝，忠義填骨髓，

直須談笑于死生之際……」85，黃庭堅則為諸弟子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為，惟不可

俗……視其平居，無以異于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86 

換言之，當理性的思辨無法詮釋或對抗、消解「道」（政治道德與理想）與「勢」

（政治現實與處境）之間的對立衝突時，詩人既不能以理性的邏輯分析來伸張其道，亦

不願消聲而妥協於勢，於是採取一種「反常合道」的嬉謔式的態度面對之。尤其北宋自

元祐以後，文人因黨爭而屢遭遷貶迫害，在自我保護的意識不斷增強，而努力走向超越

的精神意向下，87因此調笑戲謔反而成為一種反常合道的生命哲學，反映在飲食生活

上，則食物越匱乏，愈能調笑自若，詩意與食趣由是而生；這不只是一種詩歌創作的內

在藝術機制，也隱含北宋士人對政治倫理與個人道德的高度期許。 

以下就饋贈的各種諧謔戲味與問乞的餽贈往來，觀察北宋文人如何將戲乞的趣味與

反常合道的生活美學點滴在飲食饋酬中。 

（一）饋與酬的諧謔趣味 

宋代是中國文學創作與審美範疇的發展歷史中，「趣」的成型期，88而最早以

「趣」評詩，也是第一個大量將平凡的飲食生活帶入詩的創作領域中的，則是梅堯臣，

                                                 
84 周裕鍇：〈夢幻與真如──蘇軾與黃庭堅的禪悅傾向與其詩歌意象之關係〉，文學遺產，3（2001）：

69-143。 
85 蘇軾〈與李公擇〉，顧之川校點《蘇軾文集‧酬答書啟文》（長沙：岳麓書社，2000）頁 398。 
86 黃庭堅〈書嵇叔夜詩與侄榎〉，劉琳等編《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頁

1526。參見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頁 136。 
87 錢建狀、尚永亮：〈貶謫文化在北宋的演進及其文學影響──以元祐貶謫文人群體為論述中心〉，四

川大學主辦，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10。 
88 關於宋人趣的審美意涵，歷來所論甚多，可參見胡建次〈中國古代文論「趣」範疇研究〉，博士論

文，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2004.04。近則周甲辰：〈趣：鮮活的審美吸引力〉，江蘇科技

大學學報社科版，9：1（2009.03）：89-9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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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他的饋酬詩中便有不少充滿戲謔之作。 

如〈病癰在告，韓仲文贈烏賊觜、生醅醬、蛤蜊醬，因筆戲答〉，詩中說自己病中

接獲家鄉來的海產製品，明知不能食，卻忍不住貪饞的景況90；〈魏文以予病渴，贈薏

苡二叢植庭下，走筆戲謝〉則在感謝之餘，反言魏文因懼怕薏苡變為野葛才送來的；91

〈依韻和正仲寄酒因戲之〉乃繼〈嘗正仲所遺撥醅〉所作，調侃正仲之酒所以美，乃偷

自王九清淮所傳；92〈正仲答云鱟醬乃是毛魚，走筆戲之〉一首，因正仲誤以毛魚為鱟

子，二者價不同，故梅堯臣戲之曰：「若論鮆子無從著，寃氣衝喉未可知」；93此外，如

〈合流曹光道惠鉅李，知其炎酷中有此味，亦可樂也，輒以詩寄〉、〈贈裴直講水梨二

顆，言太尠，答吳柑三顆以為多，走筆呈之〉、〈前以甘子詩酬行之，既食乃綠橘也，頃

年襄陽人遺甘予，辨是綠橘，今反自笑之〉……這些瑣碎的贈酬事件，經過梅堯臣一幕

幕放大檢視，反而充滿了細節的樂趣，可以說梅堯臣將飲食贈饋從禮的報稱酬答，轉向

了日常情趣。 

飲食饋酬的趣味，除了表現在事件本身，也隱藏在食物與收受之間的共鳴與互動，

蘇軾的飲食饋酬便特別喜歡這種「戲作小詩君一笑」94的自娛娛人，由於蘇軾當時在詩

文書畫享有盛名，往往「其簡筆才落手，即為人藏去，有得真跡者，重于珠玉」，95因

此不少人藉贈酬得其詩，蘇軾也樂於從之，如元祐六年蘇軾在杭州時，歐陽季默他送油

煙墨二丸，得到一首戲詩後，第二天又送來重二十斤的大魚，且堂而皇之的求詩，於是

蘇軾以東方朔自嘲，再作一首戲詩96，雙方一來一往，都達到了收授的目的與樂趣；後

                                                 
89 梅堯臣與余靖、司馬光是宋人中最早以「趣」評詩者，如梅堯臣〈林和靖先生詩集序〉中，以「知

趣尚博遠」評林逋詩；關於「趣」在中國古代文論中的發展等，參見胡建次〈中國古代文論「趣」

範疇研究〉頁 7。 

90 梅堯臣〈病癰在告韓仲文贈烏賊觜生醅醬蛤蜊醬因筆戲答〉：「雖然苦病癰，饞吻未能忌」，《全宋

詩》5/247/2893。  
91 梅堯臣〈魏文以予病渴贈薏苡二叢植庭下走筆戲謝〉：「安知惡已者，不願變野葛。」《全宋詩》

5/247/2894。 
92 梅堯臣〈依韻和正仲寄酒因戲之〉，《全宋詩》5/255/3103。 
93 梅堯臣〈正仲答云鱟醬，乃是毛魚 走筆戲之〉，《全宋詩》5/255/3103。 
94 蘇軾〈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茶〉，《全宋詩》4/815/9428。 

95 北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才識》（北京：新華書局 1997）頁 42。 
96 參見蘇軾〈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戲作小詩〉、〈明月復以大魚為饋，重二十斤，且求

詩，故復戲之〉二首，《全宋詩》14/817/9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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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在穎州時，趙景貺來求詩，蘇軾聽說京都寄了酒來，於是求分一壺作潤筆，而戲詩

曰：「長瓶分未到，小硯乾欲裂。不似淳于髠，一石要燭滅。」97蘇軾將長瓶與小硯，

自己與淳于髠作了戲謔的對比，讓人好笑。此外，他參禪卻不泥於禪，有一次參寥送楊

梅來時，他想到當時產楊梅著名的金家老嫗與禪宗公案中的婆子，而戲稱參寥「不是老

婆禪」，98諸如此類，蘇軾易樂的生活態度，不只在嘲謔自己，也娛悅了別人。 

如果說梅堯臣的贈酬戲味在於事件本身，蘇軾的戲味偏向人的互動，那麼若黃庭堅

者，便善於以食物的滋味帶動食興，而形成的一種輕鬆、戲謔的飲食氛圍與話題。如

〈以小團龍及半挺贈无咎，并詩用前韻為戲〉一長篇，他笑稱茶之珍貴可以「澆君磊隗

胸」，抒解鬱氣，使晁无咎免於「鬢毛雪相似」，最後勸晁无咎棄酒就茶99，透過此詩，

我們幾乎可以勾勒出詩人飲茶的快意姿態。而〈便糶王丞送碧香酒，用子瞻韻戲贈郭彥

能〉以反襯法讚美碧香酒形色香味，以致於他必須「重門著關」，以免「惡客來仇餉」

100。另外，他有四首贈晁深道消梅的戲作，其中以「相如病渴應須此，莫與文君蹙遠

山」來形容消梅的酸，既誇張又具體而生動，最後是「渴夢和江起解顏，詩成有味齒牙

間」101，黃庭堅將消梅的味覺感受，寫得層遞有韻，竟使得這個「北客未嘗眉自顰，南

人誇說齒生津」的消梅在北京大大流行。此外，在〈戲和于寺丞乞王醇老米〉中，他舉

東方朔待詔公車與杜甫掘黃獨充飢的故事，來調侃朋友：「文人古來例寒餓，安得野蠶

繭天雨粟。」102；〈謝榮緒割麞見貽二首〉調侃自己復葷酒後的感受是：「果然口腹為災

怪，夢去呼鷹雪打圍」；103而〈謝何十三送蟹〉、〈又借答送蟹韻并戲小何〉、〈代二螯

嘲〉、〈又借前韻見意〉四首，則描寫蟹可笑的形貌與滋味，其中擬代螃蟹發言，嘲笑龜

蛤已不堪「把酒對西山」，104充滿驕傲與自大，像一則生動的故事；如是，以一個沉靜

                                                 
97 蘇軾〈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全宋詩》

14/817/9458。 
98 蘇軾〈參寥惠楊梅〉（外集梅後有戲贈二字）：「新居未換一根椽，只有楊梅不值錢。莫共金家鬬甘

苦，參寥不是老婆禪」，《全宋詩》14/830/9601。 
99 黃庭堅〈以小團龍及半挺贈无咎，并詩用前韻為戲〉，《全宋詩》17/980/1133。 

100 黃庭堅〈便糶王丞送碧香酒，用子瞻韻，戲贈郭彥能〉，《全宋詩》17/981/11343。 

101 黃庭堅〈戲答晁深道乞消梅二首〉、〈以梅餽晁深道戲贈二首〉，《全宋詩》17/989/11388。 

102 黃庭堅〈戲和于寺丞乞王醇老米〉17/1011/11552。 
103 黃庭堅〈謝榮緒割麞見貽二首〉，《全宋詩》17/997/11435。 
104 以上：黃庭堅〈謝何十三送蟹〉、〈代二螯嘲〉、〈又借前韻見意〉，《全宋詩》17/995/1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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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若的他者，黃庭堅將「呻吟調笑」帶入食的滋味體驗中，形成了他的贈酬戲味。 

大抵而言，北宋文人易樂的精神與自嘲的幽默，使得贈餽活動充滿了各式形貌與諧

趣，如孔平仲〈元豐四年十二月大雪邵侯送酒〉，將得酒前陰霾的氣候，乃至「飢腸及

午尚未飯，更搜詩句無乃勞」的無聊心緒，和喝了酒後「兩頰生春紅勝桃」、「醉眼瞢騰

視天地」的陶然心境作對比，彷彿一篇充滿諧謔的生活小品。105若文同（1018-1079）

〈子平寄惠希夷陳先生服唐福山藥方，因戲作雜言謝之〉、李復（1052-？）〈戲謝漕食豆

粥〉、李綱〈客有餽玉面狸者戲賦此詩〉等長篇戲作，或考察食產的地理特色、典事傳

說，或詳述生態形色，乃至烹調滋味等，若為食物立傳，頗有韓愈毛穎傳的趣味。106 

至於北宋後期，國事飄搖、仕途維艱，文人們更以一種反向的戲謔，表達絕甘分

珍、相濡以沫的情感思維。謝逸（1068-1112）〈謝吳迪吉以麻源桃實法製黃精見遺〉以

極誇張的筆法，表達對友人贈物的欣喜與珍貴，所謂：「居首富兒門，肉食亦不飽。北

堂老髮垂，喜懼我心攪。瘦妻首飛蓬，敢謂美而佼。婦姑宵不寐，清餓常至卯。幸賴親

友人，饋送亦稍稍。」107而李光（1078-1159）〈吳德永遠寄乾栗五百顆，荷其厚意，戲

作長句謝之〉先幽默的表示自己「容貌雖衰齒尚堅」，再以「感君特地貽乾栗，知我猶

能咬石蓮」點出原來友人「所寄栗硬如鐵石，煮終不軟」；108同樣的，鄭剛中（1088-

1154）面臨無米之炊，友人正好送來荔枝，不料荔子雨久而酸，於是詩人想著：若能像

仙人一樣，將荔子變成米，那有多好？所謂：「安得仙人練丹竈，試將紅玉甑中炊。」

109——像這樣打破常規的反向思維，為詩人抒發細微情感找到了途徑，它賦予日常事務

新奇的魅力，也讓讀者留下無窮的回味。110 

                                                 
105  孔平仲〈元豐四年十二月大雪邵侯送酒〉16/923/10820，又孔平仲生卒年不詳。 
106 文同〈子平寄惠希夷陳先生服唐福山藥方，因戲作雜言謝之〉8/442/5393、李復〈戲謝漕食豆粥〉

19/1097/12448，李綱〈客有餽玉面狸者戲賦此詩〉27/1560/17717。 

107 謝逸〈謝吳迪吉以麻源桃實法製黃精見遺〉，《全宋詩》22/1303/14814。 
108 李光〈吳德永遠寄乾栗五百顆，荷其厚意，戲作長句謝之〉，又其詩後自注：「來書言僕筆力不異往

年，乃深究仙經道錄之效，因以為戲。所寄栗硬如鐵石，煮終不軟。」《全宋詩》25/1425/16434。 
109 鄭剛中〈數日相識多以荔子分惠，荔子雨久而酸，予方絕糧，日買米而炊，戲成二十八言〉，《全宋

詩》30/1696/19103。 
110 參見王春翔：〈反常合道意義初探〉，固原師專學報社科版，23：2（2002.03）：61-62。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168．

（二）贈而未達的嘲戲 

宋人雖肯定、承認物質的重要，卻同樣強調不泥於物，如蘇軾所謂的：「君子可以

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

于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111因此他們也欣賞一種贈而未達、許而

不至的樂趣。最著名的便是蘇軾的〈戲答佛印〉，佛印燒肉的辛勤與被偷的意外，造成

一種情境的反差，反而讓人好笑，所以蘇軾得知後調侃他：「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

苦為誰甜。」112蓋饋酬的活動本來是在繫連與建構人際網絡關係，而饋酬的樂趣也在於

人我的情感互動，因此能否吃得到便不見得那麼重要了。 

有時路途顛簸遙遠，或訊息未能即時通達，食物的贈送過程中，很容易有失誤；蘇

軾在惠州時，生活艱困，賴廣州太守章質夫「月饋酒六壺」，113有一次卻「書至而酒不

達」，於是蘇軾「戱作小詩問之」，他以淵明自比，描述他掃軒、洗杯，高興的期待酒

來，不料送酒的小吏跌了跤，摔破了酒瓶，六瓶酒「化為烏有一先生」，讓他「空煩左

手持新蟹」，最候只好「漫繞東籬嗅落英」114這樣的情致，感染了後來的文人，彭汝礪

（1042-1095）〈答毛提舉惠新酒雞頭，依韵奉寄，幸一笑〉，寫毛正仲寄了酒與雞頭到南

陽給他，不料他已回襄陽，最後只收到了書信，因此彭汝礪笑稱是：「齊鵠順風飛上

天，空籠遂至扣猶全」，因為酒與雞頭皆不見，他最後只能畫餅充飢，想像「琥珀千鍾

滿」、「珠璣一樣圓」的美好滋味。115至於沈興求（1086-1137）則學蘇軾調侃友人，〈次

律兄餉魚，魚不至而詩至，頗類南海使君送酒，輒成三絕，一笑而已，賜茗少分以報厚

意〉說：「憑虛公子騎鯨後，烏有先生控鯉初。可是凡魚亦仙去，空餘一紙腹中書。」

即使如此，他還是期待著叩門聲，可惜「只有珠璣落窗几，空教口角墮饞涎。」116 

                                                 
111 《中國美學資料選編上》頁 33，轉引自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頁 149-150。 
112  蘇軾〈戲答佛印〉，《全宋詩》14/831/9628。 
113  參見清．馮應榴《蘇軾詩集合注》〈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詩題下所引陳師

道《談叢》：「東坡居惠，廣守月饋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卷 39 頁 2043。 
114 蘇軾〈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全宋詩》14/822/9524。 
115 彭汝礪〈答毛提舉惠新酒雞頭，依韵奉寄，幸一笑〉，《全宋詩》16/900/10547。 
116 沈興求〈次律兄餉魚，魚不至而詩至，頗類南海使君送酒，輒成三絕，一笑而已，賜茗少分以報厚

意〉，《全宋詩》29/1677/1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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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一種「許而未到」的情形，如黃庭堅〈陽從道許寄金橘以詩督之〉一

詩，蓋時以入秋，是金橘成熟時，而答應寄金橘來的友人卻依然無消息，因此黃庭堅作

詩催他：「霜枝搖落黃金彈，許送筠籠殊未來。」117又，〈張仲謨許送河鯉未至，戲督以

詩〉亦然，詩人描述春天到了，春酒已成，蓴菜已熟，唯「霜鱗未貫柳條來」，於是他

進一步推測：「日晴魚網應曾曬，風軟河冰必暫開」，總之，這時鯉魚應該要送來了…

118。又如周紫芝〈劉主簿許餉苦筍未至〉，同樣的提醒答應送苦筍的友人：「苦竹岡頭竹

似雲，劉郎何事不揮斤？」並且表明：「且看分筍不論斤」只要有筍下箸，多少都無

妨。119他的〈子紹許分雙井茶未至〉說自己急需雙井茶，以免：「睡眼昏昏睡不開，可

憐辜負小窗梅。」120 

以上等等，無論未達的情況如何？原因為何？本來都應該是一種負面的訊息，然而

詩人卻翻轉情境，把它當成可以戲謔玩笑的生活樂趣，或調侃，或督促，或自嘲，反而

顯現出一種鮮活的奇想與衝突的樂趣，而造成寓含深意的情感思維，這正是所謂「反常

合道」的藝術筆法與智慧表現。 

（三）反客為主的求贈戲乞 

王水照先生曾指出在社會安定繁榮，生活境遇得到改善的條件下，宋代士人「不僅

僅停留在精神性的理想人格的崇奉和內心世界的探索上，而同時進入世俗生活的體驗和

官能感受的追求，提高豐富生活的質量與內容。」121因之，無論飢貧與否，他們通常不

諱言自己對物質的需求與喜愛，在食與詩的交際往來中反客為主，從被動的接受轉而主

動的求索，於是所謂求贈、求乞、戲乞的詩也多了起來。 

如李之儀紹聖四年（1097）罷為原州通判，原州傅家有醋聞名，有一次傅子淵送了

一罌「瀲灧香馥郁」的薺醋給他，讓病衰的詩人食興大增，只憂心食盡而無可續，甚至

不能記下做醋之法而空自嗟嘆，122由於念念不忘，後來聽說傳家有消暑的冷淘醋，於是

                                                 
117 黃庭堅〈陽從道許寄金橘以詩督之〉，《全宋詩》17/1011/11548。 

118 黃庭堅〈張仲謨許送河鯉未至，戲督以詩〉，《全宋詩》17/1021/11667。 

119 周紫芝〈劉主簿許餉苦筍未至〉，《全宋詩》26/1519/17282。 
120 周紫芝〈子紹許分雙井茶未至〉，《全宋詩》26/1526/17350。 
121 引自熊海英《北宋文人集會與詩歌》頁 149。 
122 李之儀〈謝傅子淵惠薺醋〉，《全宋詩》17/964/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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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不急待問求之，〈問傳子淵求冷淘醋〉一詩中先以誇張的筆法描述傅家調製冷淘醋麵

的盛況：「君不見東林木魚催萬指，巾鉢紛紛似流水。銀絲百遍連夜具，大解行虀如酒

醴。又不見親賢宅中午睡足，花簇春羔衒紅綠。一窩隨首髮猶粗，妖冶均啁笑相續。」

如銀絲般的「冷淘」（涼麵），加上酒醴而成的醋，再和以「研乳磨薑搗椒薤」，清涼淡

爽的滋味，讓人感受不到邊域的暑氣，彷若置身廬山間；不僅如此，此醋還可以去葷

羶、醃薝蔔，難怪李之儀愛不釋口而急欲「且向箇中求一則」了。123又如仕途起伏、歷

經南烹北食的葛勝仲（1072-1144），對於海邦珍品「鰒魚」極嗜愛之，〈從人求鰒魚〉說

鰒魚洗淨後用薑桂煎調而食，有「視書已覺明病眼，點酒偏能醒醉魄」之效；他更開玩

笑的表示：要像當年的褚彥回一樣，即使貧薄，得了鰒魚，還是千萬錢都不賣，何況有

了鰒魚，好食痂的南朝劉穆之便不必鞭僕榜吏了。124而好食蟹的張耒（1054-1114），

125在九月霜落的季節，想起了漣水如黃金般沉重閃亮，螫肥肉白的螃蟹，於是〈寄文剛

求蟹〉向友人發出：「苦乏西來使，何緣至洛陽？」的渴望與催促。 

黃庭堅因家鄉以雙井聞名，常常應他人索求，如〈答黃冕仲索煎隻井并簡揚休〉，

詩中描述「寒泉湯鼎聽松風，夜堂朱墨小燈籠」的品茶風雅，最後笑稱自己沒有「纖纖

來奉椀」，只好「惟倚新詩可傳本」，126相對於茶的清淡風雅，酒滋味濃烈，所謂：「欲

醉則飲酒，欲醒則烹茶。酒狂但酩酊，茶癖無咨嗟。」127就張顯性情、帶動戲謔氣氛來

說，茶的風雅畢竟不如酒，因此在贈饋活動中，酒的乞索反而別有趣味。如邵雍（1101-

1077）〈問人丐酒〉說自己雖「百病筋骸一老身」，還是愛酒，然因「市沽酒味難醇美，

長負襟懷一片春」所以必須求人家釀128。沈遼（1032-1085）答〈泰叔求桂漿〉敘說初

得越人遠寄的桂花酒，香氣醺鼻，急忙遣小奴分送客，卻發現「夜來己敗不堪嘗」一

                                                 
123 李之儀〈問（聞）傳子淵求冷淘醋〉，《全宋詩》17/965/11236。 

124 葛勝仲〈從人求鰒魚〉24/1364/15621。又，鰒魚即鮑魚。關於褚彥回、劉穆之事，參見清．馮應榴

輯注，《蘇軾詩集合注》卷 26「鰒魚行」引《南史．褚彥回傳》與《世說．劉邕》（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1.06）頁 1321。 

