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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鮪魚生魚片文化對台灣之影響
黃銘志、李京珮
國立台南大學生物科技學系助理教授、遠東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人類的飲食文化史上，將新鮮獸、鳥、魚等獵物的肉切下直接生食，是共同的發
展經歷。隨著文明的進化及衛生觀念的提升，生食文化的保留與廢除，取決於各民族
文化對食物水準的追求。
中國在古代即有生食魚、肉的習慣，到了明清時期，生食已經不再是中國食文化
中的主流。在漢族文化圈內，生食逐漸被視為野蠻、原始未開化的象徵。隨著明清時
期漢人逐漸移民台灣，熟食文明之觀念也傳入台灣。甲午戰爭後，日本人將鮪魚生魚
片文化傳至台灣。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台人仍將生魚片文化視為野蠻習俗，難以接受。
歷經五十年的統治，從光復後政府對日本文化的排斥，到 1980 年以來的影劇哈日風
潮，甚至 2000 年以來的東港黑鮪季，近幾年來超低溫冷凍鮪魚連鎖店的出現，生魚
片文化隨著鮪魚產業的興盛、漁業科技的進步，在台灣有了繁複的變化。
本文從日本生魚片文化之起源、捕鮪魚的歷史出發，考察史料及文獻，探討台灣
鮪魚文化的發展進路，歸結出台灣與日本在生魚片文化上的緊密關係及其意義。

關鍵字：生魚片、鮪魚、日治、飲食文化

1

遠東通識學報 第七卷第二期 頁 1-16

日本鮪魚生魚片文化對台灣之影響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Tuna Sashimi Culture on Taiwan

HUANG,MING-CHIH

LEE,CHING-PE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N.U.T.N.
Assistant Professor, Far End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Abstract
Cutting and eating fresh meat of preys such as animals, birds and fish are common
experienc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food culture. The advancement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hygienic concepts bring up the issue of the conservation and abolishment of
eating fresh meat, and the conclusion depends on different races’food requirements.
The habit of eating fresh meat exited in ancient China, bu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esh meat was not the main stream in Chinese food culture anymore. In the
region dominated by the Han, fresh meat is the symbol of salvage and uncivilized. The
migration of the Chinese to Taiwa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rought the concept of
eating cooked meat to Taiwan with them. Afte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the Japanese
brought the culture of eating tuna sashimi to Taiwa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domination, Taiwanese still considered eating sashimi as a salvage custom and could barely
accept it. After fifty-year domination, sashimi culture went through a series of complicated
changes from the resistance of Japanese culture to the enthusiast about Japan in the 1980s
and the blue-fin tuna festival in Donggang township in 2000 and the existence of chain
stores that feature frozen tuna in recent years as tuna industry prospers and fishing
technology advances.
This essay is based on the origin of Japanese sashimi culture and the history of tuna
fishing, and examines materials and texts to discuss the path of tuna culture in Taiwan and
then concludes with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ese and Japanese tuna culture
and its meaning.

Keywords: sashimi, tuna, Japanese domination, foo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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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鮪魚簡介
鮪魚是一種大洋洄游之魚類。分類上屬於鱸形目鯖科鮪屬，熱帶至溫帶均有其分
部，依大小可分為下列幾種：北方黑鮪 (Thunnus thynnus (Linnaeus)) ，俗名「黑
鮪」或「黑甕串」（暗串），為體型最大的鮪類，最大紀錄 1976 年西北大西洋加拿大
新斯科細亞省(Nova Scotia)捕獲，尾叉長達 304cm，重達 679kg 1。台灣東港捕獲的
是 分 布 在 太 平 洋 之 黑 鮪 ， 族 群 數 量 逐 年 遞 減 。 南 方 黑 鮪 (Thunnus maccoyii
(Castelnau)) 體型較北方黑鮪小一些，主要分布在南半球、印度洋等，別名印度黑
鮪。大目鮪(Thunnus obesus (Lowe))分布在溫熱帶洋區。特徵為眼睛之比例較大，
體長可達 2 公尺，體重 150 公斤。黃鰭鮪 (Thunnus albacares (Bonnaterre))其特
徵為眼臉及鰭呈現漂亮的黃色，體長可達 2 公尺，體重 150 公斤。長鰭鮪(Thunnus

alalunga (Bonnaterre)) 特徵為體型較小，但腹鰭比例較大，常加工做為鮪魚罐頭，
又名海底雞，體長可達 1.2 公尺，體重 40 公斤 2。
鮪魚分布廣而且數量眾多，是遠洋漁業主要捕撈魚類之一。國人接觸鮪魚以兩種
型式為主：一是日本料理中的生魚片，另一為鮪魚罐頭。日本是世界鮪類捕捉與利用
之最大國，全球半數以上之生產與消費量均在日本。3台灣在歷史上與地理上深受日本
影響，本文將爬梳史料，探討日本鮪魚生魚片文化與台灣的關係。

二、鮪魚與日本的歷史
日本人捕捉鮪魚的歷史相當久遠，由考古學家分析各史前時代人類遺跡如貝塚等
遺留下來發現鮪類骨骼推測，早在一萬年前以漁獵為主的繩文人時期即已食用鮪
魚 4。根據推測，當時人類應是使用以角骨製成如長槍(Harpoon)類的漁具，可以想見
1

小野征一郎，〈クロマグロ〉，《マグロの科学-その生産から消費まで》（東京：成山堂，2004），
頁 8。
2
同註 1，頁 7-25。
3
日本水產廳，〈「太平洋クロマグロの管理強化についての対応」について〉
http://www.jfa.maff.go.jp/j/kokusai/kanri_kyouka/index.html
4
山口和雄，〈まぐろ漁業原始時代から中世〉，《日本漁業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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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駕駛獨木舟到離岸不很遠的海域，用長槍來捕捉的應該是以體積較小之鮪魚幼魚為
主。
文字記錄方面，《古事記》 5中有「斯毘都久阿麻余」之文字，斯毘（シビ）指的
就是鮪魚。平安後期，關東地方開始發展，直到德川家康取得天下，將江戶設為行政
中心，行政中心由關西進駐關東，進入「江戶時代」（1603-1867）。有別於關西地區
位居內陸，江戶地方近海，
「江戶前」
（今東京灣）又風平浪靜，漁產豐富，使江戶文
化擁有豐富的漁產文化。平安時期文獻中雖有食用鮪魚的內容，但似乎並不受當時上
流社會所喜愛。記述江戶時期民間生活見聞的《慶長見聞集》6則有鮪魚不受歡迎的說
法 7。隨著江戶時期庶民文化大量使用鮪魚，此一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
日本文化的進步也反映在江戶的食文化上，壽司也是當時相當成熟且受歡迎的食
品，主要由新鮮海產類所做成。形成江戶時代重要壽司發展原因有兩個：一是漁撈技
術的進步，鮪魚持續豐漁，另一重要原因是粕酢的生產與製造。文政 12 年（1829)，
隨著酢生產技術的成熟「妖術と いう身で握る 鮓の飯」 的出現，使得製作壽司的
酢飯獲得良好發展。天保年間，鮪魚持續豐漁，江戶的「まぐろのすし」成為重要名
詞之一。今日在關東乃至於世界各處可看到的「江戶前寿司」，成為關東壽司之代名
詞。
在二次大戰之前，鮪魚在日本以大眾魚的形式存在，以背部赤身（あかみ）部位
為主要生食部分，腹部之中腹（chutoro）及大腹（ootoro）區因為油脂較多較容易
腐敗，故通常不使用而丟棄。二次大戰後隨著家庭三神器（電冰箱、黑白電視機及洗
衣機）的普及，冷凍技術的發達及食物歐美化，油脂較多的大腹逐漸受到大眾的喜愛，
形成今日大腹較昂貴之局面。戰後由於漁村、漁港、漁船受到破壞，漁業凋敝，出海
船隻減少，鮪魚變成了稀有的高級品。戰後日本政府為了食品衛生的考量，嚴加檢查
頁 156 。
5
《古事記》，日本最古之歷史書，記載許多今日祭拜之神，成書時間約為和銅 5 年（西元 712 年）。
6
三浦茂正《慶長見聞集》別名《江戶物語》，全 10 卷 10 冊，完成於 1615 年 1 月。
7
山口和雄，〈まぐろ漁業原始時代から中世〉，《日本漁業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1），
頁 15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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鮪魚水產品之安全。鮪魚生魚片不再由庶民攤販來銷售，成為餐廳採用的食材。經過
高度經濟成長期及日本漁船在世界海域的捕撈，大量鮪魚進入日本市場。1958 年大阪
出現了平民低價位之鮪魚迴轉壽司，1970 年代壽司傳入美國西岸並造成風潮。今日以
鮪魚為中心的江戶前壽司成為世界受歡迎的大眾食品，東京築地也成為世界知名的鮪
魚販賣區域。各國爭相捕捉鮪魚，造成鮪魚資源的減少；如何在鮪魚保育與傳統美食
中找到平衡，將是日本鮪魚壽司不得不面對的新議題。

三、日本鮪魚漁業及食用鮪魚生魚片的歷史
鮪魚漁業上，古代記載鮪魚之捕捉方式為「一支釣」
，以當時的小船及捕捉技術，
無法大量捕捉。捕鮪方式何時變成以魚網為主，並無詳細之記載，但根據日本永和三
年（1377）肥前五島的文書，則使用了「しびあみ(鮪網)」的字眼。推論當時已能使
用網具捕捉鮪魚，應該是較為巨型之網具，如現在置於外海捕捉洄游性魚類之定置網 8。
江戶時代捕捉鮪魚方式，從古代流傳下來之魚槍、一支釣，以及鮪網等定置網的大量
使用之外，「鮪延繩釣法」的出現，是促成鮪魚豐收的主因之一。當時關東之鮪魚場
存在於安房（今千葉南方）、伊豆、常陸（今福島東方）等沿海地區。目前廣為人知
的世界各國所使用之鮪延繩釣法，則出現在江戶中期延享年間（1744-1747）的房總
半島布良村，當時稱為「一本繩法」或「長繩法」
。江戶後期寬政年間（1789-1800），
就在安房地方流行起來，造成了江戶持續豐漁的榮景。 9
（一）「之比（シビ）」與「真黑（まぐろ）」
日本人真正大量開始食用鮪魚生魚片與大量捕獲鮪魚幾乎發生在同一時代——
江戶時期。
《慶長見聞集》記載著江戶時期民間利用鮪魚之情形，當時的鮪魚「シビ」
發音與「死日」同音被視為不詳，故又有許多代替之名詞如「大魚よし」等稱呼出現。
「メジ」指的是小的鮪魚。當時並無冰箱或冷凍設備不易保存食品，江戶庶民豐漁時，

8
9

同註 9，頁 157。
同註 9，頁 17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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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止鮪魚腐敗，加醋與醬油醃製鮪魚，成為握壽司的材料，此時之醃鮪魚稱為「ヅ
ケ」。
有關「シビ」的語源，平安時期的辭典《和名抄》之「倭名類聚抄」記載了可能
是最早有關「鮪」字的資料：「鮪、一名黄頬魚，和名之比（しひ）」 10。室町時代發
音變成“しび”，可知鮪魚是一種「黄頬魚」。以現代眼光來看，鮪魚中顏色鮮豔有
黃色條紋的是「黃(き)鰭(はた)鮪」。可見其名稱來自日文，也是常見之鮪魚。為了
區別江戶時代常捕捉到的黃鰭鮪與黑鮪，稱黑鮪為「くろしび」、
「こしび」、
「まぐろ」、
「めじ（か）」等。
「まぐろ」的意義是整隻是黑色的「真黒」或是眼睛是黑色之「目
黒」之義。鎌 倉 時 代， 鮪 魚 寫 成「 宍 魚 ( し び ) 」。
「 宍 」指 的 是「 獸 之 肉 」，
因 為 鮪 魚 肉 色 鮮 紅 有 如 獸 肉 之 意 。元 祿 年 間 ， 在 日 本 醫 家 人 見 必 大 仿 照
《 本 草 綱 目 》體 例 所 撰 之《 本朝食鑑》 11， 書中亦有關鮪魚名稱的說明：二至三
尺（60-90cm）稱為「 目 鹿 （ め じ か ）」， 四 至 五 尺 （ 120- 150cm ） 稱 為 「 真
黑 （ ま ぐ ろ ）」， 七 至 八 尺 （ 2 10-240cm） 稱 為 「 鮪 ( し び ) 」。
（二）「刺身」、「鮨」與「鮪」
日本生魚片文化一開始也和中國一樣，以鯉科魚類作為生魚片之主要材料。《鈴
鹿家記》曾經提到「指身 鯉イリ酒ワサビ」。 12關西地方常用的材料，還有鯛魚及鯖
魚。江戶時代，由於近「江戶前」的關係，海產食材大量被使用作為原料，產生了樣
式繁多的「江戶前壽司」。
生魚片加上白飯成為「すし」，
「すし」之語源應根據江戶中期《日本釋名》解釋
該是來自「酸し(すし)」 因為其酸味而名 13。日人對於「すし」之漢字有各種用法，
如鮨、鮓、寿斗、寿し、壽司等。關東較常用「鮨」，而關西較常用「鮓」。《爾雅》
〈釋器〉則曰：「肉謂之羹，魚謂之鮨。」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云：「鮨，魚醬也，
10

承平年間完成（931- 938）。http://www.manabook.jp/ekisaisenchu08.htm#
元祿 5 年（1692）完成，元祿 8 年（1695）刊行，共 12 卷 10 冊。此書說明日本食物之特性、食法
與毒性等。
12
見於応永 6 年（1399）6 月 10 日的記事中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88%BA%E8%BA%AB
13
貝原益軒，《日本釋名》（東京：益軒全集刊行部，1910），頁 46。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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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蜀中，從魚旨聲，一曰鮪魚名。」其中有趣的一點，在於「一曰鮪魚名」，鮪很可
能並非現今所指之「鮪魚」。《說文》對於「鮪」的解釋是：「鮪，鮥也，周禮春獻
王鮪。」清代段玉裁的解釋是：「形似鱔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口亦在頷下，
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郭璞為《山海經》所作的注則提到：「鮪卽鱏也。
似鱣而長鼻。體無鱗甲。按卽今之鱘魚也。」 14種種說明，所謂的鮪似乎較接近今日
的「鱘」。綜觀中國古代文獻有關鮪字的說明，意指「白鱘」；日本文獻中則並未清
楚歸納何以「まぐろ」就是「鮪」。現今中國人以「金槍魚」稱呼「鮪魚」，但古代
文獻並無「金槍魚」的記載。可見「鮪」是日本人假借用來稱呼「金槍魚」的漢字，
很可能是中文古籍傳入日本後，日本人便將「鮪」和「鮨」賦予相同的意義。
前文所提的「鮓」，在《延喜式》之「主計式」談及諸國貢品中，即以「鮒鮓」、
「年魚鮓」、「阿米魚鮓」之名出現。語源有可能有兩種可能性，一是「酢」的假借
字，是「酢處理過的魚肉」。另一解釋是「鮺」之簡寫。《說文解字》：「臧魚也，
南方為之「魿」，北方為之鮺。一曰大魚為鮺，小魚為魿。」無論是哪種解釋，「鮓」
都是指保存魚肉的一種方式。和前述醃鮪魚稱為「ヅケ」有異曲同工之妙。「鮓」雖
沒有指鮪魚之意，但江戶時期鮪魚大魚的情形而言，最容易取得之魚材之一就是鮪
魚。故「鮨」、「鮓」應該都是指江戶時期醃製過的鮪魚。至於寿斗、寿し、壽司應
該是發音與「すし」相同，商業促銷的假借用法。
壽司基本上可以分成兩大種類，一種是利用新鮮水產配上醋飯的方式稱為「早
鮨」。另一種為魚貝類加上米飯發酵而成的「なれ鮨」。而今日台灣民眾最常接觸及
廣泛流傳之壽司，指的是「早鮨」中的「握壽司」為中心加上「捲壽司」及「稻荷壽
司」而成。「握り寿司（握壽司）」指的是將新鮮水產類放置在醋飯上面，沾上芥末
醬食用。「巻き寿司（捲壽司）」是用醋米及小黃瓜（かっぱ）、乾瓢（かんぴょう）、
鮪魚等材料用海苔捲起來的壽司。至於「稻荷壽司」則是用豆腐皮將酢飯包裹起來的
壽司。學習「江戶前壽司」有嚴格的訓練過程：從海鮮的挑選、旬魚的把握，酢飯的
14

郭璞，《山海經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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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魚介類的刀工，以及所謂的「飯炊き三年握り八年」。在嚴格訓練與調製下的
職人，保證了壽司的品質與美味。也讓每一位享用壽司的饕客，熟悉每種壽司之美味。
這種嚴謹作風，由江戶時代開始流傳至現代。

四、台灣鮪漁業歷史
（一）鮪魚捕撈
日本鮪魚文化與生魚片文化有悠久的歷史，中國古典文獻中則較少見利用海洋魚
類作為生魚片的記錄。中國稱生魚片為魚生，
《詩經》作於西周宣王（西元前 827-782
在位）時的〈小雅‧六月〉就提到：「飲御諸友，炰鱉膾鯉」。膾鯉即為鯉魚生魚片。
後來魚部的「鱠」字被用來表示「魚的膾」
，
《昭明文選》收錄西漢枚乘〈七發〉亦有
「鮮鯉之鱠」的說法。吃生魚片雖然是中國飲食文化傳統的一部份，「魚生」大部分
以鯽魚、鯉魚、草魚等淡水鯉科魚類為主，鮮少採用海水魚作為生魚片的食材。中國
在食用淡水魚的生魚片時，無法避免著寄生蟲的侵襲，因此它未能成為大眾化的食
品。調查台灣早期漁船、漁法與漁具，亦幾乎沒有以大型魚類為對象的漁船及漁法，
推測漢民族真正開始食用鮪魚生魚片，應是從台灣日治時期由日本人引進開始。
談到鮪魚，就必須從源頭——鮪魚捕撈說起。1899 年，台灣總督府的一份統計資
料中，提到澎湖居民以漁網捕捉鮪魚、鰹、鰆等，顯示日治初期台灣已有零星使用漁
網捕撈鮪魚的漁業。 15動力船鮪延繩釣方式，應是日治時期由日本鹿兒島人傳入。 16
1915 年鹿兒島市來町戶崎的漁民，移民至台灣從事鮪釣漁業。 17台灣鮪釣漁業於高雄
為基地發展後，漸向北部基隆、蘇澳漸推廣。日治時期的基隆港及高雄港是鮪魚產業
之重鎮。至 1940 年代全台灣區鮪釣漁船已達 400 艘，作業範圍達到南中國海、菲律
賓蘇綠海(Sulu Sea)、印尼西里伯斯海(Celebes Sea)，帛琉近海及印尼班達海(Banda

15

鏑木余三男，〈產業一斑：澎湖島漁業〉，《臺灣協會會報》，第 6 號，（1899.3.20）。
高橋修編，〈遠洋マグロ漁業〉，《台湾漁業の現況》〈台北：日本交流協會，1978〉，頁 20。
17
久保邦次、塩田正人、瀬戸山公義等，《鹿児島県水産技術のあゆみ》（鹿児島：鹿児島県政府，
200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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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等地。 18圖一紀錄日治時期台灣鮪魚（包含大目鮪、黃鰭鮪、黑鮪等所有鮪類）
產業之發展，到 1940 年鮪魚總產量甚至已達到 9000 公噸之規模，此時可說是日治時
期鮪漁產業最興盛時期。惜因 1941 年起太平洋戰爭爆發，多數鮪漁船被徵調從事軍
需運補工作，無法從事漁業，鮪魚漁業進入黑暗時期。台灣鮪釣漁船再度出現在世界
三大洋上，那是又經過三、四十年後的事情。

公噸

日治期台灣鮪魚產量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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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915

1920

1925

1930

1935

1940

1945

年

圖一、日治時代台灣鮪魚生產量。 （資料來源：胡興華(1996)

19

)

日本對鮪魚資源的開發不遺餘力，派遣調查船多次往南方踏查。除南向探勘外，
台灣總督府水產試驗場也規劃探測台灣近海之漁業資源，並積極開發各種漁場。昭和
8 年（1933）為了開發中型鮪延繩釣漁場，以高雄為根據地，探測船阿波丸（71.54
噸 130 馬力）至南中國海探測鮪魚資源。20台灣東海鮪延繩漁業試驗報告附錄（1936）
根據鮪延繩漁船漁況記載了昭和 10 年（1935）3 月 15 日至 5 月 22 日於巴士海峽南方
及呂宋島北方海域共捕獲 177 隻黑鮪。1930 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灣近海鮪
延繩釣也有大量黑鮪捕獲之紀錄。 21
1937 年中日戰爭，日軍開始徵用鮪釣漁船做為軍事運補船。1941 年珍珠港事件
發生，太平洋戰爭勃發，1943 年日軍徵召了幾乎所有的鮪釣漁船 22，戰場中所有的台

18

同註 23，頁 13。
胡興華，〈台灣漁業奮鬥成功的範例——鮪漁業〉，《拓漁台灣》（台北：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
1996），頁 148。
20
今治美久，〈調查船の歷史〉《水産試験場１００年誌けんきゅうのあゆみ》（徳島：徳島県政府，
2000 )。http://www.pref.tokushima.jp/files/00/01/25/08/100years/03.pdf
21
阿部寧、竹內幸夫、市野川桃子，〈クロマグロ太平洋。平成 22 年度國際漁業資源の現況〉，水產
廳水產總合センター。（2010） http://kokushi.job.affrc.go.jp/index-2.html
22
同註 24，頁 36-3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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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鮪釣漁船幾乎全部沉沒於海底。1950 年代起，國民政府規劃了各種漁業振興方案。
在經歷了美元補助及銀行貸款、經濟建設計畫、遠洋鮪釣漁業計畫、鮪釣船員訓練實
習計畫、中日技術合作計畫等，鮪釣漁船快速發展，漁船不但在數量上增加，噸位也
快速增加。1990 年代超低溫鮪釣船已有 313 艘，其中 139 艘為 200-500 噸，174 艘為
500-1000 噸，已成為世界主要鮪魚捕撈國之一。 23
（二）食用鮪魚生魚片的歷史
明清時期絕大部分漢人已經沒有生食魚肉之習俗，而渡海來台之漢族也沒有生食
魚肉之習慣，並視生食是一種未開化與野蠻之行為。台灣的原住民食用生肉之記錄在
日治時期即有紀錄。小泉鐵的『台灣土俗誌』記載泰雅族「なほ鳥、獣、魚等は勿論
彼等の最も好むところであるが、煮て食するばかりでなく、生でも食する」 24相對
於尚有生食傳統之台灣原住民部落，漢民族會以野蠻民族稱之為「生蕃」而拒絕接受
視為未開化之行為。
馬關條約（1895）中國將台灣割給日本。台灣進入日治時期，飲食文化也開始受
到日本的影響。居住台灣之漢人最初視日本人吃生魚片為野蠻行為，不願接受。《台
灣省通志稿》記載「西餐、日本菜均是日治時期才有之」 25。《台灣習俗》描述 30 年
代台灣人如何看待生食與冷食：「台湾人は主食、副食、点心を通じて、当然生食す
べき物を除いて、一般に煮沸しない物は食せない。彼の内地人が刺身、鱠、生豆腐、
生海参等を食するのを見て、彼等は顔を顰して、生蕃と嘲笑する。」26台灣人的主食、
副食及點心，除了理應生食的材料，若未煮沸絕不食用。看到內地人（指日本人）食
用刺身、鱠、生豆腐及生海參等，總會面帶微笑嘲笑日本人為生蕃。日本人將生魚片
引入台灣五十年以來，台灣人民也逐漸接受了日本的生魚片文化，所以當代論者認
為：「日治時期，日人嗜生魚片及豆瓣醬湯，習俗相染，台人亦多嗜之」 27。
23
24
25
26
27

同註 27，頁 150。
小泉鐵，〈食物 治療 奴隸 刺墨〉，《臺灣土俗誌》（台北：南天書局，1997），頁 85-86。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稿》（台北：捷幼，1999），卷 6，頁 276。
東方孝義，《臺灣習俗》（台北：南天書局，1997），頁 32-33。
張玉欣，〈「和漢料理」的源與由〉，《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會訊》，12：1（2006.2），頁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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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將日本的生魚片文化帶到台灣的媒介，應是日本料亭。目前雖無法查出在台
灣的第一家料亭之相關資料，根據日治時期報刊《臺報》中的「附込帳」(帳簿)，明
治三十四年（1901）台北的料亭即有京屋、琴水、東儉、西儉、日本亭、一力、笑燦、
吾妻等 28。當時應有少量鮪魚生魚片流入料亭做為高級食材，至於台灣的市場上能夠
販售大量鮪魚生魚片，應該是在 1913 年台灣漁業使用鮪延繩釣法捕撈之後的事。大
正 2 年（1913）報載台中步兵第三大隊軍營消息「軍隊內の赤痢、原因は鮪の刺身
か。」29，內容是台中軍營有十數名軍人感染痢疾，顯示已經有鮪魚生魚片之供應。當
時並無冰箱或冷凍櫃設備，鮪魚應為台灣本地捕獲。大正 6 年（1917）報載「虎列拉
は特發 生魚が誘因」30，虎列拉(cholera) 又稱虎疫，今日稱為霍亂，由受汙染的水
源為媒介傳染。可見日治時期的鮪魚生魚片文化，已經逐漸融入台灣人的飲食習慣中。
1945 年 9 月 2 日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人的離開以及國民政府勢力進入台灣，都
影響了台灣的日本飲食文化。日本料理受到一定程度排擠或歇業，原先執著於日本嚴
格訓練之職人，也開始慢慢轉型。石井健一曾針對今日台灣之壽司屋進行調查，認為
當前台灣的壽司屋大致皆屬於日式料理，而非道地的日本料理。 31台灣的日式餐點已
經融合了各種中式與台式的食材與元素，在台灣願意接受「飯炊き三年握り八年」的
學徒並不多，技巧不足的部分則加入自己的巧思，做出「創意壽司」，逐漸形成了特
有的「日式料理」。今日在台北可以找到的歷史最悠久的日本料理店，可能是 1943 年
開業的麗都日本料理，開業至今將近七十年。台灣的壽司店並不像日本許多壽司店能
夠承傳超過百年，至於料理是有歷史的背景，口味是否道地，則有待饕客實際體驗了。
表一、台北市現存四十年以上日本料理老店一覽
店名

開設年

地址

麗都

1943

延平南路 50 號

第一

約 1950 年

長安西路 10 號

28
29
30
31

〈附込帳〉，《臺報》23 號，5 版（1901 年 8 月 20 日）。
〈軍隊內の赤痢、原因は鮪の刺身か〉，《臺灣日日新報》4683 號，7 版（1913 年 6 月 19 日）。
〈虎列拉は特發 生魚が誘因〉，《臺灣日日新報》6029 號，7 版（1917 年 4 月 12 日）。
石井健一，《東アジアの日本大眾文化》（東京：蒼蒼社，2001），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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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觀園

1946

峨嵋街 36 號

添財

1968

開封街一段 38 號

（三）日本與台灣鮪魚利用之情形
在日本，新鮮的鮪魚絕大多數被做成生魚片，鮪魚幾乎是生魚片之代名詞。只有
不新鮮或價值較低者，才被加工做成其他食品。整條鮪魚除了用於製作生魚片的魚肉
之外，由頭到尾包含魚頭、魚眼、魚頰、魚喉嚨、額前肉、龍骨、魚尾、魚下巴、魚
皮、魚心、魚卵、魚腸、胃囊等，各部位均可以利用。日本的居酒屋，即運用這些鮪
魚食材做成各種小菜。在關東的鮪魚生魚片常見之利用形式有數種：一、握壽司（握
りすし）及前述將魚介類放在酢飯上之壽司。二、軍艦（くんかん）如海膽、白魚（し
らうお）、碎鮪魚糊（ねぎとろ）等半液體狀或不易固定做成握壽司時，會利用海苔
將酢飯周圍捲起，中間呈中空狀可放半液體狀餡料，因形狀像軍艦故名。三、捲壽司
（巻き寿司）如前述將鮪魚和酢飯用海苔捲起隻長條，再切成一片片之壽司。三、鐵
火蓋飯（鉄火丼）將鮪魚赤身部分置於用丼裝起來之白飯上，由於鮪魚赤身猶如打鐵
時之鮮艷顏色，故名鐵火。
在台灣，由於仍有許多人不敢嘗試生魚片，鮪魚料理除了日本鮪魚生魚片之料理
方式外，更加入了中國與台式的料理方法如紅燒、煎烤、涼拌、三杯、油炸、燴燉、
煮物、龍田炸等。東港黑鮪季出現「黑鮪十八式」
、
「黑鮪三十六吃」等。除了生鮮鮪
魚之外，台日兩國家庭也常利用鮪魚罐頭，如做成三明治等。前述的鮪魚是少數的肌
肉鮮紅、含有肌紅素之魚類之一。肌紅素示意與氧氣結合的蛋白質，也相當容易氧化
變黑的魚類。若鮪魚肉不新鮮、發黑沒有賣相時怎麼辦？在日本會做成鮪魚味增漬或
鮪魚醬油漬；在台灣則會拿去做成鮪魚香腸、鮪魚肉鬆或鮪魚乾。

五、結語
日本由於江戶時期鮪魚的豐漁以及酢的發展，產生了「江戶前壽司」；日本漁船
在世界海域捕撈鮪魚，提供國內所需並將鮪魚生魚片文化推廣到全球。日治時期日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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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將鮪魚生魚片引進台灣，儘管最初台灣人民難以接受，到了 1913 年隨著漁法、漁
具的進步，台灣人民習得鮪魚的捕撈技巧，也逐漸開始食用鮪魚的生魚片。太平洋戰
爭爆發時，台灣的鮪魚漁業一度衰落；到了今日，壽司與生魚片則受到大眾喜愛。台
灣的壽司屋融入了台式飲食的元素，將生魚片與壽司作出各種變化，發展成不同於日
本的「日式料理」。本文探討了日本鮪魚生魚片文化發展與台灣接受的歷史，挖掘台
日在生魚片食用方面的文化發展異同。希望台灣能拓展獨特的鮪魚文化，在今日鮪魚
資源逐漸枯竭之際，與日本及世界各國合作，尋求在傳統美食文化發展及自然保育上
的平衡，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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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王夫之釋《易》的方法

康全誠、張忠智
遠東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副教授、遠東科技大學旅遊事業管理系副教授

摘要
王夫之是清代義理派的《易》學家，其論《易》道主張即象以見理，即理之
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即占以示學，切民用，合天性，統四聖於一貫。本文即對他
釋《易》方法中的〈彖〉〈爻〉一致、四聖同揆，占學一理，卦各有主等要點，
作一探討論述，以明晰王夫之釋《易》方法的梗概。

關鍵詞：王夫之，《易》學，彖爻一致，四聖同揆，占學一理，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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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pretive Method of the “Book of Changes” (I-Ching) of
Wang Fu-Chih

Chuan-cheng Kang,Chung-chih Chang

ABSTRACT
Wang Fu-Chih is the I-Ching scholar of the theoretical school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On interpreting I-Ching, he claimed that take I-Ching as the Way

(principle) to present the image to see the truth, the gain or loss of the truth will divine
the good or bad, learning by divination, which is useful for general public and suit
their natural character, consistency of the four saints.

