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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隱逸詩析論
康全誠*

摘要
六朝時期是老莊玄學的極盛時代，也是浪漫神秘文學的開闢時代，而在這
個時期中，能將思想和文學融合為一體的，就是隱逸詩，因此六朝是隱逸詩的
溫牀。本文即對六朝隱逸詩的界說，產生的時代背景，以及各家隱逸詩的形態
特色作探討；內容結構作分析，以明其梗概。
關鍵詞：六朝，隱逸詩，招隱，陸機，陶淵明

*

康全誠，遠東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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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eclusive Poetry of the Six-Dynasties
Kang Chuan-Cheng/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Far 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ix-Dynasties was a period of great prosperity for Taoism
metaphysics of Lao-tzu and Chuang-tzu, it was also the beginning of the
romantic mysticism that reclusive poetry was able to integrate the thinking and
literature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fore it was the breading ground for the
reclusive poetry of the six dynasties. This essay will explore the definition, the
background of times, and the styles and characters of different poets of
reclusive poetry of the six dynasties, and to analyze their structure and content
to get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Key words: six dynasties, reclusive poetry, hermit, Lu Chi, Tao Yua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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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文學是人學，文由人創，論文必須知人。研究一部作品，需要了解作家的
身世經歷、思想性格；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學風氣，文學潮流，需要了解那個時
代的作家群體性格，乃至整個士林風習。研究文風必須了解士氣。作家群體和
知識階層不是孤立的存在體，而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與其所處的社會關係、文
化氛圍有著密切關係，因而研究士風必須了解世風。世風、士風、文風不是單
一而是往往並存的，研究中國文學必須朝此方式進行，研究六朝文學更需明此
風氣潮流，尤其要了解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文人才子的心靈領域，實屬必要。六
朝原本是個史地名詞，指的是歷史上六個定都健康的朝代──三國時代的吳、
東晉、以及南朝的宋、齊、梁、陳。其題材文學，隱逸詩是一個嶄新的主題，
因六朝時期是老莊玄學的極盛時代，也是浪漫神秘文學的開闢時代，而在這個
時期中能將思想和文學融合為一體的，就是隱逸詩。六朝是隱逸詩的溫牀，但
隱逸思想在六朝以前早已產生。在楚辭系統作品中〈淮南小山〉所作的〈招隱
士〉，探本溯源，即是小山之徒為憫傷屈原而作，文中有對隱士寄身之境的蠻
荒幽森的極力鋪寫，往後尊重隱逸的言論，在儒、道二家的典籍中，皆曾屢見
不鮮。其著者如孔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篇》），
孟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篇上》）《易．爻
辭》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卦〉上九），老、莊書中更數數
出，而漢人思想裡，大半承襲著儒家用行舍藏、高風定標的觀念，對於道家消
遙超然之旨，則較少領會，他們把隱遯當作是不得已時避禍全身的退路。至漢
末以下，兵亂頻仍，政局動盪，士人遵循儒家理想在立德、立功方面所作的努
力與期待，此時皆落於虛無，不免使人深深感到對外在的一切實在無能左右，
轉而認識到唯一的真實便是對個己生命的把握，強調個人主義的老莊思想因而
盛行起來。晉人推崇隱逸的論調中，即明顯地反映出這種思想的轉變，他們以
為隱逸的本身即具有獨立的價值，流連山林，是從形跡的消遙，進而達到精神
的超越，故能處否忘泰，得失不縈於心，起塵絕緒，世網莫之能加。這樣從重
德輕身到重身貴恬，從逃避現實人事的禍害到要求形神超越，其間受道家哲學
之影響則顯然可見。本文即對六朝隱逸詩之界說，產生的時代背景、及各家隱
逸詩之形態特色作探討，內容結構作分析，以明其梗概。

二、隱逸詩的定義
「隱逸」一詞含有逃脫躲避的意思，也可引伸為逃離俗世，不入仕途之
意。這兩個字最先指的是「窮約」和「奔竄」的意思，因此，隱逸之士是指過
著窮約、奔竄生活的人，這是隱逸的初義，這裏加入「不入仕途」一語，是根
據歷代《隱逸傳》中所載，大部份隱士都是不聽從君主的召喚而放棄仕途的記
錄，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正義、自由權變（待時）、生存、
冷漠是隱逸五要素，五要素的不同表現與組合，構築著中國隱逸史的千姿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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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1 莊子認為自由是無為，不為有國者所覊，冷漠是恬淡寂漠，生存是不以天
下害其生，皆是隱逸的要素，儒家則提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
語．述而》），「天下有道則見，无道則藏」的模式，後來進一步描述為：
「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
為冥鴻，寂兮寥兮，舉身而退。」（白居易〈與元九書〉）此為說明隱逸是一
種理想生活的表徵，它也是一種高尚人格的標誌，又是人生修養的極致，是一
種「符其志」的「至樂之道」。因為古代隱逸者他們認為隱逸情緒和生活場景
的蕭致淡泊色調正是一美學情調。在隱逸的藝術，文學審美活動中，美學與生
活的情調獲得了統一，生活的境界正是美學的境界。中國人的自然觀是親和
觀、消融觀，是主體融化在自然生機之中。而這種親和、消極的實現，有多種
方式，其中隱逸是重要的方式。因為隱逸的行為方式如悠游林泉、弋釣魚鳥，
彈琴飲酒、嘯傲山壑，都是在實現著與自然的親和、消融。隱逸原因的政治、
社會因素並沒有消逝或淡化，士人的主體因素則得到強調。
此種現象，一直到六朝時，大量出現通過隱逸來獲得自身心理滿足和情緒
自適的現象。《晉書．謝安》言謝安：「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咏屬文」，這
是一種典型的隱士生活。隱居生活的環境促進了主體與自然的消融，也促進了
主體的心理自適發展。2 我們依照六朝士人林林總總的隱逸型態中，可分為廣義
的隱逸詩，包括遊仙詩、山水詩、玄言詩、田園詩等；狹義的隱逸詩是指詩人
以歌詠窮約生活，企慕古時的高士、隱者、逸民、嚮往山林、江海、農耕、漁
釣等世外幽境，甚至以宦達為俗累，以隱逸為高尚的思想作品。3 本文僅以狹義
的隱逸詩為研究對象，以其較符合隱逸的本質和概念。

三、六朝隱逸詩興盛之時代背景
(一)、政治社會動盪不安
漢末連年災旱，內面是宦官外戚的爭權，外面是黨禍與黃巾，董卓之亂，
曹操舉兵，形成三國割據的局面，可見漢末的大亂實在是隱逸之風興起的最大
原因，接著司馬炎篡位，西晉在戰火中升起，但是西晉是個極端腐朽的朝代，
不過十幾年，便爆發了賈后及八王之亂，接著內徙的中國各族乘機而起，就形
成了各族間的割據混戰，直至懷、愍二帝被胡人所俘，西晉亡，這一百餘年可
說國無寧日。晉室南移，以後便一直是南北對峙的局面，北朝從匈奴劉淵起兵
（三○四年）到北魏統一（四三九年）為止，前後一百三十餘年間，是歷史上
所謂五胡十六國的各族大混戰時期。南方從三一七年東晉建國起到五八九年陳
滅於隋止，共經歷了東晉、宋、齊、梁、陳、五朝。在此時期，中央政府之真
正統一，只有十一年，東晉時有王敦、蘇峻、桓玄稱兵作亂，南朝時的權臣纂
1
2
3

張立偉：〈莊子論隱逸三要素〉，（《江漢論壇》，1994 年，3 期，頁 58）。
吳功正：〈六朝隱逸詩情調與美學風貌〉，（《江漢論壇》，1994 年，8 期，頁 76）。
洪順隆：《由隱逸到宮體》，（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73 年 7 月），頁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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弒，這種每一場政治紛爭，每一次改朝換代的背後，都噴瀉著一場血淋淋的大
屠殺。另一方面，土地私有、宦商勾結，貨幣貶值等社會問題點燃了各地的農
民暴動。自漢末著名的黃巾之亂後，魏晉之間始終盜寇不靖，再加上飢荒、瘟
疫、和戰禍。當時的社會呈現著一幅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的景象。而入深山大
澤避難的人很多，《晉書．蘇峻傳》云：「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黎，
峻糾合得數千家，結畾於本縣，于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強。」〈庾袞
傳〉又云：「齊王冏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於陽翟，袞乃率其同姓及庶姓，保
於禹山。」此皆為彼時因政治因素步入隱逸之途的原因。

(二)、知識分子飽受摧殘
自漢末桓、靈二帝的兩次黨錮之禍，知識分子早已被踩成了一條血路。魏
晉以降層出不窮的政治風暴，更為知識分子濃濃地塗上了一層動輒得咎的陰
影，揮之不去。綜觀六朝時期著名的文人，如孔融、楊修、丁儀、丁廙、何
晏、嵇康、張華、陸機、陸雲、石崇、潘岳、劉琨、郭璞、謝靈運、謝眺等，
皆以細故賈禍，不得善終。並且每一次文字獄都株連甚廣，滿門親友無一倖
免。《魏氏春秋》及《世說新語》都載孔融遭拘捕時，兒子一個八歲、一個九
歲，正在玩遊戲，孔融請求使者：「希望罪過止於我個人一身，孩子還小，可
以獲免嗎？」孩子平靜地對父親說：「爸爸您幾時見過覆巢之下，還有完卵
的？」後來果然也同赴法場。這些事實都何其怵目驚心，慘不忍睹。又嵇康於
縲紲中作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惠，今愧孫登。」《世說
新語》〈棲逸篇〉注引王隱晉書云：「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
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轉沒，故登或默也。」可知孫登的隱居也是
為了避免政治上的嫌疑和迫害，而嵇康之所以「今愧孫登」，也正如他在述志
詩中所謂「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自慚蹈禍之故是因為未能及早隱居所
致。此皆都是因為遭受政治迫害，而希求隱逸生活的例證。

(三)、儒學衰微，玄談興盛
兩漢時代是儒學之極盛時代，藉著儒學建立絕對的君權政治，但是同時採
取鄒衍一派的陰陽五行說，便構成一套極巧妙極神秘的天人感應的政治哲學，
儒學便成「術」，而非「學」。支離破碎，駁雜不純，愈來愈顯露出其無法維
繫社會人心的窘態。當時士大夫階層之所以仍然孜孜矻矻，皓首窮經，班固在
《漢書．儒林傳贊》中說得好：「蓋祿利之路然。」然而漢末以後天下大亂，
祿利之途斷絕，於是儒學便面臨衰落的命運，而一種新的思想則自然乘機而
起，便是所謂的玄學。玄學是以《周易》、《老子》、《莊子》為中心，作形
而上的探討與辯論。老莊哲學是亂世的產物，魏晉的學者在儒學極度衰微無力
的情況下，轉向老莊的清靜無為，消遙自適中去尋求解脫，他們看破人們的種
種醜態，對於現實的文物制度全不滿意，而理想著回到原始的無爭無欲的自然
狀態上，他們在意識上，雖是積極的反抗現實批判現實，但在行動上，却是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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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逃避現實。所以玄學標榜老莊，而老莊哲學本身就是由隱士行為的理論化
出發的，玄者玄遠，宅心玄遠則必然超乎世俗，不以物務營心；而同時崇真，
重自然，則當然會抗志塵表，希求隱逸，所以魏晉士大夫的行徑雖消極卻各有
不同，而都有這種務為高遠的超脫胸懷。王弼是玄宗之始，其注《易》遯上九
爻辭「肥遯無不利」云：「最處外極，無應於內，超然絕志，心無疑顧。憂患
不能累，矰繳不能及，是以肥遯無不利也。」4 此為著重在超然絕志的胸懷。又
有將儒家經典玄理化的學者如何晏的《論語集解》，王弼的《論語釋疑》、
《老子注》，鍾會的《周易盡神論》，向秀、郭象注《莊子》等皆是闡述玄學
思想的作品，這種玄虛的學術思想，在六朝時期風靡一時，一般的士大夫皆嚮
往合乎自然的逍遙游放人生，而歌詠著隱逸詩來。

四、六朝狹義隱逸詩之類型分析
在六朝狹義隱逸詩中所出現的內容中，我們探討其希求隱逸生活是由於詩
人對平素的志趣、危機意識、邦無道，個人情況、及對仕道的厭倦而欽慕隱
士，且渴望過隱逸的生活，我們可分為四大類：

(一)、從客觀立場，正面描繪隱士生活者（慕隱）
此種隱逸詩亦稱為慕隱，是詩人歌詠窮約生活，企慕古時的高士、隱者、
逸民，嚮往山林、江海、農耕、漁釣等世外幽境，甚至以宦達為俗累，以隱逸
為高尚的思想表現。5 如張華〈招隱二首〉：
隱士託山林，遁世與保真。
連惠亮未遇，雄才屈不伸。（其一）
棲遲四野外，陸沉背當時。
循善掩不著，藏器待無期。
義和策六龍，弭節越崦嵫。
盛年俯伸過，忽若振輕絲。
這兩首詩都是純粹詠誦隱士的，寫隱士以自比，訴棲遲之情，以它為志
趣。第一首的開頭說到隱士們脫離世上而隱居山林，過著「保真」的隱逸生
活，後二句是說明魯仲連和柳下惠

6

在他們的時代裏，懷才不遇，以「雄才屈

不伸」。第二首可分為兩部份，首先前四句描寫隱士的隱逸態度，後四句是描

4

5
6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注疏》卷一，《周易》，（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65 年 5 月），頁 85。
洪順隆：《抒情與敍事》，（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98 年 12 月），頁 387。
魯仲連亦稱魯連，戰國齊人，高蹈不仕，喜為人排難解紛。遊於趙，秦圍趙急，魏使新垣衍
請帝秦，仲連力言不可，會信陵君率魏兵至，秦軍卻走，後燕將據聊城，齊攻之歲餘不能
下，仲連遺書燕將，聊城乃下，齊王欲爵之，仲連逃隱海上，其事跡見《戰國策．趙三》、
《史記．本傳》。又柳下惠是春秋魯大夫展禽，魯僖公時人，又字季，因食邑柳下，諡惠，
故稱柳下惠，任士師時，三次被黜，與伯夷拜稱夷惠，參閱《論語．微子》、《孟子．萬章
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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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者自己到達他人生的晚年期，惜盛年俯仰之間已過形影無踪。在詩的題材
和意象表現上；隱士、「連、惠」是屬人物形象；「遁世」、「保真」、「棲
遲」、「陸沉」、「循善」、「藏器」是屬行為意象；「山林」、「四野外」
是屬環境題材。以上為詩中核心題材和意象，在詩中，題材是意象顯現的憑
藉，意象是題材精神的形象化。核心意象和題材均緊扣主題。「未遇」、「屈
不伸」、「掩不著」、「待無期」是屬感受情懷意象，也是核心題材，但它的
「情」由前面「隱士」而生。「義和」以下為次級題材，在詩中作為表情的輔
佐而存在，無關分類因素，此為隱逸詩的系統論寫作技巧。
陸機字士衡，吳郡華亭（江蘇松江西）人，生於吳景帝永安四年，祖父
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晉太康元年，吳國滅
亡，機是年二十歲，晉武帝太康十年，被徵入洛，為宦至後將軍河北大都督，
被忌者所讒，遂遇害，夷三族，年四十三，機詩作，留存至今者，凡一百一十
餘首，招隱詩有三首，如下：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山藻，
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承翠幄。激楚佇蘭林，四芳薄秀木。山
溜何冷冷，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
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其一）
「駕焉尋飛遯，山路鬱盤桓。芳蘭振蕙葉，玉泉湧微瀾。嘉卉獻時服，
靈木進朝餐。」（其二）
「尋山求逸民，穹谷幽且遐。清泉盪玉渚，文魚躍中波。」（其三）
第一首詩大致可分為三部份，前四句為第一部份，寫作者清晨起床，心境
不寧，彈衣正冠，彷徨中庭，將欲何之，幽人浚谷。「振衣」即含有擺脫世塵
之意。中間十句為第二部分，極為隱者之樂。其中「朝采－夕息」二句，采藻
息足，朝夕生活於青山綠水之處，此敍述著隱士之自由自在的生活。「輕條－
秀木」四句，寫山林中呈現的風姿，那輕柔的樹枝交錯扶撐，多像一座高大的
建築，那連成一片的翠葉多像碧綠色的帳蓬。還有，清風吹拂著美麗多姿的蘭
林，婆娑起舞，就好像在表演「激楚」一類的舞蹈，飄回之蘭香迥轉，薄迫於
秀茂之木。「山溜－曾曲」四句，言山林中悅耳的音響。「山溜－鳴玉」二
句，山溪形成的小瀑布激蕩著岩石，發出冷冷聲，十分動人。「富貴－所欲」
二句，描寫在這樣的年代要得到富貴實在是難的，還是辭謝榮華富貴，過自己
所嚮往的隱居生活。第二首、第三首像是闕文，還是如第一首親自找尋隱士而
觀察自然景物的，以山谷、芳蘭、玉泉、文魚等為題材，其題材都連結到芳香
和乾淨的意象。而且藉著他的想像力也敍述到仙界上的珍品。如嘉卉和靈木，
這些都是狹義隱逸詩的類別。
晉時左思字
法、彈琴，都沒有成就。後來受父親的激勵，發憤勤學，兼善陰陽之術。他長
相很醜，口才也不好，可是文章卻寫得很壯麗。他早年曾經雄心萬丈，立志作
壯士，最後卻只想作一個融心於自然的隱士，就在他的「招隱二首」之一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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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自己原先是懷著悲涼的心情親往自然山水中去尋訪棲居巖穴、鳴琴丘中的
隱士，卻因為經驗到「白雲停陰崗，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沉」
一片祥和的美景，心情平靜下來了，並且發現「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
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也就是說，人為的絲竹不如山水清音，人為的嘯歌
不如自然天籟，於是領悟到隱逸山林，恬淡虛靜、與世無爭的價值和意義：
「扶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
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
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餱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頰，聊欲
投我簪。」
全詩的主旨是通過對隱士安居之所的自然山形狀、色彩與音樂的讚美，來
傳達詩人對隱逸的企慕。故是詩向來為大家公認，說它是最標準的隱逸詩。
張載字孟陽，西晉安平灌津（河北深縣）人。博學有文章，晉武帝太康初
（二八○）到四川省父，著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
劍閣山，起家著作佐郎，累遷弘農太守，晉惠帝永寧，太安之際（三○一～三
○三），他見世方亂，稱病告歸卒。張載之詩今傳者，約二十首（殘闕詩包
含）。其中包含〈招隱詩〉一首：
出處雖殊塗，居然有輕易。山林有悔吝，人間實多累。鵷雛翔窮冥，薄
且不能視。鸛鷺遵皋渚，數為矰所繫。隱顯雖空心，彼我共一地。不見
巫山火，芝艾豈相離。去來捐時俗，起然辭世偽。得意在丘中，安事愚
與智。
這首詩可分為三大段，「出處－所繫」八句，首先把「出」和「處」比較
起來，歎人間之多累，山林未嘗無悔。可是鵷雛在天上飛翔，蒲且也不曾見
到，鸛鷺到河邊有過好幾次的所困。用此比喻「處」隱逸要比「出」（出仕）
來得更好，而禮讚隱逸。接著「隱顯－相離」四句是反駁心隱的。隱和顯只在
於內心，如和俗人相往而固守自己的精神隱逸，那麼像巫上實話的芝（隱士）
和艾（俗人），雖有所差異，但在結局上一樣都是燒死。最後「去來－與智」
四句是說比和俗人一起的精神隱逸要遠於超越俗世在山中「得意」，那麼世俗
的「愚」和「智」就沒有分別的必要，而更是主張山林隱逸的偉大，這和莊子
〈外物篇〉的「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的思想一致，故此亦為狹
義之隱逸詩。

(二)、以客觀之立場，反面刻畫隱逸生活者（反隱）
中國從〈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到左思、陸機的「招隱」詩，是一變；
從左、陸的「招隱」詩到王康琚的「反招隱」，又是一變。這些作品中所含蘊
的不同的精神意趣，正反映了時代思潮的影響與變遷。其轉變原因有三；其
一，名實乖離，題為「招隱」的作品，往往只是歌詠隱士的本身，或是描寫隱
逸的環境，或討論隱逸的清高超越，可以與「招」義毫無關涉，變得名不符
實。其二，關於隱逸之境的描寫，漸漸發展出更切實具體的標題，取代了舊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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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目，這以謝靈運的詩為最典型的例子，茲以「登石門最高頂」一首為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迥溪。長林羅戶穴，積
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林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
夕流駛，噭噭夜猿啼。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翫三
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這首詩的結構，實在有幾分左、陸的影子，而比他們的作品更加重了描繪
山水的部份，語彙也更加活潑，遂得以在詩界中開拓出一片山水華國的新天
地，溯其源流，則不能不說是脫胎於「招隱」之作。甚至「招隱」的遺息，在
謝靈運式的山水詩中，也還沒有脫盡，而表現在謝詩每一首必附加上的說理言
玄的尾巴裡。其三，有「游仙」這一流脈消納了它。漢代樂府中已不乏游仙之
作，曹氏父子也多有樂府體的游仙作品，首先將這類內容以五言形式來創作
的，似乎是阮籍，自此以後，詩人對仙界的描寫，日益臻於靈妙。7 於是，詩中
所表現的，人和自然合而為一。由於要強調隱、顯的相通，因此，說理遠較寫
景的多，寫景而景中寓理，詠懷，而主旨在高尚所詠之事，如王康琚「反招
隱」：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布。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黃太平時，亦有
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裡。鵾鷄先
晨鳴，哀風迎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信眾人，偏智任諸
己。推分得天和。矯性天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這首詩的主旨是作者在于「心隱」的追求之中，「小隱－柱史」首四句詩
把「山林隱逸」看成「小隱」；把「市中隱逸」規定為「大隱」，以伯夷和老
子作為例來舉出。「昔在－山裏」四句是敍述在昔日太平時代好像有山林隱士
巢居子（巢父），現在的世通不管多麼明亮，山中畢竟還有隱士。「鵾雞－玉
趾」四句把隱士居住的山林中的自然環境以否定的觀點來敍述的。再就是「周
才－終始」最後六句把大隱的長處和小隱的短處以對句的按順序的排列，結果
「歸來－終始」以此來歡慰。同上所述，這首詩究竟不是否定隱逸的本身，只
是否定山林身隱，主張精神上的心隱，使主導隱逸方法的變化多樣，還屬於狹
義隱逸詩的部類。
晉時閭丘沖字賓卿，高平人。清平有鑒識，博學有文義。為太傅長史，懷
者，計三首，其中二首是應詔詩，其他一首是〈招隱詩〉，其實為「反隱」之
作，如下：
大道曠其夷，蹊路安足尋。經世有險易，隱顯自存心。嗟哉巖岫士，歸
來從所欲。
這首詩是「顯」以為「大道」，「隱」以為「蹊路」，故否定在山林中的
隱逸之詩。換句話說，隱顯出自於內心，所以隱士們回來追求自己所願的。在
7

劉翔飛：〈論招隱詩〉，（《中外文學》七卷十二期），頁 1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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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顯」並非是說「做官」，意味著「明顯」的本義。這和《莊子．繕性
篇》的「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的思想互相一致，
這是說追隨精神上的隱逸即心隱，這首詩從希求隱逸的觀點，則為屬於狹義隱
逸詩，其不管隱逸場所，只要形而上學的心隱，此詩和從來的隱逸詩，內容上
完全是不同的，此為其獨特之處。

(三)、以主觀之立場寫隱逸生活，述棲遯之情，頌逸民之趣
南朝蕭衍的詩，今存者約有九十餘首，其中〈贈逸民詩〉等七首則屬於純
隱逸詩：
念我棲遲，安步任心。夏興石泉，春遊香林。歡踰絲竹，樂過琴瑟。無
疑無難，誰訶誰禁。百非不起，萬累具沉。
這首詩如詩題本身即是贈送隱士的詩，那隱士指多數的不特定隱士。首二
句表出對隱逸的念頭。「夏興－琴瑟」四句，好好兒地描寫出從山水間的隱逸
生活可取得的山水自樂，前後各兩句都是對句，末四句敍述過著隱逸生活而可
達到精神上的解脫，故是純隱逸詩。
東晉陶淵明，他的田園詩，以寫意為主，以意化境，創造出了渾融完整的
詩歌境界，這種意境是在詩人淳真平淡的生活和心情中自然形成的，像〈歸田
園居〉，已經基本符合我國傳統美學所追求的形神兼備，融主客觀為一體的理
想境界。8 這種詩是藉與田園相關的情事，歌詠隱逸的心思。其內容如下：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
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
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
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間。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這首詩敍述歸田的原因，以及歸田後的生活及愉快的心情。他表白了自己
離開仕途，歸居田園，是適合本性的。在那簡樸的鄉村生活中，感到擺脫拘束
返於自然的樂趣。本詩可分兩大段，前八寫歸田之由，後十二段寫歸田之樂。
全篇天然逼真，是一幅生動的村居圖，最後兩句換筆另收，以「復返自然」作
結，滌塵袪慮，怡然自樂，大有「葛天氏之民」語句醒豁，是一首純隱詩。
南朝周捨字昇逸，汝南安城（今河南原陽縣附近）人，仕齊為太學博士、
丹陽主簿，太常丞。梁初拜尚書祠部郎，今存詩僅有兩首，其中一首〈還田舍
詩〉即為隱逸詩：
薄遊久已倦，歸來多暇日。未鑿武陵巖，先開仲長室。松篁日月長，蓬
麻歲時密。心存野人趣，貴使容我膝。況茲薄暮情，高秋正蕭瑟。
這首詩敍述幾十年仕途生活之後覺得趁休暇歸田樂無窮之感懷，這可分為
兩大段，第一段便是「薄遊－時密」六句，表達了對官宦生活的深惡痛絕，以

8

曾廣開：〈試論陶淵明田園詩的美學價值－兼說王維田園詩對陶詩的繼承和發展〉，（《開
封大學學報》，1990 年第一期），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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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民間生活的熱愛，接著以陶潛的桃花源和仲長統的十居清曠的田園生活為
理想，企慕閑寂的隱居生活。第二段「心存－蕭瑟」是詩人在還田舍後所發的
感慨，觸景生情，由田園想到人生，「野」與「貴」相對，滲透著詩人的思想
傾向，故此詩為純隱逸詩。

(四)、在其他題材詩中，透露隱逸思想者
此種作品是作者在詩中透露隱逸思想，因作者在宦途疲倦了，偶而作退出
思潮的影響，不期然而作高尚其事之吟，如鮑照〈和王丞〉：
限生歸有窮，長意無已年。秋心日逈絕，春思坐連綿。銜協曠古願，斟
酌高代賢。遯跡俱浮海，採藥共還山。夜聽橫石波，朝望宿巖煙。明澗
子沿越，飛蘿予縈牽。性好必齊遂，跡幽非妄傳。滅志身世表，藏名琴
酒間。
這首詩大可分為三段，第一段「限生－連綿」，把「限生」與「長意」，
「秋心」與「春思」互相對比，以強調著「長意」的「無己」與「春心」的
「連綿」。這段就是和答之序頭。第二段是「銜協－縈牽」八句，「銜協－代
賢」二句，說明帶遠大的抱負進入了世俗的官僚生活。但結果失望而企慕隱士
的生活「遯跡－巖煙」，進一步想像著他們（王丞和作者）自己直接過隱逸生
活。第三段「性好」末四句，吐露渴求隱逸生活的作者心情，便是這首詩的主
題，此為作者在贈答抒懷透露隱逸之思。
南朝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鎮）人，「竟陵八友」之
一，曾提出「四聲八病」之說，今存詩略有一百七十多首，其中只有〈東武吟
行〉是一首隱逸詩：
天德深且曠，人世賤而浮。東枝纔拂景，西壑已停輈。逝辭金門龍，去
飲玉池流。霄轡一永矣，俗累從此休。
這首詩主要反映對世俗社會的不滿和辭官歸隱的思想。這可分為二大段。
第一段是「天德－停輈」四句，首二句表現了對世俗社會的不滿和批判；後二
句是感歎時光易逝，生命短。所以作者在第二段提示了解決的方法，那就是想
去過那超然塵世的隱居生活，此為沈約寫懷中透露隱逸之思佳作也。而沈約是
講究聲律的「永明體」創始人，他的詩講究聲韻和對仗，是後代律詞的先軀。
在這首詩裏，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這方面的特點。

五、結語
中國文學在先秦時期即已產生隱逸詩，等到漢時，一般知識分子，通過隱
逸來追求逍遙游牧的人生，還只是少數人所懷的高遠理想，如漢末仲長統的
「述志詩二首」之二的最後幾句－「抗志山棲，遊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
拕；翱翔太清，縱意容冶。」－己為隱逸行為吟出了讚歌。但是經過漢末社會
的大亂，經濟的崩潰、政治的敗壞，以及為避亂而隱遁的行為的普遍之後，企
11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一期