125 張耒〈寄文剛求蟹〉，《全宋詩》20/1184/13391。《宋人軼事彙編》卷十三引《梁谿漫志》之載：「張

文潛好食蟹，晚年苦風痹，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貯巨桮而食之。」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頁 608。 
126 黃庭堅〈答黃冕仲索煎隻井并簡揚休〉，《全宋詩》17/986/11371。 

127 李正民〈余君贈我以茶，僕答以酒〉，《全宋詩》27/1538/17459。 
128 邵雍〈問人丐酒〉，《全宋詩》7/364/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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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129而好酒人人愛，即使僅能濕飲的蘇軾亦然，元祐六年，蘇軾在穎州，聽聞京都寄

了酒給趙景貺，第二天馬上藉潤筆之由，「求分一壺」；130張耒也有一首向孫志康催問家

釀的詩，他表示雖然市有旗亭，官亦有酒壚，然而「薄乃捩齒酸，一滴不可沽」，詩人

聽說孫志康家釀得異人密傳，且「前日聞吉語，糴米已在途」，因此迫不急待「作詩以

訊之」。131他如黃庭堅〈次韵答秦少章乞酒〉、張耒〈寄曼叔求酒〉、晁說之〈乞酒〉、趙

鼎臣〈猶子奕來乞酒，戲以詩餉之〉等，無論「玉瓶未至涎已流，想見豔瀲浮金甌」，

或「頗憐陶令徒全美，只肯丁寧乞食言」等等，132詩人述酒味、說酒事、敘酒情，各有

其因緣渴望與自嘲的諧趣。 

然而，另一方面，自陶淵明以「乞食」為題，高唱：「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

之？」後，「乞食」一事也不斷引起後人議論，蓋古人不食嗟來食，何況淵明的叩門而

乞？於是唐代詩人王維批評他：「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

小，不鞭其後之累也。」133然而，文人因亂離、不遇而遭飢貧者，比比皆是，如避亂秦

蜀，掘黃燭、撿橡實的杜甫，雖然有「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的幽默，134到了途窮

計拙，還是發出了：「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百憂集行〉）之聲，委曲憂

悶之情，也不免躍然紙上。至於北宋，文人對於乞食一事則有不同的看法，蘇軾說淵

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之口頰也，哀哉哀哉！非獨余哀之，舉世

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可相待，此士所以窮也。」頗有悲

涼、同理之慨，他更認為〈乞食詩〉流露了淵明性情之真：「淵明飢則扣門而乞食，飽

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135黃庭堅〈樂貧齋詩〉亦有：「飢來或乞食，

有道無不可」的想法；雖然葛立方認為「杜之貧甚於陶，而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也。」然

                                                 
129 沈遼〈泰叔求桂漿〉，《全宋詩》12/717/8268。 

130 蘇軾〈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全宋詩》

14/817/9458。 
131 張耒〈孫志康許為南釀，前日已聞糴米，欣然作詩以問之〉，《全宋詩》20/1160/13088。 
132 二句《全宋詩》：張耒〈寄曼叔求酒〉20/1163/13122，晁說之〈乞酒〉21/1210/13762。 
133 王維〈與魏居士書〉，參引見張文桓：〈關於陶淵明乞食詩中乞食行為的考證〉，《九江學院學報社科

版》3（2006）：1-6。 
134 杜甫〈空囊〉：「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全唐詩》卷 225_75 
135 以上蘇軾〈書淵明乞食詩後〉、〈書李簡夫詩集後〉，顧之川校點，《蘇軾文集．序跋送別文》（江西：

岳麓書社，2000）頁 79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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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山谷卻說：「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過青草湖〉），可見宋人對待飢貧的處境

頗為豁達，亦不以索乞為愧；136由是，北宋饋酬詩中所謂的貸乞索求，雖承淵貧乞之

姿，然而更多是超越貧乞之實，展現個人與時代獨特之姿──一種反常合道的審美趣味

生命哲學。 

北宋第一個公認貧窮、領會淵明貧乞滋味而見於言語的詩人，是「筐篋成書莫知

數，田園生計獨無錢」的梅堯臣。137梅堯臣雖不見直接乞食之題，卻有不少答謝別人贈

貸的詩，〈持國遺食〉說：「乞食非為貧，妻病妾且死…遺我我所恤，食我我所恥。我恥

曾我求，我恤寧我止…漂母殊下鄉，為惠得終始。」138可見他對於「乞食」或受贈，有

一定的堅持與看法：其一，不能因於自身享樂的需求——蓋不同於美食佳餚的滋味享

受，米糧的收授惠乞，往往意味著生活的急刻匱乏；其次，還要講究與相贈者「漂母」

相知的情誼關係。因此，在〈杜梃之新得和州，將出京，遺予薪芻豆〉中，梅堯臣先將

自己的貧困，與東方朔、韓信、陶潛等人相提，繼而表達對歐陽脩、杜梃之二人先後贈

糧的感激：「前時永叔寄秉粟，一秋已免憂朝昏。今君益之薪與菽，老馬病骨生精

魂。」最後再次強調杜梃之的贈遺是「均於朋契惟義惇」139，詩人雖匱乏，卻常常感受

到「與君共貧君餉我，吹虀不學屈大夫」的情義，140因此，他更拿前賢作為例：「幸存

顏氏帖，況有陶公詩。乞米與乞食，皆是前人為。」141於是，無論乞米與乞食，都無須

不安了。 

北宋後期，遭貶謫除名，困居嶺表的元祐文人鄒浩（1060-1111），有一首〈送米〉

長詩，詩中的他，雖已面臨「甑中如見欲生塵，不待人言廩自傾」的窘境，依然自嘲：

「糝作藜羹誇舉挾，剖為釣餌戲沉淵，只疑好事傳將去，飯顆興嘲有謫仙。」後來朋友

送了米來，他還笑說：「未擬更求佳傳報，且先分當酒家錢…」依然不見匱乏之憂。142

至於北宋末年，動盪亂離，文人南下者更多，生活也更艱鉅，然而他們往往將匱乏當成

                                                 
136 引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 20，收入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二》（台北：漢京文化，1983）頁

653。 
137 劉攽〈傷梅聖俞直講都官〉，《全宋詩》11/610/7230。 
138 梅堯臣〈持國遺食〉，《全宋詩》5/248/2919。 
139 梅堯臣〈杜梃之新得和州，將出京，遺予薪芻豆〉，《全宋詩》5/252/3019。 

140 梅堯臣〈江鄰幾邀食餛飩 學書謾成〉，《全宋詩》5/252/3020。 

141 梅堯臣〈貸米於如晦〉，《全宋詩》5/252/3012。 
142 鄒浩〈送米〉，《全宋詩》21/1243/1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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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玩笑，家居不仕的江西詩人謝薖（1074-1116），其〈次董彥光乞米韵〉先嘲弄朋友

「朝飢雷殷腹，咄嗟無人羞豆粥」的飢相，還告訴他：「細君截髮恐未暇，有弟能令餉

君粟。不妨更就乞檳榔，他日金柈供一斛」143蓋乞粟不如乞檳榔之易得也。諸如此者，

不若「杜陵飢客」之潛悲辛，144北宋文人的乞貸粟米，其實顯現了在羈旅飄流中相濡以

沫的朋契之義，而表現出一種反常合道的自在、戲謔與超脫。 

以上，有別於所謂「嗟來食」的乞索，北宋的乞索問求其實是飲食饋酬的另類形

式，無論海產珍餚與茶酒的乞索問求，都是一種滋味的分餉，也同樣是文人繫連情感、

尋求知音的交遊方式；而比之贈饋，問乞與索求帶著更強烈而負面的表象詞義，來傳達

絕甘分珍，乃至相濡以沫的餽贈情感，反而彰顯了彼此間無礙掛的親密關係，其反常合

道的意味更加濃厚。 

五、結論 

北宋的飲食饋酬，不只是一種食與時的投桃報李，從食味分享到詩贈往返，從絕甘

分珍到相濡以沫，從日常分餉到戲贈乞食，其間內容情調之轉變，食味與詩意之交流活

動，除了逾越時空的滋味品鑑，也一再彰顯了北宋文人知音相契的交遊情感，與其反常

合道的諧謔易樂；再者，如果說經常性的游宦、頻繁的貶謫與文酒詩會，是宋代文人的

社會化歷程與生存方式，如王水照先生所言：「盛唐作家主要通過科舉求仕、邊塞從

幕、隱居買名、仗策漫遊等方式完成個體社會化的歷程，從而創造出恢宏壯闊、奮發豪

健的盛唐之音…宋代的更大規模的科舉活動，所造成的全國性人才的大流動、經常性的

游宦、頻繁的貶謫，以及以文酒詩會為中心的文人間交往過從，就成為宋代作家們的主

要生存方式了。」145那麼，宦旅中的贈饋酬答，無形中便提供了文人一場場逾越時空的

日常對話，在食味與詩興的交流中，不但消彌了地理上的空間距離，撫慰了雙方異鄉的

困頓失意，同時表達情志，尋求知音，乃至個體生命意義的認同；更進一步，在自娛娛

                                                 
143 謝薖〈次董彥光乞米韵〉，《全宋詩》24/1373/15771。 
144 蘇軾〈續儷人行〉，參見莫礪鋒〈飲食題材的詩意提升：從陶淵明到蘇軾〉，四川大學主辦，第六屆

中國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10。 

145 王水照〈北宋洛陽文人集團與地域環境的關係〉，《文學遺產》，3（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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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諧謔戲作中，消解人生苦澀，蓋食物不只維持生命所必須，同時也是奢侈與缺乏的

象徵，而透過飲食可以探索自我，以及生活的空間，因此 Juliana Mansvelt 說食物是「具

有軀體特質的身體」146；換言之，「絕甘分珍」所共享的，絕非食物的滋味而已，而是

仕宦人生中的甘甜苦澀，此所以北宋時期的飲食贈酬，從滋味、詩味到人生況味，其互

涉、流動已超越了日常性的社會往來，而成為時代獨特的詩學審美與普遍的人生哲學。 

 

 

                                                 
146 Juliana Mansvelt，《消費地理學》（Geographies of Consumption），呂奕欣譯（台北：國立編譯館，

2008）1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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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V＋個＋XP”的結構類型 

三、“V＋個＋XP”的流變 

四、結語 

〔提要〕 

本文從歷時角度探討“V＋(一)個 XP”結構的發展。自唐代開始，漢語允許 VP 進

入此格式中，並以「（一）個」標誌其名物化的特性。約莫在宋元之交，補述說明動詞

的語法成分，也開始進入此格式，形成口語「嚇個半死」、「哭個不停」等例，終至

「（一）個」可以前置於大量的“V＋XP”的 XP 之前。我們認為這是類推作用使然，應

將“V＋個＋XP”一視同仁地看成述賓結構。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V＋（一）個 XP” 

structure from the diachronic point of view.  From the Tang Dynasty, VP entered this format, 

which has got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nominalization as “(yi) ge”（（一）個）in front of it.  

About Song and Yuan Dynasty, the grammatical constituents of complements began to join the 

format and obtained several illustrations, such as “xia ge pan si（嚇個半死）” and “ku ge pu 

ting（哭個不停）”…etc. Finally, “(yi) ge”（（一）個）could be pre-positive in mass “V＋

XP” before XP.  We think this is an effect of analogy and should consider “V＋個＋XP” as 

verb-object construction. 



“V＋個＋XP”述賓結構的歷時考察 

 ．177．

一、前言 

呂叔湘（1944〔2002:150-175〕）很早即注意到「個」字的應用範圍包括後面帶非名

詞的結構。所謂「非名詞」包括形容詞、動詞或動詞組、主謂結構，及引語等，分別舉

例如下：1 

(1) 待裝個老實。（元曲選 12.1.5） 

(2) 你看我尋個自盡，覓個自刎。（又 16.2.8） 

(3) 然今時眾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燈錄 12.15）2 

(4) 直饒剥徹底，也只是成得個「了」。（又 16.9） 

已有許多學者指出這些「非名詞」是一個複雜的集合，本文且以 XP 稱之，X 可以是

V、A、Adv 或 C，VP 表動詞組，AP 表形容詞組，Adv.P 表副詞組，CP 表句子。呂先

生認為上述例句的 XP「大多數用做賓語」，並且說：「這些帶『個』字的詞語，雖然不

能算是名詞，但在句子裡頭無疑問的是處於名詞的地位，是個實體成分，在這些詞語的

前頭加個『（一）個』，是援名詞的例。」另外有些例子，呂叔湘認為「個」字後頭所帶

的詞語已非實體成分，應分析為補語。他把「個」視為連接詞，說「個」「離開單位詞

的本用更遠一步」，如：3 

(5) 算是罰我個包攬閒事。（紅樓夢 50.21） 

(6) 把那桌子上的菜舔了個乾淨。（兒女英雄傳 6.27） 

(7) 要聽見了也是要嚇個半死兒的。（紅樓夢 100.5） 

                                                 
1 例句轉引自呂叔湘（1944〔2002:151-152〕）。 
2 「箇」乃唐宋時期流行的寫法，元代以後普遍用「個」。呂（1944〔2002:145〕）引述清代翟灝《通

俗編》的考證：「按『个』屬古字，經典皆用之；『箇』起六國時，『個』則用於漢末，鄭康成猶謂俗

言。唐人習用『箇』字，如杜詩『兩箇黃驪鳴翠柳』，『樵音箇箇同』。今或反疑『个』為省筆，非

也。」（卷九）說明「个」、「箇」、「個」三種寫法的來歷，值得參考。 
3 例句見呂叔湘（1944〔2002: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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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 XP 或表原因、或表結果、程度。除例(5)可說是表原因之外，後兩例 VP 表達的到

底表示動作的結果或程度？著實不好分。呂先生說得很有見地：「結果補語和程度補語

實際上不容易分開，而程度和容狀也往往相連」。由於例(6)、(7)V 和 XP 之間形成一種

類似於述補的語義關係，歷來對於「個」的語法性質及其後頭的成分大抵有兩種不同的

看法：一類以呂叔湘先生為代表，即認定 XP 為補語，「個」為連接詞或助詞，持此說的

另有丁聲樹等（1961:66）、游汝杰（1983）、劉月華等（1996〔2002:340〕）、張誼生

（2003）等人。另一類則認為 XP 是賓語，「個」為量詞，以朱德熙先生（1982）為代

表，持同樣觀點的還有邵敬敏（1984）、石毓智、雷玉梅（2004）等。我們同意後者的

看法，將根據文獻的口語材料指出判斷的準據。關於“V＋個＋XP”結構的研究向來以

著眼於現代漢語居多，目前已有幾位學者從事歷時方面的討論，可是卻僅止於利用呂叔

湘所引的材料作番推測，不見得可靠。本文從歷時角度出發，旨在爬梳“V＋個＋XP”

結構的流變，並推測「個」字應用範圍擴大的動因。這其中還包括“V＋（一）個＋

XP”、“V＋代詞＋（一）個＋XP”、“V 得＋個＋XP”、“V 了＋個＋XP”等相關

格式的說明，都有助於我們對“V＋個＋XP”結構進行定類。 

二、“V＋個＋XP”的結構類型 

因為某些“V＋個＋XP”例句的「個」看起來可用「得」字加以替換，如上述例(7)

「嚇 個／得 半死兒」，因此許多人認為「個」的作用跟引進補語的「得」相近。不

過，邵敬敏（1984:51）曾就“V＋個＋XP”和“V＋得＋XP”作了一番比較，說明兩者

的句法行為迥異： 
 

基 式： A    把他打個半死 B    把他打得半死 

A1   把他打了個半死 B1  *把他打了得半死 

A2   打他個半死 B2  *打他得半死 

A3  *打個他半死 B3   打得他半死 
變換式： 

A4   把他打得個半死 B4  *把他打得得半死 

 

姑且先不論這些變換式是否真由基式變化而來，值得注意是變換式中的句子反映了諸多

述賓式和述補式結構本質的差異。首先，變換式 1 顯示體標記（aspect marker）「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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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可後附於 V 上，卻不能後附於 B 式的 V 上。此差別顯示基式的 V 和「個」結合度

不高，插入「了」並無妨害；而 V 跟「得」卻結合得相當緊密，不宜中插「了」。這樣

的現象可從「得」和「了」的歷史加以解釋，它們在近代曾經都是表完成的動相補語

（phase complement），佔 V 後的位置，彼此是縱聚合（paradigmatic）的關係，故而會

有 B1「了」、「得」互斥的情形發生。4在歷時的過程中，「了」由動相補語發展出了體

標記的用法，體標記通常出現於動詞和賓語之間，因此「打了個半死」比較合理的分析

應是述賓結構。有了對「了」跟「得」的認識，讓我們接著看變式 4，A「打個半死」

之所以能在動詞後加上「得」，乃因「得」是近代動相補語用法的遺留。相對地，我們

便能預期 B4「打得半死」已是述補結構，不容許再加個「得」。至於變式 2、3，則可一

同參看，若將賓語「他」插入「打個半死」和「打得半死」，所能夠出現的位置明顯不

同：A2 把「打」和「個半死」隔開；B3 置於「打得」和「半死」之間。這更加突顯了

「打得」是個緊密的組合，而「打個」則否。我們認為「打他個半死」理當分析為雙賓

結構，上述例(5)「罰我個包攬閒事」亦同。這些用法在歷史文獻上都可找到類似的例子

相印證，底下將根據近代的語錄、雜劇、話本、小說等口語材料論述「打個半死」一類

格式的性質。 

（一）“V 了＋（一）個＋XP” 

體標記「了」是判斷述賓結構的一個很好的憑據。在呂叔湘（1944〔2002:154〕）所

列十二個近現代「個」「作為連接語，引進補語」的用例中，有七例動詞後都是帶

「了」的，其中包括一個未省略數詞「一」的例子： 

(8) 大家起了個清早。（紅 61.11） 

(9) 舉起碗來，嘩啷一聲摔了個粉碎。（紅 101.7） 

(10) 商量了一個停妥嚴密。（兒 4.9） 

(11) 那個長姐兒趕出趕進的聽了個夠。（兒 34.21） 

                                                 
4 請參見王力（1958〔2005:350-357〕），他稱「得」為動詞詞尾（suffixes），「了」為動詞形尾

（endings），不僅說明「得」和「了」都是動詞的後附成分，並且揭示「了」發展出體標記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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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足足灌了個八分滿。（俠 43.4） 

(13) 他央及了個再三。（俠 108.6） 

(14) 囤子裡的散糧被亂人搶了一個精光。（殘 14.4） 

末例的「一個」是典型的數量詞組，更強化我們將“V（了）＋（一）個＋VP”分析為

述賓的理據。雖然動詞「搶」和「精光」之間在語義上形成一種述補關係，「精光」補

述糧食因為被「搶」而形成一無所剩的結果或達到一無所剩的程度；但是，就句法形式

而言，「搶了一個精光」和下面兩個述賓結構的例子並無差異，試看：5 

(15) 輕輕謀了一個複職候缺。（《紅樓夢》第 3 回）  

(16) 那長老看見他這般模樣，唬得打了一個倒退，遍體酥麻，兩腿酸軟，即忙

的抽身便走。（《西遊記》29 回）  

尤其(16)的 VP「倒退」也講述一種結果。再如： 

(17) 悟空急撤身，他砍了一個空。（《西遊記》第 2 回） 

(18) 慌得他去請四海龍王助雨，又不能滅得我三昧真火，被我燒了一個小發

昏。（又 43 回）  

(17)的「空」是形容詞，描述動詞「砍」的結果，在這裡同樣加了數量詞組「一個」，顯

示和(15)的「複職候缺」、(16)的「倒退」一樣具有名物化的特性。最具啟發性的例子是

(18)，非但有體標記「了」，且出現數量詞組「一個」，甚至在「發昏」前頭用了一個形

容詞「小」予以修飾，名物化的特色更加不言可喻了。如若拿「燒了一個小發昏」和底

下例(19)作比較，將會發現「小發昏」和「大疙瘩」都表示動作的結果，或動作止點所

產生的情狀。 

(19) 我爺呀！好大蚊子！一口就叮了一個大疙瘩！（《西遊記》22 回）  

                                                 
5 本文所引之例，除錄自他文會加以註明之外，其餘未註明者皆檢索自中央研究所近代漢語語料庫，

特此聲明並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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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這樣的語義連繫是使得量詞「個」的應用範圍擴大，語義也相對虛化的動因，

相關問題在本文第三節將有進一步的討論。 

近期論述某些“V＋個＋XP”用例為述補結構的著作，以張誼生（2003）最具代表

性。他認為「個」在歷史上經歷了一個從量詞到助詞的語法化過程，論據之一是「個」

在由述賓轉化為述補的結構關係中，句法位置從前加轉為後附。底下是他的分析：6 

「這是野意兒，不過是吃／個新鮮。」 

「把這醋罐打／個／稀爛。」 

「只見鳳姐的血吐個／不住。」 

張文指出「吃／個新鮮」的「個」前加於「新鮮」；「打／個／稀爛」前加、後附兩可；

「吐個／不住」的「個」則是後附於「吐」。這些都是根據個人語感所作的判斷，客觀

性不足。有清一代的文獻材料顯示，體標記「了」若加在「打個稀爛」或「吐個不住」

一類的詞組之中，必是置於動詞和「個」之間，例如： 

(20) 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便喝著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抬回

