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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教師的一堂課---翻轉教室自主學習效益及其促成要件

陳瑞玲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韓德彥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

要

翻轉教室的自主學習概念廣為流行，惟如何促成實質效益頗值得探討。
反思日誌增進學生自我察覺、問題解決與批判性思考，亦可瞭解教學成效。
本行動研究以通識｢水滸傳品讀｣前 4 週課程中，39 名學生每週 1 篇的反思作
業，以及 4 週結束時所填寫的課程回饋，探討翻轉教室的學習效益與促成要
件。發現翻轉教室自主學習方式讓學生：1.認識自身特性；2.增進核心知能；
3.提昇表達能力；4.落實自主學習；5.肯定眾人表現；6.體悟教師專業。翻轉
教室促成要件則包括：學生充分事前準備、高度專注與主動學習精神。學生
學習成效自評表平均數在 3.65 到 4.83 之間（M=4.34，SD=0.44，5 點量表）；
質性回饋也呈現高度肯定。結合反思作業進行經典小說翻轉教室的自主學習
帶來良好效益，惟須留意學生準備度，並致力營造正向學習氣氛，未來可採
更佳信、效度工具運用到其他專業課程。

關鍵詞：經典閱讀、翻轉教室、反思日誌、醫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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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 without a teacher ---The self-learning benefits and factors led to success of flipped
classroom
Ju-Ling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Der-Yan Han,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Self-learning of flipped classroom is trendy from elementary schools to
college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how to bring actual benefits to students is
worth-discussing. Reflective journal, as a teaching method to augment the abilities
of self-awareness,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could be applied to assess
learning effects as well. In this action research, we analyzed 39 undergraduates’
4-week reflective journals and final feedbacks to examine the pros and cons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the course of “Outlaws of the Marsh” in the 2014 academic
year, first semester at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elf-learning of flipped classroom allowed students: 1. know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themselves; 2. augment core knowledge and skills; 3. elevate expression
ability; 4. implement self-learning; 5. appreciate students’ own performance; 6.
realize lecturer's expertise. Besides,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successful flipped
classroom included: 1. students’ sufficient preparation; 2. fully attention in the
class; and 3. an active and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Lacking of these factors may
result to lower quality of learning. In the final feedback, the average scores
students assessed the course were between 3.65 and 4.83 (M=4.34, SD=0.44,
5-point Likert-type scale), and qualitative opinions also affirmed the outcomes of
the course. To sum up, the flipped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teaching method of
reflective journal brought benefits certainly. Lecturers who try to devote to flipped
classroom should notice students’ preparation and build adequate and active
atmosphere in class. Future studies could adopt instruments with bette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ze executive techniques and benefits of flipped classroom, and
apply it to other professional courses.

Keywords: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course, reflective journal, flipped classroom,
med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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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玲、韓德彥〈沒有教師的一堂課----翻轉教室自主學習效益及其促成要件〉

推動網站的社群網站活躍教師則由 2012 年的 2,500

言

人成長為 2014 年 5 月的 20,000 人，可想見學生學

(一)、自主學習與翻轉教室的興起

習動機日益弱化的此刻，翻轉學習模式具有高度吸

近年來電子產業興起，學生人手一支智慧型手

引 力 (Yarbro, Arfstrom, McKnight, & McKnight,

機已成為大學校園中的常見現象，不只日常生活緊

2014)。

貼網路，甚至產生網路成癮，造成學生「身在教室

在國內，翻轉教室的教學模式亦引起許多教師

心在網」的現象，嚴重影響生活作息與課業學習。

的興趣與運用，最受矚目的課程是臺灣大學葉丙成

為提振學習動機與成效，過去十餘年間針對網路成

所教授之統計學課程，引發學生高度的興趣與社會

癮與學生學習態度低落已多有討論（鄭景蓮、李顯

迴響（高宜凡，2015）。此外，誠致教育基金會仿

章、苗迺芳、陳逸卉、張鳳琴，2014），同時也援

效可汗學院創立「均一教育平台」
，以高中及國中、

引各種教學模式，企圖改變教學方式，引領學生有

小學童為對象，提供中文化之可汗學院教學內容，

效學習，將課堂從教師單向的給予，轉換成滿足學

同時設立「翻轉教室工作坊」協助教師組織教學社

生求知的場域。

群，以完成在課堂上操作課程的變革。

鼓勵學生自主學習的教學方式眾多，可運用的

對於翻轉學習如火如荼的影響力，有部分研究

方式亦多。眾多啟動自主學習的教學模式中，最受

者認為，雖然參與翻轉學習的人數眾多，個別案例

矚目的是從美國興起引發全球熱潮的「翻轉學

所顯現的成果也似乎很豐碩，卻未有更嚴謹的研究

習」。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又稱為顛倒教室

證明翻轉學習能真正有效提升學習成效(Bishop &

或翻轉課堂，起源自 2007 年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兩

Verleger, 2013; Goodwin & Miller, 2013)。因此，有

位化學老師 Jon Bergmann 與 Aaron Sams。他們為

必要採取質量並重的研究方式，檢驗翻轉教室教學

了解決學生經常缺課的問題，一開始使用螢幕擷取

模式的優劣好壞與促成要件。此外，國內學者也提

軟體錄製 PowerPoint 簡報與講解旁白，讓學生下載

醒不論教學模式為何，是否達成預定的教學目標才

自學，再設計課堂活動完成作業，獲得良好反應，

是最根本的問題，故須有更多的成效評估，並避免

此模式於是被定名為翻轉教室。

僅只於主觀感受（郭靜姿、何榮桂，2014）。

由於翻轉教室打破以教師單向授課的傳統模

(二)、反思日誌的教學方式

式，透過學生善用資訊科技課前預先學習並搭配課

反思書寫是一種透過書寫，將學習過程中所

堂上的互助教學，引發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提出

看、所聽、所想等最原始的經驗，於學習結束後予

後立即引發全球關注(Bergmann & Sams, 2012)。許

以記錄並重新反覆思考，將之轉換為有系統且理論

多教育團體積極參考學習翻轉教室方式，其中最重

化的方法；此外，將反思書寫設計為反思日誌或週

要的推廣者即為「可汗學院」(Khan Academy)。可

誌作業，已被認定為是提升學生自我批判、自我覺

汗學院原有大量的網路開放課程，其創辦人鼓勵教

察與自我改善等能力的重要方法之一（徐綺穗，

師援引該學院雲端平台資源，達到翻轉教室的效益

2012；Paris & Ayres, 2000）
。

(Khan, 2011)。許多教師也積極參與此一教學模式

Gratton (2012, p53)在探究社會變化趨勢時指

的變革，重要的翻轉學習推動網站 Flipped Learning

出，影響工作大未來共有七大項目，其中「反思能

Network 於 2014 年的統計調查顯示，美國教師於翻

力愈來愈重要」即是其中一項；他認為隨著家庭重

轉教學的運用從 2012 年的 48%成長至 78%，其中

組，工作面貌多元化，人們也將愈來愈重視深刻地

有高達 96%的教師願意推薦同事參與，而翻轉學習

自我省思，包含自己重視哪些事情，希望建構什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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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生活；在做任何重大決定取捨時，都需要這種

識，明代嘉靖年間編輯成書後，隨著書籍出版業興

反思能力方能積極選擇。

盛，其所衍生的創作成果持續在華人社會中發酵，

近年來國內已有許多教師靈活運用反思日誌

成為明清以來重要的俗民教育角色，值得引進課堂

或週誌作業於各種課程，特別是在醫學教育中具有

討論。例如：京劇《野豬林》敘述八十萬禁軍教頭

豐富成果。許麗齡（2002）引用歐美研究成果，將

林沖，因為妻子張氏貌美被太尉高俅之子調戲，而

反思批判運用於護理學生臨床實習期間所撰寫之

引發高家多次陷害，欲將他置於死地，最後因結義

臨床日誌，促使學生藉由反思書寫進行自我學習的

兄弟魯智深而獲救的故事；劇中林沖面對長官重重

檢討。林文琪（2009）將反思日誌運用於醫學大學

壓迫與魯智深的義氣相救，可討論如何面對逆境及

美學課程，讓學生「透過自我觀察和批判中以發現

友誼支持的重要。《坐樓殺惜》則描述宋江與包養

自己行動中所隱含的理論與想法」。許玉雲、王美

女伴閻婆惜情感不睦，閻婆惜因私通宋江同事張文

卿（2011）運用於大學護理系基本護理學的學習日

遠，欲以宋江與梁山晁蓋往來的書信要脅分手，最

誌作業，使學生發現臨床事件的意義，並引發其臨

後被宋江失手殺死的故事，非常適合討論兩性與金

床因應的能力。黃素妃、鄭宛宜、陳瑋、許佩蓉

錢糾葛的多重關係。明末小說《寶劍記》則透過林

（2012）則於醫學生參與的老人安養護機構，服務

沖故事的改寫，強化儒家忠君與節婦思想，將之與

學習方案中置入學習反思日誌作業，日誌中顯現學

水滸原典兩相比較，可以引發倫理與女性地位的討

生可經由與失能長者互動的經驗，喚起出照顧情意

論。

的層面，並能「透過不斷的反思，有機會建構自己

目前政治大學、台北科技大學、慈濟大學、南

與自己的關係、改變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以及體認

華大學、元智大學、嶺東科技大學等大學在通識課

自己與社會的關係」，從而「激發出醫學生對社會

程中皆有開設水滸傳相關課程。然而，大部分教師

的批判與專業的自我承諾」。這些成果凸顯了反思

是從歷史、文學、美學或人物性格等角度切入，較

書寫不僅是一項作業，同時也肯定它提供師生教學

少從提升學生核心能力的角度探討課程可能帶來

的溝通平台，成為輔助學生深度思考的重要工具。

的效益。

臺北醫學大學作為臺灣通識教育領航學校之

(四)、課程設計理念與安排

一，推動反思寫作已超過 4 年，且通識教育中心下

要讓學生具有主動學習動機、意願、方法與能

設置反思寫作中心，致力於提昇反思教學品質與學

力，重點在啟動學生內在的學習欲望（李坤崇，

術研究，並培訓相關師資。研究者依照通識教育中

2001）；此外，教師的主要任務在教導學生自我監

心將反思教學方式融入經典閱讀課程，兼以質性與

控、自我分析並設定目標，使學生為自己的學習成

量化方式探究翻轉教室自主學習對醫學大學學生

效負責(Zimmerman, Bonner, & Kovach, 1996 )。在

之成效。

此教學理念下，教師安排水滸傳學習的重點在活化

(三)、《水滸傳》的價值

古典小說的現代意義，讓學生汲取對自己有幫助的

許多中西文化經典蘊藏豐富的通識教育議

概念，進而為自己的學習負責。此外，教師並不採

題，如真、善、美、正義、身心關係、義利之辨等

用「翻轉教室」錄影講授的模式，而是透過精緻的

（黃俊傑，1999）。由於《水滸傳》是從民間文學

課程活動設計，讓學生在教室現場進行議題討論與

發展而來，廣泛吸收了宋元以來各種戲曲、話本的

學習分享。本文重點在說明自主學習的教學方法成

精髓，內容除了宋江等人落草為寇與朝廷鬥智鬥力

效，其他與水滸傳有關的實質學習內容，將在另一

的精彩故事外，亦傳遞懲奸除惡、濟弱扶傾的意

篇論文提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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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品讀」為臺北醫學大學之必修經典閱

二、方法

讀課程之一，共 2 學分授課 17 週，103 學年度實際

(一)、參與者

由陳與韓兩位教師共同授課。此次設計為文本導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於臺北醫學大學修習通識

課程 4 周，範圍涵括 4 次 2 小時的課程，其中第 4

教育中心經典閱讀課程「水滸傳品讀」的同學共有

次上課，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意識，教師嘗試讓學

39 位。學生性別、宗教與就讀系級等基本資料分布

生們自己到教室進行｢沒有教師的一堂課｣。四次課

如表 1 所示。

程討論從楔子到第 40 回的故事，因學生大多不曾

表 1 修課學生基本變項人數與百分比

細讀過這 40 回，故第一次上課時，要求學生 4 人

變項

人數

%

男

19

48.72%

女

20

51.28%

有

12

30.77%

無

24

61.54%

未填寫

3

7.69%

一

34

81.18%

二

1

2.56%

三

4

10.26%

醫學系

3

7.69%

牙醫學系

3

7.69%

藥學系

11

28.21%

護理學系

6

16.67%

學抽籤討論並上台發表，每次共約 35 分鐘。題目

保健營養學系

5

12.82%

設計與取材多與水滸人物遭遇情境之人生判斷有

公共衛生學系

1

2.56 %

關，如｢武大被潘金蓮戴綠帽還選擇寬恕，若你遭

醫學檢驗技暨生物技術學系

7

17.95%

遇類似情境，會如何面對？｣、｢若你是楊志，要如

口腔衛生學系

3

7.69%

一組，每組兩人讀前半回，兩人讀後半回。學生於

性別

課堂上閱讀紙本或手機 APP 水滸傳原典，共費時
15 分鐘。15 分鐘結束後，由小組同學上台報告該

宗教

10 回重點 1 分鐘，該小組自問自答一個題目 1 分
鐘，以及學習到的啟發與心得 1 分鐘。
第 2、3 次上課時，教師分享同學的反思作業

年級

精華約 30 分鐘。在這樣的課程設計下，同學們能
瞭解其他人對各種議題的看法，也可以對他人看法
再提出討論，創造深化與多重交流機會。隨後請同

科系

學們進行小組討論 6 分鐘，嘗試說明該組所分配到
的章回重點、自問自答，以及啟發與心得共 3 分鐘。
兩個學分的課程中除進行小組報告外，教師亦
依據章回相關議題設計討論題目 10 題，供 10 組同

何發揮領導才能方能達成任務？｣期使學生藉由閱
(二)、工具

讀水滸故事，反思自身生活，進而得到學習與成

本研究以學生每週所撰寫的反思作業與課程

長。第 4 次上課的時間分配大致與前兩次相同，惟
教師本人不在現場，而改由另一門課程的教學助理

最後的回饋描述作為分析文本，並以研究者自編的

在教室後面協助進行錄影，並記錄現場課堂活動。

水滸傳品讀學習成效自評表為測量工具，同時採質
性與量化方法評估 4 次課程的效益。

教師要求同學每週上課結束後，回家撰寫反思

1、反思日誌

作業，大部分同學撰寫的字數約在 600 至 1200 字

反思作業沿用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林

之間。教師鼓勵同學們將課堂學習到的內容寫下，

文琪副教授所設計的格式。表格上方有固定姓名、

並嘗試強化自己的反思能力。

課名、日期、地點等基本資料，表格下方左攔的指
導語為：
「描述上課事件，自由寫作（依課堂進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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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盡可能詳細的描述課堂上發生的事件，如

次反思作業內容，並依照主要表述意函拆解成節，

課程內容、教室中老師在做什麼、自己在做什麼、

每節大多涵蓋 1 至 2 個句子。2.將每節與翻轉教室

自己的感受及想法。）
」學生在撰寫完左攔內容後，

自主學習與成敗條件有關的內容概念予以命名。3.

右欄留給同學們針對自己所寫內容進行反思，其指

將相似的命名概念進行初步分類。4.形成主要分類

導語為：
「自我提問練習（閱讀左邊的描述，練習

項目後，再次檢視各項命名概念成為最後分類結

提問並寫下問題及回應。如 what, when, who, how,

果。量化資料部分，本研究以描述統計方式呈現學

why, what if 等問題。）」

生在各題項所評量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2、學習成效自評表

三、結果

研究者依據前一學期修習｢三國演義｣課程的
學生在教學評量所填寫的回饋內容（韓德彥，

(一)、翻轉教室自主學習的質性學習效果

2013，2014）
，以及教師自身設定之教學目標編擬

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的反思日誌呈現 6 個層面

20 題「水滸傳品讀學習成效自評表」。此自評表採

的學習效益，包括：1.認識自身特性；2.增進核心

五點李克特式量表計分，1 至 5 分別為「完全不同

知能；3.提昇表達能力；4.落實自主學習；5.肯定眾

意」到「完全同意」
，惟因初次使用於水滸傳課程，

人表現；6.體會教師專業。

尚無信、效度等心理計量資料。第 4 次課程結束後

1、認識自身特性

由教學助理發給修課同學作答，以反映學生自我評

｢認識自己｣是蘇格拉底的一項重要主張；美國

量的實際學習成效。各題平均值與標準差如表 2 所

教育學家杜威倡導「做中學」的理念，主張學生們

示。為了解學生參與課內外活動的程度，另設計三

可藉由做事的經驗，明白自己的能力或限制，進而

個題目詢問學生，題目為：1.平均每週我花在水滸

學到更有效的方式做事。本次課程藉由現場發表與

傳的時間有多久；2.我閱讀水滸傳 40 回的比例有多

評論，讓同學們看到自身盲點與強項。最難得的

少；3.這四次上課我投入的程度如何。此外，為了

是，同學們還頗能連結到水滸好漢的人生際遇！

解課程設計好壞，學習成效自評表下方留下兩個質

我有不少上台經驗，表現也都還算不錯，不過

性問題供學生自由填答：1.對於課程肯定之處；2.

我其實是屬於努力型的，因為我思考比較慢，

對於課程建議之處。

別人講的東西我都需要花費時間消化以後，再

(三)、程序

慢慢想自己的觀感是否和他一樣，之後給予回

本行動研究的進行程序如下：1.收集相關文

饋，我無法隨機應變，就算在平時和朋友打鬧

獻，瞭解翻轉教室自主學習的核心概念與教學方

過程中天外飛來的一筆，也是將日常偶然想到

法。2.閱讀水滸傳相關章節，從中挑選適合大學生

的靈感記下來，視情況發揮，所以我一直是處

討論的題材，設計成討論題目。3.依據｢三國演義｣

在準備當中，我覺得有好有壞，好的是因為我

課程所運用的學習成效自評表，修改為適合用於水

知道我不是天才，所以如果我不想出醜我就要

滸傳的 4 次課程版本。4.開始進行每週課程，並於

好好準備，勤能補拙，不能懶散過日子，而不

課後批改作業時彙整反思精華檔案。5.課程結束的

好的是我在需要靈機應變，或是像今天一樣，

第 4 週下課前，進行學生學習成效自評表填答。6.

要立即聽完感想就做出回應的事情真的很不

分析質性文本與量化統計資料。7.撰寫研究報告。

擅長，因為無法事前準備、立即思考完成，所

(四)、資料分析

以我無法當場回應。

本研究質化文本分析方式如下：1.閱讀學生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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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後，看著大家盡心寫出的思辨和觀點，心

2、增進核心知能

中不斷暗暗讚嘆，延伸的事例和自身的經歷也

藉由課程設計與安排，同學們強化自身問題解

如江水一般湧入腦海，霎時間，有好多話想和

決、獨立思辨、團體合作、人文素養等方面核心知

大家分享，十分鐘的時間轉眼即逝，我才赫然

能，而且這些知能一輩子用得著，可與日後工作密

發現原來我其實可以站在台上分享這麼久，潛

切結合（錢致榕，2014）。其中有同學批判了過去

力無窮，不應該在做之前就在腳尖前畫下「不

只重視考試的教育方式，並特別強調社會科學思辨

能」的界線，其實很多時候「是不為也，非不

訓練的價值。

能也。」

解決問題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從小就被
教著要學會考試、答出正確答案，但是幸運的

自己的反思連結還不夠快速，還需要多加訓

話會遇到幾位人生導師，他們總要我們去思考

練，只能交給學弟負責。在上課的時候，我覺

去動腦，而不是傻傻的把答案記下來……社會

得還有點不太習慣沒有老師的帶領，同學課前

科要的是統整與分析能力，我們要從大量的歷

可能沒有準備充足，在看大家反思的部分有點

史資料中去拉出一個脈絡來，分析前因後果，

不足，但是後面的點評有漸漸變好，能夠和大

並且探討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走勢。社會科不

家討論跟說出不一樣的論點，這是我最佩服的

是死背的科目，社會科是訓練我們用不同於自

地方，也希望自己能和他們學習。

然組在運算、分析與推導的思考方式，訓練我
們的思辨能力，當我們看一件事情時，將能夠

從同學的身上，我發現了自己的不足，我發現

學習用不一樣的角度和廣度去剖析，學會去反

我不能夠剖析自己，分析自己的能力專長，分

駁、推翻權威，不管是政治上或是學術上的。

析自己的不足，發現自己需要改進的地方，我

當我們能夠隨時具備這樣的思辨能力，我們將

發現我不能將想法連結到生活中、到歷史中。

能夠發現自己或是社會上更多的問題，並且用

四堂課可能還不能改變我所有不好的習慣，但

思考的腦去解決難題。

如果有往好的方面一步步邁進的話，那這四堂
課就值得了。我發現自己缺發了剖析自己的能

藉此機會讓我們學習如何大家一起互相溝通

力，因此常常會出現一些盲點，那水滸傳中的

去完成一件事情，一起在沒有領導者的狀態下

角色們有沒有可能也是因為如此，所以才會屢

還能讓事情繼續的進行。

遭迫害，終被逼上梁山呢？
所謂的領導者，無非就是帶領大家做出某些事
如果一個人沒有辦法剖析自己，就很容易會忽

情的人，這次的上課沒有人帶領，但是有循著

略自己的的弱點與缺點，而如果一個人忽略了

SOP，所以也不會太乾，小說的內容依舊精彩，

自己的缺點，那麼就很有可能在沒有防備的狀

同學們的反應亦如是。

況下遭人陷害，可能這對於這 108 條好漢並非
全部適用，但是其中的某些人卻真的是如此

我覺得這門課真的可以幫我們培養我們可以

吧，因此又重新見識到自我剖析的重要，他不

用一輩子的實力，我們在這幾堂課下來其實已

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卻是個不可或缺的能

經大大提升我們在醫學方面的人文素養，可以

力。

和未來我們的工作結合，我覺得這門課的影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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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能短時間內看不太出來，但是以後進入到

台上侃侃分析我們的簡介和心得。在我思索

工作領域我想這門課對我們的影響力就會浮

後，我決定要先多站出台上作分享，吸收經

現。北醫真的是個好地方，我相信除了水滸傳

驗，課後要盡力把每一次的反思做好，一步一

品讀外還有其他能發人深省的課，我應該趁在

步慢慢地做，肯定會有一日，我會得到我想要

學校的這幾年好好學習，不能身在寶山而空手

的東西。

而回。而我們就算不再是學生也應該持續不懈
的閱讀、持續反思，這樣才不會成為一個行屍

這堂課增進我的台風，讓我有更大的膽量在眾

走肉的人。

人前表達自己的想法。也因為有上台說的經
驗，在台下聽別人講解更是格外專注，我體會

3、提昇表達能力
除上述核心知能外，表達能力的提昇也是 4 次

那是那個人的真實想法，多聽聽他人想法，能

課程結束後學生獲益的重要項目。藉由觀察老師、

使自己更上一層樓。

同學們在台上的表現，同學歸納出口語表達的核心

4、落實自主學習

技巧。在觀察學習之後，自己也親身上台體會箇中

除了具體提昇表達能力，4 次課程不僅提升學

技巧的實際運用，並進一步促進自己認真聆聽，勇

生自主學習意識，從同學們的反思也可發現他們真

於表達，不斷提升自己，慢慢累積實力。

正落實了自主學習，其中對考試制度的批判與對自

我觀察到有幾個同學的臺風非常的穩重，能夠

己負責的態度尤其深刻。學生總算體會讀書的目的

有效的帶領全班照著老師事先安排好的上課

不為考試，而是為自己、為知識、為興趣、為未來

流程進行，在聽完別組的報告後還能給出完美

生活。

的評論和結尾，我在他們的身上學習到在台上

我們在沒有老師帶領的情況下還是完成了一

要當個好的講者有幾點：1.上台前有先做好功

堂課，真心覺得大學生必備的特質就是自制

課；2.報告時咬字清楚，聲量要夠大；3.站在

力，跟高中國中很不一樣。國高中學生在沒有

台上報告時不要晃來晃去；4.思路清晰，能抓

老師的情況下很容易就秩序大亂，課都無法

住每回的重點。我相信日後還會有很多的機會

上；但大學生都已成熟，雖然沒有老師，一樣

讓我上台報告，相信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定能不

可以自我要求。除了要感謝大家外，也要感謝

斷的操練我，讓我有一天也能成為一位臺風穩

助教，他們為這堂課也付出了一分力。

健的好講者！
從小我們得到的觀念就是只要會念書就是好
我覺得培養的是我的口條與快速整合資訊的

學生，所以我們都只是一味地為了念書而唸

能力，因為我自己知道我是有想法的，但需要

書，不是為了求知而唸書，造就了台灣學生只

時間消化吸收一下才能釐清自己的觀念並說

贏在起跑點的現象，刻板的教育扼殺了台灣學

出來與大家分享，我想我應該多爭取一些上台

生的求知慾，破壞了台灣學生的創造力，以至

的機會才能從中逼迫自己縮短整理思緒的時

於到了大學，我們陸續地被其他國家超過，這

間，我想這樣才能慢慢的成為一個會表達的

就是我們目前所面對的問題。台灣現在進行了

人。

許多教改，可是都無法對症下藥，雖然保障了
大家可以有高中職可以就讀，卻無法改變學生

我到底要怎樣做，要做多久，才能做到老師在

的學習態度，這應該才是大家所需要正視的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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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雖然我認為今天就要像老師一樣那樣精準的
點評和引導大家真的蠻困難的，但我仍然想為

如果是以前的我的話，聽到老師不來上課的

今天的大家鼓掌，我們都努力的進行討論，也

話，那我可能就會跑了吧。因為反正由同學們

想靠自己將一些東西給大家，希望我們大家能

來自己帶領的話，是不會有「考試的重點」的，

一起進步，從一次次的反思中，找到自己人生

所以上了也沒用，而且我想也不會有同學會去

的課題。

帶領。現在回想以前的自己真的覺得自己蠻笨
的，只是為了考試而去上課，上課也只有把重

在聽完同學的說明後，發現其實大家真的都很

點記起來，考完試就把重點丟到九丈遠去，再

厲害，臨場反應非常好，沒有絲毫的退縮，都

考就才重新再記一遍，為甚麼以前會用這種笨

非常勇於說出自己的看法，也能同時呼應到同

方法來讀書呢？真的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

學的反思，讓整個課程的進行非常的順利。

之後的我，不再會像以前一樣，不再為考試而
讀書，而是為了自己，為了知識，為了興趣，

沒想到老師讓我們自己上了一次課，大家的表

為了未來能好好生活，所以這一堂課，為了自

現都很亮眼，我真的學到了很多的東西。

己，我就完成了那個十分鐘，雖然不是講的太

另外，｢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的態度也在此歷程

好，但己經跟之前不同了。我學會了如何反

中油然而生。這堂課讓同學們看到自己不足的部

思，學會去表達自己的意思，那麼下次就會做

分，卻不會充滿負面想法，反而明白自己可以努力

得更好。

的方向，以及必須加強的項目。
老師讓同學代替他上台分析同學的反思菁

當學習逐漸變成一種自發性的動作，也意味著

華，大部分的同學可能是因為沒有過這樣的經

考驗我們在這十八年裡面學到了多少責任

驗而顯得非常生澀，除了講老師寫的內容外好

感，對自己選的課的責任、對同組同學的責

像就不能再多做延伸了，我在想如果是我上台

任、對交的那份學費的責任……

分析的話是不是也會有同樣的問題，畢竟在台
下的感覺跟在台上是完全不一樣的，能夠站上

5、肯定眾人表現
大家深深肯定同學們與自己在課堂裡的學習

台本身就是一種勇氣的表現，而能夠侃侃分析

與表現，｢見賢思齊｣的想法在這個歷程裡被淋漓盡

就是能力的展現了。

致激發出來。
不得不說班上真是人才濟濟，沒有老師大家還

今天這堂課與以往上課模式皆不同，大家最初

是能順利的進行探討與深省。在這次的學生當

對這種模式有一種陌生以及不知所措的感

道的教室，我想我學習到的是練習看別人的優

覺，但是依舊盡自身最大的努力解說反思，不

點並加以內化，這也是在社會上一個很重要的

久後，主講人們逐漸的帶動了整個氣氛，讓台

能力，如果不懂得與時俱進，便會被時代的洪

下同學能享受課程。

流吞噬，而拋諸於後，面對這樣優秀的同學
們，我想竭盡所能從他們身上學到優點，並裝

我很高興大家都能保持熱情參與，或許我們的

備自己，讓我能在社會脫穎而出。

表現不像老師那樣出色，但畢竟我們只是學
生，缺乏經驗和專業的訓練，所以我覺得我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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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很棒了。

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但當自己站到台
前扮演老師的角色，卻發現竟不如自己所想的

相較於老師能在每段做出個回饋、總結和連結

那樣簡單輕鬆，因為老師所說的每句話可能都

經驗體驗，雖然大家功力不足，但都很認真地

會影響著同學的對於每件事的想法，所以若是

帶著大家看完了上次大家的反思和老師的回

沒事先準備課堂內容就直接上課，就如同一位

饋，非常有運動家的精神。

表演者沒有經過彩排練習就直接上場演出，結
果就是亂七八糟不按牌理出牌地演出。

雖然這周透過同學來說明反思回饋跟老師以
往的說明差了一些，但同學在說明的時候都會

今天觀察下來，才發現原來老師真的很辛苦，

盡可能的回憶上一周老師所提到的觀念與反

整整兩個小時都需要全神貫注，每一分每一秒

思做聯結，從這可以明白同學們在上課時都很

都要認真聽我們的大意和分享，還要用力運轉

認真吸收老師所講的內容，也消化吸收了，才

腦袋瓜去思考，針對每一段內容給予我們意見

能用自己的話再一次的說明給我們聽，這讓我

和提點。整堂課上下來，大腦竟會有點錯亂疲

感覺和一群積極的同學聚集在課堂是真是一

勞感，像剛運動完的肌肉，會很痠很痠，感覺

件幸福的事。

和寫完學測的緊繃感很像，放鬆後疲倦都湧
上，明明沒有跑八百米，卻能有相同的感覺，

6、體會教師專業
有道是「養兒方知父母恩」，同學們在這堂課

難怪有人說花腦筋也是累人的，現在真知道老

上，卻是扮演教師角色後，才瞭解教師專業角色在

師也是很不好當的，應該說認真全力以赴做任

學習歷程上的重要性。

何事都是累人的。而且老師在平常也不是閒著

前幾次上課老師都為我們講解同學們的反思

的，看我們反思、批改、思考、回應，之前看

並且說出自己的看法，感覺起來好像並沒有非

著同學反思精采絕倫，夾雜著老師給予的人文

常的困難，但看到上去上課的同學才發現，這

素養想法，獲益良多，時間一下就過。……今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然老師已經事先將