六朝隱逸詩析論

頁 1-14

慕隱逸之情才在魏、晉知識階層當中成為風尚，而隱逸詩便成為六朝詩歌的主
流之一。在此時期，詩人對生活要求已退至僅求保身，而逃避現實的老莊思想
乃應運而復活，因此詩歌轉而描寫老莊所歌頌之虛無出世境界，這一類的詩，
便是遊仙詩與玄言詩。在逃避現實，起初總企求與天地同遊，但神仙既屬虛
幻，僅能藉以抒發煩悶，不能如隱居之作為行動的方向，故隱逸詩的境界由玄
虛境界轉變為自然境界，又形成了田園詩的興盛。而且隱逸經過儒、道哲學的
理論化，隱逸已不再是單純的逃避行為，卻可以解釋成一種具有道德批判性的
政治姿態，也可以代表一種人生理想的企求，而遠離俗世的自然山水也從實用
的隱避所添上了精神的價值，因此，在隱逸的歌詠中，出現了自然山水的讚
美。所以六朝的詩歌，山水、田園、遊仙、玄言等題材往往與隱逸結合，而成
為敍述隱逸的輔佐資料。隱逸的風格改變了，身在廟堂的士大夫，心寄山林之
中，置身山水佳美之處，他們與志同道合的文人名士，以及深識老、莊，精通
詩文，並且摒絕俗務的高僧、道士，在琴棋書畫間飲酒、談玄、賦詩，並且暢
遊山水。隱逸已不再是清苦的，或孤獨的行為，而是一種可以結伴而赴的高級
享樂，甚且可享受田園之樂。可知六朝的隱逸詩是超塵拔俗的，根據統計六朝
時遺留下來的隱逸詩以陶潛作品最多，他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9 後代寫題材
詩的詩人皆受其洗染，沈德潛曾說：「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
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維）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閒遠，儲
太祝（光羲）有其樸實，韋左司（應物）有其沖和，柳儀曹（宗元）有其峻
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說詩睟語》，所以研究六朝隱逸詩，實在
是探究中國詩歌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門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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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通識課程設計－從高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談薄膜結構

林銘福
專任助理教授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摘 要
學校的課程應該貼近更廣大的學生經驗，能引發多數人的學習動機。博雅通
識的成敗是區隔教育和職業訓練的重要指標，是大學部應該開設的重要課程；但
是必須避免通識教育流於空泛，具實用性質的博雅通識教育是很好的解決方式。
實用博雅通識將不同專業課程內容與職涯裡與通識教育有關的核心價值及能力連
結，屬於一種長遠的、深耕的教育；呼應此概念，本課程設計之要旨是讓在地的
歷史、藝文融入科技類課程單元中。藉由類似故事般的歷史背景課程內容為開端，
帶領學生關注科學的主題－薄膜結構。概念性地讓非理工領域學生了解其他學術
領域的方法與不同領域知識互動的方式。課程包含結構穩定度及展開圖概念，同
時讓學生體會學校教的理論(數學幾何能力)和就業技能的高度相關性。
關鍵詞：博雅通識學習、薄膜結構、展開圖、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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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Curriculum Plan Performance:
Case Study of Science Courses’ Membrane structures Theme
Ming-Fu Lin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bstract
The undergraduate or bachelor’s degree curriculum should include a broader
college experience, with general and liberal learning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study
courses. This approach would develop the liberal arts values and skills required for a
variety of professions and careers. The purpose of this course arrangement is to
facilitate the incorporation of local color, arts and mathematical skills in science courses.
By beginning the course with history, students can be led through to the scientific theme
of membrane structures. This course includes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structural stability
of membran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loft, which is a variant of a 3D wireframe
volume object and is a technique used in 3D modeling packages. It is important that
students are assisted in understanding the mathematical skills required for developing
technical or specialized skills as technological advances require strong mathematical
skills to support technology based careers.
Keywords: general and liberal learning, membrane structures, developments,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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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序言
社會上普遍認為學士學位已經不具有就業保證之意義，然而我國產業也不可
能走回勞力密集的型態，高經濟成長、低失業率的時代已成過去。新時代需要中
等學歷程度的技術型人才，更需要高等學歷人才。教育不允許徘徊在十字路口，
專業與通識皆不可偏廢。人類文明發展讓社會結構變複雜，分工也愈精細；大學
教育隨之產生變化，逐漸走向專業化。大學的功能已經變成將來進入醫學、農業、
工程、海事、法律、商業等領域就業的職訓場所。大學本來是崇高的學術殿堂，
是原創理論、發明、發現與創造等思想交織的場域，具有針砭時政與維護社會正
義的使命，也是傑出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企業家、醫生、律師、會計師、
工程師等的搖籃。今日我們經常聽到大學教授談論學生一代不如一代；然而，學
生、家長及業界卻反倒批評學校教育與社會嚴重脫節。原本考進大學是一種至高
無上的榮譽，家長普遍認定進入大學就是未來美好前途的保障，學生必須經過高
中聯招、大學聯考才得以進入大學窄門。今日台灣的大學林立，進入大學就讀已
經不算是一種榮譽了。時代在演變，以往大學教師社會地位崇高；今日的大學教
師必須接受學生的教學評量、學校的評鑑，許多教師被迫要投入比以往更多的時
間與精力在研究工作。大學各系所面臨生員不足、學生程度下滑、經費不足、及
畢業生就業率下降等問題。學校也必須面對評鑑，評鑑優秀的學校強調的是教師
的產出，如學術研究、發明、獲獎、或帶學生競賽得獎，爭的是世界排名、學校
的曝光率；評鑑後段的學校則面臨少子化、大學財務困難等不利因素，有些學校
招生手段近乎央求學生，教育逐漸變成一種買賣。今日大學面臨的困難，很難找
出根源，有其歷史淵源，導致懸而未決，主要是因為這些困難牽涉許多價值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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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找不到平衡點，大學己愈發失去自信心，在充滿教育使命背景下不知如何面對
與處理這些困難1。大學的新進教師幾乎沒有例外，皆認為如果想要拿到下一張聘
書或升上更高一級的職位，只有比同儕更好一途，而比的不是優異的教學，比的
是學術研究、學術出版的質與量。大約 30 年前，一項在全美大學教師的調查中，
有 75%的受訪者認為，如果沒有出版就想要接聘書是很困難的2。在美國潮流帶動
下，近幾十年來，追求世界大學排名運動風起雲湧，各大學無不使出渾身解數。
大學崇尚學術是正確的，但如果大學以行政鐵腕手段，在短時間內大幅晉升排名，
則損失的恐怕是內隱的教育質變。
簡言之，大學已忘卻了更重要的教育學生的任務。大學作為創造和儲存知
識方面是成功的，但卻忘了大學教育的基本任務是協助十幾歲的人成長為
二十幾歲的人，讓他們了解自我、探索自己生活的遠大目標，畢業時成為
一個更成熟的人3。
大學教師要有突出的學術研究表現，必定需要投入比以往更多人力、物力與
財力，教學與輔導學生的時間必定遭到排擠或壓縮；然而，教學與輔導這兩項卻
是直接與學生未來發展直接相關的，這兩項也應該是學校的主要本質與社會任務。

貳、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的問題與對策
原先哈佛大學的教學形式，由同一位教授在一個班級上所有的課；1769 年開
始採取新的教學形式，同一位教授在歷屆學生上同一門課。使得哈佛大學逐漸走

1

Lewis, Harry R.,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Does liberal education have a futur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p. 1.
2
Boyer, Ernest L., College the undergraduate experience in Americ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p. 125.
3
同註 1 p. 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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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專業化；辯論課程中，古典而抽象的理論被更具現實意義的討論取代4。在眾多
有識之士、教育家及大學退休校長的呼籲下，美國許多大學開始通盤檢討與改革
大學課程。在國內，民國 73 年教育部為了強化大學通識教育，公布了大學通識教
育的 7 大範疇：文學與藝術、歷史與文化、社會與哲學、數學與邏輯、物理科學、
生命科學、應用科學與技術，提供學生自由選修 4 至 6 學分5。7 大範疇中，理工
相關的通識課程就占了 4 個，但是隨後各大學的通識教育並未就此彰顯，科學相
關的通識課程更是遭到漠視。

一、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問題
我國早期的通識教育，給人的刻板印象是賞析類型的、人文的、藝術的，其
實這只是通識教育的一部分，並非全貌；在校園裡，教師或學生對於通識教育的
6

認知有限。劉金源 指出：
通識教育一直是各大學中飽受詬病與忽視的一環。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包
括：師生對通識教育認知的不足、通識教育師資素質的低落、課程設計不
當、學校政策偏差等。因此通識教育的前途充滿著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在經濟掛帥的年代，通識＝人文、專業＝科技，二元化的結果，逐漸產生對
立而分庭抗禮；除此之外，Belknap7認為，教育區隔的現象並不僅存在於通識與專
業間，不同專業之間也壁壘分明；教育分裂造成普遍的「學而不思」現象。黃俊
傑說：

4

同註 1, p. 28.
黃俊傑，
《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台中: 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2008，頁 337。
6
劉金源，
〈通識教育應用科學類課程設計之實務探討－以中山大學“海洋技術概論”為例〉，
《通
識教育季刊》(7 卷 4 期)，2000/12，頁 72。
7
Belknap, R. L. & Kuhns, R.,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reinteg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9-4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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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大學系所分明的建制，雖有分河飲水之便，卻無共貫同條之樂，各種
日益精細的專業教育已如二千年前的莊周後學所說：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
所明，不能相通」（《莊子‧天下篇》），這種專業教育所培育的學生，在專
業領域未必能洞徹幽微，而在觀照全局上則顯然侷滯一隅而未能曲暢旁
通、左右逢源。這種只重專業而忽視通識的大學教育，已在現代大學校園
中形成另類的「反智論」( anti-intellectualism)8。
Belknap9還指出，美國的教育趨勢，在體制上分隔了職業訓練及教育，而且偏
重職業訓練。教育不應只是為了學生畢業後的職業生涯作準備，只把學生培養成
醫界裡的醫生、工廠裡的工程師、法庭上的律師、商場上的銷售員、金融界的理
財專家、廚藝界的廚師等，使得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的隔閡油然而生；教育應該
是更全面性的為畢業後的整個生活作準備，培養學生成為有責任感、飽學、及自
我認知的世界公民。漠視通識教育，僅專注於專業教育或專業訓練的結果；使得
學生普遍的價值觀，或對人生成功的定義，變成提升業績、為公司賺更多的錢、
或追求公司的產值，以爭取擢升的機會；雖然這種鑽營並不罪惡，卻令我們的社
會顯得庸俗不堪。
日本教養課程相當於我國的共同科目及通識課程，二次大戰後日本教養課程
同樣遭到質疑，如：教養課程與專業課程脫節、課程內容與高中教育重複、及大
班教學效果不佳等問題。日本因此進行教養課程改革，改革重點如下：(1)以類科
領域代替科目；(2)包含兩種外國語文的教學；(3)強調一般教育和專業教育之連貫；
(4)學生選課的自主性10。第 3 項是屬於課程方面的改革，其餘皆是關於教育行政的
8

黃俊傑，
〈二十一世紀的大學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互動與融合〉；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1
卷 2 期 (2007/01)，頁 5，引自 Snow 1998。
9
同註 7, p. 28.
10
黃俊傑，
《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台中: 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2008，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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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在大學裡要設計一門貫通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的課程，做這差事的教師，需
對通識教育有基本認知，及對這種無「產值」的工作能甘之如飴。

二、通識教育扮演之角色
在國內，這幾年教育部提出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著重五大素養：倫理素
養、民主素養、科學素養、媒體素養、及美學素養；並強調透過通識教育及專業
教育的融合實通。蕭揚基指出11，公民教育是一種培養現代公民的道德實踐活動，
培養的公民應該是有主體性的現代公民，這樣的公民才能主動、積極地參與社會
12
議題，並為個體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貢獻。蔡清田 認為公民所需具備的核心素

養，是將知識、能力、態度等三者加以統整的全人素養或全方位的素養，特別是
能自律自主地行動、能在異質性的社會群體中進行互動、能互動地使用工具溝通
等核心素養。有些以通識為名的課程，上的卻是專業課程的內容；而有些通識課
程又和高中課程重疊，這是兩個極端的現象且都不是合宜的通識課程。通識教育
強調統整與貫穿，由於沒有範本，備課難度比自身專業領域較高，在通識教室中，
學生來自於不同的學院，有著最大的異質性，如同社會的縮影。對於現今講求速
效的氛圍，對教師來說，優質的通識課往往付出成本極高但回收效益極低，是一
門良心志業13。林志鴻等認為，通識教育所強調的是能運用專門知識和學術於日常
生活中的生活素養，其提供健康之人所需具備的各種基本生活知識、技能和態度

11

蕭揚基，唐瓊妹，
〈道德生活主體與公民教育〉，
《大葉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七期，頁 164。
蔡清田，
〈課程改革中的核心素養之功能〉，
《教育科學期刊》
，10 卷 1 期，2011，頁 208-209。
13
黃俊儒，
《把理念帶進教室:通識教師實務錦囊》，麗文，2011，編者序 p. v，引自華藝電子書
http://www.airitibooks.com/epubViewer/index.aspx?PublicationID=P2012120503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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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漢姆林恩(Hamline)大學發展的實用博雅學識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將不同專業與

職涯中和博雅通識有關的核心價值與職能融合，期盼能影響學生終生。每一位大
學生被要求具備廣度及專業深度，廣度至少應包含科際的、文化的廣度。科際廣
度目的是讓學生了解其他學術領域的方法與不同領域知識互動的方式。文化廣度
是能覺察女性、種族、弱勢、年齡等的經驗與貢獻。主修(專業)課程目的在於獲
得至少一個領域知識的深度15。例如，漢姆林恩大學開設一門稱為「工作的地方：
經驗與思考」的課程，是一門跨季的討論課程，修課學生於寒假聚在一起探討倫
理學、美學和歷史；春季開學後，學校即安排學生走出校園，到職場上實習；職
16
場可能是與歷史有關的博物館，或與美學有關的美術館等 。哈佛大學開設一門「地

球生命史」的課程，內容涵蓋行星的理論科學史、地球的自然史、板塊構造學、
行星地質學、大氣和海洋、及大陸飄移假說。卡爾頓(Carleton)學院開了一門「近
代科學的起源」
，講授 16 至 17 世紀的科學，以亞理斯多德學派的科學為開頭，課
程內容大部份是在上珈利略、培根、及牛頓等人的著作，闡述這些著作的科學在
數學和實驗方面的意義17。一門合宜的通識課程，必須能夠在學習中體會知識的綜
合性，上述所舉例的課程都能符合這樣的特性。有些課程將通識的核心價值融入
課程及實習中，使得通識教育不流於空泛。這些例子顯示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之
間的關係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參、本課程講義內容介紹、課程設計和授課方式
本文所探討的是關於大學通識核心科學課程活動設計，想要讓通識教育不流
14

林志鴻，廖錦文，李秀琴，李志偉，
〈大專校院通識教育實施現況分析：以「科學素養」所開設之
相關課程為例〉，
《長庚科技學刊》
，18 期，2013/06，頁 35。
15
James L. Ratcliff, D. Kent Johnson, Jerry G. Gaff (2004). Changing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71.
16
同註 2, p. 98.
17
同註 2, p.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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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空泛，首先必須要有清晰及簡明的教育目標。威爾森(Wilsons’ group)提出的核心
科學課程之教育目標就相當簡明：瞭解科學是一種看待及對待自然世界重要事物
的方式，依據實用性挑選幾種主題深入介紹，傳授學生重要的科學發現及研究方
法18。

圖 1. 高雄大東中心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

本課程單元所挑選的是一個具備人文議題、生活化及新穎性的主題－薄膜結
構。課程搭配戶外教學參訪活動－大東藝術文化中心(以下簡稱大東中心)，透過
導覽人員介紹，使得參訪時即獲得大東中心的成立背景19。在教室課程方面，課程
講義首先介紹薄膜結構的科技史、鳳山大東的歷史淵源。接著，舉大東中心為例，
簡介懸吊式張拉式薄膜結構，並以模擬教具於課堂上實際示範。薄膜結構是空間
結構的一種，採用張力膜材料製成。常用的膜結構材料包括聚氯乙烯 PVC，聚四
18

Keller, Phyllis (1982). Getting at the core curricular reform at Harvard. Massachusett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95.
19
大東中心是由高雄市鳳山大東國小轉型為藝術型小學而來。演藝廳於 2012 年 3 月 23 日在紙風
車劇團的表演開幕啟用，同年 4 月 22 日藝術圖書館啟用，同年 5 月 23 日展覽館啟用，分三階段啟
用。藝術圖書館主要藏書類別有文化藝術、音樂、雕塑、繪畫、建築、舞蹈、戲劇、電影、工藝（金
石）
、攝影、書法及動漫。演藝廳的舞台及觀眾席比例為 1 比 1，牆面的木條及反響板可降低殘響，
提升音效品質。見鄒欣寧，
〈藝文熱氣球，帶領觀眾飛向天際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
《PAR 表演藝術
雜誌》234 期，2012，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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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乙烯(鐵氟龍)PTFE 等，薄膜結構可分為充氣薄膜結構和張拉薄膜結構兩種類
型。是一種輕量化結構，非常適合必須遮蔽的廣闊空間，亦即室(館)內空間不允
許太多柱子的場所，如車站、體育場(館)、娛樂場所、大型倉庫、藝術中心等。
圖 1 為高雄大東中心，內有圖書室及展演場所，戶外的藝術屋頂是一種懸吊式張
拉膜結構。這種設計有節能、通風、採光和避雨的效果，兼具力學與藝術美感。

a

固定點

固定點

b

固定點
固定點

絲
襪

磁
鐵

鐵
球

圖 2. 懸吊式薄膜結構模擬教具設置圖(圖片來源：研究者繪製及拍攝)

大東中心薄膜結構張力主要來自於鋼環(紅色箭頭)的重量，為了使整個結構
處於穩定的狀態，鋼環還需要靠鋼索或細鋼管(黃色箭頭)牽引至地面固定。通識
課程時應盡量避免全程板書及口語講述，適度設計一些師生互動有助於提升學習
效果，對於不熟悉科學(技)名詞的非理工理領域學生才能理解教師要傳達的科學
知識。研究者以教室素材示範這個道理，首先拿出一個絲襪、及一個鐵球(或鐵
塊)，請兩位同學協助，手抓絲襪 4 點平均撐開(如圖 2a 的 4 個固定點)；接著研
究者將鐵球置放撐開四點的中央位置，鐵球就往下墜；手抓的固定點來回左右擺
動模擬外界的擾動(如地震或陣風)，鐵球也會跟著晃動，表示這個系統處於不穩
定的狀態，只要有外部擾動就會不停擺動；但是只要在鐵球下方放一個磁鐵，由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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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鐵球受磁力而被向下牽引，同時絲襪張力也增加，使得鐵球來回擺動的振幅驟
降，很快就處於靜力平衡狀態了；大東中心的鐵環若沒有細鋼管牽引就形成一個
結構的開放端，易受擾動，細鋼管的拉力就像磁鐵的磁力一樣提供向下的作用力，
以穩定整個結構。圖 2b 所示的是大東中心細鋼管的拉力調整裝置，在參訪過程中
研究者請學生特別觀察這個裝置。
最後是關於展開圖的部分，薄膜膜面技術和展開圖知識有重要關係。在研究
者尚未講授關於展開圖課程，即預先對修讀本課程(60 位)學生施測(展開圖前
測)，題目是畫出一個如附錄 Fig.5 曲面的展開圖，這個曲面之頂面是正方形，底
面是圓形。前測所畫的圖案經研究者歸納之後約有 7 種(包括正確的及 6 種錯誤的)
形式，其中有 3 位學生可以正確地畫出，但多數學生所畫的都有小問題，如表 1
所示。
表 1. 學生所畫的圖案錯誤類型歸納表
類型

I

II

III

IV

V

VI

代表
性的

其他

展開
圖

頂面正方形的四個
說明

邊畫成一直線，圓弧

錯誤較多無

底面圓的曲率錯誤

法逐一列舉

曲率無法確定正確。

人數

3

31

2

25

8

11

2

這是一個看似簡單，但多數人無法正確解答的例子。大部份的錯誤在於底面
圓的曲率錯誤，顯示這些學生展開圖的概念需要加強。學生多數沒有類似經驗(思
考或描繪過正方形融合圓形的展開圖之經驗)。在沒有類似學習經驗的情形下，還
是有極少數學生遇到問題時，能獨立思考並解決。基於因材施教的原則，另闢約
20 分鐘的展開圖課程內容。研究者的經驗是：若不進行前測就直接講授展開圖課
程，多數學生通常認為教師低估他們的能力；學習動機低落，效果不彰。在展開
圖前測後，證明多數人無法畫出正確圖案，此時學生的求知慾明顯提高。
這 20 分鐘左右的課程內容簡述如下：以學生普遍理解的圓錐及角錐為開端，
圖 3 左是截取一段的圓錐，曲面展開之後為圖 3 右的扇形圖，首先請學生確認展
開前的 t1 及 s1 等於展開後的 t2 及 s2。藉由這個圖讓學生明瞭圖 3 左的立體曲面中
半徑 ra 及 rb 的兩個圓展開之後，分別變成半徑 t2 及(t2+s2)的圓弧。展開前的圓和展
開後的弧，兩者曲率是不同的。因此在展開圖中弧的部分曲率不可畫成和立體圖
中的相同，這也是學生錯誤最多的地方。第二點，如圖 4a，是截取一部分的方錐，
正方底面距錐尖是 h，此圖是大正方形逐漸變化成小正方形；如圖 4b，有兩個圓
各內切於上下兩個正方形，此二圓可看成是一個圓錐的截面，圓錐與方錐的錐尖
是同一點，此圖是大圓逐漸變化成小圓；如圖 4c，將上面的圓和底面的方形拿掉，
此立體曲面則是大正方形逐漸變成小圓；圖 4d，若上面的外切正方形改為內接正
方形，請學生再畫這種曲面的展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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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

s1
ra

s2
t1

t2

圖 3. 幾何曲面教學之圓錐展開圖(圖片來源：研究者繪製)

第三點，圖 5a 展示了這種三維曲面的橫截面形狀，及由俯視圖觀看的情形(圖
5b)。曲面的軌跡線則如圖 5c 所示。大東藝術中心薄膜結構的膜面，在數學上是
由無窮多的截面形狀及軌跡線交織而成。

a

b

c

d

s1
h

h

s1
h

t1

t1

圖 4. 幾何曲面教學之圓錐展開圖(圖片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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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h

t1

a

c

b

橫截面形狀

形狀由方形變化至圓形

軌跡線是曲線的情形

圖 5. 幾何曲面教學之圓錐展開圖(圖片來源：研究者繪製)

通識課程不必展示深奧華麗的數學式子，避免非理工科系生無法吸收與接
受。研究者認為觀念性的以文字描述、口語闡述、圖示或影片都是很好的授課方
式。科學的精神是求真，科技的目的在於讓人類生活便利。除了薄膜結構之外，
生活上還有許多展開圖的例子，如造型氣球(黃色小鴨)、衣服、及冷氣空調風管(如

圖 6. 空調風管(an air-conditioning duct，研究者繪製)

圖 6)等，這些生活物品的製作都需要運用展開圖的概念。「高科技產業是明日之
星，傳統產業是夕陽產業；學校不應教授老掉牙的傳統的知識與技藝，要教授先
進的科技和知識。」類似這樣的觀念，在這裡以實際的例子讓學生體會：製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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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中心所謂「先進的」高科技薄膜，必須用到「傳統的」展開圖技藝。萬丈高樓
平地起，耐心、恆心、及用正確態度看待「傳統」是現代學生普遍缺乏的。在上

圖 7.本課程展開圖之紙模型(研究者拍攝)

完 20 分鐘的展開圖課程內容後，只剩 4 位學生無法正確畫出，56 位學生都能畫出
正確的展開圖，有些學生還能裁剪後黏貼成如圖 7 的紙模型。

肆、結論
隨著時代的進展，教學的方法推陳出新，在今日呈現多元的樣貌。教學方法
沒有所謂最好的，教學方法應依教師個人特質、科目(課程)性質、對象(學生)、
場合而定。本課程活動有大東中心的參訪，在教室內以鋼球、絲襪、及磁鐵的結
構穩定模擬示範，學生動手畫展開圖等。本課程設計之要旨在於讓在地的歷史、
藝文融入科技類課程單元中；藉由本地學生對於在地文化的認同感，文學院學生
對於藝文活動的熟悉感，以降低非理工科系生對科技的恐懼感。藉由類似故事般
的歷史背景課程內容為開端，帶領學生關注科學的主題。科學本質為求真，科學
本身是有趣的，通識教育強調：教學(或讀書)之目的不是為了升學及考試，科學
本來就是一件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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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課程包含參訪活動以 4 節課為宜。課程內容包含薄膜結構的科技史、大東
中心的地理位置及歷史面向、薄膜結構的力學與美學及薄膜結構材料科技，分別
敘述如下：
◆薄膜結構課程單元講義精要(本講義內容可橫向連結至本校通識台灣史及藝術
創造力導論課程)
A 薄膜結構的科技史

西方文藝復興時期，達文西(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即常描繪自然界的動植物，有
些成為各種發明的設計藍本。達文西著迷飛行
現象，在那個年代就夢想有朝一日可以飛上天
空，常常望著天空，觀察這些自然界會飛的鳥、
昆蟲、及蝙蝠飛行的樣貌詳細研究並加以描
繪，同時策劃了數部飛行機器，包括了以人力
運作的直昇機，但因機體本身亦會旋轉故無法
飛行，還做了滑翔翼。他曾試飛了一部自行設

Fig.1 達文西的飛行器
(創用 CC3.0，Edoardo Zanon，圖片
引自 http://it.wikipedia.org/wiki/Leon
ardo_da_Vinci#mediaviewer/File:Leo
nardo3-CodiceDelVolo-GrandeNibbioGreat Kite.jpg)

計及製做的飛行器，也以失敗告終。雖然失敗
但這種仿蟲、鳥、獸的翅膀卻是薄膜結構概念
的起源。如 Fig.1 類似蝙蝠的飛行器，飛行的
時候也是一種張拉式薄膜結構。早先結構建築

界人們通常只是將薄膜結構視為一種帳棚，自從人類開始以嚴謹的計算作為設計
基礎後，大型薄膜結構才得以實現，在二十世紀後期廣為流傳。俄羅斯工程師
Shukhov 是最早開發薄膜結構應力實際計算，他設計的展覽館為 1896 年的下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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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羅德交易會，佔地 27,000 平方公尺。薄膜結構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上古時期，
早期的人類，尤其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通常日夜溫差大且空曠地形風勢強勁。
為了遮風避雨，利用獸皮當作膜面，以獸骨、樹枝撐起，即所謂的帳篷，如 Fig.2；
而且方便拆裝，以利逐水草而居。目前中國有九成以上的遊牧民族仍以牛毛氈為
帳篷膜面；1995 年的統計資料指出，當時全世界的遊牧民族人口約有 2 千至 3 千
萬人。
薄膜結構可分成張拉式及充氣式薄膜結構等，因為具有比傳統建築還要低的
成本，設計簡單，組裝、拆除及搬遷方便，可引入自然日光而節能等優點。充氣
式薄膜結構概念較大規模的實現，是在 1970 年日本大阪(Osaka)世界博覽會 David
H. Geiger 設計的美國館。充氣式薄膜結構通常是圓頂形，這種形狀有最大的(體積
/材料)比，因此是一種理想的輕量結構。結構若要保持完整性，結構必須加壓力，
使得內部壓力等於或大於任何外部壓力(即風壓)。大型結構通常不具有氣密性，
只要以加壓系統供給內部壓力以補充空氣洩漏，維持結構穩定。

Fig.2 蒙古包(照片引自：Adagio at en.wikipedia 創用 CC 3.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Yurt#me
diaviewer/File:Gurvger.jpg)

1997 年 9 月完工的日本熊本市公園巨蛋也是一種充氣式薄膜結構圓頂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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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然而這類型的建築物也有缺點，如：鼓風扇必須連續運轉以保持壓力，因此
是耗電裝置；傳統建築結構的隔熱值較佳，因此需增加冷暖氣成本；承載能力較
傳統建築差；傳統的建築有更長的壽命。膜材是一種新興的建築材料，是繼木材、
石材、磚塊、混凝土、鋼材之後，號稱第六種建築材料。蒙古包這種帳棚是屬於
張拉式薄膜結構，不需鼓風扇而以獸骨、樹枝撐起膜面，是不耗電的綠能結構。