This paper aims at the points

on consistency of Tuan (彖) and Yao (爻); the consistency of the four saints; one truth
on divination and learning; and each divination had a master, etc., of his interpretive
method of I-Ching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ideas of his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Wang Fu-Chih, Study of I-Ching, Consistency of Tuan and Yao,
Consistency of the four saints, One truth on divination and learning, master of the
div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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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王夫之（西元 1619～1692 年）
，字而農，號薑齋、一壺道人，湖南衡陽人，
晚年築土室於衡陽之石船山居之，自稱船山老人、或船山老農、船山遺老、船山
病叟，學者因稱之曰船山先生。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卒於康熙三十一年，
享年七十四歲。王夫之幼年穎悟過人，天資敏慧，七歲讀完十三經，十二歲能詩
能文，十四歲入衡陽州學肄業，十六歲致力於音韻學。後為明末舉人，曾拒絕張
獻忠農民軍邀請。明亡，清兵南下，舉兵阻擊於衡山，兵敗退至廣東肇慶，效力
於南明政權。南明亡後隱匿於湘西山區，伏居瑤洞，勤奮著述達四十年。學術淵
博，對天文、曆法、數學、地理學等均有研究，尤精於經學、史學、文學，以漢
儒為門戶，發宋五子之奧理，與張載《正蒙》之說神明契合。
天夫之的學術思想本於《周易》，融貫於群經，旁及諸子百家，而歸宗於儒
家。王夫之《易》學既為其學術思想的本源，故其《易》學著作特豐，創獲極多。
其《易》學著作有《周易內傳》六卷、
《周易外傳》七卷、
《周易大象解》一卷、
《周易稗疏》四卷、附《考異》一卷。而天夫之對《易》的研究，採取傳統的方
法，其《內傳》以傳注形式，每章句加以注解，再詳加發揮，守彖爻立誠之辭，
體天人之理。在《外傳》以己身的經驗，推廣象數的變通，用自我一生的哲學發
揮淋漓盡致，包含宇宙論、道德哲學、人性論、生命哲學等。王夫之自述其《易》
學大體說：
大略以〈乾〉
〈坤〉並建為宗，錯綜合一為象，
〈彖〉
〈爻〉一致，四聖一揆為釋。
占學一理，得失吉凶一道為義。占義不占利，勸戒君子、不瀆告小人為用。畏文、
周、孔子之正訓、闢京房、陳摶日者黃冠之圖說為限。
若夫《易》之為道，即象以見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即占以示學，切民
用，合天性，統四聖於一貫，會以言、以動、以占、以制器於一原。
此處所載可謂為王夫之《易》學方法論，本文即以其《內傳》解《易》之原則；
〈彖〉〈爻〉一致、四聖同揆，占學一理，卦各有主等三種釋《易》方法作一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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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論說，以明晰其治《易》方法的特色。

二、〈彖〉〈爻〉一致、四聖同揆
天夫之治《易》以「四聖同揆」為其立場，所謂「四聖同揆」乃指伏羲之卦
象，與文王之〈彖辭〉
，周公之〈爻辭〉
，孔子之〈文言〉
、
〈繫辭〉等，皆相因相
明，後聖以達先聖之意。而「〈彖〉〈爻〉一致」即所謂「即〈象〉見〈彖〉，即
〈彖〉明〈爻〉
，即〈彖〉
、
〈爻〉明〈傳〉
，合四聖於一軌，庶幾正人心，息邪說
之意云。」 王夫之以為孔子的《易》傳以〈彖〉
、
〈象〉為綱領，
〈彖〉
、
〈象〉二
傳即文周的〈彖〉〈爻〉，文周的〈彖〉〈爻〉即伏羲的畫象，因伏羲始畫卦，卦
象中陰陽二爻之升降乃明天道變易，同時又示人得失是非之理，天人之理盡在其
中，而後聖以達先聖之意，未嘗有所損益，此即為「四聖同揆」
。 王夫之的目的
在認為《易》四部份〈卦象〉
、
〈彖辭〉
、
〈爻辭〉
、
《易》傳自成一義理，上下相貫，
圓融一致而已，其不贊成朱熹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據此，關於
《周易》體例；王夫之著重辯論〈彖〉與〈爻〉的關係，而提出「〈彖〉
〈爻〉一
致的說法。
〈彖〉與〈爻〉的關係如何？《易》云：
「〈彖〉者，材也。
〈爻〉也者，
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
〈繫辭下傳第三章〉）
，王夫之註云：
材者，體質之謂，效天下之動則其用也。有此體乃有此用；用者，用其體。唯隨
時而異動爾。……吉凶悔吝，辭之所生所著也。因〈爻〉而呈，而〈爻〉亦本乎
〈彖〉所固有之材。材者，畫象之材也。非〈象〉無〈彖〉
，非〈彖〉無〈爻〉，
非〈彖〉與〈爻〉無辭。
按王氏之解釋，
〈彖〉係指畫象之材，一卦之體質，而〈爻〉者、效也，本
〈彖〉固有之材而起效用，係隨時而變動者，天地之化理，人物之情事，所以成
萬變，作《易》者比擬其酬酢之道而呈效於其中。由辭所著之吉、凶、悔，吝亦
因〈爻〉而呈，人之法天而應物者，亦資三百八十四爻而盡其用。所以〈彖〉與
〈爻〉的關係不僅為〈彖〉為體，
〈爻〉倚〈彖〉而用的體用關係，亦可謂〈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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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動出於〈彖〉之靜之動動靜關係。王夫之說：
夫〈彖〉者材也，〈爻〉者效也。效者，材之所效也。一本之生，枝莖葉花合而
成體者，互相滋也；一車之成，輻轂衡軸分而效用者，功相倚也。其生也，不相
滋則破而无體；其成也，不相倚則缺而廢用。故〈爻〉倚〈彖〉以利用，抑資於
〈彖〉以生而成體。吉凶悔吝之效，未有離〈彖〉以別有指歸者也。故曰：「觀
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有卦，則六位皆備，而一成始終。積
以相滋，而合之為體，是故〈彖〉靜而〈爻〉動，動者動於所靜，靜者固存也。……
蓋靜者所生，動者其生。生於所生，則效固因材而起矣。
此處王夫之闡釋〈彖〉與〈爻〉的體用、動靜關係，〈彖〉與〈爻〉係道合一而
一致者，
〈彖〉外無〈爻〉
，而〈爻〉之效因材而起，
〈爻〉乃〈彖辭〉旁通之情，
〈爻〉動之變，變而情生事起。
〈彖〉總一卦之義，故〈彖〉為體，
〈爻〉為用。
以一卦言之，則〈彖〉為體，六爻皆其用，體貞而用變，故依此而可即〈爻〉論
〈彖〉，或即〈彖〉明〈爻〉，所謂「觀其象以玩其〈彖〉，則得失之所由，與其
所著吉凶之所生，與其所受六爻合一，而〈爻〉之義大明矣。」 王夫之又認為
欲探求〈彖〉〈爻〉之義而明《大易》之歸趣，則必依〈繫辭傳〉之要旨，王夫
之說：
昔者夫子既釋〈彖〉〈爻〉之辭，而慮天下之未審其歸趣，故〈繫傳〉作焉。求
〈彖〉〈爻〉之義者，必遵〈繫傳〉之旨，舍此無以見《易》，明矣。
此處之言，王夫之以為孔子作〈繫辭傳〉，乃為使研《易》者把握全《易》之歸
趣而明〈彖〉
〈爻〉辭之義者也，所以總結王夫之釋《易》以「〈彖〉
〈爻〉一致，
四聖同揆」為法則，乃卻即伏羲所畫卦卦象以見文王之〈彖辭〉，即文王之〈彖
辭〉以明周公之〈爻辭〉
，即文周之〈彖〉
〈爻〉辭以明孔子所贊之《易》傳。由
此層層相因，後聖以達先聖之意，所謂「四聖同揆」也，其於《易》道大道上，
前後連貫，合為一軌。王夫之此說是於張載等人之進一步發揮，其以此為據，對
割裂經傳以及用圖書解《易》之作法，進行一番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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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治《易》以「四聖同揆」為其立場，此立場不僅表示其對《易》學的
價值觀、治《易》的方法，且反映出其對《易》的作者問題所持看法，《易》傳
既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則吾人視王夫之之言，係一假定，予以存而不論，可矣！
此為對其學說的評議。

三、占學一理
王夫之重視學《易》
，同時亦講占《易》
，他以為學《易》與占《易》對於推
進個人的認識甚有意義。占《易》、學《易》，在《易》傳中已明顯標出。〈繫辭
傳〉曰：「君不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王夫之解釋說：
觀象玩辭，學《易》之事；觀變玩占，筮《易》之事；占亦辭之所占也。
君子之學《易》，專注乎象，象者大象也，所說一切皆在表達象的意義，君子玩
味之可謂為靜者之學。對於筮事，君子則觀卦象之變動而玩味其占，此可謂動者
之學。所以君子不廢「占《易》」，此乃王夫之「占學一理」的大意。又〈繫辭〉
謂：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
以卜筮者尚其占。」先聖分四方面研究《易》，王夫之則將之歸約為「占《易》」
與「學《易》」，王夫之說：
《易》之重訓於萬世，占其一道爾。故曰：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惟「制器
者尚其象」，在上世器未備而民用不利，為所必尚，至後世而非所急耳。以言尚
辭，以動尚變，學《易》之事也。故占《易》學《易》
，聖人之用《易》
，二道並
行，不可偏廢也。故曰：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學也；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筮也。
王夫之在此處將《周易》之研究分為「占《易》」與「學《易》」，而「占」
意又為何？〈繫辭上傳〉云：「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王夫之註曰：
「極」
，根極之也。
「事」謂既占而利用之，以成乎事。善以成性，而性皆善，故
德業皆一陰一陽之善所生，修此則吉，悖此則凶。吉凶未形，而善不善之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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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知，不爽乎其數。《易》之有占，率此道也。
此處所言「占」乃謂吾人在應物行事之前，細察其變化之幾微，預知善不
善之理，推斷其吉凶，採進退之道以成善事者也。 又觀象玩辭之「學《易》」為
何？王夫之說：
夫學《易》者，盡人之事也。盡人而求合乎天德，則在天者即為理，天下無窮之
變，陰陽雜用之幾，察乎至小、至險、至逆，而皆天道之所必察。苟精其義，窮
其理，但為一陰一陽所繼而成象者，君子無不可用之以為靜存動察，修己治人，
撥亂反正之道。
王夫之專講學，純為學習《易》中之理 ，其宗旨是「盡人事而求合乎天德」,
天地風雷等自然現象變化基於陰陽規律，若精研其義，窮究其理，不僅可修養心
性，亦能經世治國。
王夫之在占與學關係上，重視學，將占納入學之軌道中，故提出「以鬼謀助
人謀之不逮」之論，王夫之說：
故聖人作《易》
，以鬼謀助人謀之不逮，百姓可用，而君子不敢不度外內以知懼，
此則筮者筮吉凶於得失之幾也。固非如《火珠林》者，盜賊可就問以利害。
王夫之肯定占《易》，鬼謀之價值，因其能在人謀無能為力之下，協助人們判斷
是非、得失。其側重學《易》
，並擬將占《易》落實在學《易》
，的基礎上，王夫
之說：
古之為筮者，於事神治人之大事，內審之心，求其理之所安而未得，在天子、諸
候則博謀之卿士以至於庶人，士則切問之師友，又無折中之定論，然後筮以決之。
抑或忠臣孝子，處無可如何之時勢，而无以自靖，則筮以邀神告而啟其心，則變
可盡，而憂患知所審處。是知《易》者，所以代天詔人，迪之於寡過之塗，而占
與學初無二理。
古之筮者，或君子之占筮，皆處不得已時方為之占，所以《易》占的時機不多。
然於求理未得時，仍有助人斷事決疑之功，占《易》仍有其存在的價值，因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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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占義不占利，勸戒君子，不瀆告小人為用」，王夫之說：
占者非徒以知吉而喜，知凶而憂也，苟為君子之人，則察其隨時之中，而乾惕以
慎守其至正之則，於是而《易》之道乃以行萬變，而利用非其人，則恃其吉，而
委其凶，於無可奈何之數，其占也，不如弗占，
《易》道虛設矣，
《易》之為書，
言得失也，非言禍福也，占義也，非占志也，此學《易》者不可不知也。
按占事乃以天化為情，順天化而占，占者不違天化。占者並非在其無可奈
何之時方占卜，亦非於不知所措時方占卜。若占者不知事之何為應做，何為不應
做，僅是隨意占事，遇得吉占而喜，得凶占而憂，此即失卻占事之節度，《易》
道喪失矣。《易》之為書，為君子謀，君子先應知何以為義，何以為不義，所謂
「占義不占利」也。占者若全為私利而占，失其正義，此為小人之占，所以王夫
之強調《易》不言禍福，只告以得失之道，此方為占義，張橫渠曰：
「《易》為君
子謀，不為小人謀。」王夫之又說：
《易》不為小人謀，詭至之吉凶，於其善決其吉，於其不善決其凶，無不自己求
之者，示人自反，而勿徼幸、勿怨尤也。
學《易》者，於仁義體之，而天地之道存焉，則盡性而即以至於命；占者，
以仁義之存去審得失，而吉凶在其中矣。故曰「《易》不為小人謀」
，以其拂性而
不能受命也。
蓋小人未能以仁義處事，不能隨事之宜而行，而君子之占，完全以善與不
善決定得失。善者即吉，不善者即凶。占者求吉凶，又若知吉凶決定在仁義，存
乎仁義者吉，去乎仁義者為凶，則占者必反求諸己，並非存於徼幸矣。所以《易》
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此乃王夫之所謂「占義不占利，勸戒君子，不瀆告小人
為用。」之精義。
王夫之論占學一理之說在企圖回答人應如何對待吉凶禍福之遭遇，即中國傳
統倫理學所探討的義與命相關問題；所謂學《易》，即追求與堅守義理；所謂占
《易》，即對吉凶遭遇，安然處之，王夫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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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學一理、得失吉凶一道為義；占義不占利。
王夫之以學釋占來解釋一些占辭或卜吉凶之辭句，涉及到得失、吉凶、善
惡、利義等問題，此為其「占學一理」之具體運用，而在闡述得失與吉凶之關係，
其以為《易》非引導人們趨吉避凶、避禍求福，使人獲利者，而是在教人懂得得
失、是非之理；此種觀點，進一步發展儒家盡人事之學說，打擊宿命論 ，而學
《易》重視運用，則體現其通經致用之精神。

四、卦主
《易》卦六爻中，有為主之爻，稱「卦主」
。昔西漢《京氏易傳》
、魏王弼《周
易略例》已揭此義。歷代《易》家注《易》，亦多採用，然多用於一部份之卦象
特殊者，如〈大有〉之六五、
〈小畜〉之六四、
〈復〉
、
〈剝〉之初九與上九等；或
以八卦之主爻位，
〈乾〉
、
〈坎〉在九五、
〈坤〉
、
〈離〉在六二，
〈震〉在初九，
〈巽〉
在六四，
〈艮〉在九三，
〈兌〉在上六。王夫之則自創己見，與京、王之說不同，
其《周易內傳發例》說：
惟〈乾〉
〈坤〉以純為道，故〈乾〉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又曰「天德不可為首」，
九五雖尊，不任為群陽之主，而各以時乘；
〈坤〉曰「德合无疆，承天而時行」，
六二雖正，而下不能釋初六之凝陰，上不能息上六之龍戰。自此而外，則卦各有
主。或專主一爻行乎眾爻之中，則卦象、卦名、卦德及爻之所占，皆依所主之爻
而立義。或貞悔兩體相應，或因卦變而剛柔互相往來，則即以相應、相往來者為
主。或卦象同，而中四爻之升降異位，或初、上之為功異道，則即以其升降剛柔
之用爻為主。非在此一卦，而六爻皆有其一德也。
王夫之以為〈乾〉、〈坤〉兩純卦，沒有卦主，其他再分為三類，即「一爻
行乎眾爻之間」為主者，「二爻相往來，而以所往來者為主」、「以相應不相應為
主者」，茲依其分類，及根據《發例》所舉之卦例，分述如下：
（一）、「一爻行乎眾爻之間」為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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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爻行於眾爻之間，以此爻為一卦之主者，在六十四卦之中，一陽而行乎眾
陰之間者有六，分別為〈復〉、〈師〉、〈謙〉、〈豫〉、〈比〉、〈剝〉；一陰而行乎眾
陽之間者亦有六，分別為〈姤〉
、
〈同人〉
、
〈履〉
、
〈小畜〉
、
〈大有〉
、
〈夬〉等共十
二卦。依王夫之之言，此類型之卦，其卦德、卦象及卦名為一致；換言之，一卦
之名義即取決於主爻而定。如履，兌下乾上：履虎尾，不咥人，亨。此卦唯有六
三為陰爻，王夫之注：「〈履〉，《本義》謂『躡而進之』，是也。……為卦六三以
孤陰失位，躁進而上窺乎〈乾〉，欲躡九四，憑陵而進，乾德剛健，非所可躡，
故有此象。」 此卦卦名、卦象皆依六三爻而立義。又王夫之釋〈彖傳〉：「履，
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云：
「六三之柔，履〈乾〉
剛而思干之，犯非其分，本無亨道。唯初、二兩陽本秉剛正，與〈乾〉道合，三
不能獨試其險詖，姑以說應，為求進之術，則小人欲效於君子，附貞士以向正，
君子亦無深求之意，而不責其躁妄，刑戮不拖，且錄用之，是以能亨。若自其履
剛之逆志而言之，未有能亨者也。」 柔履剛即指六三之柔，按《易經》之通例，
柔乘剛為凶，
〈履〉本凶危之卦 ，而本卦可取之處，在於柔能以說而應於剛，附
貞士以向正，象徵小人欲效用於君子。此亦為本卦卦德與主旨之所在，六三爻為
履剛關鍵之所繫，故為〈履〉卦之卦主。
（二）、「二爻相往來，而以所往來者為主」
二爻相往來，而以所往來者為主，此類卦主皆是屬於三陰三陽之卦。其皆由
〈泰〉
、
〈否〉卦變而來，通常卦主即是由卦變相往來之那兩爻決定之，如損、益
即是。
〈損〉
，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天夫之注
曰：
〈損〉、〈益〉亦以〈泰〉、〈否〉之變而立名義者也。〈泰〉三之陽進而往上，上
之陰退而來三，為〈損〉。〈否〉四之陽退而來初，初之陰進而往四，為〈益〉。
不言進退往來，而謂之損益者。……陽實而陰虛，陽用有餘，陰用不足，理數之
固然。陽以三中之實，補上之中虛，而陽之數損矣。〈否〉之內卦本陰也，陽損
26

遠東通識學報 第七卷第二期 頁 17-30

論王夫之釋《易》的方法

其四中之實，以與陰於初，而陰益矣。
〈損〉者，陽之損也。
〈益〉者，陰之益也。
陽本至足，以損為惜。陰本不足，以益為幸。故損歸陽，而益歸陰。
按此處所言〈損〉
、
〈益〉二卦皆因〈泰〉
、
〈否〉卦變剛柔互相往來而形成，
〈損〉，兌下艮上，是由〈泰〉卦九三進而往上，上六退而來居三所成。經此一
剛柔往來，
〈泰〉卦陽之數有損，故稱之為〈損〉卦。
〈彖〉
：
「損，損下益正，其
通上行。」由〈泰〉變為〈損〉，陽方盛陰欲消，故以六三為所損，以上九為所
益，此即為〈損〉卦之卦主。
（三）、以相應不相應為主者
此類卦皆屬於二陰二陽之卦，以不相應之兩爻作為卦主者，有〈中孚〉
、
〈小
過〉等卦。此類卦六爻中有兩對爻相應，只有兩爻不應。例如中孚，兌下巽上：
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此卦二、四及三，上陰陽相應，王夫之注曰：
三順乎二而說，四承乎五而相入，皆虛以聽命乎陽，而無疑無競，是二陰之孚於
中也。孚者，陰也；孚之者，得中之陽也。夫欲感異類者，必同類之相信。己志
未定，同道不親，則無望異己者之相洽以化。二撫初，五承上，相與成純而不雜，
邇悅則遠安，是以至實之德，內感三、四，而起其敬信以說，故謂之中孚，言陽
之能孚陰於中也，而陰之在中者孚矣。
「豚魚」
，陰物，謂三、四也。二、五以中
正之德施信於三、四，而三、四相感以和順於內，受其矣。
此卦九二、九五陽剛得中，不僅能孚信初、上二陽，使同道相親，更能以誠信悅
服三、四之陰，使異類相洽。三為躁進之爻，四為退疑之地，王夫之曰：
「唯二、
五剛中，以道相孚，故陰樂受其化。」 因而九二、九五乃為〈中孚〉之卦主。
以相應之兩爻為卦主者，有〈蒙〉
、
〈臨〉等卦。此類型之卦，六爻中皆有兩
處是陰陽相應，例如蒙，坎下艮上：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
瀆，瀆則不告。利貞。王夫之注云：
二剛而得中，治蒙之任屬焉。故內之而稱「我」
。
「童蒙」謂五也。……剛在下而
得中，道不可行而可明，君道詘而道在師也。《禮》有來學，無往教；五虛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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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剛應之，五求二，二不求五也。
此卦中六五為童蒙之學子，九二為剛正之嚴師，柔順以來學，求教於嚴師；教與
受教，蒙與養蒙，相結合而成啟蒙之義，故九二、六五為〈蒙〉卦之卦主。

五、結論
綜上所述，從王夫之的《易》學方法論而言，王氏的《易》學顯然依循宋人
的路徑；他在《周易內傳發例》中歷評各家的《易》學，而卒歸宗於橫渠。王夫
之以為《易》非卜筮之書，而是人生哲理之典籍，占筮僅是《易》的形式，明理
領悟人生大道方為其內容，《易》之為道，應依據卦爻辭中的義理決疑惑、斷吉
凶，王夫之在《周易內傳發例》說：
朱子學宗程氏，獨於《易》焉，盡廢王弼以來引伸之理，而專言象占，謂孔子之
言天、言人、言性、言德、言研幾、言精義、言崇德廣業者，皆非羲、文之本旨，
僅以為卜筮之用，而謂非學者之所宜講習。其激而為論，乃至擬之於火珠林卦影
之陋術，則又與漢人之說同，而與孔子〈繫傳〉窮理盡性之言，顯相牴牾而不恤。
由王弼以至程子，矯枉而過者也，朱子則矯正而不嫌於枉矣。若夫《易》之為道，
即象以見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即占以示學，切民用，合天性，統四聖
人於一貫，會以言、以動、以占、以制器於一原，則不揣愚昧，竊所有事者也。
王氏對朱子治《易》頗有微詞，而主張「占學一理」說，王夫之對占與學涉
及人應如何對待吉凶禍福之遭遇，義與命，以《易》為教人懂得是非得失之理，
即受王弼、韓康伯、孔穎達、程頤等人觀點之影響。王夫之後半生雖過隱居的生
活，繼續其著述，然其並非與世隔絕，乃堅決不事清廷，當桂王朝，占得〈觀〉
卦，深覺與自己身世遭遇相契合，乃「服膺其理，以出入於險阻而自清」。這正
是即占以為學。 王夫之將《周易》述為立身處世的道理書，是為其「占學一理」
思想之根由，王夫之的治《易》方法，即沿此路徑而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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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簡本」與｢今本」論《禮記‧緇衣》的德治思想

賴昇宏
中國文化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摘要
〈緇衣〉承繼孔子「為政以德」思想，並對「人君之德」的內涵與影響有
深入的闡釋。人君之德包括：以仁為好惡，謹言慎行，並當多聞精知，乃能言之
有物。其次，由於「上行下效」的人性趨向，使得人君有其社會教化的責任，故
人君當彰善而惡惡，舉賢而斥不肖，言行上更當思其始末，勿流於空言，乃得為
人民之表率。
〈緇衣〉發展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之說，提出「大臣、
邇臣、遠臣」的對待之道；在君民關係上，指出「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為
休戚一體的關係。〈緇衣〉深刻論述人君當具道德修養，並當負起對社會「上行
下效」的影響力，〈緇衣〉表現先秦儒家在德治思想上的進展，其所論人君之德
及其對社會的影響力，也影響後世中國社會深遠，更是歷代上位者自我期許之要
求。

關鍵詞：禮記、緇衣、郭店楚簡、德治思想

1

《論語‧顏淵》（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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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the rule of virtue in "Zhiyi" Articles

from the

Bamboo Slip and the book of rites "Zhiyi"

san hung lai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a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Resume
Guodian Bamboo and chu country Bamboo slip have the same "Zhiyi" articles.
We call them the Bamboo Slip "Zhiyi". Compare

the Bamboo Slip "Zhiyi" and the

book of rites "Zhiyi" . Can prove "Zhiyi" is the important documents of the
Confucianists

before

the Chou Dynasty.

The "Zhiyi" Articles is learning and developing the rule of virtue in the
Confucius thought .Confucius thoughted the king has to train himself and make use
moral to manage his nation. So the "Zhiyi" Articles furthered to clearly explain about
the king’s studying , words and deeds , how to appoint the right-hearted ministers.
The "Zhiyi" Articles also brought up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king and the people
is the mutual to rely on each other.The theory of "Zhiyi" has deep and far influence
for posterity of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Lichi，Guodian Bamboo，Zhiyi，the rule of virtue in the Confucius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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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較〈簡本‧緇衣〉與〈今本‧緇衣〉的異同
1993 年 10 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出土 800 餘枚竹簡，稱為「郭
店楚簡」
。
「郭店竹簡」的內容經整理分為十六種文獻：1、
《老子》甲、乙、丙，
2、
〈太一生水〉
，3、
〈緇衣〉
，4、
〈魯穆公問子思〉
，5、
〈窮達以時〉
，6、
〈五行〉，
7、
〈唐虞之道〉
，8、
〈忠信之道〉
，9、
〈成之聞之〉
，10、
〈尊德義〉
，11、
〈性自命
出〉
，12、
〈六德〉
，13、
〈語叢一〉
，14、
〈語叢二〉
，15、
〈語叢三〉
，16、
〈語叢四〉。
其中《老子》與〈緇衣〉二篇為傳世本，〈五行〉篇曾見於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
的帛書之中，其餘十餘篇均為失傳二千餘年的佚書。根據墓葬形制及隨葬器物推
斷，「郭店一號」楚墓的下葬時間為戰國中期（B.C.300），隨葬器物中有一件漆
耳杯，杯底刻有「東宮之幣（師）」四字，據此學者以為此墓之主或為楚懷王太
子衡之師，此 16 篇典籍或為墓主教授太子的藏書，因此 16 篇典籍的著成年代應
更早於戰國中期（B.C.300）。 2
1994 年春，香港古玩市場陸續出現一些竹簡，經科學測定當為戰國時代楚
國竹簡，上海博物館加以收購整理，定名為「楚竹書」。「楚竹書」簡數約 1200
餘支，簡上文字約 35000 餘字，內容涵括哲學、文學、歷史、宗教、軍事、教育、
政論、音樂、文字學等，其中以儒家類為主，兼及道家、兵家、陰陽家等近百種。
2001 年 11 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冊出版，首先發表〈孔子詩論〉、
〈性情論〉及〈緇衣〉三篇。2002 年 12 月出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
二冊，內容包括〈民之父母〉
、
〈子羔〉
、
〈魯邦大旱〉
、
〈從政（甲篇、乙篇）〉
、
〈昔
者君老〉、〈容成氏〉等。 3
值得注意者，
「郭店楚簡」
、
「楚竹書」中，皆有〈緇衣〉篇，與今本《禮記‧
緇衣》同一源流，比較《郭店‧緇衣》與《上博一‧緇衣》二者（以下合稱「簡
本」〈緇衣〉共 23 章）大致相同，與今本《禮記‧緇衣》比較，〈簡本‧緇衣〉

2

參見劉永信，龍永芳編著：《郭店楚簡綜覽》
（臺北：萬卷樓，2004 年）
，頁 1。
參見季旭昇主編，陳霖慶，鄭玉姍，鄒濬智合撰：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臺
北：萬卷樓，2004 年）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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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今本‧緇衣〉在次序上多不同，比較二者各章次序、章旨之異同如下：

〈今本‧緇衣〉的次序與內容
今本章

內容

章旨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

上易事，下易知，則刑

煩矣。」

不煩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

好賢惡惡，則萬民咸服

序
第1章

第2章

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大雅〉曰：
『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第3章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

重德禮而輕政刑

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
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
恭以蒞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罪
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
德，而遂絕其世也。』」
第4章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

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
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第5章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
王之孚，下土之式。』」

第6章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
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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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第7章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

君上謹言慎行，則民言

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 行相符。
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
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
不愆于儀。』」
第8章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
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
行。
《詩》云：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大雅〉
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第9章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

君上應從容有常，出言

民，則民德壹。
《詩》云：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有信
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第 10 章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
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

君王都應專一其德，才
能不相疑惑

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
人君子，其儀不忒。』」
第 11

子曰：「有國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

君王要彰顯好惡，誠篤

章

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正直

第 12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

君王要謹其好惡，使人

章

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 不疑，臣下要盡其所
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 能，使君長不勞
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
下民卒癉。』
〈小雅〉曰：
『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第 13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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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 賞罰
康誥＞曰：
『敬明乃罰。』＜甫刑＞曰：
『播刑之
不迪。』」

第 14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

章

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

親大臣，慎邇臣

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
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
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
顧命曰：
『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
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第 15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

章

親失，而教是以煩。
《詩》云：
『彼求我則，如不

親賢用賢

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
『未
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第 16

子曰：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 君子慎言

章

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
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
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
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
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
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
『天
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
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
惟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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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子曰：
「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 君為民之領導，所好則

章

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 民欲之
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
亡。
《詩》云：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
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
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
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第 18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

下之事上，當正身言信

章

壹，行無類也。」

第 19

子曰：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 多聞審知，謹言慎行

章

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
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
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
其儀一也。』」

第 20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

君子交友、好惡，皆有

章

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 定向
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第 21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

章

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

禮賢當重義輕利

云：『朋有攸攝，攝以威儀。』」
第 22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 推重懷德，不受私惠

章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第 23

子曰：
「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 努力修德，必見成效

章

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
＜葛覃＞曰：『服之無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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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

章

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謹言慎行

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詩》云：
『自圭之玷，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
『允
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
『昔在上帝，
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第 25

子曰：
「南人有言曰：
『人而無恆，不可以為卜筮。』 行貴有恆

章

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
《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
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
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易》曰：
『不
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簡本‧緇衣〉的次序與內容
簡本章序 內容

章旨

第 1 章

論好賢惡惡

夫子曰：「好美如好緇衣，惡惡如惡巷伯，則民藏
扐而刑不屯。
《詩》云：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第 2章

子曰：
「有國者章好章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忒。 有國者章好惡
《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第 3 章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類而等也，則君
不疑其臣，臣不惑於君。
《詩》云：
『淑人君子，其
儀不忒。』」＜尹誥＞云：
『惟伊尹及湯，咸有一德。』

第 4章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
民者，章好以示民欲，謹惡以渫民淫，則民不惑。
臣事君，言其所不能，不詒其所能，則君不勞。
〈大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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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云：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小雅〉曰：
『非
其止之，共維王恭。』」
第 5 章

子曰：
「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好則體安之，
君好則民裕之。故心以體廢，君以民亡。
《詩》云：
『誰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牙＞云：
『日溶雨，小民惟日怨；晉冬耆滄，小民亦惟怨。』」

第 6 章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也爭先。故長民者，

論君行臣效

章志以昭百姓，民致行己以悅上。
《詩》云：
『有覺
德行，四方順之。』」
第 7 章

子曰：
「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道，豈必盡仁﹖《詩》
云：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呂刑＞云：
『一人
有慶，萬民賴之。』

第 8 章

子曰：
「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以命，而從其所行。
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安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
不慎也，民之柬也。」
《詩》云：
『虩虩師尹，民具
爾瞻。』

第 9 章

子曰：
「長民者衣服不改，適容有常，則民德一。
《詩》
云：『其容不改，出言有丿，黎民所信。』」

第 10 章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者；教此以
失，民此以變。
《詩》云：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
如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迪聖。』」
第 11 章 子曰：「大臣之不親也，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
也，邦家之不寧也，則大臣不治，而褻臣託也。此
以大臣不可不敬，民之蕝也。故君不以小侮大，則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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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不怨。彗公之顧命云：『毋以小侮敗大都，毋
以嬖禦息莊后，毋以嬖士息大夫、卿士。』」
第 12 章 子曰：
「長民者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勸心； 論德禮政教
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欺心。故慈以愛之，
則民有親；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蒞之，則民
有遜心。＜呂刑＞云：『非用旨，制以刑，惟作五
虐之刑曰法。』」
第 13 章 子曰：
「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則刑罰不足恥，
而爵不足勸也。故上不可以褻刑以輕爵。＜康誥＞
曰：『敬明乃罰。』＜呂刑＞云：『播刑之迪。』」
第 14 章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王言如索，其出如
□。故大人不昌流。
《詩》云：
『慎爾出話，靜爾威
儀。不愆于儀。』」

第 15 章

子曰：『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
子弗行。則民言不行。
《詩》云：
『淑慎爾止，不愆
于儀。』」

第 16 章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亙以行。故言則慮其所
終，行則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
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第 17 章 子曰：
「言從行之，則行不可匿。故君子顧言而行，
以成其信，則民不能大其美而小其惡。
〈大雅〉云：
『白圭之石，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小雅〉云：『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
云：
『昔在上帝，割紳觀文王德，其集大命于厥身。』」
第 18 章 子曰：「君子言有物，行有格，此以生不可奪志，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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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齊而守之；多志，齊而
新之；精知，略而行之。
《詩》云：
『淑人君子，其
儀一也。』＜君陳＞曰：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第 19 章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笰；苟有衣，必見其敝；

論君王不可私惠、

人苟有言，必聞其聲；苟有行，必見其成。《詩》

交友有定、勿輕貧

云曰：『服之亡懌。』」

賤，厚富貴。

第 20 章 子曰：
「私惠不懷德，君子不自留焉。
《詩》云：
『人
之好我，指我周行。』」
第 21 章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匹，小人豈能好其匹？故君
子之友有向，其惡有方。此以邇者不惑，而遠者不
疑。《詩》云：『君子好逑。』」
第 22 章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仁不堅，而
惡惡不著也。人唯曰不利，吾弗信之矣。
《詩》云：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第 23 章

子曰：
「宋人有言曰：
『人而亡恒，不可為卜筮也。』 有恆
其古之遺言與﹖龜筮猶弗知，而況於人乎﹖《詩》
云：『我龜既厭，不告我猶。』

由〈簡本‧緇衣〉與〈今本‧緇衣〉的比較，可得幾點觀察：
一、
〈簡本‧緇衣〉的出土，證明〈禮記‧緇衣〉確為先秦文獻，且年代至
少可推前至公元前 300 年，即抄本至少在戰國中期已流傳，則其創作時間當再推
前，因此〈緇衣〉可確定非漢儒之作，乃戰國中期以前之先秦儒者作品。
二、關於〈簡本‧緇衣〉與〈今本‧緇衣〉的次序不同，前賢說法頗多，
有以為〈簡本‧緇衣〉為〈今本‧緇衣〉本來面貌者 4；有以為二本章句之差異，
4

陳佩芬：〈上海博物館藏的《緇衣》和郭店楚墓的出土的《緇衣》才是《緇衣》的本來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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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傳抄者反映傳授與訓釋「章句義理」之不同現象而已，無關優劣問題 5；另有
從二本引《詩》現象，而論今本優於簡本者 6；另據章句結構提出〈今本‧緇衣〉
更層次井然者 7；亦有主張二本當合而觀之，以語意完足為依據，不定著於簡本
與今本者 8。
筆者以為，無論〈簡本〉或〈今本〉皆非原創之祖本，
〈簡本〉傳抄於戰國
中期，
〈今本〉則被選錄於西漢宣帝戴聖之《小戴禮記》中 9，當然〈簡本〉較〈今
本〉更早，或更近於原本，但二者俱為抄本，本有所擇錄去取，故實不應貿然以
〈簡本〉為是，而以〈今本〉為非，故保守而言，〈簡本〉或〈今本〉次序的不
同，只能說是反映不同時期的傳抄本在次序上不同的事實而已。
由二本次序上反映的內容上看，
〈簡本‧緇衣〉的安排似較具條理，先論為
君當彰顯好惡，以為上行下效的重要性；論親賢遠襞，以興德風；論為政當德禮
並行，論人君當謹言慎行之個人修養，最後當持之以恆。其條理為先論理、論政、
論人君在言行、交友上落實之德，上下節似經整理，諸條所論多屬同範疇，先理
論再落實，甚具條理。
〈今本‧緇衣〉的論述，則上下節之間較無關連性。但整體而言，〈簡本〉
或〈今本〉篇章的內容皆論為君之道，論君臣、君民關係，則並無大異，據此而
言墓主或為楚懷王太子衡之師，此為教授太子之教材，確有可能。
故由〈簡本‧緇衣〉與〈今本‧緇衣〉在次序上所展現的內容而言，筆者
以為〈簡本‧緇衣〉較〈今本‧緇衣〉為佳。
三、至於〈今本‧緇衣〉較〈簡本‧緇衣〉多第 1 章，第 16 章，第 18 章

參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讀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173。
參見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73-76。
6
吳榮增：〈
《緇衣》簡本、今本引詩考辨〉
，《文史》第 3 輯，2002 年 8 月，頁 14-18。
7
鍾宗憲：
〈《禮記‧緇衣》的論述架構及其版本差異〉
，收入陳福濱主編：
《新出楚簡與儒家思想
論文集》
，臺北：輔仁大學，2002 年，頁 154-161。
8
王金凌：
〈
《禮記‧緇衣》今本與郭店、上博楚簡比論〉
，收入陳福濱主編：
《新出楚簡與儒家思
想論文集》
，臺北：輔仁大學，2002 年，頁 1-34。
9
孔穎達《禮記正義序》引鄭玄《六藝論》
：
「今《禮記》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德傳《記》
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
《禮記》
（十三
經注疏 5，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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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者林素英以為第 1 章當為〈表記〉一章，因其同出於子思子，且有總題
下文「刑不煩」的效果，故為編者附加於此；第 16 章為子思子引文，非〈緇衣〉
原有，但與第 17 章至第 24 章之內容有關，故為補充說明之用；至於第 18 章可
能為錯簡 10。筆者以為第 1 章「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 11，論君臣
之道並呼應儒家以德禮為主，以政刑為輔之說，確有總題全文之效。至於第 16
章「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12，第 18 章「下
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13，皆有補充君臣應謹言
慎行之說，是與內容相關的說明，或為漢儒戴聖所增入，故林氏所云是也。
四、
《隋書‧音樂志》引沈約說：
『〈中庸〉
、
〈表記〉
、
〈坊記〉
、
〈緇衣〉皆取
《子思子》』以為〈緇衣〉為子思所作，
《漢書‧藝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
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14，惜書已亡佚不傳，
《意林》引子思子十條，其
中：『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一條，見於〈表記〉；『小人
溺於水，君子溺於口也』一條，見於〈緇衣〉，其說可證沈氏之說非無據。如此
則〈緇衣〉的創作年代當在西元前 483~402 之間，較孟子、荀子更早，則〈緇衣〉
文獻的判定，恐在孔子之後，孟子、荀子之前，則〈緇衣〉篇中所反映的思想意
義，正可補充孔子之後至孟子、荀子之間，這段時期的儒家思想特色。