天才發現，我們坐著看人做事時，總會覺得似

一些筆記放在上面了，但畢竟要在現場那麼多

乎沒甚麼難的，真的做時，才發現好多東西要

的同學面前講述，同時又要提出自己的看法，

思考，好多東西要同時間一起兼顧，這才知道

像是一根蠟燭兩頭燒。

原來這一切好難。

透過這緊張的歷程，我了解到當一位老師不是

大家今天都有一點手忙腳亂的，不斷想仿效老

一件容易的事。例如，老師需要仔細聽聆學生

師過去的模式，給予我們收穫滿滿，不過看的

所要表達的事物，並且對此做出評論以及看

出來大家都很青澀，有點笨拙，跌跌撞撞的學

法，這是初階者無法立即掌握的事，也正是我

習，我們還是學生，在試探、摸索中前進，覺

們所要接受的挑戰。

得今天大家認真的很可愛。

以前總覺得當老師好像很輕鬆，講講課本上的

仔細回想我以前求學的過程，老師總是陪伴在

東西然後把自己腦中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再幫

我們身邊，傳道授業解惑，但我們常常會忽視

學生解決腦中的困惑，正如韓愈所說：「師者，

老師的存在，總是希望老師管越少越好，但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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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才知道，一旦失去了老師（即使只有一堂

整個就是迷途羔羊，無所適從。

課），我們的學習往往大打折扣，所以我們還
是要對於老師肅然起敬才行！成為一位好學

對於課程的熟悉度，決定了從口中分享出來的

生很容易，但要成為一位韓愈所謂的｢師者｣卻

深度和廣度，如果對於課程熟悉，也間接決定

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好珍惜有老師陪伴的學習

了上台的自信。試想，如果連自己都不太確定

吧！

自己所說的，那要如何用自己的話，來信服別
人呢？因此可能下次我除了只是草草掃過一

我想這是我第一次上過沒有老師的課，但大家

遍外，更要下更多功夫，比如在課前先查好能

卻仍努力的互相討論和分享，而這也是第一次

夠縱向或是橫向延伸的內容，像今天上課時有

讓我覺得原來「老師」的角色很重要。首先，

同學提到了（孝順）絕不只是有給父母餵飽就

我覺得大家還是很認真在課堂中，依著之前的

為孝順，僅提供食宿的話，那和家畜並無兩樣

模式進行，而且時間也能照老師告知的行事，

了。這樣的概念其實正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今

最後結束時完全掌控在時間內。

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

(二)、翻轉教室自主學習的促成要件
1、學生做好事前準備

2、高度專注與自主學習精神

翻轉教室自主學習最重要的是在於做好預先

翻轉教室自主學習的授課方式迫使學生以高

學習的準備，多位同學認為充分的準備是學生成功

專注度面對課堂挑戰，但學生若缺乏基本專注能

引導課程討論最重要的關鍵。不論是學生還是教

力，可能會無法帶來期望的效果。同樣的道理，翻

師，上台前都須要充分準備，方能帶來有效的學習。

轉教室提昇學生的自主學習精神，但學生若沒有起

我覺得當一堂課改成由學生來自我學習，學生

碼的主動程度與學習意願，容易喪失有心翻轉的初

為了要讓課堂豐富有內涵，就會做多一些準

衷。

備，跟以往被動式的學習成效也會不同。

近幾年學校廣為推廣的「翻轉教室」，我認為
經典課程其實滿適合採取這種上課方式的，能

要讓這種學習方法發揮它的價值的話，重點在

讓我們花更多時間了解書中劇情發展以及藏

於學生願意主動去配合進行課前準備，也就是

在其背後真正的意涵。如此的上課方式讓我們

把自己當作是一個真正的老師，並且思考如何

想得更多、更全面，也在想的過程中努力學

去備課。如果沒有進行備課在台上才臨時抱佛

習，一邊思考一邊學，稍一閃神可能就會 miss

腳，期望自己的臨場反應的話，那麼結果絕對

掉什麼，每分每秒不得不專注！

是慘烈的；相反地，如果能夠進行充分的準備
的話，就能有「教學相長」的效果。

由這次的翻轉教室給我的心得，我認為 PBL 也
是一種類似的模式，真正的 PBL 應該是讓學生

這次換我們去扮演這個角色，真的是太困難

們有時間去收集資料還有自己思考議題，而不

啦！困難的點在於，你有沒有先去吸收你所負

是像在考試的時候，純粹是一群對於題目半生

責講解的範圍，也就是所謂的備課，因為如你

不熟的人互相丟出錯誤或是籠統的概念進行

沒有事先準備，而只是逐字念過去而已，不僅

的無效討論。

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且台下觀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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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不在，為什麼就做不到了呢？我發現其實

也許適用於少數擁有更強的學習動機、或是有

我還是很依賴老師，仍然做不了自主的思考，

需要的人，卻不應普遍化，造成多數學生學習

就和高中時一樣，老師給什麼，就吸收什麼，

品質低落；正如同我們的教育體制的改革，一

只想老師丟出來的問題，老師提起的議題，有

直希望減輕學生的壓力，不要只會考試，而到

可能是教育制度使然，但又為什麼有些人辦的

頭來學生是否會變成「連考試都不會」？

到自主思考呢？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在於我太
過安於現狀了，覺得我好像勝過很多人了，覺

在這次課程中我深深體認到老師和我們分享

得我看到些表皮就滿足了，我想僅僅靠著別人

反思菁華的重要性，因為比起同學們我更能在

給我的機會是不會進步的，要試著自己去抓住

老師的分析中得到更多反思，在課後自己寫反

機會，要自己去發現，原來在寫了幾篇反思後

思也比較順，會有比較多感觸，但是同學們可

就學會了思考的全部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老

能因為太緊張，所以在分析時就少加入了一點

師在這次上課前給反思回饋中有說到自己想

自己的感觸，以至於我比較無法從他們的學習

要給我們的，如果我們可以全部吸收學起來就

中得到我的學習。

好了，那我呢？是不是也可以試著去想想自己
可以做到些什麼，帶給別人些什麼呢？

心中還是有一直偷偷想著希望老師能親自帶
我們學習~~哈哈!謝謝老師，老師真的是很厲

(三)、翻轉教室自主學習的可能缺失

害的老師，把大家帶的很有秩序又很踴躍的思

「翻轉教室」和「自主學習」是否真的那麼值

考。

得推動？其實從同學們的相關反思中，可以看到一
些批判性觀點，可讓有心投入翻轉教室自主學習行

同學們強調教師的人生經驗是促進學習效益的重

列的老師們先評估課程性質、課堂氣氛、學生動機

要因素，翻轉教室自主學習由具備豐富人生經驗與

與需求，盡可能避免反效果，且在運用至專業科目

教學經驗的教師引領仍有其必要性。
我深深覺得有老師帶領時真的會比較有頭

時需要有更周密的考量。
學生並沒有受過教師養成的教育訓練，那麼其

緒，由一位了解課程內容及教授多年的人帶領

他學生受教本章節的權利有很高的機率會受

著剛接觸反思的我們，或許因為年紀使人添增

損，而就算教師作事後補充，仍然會造成多數

了人生經驗，所以在反思中更能帶給我們更多

同學只學到破碎不全的觀念和零散的片段知

經驗的連結與思考方式，可以提出更多我們從

識，尤其是專業科目。但是對於通識課程來

沒想過的想法，可以更快讓我們掌握精華和重

說，翻轉教室的上課模式確實可以增加學生學

點，我想不管科技有多進步，能親自接受指導

習與思考的動機，因為多數的通識課如果是純

和老師面對面的討論還是很重要且必須的。

粹的老師講、學生聽，最後幾乎很難避免「各
做各的」，也因此翻轉教室除了新奇與歡笑之

經過這一次的經驗，讓我明白自主學習其實不

外，讓我這種傳統的理科生有了被迫閱讀《水

是一件簡單的事。例如：以往課堂上回應同學

滸傳》的機會。但縱使如此，我還是認為「自

上週反思的部分，以前看老師總是能娓娓道

主學習」包括開放性課程、翻轉教室等等，都

來，分享經驗給大家，今天輪到我們上台，常

無法如傳統教育方式一樣讓多數學生擁有紮

常就只能唸 word 上面的文章而已，或許也是

實的學習，因為多數學生是被動的。自主學習

我們沒有太多的準備或人生經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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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我更多觀點。

(四)、學習成效自評表質化結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同學們認為教師批改反思作業

質性研究結果顯示，同學們對於這 4 次課程

幫助頗大，精華檔的整理與分享也增進反思深度。

的正向評價頗多，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調整建
議，顯示同學們頗能中肯提出各方觀點。

謝謝老師對反思用心的批改與檢討，讓我收穫

1、反思上的明顯收穫

良多。

短短 4 次上課，同學們最多的回饋項目是關於
反思能力的提升。每週的反思作業有助於增強同學

老師啟發了我們的思考能力，並對我的反思做

對周遭事物的發掘，在思考層面上也更加多元。

出評語也在課上做出建議，令我獲益良多。

可以了解、明白反思的意義，了解後寫出屬於
覺得把大家的反思精華拿出來一起看真的很

自己的反思！

不錯，很像是把上一堂課的內容咀嚼一遍，而
且其實印象也蠻深刻的。

不侷限在水滸傳的故事，而是藉由故事，帶我
們思考，培養自我反省判斷的能力。

老師上課很有趣，也分享了自己（老師）的觀
點和人生經歷。最後都內化成了自己的人生智

覺得學習到非常多道理，並學會了如何反思，

慧，是一堂值得上的通識課。

這些都可以和我未來工作領域做結合，覺得受
益良多！

由老師來引導同學們思考，並有開放性的答
案。

能訓練到自己很少思考的腦袋，對於平常沒有
深入思考的事下更多的功夫，不只是交作業時

老師講評十分到位，課程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了

會反思，此項能力亦影響到日常生活，對生活

我反思能力的進步。

更「有感」。

課程中的立即討論與立即反思的模式訓練了

感謝老師儘管只是來代課，但仍然如此的用心

反思的能力。也感謝老師立即給予更深層次的

教導與鼓勵我們，不惜分享許多人生經歷給我

見解與自己的反思，讓我受益良多。

們，我真的從中反思領悟到不少東西，尤其是
醫療照護方面。

讓大家分享。可以知道每個不同觀點。快速閱
讀整回大家反思之精華。以及老師的建議。每

我覺得這堂課讓我重新學會了思考這件事，反

次都收穫良多！

思是在國高中沒有接觸過的，因此也一直沒有
自省與審視自己的機會，我認為這是在這堂課

除了反思能力之外，團體合作、小組運作與時

我學到的。

間管理等，也是附帶的學習效益。
增進思考及想像、統整、表達的速度與能力。
感覺到老師非常用心的在帶我們這堂課！這
堂課增進了我們的反思能力，也讓我能在短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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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與本來不熟的組員們有效的分配工作。完

自問自答與心得（講述水滸傳方面）這個方式

成討論！

很需要思考，會讓我們花心思去想故事中的劇
情到底為何會這樣。

讓我更知道如何進行反思與小組討論，讓我受
益良多。

不過多的給予，正所謂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
人，讓同學們各自去追求自己想獲得的能力。

能刺激思考、提供多元面向、促進同學分工及
表達能力。

本人還有修另外一堂的經典，相較於那位老師
是以不斷丟東西給我們想而不回答的上課方

有助於上台發表及自我表達、小組合作、工作

式，我較喜歡老師的上課方式，通過一次又一

分配等能力。

次的討論，激盪起我對於水滸傳的熱情，也能
從更多不同的角度來看待一件事而不是死腦

短短 3 堂課得到許多東西，思考能力，時間管

筋，不肯接納他人的意見，這樣的學習環境我

理、團隊合作、心靈成長等等。我覺得在時間

真的很喜歡！

壓力下能有效率完成事情，且從靈感中挖出沒
想過的事，每次的兩小時都不煩躁，謝謝老

我其他經典課是一個人看兩回，而水滸傳則是

師！

一組人報告一回。這樣討論能讓我看到更多面
向的問題。反思的分享也可以讓我們「見賢思

2、課程設計的正面評價

齊」，學習他人的優點。這兩點都是，另一個
同學們對於課程設計也給予不少正面評價，甚

經典課沒有的。

至提出課程間的相互比較。此部分讓教師瞭解課程
3、課程對日常生活的幫助

設計中對學生具有幫助的元素，不斷精進課程設
計。

水滸傳課程中的延伸討論，對學生的日常生

算是第一次接受以這種方式教學的課程，覺得

活，如待人處世、生命價值等具有幫助；而能有此

一切對我來說是全新的體驗。特別享受同學們

效益，仍需要同學們深刻的反思。

不藏私分享自己體悟及反思的時光，碰撞出不

每堂課內容充實，也很有效率，藉由反思討

同的火花，讓我獲益匪淺。

論，討論連結小說以外的內容，應用於日常生

安排得很紮實，流暢。

活，待人處世上，獲益良多！

時間控制得當、充實、有內容、深度。

我喜歡大家上台分享心得，老師在做引導思考
的過程，老師總堅持把水滸拉進現實生活，這

雖然課程腳步是緊湊的，卻能使我們享受這短

樣我更能體會反思的意義，並繼續學習、反

短的兩堂課。或許每個人課都很多無法一一看

思！

完。但在 TMU，尤其是這門課，雖然累，卻值
回票價。

需要反思，促進思考、生命、人生。上課方式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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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學給予具體回饋
讓我重新認知到反思的重要性，以及開始思考

儘管有同學反映時間太短，也有不少同學給予

生活周遭的人事物。

具體回饋建議，尤其一些同學認為文學賞析、歷史
背景的部分有所欠缺，所幸另一位授課教師能發揮

4、建議調緩課程步調

所長，並在後續課程補充不足。學生所提出的建

大部分同學認為發表意見時間太短、課程很

議，讓教師可以修正課程帶領方式，讓未來開課時

滿、很趕。有同學懷疑自己能力無法跟上，甚至有

更具成效。

同學希望開成三個學分。

可以逐漸減少提供的題目，但增加欣賞、賞

覺得行程有點滿，可能可以一次進行描述

析同學反思的機會。

一次，再有問問題，或問題 5 個就好。

大部分我們都是針對小說的內容作問題討

時間太短，無法了解得更仔細（如議題），

論，較少著墨小說的寫作技巧，如果偶爾能

建議可把上台報告時間拉長至 3 分鐘。

思考小說寫作手法，作者用意、時代背景
等，相信能更加瞭解水滸傳，也能激盪出更

上課好趕喔!!!覺得再回顧反思的環節可

多想法。

以再短一點！

希望以後能有更多機會接觸這種課程，屆時

建議可以讓大家發言的時間長一點。一分

也期待老師和同學們更多的分享！

鐘有點趕有點緊張。

這堂課的課程安排我很喜歡，不會很花時間

報告的時間可再多一分鐘才能更詳細說

又能學到很多！希望下次可以多聽一些同

明清楚。

學的點評。
能讓討論的時間再加長一些些。
讓每組組員都有上台機會練習（因有些可能
都是固定的人上台）。

節奏有些緊湊，可以讓報告時間寬裕一
點。

學生的報告同性質太高。
課程安排稍顯緊湊。
如果可以維持一學期就好了…噓。
步調有點快，可能自己還有更加強。
希望能一直以這種方式上「水滸傳」，寫反
思。

可以開 3 個小時嗎？每次都覺得很想再說
一些…我會好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享受、
創造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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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詳細學習成效自評如表 2 所示。整體而言，量

(五)、學習成效自評表量化結果
學生在經過 4 次課程後，自覺最受到強化的前

化資料頗能呼應先前質性資料的呈現內容，且學生

3 項能力為反思、批判思考與多元觀點；最沒有感

認真投入程度大致良好，惟實際閱讀原典比例偏

受到強化的能力則是情緒管理、時間管理與領導知

低。

表 2 學習成效自評表及其他額外題項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排序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1

14. 這 4 次課程強化我進行反思的能力。

4.83

0.50

2

13. 這 4 次課程強化我的批判思考的能力。

4.83

0.44

3

15. 這 4 次課程拓展我的多元觀點。

4.64

0.67

4

10. 這 4 次課程增進我的團隊合作能力。

4.64

0.58

5

9. 這 4 次課程增進我的溝通技巧。

4.47

0.76

6

2. 這 4 次課程增進我公眾發表的能力。

4.47

0.64

7

20. 這 4 次課程提升我的整體成熟度。

4.42

0.68

8

3. 這 4 次課程提升我的創意思維。

4.39

0.64

9

19. 這 4 次課程提升我的心靈層次。

4.33

1.00

10

8. 這 4 次課程讓我交到好朋友。

4.31

0.74

11

11. 這 4 次課程深化我的道德判斷。

4.31

0.66

12

7. 這 4 次課程強化我的待人處事。

4.25

0.92

13

17. 這 4 次課程讓我更了解自己。

4.20

0.70

14

16. 這 4 次課程強化我的媒體識讀。

4.20

0.70

15

12. 這 4 次課程強化我的倫理實踐。

4.11

0.74

16

1. 這 4 次課程提升我的兩性相處能力。

4.11

0.70

17

18. 這 4 次課程激發我的潛在能力。

4.08

0.76

18

6. 這 4 次課程增進我的領導知能。

3.97

0.69

19

4. 這 4 次課程強化我的時間管理。

3.97

0.64

20

5. 這 4 次課程增進我的情緒管理。

3.44

1.07

學習成效 20 題自評平均分數

4.30

0.44

平均每週我花在水滸傳的時間有多久？（小時）

2.97

2.35

這四次上課我投入的程度如何？（%）

77.54

19.09

我閱讀水滸傳 40 回的比例有多少？（%）

44.57

22.66

四、討論

教室自主學習在課程設計上有不少值得推廣的
項目。例如：小組同學上台報告章回重點 1 分鐘，

(一)、課程設計上值得參考的項目

自問自答一個題目 1 分鐘，以及學習到的啟發與

從學生自評與課後回饋可知，這 4 次的翻轉

心得 1 分鐘。這樣的方式讓同學們在短時間內獲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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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量值得學習的議題，惟時間可能有些緊迫，

加學習效果。

須視學生學習狀況略加調整。

(四)、研究貢獻、限制與未來方向

由於課程設計涵蓋多項小組討論、溝通發表

由於經典課程主要的目標在啓發學生深度

與反思等元素，討論議題囊括倫理實踐、心靈層

思考與主動學習的態度，在反思日誌的書寫時，

次等多元觀點，因此同學們在成效自評上也充分

學生可以擁有高度的私密性與獨立性，提供了試

展現出課程設計下的學習效益。惟情緒管理、時

錯的機會與教師引導的空間，但翻轉教室教學操

間管理與領導知能等項目，可能因課程進行僅 4

作的開放性，是否可能反造成學生思考必須配合

次，且課程進行時尚未接近期中考階段，情緒與

教室氛圍，而產生標準化的危險（蔡瑞君，

時間壓力較不明顯，且又沒有重大任務需要發揮

2014）？倘若教師只關注學生的學習成效，此種

領導知能，故學生自評數值偏低。

課程模式操作中，教師可能迫使學生不能「失

(二)、反思日誌的執行效益

敗」。惟在這次的課程操作中，由於學生同時也

如同前言所述，反思作業的課程設計確實如

被賦予帶領課程的一部分角色，降低了必須配合

過去研究一般，帶來具體、豐富的學習效益（黃

教室情境的壓力，或可提供有此疑慮的教師在課

素妃、鄭宛宜、陳瑋、許佩蓉，2012；廖淑慧、

程設計上的參考。

張基成，2013）。不過本研究能有此成效，其中

本研究所收集的各項問卷資料雖非匿名，

一項可能原因是：教師集結優秀反思精華，並與

但從師生關係與學生質、量化資料判斷，學生應

同學分享自身觀點，因此同學之間能產生出更多

不致於為了迎合反思作業或課堂報告給分而誇

火花。在此情境下，同學所寫反思內容受到肯

大學習效果，然而課程是否具長期效益，仍須後

定，願意更努力撰寫更具深度的反思，同時也想

續研究探討。另外若批改作業時間允許，事前將

知道教師的看法。在這樣的良性循環下，同學們

反思作業精華上傳網頁，可能使課程進行更為流

的潛力與榮譽感不斷被激發出來，學習效益便不

暢，並達成更佳學習效果。本研究著墨於可供通

斷向上提升。因此，同樣執行反思日誌操作，仍

識教師採用的課程設計，但如何有效外推至其他

有值得探究的技巧與秘訣。

各種課程，有意執行翻轉教室自主學習的教師仍

(三)、課程設計的精進

須審慎評估。

本研究反思日誌執行方式為學生撰寫，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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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苦、欲望與解脫
──韓國電影《春去春又來》的佛法演示
嘉南藥理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顏銘俊

摘要

宗教與哲學二者，對人類的生活與文明，向來有著深遠的影響，但因其思維
成果經常過於龐雜、艱澀，以至於多數人們通常未能對它們興起自發的研究興趣，
因此，若能有一種確實可將二者的思維加以簡化呈現的媒介──無論其出以何樣
的形式，毋寧將有助於宗教與哲學的推廣與解釋工作。是以，全文以韓國電影《春
去春又來》為例，先依序對電影中「春」
、
「夏」
、
「秋」
、
「冬」四段主要故事，進
行一番縱向的精細分析；最後繫連整部電影的各種表現，予以總括的評述。既集
中說明了整部電影重點演示的佛法面向，如：
「心」的作用、
「苦」與「罪」的意
識、
「愛欲」與「煩惱」的關係、
「解脫」如何求得……等；對類此得以有效將宗
教與哲學的思維予以精煉地、簡要地呈現的影視作品，也表達了對後續更多有關
創作的期待。

關鍵詞：金基德、佛教、罪、苦、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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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t, Misery, Desire and Relief
-Buddha Dharma Demonstrated in a Korean Movie “Spring, Summer, Fall, Winter And Spring”

Part-time Lecturer Yan, Ming-chun,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ia Nan University

Abstract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have always exerted profound influences on human life
and civilization. However, due to its excessively complex and obscure thinking,
people seldom spontaneously make researches on or show interests in these two
topics. Therefore, a medium that can indeed use a simplified form to show thoughts
of the two, irrespective of the exact presentation mode, will undoubtedly benefit
promotion and explanation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takes a Korean movie “Spring, Summer, Fall, Winter and Spring” as the example. It
firstly makes a longitudinal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four stories described in the
movie-spring, summer, fall and winter in order, and then resumptively comments on
various kinds of expressions of the whole movie. In this way, diverse aspects of
Buddha dharma demonstrated in this movie are explained intensively, such as effect
of “heart”, consciousness of “misery” and “guilt”,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ire” and
“annoyance”, way of “seeking relief”, and so on. Finally, the author expresses an
expectation of future creation of films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that effectively,
refinedly and briefly present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Keywords: Ki-duk Kim, Buddhism, guilt, misery,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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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我們知道，在影響人類生活的眾多文化因素中，「宗教」與「哲學」堪稱分
居其二。知名的中國宗教學人呂大吉便曾言道：「宗教是一種歷史悠久、影響深
遠的社會現象，人們對它從小就耳濡目染，非常熟悉。」1有關「宗教」對人類
生活的影響，這番話自然是的當之論，無可挑剔；而有關「哲學」對人類生活的
影響，美國哲學工作者布魯克‧諾埃爾‧穆爾（Brooke Noel Moore）以及肯尼斯‧
布魯德（Kenneth Bruder）則在其所著哲學導論的暢銷書：《思想的力量》中不無
誇張的說道：

對發動一場革命來說，金錢和槍砲遠遠不夠；你需要一種哲學。戰爭根源
於一種哲學，或摧毀一種哲學的努力。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
無神論、人道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它們都是哲學。哲學孕育文明，同
時也終結文明。2

這種說法，乍看之下自然是聳動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意味一望即知，但若撥開
其修辭表現的辛辣外衣，將箇中觀點衡諸人類歷史的真實發展，則我們又不得不
承認：「哲學」對整體人類生活與文明創造，確實有其無遠弗屆的影響，縱使人
們常對此毫無自覺。

只不過，宗教與哲學雖對人類生活有著明顯且深刻的影響，但現實情況卻是：
除了少數專家學者、熱愛者或崇奉者以外，多數人在接受宗教與哲學的潛移默化
時，對二者各自結晶的深邃思考，卻往往僅是一知半解，並且是從根本上便萌生

1

呂大吉（2004），《宗教學通論》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51
（美）布魯克‧諾埃爾‧穆爾（Brooke Noel Moore）
、肯尼斯‧布魯德（Kenneth Bruder）著，李
宏昀、倪佳譯（2010），《思想的力量：哲學導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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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對之深入探究、詳盡理解的興趣。這自然與宗教、哲學二者所各自發展的思
維成果經常過於龐大且流於艱澀有關。因而，對有志推廣宗教與哲學，或已實際
從事相關推廣工作的研究者和教育者來說，如果能有一種確實可將宗教與哲學的
艱澀思考加以簡化呈示的作品──無論是文本形式或影音形式都好，無疑地，都
將有助於整體推廣工作的進行，至少是──有助於淡化宗教與哲學思維的艱澀本
質，提高其對一般思維受眾的感染力。而就筆者的涉略所及，本文所欲集中探討
的作品──韓國電影：
《春去春又來》
（韓語原名：봄 여름 가을 겨울 그리고 봄；
英譯：Spring, Summer, Fall, Winte... and Spring；中國大陸譯：
《春夏秋冬又一春》），
即是一個絕佳的示例。

韓國電影：
《春去春又來》
，是南韓導演──金基德（韓語：김기덕）的知名
作品。金基德，1960 年生於韓國慶尚北道奉化郡，是南韓影壇中頗具爭議性的
傳奇導演。他在實際從事電影工作前，並未受過電影製作的正規訓練，是一名全
憑興趣自學，且從拍攝業餘電影起家，而後逐漸斐聲南韓甚至揚名國際的奇葩型
導演。3他在國際影壇中素負盛名，作品經常出入各大國際影展；然而，在南韓
本國，不獨一般觀眾對其作品經常反應冷淡，就是專業影評人，對其作品也經常
褒貶不一，評價南轅北轍。4但《春去春又來》是其作品中的異數，於 2003 年推
出時，在南韓本國與國際上皆深獲好評；在台灣的大學殿堂上，也頗有教授生死
學、生命教育和哲學、佛學相關課程的老師，會在課堂上與學子們分享並解析此

3

（韓）鄭聖一在〈為何選擇金基德？〉一文指出：「金基德在公眾眼中顯得特別『突出』──
甚至可以說完全被誤解了。這種誤解一方面源自他的電影，另一方面則是由於他的特殊生活經歷：
在學歷至上的社會裡，雖然並非所有人都能夠進入大學學習，但金基德初中畢業後就停止接受教
育……在擁戴複雜訓練和系統培訓的忠武路制度圈中，一個幾乎沒接受過任何電影教育的人能成
為導演實屬罕見。」見（韓）金基德、鄭聖一等著，范小青譯（2011）
，
《野生，金基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3。
4
范小青在〈晤會金基德〉一文指出：「金基德，恐怕是古今中外評價差異最大者中的一位。在
韓國大眾眼裡，金氏無疑是異類，是譁眾取寵、一時得逞的跳樑小丑。而在西方，金基德儼然是
登得大雅之堂的的韓影主力，甚至是東方美的又一代言人。……他曾口出狂言地駁斥韓國媒體：
『你們將在若干年我死後爭相觀看我的電影，並積極推翻現行定論。』一個人如若能讓一個民族
或說一個時代集體反思，無論結局何如，他的影響力無疑是偉大的！」見（韓）金基德、鄭聖一
等著，范小青譯（2011），《野生，金基德》，頁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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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作品的創作意涵。因為該電影的整體呈現，著實寄寓了極深刻的佛教哲理，可
供觀眾細細咀嚼玩味，從中獲致關乎現實生命暨人生真相──佛教所主張者──
的真實智慧。

整部電影的敘事手法極為簡單，由一位老僧與其自小養育的小僧間的一系列
互動串起，基本上是以小僧的人生經歷及相應的心境轉折──包含其在老僧的應
機點化下，相應展現出來的心境變化──作為故事的主軸，並以小僧的人生進程
為區分，前後演述了共四個段落的主要故事，即：「春」、「夏」、「秋」、「冬」四
個故事。於四個主要故事演述完畢後，又有一段作為電影結尾的、同樣名之為「春」
的歷時極短的故事呈現，一方面在形式上呼應了電影題名：
「春去春又來」
；一方
面也在內容上使得整部電影的思想主題，獲致了一種堪稱圓滿的表達。據此，本
文以下對此部電影的解析，便先依據電影故事的開展次第，依序說明「春」
、
「夏」、
「秋」、「冬」、「又春」5五個故事段落的基本表現暨其在思想上的可能蘊含；最
後再針對整部電影的哲理呈示予以總評。

二、「春」的故事：佛教人生觀的基本立場──「苦」、「罪」意識的托出

電影《春去春又來》，在「春」的故事一開始，便向觀眾明白宣示了整部電
影的敘事基調。首先，在一處定格鏡頭的聚焦下，一座矗立於湖水之上的寺院山
門，隨著配樂的悠悠響起，驀地打開。在兩葉門扇的緩慢推展間，電影拉開了寧
靜的序幕。隨之，在蓊鬱群山的包圍下、一座近似橢圓形的碧綠湖泊中間，漂浮
且精緻的電影主場景──那是兩位電影男主角平日生活的起居之地，一座漂浮在
湖水上的木造小屋，在電影中，它顯然是一座小型且漂浮的廟觀──映入眼簾。
其間，聲部上搭配精簡且旋律極其簡單的配樂徐徐流淌著，為整部電影渲染了一
5

在電影中，仍只標名為「春」，本無「又春」之名。本文在論述中將之標名為：
「又春」，是為
了區別於電影起首的「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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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平緩、寧謐的氣氛；且這種氣氛從頭到尾瀰滿著整部電影。