B 大東中心的地理位置及歷史面向
清朝乾隆皇帝號稱十全老人，最得意的「十全武功」功績，其中之一就是平
定林爽文事件。乾隆皇帝為了紀念此次戰功，親筆寫下詩文，製成十座記功碑
石，今在臺南赤崁樓南海神廟的南壁臺基可見其中九座，如 Fig.3，另一座因從廈
門運抵臺南府城港口卸貨時，不慎掉入港內，於 1911 年被臺南漁民撈起，現存於
臺南保安宮(羅運治，2011，頁 110 至 111)。鳳山縣城在林爽文事件後，於 1788
年由左營區之鳳山縣舊城遷至埤頭街(今高雄市鳳山區內)，稱為鳳山縣新城。新
縣城形狀有如豎起的心形，如 Fig.4 左所示，這些城牆與城門多已不復見。Fig.4
右則是依據城門座標所繪製的地圖，圖中顯示今日的高雄捷運橘線在地底東西貫

Fig.3 赤崁樓夜景(作者 Koika，創用 CC3.0 引自: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
Chihkan_Tower_nigh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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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鳳山縣城，捷運鳳山站與大東站之間為當時高雄的繁華區段，大東中心則位於
縣城外的東方，捷運大東站出口不遠處，今日由空中鳥瞰鳳山區，可明顯看見 11
個漏斗形的張拉式薄膜結構，排成勺子的形狀。
鳳山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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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左，鳳山縣新城；右，鳳山縣城與大東中心之位置關係。(圖右研究者繪製，
圖左來源：台灣堡圖 Fsnc 公共領域，作者：日本政府，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3
%B3%E5%B1%B1%E7%B8%A3%E6%96%B0%E5%9F%8E#mediaviewer/File:Fsnc.jpg)

鳳山柴頭埤面積約為 34.5 公頃，位於武洛塘南側，西行注入鳳山溪及兩溝(鳳
山新城內壕溝、外壕溝)，今之鳳山老人活動中心、鳳山醫院、鳳山區公所、大東
醫院、大東國小、大東中心、瑞竹社區活動中心等皆為柴頭埤範圍(林明彰，2008；
及鳳山區文化觀光推廣中心網頁)。

C 薄膜結構的力學與美學
大東中心的張拉式薄膜結構，有如頂面是方形底面是圓形的漏斗。這是一種 3
維曲面，Fig.5 是以 CAD 電腦輔助設計軟體所繪製的圖案，實際上製做這種曲面時，
必須以纖維織物以一片接一片縫製。大自然充滿許多事物，對於觀察敏銳或想像
力豐富的科學家或設計者而言，是許多靈感的來源，如雞蛋或鴨蛋的蛋殼就是一
33

種蛋形結構；如昆蟲、鳥、獸的骨骼及翅膀，或肥皂泡沫等則為薄膜結構。不同
的是，蛋殼是硬的無需外界施力即可形成結構，而薄膜若無張力則無法形成結構。

Fig.5 大東中心張拉式薄膜結構 CAD 圖(研究者繪)

現代化的薄膜結構必須依靠精準的力學計算，以增加安全性及耐用。薄膜結
構通常是 3 維曲面，計算它的受力狀況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現在由於電腦科
技發達，有限元素法軟體發達，以此法設計與分析薄膜結構成為主流。張拉膜結
構是利用鋼索懸吊或以骨架結構撐開膜面產生張拉作用，因此張拉膜結構還可再
細分為懸吊式及骨架式。

Fig. 6 (a)德國 Stuttgart 大學 double-curve 薄膜結構
(圖片來源：參考資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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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ouble-curve 薄膜結構應力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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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Fig.6(a)是德國 Stuttgart 大學 double-curve 薄膜結構，這是一種張拉膜結構，
Fig.6(b)是這種結構的有限元素法應利分析的畫面，圖中各種不同的顏色代表薄膜
受(應)力的大小。先在電腦模擬並做修正，再做出初步實體結構、測試受力狀況、
修正直到完成。這樣做可以免去許多不必要的實體結構製作，節省經費與時間。

D 薄膜結構材料科技
PTFE 膜是以玻璃纖維塗以聚四氟乙烯樹脂而形成的材料。這種膜材接合性較
佳，具有抗紫外線、抗老化和防火性能。另外，其自潔性也是建築膜材中較佳的，
但韌性稍差，施工較困難，成本高昂。PVC 膜是以 PVC 的材料塗層在玻璃纖維織物
經緯線交點上，一般塗層不太厚，但不能少於 0.2mm，達到使用要求即可。為提高
PVC 本身抗老化性能，塗層時常常加入一些光、熱穩定劑，淺色透明產品宜加一定
量的紫外吸收劑，深色產品常加炭黑做穩定劑。另外還有其他材料，日本 JISA-93
所規定的 A、B、C 三類，是根據其防火性能的優劣來劃分的。A 類最佳，以玻璃纖
維織物為基材塗 PTFE 而成；B 類以玻璃纖維織物為基材塗 PVC 而成；C 類是三類
中最差的，以聚酯織物為基材塗 PVC 而成。若依塗層材料分類：有聚四氟乙烯
（PTFE）
、聚偏氟乙烯（PVDF）
、聚氟乙烯（PVF）
、聚氯乙烯（PVC）
、聚氨酯（PU）、
橡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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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tent system is used to boost technical innovation by granting to an inventor an exclusive
right to stop others from exploiting her inventions. The system requires an inventor to file a
patent application to a designated governmental agency. To file a patent application, the applicant
usually needs a specialist who is familiar with paten prosecution and patent law. To become a
patent specialist in Taiwan, a person might have to pass the patent attorney bar exam where
“Patent English” is one of the test subjects. But, the scope of “Patent English” has not been well
elaborated since the test subject “Patent English” was created. This paper defines “Patent
English” as a kind of 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 in the context of patent prosecution. “Patent
English” is used to convey thoughts or knowledge from one specialist to another specialist. In the
context of patent prosecution, specialists have to address various legal issues when deciding
whether to file a patent application. One of those issues is “patent-eligibility.” Under 35 U.S.C. §
101, a law of nature, a physical phenomenon, or an abstract idea cannot be a patent-eligible
subject matter. In this paper, court decisions related to “paten eligibility” are analyzed to
illustrate how a patent specialist should talk about the eligibility issue. First, this paper defines
the scope of the context related to patent-eligibility issues. While doing so,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s some concepts in the American patent law. Second, several selected court decisions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frequent words (e.g., nouns, verbs.) and sentence structure. Those cases
are relatively important cases. Before analyzing decision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proposed
theories related the analysis. This paper has several findings. First, the issue of “patenteligibility” is often related to a process invention and rarely related to a product invention. A
process claim is featured with a claim of several steps. Second, a way to explain why a claim is
not patent-eligible follows some pattern. This paper lists some sentence examples that could
serve as teaching examples for a course of Patent English.
Keywords: Patent law, patent English, patent eligibility, 35 U.S.C. §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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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利適格性下的專利英文
陳秉訓
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摘要
專利制度是用來鼓勵技術創新發明的制度，以獨佔權交換發明人的發明揭露。為獲得專利
權，發明人必須提出專利申請。相關的文件是由專家所準備，而該專家在我國為專利師。
專利師的國家考試科目中有「專業英文」一項，其測試應考者以英語溝通專利事務的能
力，即「專利英文」的能力。雖「專業英文」已是考試科目多年，但「專利英文」的內涵
還未被完整闡述。本文以 ESP 的角度來看待「專利英文」而認為「專利英文」即專利申請
過程中本國專利師與外國專利代理人溝通時所必要的英文能力。專利師必須溝通的法律議
題包括「專利適格性」。美國專利法第 101 條延伸的法理為自然法則、物理現象或抽象思
想為不適格的專利標的。本文以美國判決為文本來研究如何敘述「專利適性性」的議題。
首先，本文界定「專利適格性」爭點的概念。接著，本文選了幾件與該爭點有關的法院判
決，以分析常用字彙和語句結構。本文的發現有幾點。第一，「專利適格性」通常與方法
專利有關，而方法專利由數個步驟所構成的權利範圍。第二，法院在闡述「專利適格性」
時有採取一定的形式。本文列出相關的句型以做為「專利英文」教學之用。

關鍵字：專利法，專利英文，專利適格性，第 10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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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The patent system is used to boost technical innovation by granting to an inventor an
exclusive right to stop others from exploiting her inventions (Chisum et al., 2004). The system
requires an inventor to file a patent application to a designated governmental agency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2010). To file a patent application, the applicant usually
needs a specialist who is familiar with paten prosecution and patent law.
To be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a patent specialist in Taiwan, a person has to pass the patent
attorney bar exam where “Patent English” is one of the test subjects. But, the scope of “Patent
English” has not been well elaborated since the test subject “Patent English” was created. This
paper defines “Patent English” as a type of 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 in the context of patent
prosecution. “Patent English” is used to convey thoughts or knowledge from one specialist to
another specialist.
In the context of patent prosecution, specialists have to address various legal issues when
deciding whether to file a patent application. One of those issues is “patent eligibility.” Under 35
U.S.C. § 101, a law of nature, a physical phenomenon, or an abstract idea cannot be a patenteligible subject matter (Chisum et al., 2004).
In this paper, court decisions related to “paten eligibility” are analyzed to illustrate how a
patent specialist should talk about the eligibility issue. First, this paper defines the scope of the
context related to patent-eligibilities issues. While doing so,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s some
concepts in the American patent law. Second, several selected court decisions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frequent words (e.g., nouns, verbs.) and sentence structure. The frequent words and
sentences are selected because they are used in the context of describing patent issues by legal
professionals. Before analyzing decision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proposed theories related the
analysis.
2. Introduction of the U.S. Patent Law
To be protected by a patent, an invention has to be industrially useful, novel, and nonobvious in views of an ordinary skilled person in the art (Chen, 2011).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ovel” requirement requires that all elements as a whole of an invention cannot be found in a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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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 prior art document (Chisum et al., 2004, p. 324). The “non-obvious” requirement requires
that an invention has to be non-obvious to the extent that an ordinary skilled person in the art
cannot combine more than two prior art documents to come out with the invention (p. 532-537).
The “industrially useful” requirement requires that an invention must be useful (p. 735-736).
In addition, an invention ha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patent-eligibility” that might be
part of the “industrially useful” requirement (Chisum et al., 2004, p. 772). An alternative term is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Eisenberg, 2012). An invention for an abstract idea, physical
phenomenon, or law of nature is not eligible for a patent (Ibid).
The Federal judicial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three-tier system (Chemerinsky, 2007;
Nedzel, 2008).When a law suit for patent infringement is brought by a patente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urt of original jurisdiction is a federal district court (Chisum et al., 2004, p. 29). The
appellate court is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Federal Circuit”)
(p. 26-27). The final court deciding legal doctrines of the patent law is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Abernathy, 2006; Duff, 2010). The Federal Circuit is a
specialized court for patent cases. In general, the legal doctrines of the patent law are developed
by the Federal Circuit. However, the Supreme Court will step in to review the decisions of the
Federal Circuit if the decisions are wrong in terms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tent law.
A patent document includes a specification, claims and drawings (Chen, 2011). A claim
defines the invention. When determining whether an invention is patentable or whether a patent
is infringed, a court looks to the language of a claim. When discussing whether an invention is
patent-eligible, the focus is on the claims not what is disclosed in the specification.
3. Methodolog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one topic of ESP which is grammatical structures and core vocabulary
(Basturkmen, 2006). The examples of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s are verb tenses, conditional
clauses, and noun phrases (p. 35).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grammatical preference in the
context of patent-eligibility, several court decisions a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in terms of frequent
words (e.g., nouns, verbs.) and sentence structure.
Two decisions from the Supreme Court a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Gottschalk v. Benson,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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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63 (1972); Parker v. Flook, 437 U.S. 584 (1978). They are picked up because they are key
decisions (Chisum et al., 2004, p. 829). Five decisions from the Federal Circuit a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In re Bilski, 545 F.3d 943 (Fed. Cir. 2008); In re Comiskey, 554 F.3d 967 (Fed. Cir.
2009); SiRF Tech., Inc. v. Int’l Trade Comm’n, 601 F.3d 1319 (Fed. Cir. 2010); Research Corp.
Techs. v. Microsoft Corp., 627 F.3d 859 (Fed. Cir. 2010); and Cybersource Corp. v. Retail
Decisions, Inc., 654 F.3d 1366 (Fed. Cir. 2011). These cases are relatively important cases
because they are binding to all federal courts. Additionally, Cybersource Corp. was first selected,
and other cases are cited in Cybersource Corp.
4. Patent English and Patent Eligibility
4.1 Patents at Dispute in the Context of Patent-eligibility
Table 1 shows the claimed inventions in the selected cases. Most of those inventions are
methods claims. Two like-product claims are found in In re Comiskey and Cybersource Corp. v.
Retail Decisions, Inc. In In re Comiskey, the like-product claim was a system for mandatory
arbitration regarding one or more unilateral documents comprising several components, such as a
registration module for controlling a person in an arbitration proceeding, an arbitration module
for incorporating arbitration language, an arbitration resolution module for requiring a complaint
to do something, and a means for selecting an arbitration from a database (p. 971). The Federal
Circuit did not rule on the issue of patent-eligibility regarding such the system claim. Instead, it
vacated the patent-examining agency’s decision to reconsider the issue in accord with the rulings
(p. 981-982). In Cybersource Corp., however, the Federal Circuit considered “a computer
readable medium” as a method claim because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 of the medium claim
was based on steps (p. 1373-1374). As a result, patents at dispute in the context of patenteligibility may always refer to method claims.
Table 1 Claimed inventions in the selected cases.
Case Name
Gottschalk v. Benson

Claimed Invention at Dispute


A method of converting signals from binary coded decimal
form into binary



A data processing method for converting binary coded dec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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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representations into binary number representations
Parker v. Flook



A method for updating the value of at least one alarm limit on
at least one process variable involved in a process comprising
the catalytic chemical conversion of hydrocarbons

In re Bilski



A method for managing the consumption risk costs of a
commodity sold by a commodity provider at a fixed price

In re Comiskey



A method for mandatory arbitration resolution regarding one or
more unilateral documents



A system for mandatory arbitration resolution regarding one or
more unilateral documents

SiRF Tech., Inc. v. Int’l



Trade Comm’n
Research Corp. Techs. v.

A method for calculating an absolute position of a GPS
receiver and an absolute time of reception of satellite signals



Microsoft Corp.

A method for the halftoning of gray scale images by utilizing a
pixel-by-pixel comparison of the image against a blue noise
mask


Cybersource Corp. v. Retail 
Decisions, Inc.

A method for the halftoning of color images
A method for verifying the validity of a credit card transaction
over the Internet



A computer readable medium containing program instructions
for detecting fraud in a credit card transaction between a
consumer and a merchant over the Internet

4.2 How to Introduce a Legal Issue
When introducing a legal issue, a court may mention the factual background of a case. The
factual background includes the acts of infringement, the details of the patent at dispute, the
events occurring in the civil procedure, the arguments from both parties, and the opinions of
lower courts or patent-examining agency.
Particularly for purposes of patent-eligibility, we focus on the details of the patent at dispute,
the arguments from both parties, and the opinions of lower courts or patent-examining agency.
When describing a patent, or a claim, at dispute, the sentence examples are as follows:


In Gottschalk:
44

Patent English in the Context of Patent-Eligibility 頁 39-50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一期



“They claimed a method for converting binary-coded decimal (BCD) numerals into
pure binary numerals” (p. 64).



“The conversion of BCD numerals to pure binary numerals can be done mentally
through use of the foregoing table” (p. 67).



In Parker:


“[Respondent’s process] contains a mathematical algorithm as one component” (p.
594).



“Respondent’s application simply provides a new and presumably better
method …” (p. 594-595).



In In re Comiskey:


“Comiskey’s patent application … claims a method and system for …” (p. 970).



“Independent claim 1 recites a ‘method for mandatory arbitration …” (Ibid).



“Claim 1 states in full: …” (Ibid).



“Comiskey’s application may be viewed as falling within the general category of
‘business method’ patents” (p. 975-976).



In SiRF Tech., Inc.:


“Claim 1 recites: …” (p. 1331).



“Claim 1 … is expressly directed in its preamble to ‘calculating an absolute
position …” (p. 1332)




“[Claim 1] also refers to ‘computing absolute position’ by …” (Ibid).

In Research Corp. Techs.:


“The invention presents functional and palpable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technology” (p. 868).



“These inventions address ‘a need in the art for a method of and apparatus for …”
(Ibid).



“This court also observes that the claimed methods incorporate algorithms and
formulas …” (p. 869).



In Cybersource Corp.:


“We first address claim 3 of the [patent], which recites a method for verifying the
validity of a credit card …” (p. 1370).



“Claim 3, … , reads in its entirety: …”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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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claim 3 describes a method of analyzing data …, nothing in claim 3
requires an infringer to use the Internet …” (Ibid).



“All of claim 3’s method steps can be performed in the human mind, or by a
human using a pen and paper” (p. 1372).

When mentioning the arguments made by the parties, the sentence examples are as follows:


In In re Comiskey:




In SiRF Tech., Inc.:




“Comiskey has conceded that these claims do not require a machine” (p. 981).
“Appellant also challenge the Commission’s finding …” (p. 1331).

In Cybersource Corp.:


“Cybersource acknowledges that the ‘Internet address’ recited in step (a) …” (p.
1370).



“Cybersource further concedes that the ‘map of credit card umbers’ recited in step
(b) …” (Ibid).

When summarizing lower courts’ or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decisions, the sentence
examples are as follows:


In SiRF Tech., Inc.:


“The ALJ held that … and therefore found them directed to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p. 1332).



In Research Corp. Techs.:


“[T]he district court held on summary judgment that the asserted claims … were
invalid under 35 U.S.C. § 101” (p. 866).



In Cybersource Corp.:


“[T]he district court found that claim 3 recited …” (p. 1368).



“The court further found with respect to claim 2 that …” (Ibid).

4.3 How to Present Legal Doctrin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Gottschalk:


“Here the ‘process’ claim is so abstract and sweeping as to cover …” (p. 68).



“We do not hold that no process patent could ever qualify if it did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our prior precedents”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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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thematical formula involved here has no substantial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cept in connection with a digital computer” (Ibid).



In Parker:


“The rule that … rests, not on the notion that …, but rather on the more …” (p.
593).



“The obligation to determine what … must precede the determination of
whether …” (Ibid).



“To a large extent our conclusion is based on reasoning derived from opinions” (p.
595).



“Neither the dearth of precedent, nor this decision, should therefore be interpreted
as reflecting a judgment that …” (Ibid).



In In re Comiskey:


“It is well-established that ‘whether the asserted claims …” (p. 975).



“[T]here may be cases in which the legal question as to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may turn on subsidiary factual issues” (Ibid).



“[T]he legal issue concerning patentability is not ‘a determination of policy …”
(Ibid).



In SiRF Tech., Inc.:


“Whether a claim is drawn to patent-eligible subject matter is an issue of law that
we review de novo” (p. 1331).



“We agree with the Commission that the claims in question satisfy this test” (p.
1332).



“We also think that the presence of the GPS receiver in the claims places a
meaningful limit on the scope of the claims” (p. 1332-1333).



“In conclusion, we hold that the claims at issue are properly directed to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as they explicitly require the use …” (p. 1333).



In Research Corp. Techs.:


“This court also reviews questions about patent-eligible subject matter under 35
U.S.C. § 101 without deference (p. 867).



“As a process, the subject matter qualifies under both the categorical language of
section 101” (p.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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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ourt proceeds to examine the Supreme Court’s three exceptions” (Ibid).

In Cybersource Corp.:


“The categories of patent-eligible subject matter are set forth in § 101” (p. 1369).



“We are not persuaded by the appellant’s argument that the claimed method is tied
to a particular machine” (p. 1370).



“Following the Supreme Court, we have similarly held that mental processes are
not patent-eligible subject matter” (p. 1371).

4.4 How to Describe the Supreme Court’s Opinions
The Federal Circuit relies on the Supreme Court’s precedents to determine whether a claimed
invention is patent-eligible. So, it is worthy observing how the Federal Circuit refers to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s.
In In re Comiskey, the sentence examples are as follows:


“According to the Supreme Court, this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 on patentability ‘was
written against …” (p. 976).



“[T]he Supreme Court has made clear that the 1952 language change had no substantive
effect” (p. 977).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after the 1952 Patent Act have rejected …” (Ibid).



“[T]he Supreme Court explained that …” (Ibid).



“The Supreme Court has held that …” (p. 978).



“In Diehr, the Supreme Court confirmed that …” (Ibid).



“The Supreme Court has stated that …” (p. 979).

In Research Corp. Techs., the sentence examples are as follows:


“In its Bilski decision, the Supreme Court invoked again some of its earlier cases” (p.
867).



“[T]he Supreme Court has ‘more than once cautioned that …” (Ibid).



“The Supreme Court has articulated only three exceptions” (Ibid).



“The Supreme Court reasoned that laws of nature and natural phenomena fall outside …”
(p. 867-868).



“[T]he Supreme Court advised that section 101 eligibility should not become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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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


“[T]he Supreme Court invited this court to develop …” (Ibid).

In Cybersource Corp., the sentence examples are as follows:


“The Supreme Court affirmed our Bilski decision, but in doing so it rejected use …” (p.
1369).



“In holding that …, the Supreme Court has made clear that …” (p. 1371).



“In finding …, the Supreme Court appeared to endorse the view that …” (Ibid).



“The Supreme Court reaffirmed and extended its Benson holding” (Ibid).



“[T]he Supreme Court found in Benson that …” (p. 1375).



“The Court reached that conclusion …” (p. 1376).
5. Findings and Further Research

This paper has some findings. First, the issue of “patent-eligibility” is often related to a
process invention and rarely related to a product invention. A process claim is featured with a
claim of several steps. Second, a way to explain why a claim is not patent-eligible follows some
pattern. This paper lists some sentence examples that could serve as teaching examples for a
course of Patent English. Further research needs to be done. For example, the use of verb tense is
worthy being studied because the preference of “verb tense” is part of Patent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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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位說故事活動融入技職五專通識英文課程
李筱倩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外語教育中心副教授

論文摘要
在多媒體教學普遍運用於課程設計的今日，數位說故事(digital
storytelling)被視為革命性的教學設計，經由數位說故事，學生往往能更有
效及更有興趣地學習。前人研究中指出:數位說故事對學生的語言學習有幫助，
但因國內學者鮮有人探討數位說故事在英語課程、尤其是技職專校通識英語
教育中的應用，本文作者乃針對此一文獻上之不足，於 101 年度第一學期在
所任教的五專三年級英文課程中實施數位說故事的學習活動。41 位參與學生
分為十組，課程前九週為英語繪本朗誦練習，課程後九週，也就是研究數據
資料開始收集時，學生分組呈現小組所閱讀的繪本內容並發表心得，因為各
小組一致性地決定以數位說故事方式呈現小組學習成果，本文作者根據此教
學實際現象提出了下列問題:1.學生為何特別喜愛以數位說故事的方式呈現
學習成果? 2.在製作數位故事時，小組成員的收穫與挫折各為什麼? 3.數位
說故事的學習方式，對小組成員的英文學習有何幫助?本文作者以質性研究方
法分析了所蒐集的各項資料，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喜愛數位說故事的學習方
式，而在學習過程中，學生感受到的最大收穫是團隊合作的經驗，但是，成
員間的溝通協調，也對學生形成一定程度的挑戰性。所幸，多數的學生認為
此項學習活動對他們的英文學習有幫助，其中又以字彙能力的提升佔最多
數。
關鍵詞: 數位說故事、技職院校、五專、通識英文課程、教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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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Digital Storytelling Activity in the Five-Year Junior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Course

Abstract
As multimodal media have been widely employed in today's
curriculum design, digital storytelling is considered a revolution,
which helps students to learn more effectively with a higher motivation.
Previous studies indicate that digital storytelling enhances student
language learning; however, very few scholars in Taiwan have explor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in technological school
general English courses. To fill in the gap in literature, the
teacher-researcher examined her 41 third-year students taking the
English course at a junior college. As all the ten groups of students
used the medium of digital stories to tell about the picture books they
read and to present the reading responses they had, the researcher
asked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y do the students favor digital
storytelling? 2. When producing their digital stories, do the students
gain anything or find anything frustrating? 3. Does digital
storytelling help the students learn English?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tudents appreciated digital stories. They also perceived
that their biggest gain was group collaboration. However, conducting
effective communications with group members was also challenging.
Fortunately, the students found that this learning activity benefited
their English learning, especially with their vocabulary.