家去三日死了。（《紅樓夢校注》第 4 回）  

(21) 狄希陳饒是這等開交，還懷了一肚皮怨氣，借了哭汪為露的名頭，叫喚了

個不住。（《醒世姻緣傳》44 回）  

反映「個」跟 V 其實結合得不緊密，反而跟後頭 XP 的結合度較強。漢語的述賓結構常

常在動詞後頭加上體標記「了」再帶賓語，這樣的測試證明以上帶「個」的詞組結構恐

怕都未與述補式合流。朱德熙（1982）、邵敬敏（1984）把它們分析為述賓結構，而石

毓智、雷玉梅（2004:15）將“V＋個＋XP”V 後的成分看作非典型性賓語皆相當合理。 

（二）“V 得＋（一）個＋XP”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在“動＋個＋形／動”格式底下，述及兩項重要的句法

                                                 
6 參看張誼生（200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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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其一是「動詞可帶『了』」，如上所述。另一是「也可以跟『得』字連起來用，但

動詞不能帶『了』」。7“V 得＋個＋XP”為宋元時期的常見格式，例如： 

(22) 君子只知得箇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如此。（《朱子語類》卷

27） 

(23) 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朱子語類》卷 137） 

(24) 滿斟離杯長出口兒氣，比及道得個「我兒將息」，一盞酒裏，白冷冷的滴彀

半盞兒淚。（《董西廂》卷 5） 

(25) 恨春風將了，染額人歸，留得個裊裊垂香帶月。（姜夔〈洞仙歌〉） 

(26) 也只為平生名望，博得個望塵遮拜路途旁。（關漢卿《溫太真玉鏡臺》） 

「得」在當時是個動相補語，用以說明 V 所表的動作或狀態業已完成或實現。這幾個例

句都是述賓結構，「V 得」分別帶上用「個」所標示的名物化的動詞組、主謂結構，或

引語。實際上，「個/箇」的存在是可有可無的，例如： 

(27) 譬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管鋪攤在門前，要人知得我家裏有飯。（《朱子語

類》卷 8） 

這句話以子句「我家裡有飯」作為「知得」的賓語。以上例句的述語皆有及物特性，動

作行為施及其後的賓語，“（個／箇）＋XP”都是 V 的域內論元，下列例句則否。元

以後，雜劇裡頭“V 得＋個＋XP”用得更為普遍，其中「得」或寫成「的」： 

(28) 他怎知道下的有砒霜巴豆，但吃著早麻撒撒，害得個魄喪魂丟。（高文秀

《黑旋風雙獻功》） 

(29) 官裏著你戶列簪纓，著你門排畫戟，可怎生不交戰，不迎敵，吃的個醉如

泥。（李直夫《便宜行事虎頭牌》） 

(30) 則這一瓶花唬了我魂，悒悒的把身軀兒褪。俺孩兒正青春，猶兀自未三

旬，直被他送的個病纏身，這便是災星進。（張壽卿《謝金蓮詩酒紅梨

                                                 
7 見呂叔湘（1980〔20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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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明代例句顯示，此格式中的「個」又可作「一個」，例如： 

(31) 他便蘭亭、禹穴、蕺山、鑑湖，沒處不到，遊得一個心滿意足。初拍卷 12 

(32) 六個人喫得一個你醉我飽，分手都各幹自己的事。型世言第 22 回 

(33) 方媽媽平日本是難相處的人，就碎聒得一個不了不休。二拍卷 35 

朱德熙（1982:122）曾以「跑得個快」為例，說明這是「述補結構『跑得快』和述賓結

構『跑個快』混合在一起的格式。這類格式可以解釋為述補結構，也可以解釋為述賓結

構。」如果從文獻材料的表現來看，儘管例(28)-(33)V 和 XP 之間在語義方面表現出一

種述補關係，但是就內部結構而言，它們都可以算是述賓結構的延伸，尤其後三例在

XP 前加上數量詞組「一個」，顯示 XP 為名物化的成分。 

（三）雙賓語結構 

有些雙賓結構的例子，其遠賓語也用「（一）個」加以限定，但就語義而言，該遠

賓語乃用以補充說明前面述賓結構所表行為的結果或程度，例如： 

(34) 我入門來，推我一個腳捎天！這婆娘好歹，歹！（元刊雜劇三十種《岳孔

目借鐵拐李還魂》） 

(35) 等我一交手，先摔他一個腳稍天。（尚仲賢《漢高皇濯足氣英布》） 

(36) 我教你夜來問那女子個詳細。（鄭延玉《包待制智勘後庭花》） 

這些例子如果省卻近賓語，如「問那女子個詳細」省去「那女子」，便成「問個詳細」，

與「說個明白」（李行甫《包待制智賺灰欄記》）及上述「裝個老實」、「舔了個乾淨」等

為相同的構式。因此，這些例句看來不必強加分別，一律視為述賓結構會是比較好的處

理方式。這種語義為述補，結構為述賓的用法，多發生於口語之中，是一種俗語言的產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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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V＋個＋XP”的流變 

根據我們的考察，動詞帶「（一）個」引領的非名詞賓語自唐代始，標誌著「個」

從一個普通量詞過渡為一種名物化的標記。張誼生（2003:198）、石毓智、雷玉梅

（2004:15）僅利用呂叔湘所提供的語料將此用法推至宋代，其實唐詩就有如下的例句： 

(37) 堪笑陳宮諸狎客，當時空有箇追陪。（齊己〈得李推官近寄懷〉） 

(38) 六親慟哭還復蘇，我笑先生淚箇無。（張白〈哭陸先生〉） 

(39) 幸蒙上士甘撈摝，處世輸君一箇閒。（呂巖〈七言〉六十三首之四） 

(40) 隔煙花草遠濛濛，恨箇來時路不同。正是停橈相遇處，鴛鴦飛去急流中。

（朱慶餘〈採蓮〉） 

張誼生（2003:199-200）指出近代漢語具有述補關係的“V＋個＋XP”主要有四種，依

形成順序依次為： 

第一：XP 是個謂詞。例如： 

(42) 三百座名園一採個空。（李昉等《太平廣記》卷 5） 

第二：XP 是個謂詞性短語。例如： 

(42) 也是高俅合當發跡，時運到來；那個氣球騰地起來，端王接個不著，向人

叢裏直滾到高俅身邊。（《水滸傳》第 1 回） 

第三：XP 是個四字格，大多是成語。例如： 

(43) 劉唐道：「他不還我銀子，直和他拼個你死我活便罷！」（《水滸傳》11 回） 

第四：XP 是個表動作持續的否定式，主要有「不清、不止、不了、不住」等。

例如： 

(44) 夫妻兩人還爭個不清，妻道：「分明拿的是賊腳，你卻教放了。」（《二拍》

卷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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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論證恐怕不夠嚴謹，首先例(41)「三百座名園一採一個空」8並非出自《太平廣記》，

而是元人王和卿散曲〈醉中天〉（詠大蝴蝶）中的句子。因此 V 和 XP 具有述補語義關

係的用法是否可以推至宋代？並且其 XP 一開始是否僅有謂詞的形式？就值得再酙酌

了。文獻材料反映，元朝以後此類用法逐漸流行開來，極有可能在金朝末年就已經發萌

了。宋代材料顯示“V＋個＋XP＂跟唐代一樣幾乎都還是比較典型的述賓結構，例如： 

(45) 正值春光二三月，兩兩燕穿簾幕。又怕箇江南花落。（辛棄疾〈賀新郎〉） 

(46) 棋中寄箇清閑。（韓玉〈清平樂〉） 

(47) 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朱子語類》卷 116） 

底下例句雖然表述補語義關係，卻與我們所談論的“V＋個 XP＂結構有別： 

(48) 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朱子語類》

卷 83） 

(49) 而今說格物窮理，須是見得箇道理親切了，未解便能脫然去其舊習。（又卷

15） 

這種例子的內部結構和前文所列變換式 B3「打得他半死」類同，唯一的細部差別在於

此二例賓語前頭多了量詞「箇」。「打得他半死」的結構應分析為［［打得他〕［半死〕〕，

乃述賓再帶上補語的結構，來自於複句［［打得他 i〕［＿i半死〕〕的緊縮，其中「半死」

的主語因為跟前面的賓語同指而刪略。同理，這兩個例子皆應分析為［［整頓得箇社

稷〕起〕、［［見得箇道理〕親切〕。元代戲曲亦常出現此類用例，如： 

(50) 打的個遍身家鮮血淋漓，包待制又葫蘆提，令史每裝不知。（關漢卿《包待

制三勘蝴蝶夢》） 

(51) 便做道摟得慌呵，你好索覷咱，多管是餓得你個窮神眼花。（《西廂記》第

三折） 

除了這一種似是而非的句法格式之外，在關漢卿的作品裡的確可以看到為數不少的“V
                                                 
8 引文少了一個「一」字，這裡予以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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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XP”之例，XP 用來說明 V 的結果，例如： 

(52) 待妝個老實，學三從四德；爭奈是匪妓，都三心二意。（關漢卿《趙盼兒風

月救風塵》） 

(53) 今日五侯宴上，若見了老阿者，我好歹要問個明白。（關漢卿《劉夫人慶賞

五侯宴》） 

(54) 你若不降呵，俺眾兵四下裏安環，八下裏拽炮，提起這城子來摔一個粉

碎！（關漢卿《尉遲恭單鞭奪槊》） 

(55) 且等他急個多時，慢慢的再做支吾。（關漢卿《溫太真玉鏡臺》） 

我們認為這些例子裡的 VP 皆表示一個止點事件。「妝個老實」指妝成老實的模樣；「問

個明白」指問到「我」清楚明白為止；「提起這城子來摔一個粉碎」表示把城子摔成個

粉碎的狀態。「急個多時」的「多時」則用於補述著急的時量。為什麼從已有的(45)「怕

箇江南花落」、(46)「棋中寄箇清閒」，XP 為 V 的及物對象的關係可以開展到 XP 表 V

的止點事件？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可能是某些跟動詞有直接關係的賓語表達的正是一種

結果，或動作行為的產物，如「怕箇江南花落」、「叮了一個大疙瘩」等。這些表結果或

產物的賓語在語義上和表結果的補語是相似的，因此語言使用者也把原本在賓語之前的

「（一）個」安插到述補結構之中來使用，比如(55)「急個多時」，在「多時」前面加一

個「個」，也是把「急」所延續的時間量當成一個結果事件來看待。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時期常以反義形容詞並列的形式，表達所探尋或宣吐的真相、

答案、結果，例如： 

(56) 此只看一箇公私大小，故伊川云：「有當校者，順理而已。」（《朱子語

類》卷 35） 

(57) 就裏面方可看他箇深淺過不及。（《朱子語類》卷 34） 

(58) 不是鬼，疾言個皂白，怎地得卻回來？（關漢卿《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59) 我這一去別辯個虛實，鄧夫人放心也。（關漢卿《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60) 別辯個假共真，全憑著這福神。（關漢卿《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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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較下面例子用的是同義並列的形容詞，所表達的意思和上述「疾言個皂白」相去無

幾： 

(61) 小生累次教人問這親事，夫人回言，終不還個明白。如之奈何？（鄭光祖

《芻梅香騙翰林風月》） 

如此一來，下列「審問一個明白」的「明白」指的可能就是清楚的答案或真相。 

(62) 但此事關係非小，今日難得老相國降臨，乞差人召來與須賈面對，審問一

個明白。（高文秀《須賈大夫誶范叔》） 

但是由於「明白」的形容詞特性，使得這個句子所表達的語義又像是「審問到一清二楚

的地步」，意同「審問得明白」。9這種情形和上文(52)「妝個老實」如出一轍，「老實」

到底應看成是「妝」的及物對象，表「妝出一個老實的樣子」；抑或看成是「妝」的結

果，表「妝得老老實實」，模棱兩可，在在顯示出述語和賓語之間的語義關係跟述語和

補語之間的語義關係是有交疊之處。 

此外，在元雜劇裡我們還察考到一些有趣的例子： 

(63) 害相思的饞眼腦，見他時須看個十分飽。（王實甫《崔鶯鶯待月西廂記》） 

(64) 也不似你！你！吃的個行不是行，立不是立，醉了還醉。（張國賓《薛仁貴

榮歸故里》） 

(65) 眾人將我拿個住，背綁繩縛都向前。（李文蔚《張子房圯橋進履》） 

「看個十分飽」在「飽」的前頭有程度副詞「十分」予以修飾，顯然把「十分飽」視為

一個止點事件。10例(64)的 XP 並列使用許多張誼生所謂的「四字格」；(65)的 XP「住」

                                                 
9 「審問得明白」，在近代漢語可找到許多類似的用例，比如：「孫軍門問得明白，點一點頭，笑道：

『果有此等異事！』」（《初拍》卷 14）「若訪問得明白，央媒說合，或有三分僥倖。」（《警世通言》

卷 30）證明「審問得明白」在當時是一個可能的說法。 
10 石毓智、雷玉梅（2004:14）提出一個判斷「個」跟補語標記「得」不同的理據是「『個』後的形容

詞都被名詞化了，不再能受『很』等程度詞修飾。」根據此例看來，這樣的說法顯然不適用於近代

漢語。是否適用於現代漢語？猶待全面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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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個動相補語。我們看到“V＋個 XP”在元代具有相當豐沛的能產性，至於像「哭個

不止」、「笑個不了」等例，XP 表動作持續不停，張誼生認為其形成時間當為最晚，所

舉的也是明朝《二拍》的例子。其實這樣的用例在元末明初《水滸傳》裡即可找到： 

(66) 那兩個客人也不識羞恥！噇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只說個

不了！（《水滸傳》31 回） 

在時間跨度不大的情況底下，要論斷 VP 各式的生成孰先孰後，其實含蘊著不小的風險

性，若有絲毫檢索上的遺漏，便可能作出錯誤的判斷。我們認為“V＋個 XP”結構的發

展應是以一種類似於詞彚擴散的方式延展開來的，明清以後幾乎所有述補結構的詞組都

能採用述賓結構的方式表達，用得極為浮泛，如前文例(11)-(13)「聽了個夠」、「灌了個

八分滿」、「央及了個再三」。如此不斷地延伸使用，可能是類推（analogy）作用的結

果。語言使用者絕大多數不能自覺或分辨賓語和補語之異，因為二者所出現的句法位置

皆在動詞之後。更何況自唐代以來即能在“V＋個 NP”的原型之上，接受“V＋個

VP”的述賓格式，既然「個」後可帶謂詞性成分，爾後語言使用者便接二連三，不可遏

抑地將「個」施用於任何“V＋XP”結構的詞組之上，凡出現在動詞後的成分，在口語

裡都可加上「（一）個」予以限定。譬如「央及了個再三」，「再三」一般是出現在 V 之

前的副詞性成分，近代文獻顯示有少許置於 V 後的用例，如： 

(67) 目連欲見其母，求他獄卒再三，一心願見慈親，不免低頭哀懇。（《敦煌變

文集新書》卷 4） 

(68) 問至再三，韓金釧兒方說：「小的號玉卿。」（《金瓶梅詞話》49 回） 

(69) 芳卿謝了再三，別去。（《型世言》11 回） 

副詞性成分置於 V 後往往比置前的語氣來得強，「很」即是一例，這裡「再三」亦同。

例(68)「問至再三」，抽象地把「再三」當成「至」的止點，意指到達「再三」的程度，

表探詢之殷切。其餘二例，雖不用「至」，也當如此解讀。因此「個」都是在既有“V＋

XP＂的格式之上再加上去的。 

從時下青少年的口語中，甚至可以聽到「糟了個糕」、「糟了一個糕」、「糟了一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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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等例。11雖然「糕」為名詞性的成分，在前頭加上「（一）個」並不十分奇怪，不

過，卻反映出添加「（一）個」的語言發展勢力仍大，更且在名詞成分之上再添個形容

詞「大」，和我們在《西遊記》所見「被我燒了一個小發昏」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

「糟了個糕」、「糟了一個糕」用法的出現除了語言發展趨式使然之外，可能還牽涉詞彙

的重新分析。原本「糟糕」一語很可能是一種偏正結構的複合詞，歷經了語言使用者將

詞彙結構重新解構為述賓，因此自然地運用上了「個」的添加模式。再如下面例句： 

(70) 路過賣龜的，兒子硬是抓了個不放，只好買了。12 

「抓了不放」可視為連動式；也可說是述補結構，「不放」補述「抓了」的結果。無論

「抓了」與「不放」是何種語法關係，由於「不放」後置於 V，因此也就順勢進入了

「個」字構式的行列。 

四、結語 

本文採取歷時的觀點，探討「舔個乾淨」、「嚇個半死」、「哭個不停」等表述補語義

關係的“V＋個 XP”結構及其發展。透過文獻材料的觀察得知，這些用法一律視為述賓

結構是比較合宜的處理方式。自唐代開始，「個」由單位詞虛化成為名物化的標記，最

明顯的證據是在“V＋個 XP”，XP 僅限於 NP 的基礎之上，已放寬到 VP 也可進入此構

式。其應用範圍隨著時間的遞嬗不斷地延伸，擴展到現代口語幾乎大部分“V＋XP”結

構的詞組都可隨意地插入「（一）個」，且對於 XP 成分的要求看來並無什麼特別的限

制。我們推測其中的演化機制應是受到類推作用的影響，也可能涉及詞彙的重新分析。 

                                                 
11 例見 google 搜尋網頁。 
12 此例由 google 檢索而得，見 http://top.daqi.com/bbs_editor/05/9368659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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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時空的冥化玄同 

三、山林／天下的轉換與重構 

四、適性、無心、玄冥下的身體工夫 

五、結論：郭象所開啟的方便法門 

〔提要〕 

時空、場域與環境本身就是一種「實存」，它是一種屬於「實踐與執行」層面之事

項。思想家將修身道場放置於何處，往往也決定修身模式、實踐態度的樣貌。 

修身環境的選擇，不是一個無機的物理空間呈現而已，而是思想家活潑潑的思想主

體之呈現。因此，本文的研究預設了這樣的立場：人是與場域時空共在的；時空場域的

改換，會影響到修行者的存在模式；而每一個行動主體的活動，亦會影響到時空場域的

結構，兩者是彼此開放的；這樣的開放也隨時都有更動的可能，而修身工夫便是在這樣

的開放及可更動場景中逐步調節自我的步調來完成。本文即是站在這樣的角度，觀看郭

象思維中的修身面貌。 

而根據本文的研究，發現相較於莊子，郭象在適性結構下，已然轉向了莊子面對時

空的修身策略。將莊子「山林方外」的修身場景，位移到「天下國家」中來實行。而工

夫模式，也已然將莊子全身性參予、步步為營的功夫次第，代換為一種方便法門的方

式，以無心玄應的方式，當下便可證成逍遙。 

不可否認，這樣的方式已然弱化了身體工夫。但儘管如此，若將郭象思維放在歷史

脈絡中來看，他的學說無疑給了這些內憂外患，既要歸隱、又無法脫離人世的士人們一

個既追求個性自由，又維護社會體制的可能，這也讓當代的士人獲得了融通天下與山

林、逍遙與治世兩端的可能。 

Abstract 

Time and space, fieldand the environment itself is a kind of "existential," it is a pa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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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implementation" level matters.  Thinkers will be placed in the templewhere the 

self-cultivation,cultivation patterns often determined in practice the attitude of appearance. 