二、〈緇衣〉論「人君之德」
「為政以德」 15是孔子政治上的主張，但「人君之德」的內涵究竟為何？孔
子無細說。
〈緇衣〉在「為政以德」的議題上，主張「德者」為「人君之德」
，
「人
君之德」的內涵有：「德、禮、賞、罰並重」的政治主張，人君當謹其好惡的重

10

11
12
13
14
15

參見林素英：
〈從施政策略論〈緇衣〉對孔子理想君道思想之繼承—兼論簡本與今本〈緇衣〉
差異現象之意義〉
，收入《哲學與文化》，第卅四卷第三期，2007 年 3 月，頁 21。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2。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8。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9。
（漢）班固：
《漢書‧藝文志》
（臺北：鼎文書局，1997 年 10 月）
，頁 1711。
《論語‧為政》（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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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人君的德」的落實則在人君之「言有物、行有法」的言行上，其說有繼
承有發展，充實了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

（一）

德、禮、賞、罰並重

「為政以德」
、
「齊之以禮」乃孔子論政的重要主張，
〈緇衣〉承繼孔子之說，
主張「教之以德，齊之以禮」
，但也強調不可「褻刑以輕爵」
，是為「德、禮、賞
罰」並重的政治主張。

（今本）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
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
蒞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16（第 3 章）

（簡本）子曰：「長民者，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勸心；教之以政，齊之
以刑，則民有欺心。故慈以愛之，則民有親；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蒞之，
則民有遜心。＜呂刑＞云：『非用旨，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第 12
章） 17

此句〈今本〉
、
〈簡本〉並無太大歧義，今本鄭玄注：
「格，來也。遯，逃也。
蒞，臨也。孫，順也。」，此言君王以德教民，以禮齊民，則民日善，君王以政
令民，以刑齊民，民則苟免而已。君愛民如子，民則愛君以親；君以信待民，民
則不生悖逆之心；君以恭敬待民，則民生謙遜之心。此論人君當以德禮為本，以

16
17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3。
涂宗流‧劉祖信：《緇衣通釋‧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萬卷樓，2001 年 2 月）
，
頁 35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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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刑輔其末，則不僅能禁民之姦邪，更能導民以向善。此承《論語》子曰：「為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18、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19之說，乃繼承孔子「為政以德以禮，
更勝於以政以刑」的主張。
〈緇衣〉雖仍延續孔子「為政以德」的主張，但強調在君民關係上，君待
民以子、以信、以恭，則民必回應君以親、以不倍、以順，如此君臣關係不是建
立在法令的強制約束上，而是君臣各盡其分的道德意義上，這正是儒家以德禮為
內涵的政治形態，有別於以政刑為內涵的專制形態。

（今本）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
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
『敬明乃罰。』＜甫刑＞曰：
『播刑之不迪。』」20
（第 13 章）

（簡本）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則刑罰不足恥，而爵不足勸也。故
上不可以褻刑以輕爵。＜康誥＞曰：
『敬明乃罰。』＜呂刑＞云：
『播刑之迪。』」
（第 13 章） 21

〈今本〉、〈簡本〉幾全同，〈今本〉作「播刑之不迪」，〈簡本〉作「播刑
之迪」，鄭玄注：「不，衍字耳」，當以〈簡本〉為是。
鄭玄注：
「言政教所以明賞罰」
，孔穎達正義：
「皇氏云『言在上政令所以不
行，教化所以不成者，只有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為善也，刑罰加於無罪，
不足恥其為惡。』」
，此正面論政教當明爵祿賞罰，爵祿施於有功，則民有所勸；
刑罰加於有罪，則民乃知恥，反面則言若濫施爵祿，則小人得志，不足勸人為善；
18
19
20
21

《論語‧為政》（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6。
《論語‧為政》（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6。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6。
涂宗流‧劉祖信：《緇衣通釋‧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萬卷樓，2001 年 2 月）
，
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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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刑罰濫加於無罪，則不足使人知其所惡。
此論政教當明於賞罰，明賞罰則民不疑而政令乃行，明賞罰則民知善惡而
教乃化。孔子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22，孔子主張為政
當先「名正」乃能「言順」
，
「言順」乃得「成事」
，
「事成」乃興「禮樂」
，
「禮樂
興」則「刑罰中」，如此則民乃知進退行止。此可看出孔子對待「刑罰」是將其
安置於「為政以德」與「禮樂之興」之下的，「刑罰」的依據是建立在是否合於
道德？是否合於禮樂之分際？，非如後世法家論「法」是在「君王利益」與「富
國強兵」的目標下而設的最高權威。
〈緇衣〉論政教當明刑罰，乃對孔子之說有所承繼又有所轉向，有所承繼
的是〈緇衣〉仍以「德治禮樂」作為為政之目標，堅守儒家的核心價值；有所轉
化的是，〈緇衣〉篇中已有將「爵祿刑罰」的地位抬高的趨勢，強調利用爵祿、
刑罰的賞善罰惡，以加強人君德治教化的效果，可謂「德治」理想的進一步落實。

（二）

人君當謹其好惡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23乃孔子的政治理想，所重在人君之德化，人君如
何以德化民？〈今本‧緇衣〉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
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第 12 章） 24，言上位者
當章明其好惡，以導民俗，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若上位者好惡不正，則民生
疑惑而無所適從，故人君當謹其好惡，此乃人君之德的表現，人君在個人修養上
以「仁」為好惡，更利用「賞善罰惡」，彰顯人君之好惡，主動營造仁風，使人
民有所依從。

（今本）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
22
23
24

《論語‧子路》（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15。
《論語‧為政》（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6。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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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25(第 4 章)

（簡本）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以命，而從其所行。上好此物也，下必
有甚安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民之柬也。」
《詩》云：
『虩虩師尹，民
具爾瞻。』（第 8 章） 26

此條〈今本〉文字較精鍊，所引《詩》文，（今本）見於（第五章），或為
錯簡，觀其內容所論為上位者當作民之表率而言，當以〈簡本〉所引為是。
此言下位者與上位者之互動影響，下位者面對上位者，不僅聽令而已，或
投其所好，或畏其威嚴，總有意或無意以上位者之好惡為依歸，此為上位者無形
的社會影響力，對儒家而言，這正是人君無形的道德教化之功，因此人君當謹其
好惡，因為下位者會以人君之好惡為表率，故人君之好惡非徒個人情性之好惡，
人君之好惡尚肩負有社會責任，因此不可不慎也。
《韓非子》論君臣之上行下效處頗多，如「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
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妒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亦牙烹
其子首而進之。」 27，但韓非以為人君的好惡，會讓群臣投君王之所好而掩其所
惡，如此人君將受到群臣的蒙蔽與挾制，因此人君當無好惡，如此則群臣便無以
挾君以蔽主，所謂「去好去惡，群臣見素，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28，人
君惟掌握刑德二柄以賞罰，方得以制臣。韓非的君臣關係是上下交相利的互動關
係，是人臣之求富貴與人君求富國強兵之間的算計與激盪，君臣二者是緊繃的利
害關係。
〈緇衣〉面對此種君臣上行下效的人性自然面，其主張不是隱藏人君之好
惡，使人臣無從掌握的權謀之術，而是將人君的好惡導向，使人君的好惡不僅是
25
26

27
28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3。
涂宗流‧劉祖信：
《緇衣通釋‧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
（臺北：萬卷樓，2001 年 2 月），
頁 348。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 年 6 月）
，頁 86-87。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 年 6 月）
，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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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感性之好惡，而是導向道德之好善惡惡，利用臣民對人君上行下效的自然人
性，導引臣民往道德之好善惡惡，以提升整個社會世俗人心。此即《論語》
：
「季
康子問政於孔子曰：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
「子為政，焉用
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29，
君子為政如風，但此非雷厲風行之執法，而是「德風」，此即無形的道德教化，
乃運用臣民對人君上行下效之自然情性，將整個社會人心引導向道德的方向提
升，故身為人君當深切體認其本身重大的影響力，與其所肩負的社會責任，故人
君首要之德便在謹其好惡。

（今本）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
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
《詩》云：
『有梏德行，四國順之。』」30（第六章）

（簡本）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也爭先。故長民者，章志以昭百姓，民致
行己以悅上。《詩》云：『有覺德行，四方順之。』」（第六章） 31

此條〈簡本〉較〈今本〉為精，〈簡本〉「章志以昭百姓」，〈今本〉作「章
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
，孔穎達正義曰：
「言為君者當章明己志，為貞正之
教，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則在下之人致盡己意以說樂其上矣。」
，
「貞教、尊
仁」為「章志」之解，乃釋人君之志，似有注解摻入原文之疑。
人君之所好者何？非如越王之好勇，楚靈王好細腰，齊桓公好內、好味之
氣質情性之好惡，〈緇衣〉所論人君之好惡乃為「好仁」，「仁」正是孔子思想的
核心價值，子曰：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32〈大
學〉釋之云：「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
29
30
31

32

《論語‧顏淵》（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09。
（清）孫希旦：
《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3-1324。
涂宗流‧劉祖信：《緇衣通釋‧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萬卷樓，2001 年 2 月）
，
頁 345。
二句俱見《論語‧顏淵》
（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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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惡人。」 33，正言為仁者乃能秉其好惡之正以明辨之。
故人君之「章志」
，當志於「仁」
，
「仁」是善的總稱，是道德的方向，建立
在「仁」的好惡，正是好善惡惡的道德批判，非個人之聲色喜好，人君以「仁」
修身，以「仁」為好惡，正是彰明己志以示百姓，是以道德之仁示教百姓，乃為
「貞教」，百姓上行下效，便能興善以悅於君上。
對儒家的政治思想而言，人君不必隱藏其好惡，反而要彰顯其好惡，但其好惡非
情性聲色之好惡，乃是「好仁」
、
「好善」之道德好惡。故〈今本‧緇衣〉云：
「唯
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
遠者不疑也。
《詩》云：
『君子好仇。』」
（第 20 章）34，此言人君好仁好善必得其
正，人君所交之友必得其善者，所惡之事亦必有一定之方，故遠者不疑，邇者不
惑，則臣民上行下效必向善矣，此為「君子之德風」
，是為無形之道德教化之功。

（今本）子曰：「有國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 35（第 11 章）

（簡本）子曰：「有國者章好章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忒。《詩》云：『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第 2 章） 36

此條〈今本〉〈簡本〉文字無大歧義，孔穎達正義曰：「言為國者有善以賞
章明之，有惡以刑癉病之。」呂與叔曰：「此言居位者惟正直是好，則所好出於
理義，民德所以壹也。」
，此論有國之上位者，其好惡的內容正是「章善癉惡」，
所善必是仁義之善行，所惡必是不義之惡行，故有國者必以正直為好惡，且不僅
止於被動等待臣民之上行下效，更當主動彰顯善行以賞，痛斥惡行以刑罰。此論
33
34
35
36

《禮記‧大學》（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988。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30。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5。
涂宗流‧劉祖信：
《緇衣通釋‧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
（臺北：萬卷樓，2001 年 2 月），
頁 33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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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君以善惡為好惡，更當發而為賞罰，有善則賞，有惡則罰，是將人君之好惡更
落實在具體的賞罰施政而言。
〈緇衣〉論人君當謹其好惡，其旨有三：
一、此承孔子「道之以德，齊之以禮」37、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必偃。」38的人君德治教化的主張而來，但〈緇衣〉進提出「上行下」
效」乃人性的自然趨向，此說是否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或需更多資料佐證。就
〈緇衣〉而言，〈緇衣〉由下位者對上位者有投其所好的人性趨向，進一步解釋
「上行下效」的原因，是為孔子德治教化的主張提出人性論的依據，對孔子而言，
「君子之德，風」屬無形的道德感通，不必然有其普遍性，但〈緇衣〉卻說此為
人性之所必然，就有其普遍性，於是孔子「君子之德風」以教化風俗，不再只是
無形的道德感通，而具備人性論的依據，可謂強化了孔子德治思想的理論依據。
二、人君對人民有其影響力，人民之心性會從其所好，避其所惡，因此人
君要謹其好惡，此〈緇衣〉進一步詮釋孔子「君子之德，風」的內涵，正指人君
的好惡，故人君當謹其好惡，只因人性會投其所好，如人君好財貨，則民趨利；
人君好勇力，則民多暴，同理，若人君好仁義，則臣民心向仁義而民德歸厚矣，
此處〈緇衣〉明確點出人君之好惡在於「好仁」
。
「仁」是儒家的核心價值，
「仁」
在孔子較偏向指個人的全德，在〈緇衣〉中由人君之好惡言「仁」，此「仁」除
個人道德意義之外，更肩負一層使百姓好善惡惡的社會責任義。
三、
〈緇衣〉主張人君並非如法家主張要隱其好惡，才不為臣子所蒙蔽，相
反的，〈緇衣〉主張人君要彰顯自己的好惡，利用賞善罰惡來彰顯「仁」與「不
仁」的好惡之判，這是主動利用人君的權力，以「仁」為人君好惡之方向，主動
彰顯此道德內涵之好惡以示臣民，營造社會仁義之風。

（三）

37
38

君之言行為民之表

《論語‧為政》（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6。
《論語‧顏淵》（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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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緇衣〉論人君好惡之表現即為人君之言與行，人君之言行不僅止於其個人
之道德善惡，更有影響臣民之深刻影響力，故人君當謹其言行，要言有物、行有
法，則需要「學」與「思」，透過學習增廣見聞，透過精思明辨，最後審慎做決
定，其說充實了先秦儒家論人君之德的內涵。

（今本）子曰：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
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39（第 7 章）

（簡本）子曰：
「王言如絲，其出如□；王言如索，其出如□。故大人不昌流。
《詩》
云：『慎爾出話，靜爾威儀。不愆于儀。』」（第 14 章）子曰：『可言不可行，君
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則民言不行。
《詩》云：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第 15 章） 40

此條為〈今本〉
（第 7 章）
，
〈簡本〉乃合（第 14 章）
、
（第 15 章）二條，
〈今
本〉較〈簡本〉明晰有條理。綸，綬也。綍，引柩索。綸大於絲，綍大於綸。此
言人君出言，其始甚微，漸行漸遠，其末甚大。
人君好惡的表現即是言行，人君之言行不同於臣民，人君為臣民所仰望，
乃具社會表率之無形的影響力，或其所言，發端乃細微瑣事，但經臣民口耳相傳，
上行下效，其產生之影響往往深遠，故人君必慎其言行，不作虛浮不實之言，必
言可行，行乃言也，不可行則不言，不可對人言則不行，則民將言不過行，行不
過言，言行一致。「言」與「行」正是〈緇衣〉對人君之德、人君之好惡，最為
具體的落實，故人君表現其影響力的第一步正是「謹言慎行」。
孔子論「言與行」涵義豐富，對君子個人修養而言，如「君子恥其言而過
39
40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4。
涂宗流‧劉祖信：《緇衣通釋‧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萬卷樓，2001 年 2 月）
，
頁 36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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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41、「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42，論行更甚於言；有與禮結合而言者，
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43，論言行當依禮而行；有
從好學而言，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
可謂好學也已。」 44，言安貧樂道的道德修養；有從觀人而言，如「「可與言，
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45、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46，
強調要察言觀色而言。從反面，孔子亦批判言行不符之害，所謂「巧言令色，鮮
矣仁。」47、「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48，即孔子多從個人
修養面與社會面，論個人與他人言行當相符，反對華而不實、巧言令色之徒，較
少從政治面切入，論人君之言行。
〈緇衣〉此論言行之義，則偏向人君之言行對臣民之影響，臣民所視於君
者，正是人君本身之言行。所謂「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
無類也。」49（第 18 章）
，
「好仁」
、
「好義」的君子之德風，所指正是人君整體行
事人格的呈現，所謂整體行事人格，包括外表的莊重威儀、待人處事的所言所行
及內在的道德仁心，以上種種面向的整體，正是人君整體道德人格的呈現，絕非
徒以「巧言令色」即可博得人民之景仰，故貴為人君，若威儀不莊，言不符實，
則民心必不趨於義理，行事必無方矣，故〈緇衣〉所言可謂將儒家論言行之道德
修養更擴展至政治教化一面發揮。

（今本）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
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論語‧憲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28。
《論語‧里仁》（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38。
《論語‧顏淵》（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06。
《論語‧學而》（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8。
《論語‧衛靈公》
（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頁 138。
《論語‧季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49。
《論語‧學而》（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5～6。
《論語‧衛靈公》
（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頁 139。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9。
52

遠東通識學報 第七卷第二期 頁 31-68

合｢簡本」與｢今本」論《禮記‧緇衣》的德治思想

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50（第 19 章）

（簡本）子曰：「君子言有物，行有格，此以生不可奪志，死不可奪名。故君子
多聞，齊而守之；多志，齊而新之；精知，略而行之。
《詩》云：
『淑人君子，其
儀一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第 18 章） 51

此條〈今本〉、〈簡本〉所引《詩經》、《尚書》次序相反，餘則多同。
孔穎達正義云：
「質而守之，質而親之，略而行之，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
要也。」呂與叔云：「多聞，所聞欲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質，正也，不
敢信己，質眾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而勿失者也。親之者，問學
不厭者也。由多聞多知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此論人君要言行
有要之法，人君要言之有物，則要多聞精思，要行之無逾越而有格，則當執守至
約而勿失。
人君之好惡表現為言行，故人君之言行為人民之表，除謹言慎行，言行相
符外，要多見多聞，要言之有物，要行之有守，孔子言為官之道，在「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52，又云：
「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53，
〈緇衣〉將孔子多見多聞，學之不厭的態度，落實在人
君言行之法，人君要避免言行有失，乃當多聞多見，廣求眾言，乃得避免個人一
意獨斷，出言乃得實義，行止乃不違仁，正如孔子所謂「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
禮，亦可以弗畔矣夫。」54，此處〈緇衣〉雖不再強調「文」與「禮」
，或有其時
代背景，但人君要言之有物，行之有格的內涵，是「學」與「仁」，多聞多見，
學之不厭之日新又新，輔以有所為有所不為之仁的原則則要堅守，加上「學」與

50
51

52
53
54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30。
涂宗流‧劉祖信：
《緇衣通釋‧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
（臺北：萬卷樓，2001 年 2 月），
頁 365。
《論語‧為政》（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8。
《論語‧述而》（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63。
《論語‧雍也》（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55。
53

遠東通識學報 第七卷第二期 頁 31-68

合｢簡本」與｢今本」論《禮記‧緇衣》的德治思想

「思」的「精知」，此似可見孔子自我的道德修養「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
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55，在〈緇衣〉中正轉化成儒家對理想人君
的道德、文章，言行、精思明辨的要求。

（今本）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
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詩》云：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大雅〉曰：
『穆
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56（第 8 章）

（簡本）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亙以行。故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敝，
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第 16 章） 57

此條〈今本〉較〈簡本〉為詳盡，乃論人君思慮言行之深遠，人君以言導
人向善，以行防民為惡，故言則於其始必慮其終，行則於其成而先思其敗，故人
君於言無不謹，於行無不慎，則民仿而傚之，自然能化民成俗，謹言慎行。
（今本）〈緇衣〉云：「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
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第 24 章）58，
此言君子不尚多言，惟致力於行，故其言無不可踐，是以民不得張大其美，亦不
得減小其惡，此亦孔子「言忠信，行篤敬」 59、「敏於事而慎於言」 60的發揮，言
行是表現個人價值判斷與能力的發端，更是個人道德修養與待人接物的言行舉
止，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61正是此意。
〈緇衣〉從人君角度立論，人君之言行影響臣民深遠，故人君始言，當思

55
56
57

58
59
60
61

《論語‧述而》（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63。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4。
涂宗流‧劉祖信：《緇衣通釋‧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萬卷樓，2001 年 2 月）
，
頁 362。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32。
《論語‧衛靈公》
（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頁 130。
《論語‧學而》（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8。
《論語‧子路》（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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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對人民可能產生的結果，當其有所行，亦當思其行為所可能產生的弊端，而
更謹言慎行，此對人君言行當慎重之義，非圖個人道德修養而已，更有人君對人
民的身教責任在其中。
故〈緇衣〉論人君當謹其言行，其要有四：
一、人君之德的養成，落實在日用之「言」與「行」中表現，人君之言行，
其發端雖細微，但影響臣民深遠，故當將其言行對人民之影響慎重考慮之，然後
始得發為言行，此言人君謹其「言」與「行」的重要性。
二、人君當言之有物，行之有威儀，不作虛浮之言，不為越矩之行，言行相
符，使民不為浮誇之言，虛偽之行，以成平實之民風。
三、人君要言之有物，則當多聞博識，廣納眾言，精思判斷，執守原則以行，
此乃結合先秦儒家之論「學」與「仕」的理論，人君在知識上要見多識廣，在處
事上要廣納眾言，最後做的決定要精思明辨。
四、故人君慮其言行之深，言當思其始終，行當思其成敗，然後方出言成行，
是以言行足以率民以善，足以禁民為惡，如此言行乃為世人之法則，此為〈緇衣〉
論人君言行之旨，此處似乎見到〈緇衣〉乃將孔子的道德文章為本，重塑一個聖
君的內涵與形象。

三、〈緇衣〉論君、臣、民之關係
〈緇衣〉論君臣關係乃分別自道德義、政治義、教化義三面陳述之，在道德
義上君臣之間是建立在「尊賢、求賢、好賢」的道德同質性上，君與臣皆好善好
仁，故君對待臣是相互尊重，甚至禮賢而待之，此乃對孔子德治思想的繼承。在
政治義上，〈緇衣〉提出臣有大臣、邇臣、遠臣之分，君當使各盡其職，而非互
相結黨攻訐，此為〈緇衣〉對「君臣」對待的進一步思索。教化義方面，則君與
臣皆為民之表率典範，故人君之舉賢與否，實為民心之標竿。
〈緇衣〉論君與民之關係，強調國君對百姓之影響力，所謂「民以君為心」，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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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風之善惡繫於人君之好惡，另一方面又指出「君以民為體」，強調人民為國君
之根本，二者休戚一體，表現時代新意。

（一）君當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緇衣〉論君臣關係為「好賢惡惡」
，即君臣之間有道德義上的同質性，君
對臣不僅是政治上的尊卑，更是在道德價值上的互相尊重，所謂所謂「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62，
〈緇衣〉更進一步分析大臣之別，有大臣、邇臣、遠臣之
分，須各在其位，各盡其職。

（今本）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
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63（第 2 章）

（簡本）夫子曰：
「好美如好緇衣，惡惡如惡巷伯，則民藏扐而刑不屯。
《詩》云：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64（第 1 章）

此條〈簡本〉內容較切，據考證「今本〈緇衣〉
「刑不試」傳抄有誤，簡本
〈緇衣〉
「刑不屯」即「刑書不陳」之義。、、、
「民藏扐而刑不屯」其意為：
（君
王好惡分明）則民知其節度而扐擇之，無須陳刑書於民」 65。
〈緇衣〉、〈巷伯〉皆《詩經》篇名，〈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
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66，〈巷伯〉曰：「彼譖人者，
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67，

62
63
64

65

66
67

《論語‧顏淵》（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08。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2。
涂宗流‧劉祖信：《緇衣通釋‧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萬卷樓，2001 年 2 月）
，
頁 336。
考證引涂宗流‧劉祖信：
《緇衣通釋‧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
（臺北：萬卷樓，2001 年 2
月）
，頁 337。
《詩經‧國風‧緇衣》（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60-161。
《詩經‧小雅‧巷伯》（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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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穎達正義云：「緇衣，諸侯視朝之服，緇衣素裳。鄭武公、桓公父子並為周司
徒，善於其職，鄭人善之。詩人以〈緇衣〉為〈鄭風〉之首，故云：
『好賢如〈緇
衣〉
。
〈巷伯〉亦《詩》篇名，巷伯是奄人，為王后宮巷官之長。幽王信讒，詩人
傷讒而懼，作詩以疾讒，故云『惡惡如〈巷伯〉』
，君若好賢如〈緇衣〉則爵不濫，
而民皆謹愨也。言君惡惡如〈巷伯〉，則刑措而不用，民皆服從。」，〈緇衣〉讚
美武公、桓公父子戮力為公，其衣敝則為之改制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
〈巷伯〉則是寺人傷讒憂疾，憤言投之豺虎，投之有北，投之有昊，言其惡惡之
甚也。
好善惡惡，謹於言行，乃人君個人之修養，落實在為政上，便是「好賢惡
惡」
，故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好賢則欲其貴之甚也，惡惡則
欲其罷黜之甚也。先秦儒家政治思想在人君上主張「君德」，在人臣上則為「賢
才」，《論語》有：「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68，是孔子
論為政便以「舉賢才」為先，
〈中庸〉亦云：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
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
侯也。」69，故為人君者首重「修身」
，
「修身」即是使自己成為「賢君」
，
「修身」
是修養君德，謹好惡，慎言行。其次便是「尊賢」
，
「尊賢」乃由人君好仁惡不仁
開始，推己而及人便是尊舉賢才，賢才與人君是建立在道德的同質性上，人君不
能以一人之力，總理天下國家之事；人君亦不能以一己之力，便能興一國之德風，
故必須有賢才為之分層管理，有賢才為之高舉仁義，故「尊賢」是人君之德的具
體表現，此「尊賢」不僅有道德義，更有其政治義。

（今本）子曰：
「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
《詩》
云：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
『未見聖，若

68
69

《論語‧子路》（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15。
《禮記‧中庸》（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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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70（第 15 章）

（簡本）子曰：
「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教此以失，民此以變。
《詩》云：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如其
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迪聖。』
」 71（第 10 章）

此條〈今本〉、〈簡本〉幾同。此反面而言，在上位者不親任其所賢，而信
其賤無德者，是以人民日失其親愛，政教所以煩亂矣。君之所好為仁，自能發而
親仁，君之所好為利，則所親自為巧佞之臣，君臣皆為民之表率，君臣之無德，
人民自然離心離德。
〈中庸〉云：「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72，此言人君當明辨
賢與不肖，莫信巧言令色之佞臣，當以人臣之德為考量，只有整體人格的道德操
守，方為賢者。
〈今本‧緇衣〉云：
「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
惡不著也。」（第 21 章） 73，此言人君莫以貴賤富貴為侷限，不可輕貧賤而決絕
之，亦不可因重富貴而決絕之，即人君不可因於勢利，舉賢當以仁義，不論其是
否貧賤富貴也，此乃由反面陳述人君舉賢之重要。
故〈緇衣〉所論君臣關係是建立在「好賢惡惡」之上，即君臣有其道德上好
仁惡惡的同質性，並非絕對的上下尊卑，故主張君主當「尊賢」，此乃以道德義
的「賢」，更凌駕於政治義的尊卑上下，此與法家論君臣關係為絕對的尊卑有很
大的不同，亦呼應孔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74的相互尊重關係。

(今本)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

70
71

72
73
74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7。
涂宗流‧劉祖信：《緇衣通釋‧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萬卷樓，2001 年 2 月）
，
頁 351。
《禮記‧中庸》（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889。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31。
《論語‧顏淵》（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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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
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
夫、卿士。』」 75（第 14 章）

（簡本）子曰：「大臣之不親也，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邦家之不寧也，
則大臣不治，而褻臣託也。此以大臣不可不敬，民之蕝也。故君不以小侮大，則
大臣不怨。彗公之顧命云：『毋以小侮敗大都，毋以嬖禦息莊后，毋以嬖士息大
夫、卿士。』」 76（第 11 章）

〈今本〉、〈簡本〉文字稍異，〈今本〉條理較明。鄭玄注：「忠敬不足，謂
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
私相親也。」
，
「圖，亦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大
臣柄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時交爭，轉相陷害。」，此言人臣不忠於君，君
不敬於臣之害。
〈緇衣〉論臣之別，有大臣、邇臣、遠臣之分。呂與叔云：
「大臣尊嚴，國
之政令存焉，民所望以為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邇臣，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
以為道，不慎則風俗壞矣。」 77，此言大臣若離貳，不與上親，則不為君理治政
事，政教煩亂，百姓不安，邇臣則相互比周為姦矣。故大臣為一國政教之所繫，
民心之所望，當得人君之禮敬，則大臣報之以忠心職事；小臣執命於內，常在王
左右，王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往，不可不慎也。
故臣以其類別而分，有大臣、邇臣、遠臣之別，各有其職事所在，人君當
避免「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

75
76

77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7。
涂宗流‧劉祖信：《緇衣通釋‧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萬卷樓，2001 年 2 月）
，
頁 352
（清）朱彬：
《禮記訓纂‧緇衣》（下）
（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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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蔽矣。」，言人君當與大臣謀國事之大者，當與邇臣言內之事者，當與遠臣言
外事者，人臣各司其職，人君當各審其職而謀國之善政，豈可使互為朋黨，相互
交爭陷害？故人君當禮敬大臣，當慎選邇臣，更當使各正其所職，如此則大臣不
怨而離貳，邇臣不疾而比周，遠臣不蔽於君矣。
《論語‧顏淵》記錄：「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 78，〈八佾〉篇又云：「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子對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79，此很清楚顯現出〈緇衣〉對君臣關
係的論述正淵源於孔子的君臣思想，孔子認為君臣關係是一種相互的對待關係，
而非絕對的君臣上下尊卑關係，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乃身份名
位與行事作為的總稱，君當為君之行，臣當為臣之行，父當為父之行，子當為子
之行，人人各在其位，各盡其分，此亦為禮樂制度的思想依據。
在〈八佾〉篇中，孔子更清楚的說明君臣之間的關係，
「君使臣以禮，臣事
君以忠」，即君以禮敬之態度對臣，臣則以忠於職事的態度對君，這是一種相互
尊重與相互負責的人倫關係，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便失去
了人與人間的相互尊重與負責的和諧關係，自然便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之亂事。
〈緇衣〉承襲孔子的君臣思想，君臣之間也是一種相對的尊重關係，但它
把君臣尊重的內在同質性說得更清楚，即君臣是建立在好賢惡惡的道德方向上，
君有德而好賢，乃舉賢以為臣，故人君當禮敬大臣；臣感君之德，得舉而為臣，
乃當忠於職事以報君，故人君好賢、尊賢、用賢，人臣亦同樣好德、尊德、同德，
是君臣關係有共同的本質性，即是好仁義的道德心。如此，則君臣不以利、不以
富貴，乃因同德而相親，是以人君禮敬人臣，乃好其德的敬意；人臣忠於人君，
乃忠於其德的回報，這是〈緇衣〉對孔子君臣之道的進一步發揮。

78
79

《論語‧顏淵》
（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08。
《論語‧八佾》
（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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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
〈緇衣〉主張的君臣關係有二義：一是承繼孔子「君子之德風」 80之說，所
謂「民以君為心」，君主為人民之表率，當肩負教化人民社會責任。二是主張君
與民乃「休戚一體」的關係，所謂「君以民為體」，人民為人君之根本，此處已
透露時代轉變的不同，即民之地位提升，至於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81
可謂達至民本思想的顛峰，故〈緇衣〉所論君民關係有其重要意義。

（今本）子曰：
「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
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詩》
云：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
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
亦惟曰怨。』」 82（第 17 章）

（簡本）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好則體安之，君好則民欲之。故
心以體廢，君以民亡。
《詩》云：
『誰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牙＞云：
『日溶雨，小民惟日怨；晉冬耆滄，小民亦惟怨。』」 83（第 5 章）

〈今本〉較〈簡本〉為詳。《禮記集說》引方氏云：「民以君為心者，言好
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
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
體安。」84孫希旦云：
「民之欲惡由於君，而君之存亡係於民。然則君之所好，其

80

81
82
83

84

《論語‧顏淵》：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十三經注疏，臺北：
藝文印書館，1976 年）
，頁 109。
《孟子‧盡心下》
（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頁 251。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9。
涂宗流‧劉祖信：
《緇衣通釋‧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
（臺北：萬卷樓，2001 年 2 月），
頁 343。
（元）陳澔：
《緇衣‧禮記集說》（臺北：世界書局，2009 年 6 月）
，頁 303。
61

遠東通識學報 第七卷第二期 頁 31-68

合｢簡本」與｢今本」論《禮記‧緇衣》的德治思想

公私得失之間，乃存亡之所由分也，可不謹與？」 85
此言君與民之關係，民風之好惡由於君，故言「民以君為心」
，當君好仁則
民心向善，當君好勇則民心多暴，故君之言行好惡影響民心深遠，此則孔子所云：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86，
對於孔子而言，君不僅扮演政治的領袖，同時也是道德領袖，肩負社會教化的重
任，此觀念亦深刻影響〈緇衣〉的人君形象，人君當謹好惡、慎言行、好賢惡惡，
無非皆是要扮演為民表率的指標，此亦為「德治」思想特色。
〈緇衣〉論君民關係乃在「上行下效」之外，又強調君與民乃「休戚一體」
的關係，此「君之存亡係於民」的觀念，在孔子論述中不多見，孔子多針對人君
如何教化人民立論，所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87、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88、「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89，即孔子多強調
人君當以時使民，上好禮則民易使，民使由之不必使知之，因此偏重人君之體恤
人民而已，此或有其時代背景，或孔子之時人君與民的衝突尚不激烈之故。
〈緇衣〉則已論及「人君之存亡係於民」
，強調人民的好惡與人君的權位乃
休戚一體的關係，較孔子時的君臣關係稍有緊張，並主張人君更當以人民為念，
不可輕慢人民，即人民的重要性被提升。

（今本）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
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
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90（第
16 章）

85
86
87
88
89
90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9。
《論語‧子路》（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16。
《論語‧學而》（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6。
《論語‧憲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31。
《論語‧泰伯》（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71。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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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本）無

此條〈簡本〉無，林素英以為第 16 章為子思子引文，非〈緇衣〉原有，但
與第 17 章至第 24 章之內容有關，故為補充說明之用 91。今觀其內容，乃論君不
可褻民，不然則溺於民，與君、民「休戚一體」之議題，正有呼應。
鄭玄注：
「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
，又注：
「有德
者亦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為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
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
，另云：
「言民不通
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人君當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畔，
君無所尊，亦如溺矣。」
此乃反面論君民關係，可謂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92的進一步
說明，前云「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第 17 章）93，強調君民為一體，此論「君
子不可以不慎（民）」
，以人君為上位之有德者，面對人民之眾者，人民雖不知人
倫之道，但人君亦不可褻慢侮狎之，如此則君與民不親，上下分崩怨畔，君亦無
所尊而覆沒矣。此〈緇衣〉論君與民之關係，其角度與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 94的角度是相同的，君與民是施教與受教的關係，是發令與受令，是上
位與下位的關係，只是多強調一些人君對人民的慎重，可看出二者間的淵源。
但是〈緇衣〉
「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的觀念，則近似於荀子所云「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95之說，是以再深入剖析〈緇衣〉篇中
的君民關係，實在要比孔子時的君民關係，要較為為激烈些，君與民之間，不再
只是人君道德教化上的施教與受教的關係，或政治上的使民與受令的關係，〈緇
衣〉已碰觸到君的地位權勢不完然是來自於天子的封建授予，君的地位鞏固與