Keywords: digital storytelling, technologic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five-year-junior-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courses, teach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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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在多媒體教學及網路教學普遍運用於課程設計的今日，數位說故事
(digital storytelling)已儼然成為一種創新及有效的教學方式。前人研究
中指出：數位說故事有助於學生之語言學習 (Banaszewski, 2002; Hills, da
Silva, & Raguseo, 2008; Ohler, 2006; Sadik, 2008)，同時，學生透過創
作數位化故事的方式學習，也可以激發其創意，並提昇學習弱勢者的學習效
果 (Chung, 2007; Hutcheson, 2008; Leon, 2008; Oppermann, 2008)。學
者(Schuck & Kearney, 2006)更歸納發現；數位說故事的學習活動，其共同
特色為以學生為中心、學習內容豐富、以及小組主動參與。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數位說故事中心(the Center for Digital
Storytelling)將數位說故事定義為：以第一人稱論述、並結合了錄音、靜態
及動態影像、音樂以及音效的短片。正因為數位說故事結合了視覺與聲覺上
的多媒體媒材，創作者須運用多元智能(Gardner, 1983,1993)才能有所產出；
因此，學生若以數位說故事的方式學習，將激發其多元智能的運用能力，Ohler
(2008) 甚至稱這些多元讀寫能力為「道」 (the DAOW of literacy) (p. 54)，
因為其中牽涉的能力涵蓋數位(Digital)、藝術(Art)、口語表達(Oral)、及
寫作(Writing)等各式能力。這種結合多元媒材與多元智能的學習方式，將可
以滿足資質不一、學習智能互異的各類型學生(Armstrong, 1987; Reid,
1998)。
在台灣已有一些教師嚐試將數位說故事融入他們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活
動中，然而，在這些日益增多的研究案例中(例如：陳穎全、賴信志、孫惠民、
林信志，2007：黃蕙君，2009；李嘉雯，2010；鄭麗齡，2010；呂冠賢，2011；
黃意雯、劉姍姍，2011；謝秀梅，2011)，探究數位說故事在英語讀寫教育中
的應用者，幾乎是屈指可數，而在技職專科教育中的應用研究更是附之闕如。
技職專科的學生往往非擅長傳統讀寫學習的學生，多元及多媒體的教學策略
對他們的學習效果常更有所助益。因此，為了彌補文獻上及教學研究上之不
足，本教學研究特地檢視了數位說故事在五專通識英文課程中的應用，以期
達到拋磚引玉之效。而本研究中之數位故事，並不僅限一人為故事敘述者，
其基本要素為:小組同學運用多媒體媒材呈現一篇英文繪本故事，並以數位器
材自行錄製角色扮演或情境對話，以與觀眾分享小組成員對於該篇故事的讀
後感想，因此，本研究中所指稱的數位說故事，結合了學生以多元媒材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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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繪本故事及學生發揮創意所製作之多媒體讀後感想，其內容較原來以文字
呈現的繪本故事更豐富、更多元化、也更能激發學生與閱讀材料間的互動性。
本文略述了文獻中所探討之學生運用多元媒材進行數位說故事，對其語
言學習上的助益，並介紹以此文獻作為理論架構所規劃出的課程應用學習活
動，文中並依據研究過程中所蒐集及分析的資料(如:學生數位故事影片成品、
學生同儕回饋評語、期末學生學習心得問卷、及教師課程手記)提出研究成果
報告，而文末也根據研究成果，對於其他英語教師及英語教學本文作者提出
相關建議，因此，本文作者相信本文將能對多元媒材在技職專科學校通識英
語教育中的應用與推廣有所貢獻。
二、文獻探討:數位說故事對語言學習者的助益
近來教育學者專家對於數位說故事的學習方式多有探討，其中 Meadows
(2003) 稱數位說故事是一種教學設計上的革命，這種學習方式對學生最大的
助益是它提供了學生一個表達自我意見的管道 (Huffaker, 2004; Hull &
Katz, 2006)。而數位說故事運用在寫作教學中時，學生可以不同且有效的方
式來練習寫作，同時，因為多媒體的運用，使得學生成為更主動的書寫者，
而學生所表達出的文字效果也因為多媒體的媒介而增強了(Anderson & Chua,
2010; Kajder & Swenson, 2004)。這種以數位說故事融入寫作教學中的策略，
特別能嘉惠寫作能力較薄弱的學生，以 Sylvester 和 Greenidge (2009)的
研究為例，他們注意到當寫作技巧差的學生在數位說故事的學習方式融入寫
作課程後，這些原本無法順利以文字表達思緒的學生找到了另外表達意見的
方式，他們變得更有自信，甚至在運用了多媒體之後，他們的文字結構也變
得更為完整，因為數位說故事的方式讓他們不必拘泥於傳統的寫作表達方式，
他們因此而得以更自在地運用文字來表達他們的想法。
數位說故事的學習方式對於學生語言口說的訓練也很有幫助，例如，
Iannotti (2005)以一班具中高級英語能力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這些學生的母
語為非英語，為了加強學生英語口說的流利度，Iannotti 要求她的學生繳交
數位說故事的腳本錄音供她聆聽並加註修正意見，學生在接受老師發音及咬
字的糾正後重新錄音，最後並繳交一份配有學生錄音的自製影片。Iannotti
觀察到她的學生因此有了多次練習發音的機會，同時因為要自行完成影片，
她也注意到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也跟著提昇，因此 Iannotti 的結論是：這項
學習活動有助於訓練非英語為母語學生的英語發音。
數位說故事的學習方式還可以提升以非英語為母語學生的語言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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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Hazzard (2006) 鼓勵她的韓國籍學生以小組合作的方式拍攝影片，學
生可以自由選擇題材與內容，而數位故事的腳本則先經由教師就原創性、文
法、及長度等方面提出指正，學生拍攝的影片內容包括了灰姑娘等經典童話
故事改編及恐怖故事原創等，Hazzard (2006)的研究結果指出：學生因此對
英語學習更具興趣，而且 98%的學生表達希望以數位說故事的方式代替正規
常態的測驗方式。
但是，以數位說故事的方式學習，學生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困擾或挫折，
Khojasteh, Mukundan, & Shokrpour (2013)的最新研究中，就提出 ESL(以
英語為第二語言學習)學生在參與此學習活動時所面臨的挑戰。在這項研究中，
42 位馬來西亞籍學生在修習西洋文學課程中，被要求須完成一項拍攝述說莎
士比亞劇作一景的數位說故事作業，研究結果指出；學生在拍攝前即面臨須
以莎士比亞式英語對話的挑戰；拍攝中學生則在小組成員溝通上及尋找適當
場地、打光、及收音方面遭逢了困難；拍攝後的影片編輯及音效等後製工作
也令學生吃到苦頭。因此本文作者建議：教師應更介入學生的數位說故事作
業，不但要提供學生科技上的指導與支援，更要引領學生逐步學會如何與同
儕合作。
台灣的學者中，檢視數位說故事對語言學習的助益者多集中於國語，而
最近一篇以英語教學應用為研究主題的報告，則是以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
在這篇研究報告中，劉文翰 (2012)檢視了 30 位國小六年級學生在教師實施
數位說故事教學後，其英語口語能力及學習動機的改變。劉文翰發現：使用
數位說故事教學能提高國小學生的英語學習動機，及增進他們的英語口語能
力；同時，學生覺得透過數位說故事的方式，他們可以更不受拘束地說英語；
不過，編寫劇本以及影音編輯，則是學生們在過程中認為較困難及需要協助
的部分。劉文翰的研究對於國內數位說故事應用在英語教學中頗具價值，但
因研究對象為國小學童，年記稍長者的學生，他們的語言學習是否也會受益
於數位說故事的學習方式，則亟待進一步地探討。
綜觀上述，數位說故事在國外的研究，多已探討其對英語學習--尤其是
英文寫作--的幫助；但在國內，類似的研究仍屈指可數，而以技職專校生為
研究對象者，更是附之闕如，為彌補現有文獻上之不足，相關研究實有其必
要性。
三、研究設計
(一) 參與學生及實施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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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計有 41 位五專三年級學生參與，學生的年齡分布於 17 至 19 歲之
間，學生就讀的科系為南部一所科技大學的航海科系，學生在五專三年級的
課程中須修習一年必修通識英文課，本文作者為本課程的授課教師，學生每
週上課兩小時，上下學期各 18 週，課程的目標為培養學生英文聽說讀寫能力，
並以通過全民英檢(GEPT)初級測驗為檢覈標準，因科技院校五專生與一般高
中生相比，多為對學科學習較不具興趣或學習成就較低落之學生，多元的教
學方式與媒材運用乃成為本英文課程的設計重點。
(二) 課程設計
本研究進行時間為 101 學年度五專三年級下學期第十週至第十八週間，
學生於上學期曾以小組朗誦英文讀本方式進行口說流利度的訓練，因此在上
學期學生已有小組合作學習及英語朗讀的經驗。第二學期開始，教師指派英
文能力較強的同學擔任組長，由同學自行選擇願意合作的組長，以四至五人
為一組，全班共分成十組。教師提供英文繪本素材，各組同學經由討論後，
自行挑選喜愛的繪本進行閱讀與小組討論。
第二學期課程設計分成兩個階段，前九週重點為繪本朗誦，小組同學須
協力完成朗誦錄音，並於課堂上搭配自製投影片，輪流發表錄音朗誦結果。
後九週課程重點為讀後心得發表，小組同學根據所讀繪本內容分週依序進行
讀後心得發表，發表時間為十分鐘，心得發表方式由小組同學討論決定，教
師則提供多種心得發表方式供學生參考，參考形式包羅萬象，如文字撰寫、
戲劇發表、美術創作、音樂呈現等，發表成果由教師評分以及同學互評，評
分的標準即為教師所提供之小組作業要求(見附錄)，評分結果列入學期成績
計算。
課程後九週的主要學習任務為小組合力小說心得發表作品，各組學生在
老師提供的各式發表方式中，一致地選擇了以製作多媒體數位影片來講述小
說故事，因此觸動了本文作者的研究動機。學生在此九週內，首先須決定小
組發表的呈現方式與分工原則，在執筆完成英文腳本後，以 email 寄交助教
(英文程度佳且有留學背景的高年級學長)協助英語文字的編修，然後小組進
行外景或室內影片拍攝，同時並視各組發表需要製作投影片或繪製漫畫插圖，
最後學生再使用影片編輯軟體如 Windows Movie Maker 或威力導演進行影片
後製剪輯，並完成可於一般播放軟體上播出的影音檔，本文作者於課堂上播
出學生完成的影音檔供全班同學觀賞，各組同學在觀看完他組的數位故事影
片後，填寫同儕回饋表(附錄)，教師也以同樣的評量表作評分，同儕互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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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得分再加上教師的給分，即為各小組在這項作業要求上所得的學期成
績。
(三) 研究問題
前九週課程進行完成後，由於各組學生均表達下半學期將選擇以多媒體
數位方式陳述故事並發表心得，本文作者據此提出下列研究問題：1.學生為
何特別喜愛以數位說故事的方式呈現學習成果? 2.在製作數位故事時，小組
成員的收穫與挫折各為什麼? 3.數位說故事的學習方式，對小組成員的英文
學習有何幫助?
(四) 資料收集與分析
課程的後九週為數位說故事學習方式實施期間，而研究資料數據主要蒐
集時間，也集中於此九週。為了回答研究問題，本文作者蒐集了各組學生的
數位故事影片成品；同時，也於期末要求學生填寫開放性回顧問卷，問卷的
主要內容係針對學生參與此學習活動之心得感受提問，首先詢問學生的整體
感受(我是否喜歡期末小組合作發表繪本讀後心得的活動，請說明理由。)其
次詢問學生這項活動對於他們的英文學習上是否有所助益(這學期的小組英
語作業對於我學習英文是否有幫助，請說明理由。)，同時請學生比較了兩學
期的學習活動方式(比較這學期和上學期的英語小組作業，我的心得看法是什
麼。)最後請學生回顧了完成作業期間所遭遇的困難(在完成小組作業時，我
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請說明。)此外，本文作者也收集了學生的小組作業
互評表，以及檢視了教師於課程進行中隨手所記的課程札記。這些研究資料
經由質性方式分析，比較分析法(the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被用來
做為主要的解碼與分析方式，本文作者先審視所有資料並做出初步解碼，找
出各項資料中反覆出現多次的主題列為分類項目，再次檢視各分類項目後，
根據研究問題所問的內容，歸納整理出更進一步的分類項目，然後本文作者
再橫向檢視各研究工具所歸類之編碼項目，找出互通或互補之項目，由此總
結出綜合各資料來源分析的主要發現所得。資料分析其間，本文作者多次請
教同儕研究者，請其對編碼及歸類項目提供意見；在初步研究結果報告完成
後，同儕研究者也提出了對於研究結果與討論上的建議，如此的同儕報告
(peer debriefing)可免除本文作者在研究分析上的主觀與偏見(Lincoln &
Guba, 1985)。研究分析所得結果敘述如下。
四、結果與討論
(一) 學生為何特別喜愛以數位說故事的方式呈現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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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所填寫的開放式問卷結果分析後得知：學生普遍認為以數位說故
事的方式呈現繪本故事內容及小組成員心得是一件活潑有趣的事，他們覺得
這樣學英文及完成作業具有新意，尤其整個學習成果是由小組以專案導向的
方式(project-based)協力完成，讓學生覺得他們因此擁有學習的主導權、可
以加入個人意見、而因此更增加了在學習過程中的參與感。至於學生為何在
眾多讀後回應方式中，一面倒地選擇了數位影音說故事的方式，歸納起來應
有下列幾個原因:
首先，這個世代的學生本來就是所謂數位化的世代 (digital
generations, Buckingham, D. & Willett, 2006)，學生日常生活中早已熟
悉並能充分掌握數位媒材的運用，因此，選擇數位說故事的方式來呈現學習
成果，只是純粹表現出以其所愛擇其所擅長而已，這種心理可以從學生的問
卷答案中一窺究竟。本文作者請學生比較這學期的小組作業和上學期的小組
作業所帶給他們的心得感受，41 位學生當中有 27 人認為這學期的小組作業
較有趣也令他們較投入，6 位學生覺得兩個學期的作業都具有意義，3 位學生
沒意見，1 位學生對兩學期的作業都不喜歡，而只有 4 位學生覺得上學期的
作業比較簡單省時而因此比較好。因此，整體而言，較喜愛這學期數位說故
事方式的同學(佔 66%)遠多於喜愛上學期錄音朗誦的同學(佔 10%)，其中，柯
奇亨(註：文中學生姓名均為匿名)在問卷中提到：「我感覺上學期的英文作
業比較死板，感覺就是普通的念故事，反之這學期的英文作業就感覺比較活
用，也讓我們有比較多分工合作的機會!」許群偉也指出:「這學期以更生動
的方式呈現、透過發表的方式知道這組的實力怎麼樣，自己應該如何改進。」
學生的問卷答案顯現出這學期的數位說故事作業雖然耗時較長，需要投注的
心力也較多，學生卻普遍給予正向的評價，因為這樣的作業方式既生動又有
趣，並且適度地挑戰了學生小組合作、創意發揮、及運用英文的能力。
其次，從學生給予彼此各小組作業的評語中，也可看出學生心之所向。
學生於各組作業發表完畢後，依據教師所提供的評分表就發表內容、與讀本
的契合度、學生的獨到見解、時間控制、引起觀眾興趣、及團隊精神等各項
目予以評分，而評分表最後列有一欄，由學生自由填入評語，作為對發表組
別的意見回饋。本文作者整理分析各組的評語後，發現大部分的學生評語都
著重在發表組別的內容是否生動有趣，舉例而言，第十組學生給第一組的評
語是:「引起眾多笑聲，雖然是翻拍，但好笑，有趣。Interesting」；或者，
學生著重的是報告內容是否饒富創意，譬如第九組給第二組的評語：「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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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具創意感，但音量忽大忽小，且頓頓的需加強」；而學生尤其看重整
體呈現的效果是否吸引觀眾，例如第三組給第七組的評語：「雖然沒有精緻
的道具或效果，可是做出來的東西很吸引人，而且有獨到的見解，超好笑的。」
學生的互評評語反應出了他們所喜好的事物性質，而為了贏得同儕們的
正面評價，各組學生也朝向豐富的多媒體運用及內容生動有趣而努力，以得
分最高的第七組為例，該組得分 228 分(不含教師給分)，而全班所有組別得
分平均為 193 分，其受同學喜愛的程度可見一般。至於這組的作業報告內容，
是以操弄布偶的方式，演出故事中的動態情節，而故事中的靜態情節，則以
截圖朗誦的方式進行，同時，背景音樂也同步搭配，動態演出時配上搖滾樂，
而靜態朗讀過場時則配上輕音樂，更令觀賞同學樂不可支的是，故事講述中
該組同學還穿插了他們心中的獨白，這些獨白是該組同學的閱讀心得，以黑
底白字呈現，使用的則是同學常常掛在口邊的一些無厘頭用語或思維，因此
顯得格外搶眼及能引起共鳴，(例子見下列圖 1 至圖 3)，結果該組同學的小
組發表贏得最高分，除了語言文字符合同學們的生活經驗外，多媒體的運用
得體也功不可沒，如果這組同學採取其他的方式呈現讀書心得，可能就不會
有如此成功的效果了。前人(Kearney & Schuck, 2006)研究中指出：學生自
製影片並與同儕分享，這樣的學習方式有助於學生的學習效果，因為學生清
楚知道他們的同儕是觀眾，為了讓同儕理解他們的影片內容，甚至喜歡他們
的影片內容(如本研究之參與學生)，學生們在製作影片時，會更用心選擇及
使用適切的語言，本文中所舉的第七組學生，應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圖 1 學生呈現繪本中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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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學生仿繪本插圖及情節，拍攝主人翁布偶在海中行船及海鷗在空中飛翔

圖 3 學生心中獨白，質疑為何鳥糞不會落在主人翁頭上?

(二) 在製作數位故事時，小組成員的收穫與挫折各為什麼?
歸納學生填答的開放性問卷，其結果顯示：34 位學生明確地表達喜歡這
個小組合作發表英文繪本讀後心得的學習活動，並認為這個活動對他們有幫
助，3 位學生回答還 ok，而只有 4 位學生明確地表達不喜歡或這個活動對他
們沒有幫助。換言之，高達 83%的學生喜歡這個學習活動，下表列出了學生
喜歡這個活動的理由，以及這個活動的哪一方面令他們覺得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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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學生認為本學習活動吸引他們或使他們受益的方面
排序

內容

學生數

百分比

1
2
3
3
4
4
5

團隊合作
學習英文
成品良好
同儕學習
有趣好玩
創造能力
表達訓練

20
6
4
4
2
2
1

51
15
10
10
5
5
4

由表 1 看出：全班有一半的學生認為這個學習活動帶給他們的最大收穫
是團隊合作，且這個受益最大的項目在程度上遠大於其他項目(例如：排序第
一的「團隊合作」比排序第二的「學習英文」高出三十六個百分比)，顯示透
過小組共同完成一項作業的方式，使學生明白了有效溝通的重要性，而對於
群策群力完成一件工作，也令學生感到很有成就感。例如，李錦榮就指出：
「在製作繪本讀後心得的過程中,雖然很辛苦,但可以享受其中分工合作的愉
悅,可以增進感情,一起努力!」同時，因為每一小組均選擇以數位說故事的方
式來呈現讀後心得，小組的成員就必須一起討論心得內容、編寫腳本、拍攝
影片、甚至裝扮演出，而學生所讀的繪本多以海洋為背景，小組成員因此而
有了一起去海灘拍攝影片的經驗，這樣的經驗更增進了同學情誼，正如許瑞
瑤同學所說：「喜歡(這個活動)。因為繪本的內容所以拍攝影片的地點是在
海邊，在拍影片的過程我們討論內容、準備道具、改編字句，不僅學習到英
文還讓同學之間因為合作感情更好!」
名列第二高票的是學習英文這個原因，有 6 位學生(佔 15%)認為這個活
動幫助他們學習了英文，其中楊柏儒就指出：「喜歡，一方面可以順便學到
很多單字，一方面英文較強者與英文較不精通者可以互相學習。」由楊同學
的回答中可看出:學生閱讀繪本及書寫數位故事腳本固然增加了他們練習英
文讀寫的機會，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學習機會就是同儕學習。另一位學生張
宇凡就表達得很清楚：「喜歡，透過小組合作可達到互相磨練對話的能力，
不像單純老師對學生的對話多重於引導學生，而是可以平等水準的磨練來鼓
勵學生主動開口說英語。」這種同儕學習的機會受到同學歡迎，在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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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計有 4 位學生(佔 10%)明確指出他們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喜歡這個學習
活動的。
另有 4 位學生(佔 10%)喜歡這個學習活動的原因是他們對小組最後的成
品很滿意，例如郭明哲就指出：「我覺得不錯，雖然有時會意見不合吵架，
不過最後結果還不錯。」郭同學的答案顯示:在小組合作的過程中，學生的確
經歷了許多的協商與溝通，而完美的成品所帶來的成就感，讓學生覺得辛苦
的過程是值得的：尤其如果最後小組作業的成績不俗，學生就覺得更為值得
了，陳冠勳的答案即反映出了這樣的心情：「喜歡...畢竟期中之前的成績不
太理想...有雪恥的感覺。」學生因為滿意自己的學習成果所帶來的成就感，
遠大於其他的外在鼓勵，林旻峰是第一組的組長，他在問卷中就寫著：「本
組是第一組，由本組引領風騷，拍攝真人版的繪本，引起全班同學的效仿，
十分具有前瞻性的做法。」學生對於自主學習與小組合作所完成的成品，引
以為傲的心情由此表露無遺。
至於學生在此項學習活動中所受到的挫折，大部分來自有限的英文表達
能力。本文作者於開放性問卷中請學生羅列在此學習活動中所遭遇的所有問
題，學生列舉的所有答案經編碼分析後，由本文作者歸納如下表：
表2
學生在完成小組讀後心得作業時遇到的困難
排序

內容

學生數

百分比

1

團隊合作

8

16

2

製作影片

7

15

2

編寫腳本

7

15

3

英文表達

6

13

3

電腦設備

6

13

4

觀眾喜好

4

8

4

沒有困難

4

8

5

英語發音

2

4

5

成品不佳

2

4

6

時間有限

1

2

6

閱讀能力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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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 所示，學生在完成小組作業的過程中，遭遇的困難或挫折種類不
一，並沒有一個普遍讓大家都覺得困難的項目。耐人尋味的是，在表 1 中所
呈現最讓學生喜愛這個學習活動的原因--團隊合作，正好也是讓大家最產生
挫折感的原因。如前所述，高達 51%的學生覺得他們受益於團隊合作，但也
有大約 16%的學生覺得團隊合作令他們感到最困難，追究其原因，小組分工
不均、部分組員不能全心投入應該是主因，例如組長林旻峰就指出：「其他
組員過於被動，不夠自主性的參與。」當小組成員不能分擔工作，卻只坐享
其成時，就是其他小組成員最感頭痛的時候了，尤其東方人又好面子，總希
望維持表面上的和諧，結果就會像鄭玫心所描述的：「組員不分工，又不好
意思說。」此外，團隊合作中如何有效地溝通並達成共識，對這些大孩子而
言也是一大挑戰，江音在她的問卷中寫著：「分工不均導致累到某幾個人，
還有大家意見不同的時候該怎麼溝通很重要。」綜合前述可知：學生藉由這
個學習活動，更進一步地體認到在團體中要注重溝通協調、並一起貢獻心力，
而他們在小組合作時所面臨的挑戰，也呼應了前人的研究發現(見 Khojasteh,
Mukundan, & Shokrpour，2013)。
其他令學生感到困難的部分還包括第二名的製作影片和編寫腳本，各有
7 位學生(各佔 15%)覺得這兩個項目困難，而這兩項都和產出相關，前者需要
良好的影片製作軟體技巧及多次的演練及拍攝，後者則須要對於讀本的深刻
體會、創意、和良好的英文表達能力。因此嚴格說來，如果這項作業不是以
小組合作的方式完成，單憑一人之力應該無法辦到。
令學生感到困難的第三高票項目是英語能力表達及電腦設備，各有 6 名
學生(各佔 13%)提到這兩個項目，英文表達會有困難，本就是本文作者意料
中事，因為修習本課程的學生並非英語系主修，且又是技職專科的學生，英
文的基礎能力本來就比較薄弱，所以學生的問卷答案中，就會出現如許瑞瑤
同學這樣的陳述：「英文能力不足，有很多字句是我能用中文表達出來的，
但要用成英文去翻譯，實在有點困難。」有鑑於此，本文作者在課程規畫中
已先行安排了助教，學生在創作過程中，可以 email 方式寄腳本給助教，請
助教協助修正文法與拼字，如此一來，學生在英文書寫方面所感受的挫折感
大為減低，對於參與及完成作業的意願也相對提高了，因此，從學生問卷中
所見，學期結束時，因為英文表達能力不足而覺得挫折的學生僅有 6 名。
至於電腦設備方面，根據教師課堂觀察顯示，學生在家中製作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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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軟硬體設備常常優於語言教室中的原有設備，因此當學生的成品影
片攜至教室播放給全班欣賞時，常會因電腦軟硬體不支援而造成延宕或甚至
播放不成功，學生因此須及時做調整，並對於影片未能完全達到播放效果也
感到些許失望，謝志明就提到：「轉檔後播放有問題，學校電腦可支援檔案
太少。」陳凱名更不客氣地指出：「學校設備很多,但是使用起來,只用爛字
形容。」學生在電腦設備配合方面所領受到的挫折感由此表露無遺，而這一
點更說明了現在的數位世代學生，在電腦新進的技術應用上已領先教師，因
此教師也應加緊腳步跟上學生的更新速度才行。
(三) 數位說故事的學習方式，對小組成員的英文學習有何幫助?
助教幫助學生修正了英文腳本上的文法及拼字錯誤，而數位說故事的整
體學習活動，對學生的英文學習是否有任何幫助呢？以學生在完成作業過程
中所需運用到的英文能力來看，數位說故事的學習方式，對小組成員的英文
學習應有實質上的幫助。首先，小組成員必須完全理解繪本內容，才能發表
心得感想，這促使他們去主動查閱單字及與同學討論；其次，小組成員須編
寫對話或短劇腳本，學生藉此得以練習英文寫作技巧；此外，小組成員尚須
朗誦繪本內容或說出人物對話，他們的口說能力也因此有所增進；最後，小
組成員欣賞了他組的讀後發表，聆聽了不同的繪本內容及人物對話，聽力的
訓練也得以進行。因此，此項數位說故事活動，在聽說讀寫四方面都提供了
學生練習及進步的機會。
學生的開放性問卷答案，也反應出他們自覺自己的英文有所進步，例如，
阮維宗提到：「念的時候必須去查自己不懂的單字。」陳柔羽則認為這項學
習活動「幫助了我的閱讀能力與口語表達能力。」許偉群也指出：「讓我更
認真思考英文的對話和呈現，而且變生動有趣不再無聊，激發我學英文的動
力!!」江音分析得更徹底：「有幫助，因為遇到不會的單字會去查，然後自
己編寫英文對話和心得，也有助於英文的學習，會因為要錄音，所以會去看
外國的影片，學習語氣。」整體而言，41 位學生中，只有 3 位表達這個學習
活動對他們的英文沒幫助，另有 6 位學生提到了其他方面的幫助，如小組合
作、創意發揮、及訓練演技等，其餘的 32 位學生(佔 78%)全都認為這項學習
活動有助於他們的英文學習。而有助益的英文項目，又可細分單字、口說、
文法、書寫、學習動機、及整體英文的幫助(如圖 4 所示)，其中以認為對單
字進步最有幫助的佔最多數，計有 13 位學生（佔 32%)；而認為對於英語口
說有幫助的學生有 9 位(佔 22%)，這呼應了前人研究中的看法，即數位說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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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對於非英語為母語學生的口說訓練有幫助(Iannotti (2005)；至於英文書
寫方面，認為有助益的學生數最少，僅有 1 位同學，這和前人研究的結果不
同，探究其原因，可能跟全學期學生只須完成一篇數位影片的腳本有關，而
且在分工的情況下，每位學生負責書寫的部分也減少或甚至完全沒有，因此
在書寫的練習方面，就不如其他方面充分。
書寫
3%
學習動機
10%

文法
8%

單字
32%

口說
22%
英文（整體）
25%

圖 4 學生自覺對英文有所幫助的項目

至於學生為什麼會覺得這個學習活動對英文學習沒有幫助，在提出這個
答案的 3 位學生中，只有 2 人做了說明，其中陳凱名指出：「如果能換成比
較適合我們閱讀的繪本,應該更能吸收到多點較為進階的單字。」而杜聖芬則
提到：「英文讀本都是一些生活會話,我們沒有全部同學都要出國念書,所以
幫助不大。」陳凱名同學因為英文程度較高，對於較淺顯的英文繪本，自然
覺得挑戰性不夠，且也無法提升他原有的閱讀能力;而杜聖芬同學可能是以實
用的角度出發，認為如果不出國，就不需要學習有關會話方面的英文，她希
望能在課堂上學習到的，有可能是可以助她通過英文檢定考試的文法練習或
閱讀答題訓練等英文項目。因此，由學生的填答中可見：閱讀材料的選擇，
在數位說故事的學習活動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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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本教學研究探討了數位說故事的學習方式在五專英文課程中的應用，41
位參與課程活動的學生，根據學習過程的經驗與感受填答了問卷，本文作者
另外還蒐集分析了學生的小組心得成果作品、學生成果作品的同儕互評表、
以及教師個人的課堂札記。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在可以自由選擇的情況下，
一致地選擇了以數位說故事的方式進行閱讀心得報告，其主要原因是:這樣的
媒材運用為學生所熟知，也最受他們歡迎;同時，學生在製作數位故事的過程
中，感受到自主學習的樂趣，也評論這樣的學習方式新穎有趣。而在學生有
何收獲的這項調查中，半數學生喜歡團隊合作的經驗，其他的收穫還包括這
個活動有助於他們的英文學習及向同儕學習。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完成一
項數位故事作品，需要多面向的心力與時間的投入，而小組成員間的溝通協
調，也對學生形成一定程度的挑戰性；至於英文表達能力的限制，也讓少部
分的學生感到困擾。所幸，多數的學生認為此項學習活動對他們的英文學習
有幫助，其中又以字彙能力的提升佔最多數。
本文作者根據上列研究結果所得，做出下列教學與研究上的建議：
首先，數位說故事為一受學生所喜愛並對學生學習有所助益的學習方式，
但因在完成成品的過程中，需要學生多方面的能力配合(如前述 Ohler, 2018
所言)，因此，教師適度的指導與協助非常重要。本課程設計中，助教的設立
減低了學生在英文腳本編寫上所可能遭遇的困擾，但對於電腦設備或影片製
作軟體應用方面的協助則略顯不足，學生抱怨語言教室所提供的電腦軟硬體
不支援他們所製作的影片，因此，充實及更新教室內的電腦軟硬體設備應為
當務之急，學生辛苦製作的數位故事，要能以最新最進步的設備予以呈現。
此外，因為小組採取分工方式完成數位故事，負責影片後製工作的往往是該
組成員中電腦運用技巧最嫻熟的同學，對於那些不擅長數位應用軟體的學生，
這個學習活動並無法幫助他們在這方面得以成長，但是科技運用能力已為二
十一世紀的主要能力之一(Warschauer & Matuchniak, 2010)，每一位學生都
應該藉由本課程學習活動精進其科技運用的能力，因此，本文作者建議在課
程設計上，可提供數小時的暖身課程，讓學生先學會如何運用簡易的影片製
作軟體(如 Windows Movie Maker)，然後在小組分工時，才能人人得以參與，
並進而學會使用影片製作軟體，如此每一位學生都能更具備在二十一世紀中
競爭的能力。
其次，學生的英文書寫能力是否因此學習活動而有所提昇，在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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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無從判別。因為本研究主要是以質性研究方法探究學生對此學習經驗的
感受與認知，雖然學生普遍認為此學習活動有助於他們的英文學習，但是，
因為本文作者對於書寫這一項目並未施以量化的研究分析，在沒有前後測分
數比較的情況下，便無法以科學實證的方式證實學生是否經由此學習活動而
在寫作技巧上有所增進。此外，學生的問卷調查中，也只有一人提到覺得自
己的英文寫作能力有所進步，因此，未來的教學活動設計中，對於英文寫作
的訓練應更加強。本文作者建議應於課程綱要中納入系統性的寫作訓練，每
週循序漸進地指導學生進行英文寫作練習，如此一來，就算小組作業分工時
每組僅由一位學生負責英文腳本的書寫，其他的同學也將具備相當的寫作能
力，而能適時地提供執筆同學文法、拼字、及句型結構等方面的協助。
對於閱讀材料的提供，教師也可以提供更多的選擇。本課程設計中的讀
本為英語繪本，因為繪本內容較一般篇章小說讀本內容短少，學生容易於短
時間內獨力讀完;且繪本的文字多屬韻文，對於上半學期的朗讀訓練助益良多;
尤其繪本常蘊含深層的意義，容易激發學生多層次的感想(Burke & Peterson,
2007)。但是，本課程在繪本的提供上，雖已盡量考慮到學生的年齡、喜好主
題、及文體種類多樣化等原則，仍有少部分同學表示他們的讀本太簡單而難
以發揮感想。因此，本文作者建議讀本的提供應更豐富，本學習活動中學生
共分成十組，而教師提供的不同繪本數量也為十本，若將讀本的提供數提高
到十五或甚至是二十本，學生就會有更多的選擇，也就比較能選到真正能令
他們有所感受的書籍。
學生的回顧問卷中反應出團隊合作既是他們獲益最多的項目，也是他們
最感頭痛的部分，因此，小組分組方式在整個學生完成作業的順利程度上扮
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本課程設計由教師先選定英文能力較佳的同學擔任組
長，再由同學選擇他們想跟隨的組長而成為一組，這樣分組的好處是確保每
一組都有一位英文能力強的學生可以領導其他同學，缺點則是正因為組長能
力較佳，往往有關英文的工作也都變成組長一個人的工作。此外，有時組長
們合得來的同學是別組的組長，導致他們無法跟脾性相投的同學在同一組。
學者專家對於同質性分組或異質性分組均已提出深入的見解，多數學者同意
異質性分組對學生的同儕學習較有利(例如: Kellough & Kellough, 2007;
Singer, 2009)，本課程設計先指定組長的用意也在於確保異質性分組，但是
如何兼顧和諧的友伴關係及公平的分工，卻也成為另一個需要考慮的議題。
此外，能力強的組長和不是好朋友的能力較差的同學共成一組，對於組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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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能力也產生了相當的挑戰性。如何妥切地分組，並讓全組成員都能貢獻
心力並和諧互動，是教師也是學生要學習的重要課題。
本研究以教師所指導的五專班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學生在課堂上分享了
學習成果，並對於這種同儕學習的經驗表示歡迎。未來的研究方向，建議可
以擴展到跨文化學習，在講求多元文化及跨國溝通的今日，本文作者建議教
師可以將學生分享小組學習成果的對象拓展至外國同儕，當不同國籍文化背
境的學生在閱讀完同樣的讀本後，依據各自的心得所完成的數位故事，在彼
此交換分享時，應能激發更多的火花，學生對於同一事物的觀點是否會因文
化背景不同而互異，而學生在這些異同的比較分享中又能學習到什麼新事物，
都是很值得探討的議題。本文作者期盼此研究能收拋磚引玉之效，未來能有
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對數位說故事在通識教育上的應用多加探究討論。
致謝
感謝匿名評審於論文完稿前所給予的精闢意見，使得此論文得以順利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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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小組期末作業說明及評分標準
1. 每週依序由兩組同學發表繪本故事讀後心得，心得發表方式不限，可為回
顧性質之發表，也可為創作性質之發表。
2. 每組發表時間 5-10 分鐘。
3. 發表最後須說明分工情況，以利評分。
4. 本作業列入各小組成員期末考成績，未參與完成作業者不得計分。
繪本故事心得發表評分標準表
受評組別及內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分組: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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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的發表表現出…