Slim environmental choice, not a physical space presents only inorganic, but the idea of 

the main thinkers and lively splash of show.  Therefore, this study presupposes such a 

position:people with a total space in the Field; spacetime domain change will affect the 

practitioner's mode of existence; and every action of the main activities will also affect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field of the structure, they are open to each other, such an opening may 

also change at any time, and self-cultivation is done in such a scene in the open and can change 

gradually adjust the pace to complete self.  This paper is standing on this point, see Guo 

Xiang's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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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楔子 

人只要在世，就不可能脫離時空、場域、環境獨存，而時空、場域與環境本身就是

一種「實存」，它是一種屬於「實踐與執行」層面之事項。因此，思想家將修身道場放

置於何處，往往也決定修身模式、實踐態度的樣貌，而實踐與執行，又與思想家的思想

緊密關聯著。所以，面對時空、場域、環境的不同態度，往往也決定修身模式、思想態

度將以何種面貌進行。可以說，修身道場的不同，即反應出思想上的差異；當修身場域

改變時，「修身目標」、「典範價值」與「生命型態」等等都將相應其改變而以新的面

貌出現。 

因此，修身環境的選取，與思想方向、實踐工夫可以說是一連串的辨證關係。故而

修身環境的選擇，不是一個無機的物理空間呈現而已，而是思想家活潑潑的思想主體之

呈現；它具有豐富性意義，是思想家背後的文化論述和思維。故而，由修身環境的置放

來探究，就不僅是一個空間、環境、場域的觀看，同時也是一個思想文化的觀看。而這

樣的觀看，呈現出這樣的特質：人是與場域時空共在的；時空場域的改換，會影響到修

行者的存在模式；而每一個行動主體的活動，亦會影響到時空場域的結構，兩者是彼此

開放的；這樣的開放也隨時都有更動的可能，而修身工夫便是在這樣的開放及可更動場

景中逐步調節自我的步調來完成。 

因此，本研究是站在一個「人」與存在環境互為主體的角度來探究，希望藉由這樣

的研究，賦予郭象1思想一個較為新穎的描述方式，並且從這樣的角度，省問郭象思想

                                                 
1 關於今本《莊子注》的作者問題，歷來史家看法不一，傳統見解是以《世說新語》與《晉書．郭象

傳》相關記載為主，認為除了〈秋水〉、〈至樂〉、〈馬蹄〉三篇之外，幾為郭象竊自向秀的舊注。此

說法歷經隋唐，以至宋明，皆無異議。入清以後，錢曾《讀書敏求記》始持懷疑的態度。現代致力

於此問題之考訂的學者甚夥，大多主張郭象注雖是秉承向秀本，然而卻有許多增刪之處，並非全為

盲目竊取之作。茲舉王叔岷：《莊學管窺》（台北：藝文印書館，1978 年）為例，文中考校詳盡，將

古注與類書中之向秀注悉皆輯錄，共計一三八則，並且詳加比對郭注與向注的內容，得出「異者多

而同者少」（頁 115），以及「郭之旨與向迥別」（頁 130）的結論。其中有關向郭二人義理方向不一

致的觀點，在何啟民、湯一介先生等人作品皆有所論證。由於本篇論文旨在對《莊子注》這部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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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內蘊的生命情感以及思想重心。 

（二）關於時空、場域的義界 

如前所述，場域是一種開放性的、與修行者修行模式相互辯證而形塑的一種關係，

這樣的關係絕非僵化不變的，反之，是一連串我與外在相互的辨證關係。因此可以知

道，場域是由「我」與萬物之間所存取的不同位置，而形成的客觀關係網絡，這樣的客

觀關係網絡，構成一個開放性的結構2，此即是場域的意義。而放在修身場景中來看，

不同的修身方式，所選取的場域即會不同，相對的，場域所相應出的景緻亦會不同。因

此，修身與場域的關係，往往也呈現「思想」與「行動」的關係，亦即如何將自我的理

念實現於現實環境當中。大抵來說，場域若放在社會體系或權力體系中來觀看，它是一

個較偏向空間性的概念，然而，本文認為，場域同樣也可以作為一個修身性的解釋，若

放在修身領域來觀看，場域的概念將更廣義，並涵蓋了時間性概念在其中，而這也是本

文所運用的場域概念。 

與場域概念極為密切的即是時間與空間的存在，時空可以說是場域的具體實存，同

時也是人具體實存的所在。可以說，時間與空間的連結，便再現了「世界」3。 

人具有人身，人身的存在，即注定人終其一生不可能脫離時空，只有面對時空的不

同程度修養，但絕無可能脫離時空而存在。因此，人面對時空的態度如何，便決定了修

行的成果以及面貌。此外，時空同時也意味著「過去」、「現在」、「未來」和「到

達」這四個維度，在這樣的意義下，人與時空的關係，便充滿著敞開性與實踐性，這也

是本文觀看時空的態度。 

                                                                                                                                        
內涵的義理進行辯析，而本文所重視的幾個觀念，如「適性」、「無心」、「玄冥」等，均為郭象所主

張，因此筆者在本文篇題以及文中的論述均以郭象名之。 
2 「場域是由不同位置之間形成的客觀關係網絡構成的開放性結構」一概念，乃參考汪民安主編：《文

化研究關鍵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頁 21。 
3 關於時間與空間的理解，乃參考《劍橋哲學辭典》（貓頭鷹出版，2002 年出版），頁 1162。以及汪民

安主編：《文化研究關鍵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頁 30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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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空的冥化玄同 

《莊子》開宗明義在〈逍遙遊〉中架設了兩種不同層次的空間，一個是凡俗、蜩、

鳩、斥鷃的小空間，另一個則是大鵬、神人的無涯無際之大空間。 

〈逍遙遊〉在文章最初始階段，即以鯤化鵬、大鵬南飛的意象，石破天驚的勾勒出

一個雄壯無窮的空間型態，鯤由水中拔尖而起、化而為鵬；並且直上雲霄，奔向南冥。

而鯤化鵬的拔地而起，即衝破所有人存在於天地間的界限網絡，自下而上、自海而天、

自北而南，由渾沌而轉向回歸於南冥的離明之處4。整個場景飛揚壯闊，意興遄飛。乍

然反轉讀者的眼光，讀者目光霎時由一個凡俗的慣性思維當中，進入一場不可思議、瞠

目結舌的壯遊之境。當中的空間描繪是這樣的5：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

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

冥。南冥者，天池也。…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

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

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當中的時空描述，已然是跳脫人類既定測量單位、既定思維格局的「不知其為幾千里

也」的時空，並且，鯤化鵬的時空轉變，也讓時空跳脫了現實拘限，進入到一個超越時

空的絕對自由當中，並證入一種永恆的象徵裡。 

這樣的時空描述，無疑是個無待的無限制時空。而這樣的時空滋養了鯤與鵬，助長

了鯤與鵬。因此，鯤與鵬能在這樣的時空中展現其工夫之「化」，同時，這樣的工夫之

化，同時也逆覺體證了時空的無涯無際，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而在無限性的時空描述後，「莊子」也立即形容了另一種對比性的凡俗空間： 
                                                 
4 見王夫之著：《莊子解．卷一．內篇．逍遙遊》：「自北而南，寓繇混沌向離明之意」。（里仁書局印

行）。 
5 見清．郭慶藩撰：《莊子集釋》（台北：頂淵文化，2001 年 12 月初版一刷）。本文關於《莊子》以及

郭象注之原文均引自本書，故其後僅註明篇名，不再另行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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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

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蜩與學鳩見到鯤化鵬、大鵬南飛、水擊三千里這樣的生命場景，而發出譏諷嘲笑，並言

說自我的飛是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並且有時還會失控墜落於地。相較於大鵬、蜩與

學鳩無疑是熏習於窄小淺陋的空間當中，自甘於自我的卑微渺小而洋洋自得。當他們偶

然抬頭望見大鵬南飛的雄壯氣勢，甚至還因此發出了嘲諷譏笑。《莊子》對他們的笑下

了一個結語：「之二蟲又何知？」未知事物的深廣，就在蜩與學鳩的我執主觀下，失去

其深廣意義，而呈現一種輕笑，在笑意之下，境界的高遠已然不復存在，只呈現我執的

狹小，這也無疑地將蜩與學鳩囿限於井底之蛙的模樣表露無疑。 

因此，莊子的時空規劃，是有著小大的分別的。這個分別，往往也與功夫深淺有著

緊密的關連性，就像〈逍遙遊〉中所說的：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

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若工夫沒有累積深厚，就像水與風一樣，是無法載運大舟、背負大翼的。因此，「適莽

蒼者」，又怎麼能理解「適百里者」的時空？而「適百里者」又怎能體知「適千里者」

的儲備，當然，自甘於小世界的蜩與學鳩，更無法理解這一步步逐漸擴大的時空意義。

由此推知，微者不知短者、短者不知長者、而長者不知更長者。而當然，若是沒有工夫

證成，只落限於時空不斷地對比比較之中，則更是一種心靈的坎限，只能「不亦悲乎

6」了，這必然是無法體證真實的「存在實感」。因此，工夫磨練足夠，能夠伸展的時

空，以及能夠創生的意義也隨之擴大。 

由上所述可以知道，蜩蟬、學鳩、斥鷃等等，都囿限於自我的狹小，以小笑大，也

                                                 
6 〈逍遙遊〉：「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

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

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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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笑意當中顯現出自我之小。 

時空與身體是人感受存在的最直接對象，莊子由時空描述起始，逐步解析他的小大

觀念，而小大觀念的擴展，更隱喻了工夫境界的高低深淺。因此，莊子的時空觀，有著

無限的隱喻性在其中，這個隱喻，最直接比附的便是境界小大的層次，也因為境界有小

大之別，所以也彰顯了《莊子》對身體工夫的重視，境界小大，同時也喻示著工夫的次

第深淺。 

然而這樣的小大之辯，在郭象那裡卻有了重新詮釋與轉化。試看郭象所說的：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

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逍遙遊〉篇目注） 

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

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

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

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句後注） 

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

小大雖殊，逍遙一也。（〈逍遙遊〉：「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

〔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句後注） 

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閒

矣，其於適性一也。（〈逍遙遊〉：「去以六月息者也。」句後注） 

郭象的時空觀，將《莊子》有小大之分的時空觀，轉向一個「自得之場」的詮釋。只要

能夠進入自我的「自得之場」那麼不論境界的大小，都能夠得到自我的逍遙。此外，郭

象在詮釋鯤化鵬的寓言時，以「吾所未詳」、「寄言出意」的方式，將故事劃開一個縫

隙。因為「吾所未詳」，在未詳的不確定性當中得以「出意」的方式填補郭象自我對鯤

鵬的詮釋。而這個詮釋也扭轉了《莊子》運用時空喻示小大分辯的思想，同時也將《莊

子》時空觀與工夫境界緊密相連的系統解構掉了。因此，郭象的時空觀，是有著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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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的侷限性空間7」的思維，將有待的侷限性時空消解並擴大，使其具有轉向無限

逍遙時空的可能。 

這樣的解構，使得郭象的時空觀有著冥化玄同的特色： 

遺彼忘我，冥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

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

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

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

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逍遙遊〉：「小知不及大知，

小年不及大年」句後注） 

只要遺彼忘我、冥此群異，便能夠體知無小無大、無死無生的境界。也因為無小無大、

無死無生，因此可以證入無窮無極的究竟當中。在證入無窮無極的究竟之後，也就完成

逍遙無待的理境了。 

因此，在郭象的思想中，小大不再是工夫深淺的問題，「小」也不再絕對性代表

「有待的侷限性空間」，只要透過「遺」、「忘」、「冥」的方式，解離時空的拘限，在

遺、忘、冥之後，彼我之分、小大之辯、死生之異、長短之別的執著，均可以得到雙重

的釋放，因此，時間與空間對人的拘限，也就在這種種的對比與比較得到釋放後，模糊

了界線。時空意義也就在這心念一轉之間，獲得新的意義：時空境界的大小，不再是工

夫高低之別，而是心念上的轉換。只要啟動遺彼忘我、冥此群異的心念，那麼「拘限性

的時空」也就不再是「拘限性的時空」，而能擴展為逍遙無窮的時空。在這樣的思維

下，小與大均可以達到各自的逍遙與境界，也都能夠各安於所安8。因此，境界不再是

                                                 
7 潘朝陽曾在〈莊子逍遙遊的空間論〉中將〈逍遙遊〉中蜩蟬、學鳩、斥鷃等的空間稱為「有待的侷

限性空間」，點出了蜩蟬、學鳩、斥鷃等侷限於自我卑陋低俗不見大道的心量見識，因此相應的空間

即是「有待的侷限性空間」。本文收錄於潘朝陽著：《心靈、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05 年 6 月初版一刷），頁 273-287。 
8 郭象同樣關注到了落限於對比性當中所形成的痛苦，他在〈逍遙遊〉注裡即說：「夫年知不相及若此

之懸也，比於眾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

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

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朝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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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夫深淺上呈現，無涯無際的時空也不再是大境界修行者的專屬。小知小年者只要心

念一轉，安於自性，不再艷羨大境界者，那麼便無所待，也就能得到自我無窮無極的逍

遙。 

故而此處可以明顯這麼分辨：《莊子》的時空觀，是有著小大之辯的，如何破除

「小」的拘限，將自我提升到「大」境界，是《莊子》工夫施力之處，而工夫完成、境

界的到達，其所相應的空間便是如「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般「無侷限性的空間」，

該空間溟溟漠漠、無涯無際，卻生意盎然，渾然天成，具有遒勁的生命力在其中，這是

工夫作用的結果。 

而郭象時空觀的開展，是偏向心念轉向來完成的。只要能夠通過「通彼我及與物

同」、「自得至無往而不冥」等方式操作，去除分別心的絆累、心知欲望的紛擾，便能復

返天然寧靜之本性，形成人間處處可遊的逍遙。 

這是《莊》、郭兩者從時空起始所展現的根本不同處。 

然而此處仍要提出這個問題：冥化玄同要如何可能？心念轉向又要如何可能？ 

大抵而言，冥化玄同之所以可能，是奠基在「性分之適」、「足於其性」的操作上

完成的。就像郭象說的： 

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

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

跂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逍遙遊〉：「且適南冥

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

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句後注） 

只要能夠得性、盡性、安其天性，或是如前所述，「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

那麼，天地萬物均能夠擁有各自的逍遙。因此，莊子所架設的大境界之逍遙，在郭象這

裡有了轉向，轉向了各我不同境界的逍遙，小有小的逍遙、大有大的逍遙。不論境界大

小，都能夠完成逍遙的可能。而小大時空的冥化玄同之所以可能，也即奠基在「性分」

                                                                                                                                        
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

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句後注）」當小大之別去除，也就不會再有豔羨之心，也就不再形

成生命的悲與累了。因此安於各自定分，也就安於各自小大的不同。 



場域、時空與身體的對話––由郭象修身環境的選取探討其思想面貌 

 ．201．

的安、適、盡、得之上，而心念的轉向也同樣是奠基在這樣的基礎上的，也或者可以這

麼說，郭象的「心」之概念，其實是奠基在「性分」概念下來論的。能夠安性、足性、

適性、盡性，也就能夠達成心念上的安適了。因此，「性分」才是冥化玄同、轉化心念

的根源。甚至連成聖與否，也都是奠基在性分觀念下來論： 

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逍遙遊〉：「聖人無名」句後

注） 

聖人便是讓所有萬物都得到性分的安適，能夠「順萬物之性」，並且能夠因為性分的安

適，而讓天下去除小大分別之累，如此也就能夠「同於大通」、讓萬物得以「天機自

張」了9，此即成就了帝王之道。 

而在冥化玄同的時空觀下，不只小大分別的境界分別被解構，同時，也將「內、外

／山林、廟堂」的分別混同了。就像郭象所說的： 

夫與內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

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大宗師〉：「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句後

注） 

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

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

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大宗師〉：「孔子

                                                 
9 見逍遙遊注：「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

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

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

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

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

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

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

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

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句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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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丘，天之戮民也」句後注） 

在「冥」的作用下，內與外的界限被解構掉了，遊外亦可冥內，這樣的理路擴大，天下

與山林的空間也就可以混同；在修行上則呈現遺物而能入群、坐忘而能應務的樣貌。山

林與天下、得與遺兩組不同甚至對反的概念，在冥的作用下，也都卸除了其對反性質，

成了齊一玄同的概念了。而在所有相反空間以及相對概念都得到玄同的解釋後，那麼修

行者處在整體世界中，也就無往而不自得也。 

而這也就是下文所要探討的「山林與天下的轉換」。 

三、山林／天下的轉換與重構 

當《莊子》在處置天下與山林的選擇時，他這麼的說著：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

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

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

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

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矣。」（〈逍遙遊〉）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

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逍遙遊〉）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

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師〉） 

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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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

為決肒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

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

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大宗師〉）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

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

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

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莊子．秋水》） 

內／外；方內／方外；廟堂／塗中；陸中／江湖；天下／深林；在這幾則引文中，明顯

可以看出《莊子》所選擇的空間無疑是偏向山林方外、天地四海的，而非廟堂方內、天

下政事的。因此，莊子身心體驗的練習及境界的完成，也是選擇在山林方外這樣的場景

中發生的。 

而郭象所選擇的修身場域又是如何呢？試看郭象說的： 

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

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

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

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

傷內。（〈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淖〕約若

處子」句後注） 

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

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宏）〔冥〕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

〔見〕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

也。是故睹其與群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睹其體化而應務，則莫

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

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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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宏）

〔冥〕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大宗師〉：「孔

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句後注） 

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大宗師〉：「芒

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句後注） 

郭象在這裡所不斷提點出的，是聖人處在廟堂之上的俯仰萬機、以及聖人非拱默而已、

非伏於山林的場域選擇。在這裡可以看到郭象所選擇的修身道場已經不再如《莊子》一

般，是在山林方外了，而是走入天下廟堂當中了。 

大抵而言，不一樣的空間，象徵著不同的意義，而空間也往往影響控制生活者在其

中的社會互動及景況。此外，空間也必然具有隱喻性質在其中，它喻示了存有者的思

維。所以存有者與空間是聲息互通的，彼此具有意義的交流。在這樣彼我交通的觀念

下，空間絕不只是物理性質的空間，而是一個場域。場域是人與世界，與他者所共同營

造出的空間概念；是我與空間之內的所有非我所共同成就的。因此，所謂的「空間」已

經不只是一個客觀的物理性存有，更類似於一種氛圍：由「我」開始，擴及於人、物、

以及整體世界，再由整體世界回鑠於「我」所共同形塑的氛圍。因此場域包含了我與非

我，以及時空的共同特質，形成一個共在的氛圍。所以場域的結構絕非靜止不動的，更

不能被化約為孤立行動主體的單純聚合，或只是並列元素的總合，它是我與非我的一切

所共同參與的結果。故此，場域的結構是隨時在改變的，因為主體、客體的不同交流而

有不同的氛圍。因此場域必然脫離不了身體，透過身體，認知的主體才得在所經驗的場

域中，與外在他物的關係產製意義。換言之，主體就是身體，而體驗即為認知週遭環境

的首要經驗。也因為場域的存在，因此「身體－主體」也具有意義的脈絡結構。 

在這樣的場域觀下，不同的空間場域，給予人的交流與意義也就不同，而修行主體

所呈現的存有模式也會不同。 

以《莊子》的山林空間來說，「山林方外」在《莊子》文中的意義也必然不只是一

片崇山峻嶺如此而已，而是象徵著一種隱逸與自然的生命態度。這或許也就是莊子在點

提逍遙的概念時，所相應而生的空間型態是：「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逍遙遊〉）」

的原因了。「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絕非是廟堂式的空間，而是一個山林方外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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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這樣的空間所相應的修行者樣貌即是「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人處

在此空間之中，其形貌乃縱任自得之貌，其舉止是徘徊憩息、徙倚顧步之態，其心向則

是無為虛淡，逍遙適性之心10，而這些形容，則共同指向了這樣的修為：即生命執著處

的懸解。 

而處在這樣場域中的修行者所呈現的樣貌是如此的：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礡萬物以為一，世蘄乎

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

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批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

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

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逍遙遊〉） 

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

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

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

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

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

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

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

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

而後成者也。」（〈大宗師〉） 

時間與空間作用在人的身上，是一種解不開的大化印刻，人只能受到時空的拘限與宰

制，不可逃、不可解、只能無可奈何、不亦悲乎。然而，《莊子》的修行者在艱苦卓絕

的工夫磨練之後，卻可以逆轉時空的痕跡，對於時空的力量有了反支配的逆覺。甚至這

些修行者能夠進入到與物同化、上下與天地萬物同流的境界中。因此他們的樣貌是「色

                                                 
10 見成玄英疏：「彷徨，縱任之名；逍遙，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互其文耳。不材之木，枝葉茂

盛，婆娑蔭映，蔽日來風，故行李經過，徘徊憩息，徙倚顧步，寢臥其下。亦猶莊子之言，無為虛

淡，可以逍遙適性，蔭庇蒼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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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孺子」、「物莫之傷」，甚至是「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的；時空系統中的

任何力量都不再作用於修行者的身上，修行者的身體彷彿穿透時空界限一般，消解了時

空的鑿痕，身體進入到了與天地合流的無盡之中。 

而郭象時空的選取，如前所述是轉向廟堂天下的，然而郭象的聖人雖然身在廟堂，

其心卻無異於山林之中。山林與廟堂是兩組不同的空間概念，這兩組空間所給予人的意

義也相應不同，然而，郭象的聖人卻是身在廟堂，心在山林的。他用冥化玄同的方式，

混同了兩組不同的空間，而他的聖人則同時具存於兩組空間之中：身在廟堂、心在江

海。 

因此郭象聖人所處的場域是較為複雜的。 

而如何將兩組不同概念，甚至有著對反意義的空間混同，郭象提出了「無心」的運

作： 

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礡

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

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

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逍遙遊〉：「之

人也，之德也，將旁礡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句後注） 

郭象在莊子注中不斷提出「無心」的觀念。無心代表了一種可能；一個通向逍遙的可

能。 

因為無心，所以可以逍遙，同時可以應世。在這裡明顯可以看出來，聖人之所以能

夠包容於在世與岀世兩端、能夠混同兩組對反的空間，即是因為「無心」的關係。可以

說，「無心」是在世與出世的交會點。透過無心，郭象將《莊子》將人置放於宇宙自然

的思維做了一個轉向，將聖人轉向為「天下」之中的「在位者」，並兼具治世的權位

者：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

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

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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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

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

而不反者，斯之由也。（〈逍遙遊〉：「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句後注。） 

郭象在此提到「治」的問題，他認為堯並非「治天下」者，而是「令天下治」者。因此

堯的位置並不是站在主動的位置去刻意經營天下，而是一個背後使天下自治的堆手位

置，以一種無形的模式，讓天下得以自我治理。因此，與其說堯的形象是一個主動為之

的執政者，不如說堯更像齊物論中「怒者其誰邪」的體道者。《莊子》在齊物論中所叩

問的「怒者其誰邪？」，問句所要逼顯出的便是天道的存在11。而闡述的深意即是要完

成「使其自己也」的境界。 

所謂的「使其自己也」，意味著以無執的道心，亦即化喪「形軀我」及「師心我」

之後的真君、真宰之「吾」，來與萬物相遭遇。這樣的遭遇方式，即是以無為無執的態

度讓萬物得以自我發聲，並讓眾聲得以喧嘩，故說「使其自己也」，使萬物得以自己

也。用葉維廉的話來說，便是一個主體虛位化，以退居的模式處世，掏空自我成為虛的

主體，讓萬物「各自有其內在生成衍化的律動來確認它們獨具的存在和美12」。 

郭象在此處便將〈齊物論〉中「使其自己也」的無為與無介入運用到他的治世理論

當中，將治世必然會有的「為」解構掉了，而代之以「不治治之」的模式。不可否認，

治世與隱逸往往是有所衝突的，治世所必然相應而生的即是權力的相軋以及種種價值系

                                                 
11 王邦雄在《中國哲學論集》中即提到：「蓋風透過萬竅怒呺，以表顯與完成其自身，吾人亦可透過天

地萬象，以上體天道的存在。以天籟超越經驗界，故以「怒者其誰邪」的反問，以逼顯天道的存

在。……其超越之體固無言不可知，其內在之用卻生生不息，健動無已，故即用以顯體，以明天道

的無所不在。」（臺北：學生書局，1986 年 2 月），頁 76。 
12 葉維廉曾說：「人既然只是萬千存在物之一，我們沒有理由給人以特權去類分、分解天機。『鳧脛雖