在「場景」與「道具」上的細節，都是觀賞這部電影時不容錯過的，它們寄
寓著導演與製作團隊的苦心孤詣。就以開場的那座「山門」來說，它是一個開放
的構造，門框的兩側與上方，別無牆垣連接，也就是──電影中的人物，完全可
以不必從這座山門通過。只要他們願意，繞過山門輕而易舉，且同樣能到達目的
地。但這樣的場景設計會是沒意義的嗎？答案不言可喻。且無獨有偶，同樣構造
的「門」，還出現在作為電影主場景的漂浮廟觀中，身為主角的老僧與小僧，在
一般情況下，都會理所當然的打開廟觀裡那扇其實可以直接繞過的「門」──依
場景的格局推敲，這扇門應是作為「房門」而存在的──進入廟觀一隅（鏡頭前，
通常出現在觀眾視線的左方），或夜裡夢寐，或清晨寤醒，都得規規矩矩推開門
扇，然後煞有其事穿越門框，絕不從門框兩旁逕自繞過，視「門」如無物。那麼，
作為這部電影裡的特殊場景之一──「門」，究竟寄寓了何樣的思想意涵呢？筆
者以為，當「夏」的故事裡，此種構造特殊的場景終於唯一一次失去作用時，其
寓意便會在觀眾心中自然而然開顯。在此只先點出：在這部電影中，此種別出心
裁的場景布置與道具運用，比比皆是，在深入解讀整部電影的哲理呈現時，切不
可或漏，即便每個人的解讀未必一致。

「春」的主故事，起於小僧的百無聊賴。鎮日生活在漂浮的廟觀中，雖然能
坐對湖心周遭的清幽景致，但陪伴著小僧的，只有慈祥、少言的老僧，以及一條
活蹦亂竄的小狗。觀眾可以看到小僧追著小狗，繞著狹小的廟觀嬉戲、跑鬧；可
以看到小僧搖起木槳，兀自駕著溝通湖心與湖岸的小舟，在湖中任意來去、往還
穿梭；更可以看到小僧視廣袤的湖泊為便斗，向著澄靜而碧波浮盪的湖水恣意撒
尿。但觀眾很快便可以理解，這一幕幕畫面所想傳達的、屬於小僧的情緒：一種
無所事事的無聊。是的，就是無聊。雖然海闊天空，雖然無拘無束，但──就是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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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聊。因為無聊，所以必須排遣、必須找樂子，於是「春」的故事主題，便被自
然而然帶出了。小僧找樂子的方法很簡單，但乍看之下，卻令人意外。他在闃無
人煙的山林裡，隨手撿拾地上的小石子，將之依序綁縛在山澗中的「小魚」、山
澗邊的「青蛙」以及山徑中的「蛇」身上，以觀看牠們的窒礙難行取樂。他這種
似乎漫無目的的行為，以及行為過程中的歡天喜地，都被悄悄緊隨在後的老僧看
入眼裡。老僧雖是搖頭無語，但已決定，必須出手對小僧的行為有所導正。

老僧對小僧的導正方法很簡單。他仿照小僧的做法，找了塊較大的石頭，趁
夜裡小僧酣睡時，將它綁在小僧的身上。待到晨光降臨，只見老僧好整以暇，將
廟觀裡、佛座上的「佛像」拿下，一邊等待小僧甦醒，還一邊以毛筆擦拭著「佛
像」上頭的塵埃。當小僧轉醒後，很快發現自己舉步維艱，且身上莫名綁了塊大
石頭。小僧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連爬帶走、步履艱難，終於走到老僧身邊，懇
求老僧解下他身上的大石頭。而老僧明白點破他對三隻小動物施加的對待後，反
問到：如果他都受不了身上綁縛的石頭，那麼魚、青蛙和蛇怎麼受得了？然後老
僧指示小僧，必須將三隻動物都找出來，為牠們拿下身上的石頭，這樣老僧就會
放過他。其間，老僧對小僧正色說道：「要是有任何一隻動物死了，這塊石頭將
壓在你心上，直到你死為止。」隨後小僧一路顛簸，回到山林中逡巡、搜找，他
終於將三隻動物都找到，然而──卻只有青蛙還活著。而屬於「春」的故事呈現，
便在小僧那陣懺悔而嘶厲的哭聲中，漸趨收結──帶著股悠長而難掩悲切的落寞
情調。

在這段前後僅二十分鐘的故事裡，顯然有幾點呈現是值得觀眾玩味的，以下
分述之：

（1）小僧將小石頭綁縛在三隻動物上取樂的行為，自然是不可取的。然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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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在行為當下，是否明確意識到其行為的本質呢？也就是──他正在無端加諸痛
苦給他者，而他者也正無端承受其加諸的痛苦。對此我們或可有兩種理解：（i）
認為小僧並未意識到此，他純粹是為了排遣、為了找樂子；
（ii）小僧也許並未明
確意識到自我行為的本質，但這卻適可說明：
「人性本惡」──至少是說明：
「人
性有惡」，並且隨時可能外顯於行為的施設之上，不管行為主體是否意識到這一
點。但無論觀眾採取以上何種理解，這段呈現都托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念，那就是：
痛苦。痛苦，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種難以避免的、無限切近的感受，只是任何
人面對此種感受、回應此種感受的方式都不同。但更重要的是：痛苦意識，是與
佛教直接相關的。正是佛陀釋迦牟尼對痛苦意識的鮮明領受與深層省思，導致了
佛教的肇建，也決定了佛教思想者們，在構想宇宙真相、闡明人生真諦以及尋求
生命本質的轉化時，所採取的、最原初的思維進路。關於出身印度王家的佛陀，
緣何出家修行甚至最終創立教說的因由，一說是因為尚為王子的佛陀，於田野間
目睹貧農勞苦不休、眾生（不獨「人」為然）交迫相殘；一說因為佛陀在出遊時，
親見老者龍鍾艱苦、病者苦疾糾纏、死者形容變色，因而感悟人生無常。6並且，
正是因為佛陀對生命的苦痛現實特別重視，因此，在佛陀基本揭櫫的「四聖諦」
教法中，便以「苦的滅去的途徑」──也就是「道」諦為壓軸。7可以說，引導
眾生獲致生命苦痛的根本解脫，本是佛教立教的根本目的；而相反的，尋求生命
苦痛的根本解脫，也正是一般佛修者和佛教徒們皈依佛教的主要契機。8顯然，
在「春」的故事裡，導演便是以小僧將小石頭綁縛在三隻動物上的簡單情節，體
現了「痛苦」意識在佛教生命觀中的根本位置。其所傳達的創作意念即是：但凡
有情眾生，都是在有意無意間，加諸痛苦給他者；從而，也都在有意無意間，承

6

以上簡述佛陀出家、創教的理由，參自印順（2005）
，
《印度佛教思想史》
（新竹：正聞出版社）
，
頁 11。
7
參吳汝鈞（2011），《佛教的當代判釋》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頁 195。
8
吳汝鈞便指出：「宗教的契機，就是所謂 religious moment。這個 moment，不是時間的意味，
而是契機的意味。就是說 religious moment 指一些因素，讓我們需要有宗教信仰。」、
「『罪』是
基督教講的宗教契機，
『苦』是佛教講的宗教契機，『天理人欲』的『人欲』是儒家講的契機。」
見吳汝鈞等著（2013），《空宗與有宗：佛教判教的對話詮釋初續》（台北：台灣學生書局），頁
53、6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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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著他者所加諸的痛苦。並且，在這部分的呈現中，「石頭」作為一種電影中的
道具，顯然既可較淺顯地表徵一種有情眾生的切近感受，也可較深層地表徵一種
與佛教相關的宗教概念，亦即：「苦」。

（2）如上文所言，老僧為了導正小僧的偏差行為，對小僧採取了一種「以其人
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教誨後，還向他說道：「要是有任何一隻動物死了，這
塊石頭將壓在你心上，直到你死為止。」顯然，透過老僧對小僧的這段訓示，電
影又為觀眾揭示了一個與痛苦意識相關的，對許多人而言同樣難以迴避，並且也
同樣無限切近的生存感受，那就是：罪業意識（亦即：罪惡意識）
。所謂「罪業」
（梵語 nigha）
，意指由「身」
、
「口」
、
「意」三業所造的罪惡。簡單說，即是一種
負面性質的業力，是一種與「善業」相反的「惡業」；9且依佛教唯識家的說法，
「罪業」一經造作，便會與其他任何性質的業力一般，都潛藏在「八識」──即
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等八種心識──中的「阿賴耶識」裡，
10

並非剎時造作後便能立即消失的，而是會成為一種潛藏的力用，待到因緣成熟，

便會進一步影響有情眾生的生存情態和現實遭際，無論屬於今生的或來世的。11而
《春去》這部電影，正是透過老僧之口，明顯傳達了：在一邊加諸痛苦予他者的
同時──無論是有意或無意，眾生便是一邊造就了罪業；並且所造就的罪業也並
不會消失，而是會繼續積累在罪業造作者的「心」上。這自然與唯識家的主張有

9

參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編（1998），《佛光大辭典》第 6 冊（高雄：佛光出版社），頁 5563。
此處有關「罪業」與其他任何性質的「業力」都會潛藏於阿賴耶識的說法，是筆者所作的一
種通泛說明。實際上，
「業力」之潛藏於阿賴耶識，依唯識教說的建構而言，中間尚有「熏習」
作用和「種子」觀念作為理論聯結的橋樑。如吳汝鈞所指出的：
「阿賴耶識中攝藏種子，而種子
相續不斷的起作用，造成七識的現行，這念念都是妄執，而其業用的餘勢又復熏成種子藏於阿賴
耶識中……」見吳汝鈞（2012）
，
《唯識哲學》
（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頁 13；又：
「善
或惡的行為過去後，其餘勢對第八識有熏習作用，熏習而成種子，同時也潛藏在第八識中……」
見吳汝鈞（2011），
《佛教的當代判釋》，頁 274。
11
如《成實論》便指出：
「是業雖滅，而能與果作因，不言定知，如在紙上。罪業亦爾，以此身
造業，是業雖滅，果報不失。」見姚秦‧鳩摩羅什譯：
《成實論》
，台北：新文豐，1989，頁 148；
印順也概括地指出：
「業力是佛法中最主要的論題。眾生種種的差別，獲得自身行為應得的結果，
都建立在業力之上。……業，雖剎那間過去，而招感後果的力用還是存在。這『業力的存在』，
是身口行為所引起的，是生起後果的功能。」見印順（2003），《唯識學探源》（新竹：正聞出版
社），頁 14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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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呼應。從而，自「春」的故事開始便明確出現的「石頭」，就不僅表徵了如上
文所言的、「苦」的概念而已，更表徵了「罪」的概念。且究其實，「罪」、「苦」
二者又是緊密相關的，只因為：罪業意識本為痛苦意識的一種型態，在佛教義理
中，
「苦」原是比「罪」更具根源性的概念。12「春」的故事最後，小僧在終於尋
獲三隻小動物且發現其中有兩隻（魚、蛇）經已死去的當下，深切意識到自己所
造之罪業而嘶聲痛哭的悲慟表現，正說明了「罪業」意識是與「痛苦」意識相連
的。罪惡的造作，最終會以苦痛的形式，返歸罪惡的造作者自身，由造作者承受。
此種深意，在《春去》這部電影裡，還將有相應而深刻的呈現。本文便留待下文
處理。在此僅先點明：
「石頭」作為電影中的道具，同時寄寓了佛教思想中的「罪」
與「苦」兩層意涵。

（3）同樣是老僧的那段話：
「要是有任何一隻動物死了，這塊石頭將壓在你心上，
直到你死為止。」這是電影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通過人物的對白，托出了「心」
這個概念。「心」的概念之於佛教，有其根本上的重要性。在以四部《阿含》為
代表的原始佛教裡，重「心」的義理傾向已極為濃厚，無明乃至老死的「十二因
緣」說，便能證明此點；其後大乘佛教裡的「瑜伽宗」（相應於中國佛教裡所謂
的「唯識宗」
、
「法相宗」）
，更將此種重視「心」的基本思維充其極，成為佛教重
「心」思想的集大成者。13故佛教頗有「三界唯心」之說，認為全部世界（含：
欲界、色界、無色界）暨其展布的森羅萬象，皆是眾生心念所造。14如《華嚴經‧
十地品》便說：「三界所有，唯是一心。」15又如《成唯識論》也指出：「如契經

12

參吳汝鈞等著（2013）
，《空宗與有宗：佛教判教的對話詮釋初續》
，頁 76-77。
楊惠南便指出：「以四阿含為代表的根本佛法，乃大、小乘一切經論的本源，卻有著重『心』
傾向；無名乃至老死等十二支的業果源起論，即是這種傾向的最佳說明；心或識，成了佛法中最
重要的概念之一，瑜伽宗，即是此一重『心』思想的集大成者。」見楊惠南（1998）
，
《佛教思想
新論》
（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頁 129。
14
如《佛光大辭典》
「三界維心」條解釋到：「謂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所有現象皆由一
心之所變現。全稱三界唯一心。即心為萬物之本體，此外別無法，凡三界生死、十二緣生等諸法，
實是妄想心所變作。」見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編（1998），
《佛光大辭典》第 1 冊，頁 586。
15
唐‧實叉難陀譯：
《華嚴經》，台北：圓明出版社，1991，頁 11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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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三界唯心。」16至於被佛教視為「三毒」、「三垢」、「三火」或「三不善根」
的「貪」
、
「嗔」
、
「癡」三種無明，更是因為「心」念緣諸外境而生起的、諸種苦
痛煩惱的根源，被認為是眾生欲追求根本解脫時，所需徹底斷除的「根本煩惱」。
17

而佛教僧伽的基本修行，也是以「定心」為要，佛經中所謂「三昧」
，即是「定

心」的意思，指「心」意集中，專注於一境，也就是一般所謂的「禪定」修行。
18

因此「定學」又稱「心學」
。19凡此種種，皆可說明佛教對「心」的重視。在《春

去》整部電影的呈現中，表徵「心」的物事，更可謂俯拾即是。

以「春」的故事來說，當老僧在夜裡將大石頭綁縛在小僧身上後，在清晨那
段等候小僧醒來的短暫時光裡，老僧將廟觀裡的佛像搬下，用毛筆加以擦拭的表
現，便與「心」的概念有關。這尊佛像，平時被安放於廟觀裡、佛壇上的一張圓
形石造佛座上頭。這張佛座除了可以安放佛像外，在正中央用以置放佛像的石製
底座周圍，有圍繞著石製底座的、鏤空的環形凹槽可以儲水，讓色彩斑斕的魚兒
可以悠游於儲水的凹槽間。因此，每當電影的鏡頭拉近以俯視佛像和佛案時，觀
眾便可以看到一個被精心設置的場景：一尊靜謐的佛像，置身在魚與水的環繞中。
這整個場景的可能寓意，筆者將在下文有所說明，在此先將思考集中在「佛像」
的寓意身上。電影的表現是：老僧在搬下佛像後，兀自拿著毛筆擦拭佛像身上的
灰塵，與此同時，小僧醒來，然後老僧開始了對小僧的教誨。顯然地，佛像在此
正表徵了「心」
，特別是──小僧的「心」
。而「佛像」之蒙塵，便代表著小僧的
心念有所偏差；從而，老僧對「佛像」的擦拭，便代表著老僧對小僧心念的導正。
可以說，這整段表現都是象徵性質的。並且，不獨「春」的故事如此，這尊廟觀
中的佛像，在「夏」
、
「秋」
、
「冬」的故事裡都還會陸續出現，在每段呈現中，都
更能彰顯其表徵「心」之為物的敘事功能。此部分留待下文分說。
16

唐‧玄奘編譯：《成唯識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491。
任繼愈主編（2002），《佛教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頁 96。
18
參任繼愈主編（2002）
，《佛教大辭典》
，頁 96。
19
印順指出：
「三昧即定心；定學或稱心學……」見印順（2003），《佛法概論》（新竹：正聞出
版社）
，頁 118-11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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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以上三點說明，我們不難看到，通過「春」的故事，電影已將佛教的基
本生命觀，予以概括地呈示。電影以小僧對三種動物施加的痛苦，托出生命的苦
痛本質；同時，也以小僧對三種動物施加痛苦所造作的罪惡，托出佛教的罪業觀。
可以說，在佛教的視野中，眾生皆乃無時不刻在造作並承受著「苦」與「罪」的
存在，這構成了佛教追求解脫道的終極關懷；但解脫目標的達致，又應以何樣的
具體存在作為實踐的基礎呢？同樣在「春」的故事裡便加以托出的、「心」的概
念，呼應了佛教對此一問題的回應。並且，「苦」、「罪」意識由「石頭」加以表
徵；「心」的存在由「佛像」加以表徵，此種表現手法既在「春」的故事已確然
定調，則在電影其後的敘事中，將益加對此有所深入地發揮，便是可以預見的了。

三、「夏」的故事：「愛欲」與「無明」（即：煩惱、愚痴）的演示

在「夏」的故事中，小僧已從愚騃的稚童，成長為一名英挺的青年。故事的
一開始，鏡頭便以青年小僧被山徑上一幕極尋常的生命景觀牢牢吸引的畫面，揭
開「夏」的故事的主題──那是正值發情期的蛇，在山徑上虯結滾動、纏綿交配
的景象。隨之，電影鏡頭以俯瞰的視角，捕捉到一對不知名的母女二人，正從山
下迢迢而來。隨後，本在山上俯瞰的小僧前往迎接。原來，那位年輕女子身體抱
恙，她的母親特地帶她前往老僧和小僧棲居的山中廟觀長住，冀望藉此讓女子調
理身心，裨益病體痊癒。當女子的母親拜別老、少二僧，電影便為原自單純的山
中廟觀，既添入一位異性，也添入一個變數。

值得注意的是，在「夏」的故事裡，廟觀裡的動物成員與「春」的故事已有
所不同，那就是：除了石造佛座裡悠游的魚兒以外，本在廟觀外陪伴幼年小僧的
小狗，悄悄被一隻大公雞取代了，牠的頭上頂著一簇火紅的雞冠；且即便不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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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的觀眾，也應該會發現到，在整部電影中，「春」、「夏」、「秋」、「冬」、「又
春」等五段故事的呈現，都為那座寧靜的漂浮廟觀，與經年棲居其間的兩位僧侶
主人公們，準備了石造佛座裡的魚兒以外的另一種小動物。「春」是小狗；「夏」
是大公雞。至於「秋」
、
「冬」
、
「又春」的小動物為何？下文將有所交代。但我們
可以合理的推敲到：整部電影為每段故事所著意安排的小動物，理應也是有其特
殊寓意的，同樣是電影主創們匠心的展現。這是觀眾從「春」的故事看到「夏」
的故事時，理應可以敏銳察覺到的；而另一個值得觀眾留心的電影表現則是：下
雨。在「夏」的故事裡，從年輕女子開始在廟觀裡與老、少二僧同住後，電影裡
的場景，便時常是雨景；且與此相關的是，由於不斷的下雨，那座漂浮廟觀所置
身的山中湖泊，水位也會明顯越見高漲、氾濫。這樣頻繁的雨景安排，自然可以
僅表層地理解為是電影有意凸顯「夏」季的節氣特色，於是雨景的布置承擔了此
種功能。然而，此種安排會否還有其他更深層的寓意呢？

當年輕女子與老、少二僧開始在夏雨綿綿的山間同住後，青年小僧很快便壓
抑不住自己對女體的好奇。觀眾可以看到，小僧會在女子於廟觀裡入睡時，或在
兩人於山澗裡戲水的過程中，屢屢情不自禁地探索或碰觸女子的身體。而年輕女
子面對小僧的蠢動時，雖都斷然予以拒絕，卻始終未發為明顯的反感，反而與小
僧交情愈厚。最終，小僧成功地領著女子在山澗邊發生了關係。自此以後，兩人
間的情欲一發不可收拾。他們不獨會在深夜裡趁老僧熟睡，大膽在廟觀中調情、
歡愛；更會在老僧入睡後，搭上那隻僅有的木造小舟，在群山圍繞的湖泊間螁盡
衣衫、在晨光初綻的天穹下忘情交媾。電影中饒富深意地在小僧與女子的欲望恣
意橫流後，將畫面切換到小僧的一隻黑色鞋子上，裏頭不知何時已盛滿水，鞋子
兩旁，是小僧與女子正在綠意盎然的山澗邊，愜意地並肩而坐。然後他們倆無來
由地各抓起一隻小魚，放進那隻盛水的鞋子裡，其間小僧一句：「我見不到你就
發狂，我是怎麼了？」道盡兩人間愛戀的狂熱。最後，在「夏」的故事尾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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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與女子在小舟上發生關係後，依偎著甜然入睡，全然不知隨著黎明昇起，醒來
並悠悠步出廟觀的老僧，已將小舟上的男歡女愛看入眼底。但老僧不慍也不語，
只是淡定地將他們喚醒，並在確定女子的病體已然痊癒後，請女子離開廟觀，下
山回到塵世。熱戀中的男女自然依依不捨，但老僧卻向小僧告誡到：「淫念會引
發佔有慾，然後喚醒殺生的念頭。」隨後便堅持地將女子送下山去。但小僧的心
靈為此無法平靜，最後他選擇在老僧看似入睡後，離開自小成長的廟觀──帶著
廟觀中的那尊佛像，以及「夏」的故事裡，那隻頂著火紅雞冠的大公雞。從而，
那隻大公雞在山林中、藍天下恣意走動的身影，也就成為了「夏」的故事的收幕
畫面。

同樣的，在「夏」的故事裡，亦有以下幾點表現，是值得觀眾著意咀嚼的：

（1）
「夏」的故事，基本上是以青年小僧深陷男女情愛而無法自拔，作為表現的
重點。撇開電影中那些含蓄而簡短的性愛畫面不談，整個故事所圍繞的，毋寧便
是「愛」這個主題。我們知道，「愛」這種情念之於有情眾生──此指未經佛教
修行而得正覺的、一般有情眾生所慣常生起的愛染的情念──從原始佛教的立說
開始，便常被定義為是一種必須被檢討、被捨離的愚昧心理。20如一般被認為保
留了最多佛陀教法的《雜阿含經》便明確指出：「於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結
所繫，長夜輪迴，不知苦之本際。」21箇中所言，即明白表現了對愛染之情的否
定。須知，佛教所謂「無明」，即是「煩惱」的別稱。它以「愚痴」為自相，既
可泛指一種無智、愚昧的心靈，也就是無法通達真理、洞曉事象本質的精神狀態；

20

關於「愛」這個詞彙，在佛經中實有種種面向各異的複雜意涵。據吳汝鈞先生的研究，至少
可總攝為「汙染義的愛」與「德性義的愛」（不汙染或少污染的愛）兩大類。其中各種「汙染義
的愛」
，都表現為一種執著，是有情眾生之妄情妄識的表現。這種「汙染義的愛」
，是作為染著因、
生死本的「愛」，是應該被超越、被否定的。因此，「愛」的否定，也就是所謂「斷愛」
，是佛教
修行者欲通達解脫之道時，在工夫歷程上的一個關鍵點。參吳汝鈞（2000）
，
《佛教的概念與方法》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頁 287-289。而本文此處所指的「愛」
，便相應於吳氏所謂「汙染義
的愛」
。
21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印順編：
《雜雜阿含經論會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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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特指一切不理解佛教道理的世俗認識。22而「煩惱」又直接肇致生命的苦痛
現實。因此，「無明」即是「苦」的根源，是「苦」的所從來。從而，欲自生命
的苦痛中有所解脫，最根本的實踐，便是得擺脫「無明」。而依《雜阿含經》所
示，
「無明」與「愛」之間，有著極緊密的關聯。也就是：有情眾生因為「無明」
──也就是愚痴──所以容易為情愛所繫縛。23更進一步的：因為受情愛所繫縛，
又會反過來加重「無明」的狀態，繼續厚積生命中的苦痛質量。此所以「愛」是
必須被檢討、被捨離的。更細部地說，有情眾生一旦對特定對象生起情愛的念頭
──無論是對己、對人、對事或對物──那麼，便難以避免被上文所曾提及的、
佛教所言的「三毒」所糾纏了。

作為「三毒」的「貪」、「瞋」、「癡」，即是「貪欲」、「瞋恚」、「愚癡」三種
煩惱（即：無明），依佛教教義，這三種煩惱通攝三界，能令有情眾生長劫受苦
不得出離，所以特稱「三毒」
。24當青年小僧在「夏」的故事中墮入男女情愛的深
淵時，其對年輕女體的不自覺興趣，與對男、女間歡愛的不自覺追求和沉溺，不
正表現了小僧已陷入「貪欲」這種無明煩惱的糾纏嗎？又：當小僧與年輕女子情
焰狂燃後，其面對女子所疑惑自詰的那番話：
「我見不到你就發狂，我是怎麼了？」
不也表現了小僧已身陷「愚痴」這種無明煩惱的糾纏嗎？至於，小僧會否進一步
因為對年輕女子的熾烈情愛，陷入「瞋恚」這種無明煩惱的糾纏呢？「秋」的故
事顯然會給予肯定的回答，此部分留待下文說明。但顯而易見的，「夏」的故事
的表現主題，便是欲以小僧和年輕女子間的男歡女愛，表徵有情眾生因受愛染的
繫縛，因此生起無明煩惱──包含「貪」
、
「嗔」
、
「癡」三種根本煩惱──從而難
以從苦痛中解脫出來的生命真實。這一點，無疑是在解讀「夏」的故事時，最應
根本把握的深旨。

22
23
24

參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編（1998）
，《佛光大辭典》第 6 冊，頁 5094。
參印順（2003）
，《佛法概論》，頁 79-80。
參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編（1998）
，《佛光大辭典》第 2 冊，頁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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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文已提及的，在「夏」的故事頻繁出現的雨景運用，托出了電影以「水」
這種大自然元素所進行的隱喻。「夏」的故事正如上文所言，是以小僧深陷男女
情愛、對女子愛情與肉體的渴求作為主要表現。細膩且較具觀察力的觀眾，應會
發現：電影中，每段小僧情不自禁碰觸女體、試探女子回應的呈現，都與「水」
有關。不是在女子因連綿陰雨而橫陳在廟觀裡熟睡時，便是女子被小僧帶至山澗
中戲水時；甚至於，在小僧下決心帶著女子前往山澗邊發生關係前，電影鏡頭所
聚焦的，是小僧獨自划著小舟在湖中焦灼地原處打轉，充分展現出小僧已因對女
子的慾望難以遏制而焦躁不安。然後他突然跳下湖泊，游向正在廟觀邊沿上因看
著自己離奇舉動而錯愕、緊張的女子，一把將她拉下湖泊後，再由全然濕身的自
己，帶著全然濕身的女子爬上小舟，然後兩人便前往常去的山澗邊，依傍著身邊
兀自流淌不息的溪水，忘情地歡愛。可以說，從兩人因「雨水」或「溪水」的局
部濕身，到因「湖水」而全然濕身，到終於在「溪水」邊恣意交歡，這一系列表
現所欲影射的，正是從兩人間情欲的漸次高漲，到終於無法遏抑地失控與宣洩的
發展。因此，「水」這個被電影主創們著意運用的元素，在電影的表現中，顯然
代表著有情眾生的「欲望」
，也可以說──相應著「三毒」中的「貪欲」
。而小僧
與女子在欲望一瀉千里前，因「跳入」與「跌入」湖水而沒頂、濕身的表現，便
表徵著有情眾生經常被「欲望」淹沒、宰制而無法自拔的生存實態。

（3）
「水」象徵欲望，乃作為「三毒」的根本煩惱之一，但生命很難離卻欲望，
且欲望實則也會為人帶來快樂，這在電影中有明顯的呈現。正如小僧與女子在「夏」
的故事中從欲望發萌後的最初試探，到最終欲望得遂，這中間不能不說欲望有為
他們帶來快樂。上文已提及的那處饒富深意的畫面：小僧的一隻鞋子裡盛滿水，
小僧與女子各抓了隻小魚放進鞋子裡，便明顯暗示著男女間的「魚水之歡」；並
且，所謂「魚水之歡」一語，字面義即是最單純地表示著：「魚」因為得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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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其中的「水」而歡樂。這便進一步說明了，象徵著欲望的「水」，對「魚」
而言實則是不可或缺的。再繫連到上文已提及的廟觀中那處被精心設置的場景：
「一尊靜謐的佛像，置身在魚與水的環繞中」，加上本文已基本分析出的，「水」
乃欲望的表徵，而「佛像」乃「心」的表徵，則我們便可推敲出：「魚」在整部
電影中，實則便表徵著時刻離不開「欲望」，會因「欲望」的滿足而得以生存、
獲致歡樂的有情眾生──特別是：
「人」
。人會因著「慾望」的滿足而得以生存、
獲致歡樂，這本是一種無庸置疑的現實，就以人的飲食、男女兩大根本欲望而言，
沒有了食欲的滿足，人們何以維持生機、獲致發動各種行為的活動力？沒有了性
欲的追求，人們又何以能交媾精、卵，從事無休止地傳代繁衍？因此，「一尊靜
謐的佛像置身在魚與水的環繞中」的畫面，即是說明著：
「人/魚」本是一種離不
開「欲望/水」的、會因為「欲望/水」的滿足而得以遂生且獲致幸福感受的存在。
然而，依佛教而言，「欲望」又確實是會加深生命苦痛的、最根本的無明煩惱之
一，這就像「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一樣──且這層道理在電影中其實亦
有相應的呈現。那就是：當老僧發現恣情歡愛後橫陳在小舟上依偎沉睡的小僧與
女子時，電影所精心安排的老僧喚醒他們的方式，便是先將小舟緩緩拉近，然後
將小舟底部的水栓旋開，讓湖水慢慢從船底流入小舟，直到舟中慢慢增加的冰涼
湖水，漸次浸透沉睡中的小僧與女子，他們倆才因為湖水的冰冷而甦醒，而後因
擔心小舟沉沒，慌張地試圖用雙手將仍不斷注進小舟的湖水盛倒至湖泊中。這不
正是呼應了適才所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欲望」雖能支撐人們的生存
與帶給人們歡樂，但同時也將加深生命之苦痛的理解嗎？然而，人們應以何樣的
實踐去擺脫此種生命的現實呢？自然仍繫之於在「春」的故事裡已然揭示的、
「心」
的存在了。於是，「佛像」置身在「魚」與「水」的環繞中，便基本上象徵著整
部電影的根本哲理之一：有情眾生（由「魚」象徵的）──特別是「人」──是
依於「欲望」
（由「水」象徵的）以生以樂又以苦的存在，唯有通過「心」
（由「佛
像」象徵的）的轉化，才能獲致根本的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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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文已說明，在電影中出現的「門」，如湖岸邊的「山門」、廟觀中的「房
門」，都是一種開放式的結構，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從門側直接繞過那些無法真正
隔絕內、外的「門」。然而，在電影中，這種「門」至少在「春」、「秋」、「冬」
三個故事裡，都是全然有作用的，所有電影中人物，完全都會規矩地從這些「門」
進出、穿行，只在「夏」的故事裡曾出現過一次例外。在「夏」的故事中，由於
廟觀裡添入一位異性成員，在場景的布置上，也極合理地為廟觀裡多添置了一扇
「房門」
（鏡頭前常是出現在右側，與老僧、小僧進出的那扇位於左側的「房門」
相對）
，無論老僧、小僧或女子，基本上都會規矩地使用「房門」
。直到小僧與女
子終於發生關係後，在一次夜裡，趁老僧已熟睡時，女子又招睞小僧到其房內歡
愛，性急的小僧終於顧不上平日裡規矩進出的「房門」，直接便從「房門」旁爬
過。由此可見，「門」之為物，在電影中所代表的，顯然是存在於人們心中的、
基本的道德意識，甚或是──佛修者理應持守的戒律。當電影中的人物還願意規
矩地進出這些「門」時，代表著道德意識或佛門戒律仍在電影中人物的心裡發揮
著作用；而當電影中人物視「門」如無物時，便反映了道德意識或佛門戒律在當
下已泯失其功能，無以約束行為主體發乎合理的行為。當慾火焚身的小僧無視「房
門」的存在，眼裡、心底只剩欲望的對象時，電影所欲表現的，即是「欲望」對
「道德」的勝利，或者甚至是──「欲望」對佛門戒律的勝利。