很棒
(3)

還不錯
(2)

1. 對本書曾仔細閱讀
2. 和本書的內容相關
3. 對本書重要及發人深省的情節
能有所回應
4. 對本書的內容有獨到的感受見
解
5. 經過精心的籌畫
6. 發表的內容充實
7. 能引起觀眾的興趣
8. 時間控制良好
9. 具有團隊精神
10. 小組成員分工確實
11. 總得
分
12. 評語

評分組組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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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孟子師說》初探──以批判朱子學為中心的討論
蔡淑閔
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摘要
《孟子》學中的心性問題，一直是宋明理學家關注的焦點，宋明理學家引用更多
理、氣、心、性等概念來處理《孟子》的心性論，不同思想家對《孟子》心性問
題的處理，更可見其思想特色。黃宗羲《孟子師說》以批判朱學明《孟子》真義
為目的，由此書不僅可以了解黃宗羲與朱子思想的不同，更可看出他對孟子心性
問題的詮解。因此本文以此為討論重點，首先論述黃宗羲的立論基礎，進而討論
他對朱學的批判，以期看出黃宗羲在批判朱學的前提下，如何使《孟子》之真義
在批判朱註中，更加彰顯。

關鍵字：黃宗羲、《孟子師說》、朱子學、孟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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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Huang Zongxi’s “Mengzi shishuo”
── a critical discussion on Zhuzi’s thought
Tsai Shu min
Assistant Professor,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A p p l i e d C h i n e s e a t M i n g C h u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Summary
The mind theory of Mengzi philosophy ha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Song and Ming
Neo-Confucianism. Neo-Confucian scholar cited more reason, gas, heart, nature, to
deal with concepts such as the mind theory of Mengzi philosophy. On different
thinkers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mind theory, but it shows different Thought. Huang
Zongxi’s “Mengzi shishuo” criticized Zhuzi’s thought to u n d e r s t a n d " Mengzi "
true meaning for the purpose. Thus the book can not only learn
a b o u t d i f f e r e n t i d e a s o f Huang Zongxi a n d Zhuzi’s thought, but we can see
his cardiac problems interpretations of “Mengzi”. On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Huang Zongxi, and then to discuss his criticism of Zhuzi, and to
be seen in the criticism of Zhuzi, Huang Zongxi premise, how to make Mengzi’s
thought the true meaning of Zhuzi note in criticism, even more clearly.

Keywords: Huang Zongxi, “Mengzi shishuo”, Zhuxi, Meng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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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黃宗羲（1610－1695）是明末清初的大學者。他是一位非常博學的人，著作
十分豐富。1黃宗羲是思想家及史學家，近人對他的研究亦以學術史及政治思想
為多，比較少注意到他在經學上的成就。在易學方面，他著有《易學象數論》，
不但近啟其弟黃宗炎（1616－1686）
《圖學辨惑》的撰述，後來胡渭（1633－1714）
的《易圖明辨》
，也是承其餘緒的後出轉精之作。2而在尚書學方面，他著有《授
書隨筆》
，是回答閻若璩（1636－1704）
《尚書》之問而成書者，對閻若璩《古文
尚書疏證》之寫作有所啟發。3在孟子學方面，他著有《孟子師說》
，孟子的心性
理論是歷來理學家所極力闡述的，因此黃宗羲除了對孟子的心性理論有所闡發
外，亦可見他對理學相關問題的看法。
《孟子師說》這本書，由書名就可看出是黃宗羲為發揚其業師劉宗周（1 5 7 8
－ 1 6 4 5 ）之學說而作，他在〈題辭〉中曾言：
先師子劉子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慎獨義，於《論語》有學案，
皆其微言所寄，獨《孟子》無成書。羲讀《劉子遺書》，潛心有年，麤識
先師宗旨所在，竊取其意，因成《孟子師說》七卷，以補所未備。4
黃宗羲以為劉宗周《四書》學中，《大學》有統義，《中庸》有慎獨義，《論語》
有學案，獨缺《孟子》之著作，所以他試圖以劉宗周學說來註解《孟子》七篇，
使劉宗周《四書》學著作得以完備。然而《孟子師說》畢竟是黃宗羲所作，非劉
宗周之作品，故其中是否能盡合劉宗周思想則尚待探討，5而全祖望（1 7 0 5 －

1

關於黃宗羲的著作，可參考張克偉，〈黃宗羲著述存逸考〉
，《國立編譯館館刊》17 卷 1、2、3

期（1988 年 11、12 月，1989 年 1 月）
。
2

張新智，
〈試論黃宗羲易學象數論的得失──以其對納甲及先天圖之評述所作的試探〉，
《孔孟

月刊》36 卷 2 期（1997 年 10 月）
，頁 33。
3

同註 1，〈黃宗羲著述存逸考（上）〉
，頁 81。

4

黃宗羲，
《孟子師說．題辭》（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1994，《黃宗羲全集》
），頁 48。

5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考齊婉先，〈黃宗羲《孟子師說》對劉蕺山思想之詮釋〉，《當代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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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5 5 ）已曾言：
「梨洲所解《孟子》一卷，名曰師說」
，6已將此書視為黃宗羲作
品，取名《師說》，或許只是標識其思想淵源而已。在〈題辭〉中，黃宗羲除提
出發揚師說的創作動機外，又提出一頗值得注意的觀點：
四子之義，平易近人，非難知難盡也。學其學者，詎止千萬人千百年！而
明月之珠，尚沈于大澤，既不能當身理會，求其著落，又不能屏去傳註，
獨取遺經。精思其故，成說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學者之
愈多而愈晦也。7
他指出當時研究《四書》者，皆空守傳註，不能身體力行，使得《四書》之真義
沈埋未發，有這樣的結果，是因為學者「僅以問答傳註，依樣葫蘆」
，8「所讀者
、
《通書》
、
《太極圖說》
、
《近思錄》
、
〈東西銘〉
、
《語類》
，建立書院，
止於《四書》
刊註《四書》
，衍輯語錄」
，9雖然研究者多如牛毛，然反「使此學日流於膚淺耳」。
10

此創作動機無寧是比「明師說」重要多了。在當時程朱理學、
《四書集註》當道

的情況下，黃宗羲要在此重重的氛圍中，破除朱註成說，以還《孟子》學之真義，
這樣的動機，使得《孟子師說》一書在思想史及經學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視。
《孟子》學中的心性問題，一直是宋明理學家關注的焦點，宋明理學家引用
更多理、氣、心、性、未發、已發等概念來處理《孟子》的心性論，不同思想家
對《孟子》心性問題的處理，更可見出其思想特色。《孟子師說》以反朱學以明
《孟子》真義為目的，由此書不僅可以看出黃宗羲與朱子思想的不同，更可看出
黃宗羲對孟子心性問題的詮解，因此本文以此為討論重點。首先論述黃宗羲的立
論基礎，進而討論黃宗羲對朱學的批判，以期看出黃宗羲在反朱學的前提下，如

研究》14 期（2013 年 6 月），頁 255、257－277。
6

全祖望，
〈跋黃梨洲孟子解〉，收於《黃宗羲全集》第十二冊《附錄．索引》，頁 182。

7

黃宗羲，
《孟子師說．題辭》，頁 48。

8

黃宗羲，
《孟子師說．
「待文王」章》，頁 151。

9

黃宗羲，
《孟子師說．
「孔子在陳」章》
，頁 165。

10

同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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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使《孟子》之真義在批判朱註中，更加彰顯。

二、《孟子師說》之基本立場
黃宗羲在處理《孟子》心性問題，乃至於批判朱註時，有其基本的立場，此
立場不僅完全展現在《孟子師說》中，也展現在其他著作，如《明儒學案》。此
立場即是他一貫的思想特色：
「理氣心性合一」
，他不僅用此思想來詮解《孟子》，
也以此思想來批判朱學。另外，由此思想衍化而來的「心即理」亦是他詮解與批
判的立論所在。其實這兩點是習習相關的，但為突顯黃宗羲主張「心即理」的特
色，因此筆者將其分開論述。

（一） 理氣心性合一
前面我們說過宋明儒者慣用理、氣、心、性等範疇來解釋經典，對理、氣、
心、性的內涵及關係的不同解釋，更形成不同的學派。11黃宗羲身處明末清初，
對宋明儒者慣用的這些範疇自是耳熟能詳，只是他對這些範疇的解釋，不同以
往，不再採取二元對立，而是將其統一起來，強調「內在一元」
。12首先，我們看
他對《孟子》「浩然」章的解釋：
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即氣之靈處，所謂知
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即性也。猶四時之氣，和則為

11

關於宋明理學的分系，可參考蔡仁厚，
〈宋明理學分系問題論衡〉
，
《哲學與文化》31 卷 8 期（2004

年 8 月），頁 3－14。周芳敏，〈以「理本論」、「心本論」、「氣本論」分系宋明理學之商榷〉，
《漢學研究》27 卷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117－146。林維杰，〈宋明理學的分系問題〉，
《東海哲學研究集刊》15（2010 年 7 月），頁 279－291。
12

劉述先言：
「他的內在一元的思路，一方面不容許理氣、氣質之性義理之性歧而為二，另一方

面又要在氣之流行中建立主宰，不假外求。」見劉述先，
《黃宗羲心學的定位》（臺北：允晨文化
公司，1986），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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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和盛而溫則為夏，溫衰而涼則為秋，涼盛而寒則為冬，寒衰則復為春。
萬古如是，若有界限於其間，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見，見
之於氣；性不可見，見之於心；心即氣也。

13

在此，他論述理、氣、心、性四者的關係。化生天地萬物者為「氣」，氣之流行
自有其條理秩序，就像四時的遞嬗，有其條理可尋，此稱之為「理」。同樣的，
在人身上，
「心」是氣之靈處，心體流行亦有其條理，稱之為「性」
，四者的關係
是「理不可見，見之於氣」，「性不可見，見之於心」，不能離氣而言理，亦不能
離心而言性，前者即「理氣合一」
，後者為「心性合一」
，藉著「心即氣」的銜接，
將四者統一起來。14
黃宗羲在上段的論述中，包含著二個範疇，一是理氣心性合一，一是心即氣。
對前者，他曾說：「形色，氣也；天性，理也。有耳便自能聰，有目便自能明，
口與鼻莫不皆然，理氣合一也。」15他認為耳目口鼻等形色是氣化流行，而耳聰
目明口味鼻嗅等天性是氣化流行中之有條理者，即是理，即是性。「離氣無所為
理」
，16亦無所為性，理、性是附著於氣而存在的，此即是理氣合一。對後者，黃
宗羲以為「心即氣」，所以他以此來解釋孟子的「養氣」：
心失其養，則狂瀾橫溢，流行而失其序矣。養氣即是養心，然言養心猶覺
難把捉，言養氣則動作威儀，旦晝呼吸，實可持循也。……離氣以求心性，
吾不知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也。17
在此他明言「養氣即是養心」，心與氣的差別在於氣比心更易把捉，比心更具落
實意義，因此他把養氣等同於養心。養氣即是存主宰於動作呼吸之中，使「血氣

13

黃宗羲，
《孟子師說．
「浩然」章》，頁 60。

14

吳光稱黃宗羲的思想特色為「理氣心性統一論」。吳光，《儒道論述》（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4），頁 207－236。
15

黃宗羲，
《孟子師說．
「形色」章》，頁 157。

16

黃宗羲，
《孟子師說．
「口之於味」章》
，頁 161。

17

黃宗羲，
《孟子師說．
「浩然」章》，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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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義理」，否則心失其養，則「義理化為血氣」。18
黃宗羲主張「理氣心性合一」，強調離氣無理，強調離心無性，使理、性落
實在氣、心上，而非渺茫不可知的境界。他認為「心即氣」，並以此解釋養心、
養氣，將養心落實於可感可見的呼吸動作之中，使人的修養工夫更具體。

（二） 心即理
心、性與理的關係是宋明儒者爭論不休的問題，對此問題看法的不同，更形
成不同的學派，一是主張「性即理」的程朱，一是主張「心即理」的陸王。在此
問題上，黃宗羲無寧是更契合於陸王的。在《孟子師說》中，他曾言：
蓋人之為人，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外，更無別心，其憧憧往來，
起滅萬變者，皆因外物而有，於心無與也。故言「求放心」，不必言「求
19

理義之心」
；言「失其本心」
，不必言「失其理義之心」
，則以心即理也。

黃宗羲順著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本在於心，而言「心即理」，而心會
有變化起滅，是因外物的影響，使本心放失，並不是本心即是如此，所以孟子只
講「失其本心」
，而不說「失其理義之心」
，講「求放心」
，而不說「求理義之心」，
其間的差別即在理義是否內在於心。
黃宗羲以為「心即理」
，故孟子所言的「窮理」
、
「盡心」
，在他看來是一件事：
人與天雖有形色之隔，而氣未嘗不相通。知性知天，同一理也。易言「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者盡其心也，心既理也，故知性知天隨之矣，窮
理則性與命隨之矣。孟子之言，即易之言也。20
氣是化生天地萬物的根本，氣中有其條理脈絡，條理在天為理，在人則為性，所
以「知性」即「知天」
，因天、人同一理，且「心即理」也，
「窮理」即是窮此心
之理，即是「盡心」
，即是「知性」
，
「知性」即能「知天」
，因此四者是同時具足，
18

同上，頁 61

19

黃宗羲，
《孟子師說．
「仁人心也」章》
，頁 141。

20

黃宗羲，
《孟子師說．
「盡其心者」章》
，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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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謂先後的。另外，亦因為「心即理」
，所以孟子所說的「反約」才成為可能：
自其分者而觀之，天地萬物各一理也，何其博也；自其合者而觀之，天地
萬物一理也，理亦無理也，何其約也。汎窮天地萬物之理，則反之約也甚
難。散殊者無非一本，吾心是也。仰觀俯察，無非使吾心體之流行，所謂
「反說約」也。若以吾心陪奉於事物，便是玩物喪志矣。21
從分別的地方來看，天地萬物各有各的理則，是非常廣博的，但從統合的地方來
看，天地萬物實僅一理，又是非常的簡約，要窮盡萬物各各之理，而形成統合之
理是非常困難的。然因為「散殊者無非一本，吾心是也」──外在事事物物之理，
皆在此心之中，即是「心即理」，所以在吾心即理的情況下，直接由心體認理，
則「反約」是可能的，如果向外一一尋求理，而與心相合，要反約則是不可能的。
黃宗羲以為本心之中自有理的存在，理並非外在於天地萬物，所以窮理是窮
此心之理，而非向外求理，此即是「心即理」。他以此來解釋孟子的心性學說，
無論是「義內」
、
「由仁義行」
，乃至「窮理」
、
「盡心」
，藉著「心即理」的理論基
礎，將使孟子的學說更加彰顯。

三、《孟子師說》對朱子學之批判
黃宗羲主張「理氣心性合一」與「心即理」，以此來解釋孟子心性思想，並
以此來批駁朱註，以彰顯《孟子》的原義。在《孟子師說》中，他有時直接標明
朱子《集註》或《語類》來反駁，而文中有不少地方所稱的「先儒」，即是指朱
子。他對朱子的批評是全面的，從宇宙論、本體論乃至工夫論，皆是其批評的重
點。他反對朱子的，大體有三：一是「理氣二元」
，二是「性即理」
，三是「即物
窮理」，以下分別敘述。

（一） 理氣二元
21

黃宗羲，
《孟子師說．
「博學」章》，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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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主張「理氣合一」
，他反對朱子的「理氣二元」
，他的批評焦點集中在
朱子對孟子「浩然之氣」的解釋，他說：
「其為氣也」兩段，後段釋所以塞於天地之故，言此氣自能有條理而不橫
溢，謂之「道義」。流行之中有主宰也，若無此主宰，便不流行，則餒而
不與天地相似，豈能充塞哉！……集註以「無是」之「是」，指氣而言，
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
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如是，則道義是道義，氣是氣，終成兩樣，
朱子所以認理氣為二也。22
充塞於天地者為氣，氣中之條理即是理，即是孟子所說的「道義」，此有道義之
氣即是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黃宗羲指斥朱註「無是」之「是」為氣，並非
「浩然之氣」，是錯解孟子之意。朱子的解釋是氣與道互相分離，氣之流行雖可
一時合於道義，然並不能充斥全體，黃宗羲以為只有充滿道義的「浩然之氣」，
才能流行全體。因為朱子主張理氣二元之故，所以氣自氣，道義自道義，彼此不
相合。
由此引申，朱子認為「浩然之氣」是後天培養的，黃宗羲反對這樣的說法：
朱子云：「氣只是身中底氣，道義是眾人公共底。天地浩然之氣，到人得
之，便自有不全了，所以須著將道理，養到浩然處。」此言有病。人自有
生以後，一呼一吸，尚與天通，只為私欲隔礙，全不成天地之氣耳，豈有
到人身上，便自不全？23
理氣本是為一，氣中自有道義，此即是「浩然之氣」，是人生以後即有的，所以
不須以道義養氣，才能成為「浩然之氣」
。黃宗羲以為人不具「浩然之氣」
，全在
「私欲隔礙」
，而不在先天時即有「不全」
。在另一段話中，他亦有這樣的看法：
朱子說：
「人生時無浩然之氣，只是有那氣質昏濁頹塌之氣。這浩然之氣，
乃是養得恁地」。愚謂浩然之氣非固有，如何養得？就其實，昏濁頹塌之
22

黃宗羲，
《孟子師說．
「浩然」章》，頁 62。

23

同上，頁 65。
81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一期

黃宗羲《孟子師說》初探──以批判朱子學為中心的討論

頁 73-90

氣，總是一氣。養之則點鐵成金，不是將好氣來，換卻此氣去也。24
朱子認為人生時只有「昏濁頹塌之氣」
，
「浩然之氣」是後天培養的，此即「理氣
二元」的說法。黃宗羲以為「浩然之氣」與「昏濁頹塌之氣」皆人所本有，如果
沒有「浩然之氣」的存在，朱子如何說「養得恁地」，而且養氣是養此氣，使道
義常存，而不是以「浩然之氣」換「昏濁頹塌之氣」。
由以上黃宗羲批判朱子對孟子「浩然之氣」的解釋，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反
對朱子「理氣二元」的說法，更可看到他一貫的「理氣合一」的主張。

（二） 性即理
黃宗羲認為「理氣合一」、「心性合一」，理、性要依氣、依心而得見，他以
此反對朱子的「理氣二元」，亦反對「性即理」之說：
第先儒言性即理也，既不欲以性歸之知覺，又不可以性歸之天地萬物，於
是謂性受於生之初，知覺發於既生之後。性，體也，知覺，用也，引〈樂
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以證之。靜是天性之
真，動是知覺之自然，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在人心，推原其上一層以為
之性，性反覺於渺茫矣。25
他以為程朱主張「性即理」，性是體，是靜，知覺是用，是動，而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心是知覺，是動，因此非性。所以性是受於生之初，因此說「人生
而靜」。如此則將性推原為心之上一層，使性更加渺茫不可知。黃宗羲則以為明
覺自然，自有條理，即是理，此是當下可見，而非渺茫不可知的。
黃宗羲認為「性即理」說會將性推至一虛空之境，唯有將性落實在心上，才
可避免「蹈空」的缺失，因此他屢屢言及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與仁、義、
禮、智之性的關係：

24

同上。

25

黃宗羲，
《孟子師說．
「性猶杞柳」章》
，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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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見羅著〈道性善編〉
：
「單言惻隱之心四者，不可竟謂之性，性是藏於中
者」
，先儒之舊說皆如此。故求性者，必求之人生以上，至於「心行路絕」
而後已，不得不以悟為極，則即朱子之「一旦豁然貫通」，亦未免墮此蹊
徑。佛者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恰
是此意，此儒佛之界限所以不清也。不知舍四端之外何從見性？仁義禮智
之名，因四端而後有，非四端之前先有一仁義禮智之在中也。……四端之
外，懸空求一物以主之，亦何以異於是哉！26
朱子將性推之「人生以上」
，知性要「一旦豁然貫通」
，必以悟為極則。這樣說性，
則與佛家之說相同。黃宗羲以為求性要在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上，並非
在仁、義、禮、智之性上，仁、義、禮、智是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發而
名之者，因此求性要在心上。朱子的說法，反而顛倒其先後次序，以仁、義、禮、
智在中而求之，反而是愈求愈遠。黃宗羲並以「虛實」來討論這個問題：
「……今這『實』字，正是華實之實。
『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
朱子曰：
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
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愚
按：此「實」字乃是虛實之實，非華實也。蓋仁義是虛，事親從兄是實，
仁義不可見，事親從兄始可見。孟子言此，則仁義始有著落，不墮於恍惚
想像耳，正恐求仁義者，無從下手，驗之當下即是，未有明切於此者也。
「樂則生矣」
，始有推廣可言，然亦非推廣，不過完全此實。何華采之有？
27

對於孟子言「仁之實」
，朱子解釋為「華實」之「實」
，事親從兄是仁之實，由此
而推廣出去的愛人利物、弟長忠君則是仁義之華采。黃宗羲則以為是「虛實」之
「實」
，「仁義是虛，事親從兄是實，仁義不可見，事親從兄始可見」，主要目的
在使仁義有著落，而不落想像之境。就黃宗羲的批評，他認為朱子以為「事親從
26

黃宗羲，
《孟子師說．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頁 69。

27

黃宗羲，
《孟子師說．
「仁之實」章》，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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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然就朱註文義而言，他似乎錯解朱子的意思，才
會有「亦非推廣，不過完全此實。何華采之有」的疑問產生。姑且不論黃宗羲的
解釋是否正確，然他強調落實在當下的事親從兄，而非只是恍惚想像仁義的用心
是明確的，也是他與朱子不同的地方。另外，與此問題相關的，還有「性情」的
關係：
先儒之言性情者，大略性是體，情是用；性是靜，情是動；性是未發，情
是已發。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他已不是性也」，
則性是一件懸空之物。其實孟子之言，明白顯易，因惻隱、羞惡、恭敬、
是非之發，而名之為仁義禮智，離情無以見性，仁義禮智是後起之名，故
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先，另有源頭為仁義禮
智，則當云心根於仁義禮智矣。是故「性情」二字，分析不得，此理氣合
一之說也。體則情性皆體，用則情性皆用，以至動靜已未發皆然。

28

程朱對性、情的看法，大略是採取張載的「心統性情」論，性是體、是靜、是未
發，情是用、是動、是已發，性、情二分，離情而言性。就黃宗羲而言，如此會
使性成為「一件懸空之物」
，而他認為孟子言「仁義禮智根於心」
，是因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之發生，才名之為仁、義、禮、智，離情無以言性，所以兩者是
合一的，因此性、情兩者是體亦是用，是動亦是靜，是已發亦是未發。
對於孟子「盡心」、「知性」，黃宗羲亦有不同於朱子的解釋：
先儒未嘗不以窮理為入手，但先儒以性即理也，是公共的道理，而心是知
覺，知得公共的道理，而後可以盡心，故必以知性先於盡心，顧其所窮，
乃天地萬物之理，反失卻當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之理矣。人心
為氣所聚，其樞紐至微，勿忘勿助，此氣常存，稍涉安排，則霍然而散，
不能自主。故必須存，存得恰好處便是養，不是兩件工夫。《易》言「成
性存存」，可知是一也。天下之理，皆非心外之物，所謂存久自明而心盡

28

黃宗羲，
《孟子師說．
「公都子問性」章》，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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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29
朱子以為「性即理」
，此理在天下萬物，要先知得天下之理，才得以「盡心」
，所
以「知性」是在「盡心」之前。黃宗羲以為「性是空虛無可想像，心之在人，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可以認取。將此可以認取者推致其極，則空虛之中，脈
絡分明，見性而不見心矣」
，30性是虛空之物，要落實在心上，在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理上認取，如此則「盡心」亦「知性」，兩者是一件工夫。
朱子主張「性即理」
，性是「人生而靜以上」
，理在天地萬物，因此要先窮天
地萬物之理才得以「知性」
，才得以「盡心」
。黃宗羲反對朱子將性推至虛空之境，
認為性即在當下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上，因此「窮理」
、
「盡心」
、
「知
性」，是一體具足的，而非有先後層次的差別。

（三） 即物窮理
黃宗羲主張「心即理」，理在心上，窮理只要反求本心，而不必向外追求事
事物物之理。因此，他反對朱子的「即物窮理」，並在解釋孟子、告子「杞柳桮
棬」之辯時，以朱子之說等同於告子。他說：
「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告子之意，以為人生所有，唯此知覺，理
則在於天地萬物，學者必當求天地萬物之理，使與我知覺為一，而後為作
聖之功，故以杞柳喻知覺，以桮棬喻天地萬物之理。以杞柳為桮棬，喻求
天地萬物之理融會於我之知覺，此與先儒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故必
格物窮理以致此知，其徒恃此知覺者，則釋氏本心之學，亦復何殊？……
孟子言其比喻之謬，杞柳天之所生，桮棬人之所為，杞柳何嘗帶得桮棬來，
故欲為桮棬，必須戕賊。仁義之性，與生俱來，率之即是。若必欲求之於
天地萬物，以己之靈覺不足恃，是即所謂戕賊也。31
29

黃宗羲，
《孟子師說．
「盡其心者」章》
，頁 148－149。

30

同上，頁 148。

31

黃宗羲，
《孟子師說．
「性猶杞柳」章》
，頁 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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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以為告子是以杞柳喻知覺，以桮棬喻天地萬物之理，以杞柳為桮棬是比喻
向外追求天地萬物之理，使其與知覺合一，這樣的說法與朱子就外在事事物物來
窮其理是相同的。而孟子認為杞柳是天生的，桮棬是人為的，天生的杞柳作成人
為的桮棬，是「戕賊」而成的。同理，仁義是與生俱來，即在知覺之中，而不必
求之於天地萬物，以「心即理」來反對朱子的「即物窮理」。黃宗羲不但將朱子
等同於告子，亦等同於佛家，如此則將朱子視為異端了。
黃宗羲在解釋孟子「集義」之說時，亦反對朱子的說法：
「集義」者，應事接物，無非心體之流行。心不可見，見之於事，行所無
事，則即事即義也。心之集於事者，是乃集於義矣。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正朱子所謂「欲事事皆合於義」也。……事事合義，一事不合，則伎倆全
露，周章無措矣。32
所謂「集義」即應事接物皆心體流行，順著心之主宰而行，則事事皆理，即是「心
即理」
。而「義襲」則是「即物窮理」
，一物有一義，而求事事物物皆合於義，此
是告子的「義外」。「集義」是「從心而出，不踰言行之矩」，而「義外」只是在
「言行上照管」，33只要「一事不合，則伎倆全露，而周章無措矣」。黃宗羲亦以
相同的說法來解釋孟子的「由仁義行」及「行仁義」之差別：
「由仁義行」者，原無仁義，人見之為仁義。
「行仁義」者，先有一仁義，
而有後行，則非本然之德性也，此處有誠偽之分，君子之存正存此，由仁
義之本然，不假於外顧。集註之意，以行仁義為君子存之之事，恐告子之
「外義」得竄入之矣。34
「行仁義」是先有一仁義，而後行之，此仁義並非本然之德，是告子「義外」之
說，即是朱子的「即物窮理」
。而「由仁義行」
，是由本心而行，自然能有仁義之
32