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物各具其性，各得其所，我們就任其自然自發，我們怎能

以此為主，以彼為賓呢？我們怎能以『我』的觀點為正確的觀點，甚至是惟一正確的觀點呢？『彼

是（此）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由是，只有當主體（自我）虛位，

從宰制的位置退卻，我們才能讓素樸的天機回復其的興現。現象、自然萬物並不依賴『我』而存

在，它們各自有其內在生成衍化的律動來確認它們獨具的存在和美。主體和客體，意識和自然現象

互參互補互認互顯，同時興現，人應和著物，物應和著人，物應和著物至萬物萬象相印認。」參考

葉維廉，《道家美學與西方文化》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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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纏縛，同時，治世往往也與宰制是相連的，既然與宰制相連，就不可能讓素樸的天

機回復其自己。郭象也必然了解這個問題如何地與《莊子》逍遙思想相衝突，因此他有

意識地提出了「無心」說法，無心正好得以卸除聖人執政所必然面臨的傾軋與纏縛，讓

聖人既能入世執政、又能出世逍遙。 

姑且不論這樣的手法是否真能夠運用在政治運作上，但這樣的修身態度之轉變，讓

郭象的聖人也由《莊子》的「山林」置放轉換為「天下」的經營了，他合理的將山林隱

逸轉向天下治世當中。同時，這樣的雙棲模式，也為郭象的聖人站盡了絕佳的位置：既

坐擁天下、又能體悟逍遙。也因此，聖人的面貌開始多樣化了起來：既是治世經營者

者，同時也是出世體道者；既展現堯舜之動能，又能夠體悟窈冥玄妙之靜寂；既同人群

而驅萬物，卻又能遺身而自得。他遊走於兩端，卻又不落入兩端，具有雙重角色的複雜

性。 

經過這樣的轉換，聖人的修身場域已然轉向了天下，天下成了實踐修身所不可缺的

位置，但不可否認，在這樣的轉換下，那由《莊子》所構築出，遙遠的姑射之山13，也

就逐步形成了一個「寄言」，一個更形遙遠的空虛所在了14。 

四、適性、無心、玄冥下的身體工夫 

不論《莊子》與郭象，他們在論述最後境界時，都有著時空界限的解消特徵，最後

都有著「小大一」這樣的境界。然而《莊子》完成「小大一」是透過艱苦卓絕的身體工

夫15來完成的，但郭象所完成的「小大一」境界，卻是透過適性、無心、玄冥等方式來

達成。 

適性、無心與玄冥可以說開啟了郭象「遊」的模式，只要無心玄應、只要各足其

性、冥化玄同，就可開啟遊外宏內、小大為一、玄同彼我的可能，亦即可以弱化天人、

                                                 
13 見〈逍遙遊〉，頁 28。 
14 因此，郭象不僅解構了《莊子》山林方外的修身性，同時也解構了《莊子》的神話寓意以及其寓言

隱喻。 
15 關於《莊子》的身體工夫，本人在博士論文中有較為詳盡的敘述，可做為參考，此處為了行文的順

暢，僅在此點出，不另行贅言。見周翊雯著：《從《莊子》到《莊子注》的身體觀研究──以「身體

工夫」為研究核心》（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200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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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我、人己、內外的界限，並超越這種種範疇的限制，到達一個逍遙之遊。 

而無心、玄冥與適性可以說是一組連結緊密的鎖鏈結構，其中無心較偏向於聖人的

修養16，而適性則是郭象思維下普天大眾所應遵循的法則。但無心與適性卻是一組相輔

相成的概念，例如郭象所說的： 

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使物各自謀也。付物使各自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

也。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也。任物，故無跡。足則止也。見得則不

知止。不虛則不能任群實。鑒物而無情。來即應，去即止。物來乃鑒，鑒不以

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勞神之累。（〈應帝王〉：「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

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

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句後注） 

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應帝王〉篇目注） 

無心的目的主要是要順物而任其自化，而無心任其自化，則能完成適性的運作，有心則

傷性，足性必無心，兩者相輔相成。是故聖人必須具有無心的修為，也必須了解適性的

道理，更要推而廣之，讓天地萬物都能各適其性、各足其性，如此便能夠完成治世的目

的。因此適性可以說是郭象思維的核心之一。而適性與無心也關係著郭象的工夫呈顯方

式，試看郭象所說的： 

均於不為而自化也。一以自得為治。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以德為原，無物

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也。任自然之運動。（〈天地〉：「天地

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

                                                 
16 例如郭象所言：「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

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

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應帝王〉：「鯢桓之審為淵，

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句後注）」或如文中所引：「夫無心而任乎自

化者，應為帝王也。（〈應帝王〉篇目注）」。「無心」可以說是聖人（至人）治世的方針與策略，而這

樣的言說在莊子注中並非特例，而是常態。關於「無心」與「適性」是可以再進行更深入細膩的區

分的，然這並非本文目前所要研究的主要脈絡，故在此先行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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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句後注） 

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不為此

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此任其性命之情也。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

以同我，乃成大耳。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天地〉：「夫子曰：「夫

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

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句後

注） 

各止於其性分，任其性命之情，任其自為，此乃成天之大道。只要任其性，就可達致無

為而無不為，因此可以說，郭象的理境在於適性、足性、任性上彰顯，只要適性、任

性、足性，就能夠讓天地萬物任其自然。 

然而不可否認，關於如何適性、足性、任性，郭象除了提出一個無心的說法外，並沒有

其餘更深入的言論出現。總的來說，郭象「適性」觀念的提出，的確是缺乏一個身體工

夫的參與17，身體內在生命的主動性與修養，完全透過這個適性結構來達成，亦即郭象

所說的：「事在於適，無貴於遠功。18」適性可以說是他最主要的修養工夫。而所謂的

適性，即是每個人秉何種氣性，便遵循這樣的氣性來完成自己： 

俱食五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逍遙遊〉：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句後注） 

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五）氣，故能為眾木之傑耳，非能為而得之也。言特受

                                                 
17 劉榮賢老師亦曾提及：「生命的圓滿不必透過對性分的突破與環境的改造來達成，只須和與生俱來的

性分相符應。從這裡可以看出：郭象的『當分』、『率性』與莊子的『乘物以遊心』二者在內在生命

主體性的意義上有相當明顯的差異。由於『率性自足』的觀念缺乏內在生命的主動性與修養提升的

工夫進程，而魏晉玄學又必須以至高無上的聖人為標的。因此郭象的思想體系就遺留了一個十分嚴

重的問題：『只是率性，如何能成聖人？』由於無法解答此一問題，因此郭象注對《莊子》書中凡牽

涉生命提升之境界或工夫者，大多有意無意間加以忽略。」見〈從因地工夫與果地境界看郭象與莊

子思想的異同〉（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十八期，2009 年 6 月），頁 10。 
18 見〈列禦寇〉「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句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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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有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

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趣之。（〈德

充符〉：「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 

「氣」的思想在郭象的思維中主要在氣稟上呈現。稟何種氣，決定人的位置及修行的可

行性與否問題，因此稟氣是重要的。稟氣不只決定了人的積習方向，同時也直接決定了

工夫修養的高低。而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與所稟之氣是息息相關的。這明顯可以看出

當時的思想依舊是延續兩漢的氣化宇宙論思想，氣化宇宙論強調個體在先天氣稟上即有

所不同，並以此作為個體本質性分相異之關鍵19。這樣的秉氣結構，也決定了郭象的性

分說法，秉何種氣，便成為何種人，這是不可改、不可易的。就算透過後天如何努力的

學習，也都無法達致，就像郭象所說的： 

夫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而已，豈為之

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言緩自美其儒，謂己能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

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往）〔性〕者，貴賤不失其

倫也。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

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列禦

寇〉：「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為有

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句後注。） 

郭象認為，要有其性，才可以學其學，否則只是強學矯性，不但不能達致其功，反而傷

害其性。他同樣將學習放在「性分」上看，這對於學習本身來講，無疑是一個限制。因

為「性分」有沒有是一個很難認定的問題，若不透過學習的過程，多方的接觸與深入，

博學之、明辨之，我們又如何可以知道性分之有無，或是適合學此而不適合學彼？就如

孔子所言：「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禮，亦可以弗畔矣夫！〈公冶長第五〉」要博學之、

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才能夠「致其道20」，再配合篤志、切問、近思等歷程的完

                                                 
19 見盧桂珍：〈王弼、郭象性情論研考〉收錄於《台大中文學報》（第二十五期，2006 年 12 月，台灣

大學中國文學系），頁 5。 
20 見《論語集注卷十．子張第十九》：「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關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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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才能夠成就徹上徹下之道21。 

但郭象的適性之說無遺封閉了這個歷程，將所有的可能都放在性分之下來論述。一

切唯以秉氣之性分為主，然而性分除了順氣以言性的部份外，郭象其實並未對性分有更

進一步的描述與解釋。這就形成了身體工夫的盲點，也是實踐上的困惑了。因此，回過

頭來看郭象的身體工夫，會發現，他對於工夫的描述，往往是缺乏身體性的參與，例

如： 

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也。…。無情任天，竇乃開。（〈外物〉：「目徹為明，

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

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

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句後注） 

《莊子》外物這段原文，重點在於氣的流通，認為萬物都有知覺，也都能相通徹。而萬

物之所以能相通徹，便是由大氣的流轉不息，此乃通天下之一氣也。那麼人要如何接通

流轉不息的大氣呢？便是透過自身養氣工夫，並使得氣息通徹，修行者不以聲色嗜欲阻

塞氣的流通。在這樣的養氣結構下，六根將窮徹暢通，循耳目之內通，完成「氣息通而

生理全」的工夫。因此《莊子》這段引文，可以看作是一段透過身體感官之實踐修養來

養氣的歷程，是層層轉化身心感官之結構後，使氣息暢通不雍塞，進而接通天地宇宙之

精氣的歷程。而這樣的通徹之氣也必然是以清氣的將養為主，若以中國古代的呼吸法來

看，通徹感官的工夫往往在於將濁氣排出體外，清氣引入體內，這樣的呼吸法，一但將

出入體內的氣息清化、純化，那麼就會產生凝神的思維，而暢遊於天地。此即《莊子》

                                                                                                                                        
語》的引文均引自朱熹：《四書集註》（台北：文化圖書公司出版，1991 年 7 月 5 日出版）。故僅於

其後註明卷數、篇名，不另行作注。 
21 就像子夏所說的：「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而朱熹集註中則進一步如此闡述：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

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

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

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論語集注卷

十．子張第十九〉」可知在儒家觀念中，學之博是非常重要的觀念，而郭象站在一個匯通儒道思想的

立場，在這一點上與儒家本義實是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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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吐故納新，通天下之一氣的用意22。但這個歷程之所以可能，則必須建構在萬物

之間的氣息流轉上，因為氣息流轉是生命延續的根本，同時也是接通萬物的方式；因此

《莊子》面對「氣」是一個審慎的態度，必須要「一」、要「虛」、要「擺落我執」，要

導引至全身精脈，甚至要與之接通萬物。因此《莊子》對於「氣」是一種有意識的調

理，這個有意識的調理便是工夫的窮徹。 

若再以工夫歷程來看，《莊子》的工夫歷程，是需要透過大量的「時間精力」的投

入而修練出來的境界，例如〈大宗師〉23說的：「吾守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吾又守

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

生。」或如〈達生〉24中所說的：「齊三日、…齊五日、…齊七日」等等，這均是一段

段充滿時間敘述的工夫。 

而郭象在面對這樣的養氣工夫，卻是放在「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也」的角度解

釋，將有意識的調理工夫放在不為不恃、「無情任天」的項下講。將《莊子》的「恃

息」轉化為「不恃息」。任氣息自生自爾，來則來、去則去，人則無知、無為、無恃於

其間。因此，《莊子》有意識的氣息調理之工夫，在郭象這裡已然被解構，而「氣」的

形象，也由《莊子》可調節可將養的工夫項目，轉化成「任之自化」的一個物件。 

此外，郭象這種透過無情任天、無為、無力、無心的運作來達成逍遙的方式，也已

然將《莊子》透過「時間精力」來艱苦完成的工夫模式，轉變成不經修煉，純任自我天

賦才情便可達到的方式了。 

而這所謂的自我天賦才情，亦即是郭象所說的性分。這個性分，是在順氣以言性的

稟氣思維下來說的，「氣」所影響的性分，是不可改變的，這個不可改的性分，就像時

                                                 
22 關於的吐故納新之養氣法，乃參考林永勝著：《南朝隋唐重玄學派的工夫論》（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博士論文，97 年 6 月出版），頁 91。 
23 此段原文如下：「吾守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

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

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

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 
24 此段原文是如此：「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

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

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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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切片下的一刻，但這一刻，卻定案了生命總長度下的必然模式，郭象無疑以一刻代全

體。此外，稟氣而生的人，同樣也稟受了氣的聚散無常，故其面對時空的態度也改變

了： 

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未足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

可喜而餘物無樂耶！（〈大宗師〉：「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

未始有極也」句後注） 

人形只是萬化之一遇，而這場相遇，是偶然的；而過程，也是時空之流下的因緣和合罷

了： 

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岳以舍故。故不暫

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日易

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

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橫謂今之

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大宗師〉：「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

也」句後注） 

因此，郭象對萬物的認識，是站在一個不斷變動的角度去認識，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

時間是永不暫停、忽已涉新的。所以若執著於此聚散偶然和合的「形」，則會「陷於憂

樂，左右無宜25」。故而郭象對「形」所採取的態度，便是「忘形遺形26」。故而時間的

流逝，在郭象這裡是特別被強調的，不管是凡人，或是聖人，都在這個變化之流中被不

斷沖刷代謝，相較於《莊子》的神人、至人對時空支配力的解構，郭象的聖人則是在時

空之力下順應其變化，受著「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的變遷，並且在其中理解變化

無極之理，並冥合於這樣的變化，進而體悟無極之道27。 

                                                 
25 見〈外物〉注：「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句後

注）」。 
26 見〈外物〉注：「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句後

注）」。 
27 從這角度上看，郭象是將眼光放像「物」之上的，郭象關注「物」的種種流變，以及人應該如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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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郭象思維下，時空對人是有著無限的支配力的，時空永遠不斷地流轉改

變，並加諸其力量在人身上，人只能在其中被動地接受著其變化、感受著時空的無常。

儘管郭象也預設了體化玄冥的可能，也儘管其目的同樣是要完成逍遙的理境，但若從身

體工夫的角度上看，郭象適性、無心、玄冥的提出，特別是在適性思維的籠罩下，其思

維的確是缺少一個身體性的參與。因此，在郭象義下的時空思維，儘管冥合小大之分、

長短之別，但在身體工夫的缺席下，卻依舊無法遏止其無情的流轉之力。 

然而，就郭象回歸現實體系的思維來看，體悟時空的無情變化，了解瞬息無常的道

理，並且對變化能夠處之泰然，所遇而樂、唯變所適；證悟萬物變化無窮之理，並且讓

所有的變化都獲得認肯，並隨之俱化、遇之而安，那麼處在變化中的人，也就能夠體會

無窮。因此，從反向來看，郭象的確是不需要身體的工夫，即能在其思維結構中完成逍

遙的可能了，這也是郭象詮解《莊子》時，所開的方便法門。 

五、結論 

郭象所開啟的方便法門 

時空是人最終的拘限，而人之所以受到時空的拘限，則是因為身體的具存，儘管就

身體工夫的角度而言，郭象是弱化的。但卻不可否認，郭象將時空的拘限性用適性、無

心、玄冥的角度使其冥合與消解，並將其中的種種概念、認知、慾望纏縛等等，一起放

入玄冥理境中，使其逐步瓦解，這無疑是為當時士人兼顧仕途與修身的雙重可能而開啟

的方便法門。 

此外，郭象將治世的聖人形象與道家式至人、神人的樣貌做結合，非常成功地將道

家思想引入政治的運作，《莊子》也在這樣整體的改造下，從山林來到了塵世。 

儘管郭象「性各自足」理論的提出，導致了修行者不講求生命的提升轉化、不在修

養工夫上落實的弊病；甚至合理化現實、耽溺於眼前的享樂、安於現狀。而失去《莊

子》正視生命提升之莊嚴性與能動性等等問題。 
                                                                                                                                        

應這樣的流變，在功夫修為上偏向一個被動性完成。相較於《莊子》重視主體我的工夫提升，並以

提升之後的「我」來觀照萬物，萬物與我自然渾融不二，這是一個主動性的工夫修為，這兩種修為

態度在結構上是不同的，儘管他們最終達到逍遙的目標是一樣，但出發點與方式卻是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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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從社會現實面來看，郭象生活在動亂的元康、永嘉之際。在元康名士以嵇康、

阮籍的繼承者自居、追求絕對的個人自由，形成的放誕之風如洪水猛獸的社會風氣下，

「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面對嚴重的社會失控，該當如何

地撥亂反正、重建社會秩序？作為政治當權派與大思想家的郭象，必然是關注這個問題

的。 

因此，郭象以他所設計的入世逍遙、遊外宏內的理想作為改造人心的政治藍圖，在

這個藍圖的實行下，他試圖完成入世與出世的雙重實踐；一方面既要避免強大的君主專

制破壞士人的「自由」，一方面又要避免士人過度地「任其自然」而導致社會崩潰。 

郭象所期望的是：如果社會成員處在與其「性分」需求一致的位置上，那麼表面上

緊張的治國活動，便成了實現本性的「逍遙」過程。如此看待國家機器的金字塔等級結

構，君主→宰相→百官→萬民之間，便不是進行壓迫統治，而是每個人的「自治」與

「自得」。因為從最低層的奴婢，到頂尖的聖王，只要其崗位適合自己的本性，那便不

會感到沉重壓力。「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皂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28」

猶如舉重，只要負重適當，便不會感到沉重。這無疑保持了兩端的自由，也平衡了原本

失衡的兩端。 

因此，郭象學說一提出，便給了這些內憂外患，既要歸隱、又無法脫離人世的士人

們一個既追求個性自由，又維護社會體制的可能，這也讓當代的士人獲得了融通兩端的

可能。 

故而，儘管郭象在詮解《莊子》上未必是貼切的，但他的確提出了一個俱足充分的

「大地性、日常性與即時落實性29」的理想，也試圖組織一個重建秩序的現實關懷，就

這點來看，郭象無疑讓莊子哲學有了另一種可能性，同時，也讓莊子哲學有了另一個詮

釋的制高點，就這點而言，郭象的確是功不可沒的。 
 

                                                 
28 見〈齊物論〉：「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句後注。 

29 見傅偉勳著：《從西方哲學道禪佛教》（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出版），頁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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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ese scholars and advocates dedicate themselves to the innovations of Romanization 

for writte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SM).  The considerations for TSM orthographic 

system imply that the actual phonetic realization of TSM symbols p, t, k is phonetically similar 

to English symbols b, d, g.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simultaneous instr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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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orthographic systems, TSM and English, would cause transfer effect.  Two experiments 

a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in perception part show that transfer effect occu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erroneous associations of /d/ with t and /g/ with k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in production part show that the numbers of the subjec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o associate symbols p, t, k with sounds /b/, /d/, /g/ are grea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s opposed to Experiment 1, the degree of transfer effect in Experiment 

2 seems to be in a reverse direction: the degree of transfer effect in front stops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back stops.  It is due to the degree of familiarity and time of acquisition.  The bilabial 

sounds are easier to produce, which causes a greater number of transfe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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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tivation1

According to Grade 1-9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2, Taiwanese are 

expected to possess abilities in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English for communication across 

language boundaries, promoting world-view, prospering the country’s industry and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affair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se goals,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made it compulsory for all fifth-grad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2005, the policy was given further revision and as a 

result English instruction was forwarded from the fifth grade to the third grade of elementary 

school. English learning has since been implemented for 40 minutes a week.  

Mandarin as the country’s official language is taught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recent years, a language policy related to mother tongue is regulated into Grade 1-9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order to break down ethnic barrier, develop students’ 

confidence, understand local culture, respect cultural diversity, and promote the cooperative 

spirit among different races (Dong3 ed. 2001).  Based on Grade 1-9 Curriculum Guidelines, 

Taiwanese are expected to posses the ability to manipulate their mother tongue to communicate 

and express their thoughts in daily life. Beginning in the autumn semester in 2001, a 40-minute 

mother tongue course was imposed to the curriculum of elementary school. (Chiung 2007: 109). 

Different scripts for writte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SM, hereafter) are selectively chosen 

by mother-tongue teachers, owing to lack of the written system of Han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Curriculum Guidelines, the orthographic system, the Romanized system for TSM, 

is instructed to third-graders. 

As two orthographic systems, English and the mother tongue, are instructed 

simultaneously in the third grad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instruction of mother-

1 I would like to thank Prof. Chun-yin Doris Chen for valuable comments and helpful discussion. 
2 ‘Grade 1-9 Curriculum Guidelines’ is translated as ‘ ’.
3 The system used here for transliteration of names is Han Yu Pin Y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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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ue orthographic system, TSM in this case, will influence the perception or the production 

of English items with stops in the initial position. In this study, we focus simply on the English 

stops, for th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in December and only stops of the mother tongue 

were instructed to the subjects. The knowledge of TSM phonology concerning the rules 

governing pronunciation or the domain of other segments irrelevant to the present experiments 

will not be introduced here.  