除此之外，「欲望」對道德意識或佛門戒律的衝擊，也透過電影鏡頭，表現
在湖岸邊那座規模較大的「山門」上。由於在「夏」的故事中不斷下雨，山中湖
泊的水位自然會益加高漲，於是觀眾在「夏」的故事開頭也許還看不到，在「春」、
「秋」
、
「冬」的故事裡同樣也看不到，卻會在「夏」的故事中，從小僧與女子雙
雙落入湖泊而全然濕身後，決意相偕至山澗邊歡愛時，當電影鏡頭再次轉移至「山
門」上時，觀眾們便會發現：湖泊的水位竟已悄悄漫過「山門」所在的湖岸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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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約「山門」的三分之一高度，於是正偕手欲離開湖泊進入山間的小僧與女子，
便得半身浸水地推開「山門」
，然後在湖水漫漶的湖岸陸地上涉水行走。可以說，
在這段簡短的表現裡，
「水」位的高漲正表徵著男、女間「欲望」的勃發；而「水」
潦的氾濫「山門」與漫漶周遭的湖岸陸地，正表徵著「欲望」對道德意識或佛門
戒律的當下屏蔽與踰越。

（5）同樣與「水」的高漲有關，在「夏」的故事裡還有一處值得觀眾注意的表
現，它發生在電影的主場景──湖泊中的那座漂浮廟觀上。本文在描述這座湖泊
上的木造廟觀時，自始即以「漂浮」形容之，這是為了相應於它在電影中的相關
表現，也就是──這座廟觀置身在湖泊中央，並且是會移動的。在「夏」的故事
裡，觀眾會第一次看到：這座廟觀原來是會移動的。那是在「夏」的故事尾端，
當老僧送女子下山時，電影鏡頭遠眺正於湖中緩行的小舟，觀眾會發現同樣進入
鏡頭裡的湖中廟觀，其在湖泊中的位置，已不若「春」的故事一般，居於湖泊的
中央，而是已向鏡頭前湖泊的左岸大幅偏移。依「夏」的故事裡頻繁降雨而湖泊
水位大幅高漲的呈現來說，這自然是合理的；且事實上，這座廟觀之能移動，在
「秋」的故事裡還會有相關的呈現。那麼，這座堪稱電影中最特殊的、也最重要
的場景，究竟有何寓意？本文便留待分析「秋」的故事呈現時，再予以討論。

（6）上文已提及的，
「春」的故事裡出現在廟觀中的小動物：狗，以及「夏」的
故事裡出現的：大公雞。筆者認為，便是電影主創用以概括小僧分別在「春」
、
「夏」
兩段故事所處的人生階段裡、所展現出來的主要的生命情調。在「春」的故事裡，
尚為稚童的小僧，主要處在一種無所事事、無所牽掛，鎮日僅單純追求消遣、娛
樂的人生階段，「小狗」既可表徵這個人生階段，亦可表徵這個階段裡，屬於小
僧的那顆無邪的、只單純追求快樂的童心；同樣的，在「夏」的故事裡，小僧已
處在生理上會自然而然欲求異性身體、而心理上會欲求異性愛情的人生階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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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火紅雞冠的「大公雞」既可表徵這個人生階段，也可表徵這個階段裡，小僧那
顆欲望充盈的心。至於「秋」
、
「冬」兩個故事裡的動物又代表什麼？筆者便在討
論完「秋」、「冬」兩段故事後再予以說明。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夏」的故事整體而言，便是通過人的男女
大欲，表徵「愛」與「欲望」的自然生起，將對有情眾生的生命品質帶來何樣深
鉅的影響。這影響最直接的表現便是：「無明」的隨附與增長，對生命苦痛的益
加厚積。小僧對女子情愛暨肉體的執迷，以及在「夏」的故事末尾，小僧在女子
離去後所展現的苦楚、煩惱與最終棄廟觀而去，便基本上表現了這點。當然，這
也預示了「秋」的故事的可能重點。

四、「秋」的故事：「殺生」的辯證、「空」義的領悟與「心」的轉化

「夏」故事末尾，在老僧撞破小僧與女子的情事後，曾告誡小僧說：「淫念
會引發佔有慾，然後喚醒殺生的念頭。」這段話可謂是電影為「秋」的故事所做
的主題預告。在「秋」的故事一開始，已不知經過多少年的廟觀裡，沒了小僧，
也沒了原本置放在石造佛座上的佛像。整座廟觀，僅有一隻慵懶的小貓陪伴著老
僧。當老僧開始享用著從山外帶回的糕點時，鏡頭落在老僧用以包裹糕點的報紙
上。然後鏡頭繼續推前，拉近至上頭的一則報導，上頭寫著：
「30 歲男子殺妻後
逃逸。」隨即，報導中的主角，也就是──那名 30 歲的殺妻男子，行步匆匆地
來到山裡。他熟稔地通過「山門」，注視著湖中的廟觀與廟觀上的老僧。這名男
子便是在「夏」的故事末尾追逐女子而去的小僧。此時的他，已是一名壯年男子，
蓄髮，留鬍，不再穿著僧衣。老僧乘舟將他接回廟觀後，和他開始了簡短的交談。
其間小僧說到：「你難道看不出來我很痛苦嗎？」、「愛是我唯一的罪孽，我只想
要她……」
、
「結果她搭上別的男人。」老僧則回以：
「你難道不知道世事無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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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時要捨得……」小僧很快便發怒，兩人結束交談。然後小僧將隨身背包裡放
著的「佛像」取出，再次放上久違的佛座，然而，與「佛像」同樣放在背包裡的，
還有小僧用以殺妻的兇刀，上頭仍沾染著經已風乾的血漬。而後小僧再次回到當
初與女子一同戲水和歡愛的山澗，但此時的他已經沒有半點歡愉，只是盛怒、懊
惱地揮舞雙臂拍打溪水，而後伏躺在溪水中痛哭。

當小僧再次回到廟觀後，他試圖自殺。他在白紙上寫下一大兩小的三個「閉」
字，然後將三個「閉」字剪下，兩張小「閉」字緊貼雙眼；一張大「閉」字則將
口、鼻一併緊貼，試圖使自己窒息而死。小僧的自殺很快便被老僧發現。老僧以
木棒重重責打小僧，將他以繩索綁縛後，垂掛在廟觀的樑柱上。隨後老僧走出廟
觀，開始用小貓的尾巴蘸取墨水，在廟觀的木製地板上抄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
小僧掙脫繩索後，便在廟觀內、佛像前，拿著那把兇刀，邊流淚、邊落髮，並換
上久違的僧衣走出廟觀。老僧吩咐小僧將地板上的經文一字不漏地刻挖出來，要
他「每刻一個字就要去除一點瞋念」。當小僧拿著那把凶刀心無旁鶩地刻挖佛經
時，兩名不速之客造訪了廟觀。他們是負責逮捕小僧的警察。老僧要求他們讓小
僧刻完佛經後再歸案，兩位警察答應了。他們在廟觀上陪了小僧一夜，直到凌晨
小僧刻完佛經後體力不支、倒地昏睡，他們才將小僧手上的兇刀收起。待到天色
大明，老僧以蚌殼等物品，磨製出各色顏料，然後領著兩名警察以毛筆蘸取顏料，
將小僧刻完的佛經，一字一字塗上各種顏色。等小僧轉醒，他看著地上五顏六色
的經文，若有所悟。隨即，電影鏡頭切換到小僧在廟觀門口獨坐，眼前的地板有
五顏六色的「心經」，而廟觀開始緩緩旋轉，鏡頭前的景象，彷彿也隨著小僧的
視線開始旋轉。然後小僧便拜別老僧，隨兩位警察下山歸案。當小僧和警察離去
後。老僧卻脫去僧衣，將他摺疊好後置放在廟觀內、佛壇前，然後在小舟中堆滿
柴火，將船底的水栓旋開，一樣在眼、鼻、口上貼好「閉」字，然後就坐在已點
燃的柴火上，自殺。待到小舟半沉，而老僧被烈火焚盡，從小舟中爬出一條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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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這條蛇緩緩游向廟觀，在老僧遺留的僧衣上靜靜蜷伏著。「秋」的故事便至
此結束。

在這整段故事裡，有以下幾點是必須注意的：

（1）小僧所殺的妻子，自然即是「夏」的故事裡那名年輕女子。這樣看來，小
僧對女子的愛情，顯然也令他陷入「瞋恚」的無明煩惱中，至此我們可以說，整
部電影通過「夏」
、
「秋」兩段故事，藉由小僧對女子的愛情，具體表徵了有情眾
生因受愛染繫縛，而身陷煩惱──此部電影，顯然聚焦在「三毒」──糾纏的生
命苦痛。而更重要的是：電影在「秋」的這段故事裡，再次以「殺人」的行徑，
呼應了「春」的故事裡，小僧因尋求消遣而導致小動物死亡的設定，將觀眾的思
考再次帶到「殺生」的問題上。
「殺害動物」是殺生，
「殺人」自然也是殺生；而
若「殺害動物」會造作罪業，「殺人」自然也會造作罪業；且被殺害的動物承受
痛苦，被殺害的人自然也承受痛苦。因此，單單是「小僧殺妻」的設定，便幾乎
囊括盡了「春」
、
「夏」兩段故事所精心寄寓的所有思想主題：苦、罪、愛染、無
明，以及──殺生。

（2）在「秋」的故事裡，
「殺生」的主題不獨由小僧的殺妻加以演示。殺妻自是
殺人，但小僧還試圖自殺，自殺自然也是殺人。依佛教言，殺人份屬不該，但殺
己也同樣是罪過，在佛教的戒律制定上，便明確表示了這一點。在傳世的佛教「律
藏」
（又稱：毘奈耶藏）典籍中，如《四分律》
、
《五分律》
、
《摩訶僧祇律》等，
「殺
人」與「自殺」皆被列為佛修者所應共持的四種大戒之一，觸犯者，便是犯下「四
波羅夷法」──也就是四種根本重罪。25 如影響中國佛教戒律發展最為深鉅的《四
分律》便明訂：

25

參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編（1998），《佛光大辭典》第 2 冊，頁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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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比丘故自手斷人命。持刀與人歎譽死快勸死。咄男子用此惡活為寧死不
生。作如是心思惟。種種方便歎譽死快勸死。是比丘波羅夷不共住。比丘
義如上。26

意思是：若比丘眾中有做出親手殺人、讚嘆死亡、歌頌死亡、勸人求死與寧死不
活（即：自殺）……等行為的人，他便是犯下「波羅夷」大戒，其餘比丘眾不得
和他「共住」
（即：生活在一起）
，此人會被逐出僧團。佛教之禁止「殺人」和「自
殺」由此可見一斑。而「秋」的故事裡，老僧阻止小僧的自殺，並為此唯一一次
對小僧施以嚴厲地體罰，便明顯呼應了佛教的這種立場。然而，觀眾又顯然會在
同一段故事中發現：起初阻止了小僧自殺的老僧，竟在「秋」的故事最末自殺了，
我們該如何解讀這種前後矛盾呢？

原來，佛教雖在戒律上明確禁絕包含自殺與殺人在內的所有殺人行為，然而，
在漫長的佛教歷史上──無論在印度或中國都是──又確曾出現過許許多多佛
修者自殺卻被默許、認可的事例。須知，佛教禁絕自殺，基本上是針對兩類人而
發：
（i）佛教僧團中，因修習「不淨觀」而厭世、棄世的佛修者；
（ii）單純因為
厭世、厭身或希求早日升天享樂的一般大眾。這兩類人的「自殺」，都不是一種
經過嚴格的佛法修持，從而獲得真實解脫的行為，因此，他們的自殺是被嚴格禁
止的。但如下列狀況的自殺，在漫長的佛教發展史上，卻一般是被認可或至少是
默許的：
（i）一個人在通過嚴格的佛法修行後，卻遭受嚴重的病魔糾纏，其肉軀
已無法為弘揚佛法、化眾渡脫的事業有所貢獻，此時，如果他的自殺，能進一步
助成其達致真實的解脫境界，那麼他的自殺便是被接受的。如《雜阿含經》記載
的瞿低迦、闡陀、跋迦梨等人的自殺事例即是；
（ii）在大乘佛教中，因捨己為人
26

姚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溫金玉釋譯：
《四分律》
，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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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殺、因表現宗教信仰而自殺、因抵禦佛難而護法殉教、因求法而自殺、因說
法所需而自殺……等，都是被接受的自殺。如大乘佛教所倡導的「菩薩行」，便
常表現為捨己為人、表現自我宗教堅持、護法殉教、求法證道的自殺行為；而在
中國禪宗的史蹟中，也常有禪僧為了表示自我「生死自在」的證悟境界而自殺，
如：隱峰禪師、天然禪師的事例即是。27綜觀以上，我們可以發現：佛教所接受
的「自殺」行為，基本上取決於自殺者是否已經過嚴格的佛法修證，從而在心境
上已獲致一定的修為，而「自殺」能或助成其達致自我的真實解脫；或助成其弘
揚佛法、捍衛佛法；或助成其渡化他人證悟佛法，進一步獲致解脫……等等而定。

如此看來，「秋」的故事之初，老僧之反對小僧自殺、痛懲小僧自殺，顯然
因為：小僧的自殺，純粹是出於愛欲追求的失落後，對自我苦痛生命的厭棄，這
顯然屬於佛教的明文戒律所欲禁絕的自殺行為；而「秋」的故事末尾，老僧在渡
化小僧開悟與平靜歸案之後的自殺，顯然是與小僧的自殺不同的。就整部電影的
表現來看，通過老僧對小僧的諸種教化，我們基本上可以同意，老僧對於生命、
對於人生，特別是──佛教所理解的生命與人生的本質，是有其深徹洞悟的，則
老僧的心境，自然也是近於佛教修行所欲達致的解脫心境的。因此，在其渡化小
僧開悟、歸案後選擇自殺，寬泛地說，是老僧已基本上達致自我解脫的小乘境地，
又踐履了渡人解脫的大乘勝願，則老僧的自殺，便理應是被允許，甚至於──電
影安排此段表現，可能根本地便是欲呼應中國禪宗祖師對「生死自在」的豁達領
悟與實踐。因此，同樣在「秋」的故事中，小僧的自殺被阻卻、老僧的自殺被完
成，根本上不是電影呈現的自相矛盾，而是吻合了佛教對「自殺」行為的根本態
度。這一點，是解讀此部電影時可以特別留心的。

（3）
「秋」的故事中，顯然小僧正身陷內在的「瞋」毒之苦，以及外在司法制裁
27

以上對佛教所接受、不接受的「自殺」形式的分析及相關事例的簡要說明，參釋恆清（1986），
〈論佛教的自殺觀〉
，《台大哲學論評》第 9 期，頁 18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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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迫，其心境上的內、外交逼，可想而見。觀眾很容易便會注意到，當小僧殺
妻逃回廟觀後，其隨身背包所裝載著的，除了「夏」的故事最後那尊被小僧一併
帶走的「佛像」以外，與「佛像」置放在一起且被一併帶回的，正是那把殺妻而
染血的兇刀。我們可以說，「染血的兇刀」一方面代表著小僧殺人行徑所造作的
「罪業」──也就是：殺業、波羅夷罪──一方面又正可代表著那最根本的、促
使小僧造作殺人罪業的「瞋」念。而電影所著意向觀眾呈示的、那「佛像」與「染
血的兇刀」並置一處的畫面處理，正是意味著：此時小僧的「心」，不獨正飽受
恚怒之苦（也就是：瞋毒）的焦煎，同時也已蘊蓄著自己已然造作的殺人罪業。

而面對小僧的此種生命處境，老僧的勸化方式卻僅是很簡單的：讓小僧一點
點刻挖出謄寫在地板上的《心經》，以及讓他看到塗抹了五顏六色的《心經》文
字。照老僧所言，刻挖地板上的佛經，是欲小僧一點點泯除瞋念，這在表現上或
許較好理解，然而，為何僅僅是讓小僧看了塗滿顏彩的「心經」文字，便能讓小
僧頓然釋懷、若有所悟呢？筆者以為，這或許可從「心經」文字的核心意旨加以
推敲。稍涉佛學的人都知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可說是一篇對佛教「空」觀
（即：般若思想）的精華表述，其對佛教「空」義的約要，基本上可表現在經中
的這四句話裡面，即：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28其中前
兩句「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又可作「色不離空，空不離色」29，意思是：一切
物質現象，都離不開「空」的真理；「空」的真理與一切物質現象不是彼此離異
的。因此，這兩句話頗有教導世人應於世間萬象中體證「空」理的意思，偏向體
證工夫上的指點；30至於後兩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意思則是：一切物質現
象，本質都是「空」的，「空」即是一切物質現象的本質。因此，這兩句話具有
28

姚秦‧鳩摩羅什譯，程功讓、東初釋譯：
《般若心經》
，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頁 13
29
唐‧玄奘譯，覺音主編：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1 冊，台北：眾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3，
頁 33。
30
印順指出：
「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或作『色不離空，空不離色』
。空是涅槃的異名，或以為
空與色是相對的，涅槃空是離色、滅色而後空的……色與空不是離異的，而是即色明空。」見印
順（2000），《空之探究》（新竹：正聞出版社）
，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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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重的形上學或存有論色彩，意在點明世間諸法的真實本質。但總的說來，此上
四句即表達了《心經》對佛教「空」義的概括，也就是：
「色」的本質是「空」，
沒有自性；要把握「空」的真理，就要在「色」裡面去體證，不能以為離開了「色」
卻能領悟「空」的真理。31電影安排了小僧在諦視了老僧與兩位員警費心塗染的
《心經》文字後幡然有悟，或許正是欲表現小僧在咀嚼染色經文的當下，回顧自
己一路走來深陷世間情欲的糾纏苦迫，再衡諸眼下經文所展示的真理，因而當下
洞悟了色法皆空而情欲如幻的真相吧？總之，電影中這段老僧引領小僧洞悟的呈
現，毋寧直接呼應了佛教悟「空」的修行追求，也間接展現了佛教諸法皆「空」
的根本世界觀。

（4）正如上文所言，小僧在凝視地上染色的《心經》文字後，鏡頭切換到小僧
獨坐廟觀門口，眼前是地板上染色的《心經》經文，隨著廟觀開始旋轉，鏡頭前
的景象也隨著小僧的視線開始旋轉。顯然，這段畫面所欲呈現的，是小僧當下的
心境流轉；而小僧的心境流轉，自然也預示著小僧自我的生命品質或人生路向，
也將在心境流轉之後，有所不同的發展。可以說，漂浮「廟觀」的旋轉，正相應
於小僧的心境流轉與其生命品質或人生路向的轉變。再回頭對照「夏」的故事裡，
因頻繁降雨、湖水高漲而使「廟觀」在湖泊中的整體位置有所偏移的表現，我們
便可合理推敲到：在電影的表現上，那座湖中「廟觀」根本上便是小僧的「心境」、
「生命」或「人生」品質的象徵。
「夏」的故事裡，
「廟觀」因湖水高漲而偏移，
正代表著小僧的「心境」、「生命」或「人生」質地，已因「欲望」──由「水」
表徵的──的充盈而有所偏差；到了「秋」的故事，小僧因凝視染色經文而頓有
所悟後的、「廟觀」的旋轉表現，則代表了小僧因對佛教「空」義的證會，從而
在自我「心境」
、
「生命」與「人生」的品質上已獲致轉換與提昇。總之，漂浮「廟

31

吳汝鈞指出：
「所謂『色即是空』是一切物質其本質是空……如果要體證空，我們就要在『色』
裡體證，不要以為離開『色』以外，可以體證『空』的真理，真理是不能離開『色』而存在，它
是存在於『色』裡面。要體證『空』，就要從現實環境所碰到的一切，在這些事物上下手，體證
其本性是『空』
。」見吳汝鈞等著（2013）
，
《空宗與有宗：佛教判教的對話詮釋初續》
，頁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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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作為電影的主場景，它原就是電影主創們所精心排佈的，一種代表了主角─
─小僧──之「心境」、「生命」或「人生」質地的象徵性存在。

綜觀以上，我們不難看到，「秋」的故事主要是深化「春」的故事已帶出的
「殺生」問題，不只處理了殺害他人，也辯證了兩種相異的自殺情形。尤其，小
僧的殺害他人與自殺，追根究柢，皆肇因於「夏」的故事開始的、因愛染之情所
引致的無明煩惱，這自然是發展了「夏」的故事揭櫫的思想：
「愛欲」與「無明」
間相即不離、彼此隨附的真相，從而，也再次呼應了「春」的故事所帶出的佛教
「苦」
、
「罪」觀，表達了小僧因愛染之情而焦灼於「三毒」的苦迫中，又因「瞋」
毒蝕心的難以抵禦，從而造作殺人與殺己的罪業，犯了佛教的「波羅夷戒」。而
小僧欲從此種生命苦迫中掙脫而出，便唯有自「心」上著手，確實洞悟諸法皆「空」
，
方能於無明煩惱的纏縛中，求取到豁然的解脫。這就是「秋」的故事所基本呈示
的思想重點。

五、「冬」的故事：生命「苦」、「罪」的真實領悟與超脫

到了「冬」的故事，山中湖泊因冬季的降雪而結冰，電影的場景呈現出一片
由大規模的冰凝與寒冽結構而成的空靈，深深的寧謐中含帶著潔淨的氛圍。此時，
已服刑完畢的中年小僧獨自回到山間。他淡淡地穿越山門、徒步行過表層已全然
結冰的湖泊，不須依賴小舟。彷彿心有靈犀般，一回到廟觀，他便先走向老僧自
焚而半沉於湖中的小舟前，膜拜致意。然後他推開廟觀正門，那一剎那，鏡頭前
的廟觀內裡，佛案前老僧摺好的僧衣中，「秋」的故事末尾，那尾自老僧自焚後
便出現的「蛇」，正靜靜地盤踞其中。待到小僧推門入內，牠便緩緩爬走，蜷伏
在廟觀一隅，在「冬」的故事裡與小僧為伴。隨後小僧換上僧衣，在老僧自焚的
小舟處無來由地挖掘冰層，從中取出「舍利子」──那理當是老僧留下的，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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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山中，以結冰的山澗瀑流，雕刻出一尊冰佛，再將「舍利子」以紅布包裹後，
鑲入冰佛的眉心中。然後他回到廟觀，在近處的湖泊冰層上鑿出一處水窪，用以
在日常生活中盛水使用和盥洗。之後，小僧便獨自在廟觀裡、山澗邊，過著練武
清修的生活。

沒多久，一位頭部裹纏紫布、蓄意隱藏容顏的女人，抱著一名正在襁褓中哇
哇啼哭的男嬰，無端造訪了廟觀。她只在廟觀中居住一夜，對著佛座上的佛像膜
拜，然後悲切痛哭。小僧只是在一旁靜靜觀看，他顯然好奇這名女子究竟是誰？
又有何淒楚、傷痛的生命經歷？待到女人痛哭完、入睡後，小僧便企圖掀開女人
頭上裹纏的紫布，但被女人發現、阻止，原來女人根本未曾入睡。然後女人自己
拿下紫布，但鏡頭僅讓觀眾看到女人的背面，沒讓觀眾清楚瞥見女人的容顏。待
小僧與男嬰都入睡後，女人便趁夜想離開廟觀。原來，女人是為託孤而來。但她
卻在行過結冰的湖泊時，不慎跌入小僧所挖掘的、那處用以盛水和盥洗的水窪裡，
溺死了。待到清晨時，男嬰兀自哭著爬出廟觀，在即將爬至水窪時，小僧追出將
其抱起，卻赫然發現水窪上浮出一隻黑色鞋子，而不遠處的冰層下是女人的屍體。
小僧將女人的屍體撈起，揭開纏頭的紫布，看著女人的屍體若有所悟。隨後，小
僧進入廟觀，從佛座背後的壁龕中取出另一尊佛像，並在身上綁上一個大石輪，
拖行在身後，然後胸前抱著壁龕中取出的那尊佛像，一逕往山林中走去。小僧穿
過山林，一路往山上走，過程極為顛簸、險峻，因為他的胸前抱負佛像，而身後
拖曳著大石輪。這段毫無言語的、小僧抱負佛像無來由登上峰頂的呈現，前後計
達七分多鐘。過程裡，鏡頭穿插了「春」的故事中，三隻小動物被幼年小僧綁上
石頭而窒礙難行的回溯畫面。最後小僧登上山頂，他將佛像置放在山頂上。此時，
代表著佛眼的視線隨著鏡頭呈俯瞰的視角，然後由遠而近，慢慢向視線前、群山
間的湖中廟觀聚焦，最後定格。而「冬」的故事，就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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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簡短的「又春」故事開始。此時鏡頭第一次讓觀眾看到那座湖岸邊
的山門上，清楚寫著湖中廟觀的名字：
「人生庵」
。隨後鏡頭帶到湖中廟觀上。小
僧已成為老僧，而在「冬」的故事裡被託孤的那名男嬰，則長成了小僧。這名幼
年小僧與「春」的故事出現的幼年小僧，由同一名演員飾演。而老僧正畫著小僧
的人物素描。最後，鏡頭帶到那名幼年小僧正追著緩緩爬行在廟觀地板上的烏龜
玩耍，他不斷捧起烏龜，烏龜則將頭縮進龜殼裡。小僧歡樂地對著龜殼敲敲打打，
像是想方設法要烏龜伸出頭來的樣子……然後電影結束。整段呈現歷時不足兩分
鐘。

在這整段極為沉默──「冬」與「又春」兩段呈現，完全沒有對白──的呈
現裡，有如下呈現是值得注意的：

（1）首先，在「秋」的故事末尾，老僧自焚後出現的那尾「蛇」
，在電影的安排
中，是靜靜待在老僧留下的僧衣上，等待小僧服刑回來後，才慢慢爬離，而後在
廟觀一隅內，和小僧共同度過「冬」的生活。顯然，這尾「蛇」明顯是有關老僧
的一種象徵性存在。若老僧的自殺、焚身，代表著老僧是在獲致真實的解脫心境
下，選擇拋開一己有形的皮囊──電影在「冬」的故事裡，安排小僧理所當然的
在舟上冰層裡挖出「舍利子」
，更可回頭證明：老僧的死亡，確屬正覺者的坐化、
成佛，而非凡夫單純的厭世自殺──不再以肉身經受世俗的一切緣會與遭際，那
麼，那尾「蛇」正可表徵老僧成佛而卸卻人軀後，仍以另一種形式的存在，關懷
著小僧在世俗人間的後續遭際。電影的這種表現，顯然與「大乘」佛教所強調的
「不捨世間」的宗義是極為吻合的。

眾所周知，是否強調「不捨世間」的精神，是「小乘佛教」與「大乘佛教」
間的鮮明區別。「小乘」修者，多專注心力於個人的救渡；而「大乘」修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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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思進取眾生的救渡、世間的拯溺。32因此，
「大乘」佛教普遍認為「佛」有「三
身」，也就是：「佛」作為最高真理的覺悟者，他自有「物理之身」，而此「物理
之身」
，即是「佛」為了渡化眾生而應機示現於特定歷史中的「示現之身」
，這種
「物理之身」
、
「示現之身」
，即是「色身」
（又稱：應身、變化身）
；
「佛」又有體
現最高真理、普遍真理的「精神之身」
，即一般所謂的「法身」
（又稱：自性身）；
最後，「佛」又有於深自享受法樂、或為十地菩薩說法時，所顯現的圓滿色身，
也就是所謂的「報身」（又稱：受用身。其中，自享受法樂時顯現的，稱「自受
用報身」
；為十地菩薩說法時顯現的，稱「他受用報身」）
。33因此，老僧自殺後出
現的那尾在「冬」的故事裡陪伴小僧的「蛇」
，即可被視為是電影對大乘佛教「應
身」思想的呈示。因為這尾「蛇」即是老僧坐化後，猶然在庇佑著、護持著小僧
的一種心念上或說精神上的象徵。

至於──在「秋」的故事裡出現的、那隻老僧用其尾巴在廟觀地板上書寫《心
經》的「貓」，筆者認為，即象徵著未坐化前的老僧所一貫秉持的、對小僧所作
所為逆來順受，並隨機予以點化、開示的自在之心。總之，「秋」、「冬」的故事
裡出現的「貓」與「蛇」
，乃表徵著老僧在不同生命階段裡、對小僧的「心」意，
這是筆者的基本理解。

（2）
「冬」的故事再次深化了「苦」與「罪」的主題，通過故事中那位神祕女子
的落水死亡加以演示。神祕女子的身分，我們可以從她落水死亡後，浮在水面上
的那隻黑色鞋子得到暗示。我們應記得，在「夏」的故事裡，當小僧與年輕女子
欲情正熾時，電影曾安排了兩人將魚兒放入小僧盛水的黑色鞋子中，結構了一幅
象徵「魚水之歡」的畫卷。在「冬」的故事裡，同樣是浸水而盛水，同樣是一隻
黑色的鞋子，內裡卻不再有魚兒，不再蘊藉著男女間火熱的欲情；唯一與這隻鞋
32
33