黃宗羲，
《孟子師說．
「浩然」章》，頁 62。

33

黃宗羲，
《孟子師說．
「言不必信」章》
，頁 108。

34

黃宗羲，
《孟子師說．
「人之所以異」章》，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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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因仁義是內在於心，所以待人接物，皆是仁義之流行，即是孟子的「義內」
，
即是「心即理」
。他以此批駁朱註「行仁義為君子存之之事」
，君子應當「由仁義
行」，而非「行仁義」。
與「集義」
、
「由仁義行」相關的，還有孟子的「知言」
、
「養氣」何者為先的
問題。黃宗羲解釋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言：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四句，是告子一生學
問。「言」者，天下之義理也。告子以為義理散於天地萬物，心之所有者
惟知覺，故不以義理求之於心；心既空無所有，則一切行事靠我之氣，不
得須求理於天地萬物，故勿求於氣。氣者，知覺運動也。35
告子以為義理散在天地萬物，而心只有知覺，不能求理於心，故要先「知言」，
知得天地萬物之理，才能與知覺為一，是為「養心」，「養心」後才能「養氣」，
因此「知言」比「養心」
、
「養氣」更具優先性。這樣的說法，同於朱子，黃宗羲
並大加撻伐：
語類：「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無疑後，
方能養此氣也。」此與程子「存久自明」之言相反。若打頭先去知言，則
是中無把柄，如何去知？恐成一骨董箱耳。故汎窮物理，不若反身修德之
為愈也。36
朱子同告子認為「知言」先於「養氣」
，先知得許多是非道理後，才能「養氣」。
黃宗羲則以為「『知』者，氣之靈者也。氣而不靈，則昏濁之氣而已。養氣之後，
則氣化為知，定靜而能慮，故『知言』
、
『養氣』
，是一項工夫。」37「知」是氣之
靈敏的狀態，「言」是天下普遍的理則，而所謂的「知言」並不是向外去汎窮物
理，去追求外在的知識，而是追求本心，「反身修德」，使「中有把柄」，他這樣
解釋「知言」：
35

黃宗羲，
《孟子師說．
「浩然」章》，頁 61。

36

同上，頁 64。

3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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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去分門立戶。這些蹊徑，都從常心中變出許多魑魅魍魎相。『知言』
者，但把常心照證，變態無不剖露。知得人心，亦只知得自己心。知得群
心之變，亦只養得吾心之常」。38
他引用其父黃尊素（1 5 8 4 － 1 6 2 6 ）的話說明「知言」就是「養心」
，從「自己

言」與「養氣」二者是同時具足，無所謂先後問題的。
朱子將理、氣截然劃分，使理及性成一虛空之物，可以離氣、離心而存在，
而理又是存在於天地萬物之中，所以「性即理」之說，必標識著「即物窮理」的
工夫主張。黃宗羲認為如此即是孟子所反對的「義外」、「行仁義」、「義襲」，而
與告子之說相同。

四、結語
黃宗羲主張天地間只有一氣流行，生人生物，其中自有條理，此條理稱之為
理，心是氣之靈處，亦有條理，此即是性，理依附氣而存在，氣亦因理的存在而
有條理可尋，因此理氣是合一的。同樣的，心性亦是。如此一來，理、氣、心、
性對他而言，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於共同的質素「氣」之下。他以此來解釋孟
子的心性思想，如「浩然之氣」
、心與性、性與情及盡心、知性何者為先的問題。
而他的解釋是透過批判朱子的說法而呈現的。朱子主張理氣為二，因此「浩然之
氣」是後天培養的。在「心統性情」
、
「性即理」的思想下，心與性、性與情是對
立的，「知性」又在「盡心」之前。黃宗羲則以為心性合一、性情合一，言性要
在當下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非渺茫不可知的「人生而靜以上」。
由「理氣心性合一」引申而來，黃宗羲以為理存在於本心之中，而非外在於
天地萬物，此即「心即理」，因此修養工夫只要在心上做。他亦如此解釋孟子的
3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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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義」、「窮理」、「由仁義行」、「知言」、「養氣」。朱子以為心是知覺，理在天
地萬物，
「窮理」是以心去窮天地萬物之理，
「集義」亦是集合一事一物之義，以
與我相合，而「知言」優先於「養氣」，先知得許多天下之理後，才得以復返於
我心。黃宗羲反對朱子這樣的說法，他並將朱子之說等同於告子的「義外」
、
「義
襲」以及「行仁義」，並非孟子的真義。
黃宗羲的《孟子師說》是在批判朱子學中以彰顯孟子學說，他強調不因襲朱
註，在「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時代氛圍中是獨具意義的。我們知道朱子
的《四書集註》自從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成為科舉考試的定本後，朱子學說
也成為官方的正統意識型態，形成牢不可破的樊籬。因此，直到明代中期為止，
《四書》的研究基本上是籠罩在朱子之下的。然而到明代中期以後，這樣的現象
39
逐漸改變，陽明學說的盛行，帶動對朱註的懷疑， 並試圖跳出《集註》的影響，

重新解釋《四書》
。40所以從《四書》學史的角度看，黃宗羲此書在晚明反朱學的
《四書》研究中，更有其深刻的意義。另一方面，在明末清初一片反理學的聲浪
中，黃宗羲揚棄朱子的「理氣二元」，建立了「理氣心性合一」論，結束了程朱
理學的傳統。而《孟子師說》中明顯的宗陽明心學並強調實學的傾向，又開啟了
從心學過渡到經世致用之學的道路。

參考資料：
《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十三經注疏》本）。
朱熹，《四書集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39

陽明由懷疑朱子《大學章句》中對「格物致知」的解釋，對此有不同的看法，而有「心即理」、

「致良知」等學說產生。關於此問題可參考陳來，
《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頁 20－46。
40

關於晚明四書學的發展可參考佐野公治著，張文朝、莊兵譯，《四書學史的研究》（臺北：萬卷

樓圖書公司，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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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摘要
健康長壽固然是人類長久的夢想，可惜世上真能活到古稀之年的人，實際並
不多，健康長壽絕非理所當然。可見怎樣才能享有好品質的長壽，便需要有正確
認知與真知力行的恆心。
健康既是人生最大的財富，因此，本文擬從文獻上探討，並藉由個人的觀察、
體會與了解，來探討此課題，探討健康長壽的重要與利益、容易致病促壽的因素、
有益健康長壽的因素，以及克享健康長壽者的基本要素，藉以明白求醫不如求
己，每個人是自己最好的醫師，預防勝於治療，命好不如習慣好的道理，並能修
正觀念與作息習慣，活得更有朝氣、活力、品質與尊嚴，庶不負此生。

關鍵詞：健康、長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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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n seek for a long and healthy life for quite a long period of time.
However, there’re few people who can really attain seniority. Obviously,
longevity is not for granted. Accordingly, it requires the right knowledge
and the determination to put it into practice persistently.
Health is the most precious asset in this life. Accordingly, the
article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health study documents and personal
observation and experiences to explore the longevity issue. It tries to
explain the importance and benefits of health, the causes which can easily
bring diseases, the basic elements which may benefit and boost longevity.
Besides, it’ll discuss self healing rather than solely depending on
physicians, one can be one’s own best physician,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good habits are better than good fate, and with a view to live
a great life of vitality and dignit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rectifying
the bad habits and attitude.
Keywords: Health, Longevity,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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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兩千五百多年前世尊即說：「無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善友第一親，涅槃
第一樂」，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財富，可惜年富力強者，每輕易看待它，認為那是
理所當然的事，直至身心透支過甚，難以負荷，亮起紅燈時，才知警覺，但到此
時未免嫌遲。年輕時拼命以命換錢，年老時不得不以錢保命。世界衛生組織（WHO）
把愛滋病、癌症與躁鬱症，列為本世紀威脅人類健康的三大疾病，處在瞬息萬變，
充滿不確定的環境，身心備感壓力，如何有效紓解身心壓力、煩惱，安頓好身心，
活得健康有活力，愈形重要。筆者便擬探討每個人實際可做，用以活得健康長壽
的切身課題。
高齡社會來臨，一者以喜，喜的是的均壽延長；一者以憂，憂的是機能衰退，
罹患各種疾病與痛苦的機會也跟著加大，甚且號稱全世界「俗又大碗」的台灣健
保制度，目前已虧損累，嚴重不堪負荷，令人不能不視為隱憂。人的身心機能日
走下坡，看到許多身心飽受病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苦況，更能讓人深切體
會健康問題的重要。際此少子化的社會，老邁行動不便的人，冀望其子女照顧身
旁的機會實在不易，怎樣活的健康又長壽，更加值得注意。健康並非理所當然的
事，看到安養中心許多身心不自由的病患，當可輕易了解健康的價值所在。活的
健康又長壽，絕非別人的事，甚或醫師的責任，而是每個人的切身課題，每個人
必須為自己的健康長壽負最大的責任。
老病死生誰替得，病苦畢竟是每個人切身的事，每個人須為本身的體能狀況
負最大的責任。每個人的身心狀況並不一樣，自己是自己最好的醫師，健康長壽
並非理所當然的事。尤其筆者年輕時視力很好，關節也很靈活，那時萬萬想不到
這幾年視力會大不如前，關節也退化很快，氣血功能漸走下坡，漸有深切感受，
真是有苦難宣，便很努力尋求救治之道以延緩其衰退，慢慢漸有起色，也稍有心
得，因此，敢很篤定地說，預防勝於治療，及早獲得正確的知識訊息，活學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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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起居作息上，必有趨吉避凶，轉禍為福，轉弱為強的效果與好處，身心能
聽使喚，才有生命的品質可言。尤其高齡化社會來臨，身心功能漸走下坡的狀況
下，最能點滴心頭，深切體會健康的重要。放眼望去，隨時隨處可看到身心不聽
使喚者，不自由、少尊嚴的苦況，這絕不會是任何人想盼望的人生。
有的人不免輕易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自己能否活得久，冥冥中似
乎已經早有定數，卻忽略了每個人的生命品質良窳，並非別人的責任，而是切身
的課題，終究還得靠自己掌握。
有的人則輕易認為身體若有任何狀況，主要還是得靠醫生救治，好似本身一
無所知，毫無辦法，更沒有責任，視醫生、醫技、藥物如半仙般，好似無所不能。
這種看法，恐怕也是有待商榷，須知世上最長壽的例子，竟然很少是擁有現代醫
學專業術養造詣高的人士，而且醫生面對本身的種種病苦，束手無策的情形也所
在多有，最近頻傳的台大、成大醫生過勞死案例，便很值得深思。無可置疑，現
代醫技與醫藥研究已有長足進展，能解決很多前人束手無策的疾病，可是人類目
前仍難以醫治的疾病、病患人數，乃至人的病痛，似乎也一直在增加，這只要從
各大醫院病床的不足窘況與政府健保支出過鉅，不勝負荷，一直吵著要增加健保
費的情形，便可想見。署立新營醫院中醫部主任何裕鈞，經常面對些老婦人哀哀
叫跟他說，她們身上那個部位很痛苦，何醫師每跟她們說：「我也不是神仙，我
只是醫師，你們也要努力調整飲食作息與運動。」
活得健康又長壽，一直是人類長久的企盼，但要怎樣達成呢？這方面的研究
固然多，市售的醫療保健養生書籍也多如牛毛，但是否有用，可供參考、實行的
簡單易行道理，讓人輕鬆活得既健康又長壽，便很值得留意。

二、健康長壽的重要與利益
死固然可怕，但活不下去，或生不如死，所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則更可
悲。看到許多年邁者坐著輪椅，需要別人扶持，推著走動的人，或是插管茍延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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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不能言語，陷入昏迷狀態的重病人士，甚至失去行動自由或失智的窘況，人
生到此地步，便很容易深切體會病痛的辛苦與無奈，最能體會吃得下、睡得著、
拉得出、行動自由，有多幸福，也愈能明白健康平安便是福的道理。筆者有次到
台北趕時間搭計程車，司機問筆者做何行業，筆者說教書。他說教書很好，薪水
穩定，便自嘆搭車的人少，生意難做。筆者及時提醒他：「其實您也很棒，能靠
自己雙手賺錢，沒躺在醫院需要別人服伺，既須花錢，又無法賺錢，豈不苦惱？」
他若有所悟地說：「那當然。」
健康長壽有益於盡責任，以前有位員外晚年得子格外欣喜，便大宴賓客，酒
酣耳熱，來賓紛紛講些恭維拍馬的話，員外樂不可支，座客中有位修道人，大眾
希望他也應景講句好聽的話，他說：
「公死、父死、子死」
，正當眾人深感錯愕訝
異時，他卻不慌不忙地問：「想想看，要是次序顛倒過來，豈不糟糕？」可見世
人都不希望太早夭亡，以免許多該盡的責任無法盡到。這種情形，想要走得心安、
沒有罣礙，恐怕真不容易。
健康長壽就有機會，
「活乞丐勝過死皇帝」
，健康長壽到底有多好，恐怕是很
難說盡的。一息尚存，一念悔改，懺悔往昔所造過惡罪業，便都能蒙佛接引，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人生最殊勝的美事，那有比得上它的。因此，活著便有希望，
活著便很幸福。
固然有的人說，人生很苦，早回去早解脫，實際上，健康長壽較能累積經驗
智慧，也比較容易領會人生不必像年輕時，拼命為家計、事業奔忙、煩憂，較能
有鬆脫，過自己想過的生活之自在。健康長壽有益於增長識見與智慧，聖雄甘地
說：
「應把生活當作是人生最後一天來過，應把學習當作生命是無窮資源來運用」
（”Live as if you’ll die tomorrow, learn as if you’ll live
forever.”），便深能體會死生無常，但知識智慧的增長，遠遠勝過愚癡渾噩地
活的久久長長。所以命長對經驗累積、智慧增長絕對是有很大的幫助。每見年紀
輕的人，把自己辛苦積存下來的一筆錢，輕易借給親朋好友使用，後來卻苦苦要
不回來，苦惱不堪，甚至弄得反目成仇，完全決裂時，便能深切體會年紀稍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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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較容易看待與體認，還不還是別人的事，借不借則是衡量本身當時能力狀況
來決定的，而不是一時的輕諾，能灑脫看待財物，絕非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容易
明白的。
健康長壽有助於行善，去年水災後，台中榮家有位老榮民，把他一輩子辛苦
積蓄的幾百萬元捐出來救災，其同袍大惑不解地問他，既有那些錢，何不娶個外
勞，他卻說：「我自己生活都這麼苦了，為什麼還要害別人，跟我一起受苦。」
真有仁者風範，的確可尊可敬！2014 年，年事已高的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無
上限地為高雄瓦斯氣爆受災戶修繕水電門窗的義舉，筆者由衷深表敬意。
健康長壽有益修行，無始來的貪瞋痴等不良習氣，若沒久久修持，實不易淨
除。有強健的身心體魄，便能對治許多妄想煩惱，就像鈴木大拙九十七歲開始想
研究景德傳燈錄，知識浩如大海，若無高壽，怎麼容易窺透知識技術的堂奧？
其它健康長壽的好處，當然還很多，無法盡舉，只能各自體會。

三、致病促壽的因素
每個人體質、生活作息、飲食起居都不一樣，怎樣的人，便比較容易有怎樣
的疾病，可想而知。容易讓現代人致病、促壽的原因很多，比較常見的狀況如：
1. 缺少正確保健養生知識
誤以為醫技、醫術無所不能，是救治百病的萬靈丹，跟著人云亦云，任令道
聽途說、藥商廣告洗腦，很容易受人愚弄，既失財，又可能失命。
2.疏忽
太簡單看待健康，誤以為健康是理所當然的事。
「少年不會想，老來不成樣」
，
人生很多的病苦都是少年輕狂，不能深思熟慮惹來的病痛，筆者姑丈最近深有所
感地跟我說，他以前住在三重埔時，看到許多開大卡車的運貨司機，年輕時為了
多跑幾趟車，多賺點錢，飲食作息不正常，腸胃便都弄壞了，年紀稍大，一大堆
病痛，便紛紛出現，只能把過去賺的錢拿來養病，真應驗「年輕時以命換錢，年
96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一期

健康長壽過今生

頁 91-106

老時以錢換命」、「少年不養生，老來養醫生」。
3. 怠惰
好吃懶動，久坐盯著電視、電腦、手機螢幕，運動量明顯不足，氣血阻滯，
便容易有各種病痛的產生。美國好萊塢著名諧星鮑柏霍伯〈Bob Hope, 1903-2003〉
克享百歲高齡，跟他平時喜歡按摩很有關係。
4. 意外事故
不管是自己疏忽或別人不小心，都會要人命。水、火、風災、地震、海嘯、
火山噴發、車禍等事，時有所聞，輕者傷殘，重者喪命。
5. 血液酸化
飲食不當，攝取太多高熱量飲食，營養又不均衡，偏好肉類血腥的食物，喜
歡美式、西式速食、糕點、冰品，乃至汽水、可樂等大量垃圾食品，容易讓體質
酸化，如此一來，便很容易罹患當今歐美人士常有的文明病，如肥胖、體重過重、
衰老快、糖尿、心臟病、高血壓、骨質流失、腫瘤等。就像孔子見其病重的學生
冉伯牛講的「斯人也而有斯疾」
。標準的美式飲食（Standard American Diet- SAD）
大魚大肉，吃多吃久了，即易罹患美國人常有的主要疾病，故它被稱作悲哀，便
很有道理。熱量攝取過多，運動量又不足，身材日形臃腫走樣，當然是心臟很大
的負荷。飲食若不知少糖、少鹽、少蛋白、少脂肪、多蔬果，造成蔬菜水果攝取
不足，身心必然堪憂。十五世紀新航路大通以來，當時的航海人員很容易罹患壞
血病，主要是當時尚無冷藏設備，長久吃不到新鮮蔬菜水果，所造成的病痛。美
國康乃爾大學肯柏（Colin Campbell）著名的研究指出，中國偏遠農村的人士，
飲食以蔬果為主，很少攝取肉類，身體卻很健康，便很值得注意。此外，烹煮過
程中，過度炸、烤，添加過多人工香料、加味、加料的飲食，基本上，都是腸胃
肝臟的負擔。人的衰老，並不是從皮膚出現皺紋開始，而是從腸胃的吸收消化功
能減弱開始。善待腸胃，就不應把它當做動物屍體貯藏所，便可減少許多病痛折
磨。
6. 多欲
97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一期

健康長壽過今生

頁 91-106

「多欲為苦」，若禁不起外在五光十色的各種物質誘惑，內心騷動不已，片
刻也不得寧靜，便很傷生害命。得不到，固然痛苦，即使得到，也未必就能維持
快樂多久。食多或飽食，讓腸胃過撐，衰老便快。縱慾也是促死的重要因素，曾
經風光一時的股市名人黃任中、選美皇帝唐日榮，先後都是死於腎衰竭的案例，
便可知其梗概。
等而下之的，欲望滋生苦惱，妄想煩惱不止，則勾心鬥角、算計別人、說長
道短、挑撥離間、怨東怨西、打腫臉充胖、驕矜浮誇、吸煙、吸毒、縱慾、沉迷
電玩、沉迷酒色、沉迷賭博、飆車逞兇鬥狠，真是閻浮提眾生剛強難化。這樣的
生活，基本上，跟健康長壽便很絕緣，下場會是如何，不難想見。
7. 作息不正常
生活作息沒規律，喜歡熬夜，過夜生活，睡眠品質差，任意顛倒作息，打亂
生理時鐘，弄得精神恍忽，注意力不集中，事故便多。現代人睡眠品質不好，有
睡眠困擾問題，須要長期服用安眠藥的人不少，這只要看各大藥房這類藥物的銷
售量激增，便可略知梗概。藥是毒而非補，經常服用它，乃是肝腎莫大的負累。
8. 壓力
小孩子無憂無慮、天真無邪的容顏，很不容易重現在大人臉上。現代人心情
何以煩悶？快節奏的生活步調，變化快與競爭激烈，緊張、繁忙、競爭、不確定、
不安，壓力當然大，焦慮、煩惱，在所難免。即使整天忙不停，永遠還有做不完
的事，卻又感到茫與盲，要是不懂得適時紓解身心壓力，想要久視長生，便很困
難。今年年初，好幾例台大醫師、成大醫師英年早逝的案例，便很令人扼腕嘆息，
而它引發是否過勞死爭議，更可看出現代人身心壓力都很大的端倪。相形之下，
紐約著名的外科醫師卓布拉（Dr Deepak Chopra, 1947- ）就比較幸運，以前當
他心煩意亂，緊張壓力，苦惱不堪時，也經常跟一般人一樣藉著吸煙、喝咖啡來
強打精神，不過有一天，他卻無意間在逛舊書攤時，偶然找到超覺靜坐
（Transcendental Meditaion）一書，翻閱後愛不釋手，並且認真跟著做，靜坐
冥想，放鬆身心，淨化身語意，從此澈底改變他的一生，變成活力十足，成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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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怎樣正確養生的多產作家，並且也有他自己的網站，值得閱聽人上網瀏覽參
考。
9.人際關係疏離冷漠
人際關係不和諧，冷漠、疏離，將是身心極大的痛苦與負累。愚癡無智的人，
每易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到處樹敵，弄得身心俱疲，自他都很不愉快，別
人樂見其敗其亡，這樣便很苦惱！米開蘭基羅﹙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1475-1564﹚就不是這樣，當市長批評他的雕像很醜，鼻子
太高時，只見他笑嬉嬉地說，謝謝指教，馬上搬來梯子加以修改，讓主子很開心。
愛因斯坦在面對人際困擾時，也有足得稱道的地方，他說：
「在衝突中尋找和諧」
，
圓融無礙，自得其樂。新加坡的許哲說，生氣傷人傷己，很不值得。
10,.親人突然離去或變故
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緣聚緣散固是難以逆料，遭逢親朋好友突然病故
或意外，都是在所難免。即使如此，突然喪親喪偶都會令人措手不及，很令人心
碎，這類突如其來的打擊，對身心都是很大的傷害。
11.心靈的空虛
資訊的爆炸，知識的進展，讓不少科學家如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霍金〈Stephen Hawking. 1941- 〉對西方原有的傳統信仰深感疑
惑，英國當代物理大師霍金便多次公開在電視媒體上表示，世上根本沒有上帝的
存在。西方傳統信仰既已逐漸遠離人心，年輕人很少再上教會，宗教幾乎等同愚
昧無知、反科學、反知識，很多人不免視心靈如無物，逐物逐欲便容易成為人活
著的首選。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氏（Arnold J. Toynbee, 1889- 1975）早已觀
察到，物質繁榮的世界，人的心靈反而貧瘠。現代人物質生活固然較以往充裕，
但心靈則很空虛，難耐孤單寂默，逐色逐欲不止，揮霍損耗元氣不已，精氣神能
量大量耗損虧空，想要身強體健，長保百年身，無異橼木求魚。每見國外影視名
星來台時，國內青少年粉絲如癡如狂地在機場守候多時，嘶聲吶喊的景況，不難
虧見人心的徬徨與空虛，逐物迷己不停的蠢態！以前有位公子哥兒帶著自己心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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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人出遊，酒醉後財物盡被該女子席捲一空，等他醒來時，就很生氣追尋，路
上恰遇一位修行人，便問該修行人剛才有沒有遇見一位逃跑的女人，修行人反問
他：「追尋那個女人重要，還是找回你自己重要？」此時，公子哥也算宿有深厚
根底，如夢初醒，便跟著大修行人出家修道去了。
12.其它
當然世上也有些現代醫學依然無解的疾病，如目前西非伊波拉病毒
〈Ebola〉
、天生殘障的狀況，如日本的乙武洋匡，以及神經逐漸萎縮的漸凍人，
或是唐代悟達國師腳上長出的人面瘡等疾病，可見目前的醫技醫術，依然還有很
大的成長空間。

四、有益健康長壽的因素
基本上健康長壽跟很多因素有關，其中顯而易見的如：
1. 好的長壽遺傳基因（註 1），例如，美國詹森總統（Lyndon Baines Johnson,
1908 –1973),）因越戰打得焦頭爛額，不想連任，在 1968 年交接典禮時，
便跟繼任的尼克森（Richard Nixon）說，「我的煩惱現在都落到您身上了」，
退休下來沒幾年便過世，主要也是因為他家的祖先都不是很高壽。
2. 潔淨的環境，陽光、空氣、飲水與食物最有益身心。處在今天垃圾食品、黑
心食品充斥的環境，不小心謹慎些怎能保百年身。農藥殘毒、殺蟲劑等濫用，
食物沒受污染已屬不易。如環境許可，時間可以，不妨自己動手做有機栽植，
便很值得推廣，利己利人，更能為後世留點生機與希望。研究指出，居住在
高山空氣水質好，氣溫低環境的人較城市空氣噪音差，溫度高的人來得長壽。
3. 筋骨柔，老子說柔弱者生之徒，俗諺也有「筋長一寸，壽延一紀」
，筋若僵硬，
行動便很不方便。嘉義大學中文系馬柄旺教授，跟筆者談到，他曾往竹崎探
望過那時已一百多歲的二次大戰時，三次長沙大捷指揮官薛岳將軍，發現他
走起路來，腳很僵硬的樣子，令人看得很難過，這便是筋骨僵硬的結果，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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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腰駝背，已屬大幸。反觀多次來台的新加坡國寶許哲年紀已百歲多仍能活
動自如，跟她長久練習瑜珈則有很大關係。
4. 呼息長，壽命長。人命呼吸間，一息不來，頓成隔世。呼吸一刻不能停止，
更無法積儲起來以備不時之用，故其重要性遠勝於飲食、睡眠，甚至運動。
呼吸可以有意識灌注其中的進行，也可無意識地進行，即使在睡眠中，它片
刻也不能停。可是一般人的呼吸，多半是比較短促不安，僅用到淺肺而已，
廢氣濁氣不易排盡，人易疲累外，心神更不易安定。更可怕的是，在密室中
燃燒炊煮、吸煙，或進入幽閉的坑洞中工作，又沒良好的排油煙設備，這對
於肺臟是很大威脅，稍一不慎，事故便頻傳。呼吸長，則好處多多，歷來修
行人、養生家都很注重呼吸的品質，便是這個道理。
5. 心情愉悅，常懷感恩、惜福、惜緣的心，懂得盤點幸福，而不盤點不幸，保
持積極樂觀心態，對於生命品質，乃至壽命便有加分的效果。心情好壞對於
健康長壽的影響，固然目前醫學研究較少探討，主要是因為它難以衡量、量
化。可是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無論遇到任何狀況，保持心情平靜勿躁怒，
畢竟是較有長命百歲的本錢，因為怒傷肝，肝火一動，五臟六腑皆搖，分泌、
免疫、吸收、循環系統都被搗亂，吃不下，睡不好，這樣便很苦。盛清乾隆
帝能享高壽，跟他體會出「事煩心不亂，食少病無侵」應有很大的關係。美
國好萊好萊塢名星鮑伯霍柏（Bob Hope, 1903-2003）能享高壽，跟他天性樂
觀開朗，應該也有很大關係。畢竟愁眉苦臉，凡事看不開的人，是很不容易
享高壽的。
6. 吃得對也很重要，民以食為天，飲食與人生壽命長短與健康關係密切，自不
容置疑。居處極地的愛斯基摩人（Eskimo）主要以鯨魚、海豹等肉類為主，
平均壽命僅有三十歲。獲得普立茲獎，倡導動物權利與素食救地球的著名作
家羅賓斯（John Robbins）在其 1987 年的成名大作新美國飲食（Diet for a

New America: How Your Food Choices Affect Your Health, Happiness, and
the Future of Life on Earth）明白指出，肉奶與多種現代文明病的密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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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此，飲食清淡有節制，吃的少，吃的對，食物的自然、新鮮、多樣與
變化，少吃肉及油膩與炸烤肉類，多吃蔬菜水果，體質自然會呈弱鹼性。著
名的美國康乃爾營養學教授（Dr. T Colin Campbell）的長期觀察研究大作，