91

92
93
94
95

參見林素英：
〈從施政策略論〈緇衣〉對孔子理想君道思想之繼承—兼論簡本與今本〈緇衣〉
差異現象之意義〉
，收入《哲學與文化》，第卅四卷第三期，2007 年 3 月，頁 21。
《論語‧泰伯》（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71。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9。
《論語‧泰伯》（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71。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
（上）
（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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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端賴其君民關係之和諧或對立，若人君得不到人民的擁護或信任，亦可能因
民而亡，但其君臣關係尚未到孟子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96的地
步，即孟子之時，已是在對戰國時代的暴君、亂臣，虐民、殘民的嚴厲控訴，故
極力推崇人民的主體價值，乃有此「民貴君輕」之論，但〈緇衣〉篇中所反映的
君臣關係則更近於孔子之說，其仍以人君之教化為主，君民之休戚一體為輔，尚
不到壓抑人君、凸顯人民的地步，這是很明顯的。

四、合（簡本）與（今本）論〈禮記‧緇衣〉的思想意義
（一）

〈簡本〉〈緇衣〉可補證〈今本〉〈緇衣〉之不足

筆者比較〈簡本〉
〈緇衣〉與〈今本〉
〈緇衣〉之異同，從條文次序的安排而
言，
〈簡本〉
〈緇衣〉由「上行下效」之理論，再言人君當修德慎言的修養，可謂
較具條理。內容方面，比較二者之條文：有（今本）文句較精者 97，有（簡本）
文句為精者 98，有（簡本）可證（今本）之誤者 99，有（簡本）可知（今本）之
增補者 100，故筆者以為（簡本）與（今本）實互有優劣，缺一不可，可互相印證
其內容，使（緇衣）的文意更清楚，故由文獻而言，
（簡本）的出土，對（緇衣）
的思想有其貢獻。
（二）
96

對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發展

《孟子‧盡心下》
（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頁 251。
如（今本）(第 4 章)子曰：
「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較（簡本）（第 8 章）為精。（清）孫希旦：《緇
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3。
98
如（簡本）
（第六章）子曰：
「上好仁，則下之為仁也爭先。故長民者，章志以昭百姓，民致行
己以悅上。
《詩》云：
『有覺德行，四方順之。』」較（今本）（第六章）為精。涂宗流‧劉祖
信：
《緇衣通釋‧郭店楚簡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萬卷樓，2001 年 2 月）
，頁 345。
99
如（簡本）
（第 1 章）夫子曰：
「好美如好緇衣，惡惡如惡巷伯，則民藏扐而刑不屯。
《詩》云：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此條〈簡本〉內容較切，據考證「今本〈緇衣〉
「刑不試」傳抄有
誤，簡本〈緇衣〉
「刑不屯」即「刑書不陳」之義。據涂宗流‧劉祖信：
《緇衣通釋‧郭店楚簡
先秦儒家佚書校釋》（臺北：萬卷樓，2001 年 2 月）
，頁 337。
100
（今本）
（第 16 章）子曰：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
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
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此條〈簡本〉無。林素英以為（第
16 章）為子思子引文，非〈緇衣〉原有，但與第 17 章至第 24 章之內容有關，故為補充說明
之用。參見林素英：
〈從施政策略論〈緇衣〉對孔子理想君道思想之繼承—兼論簡本與今本〈緇
衣〉差異現象之意義〉
，收入《哲學與文化》
，第卅四卷第三期，2007 年 3 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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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知（緇衣）篇所論乃屬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一環，乃承孔子
「為政以德」思想的進一步推展，（緇衣）所論德治思想有五：一、包括政治的
方向，二、人性面的「上行下效」
，三、人君之德的培養，四、人臣的內涵，五、
君與民的關係。以下分述之：
1、 論政上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轉向「德、禮、賞、罰並重」
「為政以德」
、
「齊之以禮」乃孔子論政的重要主張，
〈緇衣〉承繼孔子之
說，主張「教之以德，齊之以禮」
，以「德治禮樂」作為為政之目標，堅
守儒家的核心價值；但也強調不可「褻刑以輕爵」，〈緇衣〉篇中已有將
「爵祿刑罰」的地位抬高的趨勢，強調利用爵祿、刑罰的賞善罰惡，以
加強人君德治教化的效果，可謂「德治」理想的進一步落實。是為「德、
禮、賞、罰」並重的政治主張。
2、 人性面的上行下效，為「君子之德，風」，提出人性論的依據
〈緇衣〉提出「上行下效」乃人性的自然趨向，由下位者對上位者有投
其所好的人性趨向，為人性之所必然，乃有其普遍性，於是孔子「君子
之德，風」以教化風俗，不再只是無形的道德感通，而具備人性論的依
據，可謂強化了孔子德治思想的理論依據。故人君當謹其好惡，人君之
好惡當於「好仁」
，
〈緇衣〉由人君之好惡言「仁」
，此「仁」除個人道德
意義之外，更肩負一層使百姓好善惡惡的社會責任。
3、 人君之德的培養，透過「學」與「思」，乃能言之有物，行之有法
人君之德就在日用之「言」與「行」中表現，人君當言之有物，行之有
威儀，不為虛浮之言，不為越矩之行，乃得使民不起浮誇之風，虛偽之
俗。人君要言之有物，則要透過「學」與「思」，「學」能多聞博識，廣
納眾言，
「思」能慎謀精思，明辨是非，乃得做出正確的決策。在此可見
先秦儒家的知識論被吸收以充實其政治論思想的特色。故人君「學」以
慮其言行之深，
「思」以成其謀事之遠，然後言行足以率民以善，足以禁
民為惡，成其長治久安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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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人臣之義」內涵的深化
孔子認為君臣關係是一種相互對待關係，而非絕對的君臣上下尊卑關係，
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01，此乃君臣父子各盡其職分之主張，
在〈八佾〉篇，孔子更清楚的說明君臣相互對待的內涵是「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 102，君臣乃建立在相互尊重與相互負責的人倫關係上。
〈緇衣〉論君臣關係乃自道德義、政治義、教化義三方面深入論述其說，
在道德義上君臣之間是建立在「尊賢、求賢、好賢」的道德同質性上，君
與臣皆好善好仁而具道德之同質性，君對待臣是相互尊重，甚至禮賢而待
之，此乃對孔子德治思想的繼承。在政治義上，〈緇衣〉提出臣有大臣、
邇臣、遠臣之分，君當使各盡其職分，君與臣皆為民之表率，故人君舉賢
尊賢，更有其民心向背之教化義。
5、「君與民關係」的轉變
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03，君與民是施教與受教的關係，強調
人君是政治上的領袖，更肩負文化提升的社會教育責任。〈緇衣〉篇中的
君民關係，所謂「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 104（第 17 章）一方面承繼
孔子「君子之德，風」105之說，仍然主張君主當為人民之表率，當肩負教
化人民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則以為君與民也是「休戚一體」的關係，所謂
「君以民為體」，人民為人君之根本，此處已透露時代轉變的不同，即民
之重要性被提升，君王不再只是由上而下的施教關係，同時更是君王政權
的根本，若人君得不到人民的擁護或信任，亦可能因民而亡，
（緇衣〉
「君
以民存，亦以民亡」的觀念，近似於荀子所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

101
102
103
104
105

《論語‧顏淵》（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108。
《論語‧八佾》（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30。
《論語‧泰伯》（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頁 71。
（清）孫希旦：《緇衣‧禮記集解（下）》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 8 月）
，頁 1329。
《論語‧顏淵》：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十三經注疏，臺北：
藝文印書館，1976 年）
，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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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106之說，此處更可見到孟子「民為貴，社稷
次之，君為輕。」 107的民本思想發展的軌跡。

106
107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
（上）
（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頁 152~153。
《孟子‧盡心下》
（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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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華戒《修習次第》的實踐綱領，及其與寂護的教相判釋

顏銘俊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摘要
在印度大乘佛教的後期發展中，
「瑜伽行中觀派」
（Yogācāra- Mādhyamaka）
從事了一種將中觀學所側重之「空」與唯識學所側重之「有」兩種相異的義理規
模加以融攝的思想工作。此種思想工作自然有其殊勝之處，當代學者吳汝鈞在其
判教之作《佛教的當代判釋》
（Contemporary Classification Of Buddhism）中，
將之判攝為「空有互融」。本文即是以「瑜伽行中觀派」的空、有互融思維作為
考察對象，重點梳理了「瑜伽行中觀派」的代表學者中，蓮華戒（Kamalaśīla）
其人在修證方法上的具體主張，以及寂護（Śāntarakṣita）其人針對佛修者在瑜
伽修練中所應觀照並超越的幾種境界，所進行的頗具判教意味的理解與批判；另
外，對於「瑜伽行中觀派」緣何發展出空、有互融思維的可能用心，及其基於此
種思維所構劃而來的修行階漸，本文亦都有所闡述。

關鍵詞：瑜伽行中觀派、中觀學、唯識學、蓮華戒、寂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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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Programs of Kamalaśīla's Bhāvanākrama, and
Distinctions of Religious Phases from Śāntarakṣita

Yan, Ming-chun,
Part-time Lecture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Far 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late development of Mahayana Buddhism in India, the “Yogācāra-Mādhyamaka”
managed to operate concept integrating works of two different righteousness scales of
the emphasized “emptiness” of Meso Schools and the focused “existence” in
Yogacara. Such conceptual works are rather unique, just as the modern scholar Ng,
Yu-kwanstated in his distinctive work, Contemporary Classification Of Buddhism,
suggesting these works as “integration of emptiness and existence”. Th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of emptiness and existence of Yogācāra-Mādhyamaka is adopted in the
prose as the inspection object, where specific claims of practicing methods from the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Kamalaśīla, are roughly recollected; while a few realms to be
contemplated and exceeded in Yogācāra practices for Buddhists that contain both
understanding and criticism of apostasy measures are as well offered. Furthermore,
explanation for possible intentions in integrating concepts of emptiness and existence
that developed in Yogācāra-Mādhyamaka accordingly, as well as spiritual practices
described with basis of such concepts, is also provided.

Key Words: Yogācāra-Mādhyamaka, MesoSchools, Yogacara, Kamalaśīla,
Śāntarakṣ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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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們知道，在印度大乘佛教的後期發展中，漸漸產生了一種思想融合的傾向，
也就是：一大乘佛學的支流，在與他派思想不斷接觸、磨合的過程中，多有吸納
他派義理以改良自我主張、充實自我教說的取向。以當時流行於印度的大乘佛學
流派來說，主要是「中觀學」
、
「唯識學」
、
「如來藏思想」三支，而其中將這種思
想融合的取向展現得最直接的，則是當時的中觀學派，一般稱此一時期的中觀學
為「後期中觀派」
（按：或「後期中觀學」）
；而在「後期中觀派」中，
「瑜伽行中
觀派」（Yogācāra- Mādhyamaka）又展現了一種將中觀學所側重之「空」（世
間諸法，皆為緣起性空之存在）， 1與唯識學所強調之「有」（萬法唯心，境為識
現） 2兩種殊別之義理規模架接、融合的思考取向，當代學者吳汝鈞，便將此種
佛學思維判攝為：「空有互融」。 3

吳汝鈞先生對「瑜伽行中觀派」的此種教理判攝，自然是極為允當的。所
謂「瑜伽行中觀派」，正如上文所言，在印度後期的大乘佛教支流中，乃隸屬於
「後期中觀學」，換言之，此一大乘佛教流派雖然對「唯識學」教說有所吸收，
但終歸是以「中觀學」為本，是一支服膺「中觀學」的佛教派別。這從其派別名
稱乃是在「中觀派」（Mādhyamaka）之前，加上「瑜伽行」（Yogācāra）此一
修飾性語綴便可一窺端倪，換言之：所謂「瑜伽行中觀派」，即是一支重視「瑜

1

佛教中觀學，強調對世間諸法之實相的宣說。而所謂世間諸法的實相，以佛教名相而言，即是
所謂「緣起性空」
。此種思想認為，宇宙萬物（象）之生起、出現，乃是因為各種條件的聚合─
─「緣」──而來，條件具足則緣起，條件不具足則緣滅。宇宙萬物（象）的生成變滅，皆是一
種「緣起」現象；進一步說，現前種種因「緣起」現象而來的世間諸法，本身並不具有常住不變
的自性。因此，若謂世間諸法有所謂最真實的本然之性質或相狀，則此種本然之性質或相狀，只
能名之為：
「空」
。中觀學派之教說，便側重對此種「空」義的闡釋，意欲喚起無明眾生對諸法空
性的證悟與覺知。
2
佛教唯識學，強調說明世間諸法緣何而有？緣何而來？其根本觀點認為：宇宙萬物（象）皆為
人之「心識」的變現，也就是：人們所能感知的、思想的現前存在中的一一具體物事或抽象概念，
都是人的「心識」變化、投射而來的。換言之，人的「心識」以外，根本沒有任何的外在事物存
在。唯識學派便是以此種「萬法唯識」的存有論說明，來繫聯佛教各宗、各派所共同肯定的根本
「空」義。
3
參吳汝鈞：《佛教的當代判釋》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 年）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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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行」實踐的中觀學派。那麼，何謂「瑜伽行」呢？所謂「瑜伽行」，根本上可
有三種理解：
（1）所謂「瑜伽行」
，意指「瑜伽即行」亦即：
「瑜伽」也者，即是
所謂「行」。換言之，「瑜伽行」即是「瑜伽」本身；（2）所謂「瑜伽行」，意指
「瑜伽之行」，也就是「瑜伽」的施行、「瑜伽」的實踐；（3）所謂「瑜伽行」，
即是「行瑜伽」之意，也就是施行「瑜伽」、修練「瑜伽」。 4然而，無論我們在
理解「瑜伽行」一語時，採取的是上述三義中的何義，「瑜伽行」之代表一種佛
教的修行方式，乃是確鑿無疑的。佛教中有所謂「瑜伽行派」者，便是強調其派
別乃是以具體的修行、修證為本，而不僅僅從事於口頭上的教義宣，說或思維上
的概念理解；並且，佛教中的「瑜伽行」學，基本上又是以「唯識學」教說為綱
紀，其修證主張的根本內容，便是以「萬法唯識」的存有論理解為基礎，進一步
強調具體調控佛修者之「心識」活動的重要性，俾使佛修者能於「心識」活動處
下手，從而真正做到離妄修真、證取佛果。為此，「瑜伽行學」在佛教的發展歷
史中，便成為「唯識學」的另一「正名」，為世人所熟知。綜上所言，僅就「瑜
伽行中觀派」之派別立名來看，其融攝中觀學與唯識學教說的思想消息，實已不
言可喻。

但為何「瑜伽行中觀派」會著意於融合中觀學與唯識學教說呢？吾人以為，
此中透露的訊息或許是：「瑜伽行中觀派」的代表學者們──如寂護、蓮華戒，
其雖身為服膺中觀學的佛修者，以緣起諸法之本性皆「空」作為最勝義的存有論
解釋，並援之為具體修行實踐上的體證標的，冀求循此以獲致究竟的覺悟與解脫，
但「瑜伽行中觀派」之著意向「唯識學」取經，實有裨補前此「中觀學」在宇宙
論與知識論建構上之不足的意味在。此也正如吳汝鈞先生所言：

覺悟、解脫這些宗教行為畢竟要在這個現實的世界中成立，同時，這些宗
4

以上關於「瑜伽行」一語的意涵說明，參周貴華：
《唯識通論──瑜伽行學義詮》
（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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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行為也必涵融著對這個現實的世界的正確的、如實的理解。知識論的工
夫，正是對準這種理解而被提出來的。難道我們能遠離這個現實的世界，
到一個清淨無染的虛無縹緲的、不食人間煙火的境界去修行，以達致覺悟、
解脫的宗教理想麼？知識論的講求，對於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世間建立
正確的認知，絕對是必要的。 5

可以說，在印度佛學的發展譜系中，如陳那、法稱等人之銳意構作知識論；而「瑜
伽行中觀派」之積極吸納唯識學，強化自身教理對緣起「世間」的、較為系統化
與理論化的說明，毋寧都與上述此種理解相應，欲在踐履接引眾生暨化眾渡脫的
慈悲事業上，得以直面世間諸法的存在，進一步對現象界的構成與世俗知識的成
立有所解釋。但須進一步認識到的是：「瑜伽行中觀派」對唯識學的吸納，是在
堅持中觀「空」義為最勝義的基礎上進行的，在融攝唯識教說，以對世間諸法的
成立進行解釋時，是貫穿了「批判」精神的，日本學者梶山雄一便對「瑜伽行中
觀派」的此種思維理路──特別是將此種思維理路從事了創發性構作的、寂護的
思考──總論到：

後期中觀派以批判的精神為基軸，要同時追求慈悲、方便與智慧的理想。
這學派以為，中觀是最高的立場；要達致這一立場，其方法是以一定的次
序，把在歷史上出現過的佛教的主要學派的哲學，如說一切有部、經量部、
唯識派，配列開來，一一加以學習；並且，要批判先列舉出來的學派，而
次第進於後列舉的學派。……在初期、中期中觀派之後，經量部與唯識派
的哲學，有巨大發展；後期中觀派與它們相抗爭，而亦超越了它們。必須
表示的是，在中觀哲學中，存在著一個原理，把經量部與唯識派的知識論
吸收到自己系統中，而亦超越之。換言之，中觀的真理，是要先學習和批

5

吳汝鈞：《佛教的當代判釋》，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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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了其他三學派的教義，才能理解到的。 6

此中，梶山雄一所謂後期中觀派在體證中觀真理時，需先學習並依次加以批判、
超越的三派思想，即指：「說一切有部」、「經量部」和「唯識學」的思想；而正
是由於此種思維理路的具現，「瑜伽行中觀派」的代表人物──寂護與其弟子蓮
華戒，在其代表著作中，都體現了一種近於教相判釋的精神，對包含上述三派與
中觀學在內的四派思想，進行了簡別與批判性的評價──特別是在知識（認識）
的問題上；而在具體的實踐（修行）問題上，則以此種對知識問題的定位，要求
佛修者於具體的修證過程中，以一種相應的次第，逐層超越前此應一一加以造臻，
並隨即予以洞澈、捨離的觀想境地，成就了「瑜伽行中觀派」在「瑜伽行」實踐
上的、鮮明的「瑜伽梯級」。

本文以下，即以蓮華戒的《修習次第》（Bhāvanākrama）為主，首先勾勒
「瑜伽行中觀派」在修證思想上的大要；其後，綜述構成寂護與蓮華戒在「空」、
「有」互融思維上之主體架構的、近於教相判釋的大體內容。希望通過此種闡述，
能對「瑜伽行中觀派」在知識論暨實踐論面向上的內涵，有所提綱挈領的展示。

二、蓮華戒其人，及其《修習次第》三篇的撰作
蓮華戒（Kamalaśīla，740~795）乃寂護（Śāntarakṣita，705~762）的入門
弟子，是寂護之後，能在義理方面繼承寂護，並在實踐理論的開拓上對「瑜伽行
中觀派」的整體教說有所貢獻的學者。依日本學者御牧克己的研究，在現行西藏
大藏經中，蓮華戒其人的著作可列舉十數種，但特別重要的則為以下：
（一）
《真
理綱要註》；（二）《中觀莊嚴論註》；（三）《修習次第》初、中、後三篇；（四）

6

（日）梶山雄一著、吳汝鈞譯：《龍樹與中後期中觀學》
（臺北：文津出版社，2012 年 1 月）
，
頁 147。按：該書日文原書名為《空の哲學》
，乃日本「角川書店」發行的佛教思想叢書中之一。
台灣中譯本由吳汝鈞先生翻譯，另有一同內容譯本，譯名為：《印度中觀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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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光明論》
（按：又稱《中觀明》）
。7其中《真理綱要註》
、
《中觀莊嚴論註》，
乃是蓮華戒對其師寂護所撰《真理綱要》
、
《中觀莊嚴論》的註解，可以說，其師
徒二人在「空」
、
「有」互融思維上的承繼與異同的線索，即可據此兩種著作以明
其大概；而《修習次第》三篇與《中觀光明論》，則是蓮華戒應西藏王──乞口
栗雙提贊王（Khri-Sroṅ-lde-Btsan，742-797）──對教義與修行問題的提問，
從而分次撰寫，並進獻給乞口栗雙提贊王的。 8為此，蓮華戒在《修習次第》三
篇與《中觀光明論》中，針對佛修者的修證問題多所論述，而這也決定了蓮華在
繼承其師寂護的空、有互融思維後，又朝著實踐理論的面向較有具體的開拓，為
「瑜伽行中觀派」的修證理論，確立出一較為明確的義理規模。吳汝鈞先生針對
蓮華戒與寂護二人間的師承與異同問題有過以下的說明：

寂護與蓮華戒雖然同宗中觀學，亦同吸納唯識學，二人終究不同。寂護的
思想較有原創性，因此能中興中觀學。蓮華戒則重視實踐，在這方面，中
觀學說得比較簡單，因此要取法唯識學，後者說到修菩提之路，是一步一
步上的。……蓮華戒一方面承受寂護所開拓出來的瑜伽行中觀說，同時也
構作出自己的漸門的修行法。 9

箇中除了點明蓮華戒較諸其師寂護，於實踐問題上較具原創性的建樹之外，亦指
出蓮華戒所拓展的修證路數，屬於「漸教」法門；且吳汝鈞先生進一步解釋道：

頓門與漸門的實踐方法，並不是絕對性格，而是相對性格的。即是，倘若
以禪宗與中觀學相比，則禪宗是頓門，中觀學是漸門。倘若以中觀學與唯

7

（日）御牧克己：〈頓悟與漸悟──蓮華戒的「修習次第」〉
，收入（日）梶山雄一等著、李世
傑譯：《中觀思想》
（臺北：華宇出版社，1985 年）
，頁 301。
8
關於《修習次第》與《中觀光明論》的撰寫因由，詳情可參（日）御牧克己：
〈頓悟與漸悟─
─蓮華戒的「修習次第」〉
，收入（日）梶山雄一等著、李世傑譯：
《中觀思想》，頁 298-299。
9
吳汝鈞：《佛教的當代判釋》，頁 39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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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學相比，則中觀學是頓門，唯識學是漸門。 10

吳汝鈞先生將蓮華戒所開拓的「瑜伽行中觀派」的修證路數定位為「漸門」，是
吻合於藏傳佛教史述的說明。依據藏人布頓（Bu-ston）所著之《佛教史》
，在乞
口栗雙提贊王在位的八世紀末，為平息當時在西藏境內迭起頻繁的、由「印度中
觀派」與「中國禪宗」兩造僧侶間所引發的衝突、紛爭，在「桑耶寺」
（bsam yas）
舉行了一場由蓮華戒代表「漸門」──即印度中觀派，而中土摩訶衍代表「頓門」
──即中國禪宗──的一場御前辯論，史稱「桑耶寺的宗論」（按：或有稱之為
「拉薩的宗論」
、
「西藏的宗論」）
，辯論的結果。從西藏與印度方面的文獻來看，
是由代表「漸門」的蓮華戒勝出，西藏從此接受以蓮華戒為代表的屬於印度中觀
派的「漸門」教法；而以訶衍為代表的中國禪宗，則全面退出當時的西藏。 11蓮
華戒之應乞口栗雙提贊王所請，撰寫《修習次第》三篇與《中觀光明論》，即是
在此「桑耶寺的宗論」中獲勝之後。

三、蓮華戒《修習次第》的實踐綱領與「瑜伽」梯級
蓮華戒於《修習次第》三篇中揭示的實踐法門，若據《修習次第》初篇（按：
本文以下，簡稱該文為：《修次》初篇）約要言之，則內容大抵是：以出生「慈
悲心」為根本；復從「慈悲心」發「大菩提心」，其後便致力於諸種「菩薩行」
的實踐。蓮華戒在《修次》初篇的開頭即引言到：
「若欲速得一切智者之地位者，
換言之，要致力於慈悲、菩提心、實踐行這三點。」 12而所謂菩薩行的實踐，具
10

吳汝鈞：《佛教的當代判釋》，頁 394。
關於「桑耶寺的宗論」，詳情可參（日）梶山雄一著、吳汝鈞譯：
《龍樹與中後期中觀學》
，頁
143-146；
（日）御牧克己：
〈頓悟與漸悟──蓮華戒的「修習次第」〉
，收入（日）梶山雄一等著、
李世傑譯：
《中觀思想》，頁 303-311；吳汝鈞：《佛教的當代判釋》
，頁 388-389。
12
以上所述，參（日）御牧克己：〈頓悟與漸悟──蓮華戒的「修習次第」〉
，收入（日）梶山雄
一等著、李世傑譯：《中觀思想》，頁 329。箇中《修次》初篇之起首引言，亦轉引自此篇文章；
而關於此初篇之起首引言，意者或可參照（宋）施護譯本──《廣釋菩提心論》──的譯文（按：
施護所譯《廣釋菩提心論》
，即是蓮華戒《修習次第》初篇），以略窺箇中要旨。如：
「若欲速證
得一切智者，總略標心住於三處。出生慈悲心，從慈悲心發生大菩提心。所有最勝一切佛法，皆
由悲心而為根本……大悲乃能發起一切菩薩勝行。菩薩緣諸眾生為境界住，是故菩薩常起愛念一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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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來說則是：將「般若智」的修習與諸種「方便」兼行，《修次》初篇對此強調
到：「約要而言，菩薩的實踐行，是般若知與方便兼具，而不僅是般若之知，也
不只是方便。」箇中所謂「方便」，是指「般若波羅蜜」之外的五波羅蜜，以及
包含了四攝法為首的一切善巧；至於「般若智」，則是指「聞」、「思」、「修」三
慧，亦即──「從聽聞所生的般若智」
（聞所成慧）
、
「從思維所生的般若智」
（思
所成慧）、「從修習所生的波若智」（修所成慧）。 13

「聞」
、
「思」
、
「修」三慧的修習，即是「學習」
、
「批判」與「瞑想」三種實
踐。所謂「學習」
（聞所成慧）
，意指學習佛陀的基本教誨與優秀的哲學文獻；所
謂「批判」
（思所成慧）
，則意指一方面通過思維的訓練──如：以邏輯方法研究
「不生」的意義，一方面以大乘經典所揭櫫之「空」性──也就是「緣起性空」
的立場──為依據，對佛教內部與佛教以外之其他派系的思想加以批判，特別是
一干偏屬「實在論」的觀點，無論是佛教以外之「勝論」
、
「數論」與「正理」諸
派的實在論觀點，抑或佛教內部「說一切有部」的「法體」恆常觀；至於所謂「瞑
想」
，即是所謂的「瑜伽」
，也就是：將通過「學習」
（聞所成慧）與「批判」
（思
所成慧）的實踐獲致的思維成果，以一種明晰的想像（vision）來加以體會、驗
證。而其實踐大抵可分為「止心」
（止）
、
「觀照」
（觀）二者，並且是二者兼行，
亦即──「止觀雙運」
。14此中，
「止心」
（止）的實踐，即是「定」的實踐，也就
是心識於所對境上安住不動，換言之，便是將心念連結、專注在一定對象的瞑想

切眾生，而於己身無所顧惜，純一為他長養利益。於長時中難作能作。發生諸行。」（印）蓮華
戒撰、（宋）施護譯：
《廣釋菩提心論》
，收入《佛藏》第 47 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
年）
，頁 59。
13
以上所述，參（日）御牧克己：〈頓悟與漸悟──蓮華戒的「修習次第」〉
，收入（日）梶山雄
一等著、李世傑譯：《中觀思想》，頁 330-331。箇中徵引之《修次》初篇內容，亦轉引自該文。
意者亦可參照施護譯本《廣釋菩提心論》的譯文，如：
「諸菩薩總略而言有二種道，於是二道若
具足者，諸菩薩即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等為二？所謂『慧』及『方便』
。」
；「云何為
善巧方便？謂攝一切法。云何為慧？謂於一切法無破壞善。如是『慧』及『方便』二種，不得於
中令其減少。」
（印）蓮華戒撰、
（宋）施護譯：
《廣釋菩提心論》
，收入《佛藏》第 47 冊，頁 61。
箇中所指，即是蓮華戒這種強調「般若智」修習與諸種「方便」兼行的實踐主張。
14
參（日）梶山雄一著、吳汝鈞譯：《龍樹與中後期中觀學》，頁 163；吳汝鈞：
《佛教的當代判
釋》
，頁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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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目的是平息心念的動搖或昏沉，使心念臻至之寂靜的境地；而完成「止心」
的實踐後，即可進一步從事「觀照」的實踐。所謂「觀照」（觀）的實踐，即是
在「止心/定」的狀態中，對所對境從事觀察、觀照的工作，此種觀察，又稱：
「真
理的妙觀察」，是一種通過瞑想，對所求之最終真理進行觀照的工夫。而箇中所
謂最終之真理，即乃中觀學所肯定的、人法二無我的境地，也就是要契入於「空」
──諸法（含：心識）之無實在性──的境地中去。 15

必須注意的是，蓮華戒所主張的、此一「觀照」的瞑想實踐，是具有鮮明之
階段性的，亦即：對所欲觀照之中觀真理──「空」性──的瞑想，並不是一蹴
可幾的，中間必須經過一段層層遞進的歷程；由寂護、蓮華戒所代表的「瑜伽行
中觀派」，在西藏被定義為「漸門」的理由，也正於此可見。而此一觀想歷程的
大體面貌，學界一般以蓮華戒和寂護對《入楞伽經》中《偈頌品》第 256 到 258
等三首偈頌的解釋，加以扼要的概括。
《入楞伽經》的這三首偈頌，內容如下：16

（一）安住於唯心，不分別外境；住真如所緣，超過於心量。（按：以上
為第 256 首偈頌）。
（二）若超過心量，亦超於無相；以住無相者，不見於大乘。（按：以上
為第 257 首偈頌）
（三）行寂無功用，淨修諸大願；及我最勝智，無相故不見。（按：以上
為第 258 首偈頌）

寂護在其《中觀莊嚴論》中，對此三首偈頌依次解釋到： 17

15

以上關於「止觀雙運」的簡述，參（日）御牧克己：
〈頓悟與漸悟──蓮華戒的「修習次第」
〉
，
收入（日）梶山雄一等著、李世傑譯：
《中觀思想》，頁 332-335；周貴華：《唯識通論──瑜伽
行學義詮》
，頁 1。
16
（唐）實叉難陀譯：
《大乘入楞伽經‧卷六‧偈頌品》
，收入《佛藏》第 16 冊（上海：上海書
店出版社，2011 年），頁 367。
17
此處寂護對《楞伽經‧偈頌品》三偈頌的釋義，轉引自（日）一鄉正道：
〈瑜伽行中觀派〉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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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瑜伽行者，不可依唯有心（能取）之思想以分別外境（所取）。住
真如相之對象，也應該要超越認為唯有心之思想，無所取，亦無能
取故。
（二）超越了唯有心之思想，然後，對於無能所二取的顯現之知的執著，
也應該要把它超越。這在無顯現狀態的瑜伽者，能見大乘。
（三）瑜伽行者的境界，已無可見的東西，所以為了見的努力已無必要，
那是寂靜，同時是依據於本願而清淨的。住於此境界的他的知，是
最殊勝的，不持有本體，他於彼無顯現的知之中，不見實在性。

蓮華戒的對此三首偈頌的解釋則為： 18

（一）瑜伽行者體會到唯有（具有形象的）心一點，便不以外界的對象為
有。他沉潛於以（作為離主觀、客觀二者的光輝的心靈這樣的）東
西的真相為對象的瞑想中，自更超越乎唯有（具有形象的）心一點
了。
（二）這樣，他超越乎唯有（具有形象的）心一點後，便更超越了（在主
客觀方面）都無顯現（的光輝的心靈）。這樣，他沉潛於（連光輝
的心靈的）顯現都沒有了的瞑想中，便見到大乘的真理了。
（三）他不用勉力地保護所達致的境地。這境地是靜寂的，它通過（他的
菩薩的）本願而被淨化。由於（連光輝的心靈都）沒有顯現，故他
能體會到（先前）視為最高智慧的東西（即是光輝的心靈）的無本
體性。

入（日）梶山雄一等著、李世傑譯：《中觀思想》
（臺北：華宇出版社，1985 年）
，頁 278-279。
18
此處蓮華戒對《楞伽經‧偈頌品》三偈頌的釋義，轉引自（日）梶山雄一著、吳汝鈞譯：《龍
樹與中後期中觀學》，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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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觀寂護與蓮華戒師徒的解釋，則可發現，寂護所預設的、通過瞑想的修行所應
逐層超越、步步達致的境界梯級應是：

外境有 → 唯有心（唯識）→ 唯心無我（中觀）

也就是，佛修者在瞑想的修行中，應先瞑想到諸法皆為心識所變現，從而契會一
切外境並非實有，不具有實在性。這自然是一種以「識」攝「境」的認識，也可
以說是一種以「識」遣「境」的批判方式。而佛修者至此已越過諸種外界「實在
論」者所住的境界，造臻「唯識」論者的境界；再進一步，還應瞑想著連變現外
境的心識，都同樣不具備實在性，此可謂「境」、「識」俱泯，「境」與「識」在
此一內在境域中，都被當體批判掉了。於是佛修者超越了「唯識」論者所住的境
界，造臻、正觀了中觀學主張的最勝義境地了。

到了蓮華戒那裏，則是立足在寂護的基礎上，又將同一瞑想歷程中，原屬於
「唯識」階段的境界，進一步細分為二，從而成為：

外境有→ 唯有心（有相唯識 → 無相唯識）→ 唯心無我（中觀）

也就是：佛修者需先瞑想著，世間諸法皆乃心識所變現的「形象」，以之超越諸
種外界「實在論」者所住的境界，證知一切外境的非實在性，造臻「有形象唯識
學」的境地；其次，需冥想一不具有「形象」的、超越主客二元對立的光輝的心
靈，洞澈識中所現、所存之「形象」的虛妄本質，以之超越將識體所現之「形象」
執著為真的、「有形象唯識派」論者所住的境界，造臻視心識所變現之「形象」
為虛偽的、「無形象唯識學」的境地；最後，還應瞑想一連超越主客二元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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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輝心靈都無所顯現的境界，證知連光輝的心靈都不具備實在性，從而達致中觀
學所主張的究極理境。

梶山雄一即認為，蓮華戒對此三偈頌的解釋，正相應於「瑜伽行中觀派」在
知識論問題上所簡別的四種立場：（一）容許外界對象存在的立場（說一切有部
與經量部）
；
（二）只認可具有形象的心的立場（有形象為識派）
；
（三）只建立不
具有形象的光輝的心靈（prakāś- amātra）的立場（無形象唯識派）
；
（四）連
光輝的心靈都否定掉的空的立場（中觀派）
。循此，在此種觀察的瞑想中，
「瑜伽
行中觀派」的在知識論上架構的哲學梯級──特別是由寂護創發的，便相應的被
佛修者加以修習了。亦即：在瞑想的修行中，不獨依次直觀那「實在的物與心」、
「有形象的心」、「無形象的心」與「空性」，更要逐一批判掉屬於較低階的瞑想
對象，從而昇抵較高階段的瞑想對象。從而，在瞑想的過程中，正同時運作著批
判的思考。 19