參吳汝鈞（2000），《佛教的概念與方法》，頁 10
參吳汝鈞（2000），《佛教的概念與方法》，頁 12-13。
50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二期 頁 21-62

顏銘俊

罪苦、欲望與解脫──韓國電影《春去春又來》的佛法演示

子有所牽連的，只剩冷冰冰的湖水，以及湖水之下女人的屍身。因此我們幾乎可
以推敲：這名頭纏紫布的女子，理應即是那位在「夏」的故事裡勾起小僧愛染之
情，與小僧同樣飽受「三毒」之苦的女子。因為在「秋」的故事裡，女子雖因小
僧由愛而生的恚怒而承受殺害，卻未必因此迎接了死亡；且想當然爾，離開了小
僧的這名女子，在其後追求愛情的道路上也必定不順遂，否則便不會有「冬」的
故事裡女子託孤的行為。因此，苦痛意識在這名女子身上，實可謂表露無遺。就
是因為在小僧身上，得不到理想的愛情寄託，因此才轉投他人，這叫女子如何不
苦？轉投他人後，卻得遭小僧憤而殺害，叫女子如何不苦？雖未因遭受殺害而死
亡，卻在轉投他人、產下稚兒後，還需得託孤給曾經殺害自己的舊情人，女子不
為人知的處境又如何不苦？以為託孤完成，卻在悄然離去時又不慎落水而死，女
子如何不苦？

至於「罪」呢？設若那名女子並非小僧先前曾苦戀癡纏的女子，則這名女子
的死亡，除了有自身運氣不遂的原因之外，小僧在湖冰上挖鑿的那個水坑，其實
更是致死的直接原因。因此，小僧不殺伯仁，伯仁卻因小僧而死。無論如何，小
僧在無形中仍有了殺生罪業的造作；相反的，若那名女子確實是小生曾苦戀癡纏
的女子，那麼，在「秋」的故事裡小僧意欲將之殺害且付之實踐，便是已造作殺
人的罪業，到了「冬」的故事卻又因無心之失，導致了這名他曾殺害未遂的女子
確實死亡，則小僧的殺人罪業終究是有增無減的無疑。這也適可說明，為何小僧
是在撈起女子屍體、掀開女子纏頭紫布、看見女子真面目後，有了後續那段抱負
佛像、拖曳石輪以徒步登頂的表現。因為小僧憬悟到，終究是他導致一名他曾殺
害未遂的女子死亡了。

（3）上文已曾分析出，
「水」在整部電影中，基本上乃象徵著「欲望」的存在，
在「夏」的故事裡，小僧與女子間從欲情漸熾終至欲火燎原的展現，無不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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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用有關。然而，在「冬」的故事裡，女主人公最終卻是因「水」而亡，這實
可說是電影有意以形象化的表現，去強調上文已提出的、
「欲望」
（由「水」象徵
的）雖可帶給人快樂，但也終將帶給人痛苦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識者對此點電影的隱微用心，理當有所敏銳地感受才是。

（4）「冬」的故事末尾，小僧抱負佛像、拖曳石輪以登頂的表現，顯然與「春」
的故事末尾，幼年小僧綁縛石頭在山裡逡巡的表現是前後呼應的。並且，「冬」
的這段表現，寓意又有進於「春」的表現。在「春」的故事裡，「石頭」顯然已
表徵著幼年小僧在虐待了三隻小動物、加諸痛苦給三隻小動物後，從此將蘊蓄在
他心上的「苦」與「罪」，但在「春」的那段表現裡，表徵小僧之「心」的那尊
佛像，是由老僧搬下並予以擦拭的，小僧之綁縛石頭上山尋找小動物，也是由老
僧授意的，並非小僧自覺的舉動；但到了「冬」的表現裡，不再年幼的小僧，是
自發性地綁上石輪，自發性地欲徒步登頂的，從登頂路程中，電影回溯當其年幼
時，被其綁縛石頭而窒礙難行的三隻小動物的畫面，充分顯現了小僧自發地綁縛
石輪在身上的行為，確實是有見於自已一路走來所施加於他者的痛苦──不只是
「春」的故事裡那三隻小動物，更有「秋」的故事裡他曾蓄意殺害、而「冬」的
故事裡確實因他而死的那名女子──而有所覺悟；並且，小僧還自發性地取下一
尊不同於先前佛像的佛像，這尊佛像自然也表徵著小僧的「心」
。只是，這尊「佛
像」所表徵的「心」，在本質上，卻應是與前此故事階段中小僧的「心」全然不
同了。否則，電影何須特意如此安排？總之，筆者認為：若石輪象徵著小僧已有
所自覺的、自己半生所造作並承受著、蘊蓄著的「罪」與「苦」
，則其抱負佛像、
拖曳石輪以登頂的行為，便是象徵著小僧已擁有了一顆對自我「罪」
、
「苦」交集
的生命有所洞悟，並進而有所超越、解脫的「心」；而那段「登頂」的表現，即
象徵著小僧對「罪」、「苦」生命的超越與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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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僧抱負佛像、拖曳石輪成功登頂後，便將佛像置放在峰頂，讓佛像望向
下方遠處的湖中廟觀，然後畫面定格、「冬」的故事就此結束。筆者認為，這著
實是電影一處饒富深意的呈現。我們已不只一次指出：「佛像」表徵的是小僧的
「心」；而在「秋」的故事分析最後，筆者也指出：在電影的表現上，湖中「廟
觀」便是小僧的「心境」或「生命」
、
「人生」之品質的象徵。就此看來，電影特
意以佛像俯瞰湖中廟觀的呈現，基本上便是意指著小僧從此已能操持著一種以自
己的「心」審視自己的「心」，或者──以自己的「心」審視自己的「生命」或
「人生」之品質的修證方式；且依佛教的觀點，人的整體「生命」或「人生」，
本是一「心」的示現。正如上文已基本提挈過的、佛經中遍在的「三界唯心」或
「一心」能生起世間諸法的思想，都能延伸出這種觀點。因此，以自己的「心」
審視自己的「心」
，以及以自己的「心」審視自己的「生命」或「人生」的修證，
基本上都可以總攝為：以自己的「心」審視自己的「心」的修證。這即是佛教所
謂「以心觀心」的工夫。

依佛教言，「以心觀心」的工夫，與覺悟、解脫的最終目標，是有密切關聯
的，以「觀心」修持名經的《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便直言：

三界之中，以心為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究竟沈淪。眾生
之心猶如大地，五穀五果從大地生。如是心法生世出世善惡五趣，有學無
學獨覺菩薩及於如來。以是因緣，三界唯心，心名為地。一切凡夫，親近
善友，聞心地法，如理觀察，如說修行，自作教佗讚勵慶慰。如是之人，
能斷三障，速圓眾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34

箇中明白指出了「心」能生起世間、出世間與善、惡諸法，上自如來、菩薩、獨
34

見唐‧般若譯：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收於大藏經刊行會編：
《大正新脩大正藏》第 3 冊，台
北：新文豐，1983，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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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下至有學、無學、凡夫等眾，無一例外，因此，「觀心」的實踐，成為追求
解脫道的關鍵修持；又如《宗鏡錄》也引《涅槃經》云：
「能觀心性，名為上定。
35

上能兼下，即攝得眾生法也。」 天臺智者大師也在《法華玄義》中指出：
「以心
觀心，由能觀心，有所觀境；以觀契境故，從心得解脫故。若一心得解脫，能令
一切數皆得解脫故。」36由此可見，能否操持「以心觀心」的工夫，與佛修者最
終能否斷除煩惱迷障、獲致正見正覺與解脫，是有直接關聯的。若概括言之，便
是：能「以心觀心」，即得「心」解脫；能得「心」解脫，則一切皆解脫。「冬」
的故事那段小僧抱負佛像以登頂，而後令那象徵了小僧已自覺「罪」
、
「苦」在抱
並有所超脫之「心」的佛像，俯望著象徵自己的「心」或「人生」
、
「生命」之品
質的廟觀，顯然正呼應了佛教這種「以心觀心」便可得究竟解脫的修證思維。並
且，這也是電影在故事的最後，以一種極富象徵性的呈現，總結地回應了在前此
故事裡已揭櫫過的、佛教所追求的生命苦痛的解脫目標，終究是以「心」的存在
為實踐關鍵、以「心」的轉化為唯一途徑的根本思想，只是──電影在此又銳意
突出了「心」之自我審視與自我觀照的必要性而已。

綜觀「冬」的故事的整體呈現，可見電影是有意對前此故事裡已然揭示過的
諸般思想主題有所總結，並予以明確的回應。而總的說來，仍不外乎是對生命基
本上乃由「苦」
、
「罪」同構的真相加以揭露，並以「心」對此一真相的觀照暨自
覺，作為人們最終緣何得以從中超拔而出的唯一答案。這些，自然都是出諸佛法
而電影欲著意加以呈示的深刻思想。

至於「又春」的那段歷時不到兩分鐘的簡短呈現，則基本上表現了被託孤的
小僧又重蹈幼年小僧當年曾犯下的罪咎──也就是：為取樂之故，將痛苦加諸給

35

宋‧釋延壽：《宗鏡錄》，西安：三泰出版社，1998，頁 27。
隋‧智顗：
《法華玄義》
，收於佛教大系刊行會編：
《景印佛教大系》第 17 冊，台北：新文豐，
1992，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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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辜的小動物。因為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敲：若小僧在百般敲打龜殼而始終無法讓
烏龜探出頭來，那麼，小僧也許便會尋思更殘忍的手法，試圖將烏龜的頭部強制
37

拉出吧？無論那將是什麼樣的手段 ──昭示著有情眾生的生命本質，基本上都
是「罪」
、
「苦」同構且無休無止的。而「罪」
、
「苦」同構的生命之所以無休無止
的原因，一來是因為有情而未覺的眾生是無量數且無窮盡的，則「罪」
、
「苦」的
造就，便是無量數且無窮盡的；二來更因為在佛教的輪迴觀點中，凡有情眾生未
經佛法修持而得正見正覺，那麼，便得在永無止盡的輪迴過程中，累世承受「罪」、
「苦」同構的苦痛生命而不得解脫。38「春去春又來」的電影題名，正是以春、
夏、秋、冬四季的前後接續與無盡演替，隱喻著佛教這種苦痛輪迴的基本生命觀
與世界觀。所謂「春去春又來」也者，正不啻為「苦痛生命去了又再來」的意思。

六、總括電影的哲理呈示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電影《春去春又來》所戮力呈現的思想，
基本上即是佛教的生命觀（或：世界觀、人生觀）與解脫觀。這使得整部電影在
人物塑造、情節編派、場景布置、道具運用或畫面呈現上，都帶有濃重的象徵性
與隱喻意味。筆者在此，便將箇中最精華的哲理呈現，概括梳理如下：

首先，佛教對有情眾生的生命──若為「人」
，便有「人」的生命、
「人」的
人生──暨其所在的世間（也就是：世界）之本質的其中一種根本理解，便是上
文已多次提及的「三界唯心」，也就是：一切都是「心」的變現。世間諸法，無
論在世出世與否、染淨與否、有漏無漏與否，都繫之於「心」。於是「心」之為
37

事實上，導演為電影安排了兩個不同的結局。另一個結局，是被託孤的小僧在敲敲打打廟觀
裡的烏龜後，又和先前的幼年小僧一樣進到山林中去。但被託孤的小僧不只是將石頭綁縛在三隻
小動物身上而已，而是將石頭塞進三隻小動物的嘴裡，並在看著牠們掙扎死去時哈哈大笑。
38
如方立天便指出：
「佛教輪迴說是在因果報應論的基礎上形成的生命轉化學說，謂眾生由惑業
的因而招感生死流轉，猶如車輪的迴轉，永無止盡。佛教強調，陷於生死輪迴是痛苦的，只有超
越生死輪迴才能最終獲得『解脫』
。輪迴說是佛教因果報應論的重要內容和解脫論的必要前提。」
見方立天（2005），《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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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成為電影最基本需得有效呈現的目標。而湖中「廟觀」這個主場景的構建與
布置，成功展現了電影主創們的匠心。依佛教，有情眾生的自我生命暨其所在的
世間既然皆為一「心」所造，則我們可以說，有情眾生實則都生活在自己的「心」
中，其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無一不是自我紛紜萬變的「心」象；而作為電
影主場景的湖中「廟觀」，一方面是電影主人公生活於其間、演繹彼此思想與情
感互動的主要場所，一方面又總應合了第一男主角──小僧的「心」境變化暨其
整體生命品質的遞變。就像在電影的表現上，它會因湖中水位的高漲而偏離原位，
又會配合小僧的心境變化而旋轉。可以說，湖中廟觀之表徵「心」
、表徵「人生」
──如電影為其命名的：人生庵──很好地傳達了屬於佛教的根本思想，有效完
成了電影通過它所欲完成的任務。

其次，依佛教，「心」之為物能生起諸法，或苦或樂、或染或淨、或有漏或
無漏、或在世或出世，無一不由「心」所造、也由「心」承受。在電影中，
「心」
的此種特性除了是以湖中「廟觀」之能居中、偏移、旋轉等方式加以概括呈示外，
還輔以其他「道具」和「場景」加以展現。其中最主要的不外以下：
（1）
「佛像」，
此純為代表電影第一男主角──小僧的「心」而設。以電影中、廟觀裡的第一尊
「佛像」而言，其遍歷了「春」
、
「夏」
、
「秋」
、
「冬」四個故事，涵容了小僧自幼
及長一切有意、無意造作暨承受著的「苦」、「罪」與「欲望」。當幼年小僧因無
心而造罪，電影以「佛像」蒙塵須待老僧提筆擦拭予以呈現；當青年小僧受情欲
蒙蔽，電影以「佛像」隨小僧出山入世、逐欲而去予以呈現；當中年小僧瞋恚造
殺，電影以「染血兇刀」伴「佛像」回歸廟觀予以呈現；
（2）
「門」
，其基本寓意
乃眾生基本所持的「道德意識」或佛修者所持守的「戒律」
，電影中除了以老僧、
小僧暨年輕女子是否規矩進出其中、令其發揮正常的功能予以呈現外，也以雨季
中的湖泊水潦對其漫漶的程度，呈現其受欲情、愛染衝擊的境況；（3）「四隻動
物」，此指電影中匹配「春」、「夏」、「秋」、「冬」四個故事而有的、在廟觀中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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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四隻動物而言。其中，
「春」的故事裡的「小狗」
，代表幼年小僧的「玩心」，
電影以幼年小僧在廟觀中與其追逐、嬉戲加以呈現；
「夏」的故事裡的「公雞」，
代表青年小僧的「欲心」，電影以追隨女子、逐欲而去的小僧竟將其一起帶出廟
觀加以呈現；「秋」的故事裡的「貓」，代表老僧對小僧的「應機教化之心」，電
影以老僧懷抱貓兒，以其尾巴蘸墨書寫《心經》開導小僧予以呈現；至於「冬」
的故事裡的「蛇」
，則代表老僧對小僧的「不捨護佑之心」
，電影以其乃老僧自焚
坐化後出現、並靜靜游回廟觀裡陪伴歸來的小僧予以呈現。可以說，在整部電影
中，意圖表現「心」之為物的場景、道具與故事橋段最多，並且也率多能發揮引
人尋思、耐人咀嚼的效果。

再次，眾生之欲求解脫，原因在於，由「心」所示現的、生命與其所在之世
間，終究是「苦」、「罪」同構的存在，因此生命的「苦」、「罪」，是「心」之為
物以外的，電影最需予以有效呈現的主題。於是電影運用以下元素，有效完成了
任務：
（1）
「石頭」
，作為「苦」
、
「罪」二者的最具體象徵，從「春」的故事開始，
便由小僧的行為加以托出。它一方面代表著人們無時不刻不加諸予他者的痛苦，
一方面代表著加諸痛苦予人所造就的罪業。電影以「春」的故事裡，小僧將其綁
縛在三隻小動物上、老僧將其綁縛在小僧身上；以及「冬」的故事裡，小僧將其
綁縛在自己身上予以呈現；
（2）
「春」的故事的三隻動物：
「魚」
、
「青蛙」
、
「蛇」，
其乃作為最初一批苦痛的無辜承受者，在電影中出現。電影是以小僧在其身上綁
縛石頭加以呈現；
（3）
「年輕女子」
，其乃電影中最明確的、作為「人」類的苦痛
承受者與罪業造作者，電影以其促使小僧犯戒、沉淪欲海及飽嚐「三毒」焦煎，
來呈顯其所造罪業，並以其在「秋」的故事裡遭受小僧殺害未遂、在「冬」的故
事裡需得忍痛託孤以及最終死於小僧挖掘的水坑，呈顯其所受痛苦；
（4）
「小僧」，
其乃作為最明確、也最主要的「苦」
、
「罪」造作者暨承受者，在電影中存在，電
影以其在「春」個故事裡加諸痛苦予三隻小動物暨造成其中兩隻動物死亡、在「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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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裡殺害年輕女子未遂及試圖自殺、在「冬」的故事裡造成覆面女子的死亡，
呈顯其所造罪業之深重；並以「春」的故事裡其意識到無心之過害死小動物；
「夏」
、
「秋」的故事裡，其為年輕女子的愛情而身陷「三毒」糾纏；「冬」的故事裡其
意識到最終仍肇致其曾經瘋狂癡戀的女子死亡，呈顯其一路走來所曾承受的苦痛
現實；
（5）
「水」
，其乃作為人世「苦」
、
「罪」之一大造作根源──欲望──的象
徵，在電影中存在的。電影除了戮力揭示由眾生之「心」所示現的生命暨其所在
世間皆乃「苦」
、
「罪」同構的存在，更進一步逼顯了「苦」
、
「罪」造作的根源可
能為何的問題。而顯然的，電影提出的答案也是應合於佛教思想的。佛教認為，
與愛染之情相即的「欲望」，乃無明煩惱的大宗源頭之一，而電影便是以「水」
表徵有情眾生的「欲望」
，暨其將為有情眾生帶來的「苦」與「罪」
。電影是以「夏」
的故事裡的不斷降雨暨湖泊水位的不斷升高、去應合於小僧與年輕女子間不斷升
高的欲情，襯托了愛染的「欲望」為小僧與女子帶來的歡樂與「三毒」之苦；並
以「冬」的故事裡覆面女子的落水而亡，去形象化地呈顯「欲望」終將為人帶來
的最大痛苦與反噬。

最後，正如上文所言，依佛教思想，生命與世間「苦」
、
「罪」的本質，既然
基本上是由眾生的一「心」所造作、承受，則解脫的最終目標，亦唯有寄諸「心」
的轉化方能達致。對此，電影便以如下的故事橋段加以呈現：
（1）
「老僧」
，其乃
作為一名已然洞悉生命與世間的苦痛本質，在自我「心」境上已獲致解脫，從而
能進一步渡化迷途眾生的正覺者──也就是：「佛」或「菩薩」──的表徵，在
電影中存在的。電影是以「春」
、
「夏」
、
「秋」的故事裡，其對小僧諸般行為的應
機教化，以及「秋」的故事裡其自焚坐化後遺留下來的「舍利子」暨表徵其「應
身」的「蛇」
，繼續在「冬」的故事裡對小僧有所護佑的橋段，去加以呈現的；
（2）
「《心經》經文」
，在電影中，其乃作為引導世人證悟諸法皆「空」的佛教真理，
從而得以轉化「心」的品質，獲致究竟解脫的佛法媒介而存在的。電影是以小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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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字字刻挖地上的經文後去除瞋念，以及在其審視了塗上各色顏彩的經文後幡
然有悟的橋段，去加以呈現的；
（3）
「佛像」
，如上所言，其乃純為代表電影第一
男主角──小僧的「心」而設。此特指電影中、廟觀裡的第二尊「佛像」，它象
徵著小僧一顆已確然勘透苦痛生命與罪苦、欲望之世間的真相，從而能對之有所
自審暨超拔的「心」。電影是以小僧抱負這尊「佛像」艱苦登頂，從而俯瞰湖中
廟觀、表達了佛教「以心觀心」的修證工夫，去加以呈現的。

以上所述，即是電影《春去春又來》所展示的佛法要點，暨其思想展示的電
影手法與橋段。筆者以為，其總體呈示是成功的，能面向普羅大眾，有效提供一
種經過濃縮、精煉過後的佛教生命觀、世界觀與解脫觀，以著一種基本上是象徵
化的、形象化了的影視傳真手法，搭配著幾段雖極其簡短卻環環相扣、前後呼應，
且整體上饒富隱喻意味的扼要敘事。唯電影對上述諸般佛教哲理的呈現，終究非
是通過片中人物之口加以直白宣示的──也就是，並非通過人物對白的設計，面
向觀眾進行直截的宣說，而是如上文所言，經由各種極富象徵性或隱喻意味的人
物塑造、情節編派、場景布置、道具運用乃至畫面呈現來加以傳達，因之，對於
思考能力較弱、感受性較不敏銳，或者並不熟稔佛教哲理──甚或對佛教哲理完
全陌生──的觀眾來說，便難於對箇中的哲理呈現有所相應的領略。若單就對佛
教哲理的傳達功能來給予評價，這毋寧是《春去》這部作品較為美中不足的地方
吧？然而，這也正是該電影適於由對佛教義理已然有一定認識的人們，來引領觀
眾觀影，並對之有所解析、導讀的原因。

七、結論

正如筆者在前言中便提及的，「宗教」與「哲學」的深刻思維，雖向來對於
人類的生活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但人們對此二者，卻常未必抱有深入探究、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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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理解的興趣。就以「佛教」思想而言，其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乃為人
熟知的一般常識；其久遠的歷時存在，也使其教義學、教典學的內在含蘊，延伸
為人類文明中一處既龐雜且深澳的知識領域，並一般被公認為是深具「哲學」特
徵的。為此，「佛教」雖廣為傳布，深植廣大世人的心中、影響於廣大思維受眾
的生活方式──無論其為佛教徒或非佛教徒，但真正對「佛教」思想有所正確理
解的人們，卻始終不在多數。欲通過佛修者的教諭或佛典文字的理解，使人們進
而掌握佛教思想的基本特徵或精蘊，對一般人而言，未必能起積極的作用，發為
實際、有效的吸引力。從而，如果能有一種更為親切的，在整體表現上更為形象
化、更能起概括作用的媒介形式，能讓佛教思想的推廣者或教育人員加以靈活地
運用，那麼，相信必能發揮事半功倍的效用，既有助於佛教思想的推廣與解釋工
作，也能進一步輔翼佛教思想者們所念茲在茲的、接引眾生的慈悲事業。

本文所集中選析的電影：
《春去春又來》
，筆者認為，便是能起到上述作用的
絕佳媒介示例之一。上文所細緻申論的、筆者對此部電影之哲理呈示的理解，基
本上，便是筆者歷年來在實際的教學現場中，當必須面向與課學子，針對佛教思
想的概觀進行一番有效紹介，又求其簡易且不流於曠時費日、枯燥乏味時，便會
實際用運的教學工具之一。原因在於：此部電影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對佛法的主
要關懷與因此延伸而出的若干核心思考，如：「苦」與「罪」與「心」；「心」與
「欲望」與「無明」
；
「心」與「空」與「解脫」
；
「心」與「以心觀心」……等佛
法中的重點思維，都能出以各種別出心裁的創意，進行一種極具象徵性的具體展
示。整體而言，既饒富機趣，又耐人尋味。只要識者能在觀眾觀影後或觀影中，
將箇中重要的表現手法──無論是故事橋段的設計、場景的布置或道具的運用等
諸方面──確實加以鉤抉，再對之進行一番相應的、適切的佛學闡釋，那麼，便
能將佛教思想的重點內容，有效且淺顯易懂地遞輸給電影的觀眾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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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筆者也期待，類此蘊藉了深刻哲理內涵的影視作品，日後能在眾多影視工
作者們的熱情投入下，多多益善地被創造出來，則無論古往今來多少深澳的宗教
思考、多少晦澀的哲學睿見，或許都將更能面向一般思維受眾，進行一番更平易
的與更親切的傳達工作吧？筆者如是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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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ture and Speech in Explanation of Abstract Idea in
Class—Take High School Chinese Class for Example
Chia-Hua Wu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d to prove that gesture not only reveals our conceptual images in mind, but
also can be used in helping students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readings and abstract issues.
We selected and captured classroom episodes in which referential gestures depicting abstract
idea in high-school classes, and tried to investigate how a teacher use gestures to illustrate
abstract idea independently or systematically. Particularly, our goal is to focus on so-called
nonconventional gestures that integrated with speech and do not have standard for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achers tend to use iconic gestures and abstract pointing to refer invisible
entities or abstract events. When it comes to indicate the relation or coherence of different
concepts or context linkage, teachers tend to use abstract pointing and metaphorical gestures
to structure the whole image. Evidence also shows that teachers are inclined to use gestures
with orientational/ spatialization metaphors to describe timeline, discourse linkage and the
process of a dynamic event.
Key words: comprehension of readings, context linkage, non-conventional gestures,
metaphorical gestures, orientational 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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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勢輔助抽象概念演繹的課室教學研究：以高中階段中文課室教學為例
吳佳樺

摘要
本文目的在證明手勢不僅反應人類內心世界的概念圖像，更能輔助理解學生對抽象
概念的理解。教師的手勢除了在初階課室教學中可以輔助具體概念及抽象發音的學習，
也能進一步應用在高階的語文課程，包含幫助學生理解抽象物體或概念的指涉描述，並
強化學生對篇章佈局及中心概念的掌握與理解。透過課堂的錄像分析，我們發現教師會
使用圖像式手勢或抽象的指涉來描述不存在於現場的人、物或動態事件；此外，教師也
會使用隱喻性的手勢結合抽象的指涉來輔助口語區別不同的抽象概念，進一步更能藉此
幫助學生掌握篇章的連貫性，以及文章的中心意旨。從教師們使用的手勢可知，結合方
位/空間隱喻的手勢最常被使用來輔助說明事件的時間軸、上下文間的連貫性，以及動
態事件的連續性。
關鍵詞：閱讀理解能力，篇章連結，非慣例手勢，隱喻性手勢，方位/空間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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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Introduction
Based on resent researches, gestures in class teaching are considered as a tool for children
in language learning or explaining scientific concepts (Roth 2001: 373).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everal possible functions of gestures in teaching, one of these is to serve teachers as
information to assess students’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a topic (Roth 2001: 377). Take high
school class teaching for example, gestures are frequently used to assist teachers in
explaining complex ideas or abstract concepts. Therefore, gestures are not only a tool for
teaching concrete objects or articulation of lexicons, but are also used in helping students
realize invisible concepts or deep thought within the context. Here rise the questions: How
are those abstract ideas visualized as images in class teaching?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gesture, which kinds of them are used in explaining abstract idea, memory, or systematic
concepts? In terms of our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mind, how do gestures reveal the using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that are shared by both teacher and students? Except for metaphorical
gestures, can iconic or pointing gestures be used to illustrate abstract ideas?
In this paper, our goal is to focus on so-called nonconventional gestures that integrated
with speech and do not have standard of forms. These gestures are visuospatial content
related to teacher’s oral speech, which can help students get the point of context with another
dimension of explanation. As for the corpus choosing, we tried to select and capture
classroom episodes in which referential gestures depicting abstract idea in class, and to
investigate how a teacher use gestures to illustrate abstract idea from the content
independently or systematically. The data were extracted from two video tapes (each is about
45 minutes), which were record separately from different Chinese classes and different high
schools, not for the purpose of gesture research. Both teachers are female, age 23, the
teaching contexts they used separately in class were “Zui Weng Ting Ji (醉翁亭記)” and
“Bing Mei Guan Ji (病梅館記), which were both written in ol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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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Literature Review
A. How we express abstract idea in gestur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non-conventional gestures, according to McNeill (1998:17-18),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iconic gestures, metaphorical gestures, pointing, and beats.
Among four kinds of gesture, metaphorical gestures and abstract pointing are used to depict
or refer abstract ideas or the absence of any visible target (McNeill 1998:17). As what
McNeill had stated, metaphoric gestures create images like iconic gestures, but they differ in
that those images represent what would seem nonimaginal-abstract ideas, such as concepts or
re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abstract pointing refers to invisible target which is not
on-the-spot, it usually creates a “virtual” target and attaches a meaning to it, like ‘X is
SPACE’ metaphor in which space is used for nonspatial meanings. An important function is
that the reoccurrence of abstract pointing can create cohesive linkages stitching discourse
together, which can help listeners to grasp the main idea from the whole speech.
Knapp, Mark and Judith (1997:263-7) proposed that gestures directly tied to speech are
called Speech-related gestures. There are four common types of these gestures:
referent-related gestures, speaker’s-relationship-to-the-referent gestures, punctuation gestures,
and interactive gestures. When it comes to the explanation of an invisible target or abstract
concept, speakers tend to use referent-related gestures to draw the referent’s shape and
movement, or depict spatial relationship to help the listeners visualize features associated
with concrete referents. At the same time, metaphorical gestures can also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kind, which are used to sketch ‘path’ or ‘direction’ in space in order to elaborate
abstract ideas. On the other hand, speakers will use speaker’s-relationship-to-the-referent
gestures to express their comments at their position to the abstract referent. Such as palms up
represents uncertainty, palms toward outside represents calm down or assertion, palms toward
inside represents embracing a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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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etaphorical usage between language and gesture
Languages are tools used to describe both concrete and abstract notions, so do gestures.
When we are in communication, how a metaphorical concept is hidden and shaped by our
concrete experience has been described as “conduit metaphor” (Reddy 1979: 284-324;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10-11). According to Lakoff and Johnson (1981: 10), a speaker puts his
ideas into words and send them to the hearer, after that the hearer take the idea out of the
words. It is like someone manipulates an object: put it into a container, send it along the
conduit, and finally it has been taken out by another person. Reddy (1979: 311-316), Lakoff
and Johnson (1981: 10) considered the whol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is structured by
serial metaphors:
IDEA/MEANING ARE OBJECT
LINGUISTIC EXPRESSIONS ARE CONTAINERS
COMMUNICATION IS SENDING
Gestures, as a co-speech expression, can also constitute expression of CONDUIT
metaphorical model, use hands to visualize and transfer ideas or concept as if they were
objects (McNeill 1992, 1998: 17). In fact, when we express ideas through languages,
accompanied gestures not only help us conceptualize the invisible idea, but also reveal the
process how we categorize “things” with a systematical metaphor. In this paper, we also try to
investigate some metaphorical usage of gestures, and to figure out what conceptual
knowledge (or we can say ‘conceptual metaphor’) has been revealed among those gestures,
which are common sense shared by participants in class and might be culturally specific in
our society.