中國研究（The China Study）一書中，更指出肉奶與現代很多慢性病的密切
關係。遠離醃製、煙薰、炸烤、加味、加料的食品，以及市面充斥的垃圾食
品，如可樂、西打、沙士等飲料，既可省錢，兼可保命。鄰人許來興是賣罐
裝飲料的大盤商，有次筆者跟他打招呼：
「許董您真棒，自己在賣飲料，大概
就不用煮開水吧。」他說：
「我從來不喝。」
「何必那麼節省。」他說：
「不是
節省，因為飲料裡面含有很多防腐劑、芳香劑、色素、糖分，我怎麼敢喝。」
當然，他跟筆者沒講假話，何況那又是他的謀生行業，筆者也不好意思追問
他，何以敢賣給別人喝。「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每個人都應自求多福，懂
的節制，健康才有保障。與其怕東怕西，何妨早上動手打個蔬果汁，實際並
不很費事，喝的安心，也很容易讓整天神清氣爽。飽食、夜食更是健康的負
累，晚餐吃少或斷食，能給腸胃生養休息的機會，對於減緩老化，應有很大
助益。多吃蔬菜水果、素食、生食及斷食，都可減少腸胃負擔，也可長樣慈
悲心，真是自利利他。
7. 知道靜默保元惜神，惜精神體力，少言少語，沒有不良習氣，不縱慾揮霍能
量。這正是陳立夫先生說的「養心在靜」。法國女士大衛尼爾（Alexandra
David-Néel, 1868-1969) 從 1924 年西藏未開放前，便已入藏，在藏地久居
修習藏傳佛法，這跟她能活到一百多歲，應有很大關係。記得筆者剛上大學
時，參加東方文化社，有天晚上，學長沈榮槐帶我到土城承天寺初次拜見不
食人間煙火的水果師廣欽老和尚，只見老和尚坐在屋簷下，卻跟我們說，晚
上他靜默不想說話。由此可見，省言語可少耗氣，非常有益養生。
8. 生活作息有規律，早睡早起，並經常適度運動。作息能規律的人，較少煩憂，
較能淡看世事人情的詭詰變化，這對心情的調理，壓力的紓解，當然很有幫
助。早睡早起，順應生理時鐘，精神體力會比較好。家喻戶曉的美國開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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勳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留下很多名言，其中有句說：「早睡早起
使人健康、有錢與聰明。」（Early to bed and early to rise makes a man
healthy, wealthy, and wise.）確是至理名言。至於運動有益氣血流通，增
加血中含氧量，也不在話下。「通則不痛，痛則不通」。只要經常保持全身氣
血流暢，當可減少許多病痛。要活就要動，一點也不誇張，有天筆者跟同事
梁勝明教授打招呼：「請教 您做何運動？」「每天走路四、五十分鐘。」「那
很好。」「不能僅說好，要實際去動。」史丹利（Edward Stanley）說：「那
些認為自己沒時間做體力運動的人，遲早得找時間來生病。」
（Those who think
they have not time for bodily exercise will sooner or later have to
find time for illness.）可是運動也要適當，衡量本身實際體能狀況來做，
不能逞強，不能太過激烈、危險、疲倦，應以和緩、不傷身、不致造成運動
傷害，適合各年齡層的為主，以免運動傷害，得不償失。值得推薦的項目，
如散步、慢跑、游泳、韻律操、氣功、太極、瑜珈等。
9. 重視衛生與清潔，自可減少許多疾病。世界著名富豪比爾蓋茲（Bill Gates）
所以想幫非洲人解決馬桶問題，便是深切了解糞便污染水源所帶來的嚴重問
題，直接威脅到行河川下流所有居民的健康，怎能小看它。
10.知識程度與學歷較高，有正確的基本養生知識、智慧與獨立思考判斷能力的
人較易長壽（註 2）
，有正知見，便不致輕易受地下電台賣藥廣告所愚弄、欺
騙、上當，傷財又傷身。國人愛吃藥，藥品廣告超多，其利潤更是離譜的嚇
人，凡此現象，若無定力與智慧以安身立命，很難不受愚弄。若多具備點正
確的養生知識，則可易短壽為長壽，易多病為康強，藥王孫思邈便是其例。
11.喜歡學習，面對變化與新挑戰，困知勉行。一個人若是老提當年勇，恐怕年
紀已經不小。人固然會老，但心靈依然還是可以保留年輕，不必拖著比身軀
更加疲憊不堪的心靈，一直活在過去中。
12.尊重一切生命，有悲天憫人的善良心腸，喜放生，多積陰德，「仁者壽」，新
加坡許哲已一百多歲，耳聰目明，手腳靈活，便是其例。河南省海賢法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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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12 歲無疾而終，都是好榜樣。研究指出，喜歡養寵物的老人，要比孤僻
的老人開朗。
13.經濟上無衣食上的顧慮，大陸偏遠農村老婦，甚至台灣偏遠鄉下老人尋短的
案例特別多，經常便是因為貧病交加所致使的。
14.樂善好施，喜歡幫助別人，台東菜販陳樹菊即是這樣的範例，保持與人互動
的良好人際關係，感受被尊重、關懷與愛。筆者在英國唸書時，有次上大賣
場買東西，排隊結帳時，走的快些，前腳不小心輕碰到前面一位滿頭白髮，
步履蹣跚的婦女腳後跟，她一回頭，我趕緊說連說抱歉，她卻依然憤憤不平
地說：
「你沒長眼睛是不是？」年紀能活那麼一大把，卻那麼不討喜，未免是
在跟她自己過意不去。有愉悅個性的人，比較討人喜，自己也會活的較滿意，
則是一定的。
15.有積極的人生意義、使命。即使壽命久長，卻沒受用的人生智慧，依然做出
匪夷所思的蠢事，徒然給人罵老而不死謂之賊，便很可悲。有智慧的人，自
然懂得慈悲濟物，利樂自他，多做些有意義的事，人生便沒有白活。
16.有虔誠、乾淨的心靈歸宿，心靈不卑污，人品便不會太差，比較不致罹患世
紀病毒如憂鬱、愛滋、癌症等病。例如，近代高僧虛雲老和尚（1840-1951）、
海賢法師、廣欽老和尚、懺雲法師等克享高壽，跟他們虔誠的信仰，潔淨的
心地，簡單的生活應有很大關係。畢竟生從何來，死歸何處，一直是人類亙
古困惑，人生難道只有年輕、權勢、名位、資產、眷屬才是千真萬確，最有
價值的東西嗎？世俗知識價值體系或教育，既沒回應，也無法回答此一問題。
可是並非此一問題被排擠於現前知識體系外，就表示此一問題不重要。終究
人還得坦然面對此一課題，有虔誠信仰的人，大致很容易明白人生方向，而
對此沒有任何概念的人，面對死神突然猝臨，即將化為塵土、回歸自然之際，
其驚恐莫名，舉足無措，也就在所難免。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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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長壽並不難，壽夭主要在己不在人，每個人應為本身的生活品質與健康
狀況負最大的責任。掌握養生要領的人，可以轉弱為強，轉病苦為康健，唐代孫
思邈及當代香港大亨李嘉誠便是其例；反之，背天逆理的人，恐怕便難享有健康
長壽的福份。
人命危脆，人僅是宇宙時空的短暫過客，世事無常，唯一能確定的是死亡遲
早一定到來。人命不久長，唯一永恆的是覺性。此生生命長短固然難料，但生命
品質，則確實可以自己決定。
「智慧是人生最好的依怙」
，養生也是如此，須要不
斷吸收正確的知識。
死不可怕，人生最怕是生不如死。何以致此，纏身惡疾，宿業現前，絕不好
過；再者，嗜欲多，妄想煩惱不停，便沒有生命品質可言。淨化身語意業，便能
排除心中怨惱瞋恨等毒素，減少病苦，也容易看見世界的美好。
善生乃能善死，即使一生榮華富貴到老，終究還得面對死亡關卡，除了生時
要有生的品質外，及早做好無常準備，也很必要，若能吉祥往生，實在也是人生
莫大福份。

附註
1. Nancy Steinbach, “Search for Long Life Gene”, VOA SCIENCE REPORT,
September 12, 2001.
2. “Harvard Researcher:

Education Key to Longevity” VOA SCIENCE REPORT,

March 21,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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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袁枚詩探其飲食習性
黃淑汝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兼任講師

中文摘要
袁枚《隨園食單》堪稱為清代食譜集大成者，受到各家學者的關注，但論
者幾乎多以《食單》為文本，少見對袁枚詩歌中飲食書寫或相關感官知覺專文討
論之。筆者進而檢索文本，發現袁枚《食單》與詩中描寫食物種類的比例實有差
距，詩中明顯著重某些食物描寫，異於《食單》中有著各式各樣的菜色紀錄，如
此一來即有其討論空間。
在袁枚詩中常常出現的為：羹粥、瓜果點心、飲品的記載。由詩中的飲食
紀錄，可歸納出他的日常飲膳口味，此試由食物本身討論；另由袁枚身體狀況討
論，可知他先天體弱不愛進食、中年後牙痛瘧疾纏身、茹素以養病，皆成為影響
口味因素。

中文關鍵字：清 袁枚 詩 飲食習性 疾病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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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his dietary habits by Yuan Mei's poems.
Shu- Ru, Huang
Ph.d candidate,Chinese Literature,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djunct lecturer, Holistic Education Center,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Yuan Mei's " Suiyuan Shidan " master recipe called for in the Qing Dynasty, various
scholars attention.But commentators almost more to "Suiyuan Shidan" for the text,
and no right diet YuanMei poetry writing or related sensory perception specifically
discussed.Retrieve text, found that "Suiyuan Shidan" and the poem describes the gap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food types. Clear description of the poem focuses on
certain foods, a result that has its own space for discussion.

Poems often appear as: records soup porridge, fruit snacks, drinks.Diet records from
the poem, we can summarize his daily drink meal taste.In addition, Yuan Mei
congenital weakness does not love eating, pain and illness after middle age, so choose
vegetarian recuperate, have an impact on the taste of the reasons.

Keywords: Qing Dynasty.Yuan Mei.Poetry. Dietary habits.Path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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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先秦漢儒指出：「食色，性也。」1、「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2飲食，
是生存必需；進食，是生存的基本動作。口嘗五味，求其飽足之外更進而求其烹
飪技藝、酒餚精美，飲食相關的記載至明、清而蔚為大觀，論作豐富的飲食史、
文化史論等書3，可大致勾勒出明、清二代的飲食輪廓，其中深受重視即為：清
代袁枚4。他在讀書寫詩、遊山玩水之餘所著錄的《隨園食單》
，堪稱為清代食譜
集大成者，受到各家學者的關注，或討論歸結袁枚的飲食觀、養生觀；或多與李
漁《閑情偶寄》相比較5，其中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
由消費的角度切入，專章討論明清飲膳書籍與食譜對感官描述敏銳化、複雜化、
深刻化的演變過程，亦將《隨園食單》視為上承李漁《閒情偶寄》「文人化」飲
6

食理論，成為有清一代「文人化食譜」典型代表作 。但論者幾乎多以《隨園食

1

《孟子‧告子上〉
，參見宋‧朱熹集注《四書集注‧孟子卷之六》(台北：世界書局，1956.11)，
頁 362。
2
〈禮記‧禮運〉孫希旦撰《禮記集解》(台北：文史哲，1990)
3
例如：王學泰《華夏飲食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3.08)、王仁湘《飲食與中國文化》(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3.12)、萬建中《飲食與中國文化》(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06)、
伊永文《明清飲食研究》(台北：洪葉文化，1998.03)、朱永和著《中國飲食文化》(合肥：安徽
教育出版社，2003.10)、尤金‧N‧安德森著，馬瓔、劉東譯《中國食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2003.1)。
4
袁枚（康熙五十五年──嘉慶二年，1716-1798）字子才，小字瑞官，號簡齋，一號存齋，有
時亦自稱袁絲，因居於江寧（今南京）小倉山隨園，世稱隨園先生，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老
人、倉山叟等。錢塘（今杭州）人，祖籍慈溪（今屬浙江）。詳細生平，可參見王英志點校《袁
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7)後有附錄袁枚年譜、傳記、評論等材料。以及王英
志著《袁枚評傳》
。袁枚著作頗豐，有《小倉山房詩集》
、
《小倉山房文集》
、
《小倉山房外集》
、
《隨
園詩話、補遺》
、
《子不語》
、
《續子不語》
、
《隨園隨筆》
、
《袁太史稿》
、
《小倉山房尺牘》
、
《隨園食
單》等。為避繁瑣，下引袁枚著作凡出自本書者，僅於引文後標明《詩集》
、
《文集》
、
《年譜》或
《全集》、
《食單》等簡稱及卷頁，不再另行加註。
5
如：王英志《袁枚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05)，頁 372-381。；林一順〈隨園食
單的寫作特色〉《河南大學學報》(第 2 卷第 4 期，200.12)，頁 41-45；蔣艷、方百壽〈李漁與
袁枚的飲食觀比較及其現實意義〉
《九江師專學報》(2003 年第 2 期)，頁 68-70；秦燕春〈略論
笠翁和隨園：以飲食‧男女為中心〉《中國海洋大學學報》(2004 年第 1 期)，頁 33-37。
6
胡衍南〈文人化的《隨園食單》──根據中國飲膳文獻史作的考察〉一文，已先指出隨園食單
的文人化傾向。收於《中國飲食文化》(卷 1 期 2，2005)，頁 97-122。
巫仁恕進而論述：「雖然明清以來的食譜，對味覺感官的描述逐漸複雜而多元，顯示人們對味覺
感官的認知與表達愈加深切。但是在眾多的食譜或飲膳書籍中，卻只有部分將飲食與味覺提高到
理論層次，這類書籍筆者稱之為『文人化食譜』
，這些書籍的作者在論述其理論時，高舉的是傳
統以來的『養生』口號，或提出『尊生』之說；不過，他們之所以如此是有所為而為的，也就是
說，他們的飲食理論，其實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現象而發的。」
〈第六章文人品味的演化與延續─
─以飲食文化為例〉
《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台北：聯經，2007)，頁 2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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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為文本，少見對袁枚詩歌中飲食書寫或相關感官知覺專文討論。
感官，是認識世界的基本。食物的色香味，當與視、嗅、味三知覺最為相
關，進食的剎那，影響最深的當是嗅覺、味覺。味，可指氣味、也可指滋味，自
六朝開始，論者將實際的味覺感受，轉化成文學評論的「滋味說」7，自此，
「味」
已成為文學批評用語，並有其複雜的論述系統。實際研讀文本，感官書寫多以視
覺、聽覺為主，描寫嗅覺、味覺者少；亦發現詩中味覺與嗅覺時而獨立、大多交
纏。西方研究者指出：嗅覺、味覺都是化學感覺8，嗅覺是種古老神秘的感覺，
與腦中掌管情緒的區域相連結，造成人們對氣味往往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能迅速
感受卻無法解釋9；嗅覺往往主導味覺經驗10：
進食時，空氣會因咀嚼運動而由口腔往上推，味覺因此被嗅覺加強及影
響。如果塞住鼻子，吃東西時只能分辨幾種味道，即酸、甜、苦、鹹，所
以嗅覺對完整的味覺有相當高的重要性。
藉由鼻腔吸吐氣流的細微變化，加上口腔舌齒咀嚼動作，才可以使人完整感受到
食物的美味，上述也說明了嗅覺、味覺書寫的稀少與困難度。
而食物是引發二者感官的來源，袁枚在詩中是如何描述食物帶給他的感官
刺激？筆者進而檢索文本，發現袁枚《食單》與詩中描寫食物種類的比例實有差
距，詩中明顯著重某些食物描寫，異於《食單》中有著各式各樣的菜色紀錄，如

7

「味」的相關論述頗多；此參見陳師昌明：
〈第五章六朝文論中聲色味的感官論述、第二節滋味
說──味覺〉
，指出此時：
「感官知覺從酸、鹹、苦、甜的味覺感受，轉變成文學藝術的品評。……
是『代表六朝文論家對「感官」問題的重視，甚至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
「感官」問題的覺醒。」
』
」
《六朝文學之感官辯證》(台北：里仁書局，2005.11)，頁 320-351。
8
「嗅覺和味覺合稱化學性感覺，與此種感覺有關的刺激為化學性刺激。」見派特‧瓦潤(Piet
Vroon)、安東‧范岸姆洛金(Anton van Amerongen)、漢斯‧迪佛里斯著(Hans de Vries)，洪慧
娟譯《嗅覺符碼──記憶和欲望的語言》(台北：商周出版，2001.03)，頁 4。
9
同上注：
「就演化上來說，嗅覺是一種古老的感覺，與腦部的年輕構造──即左腦新皮質區
(neocortex ，掌管『語言中樞』)很少有直接交流，卻和調節情緒及運動有關的古老構造產生很
多發展完好的連接，包括所謂邊緣系統(limbische system )、腦幹或神經基座(neurale
chassis)，以及荷爾蒙系統的「總統」──腦下垂體(hypofyse)。氣味會經由腦下垂體影響身體
的一般功能(荷爾蒙的製造)。這種建構方式使我們無法於剛聞到氣味時即加以解釋或以言語表
達，但會對氣味有立即的反應，並有據此作出本能反應的傾向。」，頁 17。
10
A.W.Logue 著，游恆山譯〈第四章味覺與嗅覺〉《飲食心理學》中舉出「J.G.Beebe-Center 的
一項實驗證實了，味道在食物風味的感覺上只占相當小的成分。」見氏著 (台北：五南出版社，
1996.11)，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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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來即有其討論空間。詩中主要記載了哪些食物？藉由這些食物，是否可以得
知袁枚在飲食上的特殊需求？造成個人化飲食習性的原因是哪些？以上種種，皆
為論文希冀觀察探求的問題。

二、袁枚詩中的飲食紀錄
在袁枚詩中常常出現的為：羹粥、瓜果點心、飲品的記載。

(一)、羹湯粥漿
羹多指用肉類或菜蔬等或蒸或煮而帶濃汁的食物。《食單》中未獨立羹湯
類，或入葷或入素，純以內容物判定分類。他認為好的羹品也能齒頰添香，「靈
霄炙與紅虬脯，未必蒓羹遽讓他。」(〈品味〉(其二)，卷 33，頁 813)，價值非
以物稀為貴而論，家常的蒓菜羹也能平淡中見滋味。羹湯是袁枚最常吃的膳食，
不管是赴宴：
「來遲竊喜賓朋少，羹好頻添齒頰香。」(〈臘月五日相公再招觀劇，
命叠前韵〉(其一)，卷 18，頁 372)袁枚受邀西園見賓客少，
「竊喜」意味著他可
以專心品嘗自己愛吃的羹湯，齒頰留香的好羹令他頻頻添碗。出遊時，朋友也多
以為他準備此類食物，試看〈京口宿駱佩香女弟子家七日，賦詩道謝〉：
小住金山供佛齋，多君事事費心裁。代籌寒暖將衣送，更作羹湯破浪
來。……(卷 34，頁 837)
袁枚七十多歲時出遊京口，女弟子為其張羅衣食，費心準備的羹湯，渡江破浪尚
傳餘溫；想起遠方友人時「愛儂詩句親身寫，累汝羹湯隔夜燒。」11己之親筆詩
作與友人親煮羹湯，是昔日相逢的美好記憶，詩歌與食物中流動著溫暖人情。羹
湯甚至在宴席上成為評論的主角，試看以下幾首：
去年此際雪花飛，正是傳箋聽馬蹄。……隨身文史同商確，到處羹湯教品
題。公命將群官膳飲，戲加甲乙。……(〈冬日寄懷望山公〉(其一)，卷 19，
頁 389)
11

〈寄盱眙尹莊念農

名經畬，為本州陳慕楷所劾，欽差舒公昭雪之。〉
《詩集》卷 8，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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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老翁不知老，來看嶺南山色好。……千里脯，五侯鯖，三十六種骨董
羹。一一羅列求褒評，不怕忙殺天上天厨星。……(〈四月十六日端州楊
蘭坡明府、劉瓚華參戎、彭藹堂別駕、族弟龍文公宴晚香堂〉
，卷 30，頁
687)
「千里脯」是用糖或鹽醃製風乾的豬肉，「五侯鯖」本為漢代合五侯之家所烹飪
魚肉等著名的雜膾，
「骨董羹」是以魚肉蔬菜混雜烹製而成的羹，皆為上選美味。
袁枚懂食之名常讓他在席間擔任評審，尤其是羹湯類：「以枚為飲食之人，引為
上客。且知枚天性不飲，故未入酒泉之都，先登飯顆之山。一盞未交，而五漿先
饋。夫子知之，命各加品題，密為申報。」12為食物評定等第，之後當也成為他
人參考，就連出遊受邀出席宴會，「文武紛紛宴老饕，家家親手動鸞刀。為來護
世城中客，欲試羹湯若個高？」(〈端州紀事詩〉(其六)，卷 30，頁 689)，除仰
慕其名，各家無不精心調製羹湯，主要也是希望袁枚擔任美食評審。另外與羹湯
性質相似的尚有粥漿，此類以米汁為主要內容，
「五漿三飯時，隙罅難調護。」(〈齒
痛〉
，卷 13，頁 240-241)多半當作三餐之外的副食，或者為晚宴之後的宵夜，有
充饑好消化的作用。13另外袁枚常收到友人所贈的「肴烝」，如：〈旬日之中中丞
兩饋肴烝，賦詩志謝〉(卷 30，頁 696)、〈成警齋都統素未識面，蒙入山見訪；
枚小住揚州有失迎候。及至京口走謁又為風阻途中，蒙賜肴烝剪江而至〉(卷三
36，頁 893)、〈舟行十五里至瀂岡，梅岑饋肴烝遣人剪江而至〉亦云：「挂帆又
送先生饌，香遍春江浪一天」(卷 29，頁 671)。肴烝即為蒸飯等蒸食14，
「只有物
體在開始蒸發時，我們才能聞到它的氣味。」15上述詩題即標明「剪江而至」要
求傳送速度，而「香遍春江浪一天」可印證，熱食的香氣更加明顯地刺激人的嗅
12

〈答相國〉「……故人莊、魏、倪、許諸公，連日作消寒之會，互鬥羹湯；以枚為飲食之人，
引為上客。且知枚天性不飲，故未入酒泉之都，先登飯顆之山。一盞未交，而五漿先饋。夫子知
之，命各加品題，密為申報。」《尺牘》卷 1，頁 4-5。
13
〈戒單〉：
「戒目食」
：「余嘗過一商家，上菜三撤席，點心十六道，共算食品將至四十餘種。主
人自覺欣欣得意，而我散席還家，仍煮粥充饑。可想見其席之豐而不潔矣。」《食單》，頁 10。
14
〈飯粥單〉
：
「飯」
：
「王莽云：
『鹽者，百肴之將。』余則曰：
『飯者，百味之本。』
《詩》稱：
『釋
之溲溲，蒸之澤淳。』是古人亦吃蒸飯。然終嫌米汁不在飯中。善煮飯者，雖煮如蒸，依舊顆粒
分明，入口軟糯。……飯之甘，在百味之上，知味者，遇好飯不必用菜。」
《食單》
，頁 93。
15
黛安‧艾克曼著、莊安祺譯《感官之旅—感知的詩學》(台北：時報，2007.05 二版)，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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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

(二)、瓜果點心
除了羹粥類，袁枚也常常受贈瓜果，如胡誠齋先後送了西瓜、荔枝：
綠沉瓜向草廬投，捧得雕盤暑漸收。碧玉幾團隨手削，紅霞一嚼滿庭秋。
分明西域來佳種，慚愧東陵作故侯。願着荷衣捧仙果，南皮池上奉清游。
(〈謝胡誠齋觀察送瓜〉，卷 25，頁 531)
投瓜慚未報瓊瑤，仙荔重教擘絳綃。香色品來真一絕，海風吹未過三朝。
形同玉李膚尤嫩，味借甘棠露不消。欲假公恩咏嘉樹，試將仙核種山椒。
(〈再謝賜鮮荔枝〉，卷 25，頁 531)
除了感謝對方贈物之情，詩也從視覺寫西瓜沉綠外皮如碧玉，果肉如紅霞；從視
覺上寫荔枝飽滿嫩白的果肉、甜美多汁的口感，對於荔枝，六十九歲的袁枚曾有
親到東粵嚐鮮的經驗，他寫下〈荔枝二十六韵〉：
……離離星點大，漸漸露痕濡。外壳團黃皺，中單裹絳襦。……撕開紫綿
襖，褪出雪肌膚。欲嚙心何忍？輕含舌已酥。華池涌靈液，透頂灌醍醐。
嫣姣金為彈，環肥玉作軀。天漿風味別，神女色香俱。易損憐卿嫩，狂吞
愧我粗。口疑成露甕，腹恐化冰壺。飽極三餐忘，柔嘉百果無。……尤物
堪移矣，衰翁其舍諸！日嘗三百顆，不肯讓髯蘇。「紫綿襖」見《五代史》，契
丹語。(卷 30，頁 690)

味覺經驗的特殊之處在於，在品嚐後所留下的具體回憶。16袁枚到東粵第一件事
情就是尋找曾吃過的荔枝，他從黃紅紫各色交雜的荔枝外貌寫起，紫襖雪膚將荔
枝比為神女，極盡視覺感官摹寫之能事，接著形容果肉吹彈可破，容易入口，多
汁而令人口齒生津的天漿風味，堪稱果中尤物，讓袁枚也想與當年在嶺南的蘇軾
一樣，日啖三百顆地享受荔枝美味。
養病的袁枚也曾收到冰梨：
「知山人之非熱容也，故賜以冰梨。」只因服用

16

海德倫‧梅克勒著，薛文瑜譯《饗宴的歷史》(台北：左岸文化，2004.06)，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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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藥無福享用17；七十六歲時亦收過哈蜜瓜：
「去冬臘底，黃甘泉秀才帶到大人見
賜哈蜜瓜一枚，重封疊裏，冬月如新。劈以金刀，現綠衣黃裳之色；盛於碧碗，
18

勝瓊漿玉露之供。」 描繪了哈蜜瓜黃綠相襯的外表以及甜而多汁的口感。
同屬正餐食物之外的除了瓜果，還有點心類，袁枚詩中紀錄曾受贈歡喜團：
蒙贈吳王珠滿簞，離離擎出水精盤。耳邊歡喜名先好，世上團圞物亦難。
亞飯宛同雲子白，賞花宜對綉毬看。嫦娥似鬥如規影，柳外吹來月一丸。
(〈尤貢父以歡喜團見餉，再與諸客分賦〉，卷 23，頁 468)
歡喜團約似珍珠丸子一類的點心，他以白雲、寶珠、綉球、月亮等比喻團子白圓
有光澤的外型，並且對食名賦予意義，食物的食用、實用性質外，多了浪漫氣息。
袁枚也曾買過著名的真州蕭美人點心贈送友人：
說餅佳人舊姓蕭，呼奴往購渡江皋。風回似采三山藥，阻風一日。芹獻剛
題九日糕。洗手已聞房老退，美人年四十餘。傳箋忽被貴人褒。轉愁此後真
州過，宋嫂魚羹價亦高。(〈九月七日以真州蕭美人點心饋麗川中丞，蒙
以詩謝，敬答一章〉，卷 34，頁 833)
麗川中丞收到食物曾寫詩道謝，此為袁枚再賦詩致意但未寫明具體內容，可再從
對比麗川中丞原詩：「三千有數君留半，先生命人過江購得三千，而以一千餉余。八種
無端我盡嘗。」19此著名點心《食單》上有載：多為「饅頭、糕、餃之類，小巧
可愛，潔白如雪。」20故麗川中丞可收到如此大量多樣的點心，而袁枚自留三分
之二，可推知此亦為他所愛者。