若我們基本上肯定梶山雄一氏的此番述論，則我們可以說，此種強調「止」
（止心）、觀（真理的妙觀察）雙運的、具有鮮明之層級性質的瑜伽行主張，在
「瑜伽行中觀派」的整體哲學體系與瞑想理論中，佔有至關重要的位置，其意義
正在於：欲令佛修者以具體的修行實踐，一步一步去契證那在其基本教理中，通
過批判的思維所揭櫫的：緣起諸法（境）俱乃心識（識）所現；而心識與其所現
之諸法，則本無實在性（亦即：性空）──的究竟義的認識。易言之：即是欲令
佛修者於工夫實踐暨其所造臻之究極勝境上，吻合於其認識論上的批判性建構。

四、寂護與蓮華戒的教相判釋綜述
通過以上對「瑜伽行中觀派」在實踐理論上所架構之「瑜伽梯級」的介紹，

19

（日）梶山雄一著、吳汝鈞譯：
《龍樹與中後期中觀學》
，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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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看到，「瑜伽行中觀派」以其對中觀空義的堅持為思想底蘊，進一步融
攝「說一切有部」、「經量部」「唯識學」之教說──特別是認識論方面──並加
以批判、超越的思想梗概。以下，即就寂護、蓮華戒二者所簡別的上述幾派教說
進行評述──主要是針對存有論與知識論方面，據此以明「瑜伽行中觀派」對現
象界之構成與世俗知識之成立問題的根本思考：

（一）「說一切有部」與「無形象知識論」
作為「瑜伽行中觀派」在知識論問題上加以吸納，並在整體認識暨實踐層面
上必須首先加以超越的教理層級，「說一切有部」在現象界構成的問題上，主張
「三世實有，法體恆常」，認為作為客體存在的世間諸法，皆可基本還原為七十
五種元素，這自然是一種「外界實有」的存有論立場，是樸素還原論思維的運作
結果；但針對主體存在──我，「說一切有部」則否定此主體存在之「我」的實
在性，據此，吳汝鈞先生將此派教說判釋為「法有我無」
。20然而，在討論認識問
題時，
「說一切有部」不僅延續了對外界實在的主張，甚至承認認知主體──「心
識」──的實在性；但心識之發展認知活動，在過程中並不能認知到「表象」
（形
象）
，亦即：心識的認知作用，是展現為對一認知「對象」
（實存之外物）的照耀
作用，換句話說：心識之認識活動，即是一心識直接照耀「對象」的過程，在此
過程中，「對象」並不投射出一「表象」進到心識之照耀作用所及的範圍內，以
讓心識加以照耀或認取，因此，在「說一切有部」的認識論中，心識的內裡，或
說──心識之認識作用的範圍內，是不具有「表象」的，如此便成就了一種「無
形象的知識論」
。21吳汝鈞先生指出，
「說一切有部」的這套知識論，同時認可「心
識」的實在性和外界「對象」的實在性，但由於此一得以開展認識活動的心識，
在「說一切有部」之「法有我無」的存有論前提下，僅能被視為一種「經驗主體」

20

吳汝鈞先生的觀點，可參考吳汝鈞：
《佛教的當代判釋》
，頁 2-3。
關於「說一切有部」與「無形象知識論」的關係，可參考（日）
）梶山雄一著、吳汝鈞譯：
《龍
樹與中後期中觀學》，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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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sche Subjektivutät），其動感與作用性，僅能在現象的、經驗的層面
談，在廣度與深度上都有其限制，也只能成就經驗主義的知識論，將認識活動限
制在感覺機能的層面上，所得到的知識也是以經驗知識為主。 22

吳汝鈞先生的評論自然是有其見地的，究其實，「說一切有部」執持外界實
有、法體恆常的觀點，本與佛陀所定「緣起法無自性」的、佛教內部各宗各派所
宗之共理相違，因為諸法實有的認識，在佛教此一宗派的實踐論思考中，正是情
識起執的始點，亦是「苦」果緣生的本因，適可成為邁向究竟解脫的、對世間存
有之本質，與對究寂真理──在佛陀說為「緣起法無自性」
，其後則被總括為：
「緣
起性空」──之超越性認識的障礙，「瑜伽行中觀派」在充實自我的認識論、進
一步構作自我的實踐主張時，將之吸納、批判，最終僅作為體證究極真理前的通
過點，不是沒有道理的。

（二）「經量部」與「有形象知識論」
作為「瑜伽行中觀派」在整體認識與實踐層面上必須加以越的第二個教理層
級，
「經量部」的現象界構成的解釋，已有進於「說一切有部」外界實在的立場，
向著「唯識學」萬法唯識的存有論構作傾斜，基本上認可緣起諸法乃由心識變現
的觀點，但對於識中所現之物物事事，其在心識中的呈顯，需否有一實存的外在
「對象」作為支撐（或說：根據）
，
「經量部」採取一種微妙的態度，亦即：認可
在思維推理上，可以假設此種外在「對象」的存在，但對於此一「對象」究竟能
否確切加以認識，以至於，得以在一種具有明證性的基礎上肯定其存在，「經量
部」不置可否。23在此種存有論的背景上，
「經量部」對認識問題的基本主張是：
人的認識活動，是無法認知存在於外界的「對象」的，人所能認識到的，僅是外
界「對象」賦予「心識」的「表象」（形象）。舉例而言：「心識」之認識現前的
22
23

吳汝鈞先生的詳細觀點，可參吳汝鈞：《佛教的當代判釋》，頁 396。
關於「經量部」的存有論，可參吳汝鈞：《佛教的當代判釋》
，頁 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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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其所認識到的，並非作為外界「對象」的、此一書本的本身，而是此一
書本投射到「心識」中的「表象」
（形象）
。故而「經量部」在認識問題上，成就
的是一種「有形象知識論」。 24吳汝鈞先生認為，「經量部」的認識論，是以「心
識」中的「形象」作為認識對象，以外界的「對象」作為「形象」的根據，但對
於此一外界「對象」
，人們不能有所知覺。這大抵是以佛教邏輯中所謂的「現量」
──即：知覺（perception）──來認識心識中的「形象」
；以「比量」──即：
推理（inference）──來認識心識外的「對象」
。則此種認識活動，同樣僅展現
了一種經驗性的動感、作用，不具有超越性的動感。經驗性的動感僅能表現於經
驗主體對於外在性與料（sense-deta）的接受中，此一經驗主體並未具備（或說：
未能展現）一種超越的明覺。 25

吳汝鈞先生對「經量部」知識論的上述判釋，不少可援之為對「說一切有部」
的判釋，這主要集中於：在「說一切有部」與「經量部」所架構的知識論中，認
識主體的動感皆只能落在經驗層，無法振起佛修者在追求究竟解脫的過程中，最
需具備的主體的明覺，亦即：無法越過經驗層面的物事，接觸到、認識到那具有
超越義的究極真理，從而使此究極真理作為佛修者達致究竟解脫的認識根據。但
畢竟，就「經量部」的認識論與存有論來說，外界實有的立場已被解消大半──
至少，實存的外在對象，僅能是施設的存在；而認識主體無法把捉此一外在對象，
此所以「瑜伽行中觀派」以之作為瑜伽梯級中的觀照次階，以之越過對觀照初階
的執迷。

（三）有形象唯識派（形象真實論）
如所周知，「唯識學」以世間諸法皆為心識所變現作為根本宗義，而萬法既

24

關於「經量部」與「有形象知識論」的關係，可參考（日）梶山雄一著、吳汝鈞譯：
《龍樹與
中後期中觀學》
，頁 151。
25
對吳汝鈞先生的此部分判釋，本文的說明摻雜了個人的理解。吳汝鈞先生的原始陳述，可參吳
汝鈞：《佛教的當代判釋》
，頁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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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識現，則在存有論方面，諸如「一切有部」與「經量部」所肯定或無法完全擺
拖的外界實在論的立場，在「唯識學」中便是徹底予以解消掉的；據此，在認識
論方面，作為認識主體的心識，其開展認識活動所認識者，便皆為心識自體所照
現或投射出去的「表象」（形象）而已。在唯識學中，以上思考基本上是共義，
然而，對於心識所照現、投射並加以認識的「形象」作何評價？如何定位其本質？
又：心識的此種認識自我照現、投射之「表象」（形象）的認識活動，是否即是
認識活動的本質？在「唯識學」內部便有所歧異。其中一支認為，心識中的「表
象」
（形象）
，其在認識活動中──注意，僅在認識活動中──是實在的，可以被
視為真實，縱使心識中出現的「表象」有可能是錯誤的，例如：見貝為銀、以繩
為蛇；並且「表象」（形象）是認識活動的基礎，離開了「表象」（形象），或不
承認「表象」
（形象）
，認識活動的整體即不能成立，因此此派學者認為，人之所
以陷於迷惑，不是因為認識活動中的此種「表象」
（形象）
，而是心識所起的「思
維」活動，對此種「表象」（形象）慣常地會加以解釋所造成的，因此，「表象」
（形象）自身無所謂汙染，只要掃蕩了對此種「表象」
（形象）的「思維」
，便如
撥雲見日，可以從虛妄執迷中覺悟，體證到離卻「表象」
（形象）的光輝的心靈，
即在心識的自體當中。因之，此派思想認為，
「表象」
（形象）即是認識的本質，
其自身是無污染，亦並非虛妄，光輝的心靈即存在於其中，「思維」方是造就執
迷的原理。此派思想，即是所謂「有形象唯識派」，其認識論，即是唯識學中的
「形象真實論」
。26吳汝鈞先生認為，此派思想是以心識中的印象代替外界實在，
認為心識中的「形象」與心識的明照、向外投射的作用皆為實在，心識中的「形
象」由心識的變現而成立，這種認識活動，即是「識的自己認識」（按即：識的
自證知）。此種認識論，並非典型的以認識的對象獨立於認識主體，而就中形成
一種主客關係的思維導向。由於在主客關係中主體的的活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26

此部分針對「有形象唯識派」的紹介，在參考梶山雄一氏的說法上，加上不少作者自己的理解。
梶山雄一氏的原始見解，請參（日）梶山雄一著、吳汝鈞譯：
《龍樹與中後期中觀學》
，頁 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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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動感的空間也是有限。 27

可以看出，吳汝鈞先生的此部分判釋，多少有些語焉不詳，亦即：究竟其是
認為在此種認識論中的「主體」，仍落在主客關係中而使自身之活動受到一定限
制，從而動感有限？抑或是認為此認識論中的「主體」並未落在主客關係中，所
以其活動並未受到限制，因而較具動感？從吳汝鈞先生的判釋表述中，沒辦法逕
作判斷。但就「有形象唯識派」的思考來看，其雖主張認識主體──即：心識─
─之中，當體即存在一光輝的心靈，只要停止認識活動中的「思維」活動對「形
象」的作用，即可離卻形象，使此一光輝的心靈有所展現，然而我們要問：若心
識所發動的「思維」，仍根本上執取在認識活動中心識所向外投射的「表象」為
真實，則心識何以能掃蕩「思維」的運作，並進一步洞澈、捨離自體所投射的「表
象」
，返照自體內藏的光輝？可以看到，
「有形象唯識派」所肯定的，那雖非外界
實在之「對象」向心識投射的「表象」
（形象）
，亦正適可為「心識」自體在認識
過程中有所執取，從而陷於虛妄執迷的原因。「瑜伽行中觀派」以之為觀照第三
階，並最終仍要加以越過，實是其來有自。

（四）無形象唯識派（形象虛偽論）
與上述「有形象唯識派」的觀點相左，在唯識學內部，另一有派認為：認識
活動中的「表象」（形象）有謬誤的，如上文所舉見貝為銀、以繩為蛇之類，可
見「表象」
（形象）即使在認識活動中，仍是虛妄、不真實的，原因在於「表象」
（形象）本即「心識」發動「思維」活動下的產物，所以，認識活動的本質，並
非依於「表象」（形象）而成立，而是離卻思維的、那「心識」的照明活動當體
即是認識的本質；換言之，
「心識」的本來面目正像一面明鏡，原是無有汙染的，
其所映現的各種「形象」
，縱使混雜著各種誤謬、虛妄，都只是偶然的客塵而已。

27

吳汝鈞先生的原始見解，可參吳汝鈞：《佛教的當代判釋》，頁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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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觀點，已與中觀學極為接近，因為此一不具備內容（按：因為其上所映現
的諸般「形象」，無論誤謬與否，都只是暫時的，如浮光掠影）的、無有汙染的
光輝的心靈，與「空」的境地幾乎已是相同的東西了。因之，此派立場大抵認為：
在認識活動中，心識所照現的「表象」
（形象）
，與「思維」的活動同樣都是虛妄
的。此派思想，即是所謂「無形象唯識派」，而其認識論，即是唯識學中的「形
象虛偽論」
。28吳汝鈞先生認為，此種認識論僅承認「心識」的明照投射作用為實
在，而以「形象」為虛妄，這種明照投射的作用本身較具動感可言，但因明照、
投射作用所達致的形象無實在性，便無法交代被認識的形象從何而來的問題。 29

吳汝鈞先生的判釋，顯然是對「無形象唯識派」在認識論上標舉的、那連「表
象」（形象）都不具有的、光輝的心靈的明照投射作用，有著較高的評價，這毋
寧是因為對佛修者而言，此種明照、投射之作用的自我覺知與持續發動，與佛修
者能否達致究竟真理的實踐是密切相關的；並且也正如上文所言：此種不具備任
何內容且無有汙染的、光輝的心靈，與「空」的境地幾乎已是相同的東西了，這
正顯示著達此境地的佛修者，離究竟真理的體悟，僅差臨門一腳，渡脫的彼岸已
近在眉睫。但「瑜伽行中觀派」仍以依於此種認識論所可能通向的體證境地為不
足，將之視為最後的通過點，這終究是在於：對諸法之「實在性」的否定，就中
觀學而言，乃為通向最勝義諦的唯一途徑；而「無形象唯識派」就算徹底否定外
界實在，且連心識中的「表象」（形象）都否定了，但終歸是以一光輝的心靈為
最終的落腳處──至少在「瑜伽行中觀派」來看應是如此，以是乎，其所構想的、
瑜伽的最終梯級──境識俱泯、諸法皆空──畢竟是必須通過「無形象唯識派」
所住的境界，方能拾級而上、超邁以進者。

28

此部分針對「有形象唯識派」的紹介，在參考梶山雄一氏的說法上，加上不少作者自己的理解。
梶山雄一氏的原始見解，請參（日）梶山雄一著、吳汝鈞譯：
《龍樹與中後期中觀學》
，頁 152-153。
29
吳汝鈞先生的原始見解，可參吳汝鈞：《佛教的當代判釋》，頁 396。
87

遠東通識學報 第七卷第二期 頁 69-90

蓮華戒《修習次第》的實踐綱領，及其與寂護的教相判釋

五、結論
經由上文的梳理與闡述，我們大抵可從中窺見，「瑜伽行中觀派」因吸納唯
識學以裨補自身存有論暨認識論之不足，從而展現的一種「空」
、
「有」互融思維
的理論特色。我們也可以看見，「瑜伽行中觀派」在寂護以其較具創發性的思想
工作填補此項不足後，再待到因歷史緣會的推動，由其高足蓮華戒因應西藏王的
要求，進一步將「瑜伽行中觀派」的實踐主張加以理論化、體系化後，整體「瑜
伽行中觀派」的教理構作，便呈現了一種頗為全面的規模，尤其在存有論、認識
論與修證論之間，形成了一種極為密切的關連，亦即──佛修者於修證過程中所
歷遍暨觀照到的諸種境界，即是佛修者之認識主體由一「經驗認識」逐步昇晉至
「超越認識」的活動過程中，所把捉到與證取到的、分別屬於「經驗性的存有」
與「超越性的存有」；再進一步說，對作為追求解脫道的佛教而言，此經驗性的
存有與超越性的存有，也正對應於「（有）執的存有」與「無執的存有」。

所謂「（有）執的存有」與「無執的存有」
，最初乃當代新儒家掌舵人物牟宗
三先生的特殊提法，是其在交互參照西方大哲──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
學系統與中國儒、釋、道三教思想之殊勝、同異處後結晶而來的一大慧識。牟先
生大抵以為：凡中、西聖哲生命之所共契處，必肯定人之認識能力可有兩層，一
曰「知性」（或曰：「識心」，此是以佛教名相類比之），二曰「（睿）智的直覺」
（或曰：
「自由無限心」）30；其中，人們依「知性」
（「識心」）之認識能力，僅能
認識、觀照到一般現象界、存在界中的紛然萬象與諸種存在，並且，此「知性」
（「識心」）是一種一執到底的「執心」，會對此一般現象界、存在界中之紛然萬
象與諸種存在升起執著、引致無明，則人們秉此「知性」（「識心」）所照見的、
所生活在其中的存有世界，即是一種「（有）執的存有」（牟先生或曰：「現象界
的存有」）
；然與此有別的，若「知性」
（「識心」）能進一步上提為「（睿）智的直
30

此處所謂「（睿）智的直覺」，最初乃康德所提出，但康德認為：人類不能擁有「
（睿）智的直
覺」
，宇宙間唯「上帝」（God）具備，「
（睿）智的直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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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
（「自由無限心」）
，則人們依「（睿）智的直覺」
（「自由無限心」）所能認知暨
朗照的，即是「物之在其自己」（「物自身」）， 31是物物事事之如如存在，是物物
事事之本真、無妄的真實相狀，從而，更不對此如如存在之物物事事有所執著。
因此，人們秉此「（智）智的直覺」
（「自由無限心」）所能照見的、所生活在其中
的存有世界，即晉升、轉化為一種「無執的存有」
。32吾人以為，若立足於牟先生
的此種觀點，再參照上文所述「瑜伽行中觀派」所建構出來的瑜伽梯級，則我們
可以說：此種瑜伽梯級，正可謂是一種對前此所觀想之一一境界層級，進行逐一
捨離、拋卻執心，以求最終得自「有執的存有」造臻「無執的存有」的思維歷程。

當然，本文僅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對「瑜伽行中觀派」的教理建構規模
從事一番述要的工作而已，若來日能進一步對此派哲學的文獻逐一進行精研，相
信必能考索出更多值得學界參酌、深研的細部理致與相關問題。

31

所謂「物之在其自己」（thing in itself），是康德哲學中的重要概念，用以區分現象界中的
紛紜「現象」，一般通譯為「物自身」
。
32
以上對牟氏「兩層存有論」之內容的約要簡述，參自牟宗三：
《現象與物自身》
（臺北：臺灣學
生書局，2004 年）
，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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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裡的風箏與放風箏活動探微

詹雅雯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遠東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摘要
《紅樓夢》裡的風箏物象有其象徵功能，主要是針人物賈探
春，以風箏終將飄飛遠去的特質連結探春終有遠離家族的命運；
另在第七十回暮春放風箏活動中，呈現各色風箏造型恰用以喻指
施放者的性格屬性，施放情狀則象徵其人之生命際遇。
第七十回暮春放風箏活動亦為清明節俗，取意民間有絞斷風
箏線以放晦氣之說。眾人放晦氣之舉當與這回詠柳絮詞之意境合
看，其節俗內涵使放風箏宛如為賈家驅厄之儀式。可惜眾人命運
之勢已然，除晦失效，人物之期待依舊落空，賈府人終究難以掙
脫自鑄之不幸收場。

關鍵字：紅樓夢、風箏、放晦氣、柳絮詞、大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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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kite-flying and kites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Ya-Wen Jhan
Doctoral Candidates,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CKU

Abstract
The kite has a symbolic function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t is mainly aimed of Jia Tan Chun（賈探春）. Kite flying
and leave symbol of Jia Tan Chun's fate. In 70 chapter kite-flying
has put the bad luck means. Unfortunately, the removal of bad luck
ceremony last failed. The Jia family still walk unfortunate outcome

Keyword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kite, removal of bad luck,
Catkins, Daguan Garden 大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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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紅樓夢》中對於民俗風物「風箏」有不少相關描寫，如第五回將放風箏意象作為
人物賈探春命運之判詞，第二十二回由探春所作詩謎，是以風箏為謎底而進行描摹，並
同樣使之隱喻探春未來人生歸宿。及至後四十回續作中，續作者亦關注風箏指涉探春之
用意，安排第百十六回賈寶玉重遊太虛幻境，再翻《金陵十二釵正冊》還見得「圖上影
影有一個放風箏的人兒」，所指仍是探春，而當時探春果然已如斷線風箏般遠嫁。尤其
第七十回對施放風箏有更多描寫，內容指涉亦更豐富，實蘊含多種層面的象徵意義，同
時取材放風箏以「放晦氣」之民俗內涵加以敘寫。
前輩學者已注意風箏在《紅樓夢》中數度出現之設計，探索風箏的重見複出有何特
別的意義和作用，如王關仕先生作〈柳絮詞、放風箏探微〉和〈寶釵放的風箏〉諸文，
1
扼要地指出大觀園暮春詞作、風箏形象和人物之間的相關性與命運預示作用。 另外王

潤華先生撰〈論大觀園暮春放風箏的象徵〉一文，2亦曾論及第七十回的風箏放飛活動，
對於風箏造型象徵人物性格命運有精闢之闡釋。其他如郭若愚先生撰《紅樓夢風物考》3
和鄧雲鄉先生的《紅樓夢風俗譚》 4等民俗專著，自不乏針對《紅樓夢》所反映清代的
風箏遊藝進行考述。本文仍以《紅樓夢》中寫及風箏之情節為探討對象，在整理前人論
述之餘，亦補充較少為人討論的放晦氣風俗，考察風箏與民俗意涵對於塑造人物形象或
深化情節意蘊、以至對通部小說敘事功能所發生之影響。
實而風箏一物於我國文化中出現甚早，其由中國人所發明，但在古籍上關於風箏起
源的記載或有出入， 5大抵在先秦時已造出風箏。其歷來名稱有呼作「木鳶」、「紙鳶」、

1

王關仕：《紅樓夢指迷》
（台北：里仁書局，2003 年）
，頁 28-32、頁 74-77。
王潤華：
〈論大觀園暮春放風箏的象徵〉
，刊載於《大陸雜誌》第 89 卷、第三期（台北：大陸雜誌社），
頁 36-43。
3
郭若愚：《紅樓夢風物考》
（陜西：陜西人民出版社，1966 年）
。
4
鄧雲鄉：《紅樓夢風俗譚》
（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9 年）。
5
風箏起源之說大抵有三：一說是墨子或公輸班所作，見於[清]吳鼐校，韓非著：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
（中華書局聚珍排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 年，頁 625）。
及[清]孫詒讓著，孫以楷點校：
《墨子閒詁‧魯問》
：
「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
（台
北：華正書局，1987 年，頁 678）
。或說是由韓信製作，見[明]李果訂，[宋]高承著：
《事物紀原》冊（三）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頁 306）
。及[宋]司馬光著，李宗侗、夏德儀等校註：《資治通鑑註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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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鴟」、「紙鷂」、「風鳶」…等不同，今人所稱是據明代陳沂《詢蒭錄‧風箏》所述，
當風箏放飛，而風吹入笛，於是發出聲響似鳴箏，故命之為「風箏」，成為今日普遍的
稱呼。風箏製作技巧和用途曾發生歷時性的轉變，相傳最初公輸班和韓信利用風箏，是
取其可在戰時突破交通阻絕和對外傳遞訊息之用；由之衍伸突破監禁之發想，相傳為使
人逃獄，唐以前還曾出現一種尺寸較大、足以載人飛行的風箏。 6唐以後，風箏已逐步
發展成工藝品，風箏的用途亦由軍事轉向娛樂性質，在樣式、類型和製作技巧上也逐步
增益，進而融入民間生活成為常見的民俗活動之一。
另在文學創作上，唐代文人也將風箏作為文學的意象取材， 7風箏入詩便就此與文
藝領域發生結合。宋代，風箏在民間的運用流傳更為廣泛，傳說宋徽宗時曾親自主持編
纂《宣和風箏譜》一書， 8不論傳言真假，卻顯出當時放風箏活動普遍受到歡迎。大約
當時的文人、工匠已留意將工藝技術加以記錄，風箏既為民俗風物，其紮製方式、種類
樣式等自然也在傳習下成熟進步。而製作或販賣風箏，在宋代市民經濟興盛的背景下，
也發展成為一種專門職業， 9更是民間百姓從事游藝、風俗活動中不可或缺之一種。
至清代，風箏工藝精益求精，民間製作技巧已發展成熟，是尋常百姓已慣見的遊藝
品。民間施放風箏的時機與民俗節日密切配合，典籍中有關放風箏時節的記述，多見於
暮春、清明、也有重陽登高的時候，大抵來說，清明節與九九重陽都被清人視為放風箏

（九）》卷一百六十二〈梁記十八〉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頁 98）
。再有五代漢李鄴製作之
說，見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明]陳沂：
《詢蒭錄》
：
「即紙鳶又名風鳶，初五代漢李鄴於宫中作紙
鳶，引線乘風戲，後于鳶首，以竹為笛，使入風作聲，如箏鳴，俗呼風箏。」
（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頁 3）。
6
[唐]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
《新校本北史‧彭城王勰列傳》
：「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
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此處的「紙鴟」即是風箏，尺寸龐大，可載人飛行。
（台
北：鼎文書局，1975-1981 年）
，頁 709。
7
如將「風箏」
、
「紙鳶」作關鍵字檢索全唐詩，計「風箏」約得 10 首、
「紙鳶」約得 5 首。此檢或失之粗
略，然大致呈現唐詩取材不乏風箏一項。參檢：故宮【寒泉】古典文獻全文檢索資料庫，網址：
http://210.69.170.100/S25/d2wfm.exe。又詩人寫及風箏，多有描述風箏施放空中時發出「聲響」之特
色。因聽聞聲響而誘發放風箏活動，恰是《紅樓夢》寫風箏一段的藉意鋪排；只不過所聽並非箏鳴天上，
倒是落下來打到竹稍上的聲音。
8
參考「濰坊風箏藝術研究交流協會─中國風箏藝術展網頁」，網址：
http://www.kiteshow.com/index1.htm。亦可參考林永匡、袁立澤：
《中國風俗通史─清代卷》第十二章
〈遊藝風俗〉之介紹，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年）
，頁 488-490。或參考肖光娟：
〈第十三屆濰坊
國際風箏會紀略〉
，收於《民俗研究》第一期（總第 41 期）
（濟南：民俗研究雜誌社，1997 年）
，頁 52-54。
9
參考任海：《中國古代體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其中介紹季節性的民俗體育，在春季
的活動中亦納入風箏一項，並提到：「宋代的城市中出現了出售風箏的小商小販」
，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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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時節。清‧潘榮陞於《帝京歲時紀勝》載：「清明掃墓，傾城男女，紛出四郊，擔
酌挈盒，輪轂相望。各攜紙鳶線軸，祭掃畢，即於墳前施放較勝。」 10又清‧富察敦崇
《燕京歲時記》則云：
「兒童好玩亦有關於時令。京師十月以後，則有風箏、毽兒等物。」11
似乎時節的撿擇只要合其天清氣朗，適合郊野遊玩散心便是，又因百姓於清明與重陽節
日方有閒暇至郊野踏青，放風箏遂也成為此二節日的慣見風俗之一。
《紅樓夢》敘事者雖於第一回聲明故事「無朝代年紀可考」（001；0003） 12，然歷
來紅學家考述其內容當屬清代之生活景狀， 13而就小說中描寫放風箏一處，便與《帝京
歲時紀勝》所記「清明」之情景多有吻合， 14可見《紅樓夢》對北京當地實際的風俗形
貌有所反映。風箏一物不僅活躍於清代市井階層，文人雅士間也以親自紮製、餽贈友朋
為風尚， 15相傳《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正是精通此道者，甚至曾撰寫一部關於風箏工
藝的專著：
《南鷂北鳶考工志》
，文學作家因而與民俗遊藝專家發生重疊，16使《紅樓夢》
中關於風箏的描寫更見豐富如實。
綜觀風箏之發展，其由戰時救命之器，演變為清代市井小兒手中之玩物，然其最引
人注目的特質，始終是可經人手操縱將之升騰至高空飄飛者，風箏遂可代人觸及不能輕
易抵達的高處。而於節日行使之，更使生在封建社會的百姓難得閒暇放鬆的生活步調獲
得舒展，放風箏自然成為受歡迎的娛玩活動。然而《紅樓夢》轉化風箏意象原有的舒心
感受，每提及風箏皆隱含涕淚悲傷；其次亦敘寫一場人物為趣味而展開的放風箏大會，
10

[清]潘榮陞：
《帝京歲時紀勝》
（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
，頁 16。
[清]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
（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
，頁 85。
12
[清]曹雪芹原著，馮其庸等校注：
《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全三冊（台北：里仁書局，1990 年）。
本文所引《紅樓夢》內文，乃據此三冊，為求檢讀便利，凡徵引原文即於引文之後以
「回目；頁次」表示，不再另註。
13
此類論述繁多，箇中專就民俗風物作討論者，如鄧雲鄉：
《紅樓夢風俗譚‧序》便提及：
「《紅樓夢》的
時代，也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社會生活、民俗風尚。」，頁 1。
14
證之郭若愚：
《紅樓夢風物考‧紅樓夢歲時志》「風箏」條，其引述《紅樓夢》第七十回所寫放風箏的
情況，繼而點明「清代乾隆初期的風俗就是如此的」
，頁 145。
15
參見「濰坊風箏藝術研究交流協會─中國風箏藝術展」
，網址：http://www.kiteshow.com/index1.htm。
16
在清代出現《廢藝齋集稿》一書，內容共八冊，分別談印章、風箏、編織等工藝，《南鷂北鳶考工志》
是當中一部，詳錄清末迄民初之風箏工藝，從風箏圖式、製作技法、歌訣等載述均可見精緻豐富，為關
注風箏工藝與民俗不可忽視的珍貴材料。然該書是否為曹雪芹所作，學界於民初時期雖曾有熱烈爭辯，
但仍未得出公論。相關資料可參見，
《漢聲雜誌》116 期、117 期（台北：漢聲雜誌社，1998 年）
。和吳恩
裕：
〈曹雪芹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發現〉
，載於《紅樓夢研究專刊》第十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1973
年）
，頁 124-158。及陳毓羆、劉世德：
〈曹雪芹佚著辨偽〉
、郭若愚：
〈三難《廢藝齋集稿》為曹雪芹佚著
說〉
、朱家溍：
〈漫談假骨董──曹雪芹的佚著和遺物〉等具代表性之專文。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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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收場似未必能收縱樂之效。針對這兩個部分，本文即在前人的論述基礎上作進一步
析論。

二、風箏的象徵及作用
至明清階段，風箏的發展達到鼎盛，放風箏是民間特別受歡迎的一種遊藝活動，也
時常作為題材融入文學、繪畫、戲劇等多種藝術領域中。《紅樓夢》敘事亦不乏取材於
當時普及的放風箏活動，在情節內或使其出現於圖冊上，或傳達放飛意象，更有集體展
示並放飛風箏的具體寫照。就結構位置而言，故事的前中後段都曾將風箏寫入，而凡敘
事中反復重現之物象，定寄託有表像以外的特殊意涵。
（一）風箏象徵探春遠嫁
《紅樓夢》分別於第五回、第廿二回寫及風箏，及至八十回後續作的第百十六回亦
仍提起風箏，暫不論第七十回意蘊豐富、圖像多元的風箏寫照，則所有關乎風箏之意象
都用以暗喻賈探春的命運。首先出現在第五回的「金陵十二釵正冊」內，藉寶玉夢遊太
虛幻境因得翻看金陵女子的未來命運，冊中有一幅圖畫的內容是：

…畫著兩個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005；
0087）

圖後續有四句言詞，寫著：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005；
0087）

17
圖文上雖未註明所指為誰，然對照後來的故事發展或證之以紅學家的批語 說明，可知

17

見脂批「王希廉本‧總批」云：「第三幅是賈探春。」批語轉引自浦安迪：《紅樓夢批語偏全》
（北京：
北京大學，2003 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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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確為探春無誤。今本後四十回雖為續作，但在第九十九回仍配合前八十回內的線
索，提及當賈政赴任江西糧道時，接獲鎮海總制欲求聘探春之信函，賈政亦允諾將探春
遠嫁海疆，使得探春未來生命之軌跡，便就此若合於十二釵正冊上女子乘船渡海「如風
箏飄搖遠去」的圖文預示。
另在第二十二回，大觀園內青春兒女齊聚製元宵燈謎取樂時，探春所作詩謎之描述
即覆其謎底為風箏，謎題為：

階下兒童仰面時，清明妝點最堪宜。游絲一斷渾無力，莫向東風怨別離。（022；
0349）

18
當時各人所作燈謎都與自己身世運際相關， 如元春為一響而散之爆竹、迎春為打動亂

如麻之算盤、惜春為清淨孤寂之佛前海燈等，探春所作是當時兒童於清明時節常施放的
風箏，卻不著墨放風箏之樂，反別有傷懷，細微點出風箏將「游絲一斷渾無力」，似含
怨無助般地飄然遠去。儘管人物當下渾然不知，然謎語托喻於風箏，實已為探春未來遠
嫁的命運作出提示。若輔之以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眾女兒趁寶玉生日夜
聚於怡紅院抽花籤行樂，探春掣得一支杏花籤，籤上注云：
「得此籤者，必得貴婿」
。
「得
貴婿」指的就是探春未來由賈政做主嫁與鎮海總制之子，其家門第與繁盛時的賈府門戶
相當，原與賈家同鄉只如今遠調海疆，可見探春所適對象不差，只是遠嫁海疆來日恐難
得返。
以上兩則詩讖中提及「清明涕送」和「莫向東風怨別離」之語，甚至直言「才自精
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
，圖示則出現風箏、大海和「女子掩面泣涕之狀」
，所傳達
的意蘊實以哀傷為主。既以之表述探春的未來命運，顯見賈府女兒中素有「玫瑰花」19渾