C. Gestures and contextual coherence
In terms of discourse or contextual coherence, as constructing or conceptualizing
abstract ideas like that, gestures can also play a role through metaphorical model hel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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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or or teacher builds a timeline of event or the organization within a context. McNeill
(1992) defined gestures of cohesive can either tie together thematically related or temporally
separated parts of the discourse by repetition of the same iconic, pointing, metaphoric or
beating gesture. In Chui’s (2009: 664-75) classification of gestures, based on
syntactic-semantic relation in Chinese conversation, the third type of gestures1 plays a role in
achieving conversational coherence, which including adding information to the propositional
content or speech event, signifying the topics at issue, or maintaining topic continuity. Both
propose and research above suggest that speech-accompanying gestures can be used to
enhance the linkage of contextual coherence or speech event, through the repetition of iconic,
pointing or metaphoric gestures. In this paper we are able to go further discuss on how
teacher using pointing and metaphoric gestures to suggest the speech or contextual
coherence.

Ⅲ. Observation and result
According to video tapes, we found out teachers tended to use three types of gesture to
illustrate abstract idea or relation, which are iconic gestures for describing abstract entities or
events, abstract pointing for describing invisible target, and metaphorical gestures for
illustrating nonimaginal concepts, relations, even writing strategies. More detail and
examples are shown as below.

A. TypeⅠ: Iconic gestures for abstract events or entities

1

Chui (2009:664-75) analyzed three types of speech-accompanying gestures, which suggest different ways
gestures adding information to the propositional content of the associated utterance or to the content of the
speech event under discussion. The first type is “gestur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lexical constituents with vague
meaning”; second type is “gesture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covert constituents”; the third type is “gestures that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lexical constitu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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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lass teaching, when teacher tried to introduce a new entity or event which cannot be
seen at present, they tended to depict the entity’s shape and movement with their hands.
Those hand shapes might come from their mental image or personal ontology, which were the
common knowledge shared by students. Here are examples:

1. Gestures for static objects
(1) T:…ta de waixin shi bajiaoxin de…
…塔的外型是八角型的…
…The shape of the tower is octagonal…
(2) T:… ailianshou shi yi lianhua de waimao lai biyu ren de…
…愛蓮說是以蓮花的外貌來比喻人的…
…Ailianshou uses the shape of lotus flower to compare human being…
Figure 1: Gestural depiction of the shape: bajiaoxin

Figure 2: Gestural depiction of the shape: lotus flower

Two iconic gestures above were used to depict shapes of concrete objects according to
teachers’ ontology of the building and lotus flower. On the other hand, life experience of
these two entities’ shape was already shared by students in class. Therefore, when teachers
use gestures accompanied with speech to introduce and enhance the entities they talk about,
students will get the idea quickly.

(3) T:…Ouyangxiu yi xian ba wenzhang tie zai chengmen shang…
…歐陽修已先把文章貼在城門上…
…the author Ouyangxiu had posted his article on the city 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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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Gestural depiction of the shape: wenzhang

1

2

3

The serial gestures above were used to depict the shape of paper which represented an
ancient article. This teacher was telling a legend story of the author “Ouyangxiu (歐陽修)”,
thus the gestures of paper were simply created by her mental image, which might not be a
concrete entity in real world.

2. Gestures for dynamic events
When teacher tried to depict a dynamic event which was a story or a memory of their own,
they tended to use their hands and body to imitate the mental images of characters’ action.
Through the emphasis of gestures and body movements, students will get the main idea of the
whole dynamic event. Here are examples:

(4) T: yiulanche zai shanlu shang rao lai rao qu…
遊覽車在山路上繞來繞去…
The tour bus was driven meanderingly and circuitously on the mountain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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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Gestural depiction of the movement of a tour bus

1

2

3

(5)T: …yiduiren chong chu qu tu…
…一堆人衝出去吐…
…many of us rushed out to spew…
(6) T: yi shang shanding, Ouyangxiu zuo kanyikan you kanyikan…
一上山頂，歐陽修左看一看右看一看…
When Ouyangxiu arrived, he looked around from the hilltop immediately…
Figure 5: A rushed out to spew gesture

Figure 6: Gestural depiction of Ouyangxiu’s movement

1

The serial gestures above were used to depict two stories. One is a memory from college
life of the teacher in figure 4 and 5, the other is a legend story of the author “Ouyangxiu (歐
陽修)” in figure 6. In figure 4, the movement of teacher’s hands is the figure,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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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s the tour bus driven around the mountain path. In figure 5, the movement of teacher
herself is the figure, which represents a bunch of her friend rushing out the car to spew. And
in figure 6, the movement of teacher herself is the figure, which represents an inexistent
character looking around from the hilltop. Hence we know, among all the participants from
dynamic events above, a teacher can use gestures and her own body to depict movements of
the figures, helping students focus on the main idea.

B. TypeⅡ: Abstract pointing for invisible targets
The second type of gestures used to explain abstract ideas, is abstract pointing. Teachers
tend to use abstract pointing to refer an invisible target which might be a person, certain
location, events or thought. Here we have defined five subtypes of function as abstract
pointing:

1. Pointing to an invisible person, object or location
(7)T: Ni (pointing to invisible person) xiang yao tan beiren de dongxi (pointing to invisible
object)…
你（虛指）想要貪別人的東西（虛指）…
If you have an inordinate desire for something belonged to somebody…
Figure 7: Pointing gestures of indefinite ‘you’ and ‘object’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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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al gestures in figure 7 referred to an indefinite person “you” and invisible object
which belonged to someone we don’t know. Who the person was and in what shape the object
was like were not important. Through the assumption of an invisible person and object, the
teacher’s pointing is to indicate what “we” think and “our desire of things” affects our
behavior in real life. In this case, she used abstract pointing toward indefinite person and
things instead of iconic gestures and created a general situation to convey her main point.

2. Pointing to abstract thought or events
(8)T: …zhongdian zhaiyu ni de xin xiang tanwu…
…重點在於你的心想貪污（做貪污這件事）…
…the point is your heart desires to take graft…
(9)T: Xiaoren men dong wainaojin…
小人們動歪腦筋
Villains are plotting to do something…
Figure 8: Pointing gestures of indefinite ‘thought’ and ‘event’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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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Pointing gesture of abstract thought

Gestures in Figure 8 and 9 were used to explain certain abstract thought and events.
Teachers used pointing to visualize abstract thought or events, like a concrete object can be
touched and located. In figure 8, when it came to the behavior of bribe, the teacher took the
action or event as an object which can be pointed and located. Moreover, the teacher pointed
toward the air as if she pointed to someone’s heart when she talked about someone’s thought.
Instead of pointing to the air, the teacher pointed toward her own head in figure 9. Her head is
like a container of thought which can be visualized through pointing. Hence we can see there
is a metaphorical usage in speech that is visualized in gesture.

3. Pointing to list different thought or abstract ideas
(10) T: Zhexie pinpan meihua de biaozhun shishishang jiushi pinpan rencai de biaozhun
這些評判梅花的標準事實上就是評判人才的標準
These standards used to judge plum trees are in fact the rules used to judge talented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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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Pointing gestures of different abstract concepts

1

2

3

Above are a series of pictures describing the movement of gestures from left to right,
which including pointing to list different abstract ideas. In figure 10, the teacher not only
used pointing to visualize abstract concepts “the standard rules of judging plum trees or
talented scholars”, but also listed those rules from left to right as if there were several objects
arraying from left to right for her to count on. The function of list pointing will suggest
students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concept she is referring, which are not listed in speech, but
shown in gestures.

4. Pointing to contrast opposite location or time
(11)T: …xiang women xuexiao nage tingzi…Zuiwengting jiu bijiao…
…像我們學校那個亭子…醉翁亭就比較…
…compared to that pavilion in our school, Zuiwengting i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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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Pointing gestures of objects at opposite location and time

2

1

Except for listing abstract concepts, the teacher also used pointing at different locations to
contrast two objects which were not on-the-spot, such as two different pavilions mentioned in
figure 11. The first pavilion teacher pointed to was a building in this school. Therefore her
finger was away from herself and pointing up to refer the building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The second pavilion was a mental image shared by both teacher and student on-the-spot.
Therefore her hands were back to her body side and pointing down with both her palms as if
holding a concrete object.

5. Pointing to contrast deeper ideas or contents one by one
(12)T: Napian wenzhang yikaishi tidao “Liyilianchi”…, zhihou you ba jiaodian jujiao dao
“lianchi” liangge gainian…, zuihou yo ba jiaodian jujiao dao zuizhongyao de “Chi”…
那篇文章一開始提到「禮義廉恥」(左)…，之後又把焦點聚焦到「廉恥」兩個概
念(中)…，最後他又把焦點聚焦到最重要的「恥」(右)…
The article mentioned about “Liyilianchi” at first (the left most picture)…, and then
focus on the concept of “Lianchi” among the four words (the left most picture)…, in
the end the focus was moved to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 of “Chi” among above two
words (the right most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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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Pointing gestures to contrast abstract ideas one by one

1

2

3

As for contrasting different “things” with pointing, a teacher can also take abstract
concepts as concrete objects, and use pointing toward different locations in linear order to
refer those concepts one step after another. The movement of pointing is to construct the
coherence between contexts. In figure 12, the teacher mentioned three concepts in an article
which has been learned befor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conveyed three concepts one step
after another. As we can see in figure 12, the teacher used list pointing from left to right to
contrast each concept which was extracted from the article, and the right most on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 above the whole article. The linear order of the pointing created
cohesive linkages through the content and speech she referred to.

C. Type Ⅲ: Metaphorical gestures for abstract idea or relation
Type Ⅲ refers to metaphorical gestures which are used to explain abstract idea or
concept relations in class. Most of the time, teachers tended to use visualized gestures to
illustrate nonimaginal ideas or relations such as discourse coherence, paragraph organization,
the sequential of sentence pattern, implied ideas hidden in content or abstract concept in
discourse,...etc. In fact, according to our observation, even typeⅠor type Ⅱ gesture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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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imes accompanied with metaphorical usage. It helped speaker create a visualized image
and timeline in discourse, such as figure 4, 8, 9, 10, and 12. Those gestures included conduit
metaphors such as “IDEAS/ THOUGHT ARE OBJECTS”, “EVENTS ARE OBJECTS”
(Cienki & Muller 2008), container/ containee metaphors such as “HEAD IS CONTAINER”,
“HUMAN HEART IS HUMAN HEAD”, and the most interesting one: the up-down
spatialization/ orientational metaphor (William Nagy 1974, quoted in. Lakoff and Johnson
1981).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length of this paper, we are not going to explain every
metaphorical gestures used in tapes. Instead, we tried to focus on the most interesting one
among these data: the expression of timeline or discourse linkage in gestures, which are
related to orientational metaphors.
Linguistic expressions of time are usually metaphorically understood in terms of space,
particularly expressions in terms of the space “in front of” and “behind” a language user,
which are shown culturally specific by different language system. As we can see, in this
mapping a language user functions as a reference person in space, considering himself as “a
moving ego”, with the future ahead of him and the past behind him (Lakoff & Johnson
1980:42; Tai 1989, 2009). And also, relative distance in space corresponds to relative
“remoteness” in time (Taub 2001). This “time for space” expression has also been found in
many sign languages. Take American Sign Language for example, the timeline in signing
space passing from the signer’s front to his back, has been metaphorically defined as
representing past and future time (Taub 2001) . The metaphor is called FUTURE IS AHEAD
which denotes the dimension of “front and back” in refer to the signer. However, according to
our observation in Chinese class, gestures in expression of timeline or discourse linkage have
shown more than one dimension such as “up and down”, “left and right”, “front and back”.
And all of them can be used in pairs to describe sequential order of speech time, context
linkag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entence or paragraph. The double mapping of language and
gestures with orientational metaphors are shown in examples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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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ST IS UP, FUTURE IS DOWN
(13) T：Nashihao kan shi…
那時候看（老殘遊記）時…
At that time I read it (the novel of Laocanyouji)…
Figure 13: Gestural depiction of past time

In figure 13, the teacher stretched out her hand above of her shoulder when she talked
about the memory of reading a book. The gesture indicated the space up away from her is the
past time she referred to, which was correlated to the speech “Nashihao (那時候, at that
tim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pace in front of her represented the present time the speech or
event carried on. Hence when her hand moved back to the front, the topic will be brought
back from the memory. The up-down space order represented the timeline of discourse
content.

(14) T: …yizhi jiang xiaqu…
…一直講下去…
…the speech is keep 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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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 Gestural depiction of further speech/ future time

1

2

The gesture in figure 14 described the sequential order of a context from up to down. The
teacher’s hand was like a moving ego writing or reading along with a line of the paper work
from top to down, and correlated with the speech “下去（going further）”. Hence the space in
front of her shoulder represented the present time the reading content teacher was talking
about, and the space down beneath of her shoulder represented the future time the reading
content we are going to keep on.

(15) T：Zuozhe zai zhege juzi xiamian huida le…
作者在這句子下面回答了…
The author answered the question after this sentence…
Figure 15: Gestural depiction of question pair’s order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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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 Ta shi xian yong yige wenhao juxin ti chulai, zhihou zai ba ta huida chulai…
他是先用一個問號句型提出來，之後再把他回答出來 …
At first he brought the idea with a question sentence pattern, and then he answered the
question by himself…
Figure 16: Gestural depiction of question pair’s order

1

2

Gesture in figure 15 and 16 represented a pair of question sentences. The teacher used her
hands to indicate the order of sentences in question pairs, which is providing a question at
first and giving an answer later. Hence the space in front of the teacher represented a sentence
pattern of question coming out first, and the space down below her shoulder represented the
sentence pattern of answer. The up-down space order represented the sequential order of
question pairs.

(17) T：Jibenshang zhege “zhe” you “mei/ wangwang” zenmeyang “jiu” zenmeyang de yisi…
基本上這個「輒」有「每/往往」怎麼樣「就」怎麼樣的意思…
Basically the word “zhe” represents the meaning of a sentence pattern “mei/
wangwang…j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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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7: Gestural depiction of phrasal sequence in a sentence

1

2

In figure 17, gestures were moving from the front of the teacher to a lower space when
she referred the sequence of two elements/ phrases in a sentence. The up-down space order
represented the sequential order of words or phrases inside a sentence. To sum up, the
up-down gestures from figure 14 to 17 refers to the coherence of speech timeline and context
order. The teacher tried to visualize these abstract concepts through using orientational
metaphors in gestures, looked forward to help students focusing on these abstract grammar
and discourse coherence. The metaphorical mapping in gestures is given in Table 1.

Table 1
PAST IS UP, FUTURE IS DOWN
Iconic mapping

Metaphorical mapping

Gesticulation

Source

Target

Area in front of speaker’s shoulder

“here”; location of reference

1.

Present time

person

2.

The context we talk about right
now

3.

this sentence

4.

the first element of this
sentence

Area above of speaker’s shoulder

Space above of reference

1.

past time

person

2.

the context we talk about
bef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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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low beneath the speaker’s

Space down below the

1.

future time

shoulder

reference person

2.

the context we are going to
talk

3.

next sentence

4.

the next element of this
sentence

2. PAST IS BACK, FUTURE IS FRONT
(18) T：Huitou guolai xiangxiang…
回頭過來想想…
Recall the context and think again what we have mentioned about…
(19) T: Gengqianmian zhi de shi shenme?
更前面指得是什麼？
What did the context we referred before point out?
Figure 18: Gestural depiction of past time

Figure 19: Gestural depiction of previous speech or content

1

The front and back space can also be used in referring timeline or speech coherence. In
figure 18 and 19, both palms of the teacher were facing and pushing toward her own body
when she tried to relate the content or topics discussed before. The space behind her hand or
her shoulder seems to represent the past time or speech contexts which were already been
mentioned. On the other hand, though we are lack of evidence, we can speculate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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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refers to future time might be away from the teacher, which is at front side with her
both palms facing and pushing out away from her own body. The metaphorical mapping in
gestures is given in Table 2.

Table 2
PAST IS BACK, FUTURE IS FRONT
Iconic mapping

Metaphorical mapping

Gesticulation

Source

Target

1.

Area in front of the speaker’s

“here”; location of reference

1.

Present time

chest

person

2.

The context we talk about right

2.

1.

pointing

now
3.

the content stated right now

Area between speaker’s hand and

Space right behind reference

1.

past time

chest, or area behind the speaker’s

person or hands

2.

the context stated before

3.

revise, review and reflect

shoulder
2.

palms facing and pushing to body

1.

Area in front of and away from

Space away from the reference

1.

future time

speaker’s chest

person

2.

the context we are going to

2.

palms facing and pushing away

talk

from body

3.

look forward to

3. STRAT POINT IS LEFT, ENDPOINT IS RIGHT
(20)T: Zhexie pinpan meihua de biaozhun shishishang jiushi pinpan rencai de biaozhun
這些評判梅花的標準事實上就是評判人才的標準
These standards used to judge plum trees are in fact the rules used to talented scholars.
(also seen in example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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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0 (also seen in Figure 10): Pointing with a path from left to right to list abstract concepts

1

2

3

Figure 20 were gestures of abstract pointing which we have referred to in Figure 10 above.
The teacher listed those rules by pointing from left to right as if there were several objects
arraying from left to right for her to count on. The sequential pointing from left to right
suggested that she saw “the objects” from the leftmost side, which were the space those
objects occurred first, and the space of rightmost side was the last counting object. The same
pattern can also be used in explaining the concept of “focusing” from general idea to specific
detail. As the examples shown below:

(21) T：Cong “Liyilianchi”, dao “lianchi”, …dao “chi”…
從禮義廉恥(1)，到廉恥(2)，…到恥(3)…
(The author used certain writing skills to describe) the concept from “Liyilianchi”, to
the concept “lianchi” which extracted from “Liyilianchi” …and finally focus on the
concept of “chi” which extracted from “lian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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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1: Grasping gestures and pointing from left to right to focus ideas from general to specific

1

2

3

(22) T：Xian cong zuida de, ranhou manmande…, manmande jujiao…, zuihou ba jiaodian
fangzai suo xuyao miaoxie de defang shang.
先從最大的(1)，然後慢慢的(2)…，慢慢的聚焦(3)…，最後把焦點放在所需要描
寫的地方上(4)
(The author described local scenery) from the sketch of biggest landscape at first,
and then slowly moved the focus to the detail of the area one step by another.
Figure 22: Grasping gestures and pointing from left to right to focus ideas from general to specific

1

2

3

4

In figure 21 and 22, through the contrast of space from left to right side, the teacher tried
to enhance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 by moving focus from general idea to specific detail.
The start point of gesture at left side was co-operated with the speech represented the general
idea, and the end point of gesture at right side was also co-operated with the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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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ed the most specific detail, which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general idea steps by
steps. The teacher used a holding gesture to represent “these ideas” from general to specific
as if she held objects from big to small, from left to right. Hence there seems a generalization
that gestures in explaining things are metaphorically started in left space and ended at right
space. The metaphorical mapping in gestures is given in Table 3.

Table 3
STRAT POINT IS LEFT, ENDPOINT IS RIGHT
Iconic mapping

Metaphorical mapping

Gesticulation

Source

Target

Area at the leftmost side of the

Space at the left side of

1.

the start point of a speech line

speaker’s left shoulder; area in front of

reference person

2.

counting from the first thing

3.

the most general idea

1.

could be the start point of a

the speaker’s left shoulder
Area in front of the speaker’s chest

“here”; location of reference
person

speech line, or the middle point
of a speech line
2.

counting to the second thing
and later

3.

the more specific idea

Area at the rightmost side of the

Space at the right side of

1.

the end point of a speech line

speaker’s right shoulder; area in front

reference person

2.

counting to the last thing

3.

the most specific idea

of the speaker’s right shoulder

Ⅳ. Conclusion
Gestures in high level class teaching might not play a key role toward the understanding
of lexicon, but it definitely earns its role to assistant students get the pictures of invisible
concepts and the main idea of a discourse. Moreover, it not only reveals our conceptual
images in mind, but also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why there are plenty of similarities between
sign languages and gestures.
To sum up, by observation of the data in this paper, we found out that in high-school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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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teachers tend to use iconic gestures and abstract pointing to refer invisible entities
or abstract events. When it comes to indicate the relation or coherence of different concepts
or context linkage, teachers will use abstract pointing and metaphorical gestures to structure
the whole image. In the final section of this paper, we provided evidence to show that
teachers use gestures with orientational metaphors to describe timeline, discourse linkage and
the focus of an event from general to specific. These gestures are considered using of several
complex metaphors such as “PAST IS UP, FUTURE IS DOWN”, “PAST IS BACK,
FUTURE IS FRONT”, and “STRATPOINT IS LEFT, ENDPOINT IS RIGHT”. Some of the
gestures are also merged with CONDUIT metaphor, taking ideas as objects transferred
through timeline or discourse. However, these expressions of orientational metaphor are not
verified as universality usage of human languages or gestures. Some of these might be taken
as cultural specific knowledge which is shared by the same language users. Especially for the
use of left-right orientational metaphor, some discussions might consider the direction from
left to right is affected by the reading habit of newspapers or books, which are waited for
more powerful data and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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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頭族的教學策略
陳美玲*

摘

要

由於電腦科技的進步，智慧型手機已發展成為一行動式電腦，大學生幾乎人
手一機，每天花大量的時間在玩手機上，連在課堂上也不例外，除了影響自己的
學習成效，也多少會影響教師的教學情緒。從 90 位學生「為什麼上課要玩手機？」
的回答中發現，會在課堂上玩手機的原因乃：手機的吸引力大過上課、手機遊戲
有趣且好玩、無聊、用手機來打發時間、缺乏自制力莫名地想玩、和朋友聊天或
聯絡、看新聞了解時事或了解周遭發生的事（看社群網站）、課程內容缺變化或
無趣、不吸引人等等。針對此，提出的建議，在學校方面有：建立健康的手機上
網意識、加強情緒管理教育、打造認真求學的校園文化、建置手機上網的學習平
台。在教師方面有：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提供與生命經驗連結的學習材料、提
供實際參與學習情境設計的機會、提供實際應用的機會、提供一個安全與愛的學
習環境。

關鍵詞：低頭族、智慧型手機、大學生

*

陳美玲，遠東科技大學創新設計與創業管理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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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Phubbers

Meiling Chen*

Abstract
Due to the progress of computer technology, mobile phones have become mobile
computers. Most of college students have mobile phones with them. They spend lots
of time using the mobile phones, even sitting in the class. It is no good for their
learning, and also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teacher’s mood. The question”Why do you
use mobile phones in the class?” is asked. The answers are: 1) Mobile phones are
more attractive than the learning. 2) Games are fun and very interesting. 3) They feel
bored in the class. 4) They use mobile phones for killing time. 5) They can’t help
stop using mobile phones. 6) They use mobile phone to chat with friends. 7) They
want to know what’s new. 8) The learning materials are boring. The teaching ways
of teachers are unattractive. The suggestions are made. 1) The school should help
students use mobile phones reasonably. 2) The school should teach students how to
manage emotion. 3) The school should afford a loving-learning culture. 4) The
school should afford a learning platform in the internet. 5) The teachers should
encourage students to have motives to learn. 6) The teachers should provide learning
materials which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 7) The teachers
should provide opportunities that the students can get involved. 8) The teachers
should provide students a chance to do practical training. 9) The teachers should
provide students a safe and be-loved learn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Phubbers、Mobile phone, college students

*

Meiling Chen, instructor, Far Eas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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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玩手機沒收一星期，但家長反控老師侵占（TVBS新聞，2010/05/08
日）。」

「彰化縣立藝術高中研擬規定學生上課中不得使用手機，也不得在校內為手
機充電，甚至傳出準備採用連坐法，只要同一班違規人數超過標準，將限制該班
學生全面禁用手機（自由時報，2013/01/29）。」

「上課滑手機，女大生不聽勸，潑水辱師，台中地檢署依公然侮辱罪起訴余
女，她最重將面臨一年徒刑（蘋果日報【動新聞】，2014/07/04）。」

大學生可說是手機使用的一大族群，手機的便利性與多元性對他們總有無法
抗拒的魅力，手機的使用佔據了他們大量的時間，相信許多老師在課堂上都會經
歷這樣的考驗：上課時，學生都很專注地「埋頭苦幹」，走近一看，從學生眼鏡
的倒影中看到他們的電腦屏幕「藍色一片」，原來他們都是在玩facebook或Line。
面對這樣的場景，身為教師的我們可能會這麼做，一言不發地走回到E化電子講
桌的電腦前，也上了facebook，在上面寫著：「請同學專心聽我上課！！」，然
後靜待學生的反應……。
不同於以往的網路成癮，常會造成學生的高曠課率，對老師的衝擊較小，但
最近幾年盛行的手機成癮，學生乖乖地、安靜地坐在課堂中，他完全融入於自己
的手機世界，渾然不知老師的存在，這樣的情景卻在在考驗教師的修養，該如何
處置？相信是許多老師的棘手問題。

壹、智慧型手機
由於電腦科技的進步、硬體體積縮小化以及網路普及化，手機功能由原本用
來與人連絡、溝通，不斷地進化再進化，現代的手機不止是行動式電話，更是一
部行動式電腦，配合網際網路和各種不同的電腦相關應用程式，它讓人們可以隨
時隨地上網搜尋資料、攝錄影、購物、玩 3D 線上遊戲、播放數位音樂、看電影
或偶像劇、GPS 導航、打節費網路電話、觀看交通即時路況及進行居家監控等等
（黃彥傑，2009）。智慧型手機可說是一綜合性個人手持式行動電腦，從前要透
過定點式電腦才能做到的事，現在只要利用智慧型手機都可完成！將通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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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網路三合一，它改變了我們的人際互動和溝通方式，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模式，
也將人類的歷史帶入一個嶄新的紀元。
智慧型手機的功能越來越多元、越來越強大，帶給人們許多的便利性，這是
無庸置疑的，目前不論是上網、社交、娛樂、工作，甚或是藉電子錢包的方式來
付款等等，人們只要動動一指神功，皆可透過它來進行。然而，也正因為它像個
無敵的超人，提供許多的功能，以致許多人的生活都依賴它，和它綁在一起，把
他們自己的人生「視界」就窩在那五吋不到的螢幕裡。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上，
十之七、八的乘客都是拿著智慧型手機全神貫注忙著點點、滑滑、畫畫；在家人
或朋友聚餐的場合，也常見到一桌人圍坐著卻又各自玩手機、鮮少互動，真不知
聚餐的目的是為何？當餐點送上桌時，並非悠閒地享受美食，而是興奮地拍照，
立即上傳到 Facebook，開心地在社群網站上與遠在天邊的朋友們分享這些美食；
甚至連走路、騎機車或開車時，都還手機不離手，殊不知已將自己置身險境中。
在未來的社會，智慧型手機有可能會成為每個人的隨身必備品，根據 IHS
iSuppli 預估，2015 年智慧型手機出貨量將達到 12 億支，2016 年 14 億支，2017
年上看 15 億支（Kyle，2013）。智慧型手機在台灣的使用情況呈現三高現象：
高擁有率、高使用率及高下載率。對屬於「Web 3.0」世代的青少年而言，擁有
智慧型手機是想當然的事，它是身份的象徵，沒有手機的人則就太遜了。年齡越
大的學生手機的持有率則有越高的傾向，超過八成的花蓮高一學生擁有手機（門
菊英、呂昕禹、黎政諺和呂傑華，2013），在大學校園手機的持有率更高，直逼
100%。

貳、智慧型手機的負面影響
在專家與學者的努力下，智慧型手機的功能不斷增加，帶給人類許多的方
便，手機可以增加青少年溝通的頻率，也擴大人際關係的機會（Matsuda, 2000;
Igarashi, Takai,& Yoshida, 2005）。此外，手機的網路服務（如交友網站等）或遊
戲功能 也 成為消 除 寂寞感 的 一種方 法 （ Toda, Ezoe, Nishi, Mukai, Goto, &
Morimoto, 2008）。然而，智慧型手機的使用也衍生一連串的負面影響，包括身
體、人際溝通、學習與表達、心理等方面，而且是不容忽視的影響。
在身體方面的影響，機不離身已成為時下文化，尤其是各個電信公司為了攬
客，紛紛提供吃到飽的優惠，使得人們在較沒有金錢的壓力下，不管有事或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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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拿起手機來回滑動銀幕，上網、查閱電子郵件、看 Facebook、App、Line、
玩線上遊戲等等。有的人更認為「不用就是在浪費錢」，上網永不離線，手機永
不關機，發展出新型的文明病來，由於長時間低著頭看螢幕，加上操控手機時，
肩膀長期僵直於一個姿勢，容易導致肌肉勞損，因此不少年青人，年紀輕輕就患
上五十肩、彈弓指、頸椎變形等。另外，長期盯著畫面較小的螢幕，容易出現眼
睛耗損的現象，如眼睛痠澀、乾眼等症狀，或者近視年輕化。
在人際溝通方面的影響，最近相當盛行的 Line，「已讀不回」成為大家最痛
恨的一件事，有的人甚至認為「已讀不回」等同是一種犯罪行為。嚴重的發信者
會情不自禁地時常檢查訊息，收到訊息又要即時回覆，放著正事不做卻把整顆心
懸掛在 Line 上。他同時也希望別人能即時回覆，收不到別人的訊息會有焦躁不
安，不斷檢查訊息。但收信者卻認為：「我就是不想回嘛！不要逼我。」造成收
發雙方的心理壓力以及人際關係的緊張，對人際關係有不小的負面影響。再者，
為了省錢，許多人常利用 WhatsApp 或 Line 等即時通訊軟體來互通消息，使用
者透過群組功能，將朋友「分門別類」，組成不同的群組，建立起各種社交網絡。
慢慢地，人們會發現有些消息是不想讓當中的一些人知道，或者某些言論會得罪
一些人，於是就另開一個「小群組」，三五知己在這個群組內談私密。最後會發
現群組愈來愈多，朋友圈愈分愈散。最怕的就是「入錯組，約錯人，傳錯話」，
將不應該說的話錯傳到某些群組，結果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另外，不少人喜歡
打線上遊戲，表面上遊戲在幾分鐘內就完成，但最後又因為未能過關，而要不斷
找朋友，請他們提供生命或甚至付錢才能再繼續玩遊戲，如果朋友不願拔刀相
助，也會壞了感情。
在學習與表達方面的影響，如果青少年一天到晚緊盯著螢幕，習慣了螢幕上
高強度、新奇的訊息，可能會影響學習的專注力。美國的研究曾發現，每天盯著
螢幕增加一個小時，後續發生注意力不集中問題的機率會增加 9%（黃玉芳，
2013）。另外，由於智慧型手機的螢幕尺寸較小，無論打字或手寫都不如一般電
腦來得方便和迅速，因此使用者就用語簡短或省略，或用貼圖的方式與他人連
絡，簡略、創新的符號與文字取代傳統的語句，無形中降低了語文的書寫能力，
讓文學的發展越來越淺薄（黃菁菁，2010）。再者，手機功能的齊備本來是想帶
給人們方便與節省時間，但它也偷偷地吃掉了使用者「放空」的時間與思考的能
力，反正有手機，一切就搞定，大腦現在成為備而不用的物件。
95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二期 頁 91-106