(三)、日常飲品
17

〈病中謝尹相國賜食物〉
：
「……蒙惠食物二種：憐野鳥之有文章也，故貽以雌雉；知山人之非
熱容也，故賜以冰梨。對使傾筐，降拜登受。奈昨日偶感寒疾，山中蒼苔之色，忽移生於舌本之
間；嗜好酸鹹，如隔十重皮甲。方造軒光之竈，飲苦口之湯，對此珍饈，無能染指。不得已，盡
頒之於侍疾之人，使食德飲和，廣沾師惠。然而貪饕性在，嗔念反生。」
《尺牘》卷 1，頁 2-3。
18
〈與麗川奇方伯〉《尺牘》卷 4，頁 147。
19
〈附錄中丞原唱〉：
「酒冷燈昏夜未央，山人忽餉美人香。三千有數君留半，先生命人過江購得
三千，而以一千餉余。八種無端我盡嘗。山月不催人影去，江風猶傍指痕涼。紅綾捧出饒風味，
可似真州獨擅長。」
《詩集》卷 34，頁 833。
20
〈點心單〉
「蕭美人點心」
：
「全集五儀真南門外，蕭美人善製點心，凡饅頭、糕、餃之類，小巧
可愛，潔白如雪。」
《食單》
，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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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盛產南方，自唐人陸羽《茶經》問世後，飲茶已成生活常品。
《食單》中
有〈茶酒單〉一項，言茶可「七碗生風」21，有飛天忘塵之效，
〈歸家即事〉寫「春
茶四十挺，片片梅花香。」(卷 6，頁 91-92)寫母親為即將遠行的袁枚，準備家
有梅花香氣的茶葉，可解思家之苦；寫受贈有名的雨前茶葉：
「四銀瓶鎖碧雲英，
穀雨旗槍最有名。嫩綠忍將茗碗試，清香先向齒牙生。」(〈謝南浦太守贈芙蓉
汗衫、雨前茶葉〉(其二)，卷 23，頁 469)從封茶包裝之精細寫起，續寫此茶入
眼的嫩綠色澤、撲鼻入口的清香與茶味。值得一提的是，袁枚在〈試茶〉詳細紀
錄的閩南飲茶經驗：
閩人種茶當種田，郄車而載盈萬千。我來竟入茶世界，意頗狎視心逌然。
道人作色誇茶好，磁壺袖出彈丸小。一杯啜盡一杯添，笑殺飲人如飲鳥。
云此茶種石縫生，金蕾珠蘗殊其名。雨淋日炙俱不到，幾莖仙草含虛清。
采之有時焙有訣，烹之有方飲有節。譬如麯蘗本尋常，化人之酒不輕設。
我震其名愈加意，細咽欲尋味外味。杯中已竭香未消，舌上徐嘗甘果至。
嘆息人間至味存，但教鹵莽便失真。盧仝七碗籠頭吃，不是茶中解事人。
(卷 31，頁 749)
從不識極品的喝茶模樣，
「意頗狎視心逌然」
，表示袁枚對當地茶飲的先入為主態
度，此也點出與前述他平日喝的茶種、茶品是不同的。當行家告知這茶之難得難
採、烘焙烹飲皆有特殊方式，強調品種、原味、以及專業的取得方式，皆應與袁
枚認知的茶道有異。此時他才改而認真細品，才由實際的產茶世界，逐步進入感
官茶世界，「杯中已竭香未消，舌上徐嘗甘果至。」杯中尚有餘香、表示茶之香
氣濃厚不散；飲後漸漸察覺金蕾茶令人口齒留香回甘的「味外味」。而水為茶色
香味的載體，〈藏雪〉一作也詳實紀錄袁枚在庚子元宵節清晨，舉家動員藏雪的
過程，為的是「轉眼驕陽六月紅，取烹綠茗生清風。更把楊枝一滴洒，醫盡人間

21

〈茶酒單〉：
「七碗生風、一杯忘世，非飲用六清不可。作〈茶酒單〉。」〉
《食單》
，頁 95。
〈潘宇情明府見和陶吳壁上詩，書扇相貽兼餉茶荈〉
：
「……君知讀罷定消渴，更惠茶荈青絲籠。
笑煮新泉試七碗，搖扇坐聽清涼鐘。」《詩集》卷 16，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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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中者。」(卷 26，頁 574)「欲治好茶，先藏好水。」22能選擇佳水烹茶真是極
富情趣的韻事。另一日常飲品則為芭蕉露：
怪石堆三品，新堤造六橋。草堪供鹿寨，萍足養魚苗。摘蕊求花大，開池
便櫓搖。客來茶不設，甘露在芭蕉。(〈山中行樂詞十二首〉(其二)，卷
24，頁 490)
三十株芭蕉樹是隨園造景之一，袁枚常用芭蕉花露當茶待客，而他自己日日更可
輕易取得並飲用：「每日晨起，吸花中甘露，香生肺腑，涼沁心脾；自謂胸膈間
有飄飄欲仙意。」23且不忘分送親人，同享其味。

三、袁枚個人化食性及成因
由上述袁枚詩中的飲食紀錄，可歸納出他的日常飲膳口味，此試由食物本
身討論；以及口味形成因素，此試由其身體狀況討論之。

(一)、飲食口味之所好
首先，食物方便好消化。此可見於點心類，如歡喜團、真州蕭美人點心，
體積多為一口大小，方便吞嚥不用費力咬食，另外，羹湯粥漿、瓜果類也都具有
上述的特性。
其次，袁枚嗜甜食好多汁之物。如「家園笋似玉，手烘加飴糖。」(〈歸家
即事〉，卷 6，頁 91-92)手工的竹笋糖為母親為袁枚遠行預備的甜點；羹粥類等
經過炊煮等手續，食物的甜度會提升，上好的飯食是「雖煮如蒸」，還要米汁留
存其中；日用飲品芭蕉露除了是瓊漿仙液，
「一滴甘時一刻仙」(〈每日晨起折芭
蕉花上露飲之〉
，卷 29，頁 666)，更突出清甜芳香的滋味；瓜果類本多屬甜度高

22

〈茶酒單〉
：
「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驛而辦？然天泉水、雪水，
力能藏之。」
《食單》，頁 95。
23
〈芭蕉露〉：
「先生于山中植芭蕉三十株，每日晨起，吸花中甘露，香生肺腑，涼沁心脾；自謂
胸膈間有飄飄欲仙意。乃弟香亭羨之，先生收取其露，儲瓶磁固封之，走伻馳送；蓋香亭所居屋，
距小倉山二裏許也。其劄云：『願即吸之，將來一同日飛升！』事雖細微，而塤篪之樂，手足之
情，言外見之矣。」
《附錄四 隨園軼事》《全集》8，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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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如詩中對荔枝甘甜多汁的描寫：「味借甘棠露不消」24、「華池涌靈液，透
頂灌醒醐」25，甚至袁枚夜讀陶詩，都能以「甜如丹山蜜」26來形容，可證其喜食
甜而多汁之物。
再者，袁枚十分注重食物解渴消暑的作用，如上述的芭蕉露可「涼沁心脾」
；
瓜果類如荔枝：「尚書病起應消渴，剛好冰盤進荔枝。」(〈送尹宮保移督廣州〉
(其二)，卷 5，頁 85)，
〈荔枝二十六韵〉中亦寫「冒暑來東粵，炎風笑老夫」
、
「火
齊高侵月，晶盤早弄珠」
、
「口疑成露甕，腹恐化冰壺」(卷 30，頁 690)。先寫天
氣炎熱暑氣大，再寫荔枝果肉與水晶盤皆剔透，後寫荔枝吞入口腹的多汁可消
暑，從視覺與味覺帶給人無比的清涼感。又如寫西瓜：「捧得雕盤暑漸收」、「紅
霞一嚼滿庭秋」27，視覺上的乍見西瓜，就可覺暑氣漸消，一旦入口便有滿庭生
秋的涼意，足見此物消暑之功。不僅水果，即便茶飲也是如此，試看其詩：
……君知讀罷定消渴，更惠茶荈青絲籠。笑煮新泉試七碗，搖扇坐聽清涼
鐘。(〈潘宇情明府見和陶吳壁上詩，書扇相貽兼餉茶荈〉
，卷 16，頁 308)
茶荈即指茶茗、茶葉。在暑天中收到友人送來和詩與扇，又貼心地附贈茶葉，袁
枚認為禮物皆有消暑解渴的功效，可以想見他搖扇烹茶讀書的優閒姿態。另外，
也在炎夏之時收過友人自藏的冬醃菜，「當暑難求膳飲鮮，金鹽玉豉語空傳。黃
芽忽嚼三冬雪，赤日全消六月天。」(〈謝錢觀察三伏日賜冬醃菜〉，卷 27，頁
588)此物入口亦有暑退溫降的作用，與上述的荔枝西瓜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冬醃
菜之所以難得不僅在食物本身，更在於友人熱天中特地送來，既消暑又有心。

(二)、循線疾病誌
1、先天體弱不愛進食

24

〈再謝賜鮮荔枝〉《詩集》卷 25，頁 531。
〈荔枝二十六韵《詩集》卷 30，頁 690。
26
〈秋夜雜詩 并序〉(其十)《詩集》卷 10，頁 197-198。
27
〈謝胡誠齋觀察送瓜〉《詩集》卷 25，頁 53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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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袁枚於〈八月十九日病，至除夕猶未理髮，不飲酒，不茹葷，雪窗獨
坐〉記載因養病而回憶童年有過的飲食經驗：「憶昔兒時嬲阿母，子鵝殘炙屠蘇
酒。」(卷 10，頁 202)，而學者指出食物給予人身心雙方的滿足，多半連結童年
記憶而來28。袁枚記憶中的「子鵝」即是幼鵝，肉嫩味美，
「屠蘇酒」為元旦節氣
藥酒，二者皆為強身健體之補品，可知他先天體弱，故自小便開始進補。體質強
弱也與胃口好壞有關，〈歸家即事〉中描述：
悠悠笑語過，忽忽燈節忙。此身不自持，呼僕買舟航。阿母留兒子，一日
如千場。勸兒加餐飯，為兒備餱糧。(卷 6，頁 91-92)
袁枚一路歸心似箭又近鄉情怯的心情表露無遺，年節團圓的歡樂時光總是容易
過，元宵後又得要匆匆離家，母親也只能一邊殷勤勸食、一邊準備乾糧點心；甚
「手製羹湯強我餐，略聽風響怪衣單」(〈兒鬢〉
，
至把已近六十的袁枚仍視作稚童，
卷 22，頁 455) 。母親勸食成習的言行，亦可顯示袁枚胃口不佳，甚至不愛進食。
上述種種因素自也造成袁枚天性不喜飲酒，如〈子才子歌示莊念農〉所言：
「不嗜音，不舉觴，不覽佛書，不求仙方」(卷 15，頁 271)，四十四歲的袁枚此
時已解組歸隨園，羅列音樂飲酒、成仙求佛、堪輿賭博皆非他興趣，唯有親近自
然遊山玩水、優游書籍天地之中是他所愛，年過六十後亦重申「飲酒樗蒱度曲，
人生遣興三條。我竟一齊不解，公然樂過終朝」(〈自嘲三絕〉(其二)，卷 27，
頁 586)，對於飲酒為常人所愛他並不喜29，主要自為身體無法適應使然，試看以
下詩句：
醉鄉去中國，不知幾萬里。偶一問其津，身熱頭痛耳。所以桃源人，雖鄰
莫通使。……(〈陶淵明有〈飲酒二十首〉
，余天性不飲，故反之作不飲酒
二十首〉(其二)，卷 15，頁 293)
28

「(食物)，但在大多數人的生活中，它也是愉悅的主要來源，是身、心兩方面的複雜滿足，
而這大半與孩提時的記憶有關。」黛安‧艾克曼著、莊安祺譯《感官之旅—感知的詩學》(台北：
時報，2007.05 二版)，頁 142。
29
按：袁枚更言：
「性不飲而愛飲客。」此言見〈八十自壽〉(其八)詩中自註：
「逢花逢月客誰招？
碩果晨星逐漸凋。怕過山陽聽玉笛，懶從酒店贖金貂。性不飲而愛飲客。牡丹艷艷開三月，聖世
看看歷四朝，倘把光陰掄指算，占人多少可憐宵。」《詩集》卷 36，頁 875。
又「不屑研求音律」下云：
「顧性不飲而頗喜歡，且最喜人飲。」《附錄四 隨園軼事》
，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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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園先生枉生口，能食能言不能酒。……君言主人不先客不舉，強余嗑嗑
醮半觴。頃刻玉山頹不住，頭若崩雲眼墜霧。……(〈酒友歌〉與程荊南同
游惠山，飲惠泉酒大醉。荊甫作〈泉酒行〉笑余，余作〈酒友〉歌轉笑荊甫。卷 17，

頁 333)
由上述可知，袁枚極少數的飲酒經驗並不愉快，身體迅速且忠實地對酒精有所反
應：少少的半杯酒即令他身熱頭痛、頭暈眼花，雖說歸結於「君量大如取兗州，
我量小如守欹器。」酒量深淺程度只是相對，主要也應與他敏感性體質相關，故
他自言：
「余性不近酒，故律酒過嚴，轉能深知酒味。」30以此知其對酒把關甚嚴。
袁枚不愛吃食以致偏食而嗜甜，除身體因素之外，尚與祖母、母親寵愛有
關，〈隴上作〉有言：
憶昔童孫小，曾蒙大母憐。勝衣先取抱，弱冠尚同眠。髻影紅燈下，書聲
白髮前。倚嬌頻索果，逃學免施鞭。敬奉先生饌，親裝稚子綿。掌珠真護
惜，軒鶴望騰騫。行藥常扶背，看花屢撫肩。觀鄰驚寵極，姊妹妒恩偏。……
(卷 2，頁 19)
詩中寫盡祖母疼愛袁枚的細節：囝仔時褓抱提攜、弱冠後仍同榻而眠，足見親暱，
有如掌上明珠般疼惜，「觀鄰驚寵極，姊妹妒恩偏。」袁枚為家中獨子，雖有堂
兄弟可相親，但同母所出者全為姐妹，於是深得長輩寵愛，連生母亦不例外，
〈先
妣章太孺人行狀〉中記憶：「枚雖蒼蒼在鬢，而太孺人視若嬰兒。每入定省，必
與一餅餌、一果蓏，詔以寒暄，詢其食飲。」((續)《文集》
，卷 27，頁 478-479)
直至袁枚成人，母親給與餅乾瓜果點心等零食充飢的習慣依舊，為母自知孩子胃
口狀況，無不遂其意願給食，自也養成袁枚喜好甜食的習慣。

2、中年後牙痛瘧痢纏身
袁枚習慣於詩中詳細記錄他的身體狀況，四十二歲的袁枚罹患牙病，作〈齒
痛〉詩(卷 13，頁 240-241)，紀錄他深受牙痛折磨：
「臨食輒三嘆，呼謈每百度。」
、

30

「酒」〈茶酒單〉《食單》，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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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漿三飯時，隙罅難調護。」小小一顆牙，卻深深影響他的進食起居，「次日
嚼復嚼，痛止齦恰腐。」見其牙病已經侵蝕到牙齦。牙痛實為袁枚嗜甜之後果，
他卻不因此避吃甜食，
「聞爺患齒通，手自進糖霜。」(〈哭阿良〉
，卷 21，頁 432)
對於不到六歲即夭折的三女阿良記憶之一，便是女兒以糖體貼父親牙痛的動作，
直到五十三歲，袁枚才拔牙，作有〈拔齒〉詩(卷 21，頁 428)，經過「五漿五饋
愁，三嚌三咤痛。」十多年因牙痛影響進食、咀嚼的生活，他終於可以「口戕口
既除，嚼復嚼益縱。」
除了牙疾，袁枚中年始大病纏身、小病不斷：年過三十即「偷得閑身病屢
侵」（〈感懷四首〉(其一)，卷 5，頁 68）、三十九歲在秋天分別有詩序、詩作形
容自己的病況：
余春秋三十八後，頗畏秋風，當之鼽嚏不已。形貌夏肥秋瘦，與時慘舒。……
(〈秋夜雜詩〉并序，卷 10，頁 196)
髮蕭蕭，春寂寂，明年只有一燈隔。病餘身壞似秋蕉，壁罅風來如刺客。
憶昔兒時嬲阿母，子鵝殘炙屠蘇酒……思遣門生議鱔蟹，又恐消食無檳
榔。……(〈八月十九日病，至除夕猶未理髮，不飲酒，不茹葷，雪窗獨
坐〉，卷 10，頁 202)
由以上詩作可見：袁枚自秋天生病，即養病到該年年底，長期的服藥、忌口，讓
他不禁在除夕夜想念母親的拿手好菜、應節的屠蘇酒、甚至海鮮魚蟹的鮮美滋
味。自此，袁枚幾乎無秋不病：《年譜》記載他於四十一歲秋天患暑瘧，服藥無
效、命在旦夕，後幸賴友人投其石膏、西瓜才得痊癒。31四十三歲時寫〈病起對
月〉「無秋不病中年後」、四十四歲寫〈又病〉「病每防秋先自怯，天如成例不姑
31

《年譜》記載：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一歲。
九月，先生患暑瘧，早飲呂醫藥，至日昳忽嘔逆，頭眩不止，其太夫人抱之起，覺血氣自胸僨起，
命在呼吸。有同徵友趙藜村來訪，家人以疾辭，趙曰：
「我解醫理。」乃延入診脈、看方，笑曰：
「易耳，速買石膏。」加他藥投之，甫飲一勺，如以千鈞之石，將腸胃壓下，血氣全消，未半盂，
沉沉睡去，顙上微汗，朦朧中，聞太夫人暗曰：
「豈非仙丹耶？」睡須臾醒，趙君猶定坐，問思
西瓜否，曰：
「想甚。」即命買西瓜，曰：
「憑君盡量，我去矣。」食片時，頭目為輕，晚便食粥。
次日，趙君來曰：「君所患陽明經瘧，呂醫誤為太陽經，用升麻羌活升提之，將妄血逆流而上，
惟白虎湯可冶，然亦危矣。」未幾趙君歸，先生送行詩云：
「活我固知緣有舊，離君轉恐病難消。」
，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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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詩書暫遠妻孥近，膳飲才清藥氣濃。」皆為秋天病況紀錄。32年過六十，身
體病痛越來越多：右足有瘡，寫〈病足〉
「望山無時登，聞酒先辭召。」(卷 25，
頁 527-528)七十五歲時因腹疾久纏而寫自挽詩：
「客秋傷暑痢，服藥偶然誤。饍
飲輒滯留，腸胃失常度。每有前後溲，相約必齊赴。」例常的秋疾、加上庸醫誤
投藥，造成袁枚有嚴重下痢的狀況。33
醫書指出：痢瘧「夏傷暑，至秋作痎瘧」34，因肺氣積熱不散，故袁枚至秋
天總是「病餘身壞似秋蕉，壁罅風來如刺客。」
，會出現畏熱懼冷的病狀：
「頭痛
如破，渴欲冷飲。」35即使飲用友人贈送藥酒後，「腸胃似蠶眠始醒」36，亦顯示
袁枚的腸胃狀況不佳、恢復速度緩慢，
「道是膳飲多滯留」37，友人謝一瓢甚至在
袁枚病時以木瓜為藥：「十指據床扶我起，投以木瓜而已矣。命以木瓜代茶。咽下
輕甌夢似雲，覺來兩眼清如水。」38木瓜本有幫助消化、整腸健胃的功能，製成
汁更方便病人吞嚥吸收，以此得知袁枚平日吃以好消化者為主，如〈哭秋卿四
妹〉：
久諳食性羹還問，才脫衷衣浣已終。寒夜歸來一甌粥，累君立盡滿厨風。
(卷 22，頁 454)
袁枚在詩中對妹妹的追憶，集中在她不厭勞煩地確認兄長食性，以及深夜等門熬
粥的形象，「久諳食性」、「羹」、「粥」皆意味著四妹清楚袁枚身體狀況，以及赴
宴夜歸人最需要消夜即不會造成腸胃負擔的粥品。

3、茹素以養病
32

〈病起對月〉
《詩集》卷 14，頁 264、〈又病〉
《詩集》卷 15，頁 295。
〈答趙味辛〉
「枚今年七十有四矣，夏間為暑所累，病痢月餘；近雖痊可，而脾氣大傷，飲食
滯留，礙難消化。」
《尺牘輯補》
，頁 220。
34
「夏傷暑，至秋作痎瘧。……肺有熱，因有所作。……」參見唐‧孫思邈《千金寶要卷六》(北
京：中華書局，1985)，頁 93。
35
參見清‧張志聰集注《黃帝內經集注‧素問卷五》(杭州：浙江古籍，2002.12)，頁 257。
36
〈飲奇方伯寄來藥酒腹疾頓差〉：
「千里郵傳酒一杯，衰翁飲罷腹如雷。……腸胃似蠶眠始醒，
精神辭我去仍來。」
《詩集》卷 33，頁 817。
37
〈病起作〉《詩集》卷 37，頁 916-917。
38
〈病中謝薛一瓢〉
：
「……開口便成天上書，下手不用人間藥。……故人忽罹二豎灾，水火欲殺
商丘開。先生笑謂雙麻鞋，為他破例入城來。十指據床扶我起，投以木瓜而已矣。命以木瓜代茶。
咽下輕甌夢似雲，覺來兩眼清如水。先生大笑出門語：
『君病既除吾亦去！』一船明月一釣竿，
明日煙波不知處。」
《詩集》卷 7，頁 11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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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歲的袁枚曾寫下〈偶然作〉(其八)：
平生多嗜欲，所憎惟樗蒲。酒味與絲竹，勉強相支吾。其餘玩好類，目擊
心已慕。忽忽四十年，味盡返吾素。……(卷 13，頁 241)
由此看來，身體病痛是袁枚吃素的關鍵原因之一。
「勸齒學宰相，伴食且餐素。」
39

、「非僧強茹素」40，口欲清淡不葷食，是他對付痢瘧唯一能勉力為之的方式。

年過八十的他寫下〈惡老八首〉
，因身體狀況不佳、宿疾纏身而沒有食慾：
「屬饜
羹便却，須臾腹又空。鬱烝偶免冠，鼽嚏又受風。」
（(其四)，卷 36，頁 883)）、
「仁粟空吞學吃齋」(〈膳飲留滯舌上苔生戲題〉
，卷 37，頁 915)、
「業已清齋學
太常，醫師還勸撤羹湯。思量養病無他法，合伴夷、齊餓首陽。」(〈戲答醫者〉，
卷 37，頁 932) 八十二歲時的這場大病41，縱令袁枚長期吃素，養病、食慾也似
無甚作用，後雖因大膽用藥而小有起色：
「漸漸胸膈得舒展，五漿三饋才能咽。」
(〈病起作〉
，卷 37，頁 916-917)、
「司厨亦欣欣，加意進羹湯。」(〈病起口號〉，
卷 37，頁 935)但終究只是袁枚生命最後的迴光返照。42
因為身體病痛不得已克制食慾、甚至茹素以養病，長期以往，便形成袁枚
對食物的選擇性大減，
「慕人衣裘美，羨人膳飲嘉。所思恒不遂，隱隱生嘆嗟。」
(〈惡老八首〉(其六)，卷 36，頁 883 )面對美食佳餚，他多半只能以目餐之、
心嚮往之。故主導廚務飲膳者就變得十分重要：「代庖後此誰能繼？舉箸先教我
欲愁。」(〈庖人楊二事余有年，忽然化去，不能無詩〉(其二)，卷 33，頁 813 )
家中廚師亡故，作詩以悼之，顯示袁枚對烹飪者的重視，表示他對飲食的特殊需
求；而袁枚對於自己口味的挑剔也心深知之：「出門事事都如意，只有盤餐合口
39

〈與湖南撫軍方毓川 又〉：
「左車牙欲落不落，時復痛楚，與老饕作梗。」《尺牘》卷 2，頁
35-36。
另外，又有詩可相參：
〈偶然作〉(其八)：
「平生多嗜欲，所憎惟樗蒲。酒味與絲竹，勉強相支吾。
其餘玩好類，目擊心已慕。忽忽四十年，味盡返吾素。」《詩集》卷 13，頁 241。
40
〈腹疾久而不愈作歌自挽；邀好我者同作焉，不拘體，不限韵〉《詩集》卷 32，頁 799-800。
41
〈余病痢醫者誤投參耆，遂至大劇〉
《詩集》卷 37，頁 909。
〈病痢劇甚，蒙張止原老友饋以所
製大黃，聞者驚怖搖手。余毅然服之，二三劑而愈，賦詩致謝〉《詩集》卷 37，頁 910。
42
《年譜》嘉慶二年，丁巳，先生八十二歲。
病痢甚劇，老友張止原以所製大黃相餉，先生毅然服之，三劑而愈。六月，舊痢又作。……就醫
揚州。……九月二十夜病，又作〈賦絕命詞〉
，並賦〈留別隨園〉詩。……十一月十七日先生卒，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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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雜書十一絕句〉(其十)，卷 36，頁 890）這是他出遊訪友唯一困擾，只
好自帶行廚以備不時之需。43
不過，因其交遊遍及各地，沿途訪友探舊，皆有飲膳相贈。也因此，家人
朋友總是費心地張羅袁枚的吃食，在揚州四妹家作客期間，他外出赴宴不勝酒力
夜歸，妹妹總是「已沉玉漏聽炊粥」(〈揚州留別四妹〉其(二)，卷 21，頁 428)，
為他等門、熬煮易消化的粥品、順便要他指教自己的詩作；朋友為其飲膳習性著
想：
「自我來君所，累君苛庖厨。一味不適口，主人先叫呼。」(〈送用庵歸毗陵〉，
卷 20，頁 414-415)、「商量小食先呈譜」(〈留別蘇州主人唐靜涵〉，卷 25，頁
515)或事先探問袁枚口味、或叮嚀自家廚子調整料理，「探知食性將厨訓，代掃
秋蛟把帳熏。公聞枚欲往，親為熏帳，兩眼盡赤。」(〈麗川中丞五十壽詩〉(其八)并
序 卷 35，頁 861 )在悼念亡友〈哭唐靜涵十二首〉(其六)亦有描繪：

護世城中美膳難，多君觀手製盤餐。晨鳧北雁商量處，忙殺何曾舊《食單》！
(卷 25，頁 516)
即是回憶亡友生前親至廚房監督的模樣，帶給廚師們極大的壓力：唐靜涵對袁枚
的關心與重視，可由種種細節看出。飲饌羹湯合味、合胃與否，全然無法瞞騙，
所以，親人、友朋為袁枚的食性費思量，也由此間更見其溫情。

四、結論
袁枚《隨園食單》堪稱為清代食譜集大成者，受到各家學者的關注，更為
清代「文人化食譜」典型代表作。研究論者幾乎多以《食單》為文本，少見對袁
枚詩歌中飲食書寫或相關感官知覺專文討論。感官書寫多以視覺、聽覺為主，經
過考察，了解嗅覺、味覺書寫的稀少與困難度，二者交纏更使相關文本龐大複雜。
而食物是引發二者感官的來源，袁枚在詩中是如何描述食物帶給他的感官刺激？

43

「出遊沿途得餐宿」
：「交遊遍海內，大江南北，故舊尤多；每一出行，由白下起身，而京日，
而毗陵，而錫山，而蘇而松，以抵杭州，沿途訪舊，都以肴蒸相饋贈。雖帶有行廚，虛自備員而
已。……」《附錄四隨園軼事》《全集》8，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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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文本，發現袁枚《食單》與詩中描寫食物種類的比例實有差距，詩中
明顯著重某些食物描寫，異於《食單》中有著各式各樣的菜色紀錄，如此一來即
有其討論空間。詩中主要記載了哪些食物？藉由這些食物，是否可以得知袁枚在
飲食上的特殊需求？造成個人化飲食習性的原因是哪些？以上種種，皆為論文希
冀觀察探求的問題。於此爬梳文本之後可暫得知：
袁枚詩中常有：羹粥、瓜果、點心、飲品的記載。居家出遊，袁枚多以羹
湯粥漿為主要餐食，羹湯甚至在宴席上成為評論的主角；粥漿，多半當作三餐之
外的副食，或者為晚宴之後的宵夜，有充饑好消化的作用。袁枚也常常受贈瓜果，
如西瓜、荔枝、冰梨等。同屬正餐食物之外的除了瓜果，還有點心類，如歡喜團、
著名的真州蕭美人點心；飲用花茶已成袁枚生活常品。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閩南
飲茶經驗，顛覆了袁枚原有認知的茶道茶感。另一日常飲品則為芭蕉露，袁枚常
用芭蕉花露當茶待客，而他自己日日更可輕易取得並飲用。
由袁枚詩中的飲食紀錄，歸納出他的日常飲膳口味：首先，食物方便好消
化。其次，袁枚嗜甜食好多汁之物。甚至袁枚夜讀陶詩，都能以「甜如丹山蜜」
來形容，可證其喜食甜而多汁之物。再者，袁枚十分注重食物解渴消暑的作用。
另外，亦可循線疾病誌了解其飲食成因：袁枚先天體弱，可由自小進補得
知；而體質強弱也與胃口好壞有關，母親勸食成習的言行，亦可顯示袁枚胃口不
佳甚至不愛進食。上述種種因素自也造成袁枚天性不喜飲酒，極少數的飲酒經驗
並不愉快，酒量深淺程度只是相對，主要也應與他敏感性體質相關，以此知其對
酒把關甚嚴。造成袁枚不愛吃食以致偏食而嗜甜，除身體因素之外，尚與祖母、
母親寵愛有關，袁枚為家中獨子，雖有堂兄弟可相親，但同母所出者全為姐妹，
於是深得長輩寵愛自也養成袁枚喜好甜食的習慣。中年後牙痛瘧痢纏身：袁枚習
慣於詩中詳細記錄他的身體狀況。中年之後每逢夏秋替換，袁枚頗受痢疾所苦；
牙痛實為袁枚嗜甜之後果，他卻不因此避吃甜食。袁枚的腸胃狀況不佳、恢復速
度緩慢，故知平日吃食需以好消化者為主。
身體病痛是袁枚吃素的關鍵原因之一。因為身體病痛不得已克制食慾、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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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茹素以養病，長期以往，便形成袁枚對食物的選擇性大減。面對美食佳餚，他
多半只能以目餐之、心嚮往之。而袁枚對於自己口味的挑剔也心深知之，只好自
帶行廚以備不時之需。也因此，家人朋友總是費心地張羅袁枚的吃食，飲饌羹湯
合味、合胃與否，全然無法瞞騙，所以，親人、友朋為袁枚的食性費思量，也由
此間更見其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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