18

見第二十二回〈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謎底由賈政揭曉是「風箏」
，並於心中沉思：
「探春所作風箏，乃
飄飄浮蕩之物……今乃上元佳節，如何皆作此不祥之物為戲耶？」
。
19
第六十五回藉榮府家僕興兒之口提到：「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
。…興兒笑道：
「玫瑰花又紅又香，
無人不愛的，只是有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養的，
『老鴰窩裏出鳳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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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敏探春」 20，在封建時代因身為女子便無挽救家族頹運之可能。遠嫁不道喜卻隱
含悲傷，主要因由今本情節中並未詳細交代，紅學家雖多方推敲揣測然未有定論，唯可
確定的是探春出嫁將如風箏斷線遠飄之意象般，既無力由己決定生命之方向，遠行更充
滿悲傷悵然，或有從此無緣返回娘家之可能；然今本後四十回交代探春嫁後不出數月即
返家之情節，顯然應與舊稿之設定有若干出入。若單就「風箏」物象所指涉，今本直到
第百十六回，敘寶玉重遊太虛幻境再翻昔日曾瀏覽的「金陵十二釵正冊」
，心中便暗思：
「那些姊妹們的壽夭窮通沒有不知的了」，又見得「圖上影影有一個放風箏的人兒」
（116；1733）
，可見續作者仍就放風箏圖樣對探春遠嫁再予呼應。如此不論前八十回原
作或後四十回續作之用意，「風箏」在《紅樓夢》中誠由探春專屬，風箏飄放、以致隨
絲線飄搖斷去的景狀都為探春命運代言，寄之以濃厚感傷。
這層藉風箏構成的象徵作用，實帶來深化情節意蘊，為讀者製造懸念、造成緊張之
作用。《紅樓夢》寫入「風箏」或「放風箏」這一具體事物，使之呈現比它本身更深刻
而廣闊的意義，亦即使風箏作為能指，其帶有的意義、概念（所指），與人物探春的未
來命運，以「終究飄搖遠逝」之意象為共通性，當風箏與探春二者彼此聯繫便構成風箏
的「象徵」（Symbol）作用。而將風箏與詩詞謎語結合，即同時採用「讖語式」的寫作
手法，當敘事提起風箏或相關物象時是「明顯帶有謎語功能而屬於讖謠式的表現的」21，
如此寫作手法固然來自「在事後回思追憶的傷悼筆調下，難免會處處流露先知的口吻而
暗示未來的天機」，然於情節中一再重現之安排，則「又可以持續地喚起讀者的記憶，
自動將敘述過程中因斷裂的空白而遺忘的指示召喚回來，並透過不斷的重現而發揮前前
後後縫合內部情節的美學功能」 22，即藉此建立全書更完善的敘述體系並聯綴成更穩定
的結構。尤其不論判詞、判曲，及燈謎等讖語營造之懸念，使人物命運與小說終局似乎
隱約可感卻又暗藏玄機，於是在故事結束、真相大白之前，就像是「帶著象徵詩一般的
20

第五十六回回目：「敏探春興利除宿弊」，此回特殊探春之精敏，有治家經世之才幹。
見歐麗娟：
《詩論紅樓夢‧緒論》
：
「在這些作品（判詞、燈謎、懷古詩）中，曹雪芹總是以前述洪邁所
說：
『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的方式，讓賈政因為『小小之人作此詞句，更覺不祥，皆非
永遠福壽之輩』而煩悶悲戚、悲傷感慨，也讓讀者領會到一種『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的哀感。」
（括弧
內文字為筆者所加）
（台北：里仁書局，90 年）
，頁 40。歐麗娟分析《紅樓夢》中的詩讖表現有二大方式：
一者即屬此，以直觀的讖謠式表達；另者則是融入詩作風格性情的藝術考慮。
22
同上註，頁 43-4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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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效應」 23，只是預先劃下一抹不祥的伏筆，藉這伏筆造成懸念增加小說情節的吸引
力。何況風箏對探春之影射可說有「重複預敘」的效果，每出現風箏的意象，便是對探
春命運再一次的預告，進而可以造成讀者的心理緊張，強化閱讀的功能。
（二）藉放風箏除晦氣
敘事進入第七十回，不僅使風箏的象徵作用獲得擴展，同時以放風箏活動帶出特殊
的民俗活動內涵，清代北京一帶正有趁春日施放風箏以除晦氣之說。首先是施放的時
節，實不僅春季，凡宜於出行踏青的時節皆宜使風箏飄揚，黃華節在《中國古今民間百
戲‧放紙鳶》中即做說明，北方人放紙鳶的季節有其原由：

北人放紙鳶，早在春節便開始，一直遷延到暮春。按其所以止於清明，是氣候使
然，原來我國氣候，一到清明，便轉入暴風雨季節，長江流域且如此，大江以南
更甚。所以清明後最不適於放紙鳶。……但到了秋高氣爽的節序，碧空萬里風定
雨稀，又是放紙鳶的大好佳日了。

24

可見只要適應氣候，晴好的春日、爽朗的秋天，都是放飛風箏的好時節。春日即配合清
明時「紛出四郊」之便，秋日則是重陽登高，果見「碧空萬里風定雨稀」，自然更能誘
發放風箏的好興致了。
其次，放風箏除作為遊戲別具趣味性外，此舉實另寄寓一層民俗心理，《中國古今
民間百戲》亦針對「清明放斷鷂」之風俗作較為詳細的闡釋：

暮春及秋高時節，兒童多喜歡放紙鳶。清明更視為應節樂事，俗有「清明放斷鷂」
之諺。鷂即紙鷂，是紙鳶的俗稱，又別名風箏，三者之中，以紙鳶一名為最古，
俗諺一語，充分表出世俗對紙鷂的迷信心理，亦隱約透露此俗所由發生的泉源。

23

見楊義：
《中國古典小說史論》
：
「把人物命運率先隱藏在詩與畫的玄機中，卻始終帶著象徵詩一般的密
碼效應……它實際上只交給你一種百思難得其解的參數密碼……只有和那塊通靈寶玉一道歷盡奢華和憂
患之後，才具備解讀密碼的可能。」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572。
24
黃華節：《中國古今民間百戲》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頁 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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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是借紙鷂為穰災卻病，改善流年命運的法物，把一身疾病或倒運，寄托在紙
鳶之上，玩到滿足後，故意把線索弄斷，任紙鷂隨風消逝，把疾病劣運帶走。 25

顯然在民俗「放晦氣」的意識下，風箏便從遊藝品搖身變作禳災之法物。施放風箏的特
別之處在使其乘風至高空飄揚，此一為其他兒童遊藝所沒有的性質，兼之古人若非於特
定處登樓，並無隨意騰空或高昇俯瞰之機會，加諸施放後必趁勢再將手上風箏絲線絞
斷，使升至高遠空中的風箏乘風飄搖逝去。正因放風箏這項活動具有他項遊藝所無可取
代之特殊性，尤其施放時節是在春或秋季天候晴朗難得外出踏青的時節，易促人有舒放
身心、對空展望祈願的作用。民俗的信念便由此醞釀而來，百姓在遊戲同時亦寄託其衷
心之願想。
原來民眾心理和社會條件的運作就是密切交織的，人們於生活中不免遭臨疾痛、挫
折，影響所及可能就是生計依持將益加困難，是當人力束手無策時便本能地求助於神靈
之力。而民俗活動發生之因由，正是蘊蓄有某種意味久長的信念於其中，寄寓表面的民
26
俗儀式外更深刻之意義。 特別在此俗盛行的清代中國，科學技術並不如當時的西方發

達，一般人們對疾病及各種自然侵害的原由不得理解，惟將盼望的、美好的信念託予上
天，祈求「少病殃、多安康」無非是人們亙古以來的共同盼望。依此，當社會生活中的
民眾心理表現在放風箏上，即呈現所謂「放斷鷂」之信想，認為假借這樣的活動可放除
晦氣，以之抒解來自生活煩難所產生的無助不安和心理焦慮。此外，亦有將斷線而去的
風箏視為充滿「穢氣」的說法，人家放掉的風箏是不能輕易撿拾的。27 這些曾有的、充
滿情味的民俗現象，皆為《紅樓夢》取材並鋪展出相似的民俗情境：時值暮春正該放飛

25

黃華節：《中國古今民間百戲》
，頁 153－154。
[英]R.R.Marett（馬累德）著，曾召銘譯：
《心理學與民俗學》
：
「從表面上觀察人類歷史，它似乎是在
偶然性的衝突和交錯中變動不居並處處顯示著發展和衰落，然而我們只要觀察歷史的深層，就會發現取
向和動機，它們對人來說則具有永恆的意義。……心理學家偏好把重點放在精神生活的連續性上，社會
學家則因研究問題的另一層次而合理地把重點置於習俗的相對性及其對環境和暫時條件的依賴關係上。」
據此，則民俗現象的呈現實應同時由心理的及社會學的角度來詮釋其意義，此交集之意義並經常指向一
個共同而永恆的特質，例如、求取生活安定，免於生存恐懼等。非僅是因應於偶然的事件，無規律地發
展群體的腳步。（台北：結構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發行，1990 年）
，頁 135。
27
黃華節：
《中國古今民間百戲》還記載另一種風俗：
「淮安人放鷂，又有一種迷信，認為放鷂斷了的線，
落在人家的屋瓦上，是一種「穢氣」
，一定要扯下來，壓在馬子底下，才把穢氣消除。」，頁 15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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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箏，賈府接連諸事不順，生活其中的人們自也具備除晦、改運的心理基礎。作者利用
放晦風俗以延展情節，便有相當合理的背景基礎。

三、風箏放飛過程及效果
大觀園的第二個暮春節俗，出現在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雲偶填柳絮
詞」中，時序同為暮春時分所歷節俗卻不重出複寫，第二十七回寫園中女兒祭餞花神，
這裡另敘重起詩社和放風箏。原來從去年歲末至這年仲春，賈府裡外諸事繁雜，闔宅不
寧， 28園中眾姊妹雖已組織詩社，然非但無暇起社，暮春時節亦不見往年祭餞花神之熱
鬧，反而府內上下傷病引憂之事不斷，以致寶玉似染怔忡之疾。正逢這幾天湘雲來宿，
且黛玉應節對景，先做了一首〈桃花行〉感春，姊妹因之有了興致，鼓舞著該找時候起
社作詩，這年春天大觀園的活動遂由此鋪陳。就在這次詩社聚會中，除了詠唱詩詞，也
趁機行放風箏之清明節俗。
（一）暮春放風箏過程
第七十回之前，敘事所提風箏一概用以隱喻探春未來命運，對家族和探春自身而
言，由家鄉飄搖遠去便一如斷線之風箏，雖呈現出高飛意象卻點染著哀傷況味。第七十
回起，大觀園出現眾多風箏待人物施放，風箏不再專屬探春，因此，每一種造型之風箏
都恰表其所有者的性格，乃至由施放過程的具體事狀和流露之思感中預示施放者的命
運，使風箏所象喻之層面擴大了。尤其合乎現實中的清明節俗，第七十回大觀園放風箏
活動形同進行一場在暮春揮別疾病和晦氣的儀式，敘事即針對不同人物和言行情態，各
有詳略之寫。
暮春放風箏活動是以一只突然闖入瀟湘館窗屜子的風箏為引，ㄚ鬟嚷道：「一個大
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070；1097），寶玉一見便知風箏是大老爺房裡嬌紅

29

所有。

蝴蝶的形象用以比擬嬌紅之青春美麗，然寶玉如何得知伯父房裡人所有之風箏？如此便
28

依情節所敘：
「原來這一向因鳳姐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閑暇，接著過年過節，出來許多雜事，
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奈寶玉因冷遁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
氣病了柳五兒，連連接接，閑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
（070；1089-1090）
29
「嬌紅」在其他版本或作「嫣紅」
，是當時賈赦圖謀娶賈母身旁的ㄚ鬟鴛鴦為妾不成，便從外頭買回來
聊以充數的十七歲女孩（第四十七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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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側面凸顯寶玉慣在女子身上留心之習性，且所關懷者又往往是命運遭際堪憐之女子，
如寶玉此刻甚至要將風箏送回亦不捨得丟棄。寶玉愛博心勞的性格為他贏得「無事忙」
的渾號，敘事交代他所施放的風箏亦別費一番周折。先由ㄚ鬟去取寶玉的風箏不得，推
究其由遂旁涉異母弟賈環，原來寶玉本有一個大螃蟹風箏，已由襲人轉贈予賈環，如此
風箏易主，那麼借「大螃蟹」形象喻指的橫行姿態便落在賈環身上；還有一個大魚風箏
卻又讓ㄚ鬟晴雯先放走了，依此連結晴雯未來早園中諸人「先走」的不祥發展。寶玉最
終施放一個林大娘才送來的美人風箏，雖喜此風箏製作精緻，無奈寶玉卻不擅於駕馭，
須待黛玉指點打了頂線後才能放飛，情況為：

獨有寶玉的美人放不起去。寶玉說丫頭們不會放，自己放了半天，只起房高便落
下來了。急得寶玉頭上出汗，眾人又笑。寶玉恨得擲在地下，指著風箏道：「若
不是個美人，我一頓腳跺個稀爛。」黛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出去另使人
打了頂線就好了。」寶玉一面使人拿去打頂線，一面又取一個來放。
（070；1098）

不論是細緻的美人風箏難以控制，或繼而又取了一個來放，乃至贈風箏之人正好姓林，
以之隱喻寶玉和林妹妹的感情狀態，由兩小無猜而兩情相悅卻終不能成配；寶玉與其風
箏之互動足堪人尋味。末了，寶玉更自言為了陪黛玉的風箏，也將自己的絞斷使兩只風
箏雙雙遠逝方不寂寞，如此多情之舉恰似曲意傳遞未來黛玉殞逝後寶玉的思念和不捨。
眾人之中仍以探春的風箏最引人注目，先透過寶琴的眼光將寶釵所施放者與之相
較，寶琴對寶釵道：「你這個不大好看，不如三姐姐的那一個軟翅子大鳳凰好」（070；
1098），似意有別指地道出探春未來人生際遇將更勝寶釵。繼而探春的風箏在天際上有
著精彩演出，箇中的象徵意味亦更濃厚。探春所放為「軟翅子大鳳凰」風箏，鳳凰原屬
祥瑞貴氣之禽鳥，當飛揚於天空恰與另一個他方飛來的鳳凰風箏兩相交纏，後竟又巧飛
來一面「門扇大的玲瓏『喜』字兒帶響鞭，在半天如鐘鳴一般」的風箏，終至三個絞絆
在一塊兒，終至線斷，三個一起飄飄颻颻去了。果然通篇小說以風箏象徵探春，這回亦
屬探春的施放情狀最富戲劇性，三個風箏所發生的交集互動實不言可喻，乃指一對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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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飛和囍字當頭之慶喜，恰可象喻探春不久後依父親所承允之婚姻，將如風箏飄飛高遠
般遠嫁海疆，雖為遠別，然所嫁得人，縱有不捨但不失為喜。
此外，客居賈府的薛寶琴，她的風箏就是一個「大紅蝙蝠」的，其人命運並未歸隸
在「薄命司」，不似大觀園女兒一般薄命，因此施放蝙蝠風箏象徵其洪福。至於寶釵所
施放者是「一連七個大雁」的風箏，學者王關仕曾發表〈寶釵放的風箏〉一文闡釋，此
風箏形象「象徵寶玉出家後，寶釵守了一連七年的寡，在第七年時身死。她的命運，沒
有妹妹寶琴的洪福齊天，也不及探春的鳳凰于飛。」 30至於黛玉的風箏，由行文或可推
測也是一個美人風箏， 31敘事不明言其造型，卻特寫將絞斷時的情況。黛玉的風箏是姊
妹中放飛後最早使之斷線飄去的，敘事借紫鵑之口特寫黛玉對風箏心疼不忍，和眾人依
依目送其遠逝之情景。眾人亦強調：
「放風箏圖的是這一樂，所以又說放晦氣」
（李紈語）
，
又道：
「我們姑娘越發小氣了。哪一年不放幾個子？」
「這一去把病根兒可都帶了去了！」
（紫鵑語）
（070；1099）可知比起他人，敘事交代黛玉放風箏時更關注放晦氣的民俗意
蘊，原來活動之動機亦在於此。只是適與眾人之祈願相反，黛玉的風箏乃象徵其自身而
非其厄運之載具，是以表現為較他人更在意和不忍，亦比眾人先行遠逝，喻指的恰是黛
玉哀愁早夭之命運。未來黛玉果然獨自一人飄然離眾，殞命前夕病榻旁亦唯有紫鵑、和
其後趕來為她更衣送終的李紈，風箏放飛情狀便如此鮮明地與人物未來命運串聯。
為便於觀察對照，依敘事提及之次序，將大觀園中表彰各人之風箏與施放情況整理
表列於下：

風箏所有者

風箏樣式

風箏放飛情況

施放後下落

嬌紅

大蝴蝶風箏

放飛後剪斷

落下來掛在瀟湘
館的竹梢上

30

是文先徵引張玉璋：
〈寶釵放「一連七個大雁」風箏的寓意簡析〉
，提出寓意有三，王關仕贊成第三：
「雁
是守節之鳥」之說，故寶玉死後寶釵不改嫁，如孤雁寡居而終。又謂，乃同於「士婚禮用雁，實取從夫
之義而不失節」之意。詳見王關仕：《紅樓夢指迷》（台北：里仁書局，2003 年）
，頁 74-77。
31
因寶玉見此風箏絞線斷去後，謂：
「可惜不知落在那裏去了。若落在有人煙處，被小孩子得了還好，若
落在荒郊野外，無人煙處，我替它寂寞。想起來，把我這個放去，教它兩個作伴兒罷。」（070；1099）
而寶玉自己施放的是個美人風箏，從其言語和舉措推敲，當是令兩個美人風箏相伴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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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連 七 個 大 雁 的 成功放飛

剪斷飛去

風箏
晴雯

大魚風箏

於 前 一 日 已 先 施 （未交代）
放

賈環

大螃蟹風箏

（未知）

風箏由襲人所
贈，是否施放未知

先是飛不起來：眾
人笑，寶玉急得出
汗，恨得擲在地
賈寶玉

美人風箏

下，指著風箏道： 隨 黛 玉 者 放 飛 後
「 若 不 是 個 美 也剪斷，飄颻而
人，我一頓腳，跺 去。
個稀爛！」後依黛
玉之言，使人打了
頂線才成功放飛。

薛寶琴

大紅蝙蝠風箏

成功放飛

剪斷飛去
有具體描寫：「那
風箏飄飄颻颻，只
管往後退了去，一

紫鵑成功放飛後 時 只 有 雞 蛋 大
交由黛玉，黛玉特 小，展眼只剩了一
林黛玉

美人風箏

言其不忍，但終究 點黑星兒，再展眼
依「放晦氣」之俗 便不見了。…寶玉
而使之剪斷飄離。 道：『可惜不知落
在那裏去了。若落
在有人煙處，被小
孩子得了還好，若
落在荒郊野外，無
人煙處，我替它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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寞。想起來，把我
這個放去，教它兩
個作伴兒罷。』」
先成功放飛；
後與遠方飛來的 與他處的鳳凰和
鳳凰風箏絞在一 喜字風箏絞到一
賈探春

軟 翅 子 大 鳳 凰 風 處；又飛來一個門 處 ， 其 後 自 然 斷
箏

扇大的玲瓏「喜」 線，三個風箏飄飄
字 兒 帶 響 鞭 風 颻颻飛去。
箏，在半天如鐘鳴
一般，三個絞在一
處。
ㄚ鬟互助合作施

其他：未經舉名的 多為美人風箏

放：有搬高凳，有

小姐、ㄚ鬟人等

的捆剪子股，有的 （未交代）
撥籆等，一片忙
亂。

敘事於第七十回賦予各人有其獨特之風箏，並詳略不一地描寫其施放情境，和絞斷
風箏繫線令其飄飛之心理，此舉亦作為是日詩社詠柳絮詞之餘波；這裡的風箏、放飛、
詩詞、以及人物相關言行等，在暮春「放風箏以放晦」的節俗內涵下，彷彿構成延續的
儀式情境，得連屬對照成特有的季節象徵。整體而言，可理解為：風箏之於人物特質，
放飛之於命運際遇，人物更訴諸於詩詞情境以自作註解。藉此，敘事明裡傳達賈府人、
尤其是大觀園眾員在是年暮春的生活事件、生命景況，暗裡更透過詩作與風箏等聯繫人
物之不同線索，再三預示不同人物之性情、際遇與生命終局。
（二）暮春風箏放晦氣之效果
中國曆法中歲時和節日的設置，乃賦予日常生活以循環之規律，並區隔出特殊時間
為節日。凡節日裡的特殊活動，不論禱天祭神、人際間的宴飲遊樂、或攘災除殃之儀式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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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作等，均得使百姓從終年勞作中鬆一口氣，藉風俗儀式以疏散身心疲憊或敬事鬼神，
終極目標都為人們回歸到日常時能使生活更為順心適意地前進。32清人於清明「放斷鷂」
之俗即如此，是將社會生活下的民眾心理假借放風箏活動寄託以「放晦氣」之意，當風
箏高飛後驟然剪斷手中繫線，隱喻已將「病根」放除，從而抒解來自苦忙生活中的無助
不安和相伴產生之心理愁悶。此外，根據各地風俗差異，或有將斷線而去的風箏視作「穢
氣」的說法，那麼他人放掉的風箏便萬不可輕易撿拾。 33可見清人時興放風箏活動，所
樂者不單是使風箏遙升至高空，又意在成功放飛後須將繫線絞斷，任憑紙鷂乘風飛逝；
儼然借紙鷂為法物，寄託著民眾希求健康、流年運遂等願望。
敘事至第七十回將暮春作為一個節點，雖未言明是否正值清明，但承往年芒種日送
花神之俗，這年的春末夏初即代之以「放風箏、放晦氣」之描寫。而清明節俗儀式所寄
託之意蘊，在情節內也有所呈現，如紫鵑言風箏上的晦氣不可撿拾，李紈勸黛玉多放掉
病根等，其情境為：

紫鵑笑道：
「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單他有這個不成？我不管，我且拿起來。」
探春道：
「紫鵑也學小氣了。你們一般的也有，這會子拾人走了的，也不怕忌諱。」
黛玉笑道：「可是呢，知道是誰放晦氣的，快丟出去罷。把咱們的拿出來，咱們
也放晦氣。」（070；1097）

眾人都笑道：
「各人都有，你先請罷。」黛玉笑道：
「這一放雖有趣，只是不忍。」
李紈道：「放風箏圖的是這一樂，所以又說放晦氣，你更該多放些，把你這病根
兒都帶了去就好了。」紫鵑笑道：「我們姑娘越發小氣了。哪一年不放幾個子？
今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說著便向雪雁手中接過一把西洋小銀剪
子來，齊籰子根下寸絲不留，咯登一聲鉸斷，笑道：「這一去把病根兒可都帶了
去了。」那風箏飄飄颻颻，只管往後退了去，一時只有雞蛋大小，展眼只剩了一

32
33

有關中國歲時之描述，參考蕭放：
《歲時──傳統中國民眾的時間生活》
（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見黃華節：《中國古今民間百戲》，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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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黑星兒，再展眼便不見了。（070；1099）

可知時值暮春，正該放飛風箏，且賈府接連諸事不順，居處其間的家人自也具備除晦、
送病根的心理基礎。青春男女重新起社作詩，原為的也是掃除之前生活中的陰霾，敘事
在第七十回特寫青春兒女作詩和放風箏的舉動，都是與節俗背景相映襯的象徵性活動。
對照情節前後賈府內外多災患的鋪陳，則「放風箏、放晦氣」風俗所以舉行，除因伴隨
詩社活動而偶然起興，亦當承載眾人意圖減輕生活煩憂、增添生命祈願等深層意義。
細察情節始末，此回亦不僅是青春兒女多愁善感、單單思慮一己之禍福，由敘事的
事件序列來看，放風箏之舉亦當有為賈府整體家運除晦祈福之隱意。原來從初春起，園
內姊妹便有意重新起社作詩，然這一社卻因故屢遭擱置，其主因即是榮國府內外自春節
以來便發生諸多煩難事故，這些事件亦可由寶玉一人的病況體現出來。比如年前有尤氏
姊妹的喪事、又傳來柳湘蓮冷遁消息、兼及大觀園失序惹竊案，又使無辜的柳五兒蒙冤
其中，乃至鳳姐臥病諸事，這些事件序列無疑凸顯賈府家道日衰、喪亡亂事不斷，是謂
「閒愁胡恨，一重不了添一重」，以致使秉性柔脆的寶玉弄得「情色若痴，語言常亂，
似染怔忡之疾。」況黛玉亦在病中，又傳賈政回府勢將查問寶玉功課，姊妹既無聚樂之
遊，詩社一事只好擱下。
然眼看春暖花開，湘雲此際亦在園中，黛玉病體稍好便偶發詩興做了一首〈桃花
行〉，難得黛玉有此精神，且其所作不俗，如此鼓舞了園中女兒的興致，因議定：「明
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
，又將原來「海棠社」改為「桃花社」
，此番讓林黛玉擔任社
主。卻好事多磨，敘事匆匆提及探春生日和舅父王子騰家宴集等事，以他事延宕遂令起
社一事更顯得刻不容緩，終於時至暮春，湘雲擱不住興致，眼見春暮園中柳花飄舞，便
即景興感而作一闋〈如夢令〉，眾人皆有所感、以為機不可失，於是臨機起社都齊聚到
瀟湘館詠柳絮詞。就在眾人作罷並評論之間，忽讓那只意外闖入的風箏給了嚇一跳，因
之提醒眾人此際恰是放風箏的好時節。
在敘事結構上，第七十回一來逼近原作八十回尾聲，二則以青春男女在暮春的風雅
活動搭配清明節俗，此情節橋段便構成敘事上的節奏點。此前是府內所發生的諸般煩難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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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事，層層累積至第七十回始有不同往日的詩社活動，使青春兒女重拾玩興以一掃陰
霾；再逢暮春宜放風箏之清明節俗，故促成眾人於大觀園放風箏這格外熱鬧的活動。此
後，敘事雖銜接賈母生日之盛事，然卻是由此鋪敘家人彼此不睦，埋伏日後抄檢大觀園
之端倪，此後賈府運勢益發急轉直下，凡此緊接於第七十回清明放風箏後的情節，以次
序而言都是，正可視為放晦氣後的效果。可知若將除晦節俗視為敘事節點，這些事件的
醞釀和轉折安排，正如荷蘭批評家米克‧巴爾所論，他提出故事節奏中的「轉折點
（ crisis ）」，指「事件被壓縮進其中一個短暫的時間跨度」。相對則是故事的「展開
（development）」，指「在其中顯示出一種較長的發展時期，…在展開中整體意義從一
連串事件中慢慢建立起來。行為者的見識，以及他們的互相關係，通過事件的性質而形
成。」 34轉折點和展開的概念，正合乎小說中節日與平常日敘事的交錯呈現。相對於日
常生活的「展開」
，風箏施放這日即近似米克‧巴爾所說的「轉折點」
，這時間點上所發
生的一切，是此前一段日常生活中「一連串事件慢慢建立起來」的結果，亦是之後故事
情節繼續推進的輻輳點。
儘管外頭諸事未必與園中青春兒女相關，然連綿禍事顯然已醞釀園中人怏怏不寧的
心理和病症，至第七十回敘寫青春兒女蟄伏、等待以致急於重起詩社之心理，亦喚起自
然時節下應行節俗之意識，方促使眾人於這日跳脫日常生活步調，終於齊聚而以詠柳填
詞、放風箏送春等為行動主務。是以在無形中，送春活動儼然隱含有針對過去事件所蓄
積之喪亂悲感而發，活動進行時亦明顯帶有使此後運勢扭轉之意。
「轉折點」於焉形成，
在轉折的儀式中人物既已寄託願想，那麼送春放晦氣後便值得檢視未來賈府的生活是否
好轉，對照以顯出除晦祈願是否生效。不過，敘事已先為來日不幸透露端倪，此回不論
人物詞作內容或放風箏呈現之寓意，皆洩露人物心中實深藏無奈，言行和詞作皆指向一
個更顯傷嘆的未來。
如眾人為送春所作之柳絮詞，其無心詠嘆之語詞，表面似對柳絮而寫，實際卻個與
其人生相關。探春筆下的柳絮形象是「也難綰系也難羈，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語詞
34

此外「展開也要求選擇，所表現的並非是整個完整的生活時期，而是選擇其中的部份；有的部分被跳
過、省略、概括，其他部分則詳加敘述。」[荷]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
《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
（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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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摹亦適用於風箏形象，同時預讖了自己未來遠嫁的情景。其下半闋由寶玉續成，直言
「縱是明春再見－－隔年期！」，似為柳絮不捨，卻亦可視作兄長心惜胞妹遠嫁後經久
方得相見之語。而黛玉原已作一首〈桃花行〉，文采雖好，其意境卻教寶玉讀後落淚，
斷言：「自然是瀟湘子稿。…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070；1092）。不僅如此，
黛玉詠柳絮道：
「飄泊亦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
「嘆今生誰拾誰收？嫁與東風春
不管，憑爾去，忍淹留。」雖亦為佳構，然眾人皆感箇中詞境太作悲了。將黛玉之作與
她對風箏斷線之不捨，且格外盼望將身上病根放走作對照，其所懷傷逝和衰喪之感最
深，詞作無意間也成為風箏和人物命運的註解。
寶釵所詠柳絮詞最別致，因她已先意識到要翻轉柳絮「輕薄無根無絆」這虛無輕盈
之屬性，故而作出「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
（070；
1093）聲調雄壯之句。但如其大雁風箏，雖特出於眾人的美人風箏之外，卻又可解為孤
雁之孤寡，且寶琴更先指出其不比大鳳凰或大蝙蝠風箏來得好，一語雙關之意昭然。寶
釵之胸襟氣度雖好，遭逢命運作弄也是「任他隨聚隨分」。於是，雖然情節中言明詠柳
絮詞是為送春，放風箏取樂是為除晦氣，然各人心中面對暮春所懷興感，和風箏放飛過
程中的隱約指涉，實不約而同地指向一不幸的未來。
綜言之，風箏形象比喻人物性格，其放飛狀態隱喻人物未來命運，風箏意象同時又
結合此前詩社成員所作詠柳絮詞，便共同為此際大觀園人物的命運作出預示。下表將各
人所作詠柳絮詞和放風箏之寫照並列呈現：

送

春

除

人物

詠柳絮作品

賈寶玉

〈蝶戀花〉…（於時限內，

所放風箏

（ 怡 紅 公 作了嫌不好又抹去）
子）

晦
施放情況
無法放飛→重打了

美人風箏

頂線才放飛成功→

又代續探春所作之後半

隨黛玉的風箏一同

闋。

絞斷飄去

〈如夢令〉：「豈是繡絨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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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捲起半簾香霧，纖手 ｘ

ｘ

（ 枕 霞 舊 自拈來，空使鵑啼燕妒。
友）

且住，且住！

莫使春光

別去。 」
〈臨江仙〉：「白玉堂前春
解舞，東風捲得均勻。蜂
薛寶釵

團蝶陣亂紛紛。幾曾隨逝 一 連 七 個 大 雁

（蘅蕪君） 水？豈必委芳塵？萬縷千 的風箏

成功放飛→絞斷飄
去

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
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
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
〈西江月〉：「漢苑零星有
限，隋堤點綴無窮。三春
薛寶琴

事業付東風，明月梅花一 大紅蝙蝠風箏

成功放飛→絞斷飄

（小薛）

夢。 幾處落紅庭院？誰家

去

香雪簾櫳？江南江北一般
同，偏是離人恨重！」
〈 唐 多 令 〉：「 粉 墮 百 花
州，香殘燕子樓。一團團

林黛玉

逐對成毬。飄泊亦如人命 美人風箏

成功放飛→雖不

薄，空繾綣，說風流！ 草

捨，卻是最早絞斷線

（ 瀟 湘 妃 木也知愁，韶華竟白頭！
子）

索飄去

嘆今生誰拾誰收？嫁與東
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
留。」
〈 南 柯 子 〉：「 空 挂 纖 纖
縷，徒垂絡絡絲，也難綰
系也難羈，一任東西南北

賈探春

各分離。」（只半首）

成功放飛→與遠方
軟 翅 子 大 鳳 凰 飛來的鳳凰和喜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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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下客） 後半由寶玉代續：
「落去君 風箏
休惜，飛來我自知。鶯愁

帶響鞭風箏絞到一
處→一齊斷線飄去

蝶倦晚芳時，縱是明春再
見－－隔年期！」

可知，上表左邊詠柳絮之情境，皆充滿了無奈傷感。右邊放風箏的喻意耐人尋味，然多
隱含不祥之意。若將這年暮春與彼時剛搬進大觀園舉行餞花神會的暮春相比， 35則這兩
個與節日相關的轉折點上，前有黛玉以〈葬花吟〉預作輓詞，後更續有眾人傷嘆之詞作
和放晦活動以預言離散，一前一後實註解眾兒女的悲劇底定。
大觀園內生活是園外賈府之縮影， 36在第七十回的放風箏除晦活動後，園中人物的
命運逐步趨劣，終至發生大觀園抄檢事件，青春女兒的生命已逐漸殞落。眾兒女的命運
與整個賈府命脈依存，若大觀園內象徵性的放晦氣活動「失效」，
說明家族的陰霾未得施放，則園外賈府的家道頹勢也難以扭轉。第七十回既在時間安排
上借風箏而送春，在敘事邏輯上置於人物有意振興而其後情節仍述衰敗的轉折之處，則
當宛如儀式命意的放晦氣活動完成，終究是響起先前詩讖與暗喻之昭告，在命運進一步
惡化之前已指向更為清晰的悲劇感傷。藉由詠柳絮和放風箏向春天道別，實則大觀園的
春天也來到了盡頭。將事件之意涵歸納為簡表：

七 十 回 人物的行動

發展意涵

的送春
活動
詠 桃 花 於 哀 感 詞 境 →作品轉為

35

陳慶浩編著：
《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第七十回：「回末總評：
［王府 17a］文於雪天聯詩篇一樣
機軸，兩樣筆墨。」（台北：聯經出版社，1986 年）
，頁 682。指出是回與五十回〈廬雪亭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是採取了相似的結構方式（一樣機軸）
，但同時在事件的詳略及次序安排上，又互有
出入（兩樣筆墨）
。這裡的兩個暮春亦為相似敘事模式，亦為一樣機軸，兩樣筆墨。
36
如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便分《紅樓夢》為大觀園的世界和大觀園以外的世界，稱前者為「烏
托邦的世界」後者為「現實的世界」
。（台北：聯經出版社，1978 年初版）
，頁 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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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柳絮

中預告不祥

讖語

放風箏

終 使 之 剪 斷 →人物離散
飛去

放晦氣

期 待 將 晦 氣 →放晦失敗
病根放去

活動結束，黛玉說：
「我的風箏也放去了，我也乏了，我也要歇歇去了。」寶釵更直言：
「且等我們放了去，大家好散。說著，看姊妹都放去了，大家方散。」
（070；1099）此
後歷經大觀園抄檢，越通向結局，園中姊妹若非許嫁即是死散，敘事雙關語詞之呈現，
都於日後落實成真。

四、結

論

前人對紅樓夢裡的風箏已作不少專文立論，風箏物象有其象徵功能，主要是針對人
物賈探春，以風箏終將飄飛遠去的特質連結探春終有遠離家族的命運；另在第七十回暮
春放風箏活動中，呈現各色風箏形象恰用以喻指施放者的性格屬性，施放情狀則象徵其
人之生命際遇。此外，從敘事結構上的觀察可補充前人所論，第七十回暮春放風箏活動
恰為清明節俗，敘事雖未言明，然仍取意民間有絞斷風箏線以放晦氣之說，可見與節俗
活動相關。
節日作為敘事之節奏點，其情節內容除由風箏物象和行動本身指涉於人物，更宜由
情節推展之層面解讀深層寓意。放晦氣活動於參與之人物而言，當與是日詩社起辦、眾
人所填詞作之意蘊合看，因此對人物命運造成雙重隱喻，卻都指向悲傷之下場；唯獨探
春延續遠嫁之寓意，運際不致傷慘卻猶不免傷感。放晦氣活動亦是針對賈府漸行走頹之
運勢方有，家中時逢喪亂煩擾諸事，家內成員亦難保安康順遂，因此依節令而言，其節
俗內涵使放風箏宛如為賈家驅厄之儀式，期許一如黛玉所放飛之風箏，將這病根兒都帶
去就好了。
然而情節至七十回已漸走入小說預設的悲劇下場，賈府人終究難以掙脫自鑄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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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顯然放晦氣儀式亦失效，一如放風箏後人物玩興頓失，頻言感到乏了、
「大家好散」。
是知敘事不僅以風箏為象喻之物，單指一人之命運發展，亦在連貫的結構序列中，作為
節俗裡的除晦法器。惜乎！眾人命運之勢已然，除晦失效，人物之期待依舊落空，寄託
於民俗迷信誠無力扭轉闔族的陳年積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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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士人的玄理之美

魏晉士人的玄理之美

徐鈺晶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
本篇論文係以魏晉士人的玄理之美為主要論述主題。魏晉士人以清談為尚，
所涉及的玄理除了三玄之外，儒家思想與佛學亦為時人關心的論題，此外，才性
的討論、聖人的論點亦為討論的焦點。
魏晉士人重視人的個體性，清談之風正自呈現此期士人風采，並且豁顯魏晉
士人對玄理之美的高度品味。本文由魏晉士人對常理的肯定作為研究起點，次就
主要的玄理進一步剖析，並兼及次要玄理之探討。由此討論，除了分析魏晉清談
所引發的玄理思辨，亦進一步了解魏晉士人對玄理之學的高度品味，不僅超脫實
用層次，更追究根源的本體性問題，呈現精采的生命風度，令後人三致意焉！

關鍵字：世說新語、魏晉士人、風度、清談、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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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eauty of Speculation among the
Wei-Jin Intellectuals

Hsu,Yu-J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beauty of speculation among the Wei-Jing intellectuals.
Intellectuals of the Wei-Jing dynasties intoxicated with pure talks. The topics centered
on the “three speculative works”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Laozi and the Zhuangzi),
but also included the Confucian works and the Buddhist thought. Besides this,
discussions on the human talents and natur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ages also
attracted their interests.
Pure talks corresponded with the Wei-Jin intellectuals’ emphasis on the human
individuality, their high-minded style, and their extraordinary taste for the beauty of
speculation.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the affirmation of common reasoning, then
delves into the pure speculation. It clarifies the nature of speculation, how it exceeds
th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and reaches its ultimate ontological foundation. To
conclude, the beauty of speculation may level up the style of life to a remarkable
extent and deserve our appreciation.