陳美玲〈低頭族的教學策略〉

在心理方面的影響，由於行動上網讓手機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上網，再加上
社交網站大流行，容易讓使用者整天耗在網路上，透過網路與人聊天，或是寧願
漫無目的的瀏覽網頁，而忽略了學業、工作、休閒或睡眠等正事，與原本的朋友
群漸行漸遠。許多手機使用者常常是被手機綁架的，智慧型手機的上市不過短短
幾年，現代的人卻多半已無法過沒有手機的生活了，即所謂的「無手機恐懼症」，
忘記帶手機外出會感到焦慮，手機沒電會感到焦慮，手機收不到訊號或無法上網
會感到焦慮，每到一個目的地會先找尋無線上網服務（Wi-Fi），連睡覺時都會
擔心別人無法與自己聯絡而把手機放在身邊，或擔心沒有了手機會與別人失去聯
繫。根據金車教育基金會所做的「2011 青少年使用行動電話調查報告」指出，
有 93%的青少年使用手機容易感到不安，例如沒帶行動電話、手機沒電、打電話
對方沒接或不通、手機被監控等，完全不受影響者僅佔 7%（大紀元，2011）。
若手機使用者在沒有網路使用的時候，就會焦躁不安、情緒失調，進而影響到日
常作息，甚至出現妄想症與暴力的行為，這樣就屬於過度使用（abuse），甚至
到成癮（addiction）的程度了。

参、手機成癮
根據美國精神科醫生暨臨床精神藥理學家Goldberg於1996年首先以「網路成
癮症」（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IAD）此一專有名詞用來形容因為過度沉迷
網路而形成類似行為性成癮的失常行為。參照此定義，過度使用手機，而對手機
產生心理依賴的一種衝動且控制失序行為，並伴隨和手機有關的耐受性、戒斷、
否定、強迫性行為，以及生活相關問題，則謂之手機成癮（Mobile Phone Addiction）
（洪福源、邱紹一、林鋐宇，2012）。本文所指的手機成癮一詞較強調個體過度
使用手機所產生的學校課業、日常生活與個人人際關係的障礙。
臨床心理師柯俊銘（2009）提供簡易的方法來檢測是否有手機成癮：
1.無法使用手機時（如忘了帶、沒電、收訊差）就會心服氣躁，全身不對勁。
2.完全無視時機是否合適，講起手機就渾然忘我，忽略旁人的感受。
3.三不五時就在確認有簡訊或來電，怕自己不小心漏接。
4.每天花太多時間在手機上，已明顯影響工作、課業與人際交往。
5.手機帳單金額不斷增加，甚至多到無力負擔。
6.沒有接到他人電話時，會反覆檢查手機是否有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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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用手機處理生活中所有的事務，沒有手機就什麼都不行。
8.未能立即接到回音，整個人會魂不守舍，情緒變得憂鬱、焦慮。
9.無時不刻就在找機會使用手機，即使是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要立即通知別
人。
10.明知場合不宜打手機（如開車、醫院），卻不願忍耐，寧可冒險或違規。
另外，想判斷學生是否有手機成癮，也可參考洪福源、邱紹一、林鋐宇（2012）
所改編的手機成癮評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Scale, MPAS）（見附件），
該量表是參酌Young （1996, 1998）所編製的網路成癮量表（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IAS）改編的，以做為檢測的工具。根據該量表，將每題的分數相加（幾
乎不會1分、偶爾2分、常常3分、幾乎常常4分、總是如此5分），所得的總分就
是「網路偏好指數」。分數之結果分析如下：
1.正常級（20~49 分）：屬於正常的行為，雖然有時候會花些時間在使用手
機上，但還是有自我控制的能力。
2.預警級（50~79 分）：正遭遇到因使用手機而引起的問題，雖然並非到了
積重難返的地步，還是應該正視網路所帶來的人生衝擊。要有警覺，並開
始改變習慣！
3.危險級（80~100 分）：網路使用情形已成為嚴重的生活問題，應該評估使
用手機帶來的影響，並且找出病態性成癮的根源。或許已經成為成癮者，
恐怕需要很強的自制力才能回覆常態，建議趕快找專家協助。

肆、心理特質與手機成癮
一些研究指出手機成癮者的心理因素，包括自尊、人格特質與手機成癮間的
關係，例如外向性與神經質性等人格因素、負向自我概念、低自尊、高急迫性、
低堅持度、寂寞與手機依賴性均存在顯著的相關性（Bianchi & Phillips, 2005;
Billieux, Linden, D’acremont, Ceschi, & Zermatten, 2007; Billieux, Linden, &
Rochat, 2008; Igarashi, Motoyoshi, Takai, & Yoshida, 2008; Ezoe, Toda, Yoshimura,
Naritomi, Den, & Morimoto, 2009;）。過度使用簡訊與人格外向性之間有顯著正
相關（Igarashi et al., 2008），外向性的人格特質者較直率以及好交際，且有較強
的欲望想要與同儕溝通，通常他們會發現傳簡訊是一種簡單且方便的方法，因此
人格外向的學生較會有手機成癮的傾向。神經質性得分較高者，自陳其在使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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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時，能感覺到自己是團體的一部分，且能藉以消除寂寞感。Amiel和Sargent
（2004）認為這意味著情緒不穩定的人會將網路做為傳統社會互動的替代方式。
Ezoe等學者（2009）亦指出個性害羞者對人際關係較為敏感，也較難做面對面的
直接溝通，所以他們可能以手機間接溝通的方法與他人建立關係。
青少年使用高科技設備可能伴隨出現的問題，通常還包括憂鬱，憂鬱會與青
少年網路成癮相關聯（Ha, Yoo, Cho, Chin, Shin, & Kim, 2006）。若就手機使用
而言，每日所傳送的簡訊數目與憂鬱程度存在正相關（Billieux et al., 2008）；憂
鬱的青少年較可能會有問題性手機使用的情況出現（Yen, Tang, Yen, Lin, Huang,
Liu, & Ko, 2009），這主要是因為手機所提供的功能，包括傳送簡訊、電玩、畫
圖、上網等，對罹患憂鬱症或在現實生活中遭遇困難的青少年而言，手機提供了
一種可以調適情緒問題與控制感受的虛擬世界。其次，手機的衝動使用可能會使
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作息受到干擾，而增加日常生活的困擾並影響其心情
（Kamibeppu & Sugiura, 2005）。

伍、課堂上的低頭族
學生在課堂玩手機已成了一“國際難題”，許多國家的教師正面對這一挑戰，
如何把學生的心從面板拉回到黑板，尤其是大學生自主性高，不會對教師唯命是
從，使得大學課堂的管理難度更高。面對學生在課堂上玩手機，有的教師選擇「視
若無睹」、沉默以對；有的教師三不五時會委婉地提醒學生把手機關掉；有的教
師與學期成績綁在一起，被查到就扣分數。有的老師展現積極的作為，為了降低
學生玩手機，只好想方設法讓教學更多元、有趣，管理學老師就結合網路、雜誌、
熱門話題等等搜集各種資料，試圖以豐富的教材內容來吸引學生。或者，英文科
老師就玩數字遊戲、模擬現場對話、觀賞國外旅遊影片、英文歌曲教唱；或溝通
學老師就要求學生要參與討論或上台演講，其目的就是要讓學生忙得根本沒時間
碰手機。有的老師則採“以毒攻毒”策略，以手機做為上課的工具，設計一些練習
或作業，讓學生名正言順地在課堂上使用手機搜尋資料。不過手機好像是打死不
退的第三者，儘管教師使出各種絕招，依然難以抵擋手機對學生的吸引力。
學生為什麼要在課堂上玩手機呢？筆者請本學期選修「應用心理學」的學生
共九十位，採開放式問卷，針對學生與老師的部分，最多寫出三個原因，經整理
分析，主要原因有（見表一）：手機的吸引力大過上課、手機遊戲有趣且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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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聊、用手機來打發時間、缺乏自制力莫名地想玩、和朋友聊天或聯絡、看新聞
了解時事或了解周遭發生的事（看社群網站）、課程內容缺變化或無趣、不吸引
人等等。
表一：在課堂上玩手機的原因
在

課

堂

上

玩

手

機

的

原

因 人數

學

手機的吸引力大過上課、手機遊戲有趣且好玩

38

生

無聊、用手機來打發時間

37

方

缺乏自制力，莫名地想玩

30

面

和朋友聊天或聯絡，上課不能講手機只好用訊息

25

看新聞了解時事或了解周遭發生的事（看社群網站）

20

對學習或課程沒興趣

15

處理重要事情（如專題、系學會）

12

找資料(包括：查單字)

12

看電視劇、小說、漫畫或影片，或聽音樂，或看網拍

10

怕沒看到重要訊息或與朋友短暫失聯

9

一心二用，耳朵也有在聽課

4

遊戲活動時間剛好限時在上課時間

4

被影響，鄰座的同學都在玩

4

用 Line 群組討論

3

上課無法專心

2

使用功能性 App（行事曆、計算機）

2

想隨時記下自己的心情(部落格、便籤、塗鴉欄、記事本等等)

1

上課內容可從課本取得

1

要練遊戲等級

1

轉移注意放鬆一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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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吃到飽不用會浪費錢

1

心情不好

1

教

課程內容缺變化、無趣、不吸引人

師

課程內容已會了

8

方

課程或作業太簡單

7

面

上課內容不是自己想學的

7

教師授課方式無趣、似催眠

4

上課內容艱深、聽不懂

2

缺乏師生互動

2

教師沒有制止學生的玩手機行為

2

沒關心學生

1

老師上課不詳盡

1

上課內容無重點

1

ppt 設計不夠有趣

1

17

陸、翻轉學生成抬頭族
綜合來看，會當低頭族是因為對學習或某些課程不感興趣、或覺得老師的講
課無趣，當然這還包刮學生本身缺乏人生目標與動力，不知為何而讀，所以不想
上課。可見得，學生和教師雙方都應對課堂上的低頭族負部分責任。建議：
（學校方面）
1.加強思想教育，協助學生建立健康的手機上網意識。大學生正處在人一生
當中的黃金時期，是探索人生目標與追逐夢想的階段，學校要引導他們認真去思
索自己的未來，並儲備自己的就業力，而不是把時間花在玩手機上。讓學生充分
認識到手機上網就像一把雙刃劍，它帶給我們許多便利，也帶來一些負面效應，
要協助學生建立正確、合理、健康的手機上網意識，從而健康、合理地使用手機。
對於手機成癮者要轉介給諮商輔導中心，進行正面的引導和教育，增強其辨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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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的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幫助其合理規劃手機上網時間，養成健康的手機使用
習慣，讓學生成為手機的主人，而不是被手機操控的人。
2.加強情緒管理教育，提高學生的情緒自我管理能力，使其能調節自己的心
理問題和疏導負面的情緒。健康的心理狀態與良好的人際關係有助於學生擺脫對
手機的依賴，進而走出手機成癮的困境。培養和提高學生的自我控制能力，使其
能辨別手機上網的好壞，主動地對自身的行為加以控制，不斷地朝向完美的自己
前進，努力使自己的大學生涯更加成功。
3.打造認真求學的校園文化。為了實現大學課堂教育的有效性，校方要隨時
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以及成效，加強對手機使用和手機上網的管理力道，制定相
關的規章制度，規範學生的手機上網行為，還課堂一片淨土。同時，學校也要積
極安排學生參加各項競賽與考取證照等，使學生有事可忙，並藉競賽與證照來提
升自我價值感與成就感。
4.結合大學生喜歡手機上網的特點，學校可以辦理一些相關的活動，如在校
園網路上建置手機上網的學習平台，這些平台可以設計得活潑有趣，讓學生「寓
學於樂」，開啟學生快樂學習之門。另外，學校也可開闢手機上網專欄，提供正
確使用手機的相關資訊，讓學生自我學習，養成正確、合理、健康的手機上網習
慣。

（教師方面）
不要拘泥於傳統的知識傳授，要翻轉教室，找到在 21 世紀如何教好學生、
如何做好教育創新的根本方法，這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1.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現在打工族的的學生甚多，不過大多是學非所用，
在加油站或泡沫紅茶店工作，打工的工作性質與自己專業能力的培養無關，甚是
可惜。打工的工時長且薪水少，缺乏正確打工意識的學生甚至是上小夜班、大夜
班，為了避免有曠課記錄，拖著疲憊的身軀來到課堂，嚴重影響課堂的學習。教
師要讓學生知道學習的目的與實用效果，要讓學生知道他現階段的學習有助於未
來就業力的提升，喚起他們對學習的重視，激發其學習動力。
2.提供與生命經驗連結的學習材料。學生自訴老師提供的課程內容不是自己
想學的、或上課內容艱深、聽不懂等等，這意味著教師對學生狀況的掌握不夠確
實，教師宜多與學生互動，方能深入了解學生狀況。為了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提
101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二期 頁 91-106

陳美玲〈低頭族的教學策略〉

供給學生的學習內容或材料要與他們的專業領域或未來職場有關，或者與日常生
活有關，這樣學生比較容易產生學習熱誠以及穩固的學習效果。
3.提供實際參與學習情境設計的機會，教師不要整堂課從頭到尾都唱獨角
戲，每堂課可設計一或二個單元，讓學生二人或多人一組去對話、討論或比賽，
讓他們有參與的機會，有事可做。
4.提供實際應用的機會，鼓勵學生參加校外實習或產學合作，讓學生自己可
以從做中學，以及可以印證理論的實務經驗，藉此實際體驗的機會，學生可清楚
知道自己已學會了多少，以及未來應針對哪些不足之處來加強。
5.更重要的是提供一個安全與愛的學習環境，讓學生了解「學生在課堂上有
錯誤的權利」，願意與教師互動，不必擔心會被扣分，以愛、獎勵取代責罵和處
罰，如此一來學習的參與度與學習成效必然提高。

柒、結語
如果把學生比喻為鑰匙孔，那麼教師就須拿對鑰匙，他的學習之門才會打
開。教師在講台上賣力演出，講得口沫橫飛，給學生的教材量多且品質好，但更
重要的是學生能聽懂多少？吸收多少？以及願意為這一學科投入多少心力。在這
一個手機滑不停的課堂裡，要翻轉教室前先翻轉教師自己的心，用柔軟的心與學
生建立親密關係，這是教學成功的第一步。

參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1.門菊英、呂昕禹、黎政諺和呂傑華（2013）。Just Call Me, Be Happy!--花蓮高
中職學生手機使用行為。傳播與管理研究，13（1），頁 33-72。
2.柯俊銘（2009/03/26）。你有…手機成癮症？。聯合報，頁 E2。
3.洪福源、邱紹一、林鋐宇，（2012）。私 立 大 專 學 生 手 機 成 癮 量 表 發 展 與
現 況 分 析 之 研 究 。 中 正 教 育 研 究 ， 11（ 1）， 頁 87-115。
4.黃菁菁（2010/01/24）。日本手機好神帶動社會文化變陏中國時報。中國時報，
頁 A3。

102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二期 頁 91-106

陳美玲〈低頭族的教學策略〉

二、英文部分
1. Amiel, T., & Sargent, S. L. (2004).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nternet usage motiv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ur, 20, 711-726.
2. Bianchi, A., & Phillips, J. G. (2005).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problem mobile
phone use. 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 8, 39-51.
3. Billieux, J., Linden, M. V. D., D’acremont, M., Ceschi, G., & Zermatten, A. (2007).
Does impulsivity relate to perceived dependence on and actual use of the mobile
phone?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1, 527-537.
4. Billieux, J., Linden, M. V. D., & Rochat, L. (2008). The role of impulsivity in
actual and problematic use of the mobile phone.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2,
1195-1210.
5. Ezoe, S., Toda, M., Yoshimura, K., Naritomi, A., Den, R., & Morimoto, K. (2009).
Relationships of personality and lifestyle with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among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7(2), 231-238.
6. Ha, J.-H., Yoo, H.-J., Cho, I.-H., Chin, B., Shin, D., & Kim, J. H. (2006).
Psychiatric comorbidity assessed in Korea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ho screen
positive for Internet addiction.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67, 821-826.
7. Igarashi, T., Takai, J., & Yoshida, T. (2005). Gender differences in social network
development via mobile phone text messages: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2, 691-713.
8. Igarashi, T., Motoyoshi, T., Takai, J., & Yoshida, T. (2008). No mobile, no life:
Self-perception and text-message dependency among Jap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4, 2311-2324.
9. Kamibeppu, K., & Sugiura, H. (2005). Impact of the mobile phone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iendships in the Tokyo metropolitan area. 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 8, 121-130.
10. Matsuda, M. (2000).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young people and mobile
phone usage: From attenuant to selective relationships. Japanese Journal of Social
Informatics, 4, 111-122.
11. Toda, M., Ezoe, S., Nishi, A., Mukai, T., Goto, M., & Morimoto, K. (2008).
Mobile phone dependence of female students and perceived parental rearing
attitud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36(6), 765-770.
12. Yen, C.-F., Tang, T.-C., Yen, J.-Y., Lin, H.-C., Huang, C.-F., Liu, S.-C., & Ko,
103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二期 頁 91-106

陳美玲〈低頭族的教學策略〉

C.-H. (2009). Symptoms of problematic cellular phone use, functional impairment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Southern Taiwan.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2, 863-873.
13. Young, K. (1996). Internet addi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
Cyber Psychology & Behavior, 3, 237-244.
14. Young, K. (1998). Caught in the Ne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Youth
Action and Policy Association (2004). Phone bills putting under 18 in serious debt.
Retrieved May 11, 2011, from
http://www.smh.com.au/articles/2004/07/17/1089694607927.html.
三、網路資料
1.大紀元（2011/05/17）。調查：9 成青少年手機焦慮。資料來源：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5/17/n3259623.htm。取用日期：2015/03/12。
2.自由時報（2013/01/29）。上課玩手機要連坐？藝中否認 。資料來源：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650429。取用日期：2015/03/12。
3.黃玉芳（2013）。孩子 3C 成癮 專注力易不集中。資料來源：元氣網，
http://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57/366179。取用日期：2015/01/18。
4.黃彥傑（2009），淺談智慧型手機。國立台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電子
報第 0008 期，2009/03/20。資料來源：
http://www.cc.ntu.edu.tw/chinese/epaper/0008/20090320_8004.htm。取用日期：
2015/03/20。
5.蘋果日報【動新聞】（2014/07/04）
。滑手機不聽勸

女大生潑飲料辱師。資料

來源：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ocal/20140704/427531/apples
earch/。取用日期：2015/03/20。
6. Kyle（2013/07/22）。2017 年智慧型手機出貨量達 15 億支。科技產業資訊室。
資料來源：
http://cdnet.stpi.narl.org.tw/techroom/market/eetelecomm_mobile/2013/eetelecom
m_mobile_13_051.htm。取用日期：2015/02/20。
7.TVBS 新聞（2010/05/08）。上課玩手機被沒收 家長指控師涉侵占。資料來源：
http://search.tvbs.com.tw:8080/TVBSSearch/Search?fid=2&keyword=%E4%B8%
104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二期 頁 91-106

陳美玲〈低頭族的教學策略〉

8A%E8%AA%B2%E7%8E%A9%E6%89%8B%E6%A9%9F&time=2010&hasPh
oto=0&likeQuery=1&isShowPic=0&isNeedLoading=N&cid=0&page=1&pageNu
mber=20。取用日期：2015/03/18。

附件

手機成癮評量表
幾

偶

常

幾

總

乎

爾

常

乎

是

不

常

如

會

常

此

1.你會發現使用手機的時間超過原先預計的時間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4.你會在手機上結交新朋友嗎？

1

2

3

4

5

5.你會因為使用手機而被家人朋友抱怨或指責嗎？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嗎？
2.你會放下該完成或正在執行的事而將時間用來使
用手機嗎？
3.你對手機訊息的興奮感或期待遠勝於其他人際互
動嗎？

6.你會因為使用手機而上學或上班遲到、早退或缺勤
嗎？
7.你會每幾個小時就不自主的檢查臉書、line或電子
郵件信箱等社群軟體嗎？
8.你會因為使用手機而使工作表現失常或成績退步
嗎？
9.當有人問你使用手機做些什麼時，會有所防衛或隱
瞞嗎？
10.你會使用手機尋求情感支持或社交慰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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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你會迫不及待地一早起床便提前使用手機或上床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18.你會試著隱瞞自己使用手機時數或傳訊內容嗎？

1

2

3

4

5

19.你會選擇把時間花在使用手機而不想出門嗎？

1

2

3

4

5

1

2

3

4

5

前才將手機關機嗎？
12.你會覺得少了使用手機，人生是黑白的嗎？
13.若有人在你使用手機時打擾你，或建議你縮短使
用次數，你會憤怒嗎？
14.你會因為使用手機而犧牲或縮短晚上的睡眠嗎？
15.你會在離線時仍然對使用手機的內容念念不忘
嗎？
16.當你使用手機時，會一再延長自己的使用時間和
次數嗎？
17.你曾嘗試縮減使用手機時間或不使用手機，卻失
敗的經驗嗎？

20.你會因為在一天當中沒使用手機而心情鬱悶、易
怒或心神不寧嗎？

106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二期 頁 107-122

康全誠 姚配中《易》學思想探微

姚配中《易》學思想探微
康全誠*

摘要
姚配中是清代象數學派《易》學家，治經長於《易》，其說《易》之書，
專以漢《易》研究為主。姚配中喜歡張惠言《虞氏易》，他以為漢《易》諸家
中，以鄭玄為最優。本文即將其《易》學之淵源、《易》學思想概觀，以及其
《易》學特色，作一詳細的探究剖析，俾能明瞭姚配中《易》學思想之梗概。
關鍵詞：姚配中，象數《易》，鄭玄，漢《易》

*

康全誠，遠東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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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THE YI THINKING OF YAO PEI-CHUNG
Kang Chuan-Cheng/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Far 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Yao Pei-Chung was a image-number system of Yi-ologist of the
Ching Dynasty who is good at the Yi learning. His writing about Yi
books has been mostly focusing on Yi study of Han Dynasty. Yao PeiChung liked《Yu Shih’s Yi》written by Chang Hui-Yen the most. He
thought Cheng Hsuan was the best of those scholars who explored the
Yi learning during Han Dynasty. This essay will explore and analyze in
details to the history, the thinking and idea, as well as the specialty of
his Yi learning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 on the thinking of the
Yi learning from Yao Pei-Chung
Key words: Yao Pei-Chung, Image-Number System of Yi, Cheng Hsuan, Yi of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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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姚配中（西元 1792～1844 年），字仲虞，安徽旌德人。其先世居湖州，宋
寶慶間，有述虞者，為旌德教諭，子孫家焉，故為旌德人。生於乾隆五十七年
（西元 1792 年）十一月初六，卒於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相當於西元
1845 年 1 月 7 日），年五十有三。父燦，國子生，娶同邑汪氏，姚配中幼穎悟
絕人，用思沈摯，處事不倦怠，年二十，已博覽經史，旁通百家之言而尤嗜於
《易》，初得張惠言《虞氏義》，因求李鼎祚《周易集解》，李氏為唐代提倡
漢《易》象數學之代表，姚配中折中群說，以為鄭玄又夢吞〈乾〉爻，自初九
至九五，意乃豁然。1 姚氏客居廣陵五年，完成《周易參象十四卷》，又為論十
篇，說其通義，附於編後。彼時姚氏之友，有江蘇儀徵劉文淇，字孟瞻，劉氏
研精古籍，貫串群經，於毛鄭賈孔之書，凡宋元以來諸學說，皆能博覽冥搜，
實事求是。
姚配中喜習琴，又嗜書道，曾作〈書學拾遺〉四千餘言，又注〈智果心成
頌〉，以傳立書大幅執筆之法。姚配中家貧而能守堅，學優而過蹇，皖地士氣
恇怯，厠名庠序，輒欲結納，有司以為榮而攘利，彼時前後有荏旌之長官十數
人，欽慕姚配中學行，求能識面而卒不得，而督皖學者前後亦有十數人皆奇姚
配中，而杭州學士胡敬、湖州侍郎張鱗尤其器重配中，張鱗奉使當乙酉選拔期
於旌德，學拔呂賢基及謁謝，張鱗告之呂賢基曰：「姚配中學行寧廣，九學無
其匹敵，非上冠德已也。我所為拔汝者，因姚配中文淡而詞旨，胎息班馬，風
襜中斷，無能識之者，若頗能墨裁，是可成進士，登詞垣，若歸當益親近，請
業請益庶不至終於孤陋寡聞也。」同謁者以其語告之姚配中，姚氏一笑而已。
道光二十四年，姚氏卒，年五十三。姚配中為道光時諸生，工書嗜琴，治經長
於《易》，並善張惠言《虞氏易》，以為漢《易》諸家中，鄭氏最優，所以發
明鄭學，然道光以後，樸學《易》陵遲衰微，學界已投向正崛起之新學，論者
謂其「自命巧慧，左右采獲，穿穴无所不通」，梁啟超於《清代學術概論》
云：「清學自當以經學為中堅，其最有功於經學者，則諸經殆皆有新疏也。其
在《易》：則有惠棟之《周易述》，張惠言之《周易虞氏義》，姚配中之《周
易姚氏學》。」2 足見姚配中於《易》學之成就。姚配中一生對《易經》的著作
有《周易姚氏學》十六卷、《周易通論月令》二卷、《易學闡元》一卷等，本
文即將其《易》學之淵源，《易》學思想概觀，以及其《易》學特色，作一詳
細的剖析，俾能明瞭姚配中《易》學思想之梗概。

1

參見周駿富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二十二，經學十，第一八一冊。（臺北明文書
局，民國 75 年 1 月），頁 441。
2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4 年 2 月），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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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姚配中《易》學思想之淵源
姚配中為清代象數學派《易》學家，其說《易》之書，專以漢《易》研究
為主，姚配中之《易》學淵源，大致可分為朋啟迪及踵事前賢二者，茲分析如
下：

(一)、友朋啟迪
姚配中研《易》以鄭玄為宗，而其友朋劉文祺、薛傳均、柳興恩、包世
臣、包世榮、包慎言等皆以經學聞名，並治漢學，故姚氏於《易》學之成就，
甚得友朋切磋之益。姚配中著《周易參象》時，由其友包世榮作序，方包世榮
殁後，其家始以遺稿寄仲虞，仲虞以見示，因賦一文，由宋翔鳳并記，其文
曰：
憶甲勻歲，識季懷于金陵之尊經書院，即殷殷然以經學勸。先是家大人
命受業於婺源戴斗垣先生，稍聞經師家說，竊向往之；得季懷為先路之
導，而志益定。季懷以余涉獵之多涂也，謂余曰：《易》者五常之原而
寡過之要；學之，達足以善天下，窮亦足以善其身。學以專成，以廣
廢，慎毋泛騖為也。余深然之，遂壹志於《易》，採輯舊聞，成《參
象》十四卷，而季懷之揚，因就正於孫伯淵先生，先生可之。時家日以
落，謀食維殷，丁丑遊揚，由季懷館於洪桐生先生家，為校書籍，得盡
閱其所藏，又得識季懷兄慎伯世臣、其族子孟開慎言、妻姻兄弟翟徽五
慎典，徽五弟楚珍維善。若揚之薛子韻傳均、劉孟瞻文淇、楊季子亮，
汪小城穀、劉楚楨寶楠、梅蘊生植之、吳熙載廷颺，皆季懷之友也。鎮
江之汪芷生沅、柳賓叔興宗，則余館洪桐生先生家及館於鎮江汪氏之所
友，而季懷亦友之者。切磋之益，惠我靡窮，乃更參象而疏證十六卷。
每卷脫稿，必與孟瞻校之，諸友討論之，書成而季懷序之，可謂極友朋
之樂矣。3
此處姚配中言其志於《易》，採輯舊聞，成《參象》十四卷，後又得諸友朋切
磋之益，乃更《參象》為《疏證》十六卷，每卷脫稿，必與劉文淇校之，再與
諸友討論之，等書成，再由包世華作序，此為其《易》學淵源，有得友朋切磋
之例證。又姚配中於《周易通論月令序》云：
〈月令〉之傳，其原自遠，配中于注《易》之暇，會通其義，為《月令
箋》五卷，以鄭為宗，其有不同，取諸群說，猶鄭之箋毛，不嫌存異義
也。因復探其微言大義，統而論之，附于《周易姚氏學》之後；述己所
聞，證以經傳，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凡二卷名曰《周易通論月令》。
憶曩注《周易》，與友涇包季懷反復辯論，解疑釋惑，益我良多。季懷

3

姚配中：《周易姚氏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三十‧經
部‧易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3 月），頁 45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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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館舍，今已九年矣，是書之成，莫由正其訛謬，恨何如之。4
姚配中精於《易》，端賴其苦思力索，乃有《易》學佳作，而成一家之言，而
與之從遊者，皆為一時俊秀，姚氏能與諸友朋切磋《易》學，此乃其《易》學
淵源之一也。