2. Background 

Let’s first take a look at the phoneme inventory of TSM consonant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drawn from Liu & Tsay (2000: 110). ‘Vl’ is an abbreviation for the feature 

voiceless, ‘Vd’ for voiced, ‘unasp’ for unaspirated, and ‘asp’ for aspirated. 

Table 1. Phoneme inventory of TSM consonants (IPA) 

 bilabial alveolar velar glottal 

unasp p t k Vl

asp p  t  k
stop 

Vd b  g  

nasal Vd m n 

fricative Vl  s   

unasp  ts   affricate Vl 

asp ts

liquid Vd   l   

As mother-tongue course is imposed to the curriculum in elementary school, different 

scripts of Romanization for written TSM are selectively used for the instruction,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IPA), jiao hui luo ma shi ‘ ’, Wang Yu-de ‘

’(Wang, 1993), Lin Ji-xiong ‘ ’(Lin, 1990), ke gen shi ‘ ’, pu min shi ‘ ’, 

and Taiwan Language Phonetic Alphabet (TLPA). In the consonantal phoneme inventory of 

TSM, both voicing and aspiration are contrastive features (Ding 1980, Dong 1996, Cheng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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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 Kang 1997, Lin 2001). Bilabial stops /p/, /p /, /b/, alveolar stops /t/, /t /, and velar 

stops /k/, /k /, /g/ contrast syllable-initially. Among scripts of Romanization, the aspirated 

voiceless stops are symbolized as the following three forms, which are currently used in 

different versions of textbooks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SM. 

Table 2. The orthography of the TSM stops used in textbooks 

 bilabial alveolar velar 

unasp p t k 
Vl

asp p /p’/ph t /t’/th k /k’/kh stop 

Vd b  g 

3. Previous Studies of TSM Orthographic 
Systems Related to English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simultaneous instruction of stops in both TSM and 

English orthographic systems will interfere with the percep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English 

items with stops in the initial posi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goal, the phonetic features of stops 

in TSM and English orthographic systems need exploration first. In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versatile innovations of TSM orthographic system that advocates claim as a brand-new system 

based on similar phonetic features of English stops will be elaborated. 

In our handwriting, the actual letters we write vary and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ideal 

shape, the phoneme. This is not represented in the phoneme system (Burns & Seidlhofer 2002). 

This very concept motivates the present study. The actual phonetic realization of TSM symbols 

p, t, k is phonetically more similar to English b, d, g. A piece of evidence that supports the view 

comes from Cheng (1993: 19-30, 1997: 11). TSM p is pronounced like English p occurring 

after sibilant /s/ as in ‘speed’, ‘spy’, and ‘spoke’ and sounds like English b. In the same vein, 

TSM t is pronounced like English t occurring after sibilant /s/ as in ‘style’, ‘stay’, and ‘stood’ 

and sounds like English d. TSM k is pronounced like English k occurring after sibilant /s/ as in 

‘skip’, ‘school’, and ‘sky’ and sounds like English g. Cheng suggests that the beginners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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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 of the similar phonetic realization of TSM symbols p, t, k and English b, d, g so as to 

avoid the confusion of two different orthographic systems.  

Another piece of evidence comes from Ruan (1990) who strongly holds that TSM sounds 

/p/, /p / correspond to English sounds /b/, /p/, TSM /t/, /t / correspond to English /d/, /t/, and 

TSM /k/, /k / correspond to English /g/, /k/. He posited an orthographic system in which he 

straightforwardly regarded TSM /p/, /t/, /k/ as English symbols b, d, g and TSM /p /, /t /, /k / as 

English symbols p, t, k. In 1998, Ruan’s system was adopted by Taipei C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s the official version of the orthographic system for TSM. This system caught many 

scholars’ attention and then was affirmably advocated (Huang 1999: 43).  Part of the TSM 

orthographic system Ruan (1990) posited is illustrated as follows. 

Table 3. The orthographic system for TSM stops posited by Ruan (1990) 

and its correspondences to KK phonemes 

IPA for TSM Ruan (1990) KK phonemes 

p b b 
p p p 

b v (weak) b 

t d d 
t t t 

k g g 
k k k 

g q (weak) g 

With an eye to making TSM orthographic system more accessible in the computer era, 

Zhuang (1995, 2000) posited a PSDB orthographic system for TSM on the basis of 26 English 

alphabets. In order to encourage Taiwanese to effectively manipulate their mother tongue in the 

written form, Zhuang’s first priority is for the orthographic system to interact with computer 

technology. To achieve these effects, he proposes that TSM /p/, /p /, /b/ are symbolized as 

English letters p, ph, b, TSM /t/, /t / as English letters d, t, and TSM /k/, /k /, /g/ as English 

letters k, q, g respectively,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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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orthographic system of TSM stops and its  

English correspondences posited by Zhuang. 

IPA for TSM Zhuang (1995)
p p 
p ph
b b 
t d 
t t
k k 
k q
g g 

Again, Zhuang’s system implies that at least TSM sounds /t/, /t / are perceptually regarded 

as English d, t respectively. 

Another orthographic system was adopted in 2001 by the Bureau of Culture in Zhang-hua 

county. This system was then developed by Lin (2001). He claimed that it followed the 

common sense regarding phonetic features of English stops which correspond to those of TSM 

ones. His goal was to make the most use of English alphabets for TSM orthography and 

eliminate the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English and TSM spellings. 

Table 5. The orthographic system of TSM stops posited by Lin. 

IPA for TSM Lin (2001) 

p b 
p p

b b’ 

t d 
t t

k g 
k k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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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s system further implies that TSM p, t, k are perceptually viewed as English symbols b, 

d, g and that English sounds /b/, /d/, /g/ are near the domain of unaspirated voiceless stops, as 

will be discussed later. 

To summarize the discussion made so far, the advocates claim that they appeal to the 

phonetic features of English stops similar to TSM ones and try to provide a TSM orthographic 

system that eliminates the inconsistencies of spellings between English and TSM. However, 

they do not address explicitly the reason why TSM p, t, k may be wrongly regarded as English 

b, d, g. Ladefoged’s analysis with respect to ‘Voicing’ and ‘Aspiration’ can resolve the 

problems that we confront so far. Ladefoged (2001: 119-120) writes: 

English b, d, g often do not have voicing throughout the closure. When they are at the 

beginning of an utterance, the voicing may start just before the release of the stop, but 

on many occasions they may be completely voiceless. Between vowels, as in abbey,

adder, leggy, they will be voiced throughout, but after a silence or a voiceless sound, 

as in this boy, this day, this guy, there will be little or no voicing during the 

stop…There is a small delay before the following vowel in which the air rushes out, 

forming what is known as aspiration. The English stops p, t, k are said to be aspirated. 

As pointed out by Ladefoged (2001: 140), the versions of p, t, k occurring in other 

languages may not be exactly like the English sounds. TSM p, t, k are unaspirated voiceless 

stops while English b, d, g, on many occasions may be completely voiceless. Therefore, we see 

in many cases that the same letter is used for different sounds and different letters are used for 

the same sound (Goodluck 1991: 7). That is, TSM letters p, t, k and English letters b, d, g 

respectively are used for similar sounds. 

Based on Ladefoged’s discussion of English b, d, g and p, t, k, we can get the 

generalization that the actual phonetic realization of English b, d, g is phonetically similar to 

TSM symbols p, t, k,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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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TSM and English stops based 
on Ladefoged (2001) and Cheng (1993, 1997) 

 English (Ladefoged 2001) TSM 

Aspirated 
Voiceless 

p, t, k (aspirated) p , t , k

Unaspirated 

Voiceless 

p, t, k (after a sibilant), Cheng (1993, 1997) 

b, d, g (after a silence, or a voiceless sound) 
p, t, k 

Voiced b, d, g (between vowels) b, g 

To sum up, the advocates’ considerations for TSM orthographic system show that the 

actual phonetic realization of TSM symbols p, t, k is perceptually similar to English b, d, g and 

that TSM p, t, k have a potential for Taiwanese to be mistaken for English b, d, g, as pointed 

out by Cheng (1993, 1997). 

4. Research Questions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implements language policy-the instruction of mother tongue 

and English included in the curriculum of the third grade in elementary school. Two 

experiments are conducted in English classes to explore whether the instruction of mother-

tongue symbols will influence the percep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English symbol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re addressed as follows: 

(1) Is the actual phonetic realization of TSM symbols p, t, k similar to English b, d, g 

perceptually? If so, the instruction of TSM letters p, t, k in orthographic system will impose 

effect 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 that hearing English items with sounds /b/, /d/, /g/ in the 

initial position will be visu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letters p, t, k. 

(2) Is the actual phonetic realization of TSM symbols p, t, k similar to English b, d, g 

perceptually? If so, the subjec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ll tend to produce English /b/, /d/, 

/g/ when seeing items with letters p, t, k in the initial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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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ediction 

The class that is taught both TSM and English orthographic systems for 6 weeks serves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ile the class that is only taught English orthography is label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TSM orthographic system may confuse young learners when they learn 

English language. The students learning mother-tongue and English orthographic systems at 

the same time may have difficulty distinguishing English voiced and voiceless stops in the 

initial position. 

The purpose of Experiment 1 is to investigate the percep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y means of sound-symbol correspondence.  

Figure 1. The sound-symbol correspondence in Experiment 1. 

It is predict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ends to associate the audio sounds of English 

/b/, /d/, /g/ with symbols p, t, k perceptually because TSM alphabets exert interference with 

their visual perception of English alphabets. 

The purpose of Experiment 2 is to investigate the produc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by means of 6 items with p, t, k, b, d, g in the initial position. It is predicted that 

when seeing the items with p, t, k in the initial posi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ends to 

produce p, t, k as English /b/, /d/, /g/. 

Sound 

/ba/ 

‘p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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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periment 1 

I. Subjects 

Two classes of third-grade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this experiment. They are students in 

Jian-guo Elementary School, in Kaohsiung city. Each class consists of about 22 students. 

Students in this school are scheduled to receive a 40-minute English and 40-minute TSM 

instruction every week. One class which comprises 20 students and has been taught the TSM 

orthography4 for 6 weeks i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other class which comprises 22 

students and listens to TSM materials of songs and stories without the instruction of TSM 

orthography is the control group. As for the materials in English instruction, 26 alphabets and 

greetings5 are instructed to both classes.  

II. Materials  

Three items each for 6 English letters b, d, g, p, t, k in the initial position are selected. 

Basic monosyllabic English items are selected to minimize a bias for lexical familiarity. 6 

irrelevant filters are inserted to the pool as distracters. A native speaker of English produces the 

24 English items (18 target words and 6 distracters). The content of the recording is shown in 

Appendix 1. The recording is made in a quiet language laboratory. Each item is repeated twice 

and the interval between questions is 10 seconds. An answering sheet is prepared, as shown in 

Appendix 2. 

4 The TSM textbook used in Jian-guo elementary school is  edited by the faculty of 

the school. 
5 The English textbook used in Jian-guo elementary school is “New Wow English” edited by Kang-xuan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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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Procedure  

The participants are told to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in English class and relate the word they 

hear to the two options on the answering sheet and then check the word they identify as the 

corresponding word. The numbers of errors are submitted to a one-way ANOVA. 

IV. Results 

The percentages of errors for the two groups ar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First, the total 

erroneous associations of English voiceless stops /p/, /t/, /k/ with letters b, d, g are analyzed 

based on a total of 378 responses (9 items x 42 subjects). Then the total erroneous associations 

of voiced /b/, /d/, /g/ with letters p, t, k are based on a total of 378 responses (9 items x 42 

subj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numbers of erroneous associations of /p/ with b, /t/ 

with d, and /k/ with g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0.028, P=0.869) while the total numbers 

of erroneous associations of /b/ with p, /d/ with t, /g/ with k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F=9.002, *P=0.0086).  

We examine further in which associa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akes more error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percentages of errors for each association are analyzed,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s.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a total of 126 responses (3 items x 42 subjects). 

Table 7. Percentages of erroneous association of /p/ with b 

Audio items E C7

/pa/ 15 0 
/p n/ 20 22.7 
/p t/ 25 22.7 

mean 20 15.1 

F=0.361, P=0.58 

6 The mark * in this paper refers t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7 E stands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 stands for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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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Percentages of erroneous association of /t/ with d 

Audio items E C 

/ta/ 15 31.8 
/t n/ 30 31.8 
/t t/ 35 22.7 

mean 26.6 28.7 

F=0.097, P=0.771 

Table 9. Percentages of erroneous association of /k/ with g 

Audio items E C 
/k b/ 5 13.6 
/k t/ 15 31.8 
/k n/ 45 36.3 

mean 21.6 27.2 

F=0.161, P=0.709 

Table 10. Percentages of erroneous association of /b/ with p  

Audio items E C 

/ba/ 45 27.2 
/b n/ 35 45.4 
/b t/ 25 31.8 

mean 35 38.4 

F=0.001, P=0.981 

Table 11. Percentages of erroneous association of /d/ with t  

Audio items E C 

/da/ 35 22.7 
/d n/ 40 9 
/d t/ 35 18.1 

mean 36.6 16.6 

F=21.214,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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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2. Percentages of erroneous association of /g/ with k 

Audio items E C 
/g b/ 5 36.3 
/g t/ 40 18.1 
/g n/ 45 22.7 

mean 45 25.7 

F=9.754, *P=0.035 

The results from Tables 7~10 indicate that numbers of erroneous associations of English 

/p/ with b, /t/ with d, /k/ with g, /b/ with p are non-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owever, the number of erroneous associations of /d/ with t (p<0.05) and /g/ with k 

(p<0.05)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akes more error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associations of English /d/ with t, and /g/ with k, as shown in Table 11 and Table 12.  

7. Experiment 2 

I. Subjects 

The subjects of Experiment 2 are the two groups of the same students as in the Experiment 1.  

II. Materials  

The materials are the same 24 items as illustrated in Appendix 1 (18 target words and 6 

distracters) for Experiment 1. What i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each item is written in a flashcard 

respectively.   

III. Procedure  

Experiment 2 is to test the production differences. Subjects are told to produce 24 words 

one by one in a quiet room in English class so as to let the students treat the 24 items as English 

words, not as TSM wor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xperiment, it is found that 24 words are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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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ful and tiring to the subjects. Some subjects can’t even produce these items at all. 

Therefore, the materials are reduced to 6 items ‘pa’, ‘ta’, ‘kab’, ‘ba’, ‘da’, ‘ga’. 

IV. Results 

As some subjects can’t produce or refuse to pronounce the 6 items,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s are descriptive.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ly on the production of 6 items in both 

groups. Moreover, the numbers of the subjects who produce the correct items and who produce 

/b/, /d/, /g/ when seeing p, t, k are counted. The subjects who produce errors are not our concern. 

The analysi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Experiment 1 for two reasons. First, the production errors 

contain variables that are not transparent. The errors may have a range of interpretations. Some 

of the subjects could not produce at all, some could only produce the names of the alphabets, 

and some may have wrong association with other irrelevant English words. The most 

ambiguous and indecisive par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e who is shy and chooses to be 

silent and another who is outgoing and produces a sound freely which turns out to be a wrong 

association with a target word. For example, one is trying to produce a sound /ba/ to stand for 

the word ‘gab’, and one refuses to produce any sound because s/he is shy and admits that s/he 

is not able to produce the sound. That is, the implication underlying the category in which a 

subject is classified as ‘silent’ or as ‘wrong association’ is unpredictable. Second, the subjects 

are in the beginning level in English learning. It is stressful and tiring for them, at least some of 

them, to produce the target words via blending two or more English letters. Therefore, only the 

correct production and whether the subjects associate English letters with sounds /b/, /d/, /g/ are 

our concerns in this experiment. 

As the table 13 shows, ‘pa’ is pronounced as /ba/ in 25% of the subjects, ‘ta’ is 

pronounced as /da/ in 15% of the subjects, and ‘kab’ is pronounced as /ga/ in 5% of the subjec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 contrast, ‘pa’ is pronounced as /ba/ in 9.1% of the subjects, ‘ta’ is 

pronounced as /da/ in 4.5% of the subjects, and ‘kab’ is pronounced as /ga/ in 0% of the 

subj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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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3. The numbers (percentage in brackets) of subjects for the correct production of 

English words with voiceless stops p, t, k in the initial position 

 Experimental group Control group 

The materials pa ta kab pa ta kab 

Correct production 9(45) 10(50) 9(45) 12(54.5) 12(54.5) 11(50) 

Produced as /ba/, /da/, /ga/ 5(25) 3(15) 1(5) 2(9.1) 1(4.5) 0(0) 

Produce the names of alphabets 2(10) 2(10) 2(10) 2(9.1) 3(13.6) 3(13.6) 

Silent 2(10) 2(10) 3(15) 2(9.1) 2(9.1) 3(13.6) 

Association to irrelevant items 2(10) 3(15) 5(25) 4(18.2) 4(18.2) 5(22.7)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subjects 20 20 20 22 22 22 

Table 14. The numbers (percentage in brackets) of subjects for the correct production of 

English words with voiced stops b, d, g in the initial position 

 Experimental group Control group 

The materials ba da gab ba da gab 

Correct production 10(50) 9(45) 6(30) 12(54.5) 13(59.1) 7(31.8) 

Produced as /pa/, /ta/, /ka/ 0 0 0 0 0 0 

Produce the names of alphabets 2(10) 2(10) 2(10) 2(9.1) 3(13.6) 3(13.6) 

Silent 2(10) 2(10) 3(15) 2(9.1) 2(9.1) 3(13.6) 

Association to irrelevant items 6(30) 7(35) 6(30) 6(27.3) 4(18.2) 3(13.6) 
Pronounce as /d /   3(15)   6(27.3)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subjects 20 20 20 22 22 22 

As demonstrated in Table 14, none of the subjects pronounces ‘ba’ as /pa/, ‘da’ as /ta/, and 

‘gab’ as /ka/ in both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The item ‘gab’ is pronounced as /d / in 

15% of the subjec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27.3% of the subj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is reflects an English-dominant production. If /d / is viewed as a correct production, then 

the number of correct production for ‘gab’ will amount to 9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13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e students’ production of 6 English words demonstrate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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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 perform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oreover, 

the numbers of the subjec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o associate English letters p, t, k with 

the sounds /b/, /d/, /g/ are grea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25%, 15%, 5% versus 9.1%, 

4.5%, 0%, as shown in Tables 13. 

8. General Discussion 

The result in Experiment 1 shows that the total numbers of erroneous associations of /b/ 

with p, /d/ with t, /g/ with k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is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first predic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ends to associate the audio sounds 

of English /d/, /g/ with symbols t, k perceptually because the instruction effect of TSM 

orthographic system exerts interference on their visual perception of English items. However, 

the percentages of respective erroneous association of /b/ with the letter p show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Jakobson’s (1968) idea can be used to account for the result. He proposes that 

“there are regul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speech sounds crosslinguistically 

and the order in which different sounds are acquired” (Goodluck, 1991: 19). Sounds that are 

frequently found in virtually all languages are the first to be acquired. Back stops are less 

frequent than front stops. “These frequency facts mirror acquisition facts: front stops are 

mastered before back stops” (Goodluck 1991: 20). Therefor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subjects are 

perceptually more familiar with /b/ sound and the transfer effect from TSM to English p may 

not occur. On the contrary, the alveolar stop /d/ and velar /g/ are acquired late and are more 

challenging perceptually than the front stop /b/. As a consequence, the transfer effect may not 

be easily noticed and manipulated by the subjec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Let’s look into the data in detail. The percentages of the mean scores of erroneous 

associations errors of /b/ with p, /d/ with t, /g/ with k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re 35%, 36.6%, 

45% respectively, as shown in Tables 10, 11, 12. The degree of transfer effec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b/ with p < /d/ with t < /g/ with k. The result shows that when the 

subjects encounter perceptually more definite, familiar and in the meanwhile less challe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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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he transfer effect may diminish. 

As for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2 in Table 13, the subjec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ade more error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percentages of the production errors for the 

associations of symbols p, t, k with the sounds /b/, /d/, /g/ are 25%, 15%, 5%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9.1%, 4.5%, 0% in the control group. We se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degree of transfer effect is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None of the subj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 produces /ga/ for English item ‘kab’. We can safely claim that owing to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wo orthographic systems, TSM and English, the transfer effect does 

occu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2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rovide an interesting piece of 

evidence that seems to be contradictory to what we have obtained from Experiment 1. It seems 

that the degree of transfer effect in Experiment 2 is in a reverse direction, as opposed to that in 

Experiment 1.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discussion, the results of the degree of transfer effect 

(the percentages of erroneous associations) in both experiments are repeated as follows: 

Experiment 1: /b/ with p < /d/ with t < /g/ with k 

35%    36.6%  45% 

Experiment 2: p with /b/ > t with /d/ > k with /g/ 

25%   15%  5% 

Experiment 1 is the perceived association of English sounds /b/, /d/, /g/ with symbols p, t, 

k while Experiment 2 is the production relation between symbols p, t, k and sounds /b/, /d/, /g/. 

The fact that one perceptually acquires a certain sound does not necessarily equal to the fact 

that he is able to produce that sound. Production is a difficult task for the subjects. These 

beginners may have some of the perceived sensitivity of emergent learners but are still unable 

to apply their perceived sensitivity in the production task, especially in the production of items 

with back stops. As illustrated in the table 13,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f we merge the 3 

classifications (‘Produce the names of alphabets’, ‘Silent’, ‘Association to irrelevant items’) 

into one category ‘not able to produce’, then 6 out of 20 subjects are not able to produ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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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pa’, 7 out of 20 subjects are not able to produce ‘ta’, and 10 out of 20 subjects are not 

able to produce the item ‘kab’. Looking into the data, we find that the subjects are not mature 

enough to produce back stops. To put it another way, if bilabial stops are mastered more easily 

in the production part and the number of the subjects who is able to produce bilabial stops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subjects who is able to produce back stops, then it is certainly expected 

that the degree of transfer effect (error numbers) for front stops is larger than that for back stops. 