Key concepts: Shi-sho Xin-yu, Wei-Jin Intellectuals, Living Style, Pure Talk,
Spe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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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魏晉時代，最能表徵當代特色的，除了風度之美外，「清談」亦是值得研究
的主題。由於「清談」一詞用法較寬，上自東漢清議，下迄南北朝的雅談，皆含
括在內 1，有關「魏晉清談」一詞，唐翼明先生有周詳的定義，唐先生云：

所謂「魏晉清談」，指的是魏晉時代的貴族知識分子，以探討人生、社
會、宇宙的哲理為主要內容，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說論辯為基本方式
而進行的一種學術交活動。 2

《世說新語》一書中，用以指稱清談的專有名詞為「清言」。清言的內容即為本
文所欲探討的玄理，至於對清言詞語之品藻，則另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深論。
所謂「玄理」
，顧名思義，原應指三玄之義理，亦即闡釋《易經》
、
《老子》、
《莊子》此三玄所蘊含之哲理，而事實上並不盡然如此。原由有二：一，
「三玄」
一詞遲至北朝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卷三）一篇始正式使用。二，《世說新
語》中，清言所涉及的玄理並不僅限於三玄，亦即，玄理在此係指較廣泛的用法。
以下將依次說明：一，對常理之肯定。二，對玄理之推崇。三，主要玄理之研析。
四，次要玄理之探討。

一、對常理之肯定
所謂「常理」，係指魏晉時代知識分子於求學過程中沿承自傳統的道理。此
種常理主要係以儒家學說及基本經典為依據。以下一例所載提及當時士人讀書的
1

余英時先生持論以為清談一辭自漢至晉其意義先後凡三變，詳見《中國知識階層史論》〈漢晉
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頁二四六──二五一。
又，有關清議與清談之關係，唐長孺先生之甚詳，參見〈清談與清議〉
，收入《魏晉南北朝史
論叢》頁二八九──二九七（香港：三聯）
。
2
引自唐翼明《魏晉清談》頁四三（台北：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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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足以為參考：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
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
『少年時讀《論語》
、
《老子》，
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務，正有《戰
國策》
。』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
（〈讒
險〉二）

袁悅少時所讀典籍，應為當時通識，表面看來無益，其實正是常理所在。袁悅是
否因為不循常理而導致其後被誅殺的命運，此非我們所能論斷。亂世見誅，未必
與理有關。重要的是，其時士人往來，仍可自由引述古代經籍中的典故，如《詩
經》（〈言語〉五 O、五七、八 O），《易經》（〈言語〉六，〈文學〉六一）等，公
開講習討論的，則有《孝經》（〈言語〉九 O〉，《禮記》（〈言語〉六四），《易經》
（〈文學〉二九）等。至於老、莊思想，更有多次規模較大的討論，下節再論。
就常理而言，儒家思想無疑代表主流傳統。以此為基礎，再推及其它學問，
方為正途，譬如：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賞譽〉九四）

江惇思想所貫通者不限於儒家，但是應以儒家為主要依據，再旁及道家 3。此言
雖就江氏一人而論，亦可反映其時知識分子的共識。若非如此，在〈德行〉
、
〈政
事〉
、
〈方正〉各篇，便不致處處反映出儒家的價值觀。此外，亦有數段記載直接
引述《論語》資料，增強了此一觀察。其中所昭示的常理，雖非玄理，然而亦有
值得欣賞之處。

3

〈賞譽〉九四劉孝標《注》引徐廣《晉紀》
：
「江惇字思悛，……性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墳典，
儒道兼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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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魏晉時代弒君謀反、重利忘義之事層出不窮，此時古人之言可以引為
戒惕。試看：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
道得之不處。」玄意色甚惡。（〈尤悔〉一七）

按《論語》此言出自〈里仁〉，為孔子訓誨弟子之語。孔子對富貴並無成見，孔
子曾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述
而〉）
。若是「不可求」而強求，即是「不義而富且富，於我如浮雲。」
（〈述而〉）。
而桓玄所行，顯然並不合義，非僅如此，處於亂世之中，「邦無道，富且貴焉，
恥也。」（〈泰伯〉）。無怪桓玄對孔子之語會顯得「意色甚惡」。
另一則漢代故事，也說明常理的可貴。試看：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
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賢媛〉三）

班婕妤引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一語，出自《論語･顏淵》
，原係子夏安慰司
馬牛之語。此處經由班婕妤推演，以鬼神有知與無知的雙刀論法，證明自己不會
行「祝詛」之事。班婕妤的理性態度令人贊賞，其要旨則在鼓勵修善，戒除為邪。
即使是善談玄理的劉惔，死生之際，所顯露的風度亦屬儒家情懷。試看：

劉尹在郡，臨終綿惙，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請
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德行〉三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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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劉惔「丘之禱久矣」一言，乃直接引述孔子之語（《論語･述而》）
。劉惔之禱
與孔子之禱，在內容上與對象上不必相同，然而在情懷上則皆側重心靈的虔誠，
不欲以過度的儀式來困擾自己。
另一則廣為人知的「周處除三害」
，故事中，周處徥知自己竟是最大禍害時，
有意悔改，於是往見陸雲，然後：

具以情告，竝云：
「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
「古
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
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自新〉一）

陸雲所謂「朝聞夕死」
，正是孔子之言（《論語･里仁》）
，原文為：
「朝聞道，夕死
可矣！」只要有心改過，則永不嫌遲。此因德行之事異功名，無待於外，可以自
作主宰，而不至一無所成。
在有關人倫之常理上，則更非以儒家為準則不可。最明確的事例，莫如以下
一則：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
宗弔而見之，謂曰：
「卿海內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
孔子曰：
『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吾不取也。」奮衣而去。
自後賓客絕百所日。（〈規箴〉三）

此段軼事，其背景係出於誤會，陳元方「哭泣哀慟，軀體骨立」豈能謂為不孝？
而郭林宗僅由外在表現判斷，並以孔子之言為據，稱其不孝。此言一出，後果十
分嚴重，「自後賓客絕百所日」。按孔子此語出自《論語･陽貨》原為回答弟子宰
我之問。孔子的重點在「心」，而「食夫稻，衣夫錦」乃使子女於心不安，故不
為也。陳元方無心於此，當不致有所不安，然天下清議未必能辨明其中真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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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見，儒家的常理足以綱紀天下、規範人倫，但偶亦不免有重視形式甚實質的
傾向。
常理較無表現創意、發揮才華的空間。對於強調個體性的魏晉士人而言，走
向玄理的趨勢似乎不可避免。以下一例最為明證：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
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言語〉六四）

《禮記》代表常理，「未關至極」，如欲更上一層，則需走向玄理 4。

二、對玄理的推崇
玄理寓有高度知性趣味，成為魏晉時代流行的風尚。然而，即使在當代，對
於好談玄理的後果，亦有正反兩極的看法。先就批判的一方來看：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
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
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常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
而亡，豈清言致患邪？』（〈言語〉七 O）

王右軍以「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批評其時上層社會風氣，可謂一針見血。而
掌有權勢如謝太傅者流，則更應以身作則，表現務實態度 5。然而，謝安以秦朝
為例，謂法家當道而治，亦不能免於「二世而亡」
，
「豈言致患邪？」
。秦朝亡國，
當然並非清言致患，然而在邏輯上，此並不能證明清言不會致患，只能證明：並
4

余英時先生以為「儒家經典所講者為人事之理，故仍『未關至極』，必須進而探究統攝宇宙萬
物之最高原理，始為達玄境而可以安頓其自覺心也。」
，參見前揭書頁二九七。
5
對於謝安的答辯，孔繁先生則由東晉的形勢肯定謝安的政治遠見，詳見《魏晉玄談》頁一五八
─一五九（遼寧教育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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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所有的亡國，皆由於清言所致。為「清言致患」提出明確解釋，則是下述一例：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
『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
曰：
『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座曰：
『諸
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
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表。四
座既駭，表亦失色。（〈輕詆〉一一）

桓溫將「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的責任，一歸王夷甫此輩清談名家，究竟有無道
理？或者，王氏諸人不必負責，因為「運自有廢興」？此兩種極端立場皆失之偏
頗 6。然而，至少由此可見清言玄理在魏晉時代，其影響之大，則自不容忽視。
事實上，講究常理的務實人士早已見出玄談的危機。以下一例可為證明：

王夷甫父乂，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
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
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
『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
羊牯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識鑒〉五）

以識人見長的山濤對王夷甫欣賞備至，因為王「姿才秀異，敍致既快，事加有
理。」，自然使人贊嘆。然而，羊祜卻一眼見出危機所在。羊祜極重理性，曾為
破除相士之言，故意毀壞父墳之勢，後來竟又應驗為「折臂三公」
（〈術解〉三）。
不論羊祜所憂者是否屬實，而談玄說理之風漸成大勢所趨，則為無法改變的事實。
其次，再論時人對玄理的推崇。
「玄理」一詞連用，並未出現於《世說新語》

6

有關魏晉清談評價，參見林麗真《魏晉清談主題之研究》第一章第二節〈清談的歷史評價〉
，
台大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七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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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此處，我們先就「玄」
、
「理」二字分別予以考察。
「玄」有抽象、深奧義。
《老
子》云：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一章〉）
。
「玄」指玄妙的境界，支道林與殷
淵源討論才性，
「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
（〈文學〉五一）
。謝車騎對惠子之書
「無一言入玄」的解釋是：
「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文學〉五八）
，故舉凡抽象、
深奧、微妙的言論，皆可皆為「玄言」
（〈政事〉一八）7或「微言」
（〈文學〉二O）8。
與「玄」字相關的用法，尚「玄遠」
（〈德行〉一五，
〈文學〉九）9，
「玄風」
（〈文
學〉一七） 10，「玄著」（〈言語〉二三） 11等。
其次，再就「理」字而言。相關的組合語詞如下：「理中清遠」（〈德行〉十
九）12，
「人理泓然」
（〈賞譽〉四O）13，
「善談名理」
（〈言語〉二三）14，
「理窟」
（〈文學〉五三）15，
「理中之談」
（〈文學〉三八）16，
「雅善理義」
（〈文學〉六二）17，
「共談析理」
（〈文學〉二二）18，
「理致甚微」
（〈文學〉一九）19等。由上述所列
「理」字語詞觀之，所論並非前所謂之常理，顯然已進入「玄理」領域。
魏晉清談首度高峯，出現於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公元二四 O 年－二四九

7

〈政事〉一八載：
「……王謂何曰：
『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
低頭看此邪？』……」
8
〈文學〉二 O 載：「……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
9
〈德行〉十五載：「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文學〉九載：「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
10
〈文學〉十七載：「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
致，大暢玄風。……」
11
〈言語〉二三載：「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
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
《漢》
，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
超超玄著。』」
12
〈德行〉一九載：
「王戎云：
『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
德掩其言！』」
13
〈賞譽〉四 O 載：「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丞相目子躬云：
『人理泓然，我已上人。』」
。
14
同註一一。
15
〈文學〉五三載：「……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
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撫軍與之話別，咨嗟稱善曰：
『張憑勃窣為理窟。』……」
16
〈文學〉三八載：
「……許（詢）謂支法師曰：
『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
『君語佳則佳矣，
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
17
〈文學〉六二載：「……（羊）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
。……」
。
18
〈文學〉二二載：
「……丞相自起帳帶塵尾，語殷（浩）曰：
『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
清言，遂達三更。……」
19
〈文學〉一九載：
「……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
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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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史稱「正始之音」。典型的一例為何晏與王弼之會：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
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
『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
一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文學〉六）

玄理必須引經據典，加以個人心得，此外，若缺乏佳的邏輯頭腦與語言天分，亦
不能暢所欲言。「正始之音」其玄理內容稍後將會提及，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始
之音」最可貴之處，在以下二端；其一，談理之際，人人平等，舉凡世俗權力、
地位、名望皆須暫時拋開，年齡、長幼、親友等差別亦不在考慮之列。其二，談
理之後，彼此心服口服，一旦落於下風，亦甘心俯首稱臣，否則將招致訕笑。
王弼時年未滿二十，竟足以使何晏的諸多談客「一坐人便以為屈」
，然後，
「皆
一坐所不及」。王弼早慧固然令人稱美，而談客此種服理的態度更深值推贊。後
代所談之理未必一如前代精奇深奧，然而服理的風度上，則為一脈相承。
《世說》
一書中，我們不難找出緬想追懷「正始之音」的事例：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
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
在，當復絕倒。」（〈賞譽〉五一）

王導與殷浩曾往復辯論，然後感嘆道：

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
（〈文學〉二二）

由此可知，正始之音不僅「辭喻不相負」
，亦可辨明「理源所歸」
，故永嘉諸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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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嚮往並非了無原由。
《世說新語》〈文學〉中，所載前六十五條，除了四條記東漢事外，幾乎條
條皆與魏晉清談相關，其中有十八條雖不涉及內容，但亦反映出服理的風度。譬
如：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婿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
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
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
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婿。』（〈文學〉一九）

此段資料提供了一次清談的場合、人物、過程，然而並未提及內容。但我們由「四
坐咨嗟稱快」一語，可以推知其時諸位名士對於玄理之美的熱衷。此為二人對談
之例，亦有一問難一作答之例：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
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
理之所在。（〈文學〉四 O）

我們由「四坐莫不厭心」與「眾人莫不抃舞」二語，可以想見其時清談氣氛之美
妙。然而，最後大家只知「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卻又不免本末倒
置。在此，清談的過程為重點，
「支通一義」與「許送一難」
，正好環環相扣，一
唱一答，在辭句與義理方面天衣無縫，至於所談之理是否獲得澄清，反而已非重
點。
類似的嘆賞另有不少事例。譬如，支道林、許詢、謝安於一回聚談中，以《莊
子･漁父》為主題，
「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敍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
然後謝安「因自敍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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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四坐莫不厭心。」（〈文學〉五五）。支、謝二人對於莊子有何心得，在此未
見記載，只見周圍參與的名士「稱善」、「厭心」，甚至「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
美良久。」（〈文學〉五六）。
由於玄理的吸引力，魏晉名士一遇清談佳會，常有下述表現，如「清言彌日」
（〈文學〉五三）20，
「遂達旦微言」
（〈文學〉二O）21，
「既共清言，遂達三更。」
（〈文學〉二二） 22，「達于將旦」（〈賞譽〉一四四） 23等。一旦談興一起，欲罷
不能，宛如心智之劇烈運動，如「口談至劇」（〈文學〉七四） 24，「劇談」（〈文
學〉四一）25，甚至到達「何至相苦」
（〈文學〉三八）26，
「苦物」
（〈賞譽〉九二）27
等程度。
由於推崇玄理，以致清談高手可以依此顯達。此中最有名的例子為張憑。張
憑自告奮勇至劉惔府上拜訪，正逢舉行清談，「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
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相談一夜之後，翌日劉惔即推荐張
憑認識撫軍（簡文帝），「推軍與之語言，咨嗟稱善，」然後「即用為太常博士」
（〈文學〉五三）
。簡文帝對張憑所下評語為：
「勃窣為理窟」
。足見張憑玄理造詣
高人一等。而對玄理推崇至，此實為魏晉時代獨有的現象。

三、主要玄理之剖析
魏晉時代所談玄理，以發揮《易經》
、
《老子》
、
《莊子》三玄居多，此以三玄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同註一五。
同註０八。
同註一八。
〈賞譽〉一四四載：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懷之詠，偏是許之
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厀，共叉手語，達
於將旦。……」
〈文學〉七四載：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
『汝
更思吾論。』」
。
〈文學〉四一載：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曰：
『公
何處來？』答云：
『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
。
同註一六。
〈賞譽〉九二載：「林公謂王右軍：『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王曰：
『長史自
不欲苦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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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佛理為主要對象，分別探討其要點。

（一）《易經》
前文提及，由於好學，帝王曾於金華殿召請學者講習經典 28，原先儒生講述
的經典多為《尚書》、《論語》、《禮記》等傳統儒家常理。其後玄風漸起 29，《易
經》成為顯學 30，亦有公開講習的場合，譬如：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
，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
『義自當
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文學〉二九）

簡文認為《易經》義理有難有易，不應以日說一卦為限。由此一例可知其時研究
《易經》已蔚為風潮，然而對於易理的發揮則尚需其它資料佐證方可窺見。例如：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
妙於見形》，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
稽王慨然嘆曰：
『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彼。』既迎真長，孫意己不如。
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麤說己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
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文學〉
五六）

根據劉孝標《注》
，可知孫盛所執之理其大意為：
《易經》卦象較之一切有形可見
的變化更為玄妙，所謂「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

28

29
30

《漢書･敍傳》
（卷一００下）曰：
「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
召見宴暱，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人說《尚書》
、
《論語》於金華殿，詔
伯受之。」
。
有關玄學興起背景，余英時先生有極精審之分析，參見前揭書頁二九四至三一六。
據黃慶萱《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所輯三國《易》學著作凡二十家二十五部，晉代《易》學
著作凡五十六家六十部（台北：幼獅文化）
，足見其時《易》學研究之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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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巽〉
〈坎〉同體。」 31，〈乾〉、〈坤〉
、〈巽〉
、〈坎〉皆為卦名。以固定之卦名
以掌握變遷之萬象，有如莊子所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依此而論，易象當
然妙於見形 32。
劉惔如何使孫盛理屈，並無資料可查。然而，由《易經･繫辭上》
，可知卦名
或卦象皆須溯源於經驗界之變化現象，如「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聖
人以「卦象」象天垂之象，此即「聖人設卦觀象」之意。更進一步言，「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
「卦象」乃「天下之賾」
的符號或表徵。
因此，易象（卦象）是否妙於見形（現象）？現象先於卦象，並且變化無窮，
豈是卦象所能「齊妙」或「同體」？至多僅能說：「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
情偽，繫辭以盡其言……。」
（《易經･繫辭上》）
，在此，所謂「意」
、
「情偽」
、
「言」
，
均為聖人仰觀俯察之體認。聖人之體認，能否清楚表達，尚且值得懷疑，亦即「然
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那麼，仰觀俯察的對象（亦即現象）能否由卦象清
楚表達呢？孰先孰後，孰重孰輕，孰為更妙，似乎不難判斷。劉惔能使孫盛理屈，
所持理由大概類似。
其次，此處提及「立象以見意」一語，亦與魏晉時人的討論有關。譬如：

舊云王丞相過江，止道《聲無哀樂》
、
《養生》
、
《言盡意》三理而已。
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文學〉二一）

依劉孝標《注》可知，《聲無哀樂論》與《養生論》皆為稽康所作，而《言盡意
31

據《文學》五六劉孝標《注》
：「其論略曰：
『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於蓍龜。圓應
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
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
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
、
〈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
、
〈坎〉同體矣。』」
。關此段引文，馬國翰輯佚書中，以為乃孫盛之〈易象妙於見形論〉
，嚴可均
《全晉文》則以為乃殷浩之〈易象論〉
。朱伯崑先生贊同嚴氏之說，且論證詳精，參見《易學哲
學史》頁三二一至三二六（北京大學出版）
。
32
孔繁先生持論以為劉孝標《注》乃玄學關於《易》的觀點，並引王弼《周易略例》為證，詳見
《魏晉玄談》頁一七九至一八０（遼寧教育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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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則為歐陽堅石所作 33。其中《言盡意論》亦與《易經》有關。如：「子曰：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易經･繫辭上》）。若依《易經》，則「言不盡意」與「立象以盡意」二者之間
的關係，在於言與意之間，需加一「象」
。王弼的理解正是如此，王弼云：
「象者
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
《周易略例･明象》34言
欲盡意，須以象為中介。問題在於：經過此一中介，言尚能盡意否？類似的玄理
確有深究的餘地與趣味。
另一則論及《易經》之「體」，有別於前述《易經》之用。試看：

殷荊州曾問遠公：
『《易》以何為體？』答曰：
『《易》以感為體。』殷曰：
『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邪？』遠公笑而不答。
（〈文學〉六
一）

所謂「銅山西崩，靈鐘東應」
，事出漢武帝時代，其時以天人感應思想解釋：
「銅
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
（〈文學〉六一劉孝標《注》引〈東方朔傳〉）。殷仲堪舉此一具體現象以回應遠
公所謂的「感」
，亦即以陰陽二氣的感應為「感」
。然則此即《易經》的本體嗎？
何以遠公又笑而不答 35？遠公或許以為：本體豈能以具體現象道盡？因為「感」
的意義不限於此。欲明此點，我們不妨回溯《易經》。
《易經･咸卦》指出：
「咸，感也。」
；
「二氣感應以相與」
；
「天地感而萬物化
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由此可知，

33

34

35

歐陽堅石《言盡意論》曰：「夫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辨。名逐物而遷，言
因理而變，不得相與為二矣。苟無其二，言無不盡矣。」（《全晉文》卷一０八）
。
有關王弼的言意觀，參見湯用彤〈言意之辨〉，收入《魏晉思想》（台北．里仁）
；林麗真《王
弼》第三章第三節〈「崇本息末」義所涵的重要觀念（三）忘言忘象以得意〉
（台北･東大）
；吳
甿〈言意之辨與魏晉名理〉
，《鵝湖月刊》一一六至一二八期。
有關《易》本體論之談辨，自魏迄東晉，凡有三次，詳見林麗真《魏晉清談主題之研究》第三
章第二節〈以易為主的談題〉，而東晉殷仲堪與慧遠之論《易》體，其巧問妙答之間，似乎所
重者已非立場之堅決，而是風采之高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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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係萬物化生、天下和平之前提，依之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其角色則不啻
《易經》之體。《易經･繫辭上》亦言：「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因此，以「感」字作為《易經》之體，實有相當可取的理由。
進而言之，
《繫辭上》云：
「神無方而易無體」
，既明言「易無體」
，又何以謂
「易以感為體」？如欲答覆此問，可以回到前述「咸卦」之「二氣感應以相與」
一言。感乃一「相與」之過程或狀態，並非獨立之實體，因此並不違反「易無體」
的立場。遠公之答確有深識，而殷仲堪之喻只環繞現象圈打轉，未能領悟「感」
之精義。
《易經》玄理當不只此，《世說新語》所見者僅以上各條，然其豐富內涵已
足回味。

（二）《老子》
魏初研究《老子》之風潮盛 36，士人註解之作頗多，〈文學〉一二《注》引
〈晉諸公贊〉云：

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
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
以學道為業，後進庾

之徒皆希慕簡曠。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

有》二論以折之 37。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閒欲說理，
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

此段資料充分反映其時研究《老子》之盛況。既有風尚，則難免亦有疾之者，裴
頠即為一例。有關有無之辯，稍後再論。依《世說新語》所載，此期研究《老子》，
36
37

有關此點，可參考唐翼明前揭書頁一０二至一０三。
〈文學〉一二余嘉錫《箋疏》
（四）：
「《魏志･裴潛傳》
《注》引陸機《惠帝起居注》云：『理具
淵博，贍於論難。著《崇有》
、
《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喜錫案：頠《貴無論》即附《崇
有論》後。此引無『貴無』二字，蓋宋人不考晉書，以為頠既『崇有』不應復『貴無』
，遂妄
行刪去。不知《崇有》祇一篇，安得謂之二論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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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論精微，首推王、何二人，試看以下二例：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
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學〉十）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
「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文學〉
七）

此二則事例大意相近，皆載何晏自認所注《老子》不如王弼，乃將自注改為《道
德論》（或《道德二論》）。何晏服善之風度令人贊賞。關於王、何二注差異，劉
孝標《注》中僅簡單提及兩段：
一為《文章敍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以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
同，著論行於世也。」（〈文學〉一０，《注》）
二為《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然自然出拔過之。」（〈文學〉
七，《注》）
由此可知，何晏主張老子「與聖人同」
，並且論道之文詞「約美」
，而王弼則
較為「自然出拔。」然而，王弼有何主張？王弼《老子注》的基本立場是：「以
無為本，以有為末」。此為哲學史上的共識。那麼，以「貴無論」的立場，能否
肯定聖人之高明，進而論證老子「與聖人同」？此兩大難題是當代一方面必須維
護名教尊聖的原則，另一方面又須回應談玄說理的風氣之下，所必須予以化解
的 38。王弼的見解由下述記載可知梗概：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
「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
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
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文學〉八）
38

有關此點，唐翼明先生亦有論述，詳見前揭書頁一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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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徽的問題代表當時學者的共同疑惑，亦即：首先肯定「無」的優越地位，「夫
無者，誠萬物之所資。」；接著，既然如此，何以「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
無已」？
此一問題本身值得推敲。第一，在肯定「無」為「萬物之所資」時，顯然已
取《老子》的觀點，亦即「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四０章〉）
。那麼，
老子申之無已，豈非極自然之事？接著，若是質疑「聖人莫肯致言」，無異於先
承認老子的正當性，再探討聖人「莫肯致言」的理由。其中的前提為：聖人與老
子應有相同的水平。此亦正是何晏主張老子「與聖人同」的立場。依此而論，聖
人充其量只能達到老子的見解水平。若是缺乏合理解釋，則聖人其崇高地位便將
受到威脅。
有關此點，王弼的回應極為精妙。王弼以為聖人「言必及有」，非但不是缺
點，反而成為優點；老子與莊子認真談「無」
，正自是為了「其所不足」
。換言之，
聖人體無，其程度遠在老莊之上。王弼之說其實正是老子思想的應用。譬如，依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五六章》）的原則，聖人不言「無」，而老莊
言「無」；不正表示聖人是知「無」者，而老莊乃不知「無」者？若以「無」為
至高境界，則聖人在此點上顯然遠勝老莊。
表面上，此為肯定聖人勝過老莊，而事實上卻使聖人脫胎換骨，一變而為「體
無言有」的道家典型聖人，所以陳澧云：
「輔嗣談《老》
、
《莊》
，而以聖人加於《老》
、
《莊》之上。然其所言聖人體無，則仍是老莊之學也。」
（《東墊讀書記》卷一六）
。
然而，經由此一轉換，王弼成功地調解儒道二家的理論對峙，以及由此所衍生的
名教與自然之間的緊張關係。王弼所持「名教出於自然，二者不相悖。」此一觀
點亦可得到證實。 39
「有無之辯」為魏晉玄理的高峯。前文提及裴頠的《崇有論》
，其主要論點，
據《晉書･裴頠傳》（卷三五），可知有二：一為「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
39

有關此點，唐翼明先生亦有論述，參見前揭書頁二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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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也。」，二為「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此種說法在當
時頗見勢力，試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
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文學〉一二）

對於《崇有論》
，前文引述謂「學者不能究」
，此處則言唯有王夷甫可以使裴頠「小
屈」。詳細內容由於文獻不足，無以考究。其中或許涉及對「無」的界說問題，
亦即「無」並非虛無或無物，而是無形無狀。王弼之《注》可為參考：「欲言無
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見其形。」
（《老子．一四章》）
，換言之，
「無」
只是「道」之代號或「強為之名」而已，依然可為萬物之終極原理。「貴無論」
仍然可以自證其說。
依《世說新語》所載，另有數則資料與《老子》有關，足以說明《老子》玄
理之受人重視。其一為：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文學〉六三）

由此可知《老子》
（或稱《道德經》）已為時人談話之依據，其中玄理更是士人所
津津樂道者。其二為：

桓南邵與道曜講《老子》
，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
「王主簿，可顧名
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
「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
（〈排調〉
六三）

135

遠東通識學報 第七卷第二期 頁 117-154

魏晉士人的玄理之美

王禎之，小字思道 40，影射《老子》一書要旨。更重要的是，研究《老子》，確
實可以提升玄理程度。譬如：

諸葛宏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
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宏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
相抗衡。」（《文學》一三）

閱讀《老》
、
《莊》之後，思道明道，眾理漸通，加上天賦才華，自然表現傑出。
能將玄理應用於日常生活，亦有一例記載：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
褥。謝公諫曰：
「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
帝曰：「晝動夜靜。」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夙慧〉六）

謝安以為孝武對玄理的體認不比先帝（簡文帝）遜色。而「晝動夜靜」其根據則
為《老子》的「躁勝寒，靜勝熱。」
（〈四五章〉）
，因此，不必憂慮「晝過冷，夜
過熱。」孝武妙用玄理，無怪乎能贏得謝安的贊賞。此外，亦有以《老子》為行
事之張本者，如：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
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
「何以乞物行惠？」裴曰：
「損有餘，補不足，
天之道也。」（〈德行〉一八）

裴楷此語出自《老子･七十七章》：「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

40

〈排調〉六三劉孝標《注》云：
「思道，王禎之小字也。
《老子》明道，禎之字思道，故曰：
『顧
名思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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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不足以奉有餘。」其作法旨於違反人之道而效法天之道，言之殊為有理。裴楷
精於《老子》，隨機引用的效果亦佳，譬如：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
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嘆服。（〈言語〉一九）

裴楷此語出自《老子･三九章》，就老子而言，則以「一」代表「道」，就晉武帝
而言，則探策得一，純為數字，裴楷能夠繫二者，以安君心，可謂善用玄理者也。

（三）《莊子》
《莊子》義理近於《老子》
，並為道家代表。晉室南渡後，
《莊子》日受重視，
且其程度遠過《易經》與《老子》。本文曾引述孫齊莊的孩提故事，說明年僅八
歲的孩童亦知「齊莊」係指「齊莊周」
（〈言語〉五０）
。以玄理而言，
《莊子》之
風行，得力於向秀與郭象之注。試看：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
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
、
《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季子幼，義遂
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
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
、
《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
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
一也。（〈文學〉一七）
此段資料一則說明《莊子》如何成為「大暢玄風」中的主要材料，一則也指出郭
象如何「薄行」
，
「竊以為己注」的過程。在此之前，儘管《莊子》一書已有數十
家注，然皆「莫能究其旨要」。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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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文學〉
一五）

庾子嵩之意，係指《莊子》所言之理甚為平常，並無特殊之處。另有一例可證：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
「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
「將
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
。……（〈文學〉一八）

僅憑「將無同」三字，便得賞識而任官，足見魏晉時人重視言語機智與玄理體悟
之風氣。然則「將無同」之意，猶如今人所謂「差不多相同」，並未言及如何相
同的實際內容。因此，
「老莊」與「聖教」之對比，仍以前述王弼所言最為允當。
「大暢玄風」之後，《莊子》始為清談主題。此時支道林已嶄露頭角，對道
家義理頗有新解。譬如：

支遁向秀，雅尚《莊》
《老》
，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
（孫綽〈道賢論〉，
收入《全晉文》卷六二）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賞譽〉九八）

以支道林與王弼相比，自是極高評價。由於談玄傑出，支道林的僧人身分甚至因
而受到懷疑：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更聽，王又
曰：「自是缽釪後王、何人也。」（〈賞譽〉一一０）

王濛與劉惔誤以支公為不守佛法之「凶物」，後來因服其玄理，始比之為佛門中
的王弼與何晏。玄理與佛理如何會通，並非本文主題；支道林對《莊子》所持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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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始為值得注意的焦點。試看以下一段：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
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
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
支理。（〈文學〉三二）

支道林其見解「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究竟何所指？根據劉孝標注，可得以下三
點：一，向、郭之《逍遙義》指出，大鵬與尺鷃「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
分，逍遙一也。」
，換言之，一物只須「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
。二，支道林之
《逍遙論》指出，
「莊生建言人道，而寄指鵬、鷃」
，
「至人……物物而不物於物，
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三，
因此，支道林的「新理」與「異義」便豁然開朗，意即：莊子是藉大鵬與尺鷃為
「喻」
，並非分就鵬鷃而論其逍遙之道。所喻者為至人境界，
「苟非至足，豈所以
逍遙乎？」 41。唯有內在自足的至人，方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
無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莊子･逍遙遊》）。此種無待，緣於精神上的自足
自適，而非具體形質上的「苟當其分」
。故支遁指出：
「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
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
，另慧皎《高僧傳･支遁傳》
（卷四）
亦載支道林否定「各適性以為逍遙」的論點，云：「夫桀跖以殘害為性，若適性
為得者，彼亦逍遙矣。」。唯其如此，始能為人提示一種精神上的逍遙境界，矯
正了向、郭《莊子注》之不足。支道林此種見解在當代確實引起轟動。孫綽向王

41

〈文學〉三二劉孝標《注》引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
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
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
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云：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人道，而寄指鵬、
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
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
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
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全晉文》卷一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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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之推荐支道林時，謂：
「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
然後，所談正是《逍遙遊》：

……因論《莊子･逍遙遊》
，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
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文學〉三六）

王羲之平素自負，而支道林所謂《逍遙義》，終使王羲之傲氣頓減。支道林「數
千言」的具體內容今已不可考。但據其它文獻，可知〈逍遙義〉外，支道林對《莊
子》其他篇章亦有心得。在一次清談場合，《莊子》再度成為主題，試看：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
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
不？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
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
「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敘其
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
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文學〉五五）