We can again safely claim that the transfer effect from TSM to English orthographic system 

does occu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degree of transfer effect in Experiment 2, however, 

is not in a reverse direction, as compared to Experiment 1. It is simply because the bilabial 

sounds for beginners are easier to produce, which seemingly results in a greater number of 

transfer effect. 

One may argue that the errors refer to one’s ability instead of the transfer effec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akes more error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simply because the control group 

happens to possess better ability in English and as a result, the control group performs better 

tha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data in the production part indeed shows that the control 

group performs better tha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owever, when we return to the perception 

part, Experiment 1, we see the argument that the errors refer to one’s ability instead of the 

transfer effect is invalid. Let’s return to the results in Experimental 1 again. The following table 

demonstrates the mean scores of the erroneous associations. The control group does not always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able 15. The mean scores of the errors in Experiment 1 

Erroneous
associations

E C 

(1) /p/ to b 20 15.1 

(2) /t/ to d 26.6 28.7 

(3) /k/ to g 21.6 27.2 

(4) /b/ to p 35 38.4 

(5) /d/ to t 36.6 16.6 

(6) /g/ to k 45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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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e erroneous associations of /b/ with p, /d/ with t, /g/ with k in Experiment 

1 show that the simultaneous instruction of two orthographic systems in the third grade does 

cause the transfer effect. The degree of transfer effect is /b/ with p < /d/ with t < /g/ with k. 

However, only the erroneous associations of /d/ with t and /g/ with k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In other word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akes more erroneous 

associations of /d/ with t and /g/ with k. To sum, the degree of transfer effect may diminish, 

owing to the degree of familiarity and time of acquisition: back stops are acquired late than 

front stops and are less familiar to learners.  

Experiment 2 is the production relation between symbols p, t, k and sounds /b/, /d/, /g/. 

The transfer effect from TSM to English orthographic system does occu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numbers of the subjec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o associate symbols p, t, k 

with the sounds /b/, /d/, /g/ are grea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25%, 15%, 5% versus 

9.1%, 4.5%, 0%.  

However, the degree of transfer effect seems to be in a reverse direction, as opposed to 

Experiment 1. It is because some subjects are unable to apply their perceived sensitivity in the 

production task, especially in the production of items with back stops. Moreover, the bilabial 

sounds for beginners are easier to produce, which in turn leads to a greater number of transfer 

effect. 

Although the result of association of /b/ with p in Experiment 1 shows no significance, it 

well illustrates that when emergent learners encounter more definite, familiar, and less 

challenging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 does not occur. The result also provides us with a 

promising vision: if learners receive a long-term instruction and the materials become more 

definite and familiar, the transfer effect may diminish wit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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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The recording script for the audio items of Experiment 1 

1. /pa/ 

2. /p n/

3. /p t/

4. /mi/ 

5. /ta/ 

6. /t n/

7. /t t/

8. /su/ 

9. /k b/

10. /k t/

11. /k n/ 

12. /d g/

13. /ba/ 

14. /b n/ 

15. /b t/ 

16. /h nd/ 

17. /da/ 

18. /d n/ 

19. /d t/ 

20. / s/ 

21. /g b/ 

22. /g t/

23. /g n/

24. /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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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The answer sheet of Experiment 1 

1.
ba    (    ) 

pa    (    ) 
9.

gab   (    ) 

kab   (    ) 
17. 

ta    (    ) 

da    (    ) 

2.
pan   (    ) 

ban   (    ) 
10. 

kit    (    ) 

git    (    ) 
18. 

dan   (    ) 

tan    (    ) 

3.
bat   (    ) 

pat   (    ) 
11. 

gun   (    ) 

kun   (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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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對「天地自然之氣」的說解與概念性的確立 

三、「個體生命內在之氣」高度發展了「血氣」概念 

四、結論：《左傳》與《國語》對「氣」概念的開創與啟迪 

〔提要〕 

本文試圖利用不同以往之研究視角，突顯《左傳》與《國語》之學術地位，故特別

標舉「氣」概念以審視二文獻。今日學者多推舉《左傳》與《國語》為中國「氣」思想

之肇端，唯此說之所以成立，皆是從哲學概念與範疇之形成與否的角度而論，對於

「氣」概念在此時期所呈現的思想價值，以及其所涉及之時代課題，皆未見清晰明確之

論述。本文認為，《左傳》與《國語》可視為春秋至戰國中期左右思想之總成，二書述

及「氣」概念之處亦同，其不僅對老子所言之「自然之氣」與孔子論及之「血氣」有更

明確之說解，且試圖連繫二概念，使二者在宇宙生成論上各有定位。再者，二書利用

「血氣」連結人類之生命本質與思維意志，並以「即時」、「持守」與「宣散」說明充實

與涵養「血氣」的工夫，使其成為聯繫人類身、心之中介，此皆是二書在總結前代哲人

之後的再發展，極富思想史意義。 

此外，雖此時期之「氣」思想，仍尚存若干留待解決的問題，然卻可合上述而同作

為啟迪後代之處。職是，本文於結論處試從「氣」概念論後世哲人對《左傳》與《國

語》之承繼與開創，希冀以此作為學者先進在論證其學術貢獻時的補充。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different sights from the past, and show the "Zuo Zhuan" and 

"Guo Yu"’s academic status.  So this article use Qi to compare it. 

Nowadays, scholars recommend "Zuo Zhuan" and "Guo Yu" for the beginning of Qi’s 

thoughts, the reason why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been discussed is from the philosophy’s 

concept and it’s range.  As regards the concept of Qi, we can’t find out the elaboratio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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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value in that time is clearly or not. 

This article believed that "Zuo Zhuan" and "Guo Yu" may regard as the unit thoughts from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Mid-Warring States Period, this two books has the same 

conception about Qi, it’s not only had a clear and definite solution to Lao-tzu’s Qi（自然之

氣，Qi from the nature）and Confucius’s Qi（血氣，Qi from the body）, but connect both of 

it. It made both of it be location in the Universe production theory.  Furthermore, both of these 

use the Qi from the body connect human’s essence and thoughts, and use “instant”, “insist” and 

“distribute” to explain the Qi from the body, and connect the human being’s body and heart, it’s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ilosophers, and it full a lot of meaning about the history 

with philosophy. 

In addition, it has a lot of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but there are few ways can be 

edification the generations. In this article’s summarize, "Zuo Zhuan" and "Guo Yu" need to 

inherit and initiate by generations, I wish it can be supplement for the scholars, when they are 

demonstration their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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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左傳》與《國語》之成書時間皆約當戰國中期以前，不僅年代相近，部分所記之

事亦可互相參證，3雖部分內容與文辭嘗經後人編纂、添加與潤飾，然所記大抵為春秋

史實；所載史實在時代上僅次於《易》、《書》、《詩》等古籍，故可視為春秋時期思想之

總成，以及戰國以降諸子百家萌發之肇端，此本是近世學術界之普遍共識。4二書論及

「氣」觀念處亦同，今日學者多推舉其為中國「氣」思想之肇端，唯此說之所以成立，

皆是從哲學概念與範疇之形成與否的角度而論。5筆者認為，《左傳》與《國語》所述及

之「氣」概念，本具一定程度之思想史意義，其不僅代表孔子之「血氣」6與老子「自

然之氣」7二種概念之逐步成熟，並以明確的文字敘述，將二者作思想性的連結，可謂

戰國中期以前，中國哲人對「氣」概念之集大成者。 

《左傳》與《國語》言「氣」大抵有二：「天地自然之氣」與「個體生命內在之

氣」，8此與上文所謂老子「自然之氣」與孔子「血氣」二概念相仿，唯《左傳》與《國

                                                 
3 如：顧立三先生《左傳與國語之比較研究》（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8 年 12 月，初版）即針對

二書所載之歷史事件的互為補缺、添省處作分析研究。 
4 此可參馬岡（馮友蘭）：《中國思想史資料導引》（台北市：牧童出版社，1977 年 3 月，初版），頁

72-73。屈萬里：《先秦文史資料考辨》（台北市：聯經出版社，1993 年 9 月，初版三刷），頁 365-

370。莊耀郎：《原氣》（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頁 18。 
5 莊耀郎、程宜山、張立文、李志林、李存山與曾振宇等學者皆主張此說，然諸位學者在論述時仍稍

有差異。見莊耀郎：《原氣》，頁 9-26。程宜山《中國古代元氣學說》，頁 5、頁 7。張立文《氣》，

頁 23-29。李志林：《氣論與傳統思維方式》，頁 5。李存山《中國氣論探源與發微》，頁 31-39。曾振

宇：《中國氣論哲學研究》，頁 26-33。 
6 《論語》言「氣」凡四例，除〈鄉黨〉第八篇之「不使勝食氣」作「餼」義解外，在〈泰伯〉、〈季

氏〉與〈鄉黨〉第十篇中，或指「血氣」；或指與「血氣」有關之引申意義。 
7 《老子》言「氣」處僅三例，分別見於第十章、第四十二章與第五十五章，雖述及之處以「血氣」

概念為主，然論「道體」時常賦予其「自然之氣」之能量意含，以方便說解「道」之流衍，是本文

謂老子言「自然之氣」者。 
8 此採莊耀郎之說，參莊耀郎：《原氣》，頁 22。 

 按：莊氏認為《左傳》與《國語》之「氣」概念大致可分為「自然之氣」與「生命之氣」，唯筆者於

下文所論，實與莊氏之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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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明言「自然之氣」產生於天地之後；並以「血氣」連結人類之生命本質與思維意

志，又試圖連繫「自然之氣」與「血氣」，故本文特標舉上述二概念以區別其與孔、老

所論之不同。 

二、對「天地自然之氣」的說解與概念性的確立 

（一）《國語》說明人為力量足以改變「自然之氣」的運行 

《國語．周語》記載伯陽父論地震之成因：「夫天地之氣，不失其序；若過其序，

民亂之也。陽伏而不能出，陰迫而不能烝（蒸），於是有地震。」認為天地間的陰、陽

之氣一旦無法調和而亂了次序，便會產生地震。此外，陰陽二氣之失調，亦造成川源阻

塞，故下云：「陽失而在陰，川源必塞；源塞，國必亡。」伯陽父將「自然之氣」失調

而發生的天災，歸咎於人為的破壞，其明言天地間的自然之氣本有一定的運行規律，但

人為力量卻足以破壞此秩序。既陰陽之氣不能正常蒸騰、發散會造成各種自然災難，若

人類能遵循自然界的定數常理，依天地間「氣」的流衍而作息，則以農業社會為主的先

民，自能尋求一套與之共處的生活規律，故〈周語〉記載虢文公對周宣王之勸諫：「陽

癉憤盈，土氣震發，農祥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並引太史告稷之語：「自

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不殖。」足見自然界

「氣」的規律運行，與古代農事、農務密切相關。 

依上述，先民認為自然之氣的運行與人類生活關係密切，而人為力量亦足以改變自

然界，此是〈周語〉記載太子晉勸諫周靈王時，有「川，氣之導也」、「疏為川穀（山

谷），以導其氣」等語，說明君王當視河川為導「氣」之處，使之「氣不沈滯，而亦不

散越」，自能「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沈氣，火無災燀，神無間行，民無淫心，時

無逆數，物無害生。」又〈魯語〉記載裏革破壞宣公之漁網時，以「助宣氣」強調國君

當依四時節氣的需要，帶領人民從事適時適宜的漁牧工作，以幫助宣散地下的陽氣。此

皆呼應伯陽父「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之理，亦足以說明統治者當以遵循自然界萬物

運行之規律作為治國方針，並善用人為力量，以改善地表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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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之氣」的概念性確立 

《左傳》與《國語》所記述之內容，實可作為春秋末年以至戰國初期思想上承先啟

後的代表。文獻中對「自然之氣」之說解亦同，較之以老子描述其狀態之隱晦不顯，9

二書不僅明言「自然之氣」是產生於天地之後的物質，以區別於自然界規律循環的「天

道」，並與之較明確的概念性說解。此皆顯示《左傳》與《國語》中「氣」思想之時代

性特色，亦具有戰國以降，諸子對「氣」概念能有更多元之認識與說解的啟蒙地位，使

吾人得以窺見春秋至戰國時期「氣」概念的發展脈絡。有關二書對「自然之氣」的概念

性說解，大致可歸納為三點： 

第一、「氣」是天道規律運行的環節之一。10《國語》中透露著濃厚的「天道」思

想，或者純粹指涉自然界循環規律的總原則；11或者賦予「天神」、「上帝」等含有意志

成分之主宰者概念；12又或者以「德行」為基礎，形成與《論語．述而》「天生德於

予」相仿之「天人合德」思想。13《左傳》亦常在「天」字中賦予一超越自然萬物而具

主宰地位，甚至能懲善罰惡、賜福降禍與決定國家興亡之觀念，如：〈昭公十八年〉子

                                                 
9 老子並未具體描述「氣」的形成與狀態，以及「道」是否為「氣」等問題，但其行文中許多描述

「道體」的文字，猶似今日吾人對「氣」概念的理解，如：十四章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

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

改，周行而不殆…。」這些「暫時借用」以描述「道」的辭語，往往透露著創生孕育、流動不居的

作用與概念，足見《老子》言「道」，實包含一具流動性質之「氣」能量觀念。 
10 不論《國語》與《左傳》中描述自然萬物運行之總原則；或者神格化而具主宰地位之「天」義；或

者具道德意識之「天」，皆是先民對其所生存的世界有一「統攝」、「主宰」等形而上地位的景仰，是

本文所謂「天道」思想。 
11 如：〈周語〉記載景王問鍾律於伶州鳩，對曰：「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說

明天、地、人孕育出來之後，再由人類配合四時節氣等自然界循環之道，產生十二律呂，正與天時

之十二月相配，故云「天之道」也，換言之，「天之象」即「天之道」。又〈周語〉記載太子晉諫靈

王時云：「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群生。」此以天地、星辰運行的自然規律，配

合人事運作而成為人民生活的準則，實具「天道」意涵，是「天道」的代稱。〈越語〉中亦有不少提

及「天象」與描述天象之辭語，而〈晉語〉則多論述星象與人事之相互關係。 

12 如：〈晉語〉記錄子產所言之「上帝」，其具賞善懲惡作用，實指人格化或神格化的意志之天。 
13 如：〈周語〉記載單襄公重視人品休養能相合於天道，並認為君王應合於天命，並自有美德之思想。

又〈周語〉記載內史過藉論神以論人事時，亦闡明一「以德配天，敬天保民」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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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所言之「天道」；〈昭公元年〉的醫和、〈哀公十五〉的芋尹蓋、〈哀公十七年〉子高所

言之「天命」等，皆是一具道德意識或神格化之天。14從時人對「天道」思想的各種認

定及其高度遵奉、崇敬之心理，足見先民因農業社會的需要，必須與自然環境作配合，

使其相信自然界必然存在一足以主宰、統攝一切之物，繼而有敬畏天神、重視自然界規

律循環等觀念，《國語．晉語》中甚至記錄了山崩之後，國君與人臣所應盡之禮，是先

民崇敬天地山川等自然事物之鮮明例證。以此觀〈周語〉之伶州鳩與周太子晉諫靈王時

所述之「天象」等概念，其不僅指天候星象，而是萬物運行的總規律，且配合人事運作

而成為人民生活的準則，足作為「天道」之代稱。15換言之，舉凡星辰運行、天象變

化、四時交替、物換星移與人事運作，皆包含於「天道」之內，「自然之氣」的流布運

作、陰陽二氣的消融盈滿，也當是構成「天道」概念的其中一個環節。故「自然之氣」

的流動與陰陽的交會雖有定則，但在先民觀念裡，卻仍不足以作為一切事物的定數常

理，「氣」僅是天道運行總規律的環節之一。 

第二、「氣」並非一切事物的本原。依上述，既「自然之氣」的流衍，是天道運行

總規律的環節之一，則先民之「天」或「天道」實高於「氣」概念。此外，《國語》與

《左傳》中之「天」與「地」，皆有作為事物本原之可能，「氣」並非萬物的最初創生

者。本文試以「六氣」概念釋之：〈周語〉記錄單襄公論晉周將得晉國一事，襄公曰：

「天六地五，數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不爽，文之象也。」認為天有六

氣，地有五行，本是天地之間的定數常理。所謂「六氣」，《左傳》描述甚詳： 

〈昭公元年〉：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

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

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昭公二十五年〉：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

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

                                                 
14 不論《國語》與《左傳》，其所言之「天」皆至少有二種意涵，除本文此處所云之「天道」外，尚有

一純粹作為自然界中與「地」相對概念之「天」，不論哲學成分與境界層次，皆略次於前者，如下文

論述產生「六氣」之「天」即是。 
15 參本文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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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 

「六氣」由天地化生而得，是產生於天地之後的六種基本自然現象或氣候。「六氣」與

「五行」成形之後，自然界始蓬勃地萌生滋養，舉凡各種自然現象、味道、顏色、聲

音，甚至人類好惡、喜怒、哀樂，皆由此而發，依此形成「天地→六氣、五行→一切自

然現象與人類生理感官」的宇宙生成順序，具自然物質屬性的「天」與「地」，不論地

位及其創生時間，皆優先於「氣」概念。 

吾人可將《左傳》與《國語》中「天」、「天道」、「天象」與「六氣」等概念合觀，

推敲先民對「氣」地位的認知，以及萬物生成的大致輪廓，雖此時期未能清楚界定

「氣」與「六氣」之間的相互關係與先後順序，然萬物產生於「天地」之後；「氣」並

非一切事物的本原，已在文獻中自明。 

第三、賦予「氣」物質性概念。戰國以前之哲人對「氣」的物質性描述並不明顯，

文獻典籍中亦無相關之論述，雖老子曾暗示「氣」之物質性與運動性，16然其是否為一

具體的物質性存在，仍缺乏可靠的文獻證據。而《左傳》與《國語》中對「氣」之物質

性描述，可與上述二項特色合論：「天道」雖具抽象概念，但其底下規律運行之「天」

與「地」已屬自然界物質，由天地化生之「氣」，其物質屬性亦在文獻中自明。又《國

語．周語》：「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此是

文獻中首次將「氣」概念與其他自然界物質並列、類比之處，足見「氣」在當時已用於

指涉一種自然物質。再考《國語》、《左傳》中對「六氣」、「五行」、「雷」、「電」、「上

帝」、「天神」等抽象與具象概念的細膩描述，及其與人事之緊密連繫，足見先民對自然

界的各種物質與現象已有深刻的認識，此種對概念描述的成熟，是當時明確賦予「氣」

物質特性之思維方式的輔證。 

（三）與「自然之氣」相關之「祥」、「氛」、「祲」等概念 

先民對「自然之氣」的理解，並非僅充盈於天地間的流動之氣，雲氣的變化及其代

表意義，同樣受到關注，如：《左傳．僖公五年》：「五年，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

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禮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

                                                 
16 此可參張立文：《氣》，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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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記載古代國君或諸侯定期登「觀臺」察看雲色氣象，占其吉凶水旱豐歉並加以記

載的禮制。17然視「氣」作「雲氣」在《國語》及《左傳》中並不多見，由是本文視為

「自然之氣」之較特殊意義者。又《國語．晉語》記載：「獻公田，見翟柤之氛，歸寢

不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先民言「雲氣」，吉者曰祥，凶者曰氛，18且「祥」、

「氛」亦可純粹指「雲氣」，如《國語．楚語》記載伍舉論臺美而楚殆一事：「先君莊王

為刨居之台，高不過望國氛，……。」此處「氛」字已涵蓋「氛」、「祥」二概念，其下

伍舉又云：「先王之為台榭也，榭不過講軍實，臺不過望氛祥。」亦將「祥」、「氛」二

字連用而成為「雲氣」的代稱。此皆是以「雲氣」判斷吉凶之文獻資料，足見雲氣變化

所賦予的人事吉凶意涵，影響先民對行為處事之判準。 

《國語》中以「雲氣」判斷吉凶僅上述三例；用以指「表凶象之雲氣」者，唯

「氛」一字。《左傳》記載「雲氣」及其相關概念者亦僅有四例，且「氛」字之義與上

述稍有不同，本文分作三點釋之：首先，其在《左傳》中可指「霧氣」、「妖氣」或「不

吉利之氣」，皆在〈昭公〉篇裡，如〈昭公十五年〉記載梓慎之言論：「禘之日其有咎

乎！吾見赤黑之祲，非祭祥也，喪氛也。」又〈昭公二十年〉有「梓慎望氛」。雖上述

之「氛」義大致與《國語》相仿，然其是否直指雲氣，亦或作「天地間所蒸騰上升之

氣」、「霧氣」等，仍待商榷。再者，「氛」字似乎可以從「凶氣」再引申，作為比《國

語》中兼具吉、凶二義更廣泛之「氣氛」，如〈襄公二十七年〉的「楚氛其惡」即隱含

此概念。最後，《左傳》中除「氛」字外，另有「祲」字可作為「妖氣」，上述《左傳》

記載梓慎所言「赤黑之祲」，杜預認為是紅黑色的「妖氛」、「惡氣」，是古代迷信思想中

的「不祥之氣」，19此足見古代曆算家判斷「氣」或「雲氣」對人事的影響，不再只有

                                                 
17 《周禮》亦記載：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五

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

以詔救政，訪序事。《周禮鄭注》（台北巿：中華書局據永懷堂本校刊、印行，1981 年），第二册，

卷二十六〈宗伯禮官之職〉，頁 9-11。 
18 此採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之說。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台北巿：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 1

月，臺三版）第二冊，頁 211-212。 

 按：許慎：《說文解字》：「氛，祥气也，从气分聲。」但杜預注《左傳》：「非祭祥也，喪氛也。」其

「氛」字為「惡氣」，此引發歷來文字學者之爭議，詳參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頁 211-212。 
19 《春秋左氏傳杜氏集解》（台北巿：中華書局據相臺岳氏家塾本校刊印行，1981 年）册四，卷二十

三，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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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凶二種相對的概念，亦有以「氣」的顏色作為判準之例。 

《國語》及《左傳》中，與「雲氣」相關之「祥」、「氛」、「祲」等概念並不多見，

亦未見二書作詳盡或精闢之說解。推究其因可能有二：或者如後代學者所謂「雲氣為氣

字之本義」，20故「雲氣」義在當時已司空見慣，不需特別強調；或者「雲氣」之義當

屬晚出，約莫《國語》及《左傳》之成書年代前後始逐漸成熟，故所見之資料不多。今

考二書以前之文獻資料，實難尋得有關「雲氣」的明確描述，故筆者寧暫且以後者之推

論為主，視「雲氣」為「氣」之相關、後起或引申義，此似乎較符合歷史事實。 

三、「個體生命內在之氣」高度發展了 
「血氣」概念 

「血氣」概念經孔、老思想之說解，在《國語》及《左傳》中得到高度發展而成為

一重要的哲學範疇，不僅描述其循環過程，亦利用人類身體為中介，連結天地間「自然

之氣」，使二股能量得以結合，是宇宙萬物與人類緊密交融而為一體的表現。為突顯此

時期之特色，故筆者以「個體生命內在之氣」區別其與初期「血氣」思維之不同。21又

文獻中之所記較為紊亂龐雜，故本文作五點釋之： 

（一）利用「血氣」聯繫個體生命與意志 

《國語》與《左傳》所言「血氣」，多與個體之生命力有關，若更嚴格界定，則實

指「體魄」，是《國語．魯語》中所謂「血氣強固」者，故《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記

載薳子馮裝病推辭令尹一職，國君派醫生探視，回報其身體狀況：「瘠則殃，而血氣未

動。」即使裝作重病，體內運行不已的血氣仍然正常，此是血氣影響個體生命的旺盛與

                                                 
20 許慎、段玉裁等文字學家以至今日學者多主張此說，參程宜山：《中國古代元氣學說》頁 6。張立

文：《氣》，頁 21。 
21 不論「天地自然之氣」或「個體生命內在之氣」，皆是筆者為突顯《左傳》與《國語》之「氣」概念

時所賦予之名詞，但《左傳》與《國語》在行文中，仍時以「血氣」稱之，為方便本文之論述與貼

近作者原意，故下文適時地將「血氣」、「個體生命內在之氣」、「生命之氣」與「內在生命之氣」等

辭彙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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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之例證。既「血氣」影響生命力之盛衰，然其是否天生本俱，或者源自於天地間「自

然之氣」；又個體生命及其思維的產生，是否源自於「血氣」，《國語》與《左傳》皆未

能有明確之說解。但從其云「血氣」與「意志」之間必須透過一些中介轉化而產生關

聯，足見「血氣」不僅會與「意志」互相影響，甚至個體生命與意志之間，亦依血氣而

得以連繫。故《國語．周語》記載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鍾一事時有謂：「口內味而耳內

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滋味與聲音進入人體之內即產生氣，表現於

口是言；表現於目是明，此非僅是人類感官的知覺能力，而是透過思維意志的轉化、控

制所顯現出來的行為表現，是《左傳》所謂「味以行氣，氣以實志」者。22 

誠如上文論「自然之氣」時所述，「六氣」產生味道、顏色與聲音，人類亦透過知

覺感官，體驗「五味」、「五色」與「五聲」，進而產生「六志」，故《國語．周語》記載

周定王論不用全烝一事時，以「五味實氣」說明人類品嚐酸、苦、甘、辛、鹹等五種餚

烝之美味，是充實「血氣」的來源，而「血氣」又能因此充實「意志」，依此形成一

「血氣─個體生命─思維意志」三者緊密聯繫與循環之觀念。依此，時人認為天地間

「自然之氣」產生的味道，經過人類器官的接觸與感知後，使之充實血氣與意志。由是

觀之，「血氣」概念並非僅指個體的生命活動力，實已灌注「意志」成分，此超越了

《老子》與《論語》中對「血氣」概念的認知，使其緊密連繫並影響個體生命與其心靈

意志。 

《國語》與《左傳》所言之「血氣」，亦存在於天神上帝及動物身上，非僅止於人

類體內，此說明了自然萬物皆需「血氣」以充實個體生命。唯此時僅賦予其生命活動力

旺盛與否之意涵，不帶思維意志成分，《國語》與《左傳》中各有一條材料，如〈楚

語〉記載觀射父論「絕地天通」時云，以「禍災薦臻，莫盡其氣」描述災禍頻起而天

神、人類皆毫無生氣之情狀；又〈僖公十五年〉以「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

外強中乾」形容馬匹因體內氣血急速奔流，使之狡亂狂躁。此足見「血氣」概念已可使

用於人類以外之生命體，唯資料甚少，無法分辨此是否為一特例；又或者已被廣泛使

用，且與動物同具生命力之植物是否含有血氣，亦無從得知。 

                                                 
22 《左傳．昭公九年》：「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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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視「血氣」的充實與涵養：「即時」、「持守」與「宣散」 

《國語》曾記載先民認為「天道」之所以「盈而不溢」，實因其氣旺盛廣大卻不驕

狂；23《左傳．昭公十年》又謂「凡有血氣，皆有爭心」，人類爭奪之心起於旺盛的生

命之氣。故自身若不知調理，又或調和不當，則如《國語．周語》記載定王之觀點：

「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不讓。其血氣不治，若禽獸焉。」《左傳》甚至有視妖孽

之興，與氣燄（血氣）過度旺盛有關之例。24此足見時人重視血氣的充實與培養，亦提

出調理「血氣」之法： 

《國語．周語》：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

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 

《左傳．昭公元年》：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

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 

《左傳．昭公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

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

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

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

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時人強調個體生命皆需旺盛的「血氣」，但旺盛之餘仍需合於節度。從嚮往天道、重視

天人合德的先民描述天道之「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觀點，使吾人自能比附於其時代背

景之下，理解時人對經驗現象界之「血氣」必須充盈而又能持守涵養的觀點。此外，依

上引諸例，先民利用「血氣－個體生命－思維意志」三者緊密聯繫與循環，說明生命之

                                                 
23 《國語．越語》：「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 
24 《左傳．莊公十四年》申繻回答鄭厲公的問題時云：「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

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把人類氣焰（血氣）之盛衰視為妖孽產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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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的「持守」工夫與「血氣涵養之即時性」，認為一旦視聽不和諧，滋味入口就不能產

生精（氣），氣因此不能精純而逐漸散佚，使四體、五官皆不和。故血氣若不能調和得

當，意志無法充實；思緒亦不清明，人類便無法有效控制身體之各種行為舉止，於是乎

「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易之名，有過慝之度。」25叔向評論單子其之情況亦

然，其「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的偏差行徑，皆是不知「守氣」

之故。 

雖「血氣」有持守保養的必要性與及時性，但不能使之專任於某處，且當有節制地

發散。以《左傳》記載公孫僑（子產）說明晉侯生病一事而論，公孫僑認為君子必須善

於規畫平日行程，在規律的作息中自然而有節制地發散體氣（血氣），晉侯之所以生

病，實是不知「節宣其氣」，加之以過度旺盛之血氣專任於某特定之處，疾病由是乎

生。 

綜合上述，足見血氣的涵養，在味道進入口中之際即開始，並利用「持守」、「適時

宣散」等工夫，使意志能在血氣有節度地充實下，控制行為舉止。且從其云「不精則氣

佚」可知，血氣之涵養重在「精粹」；血氣之旺盛關鍵在質而不在量，頗能與《左傳》

中描述馬匹「亂氣狡憤，陰血周作」之情狀相呼應。 

（三）凝聚個體「血氣之勇」成為作戰所需之「士氣」 

雖持守、宣散等工夫，是充實與涵養「血氣」之法，但在戰爭頻繁的時代，「血

氣」之過份旺盛仍因時代環境的需要而被提倡。「凡有血氣，皆有爭心」，作戰時最需此

爭奪之心，利用人人皆有之「血氣」，引發出來作為戰時必備之勇氣，此雖看似悖反涵

養血氣，然二種思維實無衝突。因先民雖承認「血氣」過於旺盛會造成意志的妄念妄

作，故主張持守與涵養，但仍不諱言「血氣之勇」有其發展的正當性，身處兵荒馬亂的

非常時期，培養士兵勇氣，是戰爭勝利的關鍵之一。又「血氣」是存在於每個生命個體

裡的一股內在能量，當此能量不斷積聚，甚至在一個團體中形成強烈的氛圍時，此時

「血氣」的旺盛不僅是個人「勇氣」的象徵，亦是團體中的一股集體意識：「士氣」。

《左傳》即記載時人關注於「勇氣」與「士氣」之例： 

                                                 
25 《國語．周語》單穆公言「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之下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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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公十年〉：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公問其故。對曰：「夫

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僖公二十二年〉：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

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

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定公八年〉：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

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

偽顛。虎曰：「盡客氣也。」 

「血氣之勇」不足，影響行為能力的意志亦受牽連，縱有強健之軀體，在氣不滿、志不

足的情況下，仍無法提升戰鬥之意志，是陽虎所謂「客氣」。故統治階級必須善用每個

單獨個體的「血氣之勇」，以凝聚作戰時具渲染、感應能力之「士氣」，尤其首重其爆發

力特性，在積聚至極致時瞬間引爆，此之謂「一股作氣」。又勇氣與士氣的激勵與提

振，可利用外在工具輔助，是子魚所謂「金鼓以聲氣」，以此壯大聲勢與振奮士氣。《國

語．周語》記載景王問鍾律一事中，伶州鳩云：「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

謂之厲，所以厲六師也。」亦是希冀君王能如武王一般，利用音律勉勵六軍、宣養士兵

之氣德，以提升「士氣」。 

除了「士氣」，另有一「民氣」觀念，指積聚於眾人體內的某種特定氛圍，與「士

氣」概念相類，如《國語．楚語》記載觀射父論祭祀與牲禮時云：「夫民氣縱則底，底

則滯，滯久而不振，生乃不殖。其用不從，其生不殖，不可以封。」認為民氣不得放

縱，否則必然停滯而不能振作，一切生物便無法繁衍生殖。26此足見具生命力之「血

氣」不再僅存在於單一或特定生命個體內，不同的單獨生命個體，能依靠人為力量凝聚

成同一種氣質而分散於不同的個體中。若能善用血氣在團體中的凝聚性，可成為剛健與

勇力的「士氣」；反之，則導向畏懼與怠惰的面向。 

「血氣之勇」約相當今日吾人所理解之「勇氣」概念，可視為「血氣」義之引申，

                                                 
26 〈楚語〉中有「夫民心之恤」一語，亦含有「民氣」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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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莊耀郎先生所謂「用有不同，故異名以別之」，27筆者所述「士氣」、「民氣」亦復

如是，唯「士氣」與「民氣」又在「血氣」引申義上，賦予其積聚成群體氛圍或能量之

功能，此是今日學者研究戰國氣論鮮少提及之處。 

（四）利用「血氣」轉化「聲波」為「音律」 

《左傳》與《國語》已賦予「聲音」二層含意，28一是源自天地間自然之氣的類似

「聲波」概念；二是經由人類「血氣」轉化的「音律」。二觀念雖有不同，然可透過

「自然之氣→聲波→生命血氣→音律」思維而產生聯繫。《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則

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六氣，用其五行。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氣」

所顯示的五種聲音是一自然界現象，在人類未經感官認知之前即有，此約莫可見先民面

對自然界氣體流動、碰撞而造成聲響時，所認知的初期「聲波」觀念。29五種聲音產生

之後，人類再透過「血氣－個體生命－思維意志」而轉化為「音律」，是莊耀郎先生所

謂「生命活力發為聲音」者。30故《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晏子之言論：「……。聲

亦如味，一氣，二體，三類，四物，五聲，六律，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聲

音的組成最初是「一氣」，而後產生「二體，三類，四物，……」等人類所認知的物

件，再相互組成而產生美妙的音樂。《國語．周語》亦記載：「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

至……。膳夫贊王，王歆大牢，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風土。」說

明身居司樂之職的「瞽」者，能透過自身之血氣意志，將氣流動產生的「和風」轉化為

音律，以考察風土。 

又《國語．周語》記載伶官州鳩說明古代音樂理論： 

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

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

                                                 
27 莊耀郎：《原氣》，頁 20。 
28 本文言「聲音」指「聲波」、「音律」等觀念。《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所謂「聲氣可樂」指

「聲音氣度」，與筆者論述之意涵無關。 
29 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 年 8 月，三

版）第七冊，頁 224-225，與頁 335-336。 
30 莊耀郎：《原氣》，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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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

曰無射，所以宣佈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

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

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

均利器用，俾應複也。律呂不易，無奸物也。……，故先王貴之。 

自然之氣經人類發揚，可制定成與四時之氣相佐的「黃鍾」、「大呂」等十二律呂。31伶

官州鳩舉周武王為例，說明其以表示「中正之色」的「黃鍾」之聲宣養士兵之氣德，以

提升軍隊之士氣，32故君王當知四時之氣能與音律相配合，並利用音律使士兵產生勇

氣。換言之，天地間的四時之氣，可透過人為血氣意志的轉化，與人事相配合，成為積

聚餘於人體、甚至群聚於多數人的共同之「氣」。此如同《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記載

子魚所云「金鼓以聲氣」，是自然界四時之氣經人類知覺感官感受後，轉化成可充實血

氣與意志的音律，是所謂「聲盛致志」。 

（五）與「血氣」相關之「魂魄」概念 

有關「魂魄」義，《左傳》凡四見，以〈昭公七年〉子產之論述最具代表：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

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

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

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從政三世矣。

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

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子產認為「魄」當在人類開始化生時即產生，隱含著人類軀體之意；當血氣充實個體生

                                                 
31 《國語．周語》描述的「十二律呂」不僅與天地四時之氣相佐，亦能相應於天象、落實於各卦象與

政治軍事等人事之關係上。此不僅闡明人、神、數、聲相應之理，亦呼應筆者「氣是天道運行規律

的環節之一」之論。 
32 《國語．周語》：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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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流動蒸騰的陽氣在人類體內形成一股能量，使之產生旺盛的活動力，此之謂

「魂」。而血氣又能充實思維意志，使旺盛強健的「魂魄」得以控制行為舉止並使之合

於規範，反之，則如〈昭公二十五年〉樂祁預言其國君將死時所云：「心之精爽，是謂

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左傳》與《國語》之其他篇章中，亦出現若干「魂」、「魄」概念的使用，如：以

「魄」概括「魂」、「魄」二義，說明人類若多行不義，又或壽命已盡，上天將取回其所

賦予之魂魄，故言「天奪之魄」、「天又除之，奪伯有魄」；33《國語》亦視「魄」為

「魂魄」之通稱，引申為較抽象而與思維意志相關的「形跡」之義。34從「魂魄」概念

可推知先民對人類產生的大致輪廓，亦呼應筆者「血氣─個體生命─思維意志」觀點。 

四、結論：《左傳》與《國語》對「氣」 
概念的開創與啟迪 

（一）聯繫「天地自然之氣」與「個體生命內在之氣」 

觀《左傳》與《國語》之所載，皆透露「自然之氣」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使先民

重視其與人事之密切配合。舉凡以四時之氣配合農務；或者說明統治者當用人為力量，

遵循自然界萬物運行之規律，以改善地表景物；或者言「六氣」之降生各種聲音、味

道、顏色與人類的喜怒好惡；或者觀天上雲氣與週遭氣息以預知人事吉凶，甚至將其運

用在軍事上，成為作戰前的戰情分析之一，35此皆是先民因日常生活處處仰賴自然界，

進而對自然物質的遵奉與崇拜，推展出一套與自然界共同作息之生活方式。 

此外，「天地自然之氣」與「個體生命內在之氣」之緊密聯繫，亦是此時期之重要

思想，從二書中敘述「六氣」時之「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到「味以行

氣，氣以實志」，以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實已透顯二概念之連結程

                                                 
33 並見《左傳．宣公十五年》與〈襄公二十九年〉所載之事。 
34 《國語》言魂魄僅此一例，見〈晉語〉：「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

子，其光耿於民矣。」 
35 《國語．晉語》記載鄢陵之戰中，楚國在六月最末一日布陣陳兵，因這一天稱作「晦」，即「六月甲

午晦」，為陰氣最盛之日，乃兵家大忌，故郤至評論楚師「陣不諱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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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且「六氣」中所述及之「陰」、「陽」二概念，亦可作為二者密切聯繫之輔證，其不

再單純指日光之照射與山水地理形勢，而實有二股不同性質、優劣強弱的能量之分別，

36並利用此二股能量之交流，論述天地與人類身體的關係，37此不僅是前代文獻典籍皆

未能明言處，也代表「陰」、「陽」二概念發展的逐漸成熟，而「自然之氣」與個體生命

之「血氣」，亦依陰、陽的交流密切，而有一定程度的聯繫。 

再如《國語．周語》中伶官州鳩所述之「十二律呂」，是一套與「自然之氣」相應

之「音律」，其中「六律」透過人類「血氣－個體生命－思維意志」而感知後，可宣養

天之六氣、地之九德與幫助陽氣出滯，並具凝神安人、洗潔萬物之效果，此例足以說明

天地間的「自然之氣」與個體生命之「血氣」二股能量，本可相互交流而不具明顯分

別，亦是「天地自然之氣」與「個體生命內在之氣」緊密聯繫之明證。 

（二）從「氣」概念論二書對後代哲人之啟迪 

《左傳》與《國語》確立了「氣」的物質性概念，說明其產生於天地之後，是構成

萬物現象之基礎，雖未能明言其是否為萬物之最本原，但已可視為此種思維之開端。此

外，試圖聯繫「天地自然之氣」與「個體生命內在之氣」，不僅對「氣」思維的發展有

開創之功，亦加強其「天人合德」、「天、地、人相應」等思想的合理性。雖此時之

「氣」思想仍尚存若干問題，如：「血氣」是否源自「自然之氣」亦或天生本俱；具生

命力之植物是否含有「血氣」亦無從得知；而依靠「血氣」連繫的個體生命與意志之間

看似相關，又實有分別，未有明確的說解。又《國語》記載定王所云「血氣不治，若禽

獸焉」時涉及一思想問題：即道德觀念是否為後天形成，故治了血氣才能講道德；亦或

人類之「血氣」與「道德」先天同時並存而不具先後順序。 

此類問題或許皆是先民之抽象本體思維及宇宙生成等觀念尚未成熟所致，但這些留

待解決的問題，卻足以啟迪後世哲人。如：孟子明確區分「血氣」與「意志」，並提出

一配「義」與「道」的「浩然之氣」，肯定「血氣」與「道德」二者是不相衝突地的先

                                                 
36 「陰、陽」在最初始時，亦非指日光照射方向與山水地理形勢。目前出土之甲骨文材料中未出現

「陰」字，而「陽」僅指「好天氣」，與「雨」字相對應。 
37 如《左傳．昭公元年》：陰淫寒疾，陽淫熱疾，……。女，陽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

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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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並存；莊子認為自然萬物皆「與氣同體」，故「自然之氣」當遍流於宇宙與萬物體

內；荀子則在萬物體內皆存「自然之氣」之前提下，以「生命」、「知覺」與「德義」等

概念，區分人類、禽獸、草木與自然界水、火等物質之別。38又《禮記》中對「魂魄」

概念之論述頗多，如：〈郊特牲〉說明「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祭義〉藉仲尼之

口而言：「氣也者，神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神，教之至也。眾生必死，

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又：「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

蒿，悽愴，此百物之精也，神之著也。」將「魂魄」觀念連接天地間「自然之氣」以說

解其生成方式，是自《左傳》與《國語》之後，始能清楚界定「魂」、「魄」二概念者。

而「味以行氣，氣以實志」的「血氣－個體生命－思維意志」課題，亦在《管子》與兩

漢哲人中得到高度發展，成為「精氣」與「元氣」等觀念之思想雛形。 

《左傳》述及之「氣」，以「血氣」及其引申義居多，若以篇章而論，又以〈昭

公〉篇材料最多；《國語》則「生命之氣」與「自然之氣」兼雜，而「自然之氣」則多

集中於〈周語〉，且多與「四時節氣」有關。此是筆者為方便研究而作的粗略統計，並

不欲依此推斷其成書之先後，也無證據說明「氣」概念為何總集中於某一篇章之有趣現

象；對「氣」思想之探討，亦僅為時代性通論，未能分辨其地域性特色，甚為遺憾。本

文欲明辨者，是透過二書中對「氣」概念的闡發，以突顯其承先啟後的學術價值，說明

約莫戰國中期以前，「氣」字從一純粹「乞求」之字型，幾經春秋哲人之說解，在《左

傳》與《國語》中得到概念性的確立，不僅說明「自然之氣」與「生命之氣」之生成流

衍皆對現實人生造成影響，並讓二義得以聯繫，成為戰國諸子百家興起前夕的「氣」思

維前身，往後歷代哲人，亦皆依自身關注之處而圍繞此二義而發，唯思想傾向之不同而

影響其偏重之處耳，《左傳》與《國語》之思想貢獻即是在此。 

                                                 
38 《荀子．王制》：「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

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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