按《漁父》列於《莊子》雜篇中，大意為孔子與漁父之間的一段對話。漁父規勸
孔子，論及「人有八疵，事有四患。」八疵為：總、佞、諂、諛、讒、賊、慝、
險；四患為：叼、貪、狠、矜。針對八疵四患，人應有對治之道，漁父指出：
「謹
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
，
「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
而孔子的回應則為：「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
不敬乎？」以上為《莊子･漁父》之要旨。
孔子代表儒家，深具人世情懷，然又不免為世俗的禮法、人欲的貪求所苦。
若欲避免八疵與四患，依漁父之見，則當「慎守其真」
，
「真」係自我的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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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不嫉不求、無欲無得，可以「以物與人」，達到「無所累」之境。莊子素來
推崇「真人」，而《漁父》一篇強調固守本真而大道自存 42，竟亦可使謝安「作
萬餘語」，發揮莊子思想的精神，足見玄理鋪陳的效果。
談《莊》之風相沿成習，最後士人所持看法往往相去不遠，以下一例可證：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見婿，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殷
仲堪是東陽女婿，亦在坐。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
。殷難之，
羊云：
「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
「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
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
「僕便無以相異！」嘆為新拔者久之。
（〈文學〉
六二）

《齊物論》為《莊子》內篇中的一篇。羊孚何以得知「四番」（多次往復）討論
之後，兩人將得到相同的結論？蓋《齊物論》所述為萬物相成相待之理，因此人
的認知並無絕對標準，那麼何不去除「成心」
，不再局限於主客相對的認知心態？
一旦擺脫主觀自我中心的意念，則可以體悟「道通為一」
，亦即「天地與我並生，
萬物與我為一」。此一至境。因此，從肯定認知主體，到否定認知作用，再提升
至主客不分的層次，在此三個步驟中，羊孚與殷仲堪或許可以各持己見。然而，
最後仍必須回歸於「道」，否則將無以說明「齊物之論」或「物論之齊」 43，亦
不足以大暢莊子玄風。

(四)佛理
兩晉時期佛教盛行，由於魏晉玄學風行，亦般若空觀適可援用玄學貴無派思

42

43

《漁父》一篇，據葉國慶、羅根澤、胡芝薪、蔣復璁等先生考證，應為戰國末年莊子後學之徒
所作，由漢人輯錄而成，詳見黃錦鋐《新譯莊子讀本》
〈莊子書的考證〉頁二五至三二（台北：
三民）
《齊物論》三字的讀法，歷來有兩種意見，或以「齊物」連讀，如《文心雕龍》云：
「莊周齊
物，以論名篇。」
；或以「物論」連讀，如王應麟云：
「莊子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
難齊。」詳見黃錦鋐《新譯莊子讀本》頁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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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加以解釋，因此造成六家七宗的研究盛況 44。相對於此期佛教的盛行，屬於中
國本土宗教的神仙道教，亦已成為一完整意義上的宗教團體 45，普遍流行於民
間 46。其時士人信仰，或歸佛教，或崇道教，試看如下一則：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
佛。」（〈排調〉五一）

同書中尚有他例可證此語。如「郗愔信道甚精勤」一段（〈術解〉一０）
，載郗愔
甚至吃下過多符箓而腹痛，後賴僧人于法開為之治愈 47。曾為家女婿的王子敬亦
篤信道教，所以有「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
（〈德行〉三九）一段記載 48。至
於何充之佞佛，
《晉陽秋》載：
「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
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為遐邇所譏。」（〈排調〉五一劉孝標《注》
引）
。另〈排調〉二二載「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
，阮思曠消遣他「乃圖作佛」
，
實為「志大宇宙，勇邁千古。」 49。然而，阮思曠自身亦不能免於此累。試看：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兒既是偏所愛重，
重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佑。而兒遂不濟。於
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尤悔〉一一）
44

有關此期般若學研究盛況，參見許抗生《三國兩晉玄佛道簡論》第二編第二章〈兩晉之際的佛
教般若學〉
（山東：齊魯）
45
有關此點，參見湯一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第一章〈緒論〉頁一三，（台北：東大）
46
有關此期道教的盛行，參見故孚琛《魏晉神仙道教》第二章〈魏晉社會的道教〉
（北京：人民）
47
〈術解〉一０載：「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
來，便脈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
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
。
郗愔之奉道，
《晉書･郗愔傳》
（卷六七）亦載：
「與姐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之風。俱棲
心絕穀，修黃、老之術。」
。
48
〈德行〉三九載：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
『不
覺有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
」
又，王家一門素奉道教，
《晉書･王羲之傳》
（卷八０）云：
「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
，
王凝之甚至依恃大道鬼兵，後反為孫思所殺，其信道之深，於此可見一斑。
49
〈排調〉二二載：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
『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
曰：
『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
『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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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裕的經驗提醒世人，信仰宗教不應著眼於現實利害。佛教中的佛理所以吸引魏
晉士人，並不在於其效驗，而更在於其中所含玄理。在《世說新語》〈文學〉篇
中，涉及佛經與佛理者多達十二條，數目之多超過三玄。揆其原因，則是佛教名
僧加入清談，以及一般士人開始研究佛經。
佛教名僧善談玄理者，以支道林為最著。支道林對《莊子》的見解已如前述，
其於佛理方面亦深有造詣。試看：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
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
盡得。（〈文學〉三七）

依劉孝標注，
《法華經》中的「三乘」
，係指「聲聞乘」
、
「緣覺乘」
、
「菩薩乘」50。
三者於悟道上，同歸而殊途。為何殊途？如何同歸？欲分判三者並非易事，一般
人「入三便亂」，而支道林卻可說得圓融通透。可見支道林談佛理的效果不下於
談玄：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
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
理之所在。（〈文學〉四０）

據劉孝標《注》引《高逸沙門傳》
，此回支道林講《維摩結經》
，法師與都講一答
一問，藉此說明經中奧妙的道理。二人談辯十分完美，形同知性表演，一般士人
難以精解，以致旁聽諸人但覺其景其辭之美，卻「不辯其理之所在」
。由此可知，
50

「聲聞乘」係依聲教而悟道，即受佛家教誨而覺悟成佛；
「緣覺乘」係由心理因緣而悟道，即
察到萬有存在皆因緣湊合而覺悟成佛；
「菩薩乘」則以大慈大悲，舍身利他，所謂功不為己，志
存廣濟而得道成佛。詳見孔繁先生《魏晉玄談》頁二二七至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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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含義深奧，佛理之玄妙，非凡人所可盡通。支道林亦有個人的佛學創作，試
看：

支道林造《即色論》
，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
「默而識之
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文學〉三五）

依劉《注》引《支道林集》
《妙觀章》可知，
《即色論》其大意為：
「夫色之性也，
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 51。色在本質上
仍為表象，並無真體，故名為空，但是既有形色，又非空能名。依此則可不執著
我與法，始能悟得解脫之道。支與王二人對話甚有理趣。支借孔子之言，王引佛
教軼事，可謂相互輝映，不分高下。
名僧之間互相辯難佛理事例亦不少，譬如：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於時竺法深、
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
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應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
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
不屑。（〈文學〉三０）

另一則亦與《小品》有關：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忿，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
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請《小品》
。開戒弟子：
「道林講，比汝至，
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
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

51

有關支道林的《即色論》
，詳見許抗生先生前揭書第二章第三節（二）
〈支遁即色宗的佛教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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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復受人寄載！」（〈文學〉四五）
此兩段資料顯示佛門中人亦有清談家的風氣。支道林與竺法深均精研《小品》，
討論佛理一如談玄，重視「辯答清析，辭氣俱爽。」，談勝則喜形於色，談輸則
「意甚不忿」或「厲聲」說話。此事或許無關修養，而純為追求真理的執著表現。
其時士人亦歡迎名僧至宅第講經，譬如：

提婆初至，為東亭第講《阿毗曇》
。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
「都已
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
道人曰：
「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
「大略全是，
故當小未精核耳。」（〈文學〉六四）

此段資料顯示，王珣、王珉兄弟一同聽講佛經，而領悟程度及速度則有差別。其
時士人討論玄理，時有類似情形，不足為奇。至於論及佛理相通，則有一例：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文學〉五四）

「六通」與「三明」之異名同歸，在《俱舍論》中有清楚說明：「三明者，一曰
宿住智證明，即六通宿命通也。二曰生死智證明，即天眼、天耳、他他、神境通
也。三日漏盡智證明，即漏盡通也。」（〈文學〉五四楊勇《校箋》）由此看來，
六通三明皆為「解脫在心，朗照三世」之描述（〈文學〉）五四劉孝標《注》）。
其時士人研究佛經的過程以殷浩一事最為知名。試看以下四例：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文學〉二三）
殷中軍被廢東陽，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
，疑《波若波羅密》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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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文學〉五０）
殷中軍被廢，徒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 52。遇
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文學〉五九）
殷中軍讀《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
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 53（〈文學〉四三）

依此順序，則殷浩先以為佛經中亦應有其玄理，然後經過深入研究，得到許多「精
解」，遇疑難則請教專業人士。殷浩家中無疑歡迎講論佛理。試看：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恆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
值盛有賓客；殷使坐，麤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
略麤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文學〉四七）

綜合魏晉士人對佛理的看法，另有一個關心的焦點，亦即若依儒家的聖人觀為
準，則兩者有無會通之餘地？以下一例頗具代表性：

佛經以為袪練神明，則聖人可致。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
陶練之功，尚不可誣。」（〈文學〉四四）

依劉《注》提及，
《釋氏經》曰：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
萬行俱足，便成佛也。」此段資料大概為其時士人的共識：「成佛」無異於「聖
人可致」
，而「袪練神明」即是「修智慧、斷煩惱，萬行俱足。」
。簡文帝對此並
52

53

〈文學〉五九劉孝標《注》云：「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九、
七覺之聲。」亦即佛義條目名相。
〈文學〉四三劉孝標《注》引《高逸沙門傳》曰：
「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
遁。遂邂逅不遇，深以為恨。其為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又裴啟《語林》
（卷七）曰：
「浩
於佛經有所不了，遣人迎林公，林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
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
林公大以為然。」
（台北：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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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把握，因為傳統觀點中，「聖」乃登峰造極，而「佛」與「聖」是否等同，並
且成佛之道是否與成聖之道相同，則尚待研究與討論。然而，無論如何，簡文帝
畢竟肯定佛教的「陶練之功」是不可批評的。
魏晉時代三玄與佛理受到重視與欣賞的情況，概如上述。復次再簡述其它有
關玄理的討論。

四、次要玄理的探討
《世說新語》中，另有如下幾種玄理值得一述。
（一）關於聖人
除了上述涉及聖教與《老》
、
《莊》異同的材料，已分別說明之外，另有幾則
關於聖人的例子，亦值得參考，如：孫齊莊八歲時回答庾亮的問題，曾說「聖人
生知，故難企慕。」一語（〈言語〉五一）。此處所謂的「聖人」，係指孔子，因
為庾亮所提問題為：「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
「聖人生知」一語非八歲孩童所能發明，應是聽自父執輩所言。然而，孔子
清楚指出：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論語･述而》）
；孔子又
云：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同上）
。
孔子自認並非聖人，並不妨礙後世尊之為聖人；然而「生知」則不能由後世認定。
由此可知，時人對「聖人」的看法是超凡入聖，非凡人可及。譬如：

謝公云：
「賢聖去人，其閒亦邇。」子侄未之許。公歎曰：
「若郗超聞此
語，必不至河漢。」（〈言語〉七五）

謝安認為賢聖離人不遠，子侄輩卻不同意，以致謝安感嘆未得知音。謝安所見，
符合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之旨，可惜此一意旨在好談玄
理的魏晉時代反而有些遙不可及。推至極端，浮現聖人有情無情此一問題。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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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戎喪子後，
「悲不自勝」
，道出「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一語（〈傷逝〉四）
。所謂忘情，係指不受情感所累，顧敷七歲至寺中見佛像有泣
有不泣時，云：「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一語（〈言語〉五一）。此
中究竟真象如何？試看一例：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
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
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曰：
「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
（〈文
學〉五七）

聖人有情無情之辨乃正始年間王弼、何晏之清談內容 54，王修主聖人無情說，僧
意難王修云：
「誰運聖人邪？」
，則詮明王修主聖人應物而無累於物。聖人若有情，
則與凡人無異；聖人若無情，則如柱如籌算，終須有一運之者。對於此一兩難，
比較合理的解釋是：聖人有情但不為情所累，因其能樂天知命，一如《中庸》所
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第一章〉），順乎自
然，得其調適，有情而能忘情，自然無入而不自得。
與此相關者，則為善人問題。譬如：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
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
時絕歎，以為名通。（〈文學〉四六）

在此，殷浩所謂「自然無心於稟受」，係道家《莊子》的思想，劉《注》引〈齊
物論〉「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為證，並引郭子玄《注》：「塊然
而自生」
，
「自然而已然」
，說明並無主宰造物的計畫或力量。如此一來，何以「善
54

關於聖人有情無情論，參見湯用彤〈王弼聖人有情義釋〉收入《魏晉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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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少，惡人多」？順此思路，劉惔以「寫水著地」
，
「略無正方圓者」回答，可謂
恰到好處。但是，人之善惡，豈是「自然」之事？若是，則為宿命論，然後賞罰、
報應、正義等觀念皆無從落實。不僅聖人難以企慕，即連莊周亦無法企慕。此亦
代表魏晉時代崇尚自然的一種思想遺緒。

（二）關於才性
魏初關於才性的討論，有所謂「四本」之說，頗為時人所重。此就《世說新
語》的相關資料作一整理。首先，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
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文學〉五）

鍾會希望嵇康讀其新作，又畏其責難，乃有此段記載。其新作即《四本論》。據
劉《注》所引《魏志》曰：

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
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
論離。文多不載。

論「同」者，以本質為性，並以本質之表現於外為才。論「異」者，以操行為性，
並以才能為才。論「離」「合」者，則以性為操行，才為才能，再予比較二者關
係 55。由於定義有別，討論時不易釐清所指。此論之意義與時代背景已有專家為
文說明 56。魏晉時代，真能說明《四本論》的人不多。如：

55

參見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頁一五０。
有關《四本論》之意義與時代背景，王葆玹先生論之甚詳，參見《正始玄學》第九章〈正始玄
學的人性論和人材論──貳、才性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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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湯池鐵
域，無可攻之勢。（〈文學〉三四）

足見殷浩精於《四本論》
。殷浩讀佛經《小品》
，遇有疑難，曾欲與支道林問辯，
未能如願。而卻得以與支道林談「才性論」，支竟不敵。試看：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交一言。而才性殆是
淵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
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文學〉五一）

由此可見「四本論」其玄理自成一套系統，非一般士人可以輕易通解。譬如：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曰：
「使我解《四本》
，談不翅爾。」
（〈文學〉六０）

殷仲堪「精覈玄論，莫不研究」
，竟亦自承未能了解《四本》玄理，足見《四本》
之難解。

（三）關於名家
名家有些材料可以提供談助，魏晉時人或注意及此，但致力研究者則不
多，譬如：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
「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
「故當
是其妙處不傳。」（〈文學〉五六）

謝玄回答的語氣挾帶猜深成分，然於肯定惠子之書有其「妙處」，只因不傳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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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入玄」此一點上，卻自有其見解。惠子妙處不易傳世，可由一例知之：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
。為論以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
重相咨盡。阮乃歎曰：
「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文
學〉二四）

在能言人與索解人二者怕不可得的情況下，名家理論自不易得到發揚。另有一例
言及類似情況：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
不？」
客曰：
「至！」樂因又舉麈尾曰：
「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
樂辭
約而旨達，皆此類。（〈文學〉一六）

樂廣其解說方式係以動作與情境為主，令人自悟其理。所悟其理。所悟多少，是
否正確，則不易評估。
「旨不至」
，若至，何可復去？故至與去為相對。此說表示
變化本身不易定名，一旦定名又不當為名所拘，否則徒然自陷矛盾。名家玄理多
名相上打轉，未若道家之留意於自然本體。
《世說新語》中另有一些非關玄理之討論，亦即須由常理角度或科學角度判
斷者，如鬼神有無（〈方正〉二一、二二）
、視覺形成（〈文學〉四八）
、夢的問題
（〈文學〉一四、四九）等，不再析論。
總而言之，魏晉時代重視人的個體性，在思想上亦有解脫傳統觀念的要求，
其中最鮮明的表現即為清談之風。清談材料亦因應時代的需要，不再謹守名教與
常理，而能開拓新的領域，配合《易經》
、
《老子》
、
《莊子》三玄之流行研究，與
佛教推廣佛理的過程，孕育成一股知性上的風潮，形成具特色的「玄理之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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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品味。影響所及，舉凡超脫實用層次追究根源本的話題，均受到歡迎。清談
是否導致誤國，或許尚無定論；然清談所引發的玄理或形上學的思辨，卻在思想
史及文學史上留下精采的篇章，足供後人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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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謎詩: 以「謎語型詩歌」融入英詩教學

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Riddle Poetry in English Poetry
Pedagogy

Yi-jou L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s

Abstract
When speaking of English poetry, many students will feel confused about its
condensed language; particularly, the non-literature majors may have trouble in learning
motiv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ffers a method based on riddle like poetry studying
to motivate learners’ interest. This study does not analyze rhythmic patterns of poems
bu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select poems with riddles (referred as ‘riddle-like poems’ or
‘riddle poems’ in this paper). Due to learners’ curiosity and interest in riddles, the
riddle-like poem lesson will catch learners’ attention and help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non-literature majors’ reaction at Wenzao Ursulien College

of Languages after the riddle-poetry pedagogy. A conclusion and suggestive list are also
provided.

Keywords: Riddle-Like Poetry (Riddle Poetry), Poetry Pedagogy,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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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謎詩: 以「謎語型詩歌」融入英詩教學
羅謎語型詩歌」融入英詩教學
羅宜柔
文藻外語學院英國語文系副教授

摘要
一談到英語詩歌，必有讓人「雲深不知處」的感嘆，如果面對的是非文學為
主修或者對文學無興趣的學習者，則教英詩更是吃力不討好，本文因此提供另一
種英詩教學的可能，即本文不以詩歌格式（form）的運用為教學中心，而是側重
詩歌內容（content）的進一步活用，尤其，透過英文詩歌語言精煉濃縮的特色，
本文主張可採用英詩謎語教學法，如此，不僅加強學生的學習興趣，透過人類總
有解開謎底的好奇心，也因而自動驅使學習者仔細閱讀詩歌的字句，引發其學習
興趣，且促進其對英文詩歌的喜好。本文提供教授文藻學院文學非主修學生們此
種謎語型詩歌之回應，最後本文也以龐德(Ezra Pound)和狄瑾森(Emily Dickinson)
等多位詩人的作品提供舉例參考。
關鍵字: 謎語、英詩、教學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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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rine (2002) pointed out, “poetry is the most condensed and concentrated form of
literature, saying most in the fewest number of words. Poets use line breaks to create
rhythm or sound, to signal meaning, and sometimes to give poems a particular
appearance.” (p. 9) Benton (1999) supported, since poetry is presented in a condensed
language form, English teachers should not ignore poetry pedagogy. Generally speaking,
not only is the sound of the words, but the meanings of the words are suitable for
learning. However, connotations, metaphors, and symbols in poetry may frustrate
readers who reject poetry due to a bias that poems are “difficult” texts. Thus, the
researcher proposes riddle poetry pedagogy as a substitute.
Despite the common puzzlement of poetry and riddles, no one can deny it that
when it comes to riddles. Learners become excited or cannot wait to give an answer.
The anagram of the Tom Marvolo Riddle into “I am Lord Voldemort” in Harry Potter
perhaps is the most well-known riddle of the 21st century. When the riddle was revealed,
audience’s amazement was beyond words. As a result, the combination of poetry and
riddles became a possible and viable strategy for English pedagogy. This paper presents
a procedure to use this riddle-poem strategy in English pedagogy. Additionally, we
suggest methods to use poetry in riddle teaching and we provide college student
(non-English literature majors) response to our approach.

Literature Review
Cranston (2003) indicated and highly recommended English poetry as a good means
to teach language. He rejected the idea of “the teaching of poetry should be reserved to
senior seminars” (p. 955). Likewise, Martin (1997) affirmed that literature (poetry
included) “addresses the affective as well as the cognitive dimensions of the ‘lif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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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 (9). As a result, Skelton indicated a fondness for poetry and employed poetry in
the classroom for students at the high school level. Skelton (2006) concluded that
teaching poetry helped to see “the world from a fresh perspective”; “[transform] the
ordinary and the routine into the remarkable”; and, thus, “poetry in the classroom has
the potential to … create a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 (p.29).
Simply put, the rhyme schemes and the repetitive patterns in English poetry
become an ideal access for language learning (Christison & Bassano, 1995). Morelli
(1997) emphasized the sound of a poem, “As sculpture is meant to be touched, poetry is
meant to be heard” (1997, p.76). Whitin (1983) insisted that “Sound always comes first,
understanding later” (p.457). As Perfect (1999) indicated, actually, “almost every child
[has] some experience with poetry” as “lullabies, childhood chants and songs, and first
shared on laps” (p.728). Consequently, Webster (1926), Perfect (1999), and Skelton
(2006) all enjoyed having poems as part of their teaching materials.
Many scholars such as Denman (1988) have appreciated the depth of
interpretation of poems to help us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Myers (1998) reiterated the
power of poetry in the mind and even the intrinsic passions of the reader. Cranston
(2003) still confessed, “Poetry is indeed scary business” (p.954). Meanwhile, Denman
(1988) also pointed out that some students (and even teachers) have trouble
understanding English poetry because it seemed that “poetry has to be heavy with some
sort of deep, hidden meaning that they [students and teachers]…cannot see” (p.87). Of
course, a teacher’s responsibility is to help students get out of the deep unknown dark
hole of not understanding, but to find a meaningful poem is the top priority. At this time,
riddle poetry is about making a good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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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ke (1939) defined “A riddle is a complex problem or question, the answer to
which may be deduced from two or more statements or limiting factors” (p. 228). It is
strange that a poem is often connected with words like “enigma”, or “something
ambiguous” (Selke, 1939, p.228). However, it almost never happens that riddles could
be criticized as too difficult or too ambivalent to understand. Or at least, even if riddles
are too difficult to figure out, seldom would people complain about that. In actuality,
most people love to solve riddles.
Most of the time, a riddle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riddle image and the answer.
Maranda (1971) explained that riddle images are mostly “the juxtaposition of two things
compared constitutes a metaphor” (p.54). He further categorized the metaphor
formation into three types: 1. the comparison may take “specification” as the benchmark;
2. generalization; and 3. finally, inversion. In a riddle that compares a tree and a women,
he indicated that “a bride represents a blooming tree, a pregnant woman represents a
tree bearing fruit, a widowed woman is used as an image of a tree that loses its leaves”
(p.55) is an example of finding the specification (some trees are similar to women);
generalization (the life circle of all trees and all women are quite similar); and inversion,
or a reversal (if a tree is similar to a woman, then, a woman can be compared with a
tree). 1 That Maranda spent time explaining how riddles are constructed is not the focal
1

Maranda’s examples perhaps are still vague, so I will give my own interpretation by the following three
riddles.
Riddle A: Who grows without root? Answer A: Human beings.
Riddle B: A dam in your house; a dam in our house; a dam in everyone’s house. What is this?
Answer B: Wells.
Riddle C: A widow in fall; a widow in winter; a new bride in summer. What is this?
Answer C: Trees
In Riddle A, human beings are specified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ce. So, this riddle is formed
because of specification. In Riddle B, “the dam” is everywhere, so the riddle is formed fro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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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of this paper. Yet, his statement that “A child does not learn sentences; he learns
words related to their meanings and rules of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p.56) is the
contribution of his research. From Maranda, riddles are “relaxing” and “enjoyable”
(p.57) as well as offer words for children to find out comparisons, formations of
words-relation, and to learn meanings.
Riddle poetry teaching provides a more vivid but less didactic pedagogical
possibility because to solve a riddle, one needs to analyze and to compare. Selke (1939)
proposed placing riddles on tests: “In carefully wrought riddles, students must exercise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skill in criticism to get the correct answer” (228). “Powers of
criticism” (p.229) are highly required to solve a riddle and, thus, Selke (1939) strongly
recommended this strategy as well.
In summary, poetry brings the fun for rhymes, but not really all teachers and
students deemed it fun. Particularly, the poetic language makes the situation worse. The
researcher proffers riddle poems as a substitute. There are, in fact, no riddles poems in
literary glossary. Riddle poems are defined by the researcher as poems on an object or
place without explicitly mentioning the object or place. 2 In this way, the melody of a
poem remains functional while the fear of digging out the poetic meaning is replaced by

generalization. In Riddle C, the three phrases in fact describe a woman’s life but the answer indicates that
the trees’ life is similar; the riddle is formed because of reversed logic between both life cycles.
2
Riddle poems in this paper refer to poems on specific objects, places, or beings but not vague ideas.
Take William Carlos Williams’s “So much depends on” as an example. The words “so much” have
already foretold this poem is full of various meanings. In actuality, a good poem often has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That is why Williams’s “So much” has become a famous one. Nevertheless, a riddle poem
here is defined as a poem with one and only one answer. To this extent, Williams “So much” is not a
riddle poem. Conversely, Carl Sandburg’s “Fog” is a riddle poem based on the researcher’s definition.
Seemingly, the poem is about a cat but in fact, Sandburg uses the feature of a cat walking to make a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fog moving. Namely, the title has told readers the poem is about fog and nothing
else. Riddle like poems with specific answers like “Fog” would be deemed as riddle poems.

160

遠東通識學報 第七卷第二期 頁 155-172

迷思?謎詩: 以「謎語型詩歌」融入英詩教學

the fun of working on them.

Method and Procedure
English poetry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is not uncommon. Many a scholar as
Chuang (2009) and Wang (2006) has completed studies on teaching English poetry in
senior high schools. However, seldom would researchers and/or scholars lay emphasis
on the integration of riddling-solving and English poetry-appreciation. As a result,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nduct its study with new subjects, namely college students in terms a
new pedagogical method--teaching poetry as riddle solving. A three-hour lesson with
three questions provided to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i.e., students who will become a new generation of teachers to teach a new
generation of students; in particular, students that will receive 12 year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Students from this department are offered American and English literature
courses with each course longer than one semester. Based on this unusual background,
three questions would be posed. Before this, some concepts should be clarified. First, to
students from this department, actually only few of them may intend to become teachers
in the future; namely, not only do they show no interest in literature but some of them
are not interested in courses provided by their department.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is
a major course objective for them; this means that they may not have basic knowledge
of English poetry and what is even worst, they may not take literature courses seriously.
As a result, the reasons for taking this course as well as the foreknowledge (to be
specific, their opinion of poems before the class) are two major questions that need to
be asked. The third question relates to the instruction of riddle poems.
The riddle poetry lesson was given in September 2011 for only three hours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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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week course for part of the English literature course. The riddle poem pedagogy
aims at arising students’ interest and furthermore stimulating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s;
therefore, it is not necessary to exert the pedagogy in a whole semester. A total of 26
students were present during the first week. The lecturer (also the researcher) took 20
minutes on course introduction before moving onto the riddle poems. The reason that
the lecturer did not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English literature is that students from
this department did not have any foreknowledge on literature. It is not surprising to
know that a few of them took the course just because there were no others to choose
from (this will be verified later in student responses to the questionnaire). Consequently,
it would be better to start the class by relating merely some basic ideas about poetry.
Since it is a literature lesson, the riddle poems selected were either from or related
to American or English literature. Namely, poems selected were composed by real poets
but not by riddle makers. To this extent, three poems, Tennyson’s “The eagle”, Ezra
Pound’s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and Emily Dickinson’s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were used in class: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Ezra Pound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Emily Dickinson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Occasionally rides;
You may have met him,--did you not,
His notice sudden is.

The eagle
FRAGMENT

The grass divides as with a comb,
A spotted shaft is seen;
And then it closes at your 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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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Tennyson

And opens further on.

He clasps the crag with crooked hands;
Close to the sun in lonely lands,
Ringed with the azure world, he stands.

He likes a boggy acre,
A floor too cool for corn.
Yet when a child, and barefoot,
I more than once, at morn,

The wrinkled sea beneath him crawls;
He watches from his mountain walls,
And like a thunderbolt he falls.

Have passed, I thought, a whip-lash
Unbraiding in the sun,-When, stooping to secure it,
It wrinkled, and was gone.
Several of nature's people
I know, and they know me;
I feel for them a transport
Of cordiality;
But never met this fellow,
Attended or alone,
Without a tighter breathing,
And zero at the bone

With a group of students from the foreign teaching department, the simplest poem,
“In a Station of Metro,” was first selected. The lecturer erases the title and just shows
students two lines of text. Words like “apparition” and “petal” may not be easily
understood and will need to be explained. The lecturer showed pictures (Figures 1 and 2)
and asked to have group discussions. The comparison between passengers in the metro
station and petals on a black, wet bough indeed is vivid but uncommon. As a result,
students thought that this poem was about a graveyard, orphanage, church, forest, ghetto,
or hell. Apparently, thanks to the drawings, students could easily catch the dark, glo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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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a of the poem even though none of them could solve the riddle.

Figure 1

Figure 2

Likewise, the title of “The eagle” was not revealed prior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ext. Figures 3 and 4 show the pictures related to the poem that were used. In figurative
language, personification is a frequently employed strategy. Since the second poem is
about a bird, the researcher reversed the personification by drawing a person climbing
high and then flying down to refer to a non-human. The flying image was clear that
most of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give the correct answer. Furthermore, the lecturer was
able to emphasize the sound of ‘k’,’s’, and ‘l’ to inform students how Tennyson depicted
the power of the eagle with words and sounds.
Finally, Emily Dickinson poems provide a good databank for riddles like poetry
pedagogy because she seldom composed poems with titles. In fact, Keller and Miller
(1984) have indicated that Dickinson’s description is “riddle-like” (533). Dickin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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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is an example. Despite of the difficult words as “shaft”
and “whip-lash” are infrequently used. Figures 5, 6, 7, and 8 clearly illustrate the
features of the answer, i.e., a snake.
Figure 3

Figure 4

Figure 5

Figu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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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riddle-like poems were all image-depicted and can easily engage student
interest and attention. Alternatively, the lecturer asked students to draw pictures based
on the poem instead of providing pictures first. Various reading perspectives create
different reading interests and add to the joys of solving riddles.

Question Giving and Results
As the previously mentioned, three questions would be asked before and after the
class instruction. They are as follows:
Q1. Why do you take this class (since it is not a compulsory class)?
[1]. I don’t know. [2]. It is on my list. [3]. I have no other choice.
[4]. I like literature / poem. [5] Other (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
Q2. How do you like poems (or literature)?
[1]. I don’t like it. [2] I like novels but I don’t like poems.
[3] I like it very much. [4] Other (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
Q3. Do you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poems now?
[1] Yes, I think poems are easy to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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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ot really, I still think poems are a littl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3] No, I am sure poems are reall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4] Other (please specify) __________________
In regards to Q1, that only 2 of the students out of 26 replied that they were
interested in literature (these two students had Applied Chinese as a minor or second
major). A total of 12 students responded actually they had no idea why they took the
class and 10 students were honest to say they had no other choices. In regards to
favoring literature or poetry, only 1 student had affirmed his love of literature and
poetry. A total of 18 students did love novels but not poems. After the lecture, 14
students thought poems were not that difficult to read or understand. A total of 10
students did not provide a complete positive reply. A total of 2 students raised doubt and
indicated that the riddle poetry lesson was an exception.
Overall, student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were
indeed prejudiced against poems but the lecture seemingly did not signifanctly decreas
part of their fear.

Discussion
The lecturer had given the same class for three years. Many times, the lecturer had
been questioned why a literature course was provided by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Facing a group of teachers-to-be, I was aware that I had to
persuade them and even give them examples to show the importance and
understandability of poetry. Therefore, I selected riddle poems as the lecture content.
After the questionnaire collection, the discussions were as follows:
1. Cultural awarenes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can be a question to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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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dents. Despite poetry as the major aim of this paper, a literature course was
offered as a research medium. However, students did not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litera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thus, almost all (24 out of 26) were in class without a
clear learning goal.
2. Students showed their potential. More than half (18 out of 26) students showed
they loved to read; only they loved to read novels but not poetry. Namely, they knew the
power of words or at least, they appreciated reading. With a good introduction and
education, they could love poetry as well.
3. Riddle poem pedagogy proved to be viable but not significantly useful as a
teaching method. Still nearly half (12 out of 26) did not give a positive reaction after
class. It is funny to note that two students indicated that poems learned on that day were
the exception. They did not believe other poems could also be fun. This proves they still
had doubts on the viability of poems.
4. However, the result from week 2 was encouraging. Since English literature is
not a compulsory class, students changed their minds in the first week. In Week 2, the
26 students became 30 students. In fact, 5 students who had been present on Week 1
were gone by Week 2. It happened that for Q3 and Q5 students showed strong
disagreement that poetry was easy. By Week 2, also 5 students were missing on the
name list as well. It may seem like a disappointing result. Yet, the truth is since 30
students took the class and were present on Week 2, this meant that 9 new students who
were not present in Week 1 decided to take the course for the whole semester in week 2.
The lecturer had asked these new students why they decided to take the course, their
answer was, “My friends [pointing at one girl] said the lesson is fun, so, we ar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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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ingly, the girl brought five new students to the class. One of the five was also here
because of the recommendation from another girl. The other two decided to take the
course because they felt bored in the class they had been to in Week 1. Apparently, the
riddle poem lesson did attract some attention.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The lecturer had picked poems that were a little difficult because they were all
college students. Namely, the selection of riddle poems should be based on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y.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three-hour class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is research
is questionable. However, first of all, the researcher would like to claim again that
catching interest in literature for student learning wa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class.
Based on previous results, it is reasonable to conclude students indeed showed interest
in this class. Next, despite of the fun in riddle-like poetry pedagogy, it still is not
recommended to make it a one-semester schedule.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1. it is
not easy to find suitable riddle poems; 2. it will bore students—no matter how fun a
pedagogical strategy could be, if it is used all the time, students will get bored easily.
As to the selection of riddle poems, Emily Dickinson’s poems are a good choice
because her poems are all title-less and most of them create suspense. Next, poems
related to animals (birds, insects are related) are the second recommendation. The
reason is the same as to that of the next suggestion, poems from imagists (Ezra Pound,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nd, even, e. e. cummings). Imagists’ poems are full of
images, namely, it is easy for readers to draw pictures based on the poem. Here is a
short list of such riddle-like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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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Tennyson’s “The eagle”
Billy Collins’s “Sonnet”
Carl Sandburg’s “Fog”
e. e. cummings’s “Grasshopper”
Emily Dickinson’s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Emily Dickinson’s “I like to see it lap the miles”
Ezra Pound’s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Silvia Plath’s “Metaphors”
Silvia Plath’s “Mirror”
William Shakespeare’s “That time of year”
By viewing the concrete images, reader fear of the abstraction of poetry will be
avoided. They will be more willing to know the poetic world. Therefore, good luck to
every Tom R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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