(二)、沿襲前人論說
姚配中之治《易》淵源，除由友朋之切磋外，尚有對前賢學術之踵事增
華，姚氏除能將前人之學融入其《易》學中，從而提出自己見解，其善張惠言
《虞氏易》，以為漢《易》諸家中，鄭玄最優，故發明鄭學，凡鄭學所未備
者，取東漢荀爽、虞翻諸家之說補之，而凡荀爽、虞翻所未及者，則附加案
語，申明己意，張壽榮〈易學闡元‧識語〉云：
《易》中之元，自宣聖發之，漢儒明之，我朝東吳惠氏、武進張氏述
之，已可得其端倪矣。嘉道以來，旌德姚君仲虞著《易》學，復為大暢
其說，於卷首即列〈贊元〉、〈釋數〉、〈定名〉三篇，以闡發《易》
中微言精義，而一歸於元。5
姚氏為象數《易》學家，既大暢惠棟、張惠言之說，其於漢魏、隋唐以來象數
學者立論，則多所闡述，如京房、鄭玄、虞翻、荀爽、李鼎祚之《易》學思
想，則皆引用，姚氏於〈易學闡元‧贊元第一〉云：
元發為畫，畫變成爻，爻極乃化。鄭氏用九注云：六爻皆禮。〈乾〉，
群龍之象也，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竝在於朝，是鄭氏以
六爻為禹、稷諸人，而舜則用九者，不在六爻之數。所謂乾元也，虞氏
〈坤〉彖注云：坤含光大，凝乾之元，終於坤。亥出乾初，子謂乾元藏
於中，坤含光大凝乾元，則〈坤〉、元也，坤元亦不在六爻之數。而復
德之本也，虞注云：復初，乾之元者，以元不可見終亥，出子藏於中
宮，因其始動，以目其未動，故獨繫之後。初復初陽始來，復天地之心
也。（虞所謂隱初入微，陽始來復，未著成爻也。）是虞義與鄭同。荀
氏「大衍之數五十」注云：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
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十九，其說五十，雖
似與異（鄭義以天地之數五十五，五行減五，故五十。似與荀異，但既
減五，即以象八卦爻數，及二用義互相濟也。），而云加〈乾〉〈坤〉
二用，則亦以乾元坤元不在爻數，用九用六，實有用之者矣。云初九潛
龍勿用，故用四十九者，蓋亦以乾元隱初入微，義與虞同。6
此處姚氏多引前賢之說，以釋《易》理，而其文以鄭學最優，鄭玄習《易》，
先受京氏《易》，後學費氏《易》，從其遺留之《易》注及《易緯》注觀之，
鄭氏繼承西漢孟、焦、京及《易緯》中之卦氣說，並創爻體說及爻辰說，於
4

同註 3，頁 452～453。
同前註。
6
同註 3，頁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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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學訓詁、音韻之研究，成績卓著。姚配中之《易》說，多淵源於此，
如：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周易姚氏學‧註》：
鄭康成曰：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蒙，
未冠之稱。亨者，陽也；筮，問也；瀆，褻也。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
通，陽自動其中德，施地道之上，萬物應之而萌芽生。教受之師取象
焉，修道藝於其室，而童蒙者求為之弟子，非己手求之也。弟子初問則
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動師而功寡，學者之
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義利而幹事也。7
姚配中曰：見《公羊疏》及《釋文》，虞翻云：童蒙謂五，艮為童蒙，我謂
二。陸續云：六五陰爻，在蒙暗，蒙九二，二則告之，三應於上，四隔於三，
與二為瀆，二則不告。案：蒙闇昧也，童與僮通，瀆通黷，二五易位，以陽通
陰，蒙氣得除，嘉會禮通，君子所以發蒙也，故蒙亨二坎習教事，故童蒙求
之，五陰求二陽，故求我明二不求五也。〈曲禮〉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二雖臣位，〈學記〉所謂：當其為師，則弗臣。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
面者也。十筮不過三，故瀆則不告，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蒙〉唯六四
得位，四化則成〈未濟〉，此蒙之不可不教也。二五易位，初三上化之正成
〈既濟〉，故利貞，語之而知則以語之者利之，不屑教誨是亦教誨以不利利
之，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故利貞，所謂蒙以養正也，蓍為
筮陽之老也。
〈彖〉曰：蒙，山下險，險而止，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
也。《周易姚氏學‧注》
荀爽曰：二與五志相應也。8
姚配中曰：案虞注皆以〈坎〉為志，蓋在心為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坎〉
陽在中心之象，但易通以欲之而未動者為志，欲之而動者為志行，或曰行，志
尚未動，行則已動耳，故不盡用虞例。
大抵而言，姚配中生當清代乾嘉時期，既得惠棟、張惠言之學，繼而上溯
李鼎祚《周易集解》，進而博閱漢代諸家象數之《易》學，其書中往往有存諸
家之《易》注，踵事前賢，舉凡京房、孟喜、荀爽、虞翻、鄭玄、李鼎祚皆是
姚氏《易》學思想之淵源者，故而能成一家之言。

7
8

同註 3，頁 498～499。
同註 3，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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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姚配中之《易》學思想概觀
姚配中之《易》學，其最突出表現者，為對《周易》象數之研究，姚氏之
《易》學思想，概而觀之，大致以闡明鄭學，康成所未備則以荀虞諸家補之而
折以鄭義，因姚配中研《易》以為鄭玄之《易》為最優。故極力闡明鄭學，而
鄭玄《易》學思想特點有爻辰、爻體二種，所謂爻辰即鄭玄《易》是以其爻辰
說解說《周易》之經傳，漢京房納十二支時，將〈乾〉卦六爻由下而上配子、
寅、辰、午、申、戌，鄭玄因之。而〈坤〉卦六爻，由下而上配為未、巳、
卯、丑、亥、酉，鄭玄則改為未、酉、亥、丑、卯、巳之次序。鄭玄作如此修
改之理由在本於月律，即〈月令〉十二月所中之律，其法則依隔八相生之法，
此見於《周禮‧春官‧太師》鄭注：
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
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
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
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无射之上九，无射又上生中呂之上
六。9
韋昭注《國語‧周語》「王將鑄無射」章，即是根據鄭玄之注，其注曰：
「十一月黃鐘，〈乾〉初九也。」「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
「五月太簇，〈乾〉九二也。」「二月夾鐘，〈坤〉六五也。」「三月
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中宮，〈坤〉上六也。」「五月蕤賓，
〈乾〉九四也。」「六月林鐘，〈坤〉初六也」「七月夷則，〈乾〉九
五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九月无射，〈乾〉上九
也。」「十月應鐘，〈坤〉六三也。」10
由此可見鄭玄爻辰之〈乾〉卦諸爻納辰同於京氏，而〈坤〉卦諸爻之納爻次序
與京氏異。
所謂爻體說為鄭玄所創立之一種新解《易》體例，而爻即為卦中之某一
爻，體是指八經卦卦體或六畫卦中之上下卦體。爻體乃指某一爻可代表某一卦
體，同時亦代表某一卦義。具體說來，就六畫卦而言，〈震〉卦初爻為陽，凡
初、四爻為陽爻者，可分別稱之為「震爻」（初為下卦之初，四為上卦之
初），該爻自然亦具有〈震〉卦之義；〈坎〉卦中爻為陽，凡二、五為陽爻
者，可分別稱之為「坎爻」，該爻具有〈坎〉卦之義；〈艮〉卦上爻為陽，凡
三、上為陽爻者，可分別稱之為「艮爻」，該爻具有〈艮〉卦之義；〈巽〉卦
下爻為陰，凡初、四為陰爻者，可分別稱之為「巽爻」，該爻具有〈巽〉卦之
義；〈離〉卦中爻為陰，凡二、五為陰爻者，可分別稱之為「離爻」，該爻具
有〈離〉卦之義；〈兌〉卦上爻為陰，凡三、上為陰爻者，可分別稱之為「兌

9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高懷民，民國 72 年 2 月），頁 178。
同前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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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該爻具有〈兌〉卦之義。鄭玄之《易》學思想深深影響姚配中，姚氏之
《周易姚氏學》，闡明鄭學，而凡鄭玄所未備者，則取東漢荀爽、虞翻諸家之
說補之，凡荀爽、虞翻所未及者，則附加案語，申明己意，其所附案語，亦本
鄭玄家法，由卦象以求義理，繁稱博引，奧衍宏深，一洗附會穿鑿之語，如：
咸，亨，利貞，取女吉。《周易姚氏學‧注》：
鄭康成曰：咸，感也，艮為〈山〉，兌為〈澤〉，山氣下。澤氣上，二
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故曰咸也。其於人也，嘉會禮通，和順於義，
幹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三德，以下二十之女，正而相親說，娶之則
吉也。11
姚配中案曰：「山澤通氣，氣通則初四易位成〈既濟〉，故亨，利貞，利貞。
交爻正，故取女吉，上經首〈乾〉〈坤〉，天地也。天地之氣以山澤通，以雷
風薄，故下經首〈咸〉〈恆〉，〈郊特性〉曰：『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
禮，萬世之始也。』」此姚氏以鄭玄之義為主，附加己見，並引《禮記‧郊特
性》之義以說明之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周易姚氏學‧注》：
鄭康成曰：震為雷。雷，動物之氣也。雷之發聲，猶人君出政教，以動
國中之人也，故謂之震。人君有善聲教，則嘉會之禮通矣。12
姚配中案曰：「震雷出地，陰陽氣爻，萬物達，故亨。萬物震驚，故虩虩，句
萌達，鬱氣舒，故啞啞，春生之氣也。」此姚氏以鄭玄之釋義為主，並附加己
見成案語，以補充說明之。
又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周易姚氏學‧注》：
鄭康成曰：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長而上，故謂之升，升
進益之象也。虞翻曰：謂二當之五，為大人離為見，坎為恤，二之五得
正，故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離，南方之卦，二之五成離，故南征
吉。13
此處姚氏以鄭玄之解，闡釋〈升〉卦，再以虞翻之意，補充鄭氏之不足者也。
又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周易姚氏學‧注》：
鄭康成曰：巽為進退，不恆其德之象。荀爽曰：與初同象，欲據初，隔
二，與五為兌，欲說之，隔四，故不恆其德。14
此處姚氏以鄭玄之義，闡釋〈恆〉九三，並取荀爽之說，補充鄭玄之不足者
也。
又井〈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周易姚氏學‧
注》：
鄭康成曰：井以汲人，水无空竭，猶君子以政教養天下，惠澤无窮也。
11

同註 3，頁 558。
同註 3，頁 601。
13
同註 3，頁 589。
14
同註 3，頁 56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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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
也。虞翻曰：兌口飲水，坎為通。荀爽曰：巽乎水，謂陰下為巽也，而
上水，謂陽上為坎也，木入水出，井之象也。15
姚配中以鄭康成、虞翻、荀爽綜合解釋〈井‧彖〉：「巽乎水而上水，井；井
養而不窮也。」之義也。
又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周易姚氏學‧注》：
虞翻曰：應在艮，艮手為拘，巽為繩，兩係稱維，否乾為王謂五也。有
觀象，故亨，兌為西，艮為山。16
姚配中案曰：「此謂否上也，无位无民，眾陰不順，故拘維之，九兩繫民，繫
之有道，拘而係之，乃從而維之，非所以係之，正以迫之，使去耳，故王者得
用之，以享于西山，言人歸則神享也，此言否上，窮而反下成隨天下歸興王之
象也。」此為姚氏以虞翻之見補充說明，並附加案語，以申明己意者也。
由上可知，姚配中之《易》學思想，在於發明鄭玄《易》學，而鄭玄所未
及者，則取虞翻荀爽諸說補充之，但必與鄭玄相比附。虞、荀諸家也未及者，
則自己附加案語，亦本於鄭玄家法，由卦象以求義理，一洗附會穿鑿之陋習，
對於鄭玄為後人所駁斥之爻辰說，則刪去不用，此正可代表象數《易》學家治
《易》之特色。

四、姚配中之《易》學特色
姚配中之《易》學研究，思想精深，多所論說，嘗自命巧慧，左右采獲，
穿穴无所不通，故其《易》榮富有創造性，其特色有无為《易》之原；用七八
九六之義，以與〈月令〉之五神、五蟲、五音、五味、五祀、五臟及干支十二
律相比附，茲分述如下：

(一)、元為《易》之原
姚配中著《易學闡元》，卷首有〈贊元〉、〈釋數〉、〈定名〉三篇，以
《易》中微言精義而一歸於元，即元者《易》之原；其自序謂「一者元，元者
《易》之原」即鄭注《周易乾鑿度》一元以為元六紀，所謂：「天地之元，萬
物所紀」之義，其數亦本康成之說，定名則取康成〈易贊〉、〈易論〉之義。
其《周易通論月令》亦與前者略同，唯依〈月令〉解之，謂：
元為《易》之原，帝者乾元也，出乎〈震〉，成言乎〈艮〉，而元周八
卦。古之王者，發號施令，每月異禮，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
行王政，其著於錄略，謂之明堂陰陽，是故〈月令〉者，《大易》陰陽

15
16

同註 3，頁 594。
同註 3，頁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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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施於政事者也。17
姚配中於《易學闡元‧贊元》中，引許慎、班固之言，闡明元為《易》之原，
其曰：
許氏《說文》云：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此則元
之所以為元也。……《漢書‧律曆志》云：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
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為天統，律長九
寸，九者，所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云始著為一，云究極中和，為萬
物元，則其所謂元非初九明矣。其所謂太陰，即〈坤〉元藏〈乾〉元者
也。18
姚氏以為天地萬物之生成，元之所以為元，始著為一，為萬物元，而《易》之
卦成列，象在其中，〈乾〉〈坤〉成列，《易》立其中，〈彖〉者，言乎象，
卦畫者，元之象也。元既為《易》之原，因此姚配中又以為〈坎〉〈離〉合成
既濟，乾元託位於五，坤元託位於二，二五之氣通合，一為太極，日月為
《易》，而〈坎〉〈離〉中畫有陰陽之象，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人之元即
卦之元，人而生焉，姚配中《易學闡元‧釋數》云：
一，大極也，日月為易，而不可見者見矣。……故《易》曰龍戰于野。
戰者，接也，象人褱妊之形，包，象人褱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
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
為夫婦褱妊於巳；巳子也，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
年始寅，女年始申也。案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人之元即卦之元也。
男左行，女右行，謂從子左行，從子右行，故男三十立於巳，女二十立
於巳，男起巳至寅，亦左行，女起巳至申，亦右行，皆十月。高誘《淮
南子‧汜論篇注》義與《說文》同，疑其即本許氏也。元起於子，元是
也，十月而生卦是也，生之始也。三十、二十為夫婦，象天三覆，地二
載，昏期也，爻是也。褱妊於巳，則又陰陽接變則化矣。19
元氣既起於子，子人所生，人之元為卦之元，姚配中又正名即《易》之理，所
謂元者為一，《周易》乾元用九，坤元用六；一經皆九六，九六皆元之用，故
元即《易》，元為《易》之原也。其於《易學闡元‧定名》云：
《易》之爻策，萬物也，而始生之者，元也。元者，一也；一者，
《易》也。（董子〈重政〉云：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又
云：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何休〈公羊注〉云：變一言元。元
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乾鑿度》
云：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以統大地。夫有形生於无
形，〈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
17

徐芹庭：《易學源流》，（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 76 年 8 月），頁 1053。
姚配中：《姚氏易學闡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輯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三一‧經
部‧易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3 月），頁 3。
19
同前註，頁 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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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
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
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呂覽‧大樂》
云：太極出兩儀，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道也者，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
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強為之，謂之太
一。案太一即一也。）故合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萬千五百二十策
而目之為《周易》，言其周流而无不遍者，皆《易》也。是故乾元用
九，坤元用六：一經皆九六，九六皆元之用，元即《易》也。元之用九
六，終始一經，即周也。20
綜上所述，姚配中以為一者元也；元者《易》之原，《易》元藏於中爻，
不知周者不足與言《易》，不知太極之始終者，不足與言《易》，不知四象之
動靜者，不足與言《易》，不知繫辭之旨者，不足與言《易》，不深究眾說之
會歸者，不足與言《易》，而《易》中全卦之氣畢具於元，《易》氣下生，實
從中生，五上之中，乾元託位，二下之中，坤元託位，合〈乾〉〈坤〉之元，
謂之太極，故卦畫者元之象，九六者元之變，用九用六，用之者，元變者。陽
進由七而九，陰退由八而六，非陰變陽，陽變陰之謂，及以二至二分之中和往
來，升降之周替，此明元之義說，而元者一也，元不可見，終亥出子。姚氏又
云《易》本於一，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十仍一，故《易》始於一，終於
一。姚氏又以《易》道周普，周流於萬物，周匝於四時，故曰《周易》，此乃
以《周禮‧賈疏》說為是，姚配中以元為《易》之原之說，論說精妙，實為其
《易》學之特色。

(二)、用七八九六之義，以與〈月令〉所述之五神、五蟲、五音、
五味、五杞、五臟相比附
月令者，月指每年十二個月。令，政令。後漢馬融、蔡邕、賈逵及魏王肅
等以為係周公所作。鄭玄、高誘則以為係呂不韋作。鄭玄《禮記目錄》云：
「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
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
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 21 唐陸德明《月令、釋文》云：「此是《呂氏春
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此。」 22 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雜家
類》云：「〈十二紀〉即《禮記》之〈月令〉，顧以十二月割為十二篇，每篇
之後，各間他文四篇。」其以《呂氏春秋‧十二紀》首篇係分割《禮記、月
令》而成。〈月令〉之作，實非始於《呂氏春秋》。今傳《逸周書》第五十三
篇即是〈月令〉篇，原文已逸。《大戴禮記》中有〈夏小正〉篇，歷述每月時
20

同註 18，頁 10。
十三經注疏 5－《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65 年 5 月），頁 278。
22
同前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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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變化及應作各事。而《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首篇及《大戴
禮記‧夏小正》，有一共同特點，即俱用夏正。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據此
論定：「若此（十二紀）之首篇為呂氏所作，……今改用夏正為經，必有一古
農書之用夏正者為藍本無疑。」「〈十二紀〉係呂不韋本之流行於民間用夏正
之農書增刪而成。」23 故《禮記‧月令》與《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篇或俱
出於用夏正之古農書也。〈月令〉之傳，其原自遠，姚配中於注《易》之暇，
會通其義，為《月令箋》五卷，以鄭為宗，其有不同，取諸群說，猶鄭之箋
毛，不嫌存異義。姚氏以為〈月令〉者，大《易》陰陽之道，施於政事者也。
以六十卦當七十二候，錯綜於四時為政，由是驗消息之故，至於日度、周星、
音律、數法皆通乎《易》，非周公不能作。周公立明堂以布月令，自秦以後，
皆所依用，故《周書》及《呂覽》、《淮南》遞相沿襲，不得以《呂覽》所錄
遂以為秦時書。因〈月令〉一篇，備觀象於天，觀法於地，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合乎君子先慎乎德，以義為利之旨。則可以疑《周宦》而不可不信〈月
令〉，24 故姚氏用七八九六之義，以與〈月令〉之五神、五蟲、五音、五味、
五祀、五臟及干支十二律相比附，姚配中《周易通論月令》云：
七八九六者，陰陽之老少，《周易》謂之四象，播于四方，謂之四時，
此大衍所營而得之者，故又謂之四營，天地之數五十五，五行減五，故
大衍之數五十減五者，五行之數，土之生數，所以成五行者也，土位中
央，為五行之主，其七八九六之布于四時者，則大衍之所以成變化而行
鬼神者也。……數始于一，終于十數也者，一氣之轉，所以狀氣之始，
壯究而別其情性者也。于是陰陽交而味臭變，〈洪範‧五行〉：「潤下
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味臭者，陰陽之
變徵也。《淮南子》曰：「味有五變，甘其主也。是故鍊甘生酸，鍊酸
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甘香者，陰陽之和，味臭之
調也。陰陽交而味臭變，陽氣屈以求信，陰鬱之而後達，故酸羶。陽盛
而揚，陰萌而陽極，故苦焦。陽極而燥，陰柔之；陰長而消，陽拂之，
故辛腥。陽入而伏，陰盛于外，故鹹朽。是故鬱之則酸，極之則苦，脅
之則辛，沈之則鹹，和之則甘。25
《禮記‧月令》以酸、苦、甘、辛、鹹為五味。姚配中以為七八六九，乃陰陽
之老少，《周易》謂之四象，播于四方，謂之四時，而陰陽五行之變化與五味
有相互之關係，如水土特性為潤濕而向下流浸，潤濕向下流浸之物，其味則
鹹；火之特性為焚燒而向上燃發，焚燒而向上燃發之物，其味則苦；木之特性
為易於彎折伸直，容易彎折或伸直之物，其味則酸；金之特性為隨人之旨意而
變更其形，形狀隨人旨意變更之物，其味則辣；土之特性適於生長莊稼，適宜
種植莊稼之物，其味則甜。五味之變化隨大《易》陰陽五行之轉換，有所關
23

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臺北華正書局，民國 74 年 8 月），頁 11。
姚配中：《周易通論月令‧宋翔鳳序》，同註 3，頁 689。
25
同註 24，頁 701～70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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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姚氏又以此理釋《禮記‧月令》之五神，其於《周易通論月令》云：
大皞、句芒，狀中央四時之氣也。帝者，言其氣之王于一時。神者，信
也；言其氣之引信物也。五帝五神因時易名，猶五天之比矣。春氣皞
大，屈以求信，故帝大皞，神句芒。夏氣極盛，長養物，故帝炎帝，神
祝融，秋氣成物，其氣斂，故帝少皞，神蓐收。冬氣閉藏，萬物伏，故
帝顓頊，神元冥。中央土色，尚黃，五行之主也，故帝黃帝，神后土。
五帝、五神乃以狀中央四時之氣。26
《禮記‧月令》以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為五神

27

。姚配中以為帝

者，王天下之號；神者天神，乃引出萬物者也。而五帝五神為狀中央春、夏、
秋、冬之氣，故其中央土及四時之神，則有不同。姚氏又以此象數《易》之
說，闡釋《禮記‧月令》中之中央四時之蟲各有不同，其於《周易通論月令》
云：
羽，毛鱗介狀，氣之屈信也，冬陰盛，萬物閉固，故蟲介陰凝陽，陽氣
結也。至春則陽氣出地，甲散為鱗。夏陽動而上騰，故羽。陽者，揚
也，飛之象也。中央陽極而陰萌，故倮。至秋則陰成體而寒將至，故蟲
毛皮革堅，至冬則轉而為介矣。此陰陽舒斂之義，一氣之轉也。28
《禮記‧月令》以鱗蟲、羽蟲、裸蟲、毛蟲、甲蟲為五蟲。春季之動物以魚類
（鱗蟲）為代表，夏季之動物以鳥類（羽蟲）為代表，一年之正央，其動物以
靈長類（裸蟲）為代表，秋季之動物以獸類（毛蟲）為代表，冬季之動物以甲
殼類（甲蟲）為代表。一年四季及年中之氣候陰陽變化，與動物之生長皆有相
關聯，此乃本諸象數《易》之說。姚配中又以此理釋《禮記‧月令》之五音、
十二律，其於《周易通論月令》云：
五聲十二律者，所以寫消息之氣之隨時易者也。離則復合，合則復離，
而聲律變矣，宮數八十一者，九九之數，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八
十一者究其數以明元在中央也。是故氣藏則數多。而音濁象其藏也。氣
升則數少，而音清象其出也，冬至陽生，夏至陰生，天地用過，故宮三
分去一，而生徵五十四。由是而秋徵三分益一而生商七十二，由是而冬
商三分去一而生羽四十八，由是而春羽三分益一而生角六十四，乾元極
于巳中無伏陽氣俱外發而音窮矣。故五音始于宮，窮于角也，此元也。
其十二律之短長，則各寫其月消息之氣，〈乾〉〈坤〉之十二爻也，元
之用也。某曰：律中某者，言其時之音某而于律則中某也。律之數不必
與音同，音狀一時，律寫一月，音者、元也；律者、爻也。元藏于中，
爻周其外，陰陽變而律呂調矣。29
26

同註 24，頁 697。
《禮記‧月令》云：「孟春之月……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孟秋之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孟冬之
月，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28
同註 26。
29
同註 26，頁 699～700。
27

119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二期 頁 107-122

康全誠 姚配中《易》學思想探微

《禮記‧月令》以宮、商、角、徵、羽為五音、黃鐘、大呂、大蔟、夾鐘、姑
洗、中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為十二律

30

。在季節之五音

中，與氣候及十二律皆能相應，如孟春之音階以角音為代表，氣候與十二律中
之大蔟相應，此音律之理皆通乎《易》，音樂之由來，本於太極，出於兩儀，
陰陽之變化，合而成章，正如司馬遷所言，五音以宮聲為基礎，上下相生至角
聲為止；數從一始，以十為終，而完成於三；陽氣由冬至點始，循環至冬至點
又始生，而其十二律之短長，則各寫其月消息之氣，〈乾〉〈坤〉之十二爻，
此乃以《易》義與五音、十二律相比附。姚氏又用《易》理釋《禮記‧月令》
之五祀、五藏，其於《周易通論月令》云：
五祀者，安之也。民知氣之有歸也，而氣亦為之平，則氣無往而不返，
順其時于其位，祀之所以調燮之，使之無過不及，則時和而民不病矣。
是以自天子以下，皆各有以調燮之，使其氣有所歸也。其神，許慎、馬
融以為即句芒、祝融之等，鄭以為小神，竊謂句芒、祝融亦時氣之名
耳。五祀不必求其神以實之，不過于其時祀其氣于其位耳。故曰，其祀
某。……腎者，水藏坎離合居，水火不相射。陽來成坎，則陰去為離，
水火所以相息也。故中央祭先心冬祭先腎，冬至陽生，夏至陰生，先以
心腎，所以養其元也。其春夏俱食所勝者，所以調其氣也。春，木王，
木勝土制之過則土病；故先脾，所以益土氣。益土氣，正以調木氣也。
夏，火王，火勝金制之過則金病；故先肺，所以益金氣。益金氣，正以
調火氣也。秋，金主，金勝制之過則木病；故先肝，所以益木氣。益木
氣，正以調金氣也。元則養之，王則調之，氣和物遂而民不病矣。31
《禮記‧月令》以戶、竃、中霤、門、行為五祀、脾、肺、心、肝、腎為五
臟。32 鄭玄以春陽氣出，故祀之於戶，夏陽氣盛，故祀之於竈，一年之中央，
故祀之於中霤，秋陰氣出，故祀之於門，冬陰盛寒，故祀之於行。姚氏以為祭
祀為安民，並使氣有所歸，而於五祀不必求其神，但須於其時祀之。春季其祀
戶，祭品以脾臟為上；夏季其祀竈，祭品以肺為上，此皆與五行金、木、水、
火、土之相生相剋有關聯，正是以《易》義與五祀、五臟相比附也。

30

《禮記‧月令》云：「孟春之月，……其音角，律中之蔟。……仲春之月，……其音角，律
中夾鐘。……季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姑洗。……孟夏之月，……其音徵，律中中
呂。……仲夏之月，……其音徵，律中蕤賓。……季夏之月，……其音徵，律中林鐘。……
孟秋之月，……其音商，律中夷則。……仲秋之月，……其音商，律中南呂。……季秋之
月，……其音商，律中無射。……孟冬之月，……其音羽，律中應鐘。……仲冬之月，其音
羽，律中黃鐘。……季冬之月，……其音羽，律中大呂。」
31
同註 24，頁 703～704。
32
《禮記‧月令》云：「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孟夏之月，……其祀
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祠中霤，祭先心。……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
肝。……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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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姚配中一生博覽經史百家，尤嗜《易》，其為樸學派漢《易》學家，於漢
魏諸家遺存《易》說，進行大規模梳理，尤以鄭玄、荀爽、虞翻、京氏諸家
《易》說，進行細密之整理歸納，如《周易姚氏學》即在疏通舊說之基礎上，
進行全新之綜合演繹之作。此種新疏之撰，實有功於清之《易》學研究者，清
宋翔鳳《周易姚氏學‧題解》曰：「治《易》三古進黃羲、何止條流分漢學，
周秦百氏歸揚搉，張侯絕業竟同情。」33 姚配中常自命巧慧，左右采獲，穿穴
无所不通，加以其能博徵古義，並旁引馬、鄭、荀、虞、訓辭深厚，似若悉有
典據，故宋翔鳳以豪傑之士稱之。然其於《周易通論月令》中，以卦象說七十
二候，依據李溉所傳孟喜之〈卦氣圖〉為準，既以四正卦主四時，以六十卦主
六日七分，復取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之說。錯綜而參用，實先王體天窮民之大
經，其義一本於卦氣，乃漢學之末流，惠棟、張惠言之遺法也。
然而姚配中雖推崇鄭玄，但不墨守其說，擇善而從，用七八九六之義，以
與〈月令〉之五神、五蟲、五音、五味、五祀、五臟及干支十二律相比附，雜
引《大戴禮記》、《小戴禮記》、《洪範五行傳》、《淮南子》、《春秋繁
露》、《史記‧律書》、《緯侯說》、《白虎通義》以證明，思想新穎，此亦
為其《易》學的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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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耀輝〈勿欠睡眠債〉

勿欠睡眠債
莊耀輝
遠東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睡眠的重要與功能，以及容易造成現代人睡眠品質不良的因素
與有效的因應辦法，俾便能確保良好睡眠品質，過健康快樂的人生。

關鍵詞：-睡眠、失眠、睡眠債、干擾生理時鐘、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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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Deprive Sleep
Chuang Yiao-hwei
Far 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the importance and functions of sleep, the elements
which contemporary people are inclined to be disturbed by the problem of bad quality
sleep and, most of all, provide some effective way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with a view to
ensure to keep a good quality of sleep and live a healthy and happy life.

Keywords: sleep, sleepless, sleep deprivation, circadian clock disruption,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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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的需要
人生若吃得下、睡得著、排得出、笑得出，便很幸福，可是享有此福

分的人，未必就覺得自己幸福，但曾見識過吞食、睡眠都感困難痛苦體驗
的人，則很容易明白人生什麼是幸福。
睏了就須睡，這是很自然的事，但對睡眠相關的問題，若認為自己每
天都在做，必然就懂。恐怕並不盡然，否則安眠藥等藥物當不會那麼熱賣。
對於睡眠有關的失眠、睡眠品質不良等問題，未必就有深入了解，而這些
問題，卻又和我們的生活品質，身心健康都有密切相關，怎能不加以重視
呢。
人的一生，假設都有百年光陰可過，則從生到死，百年三萬六千多個
日子，睡眠便耗掉一萬二千多個日子，約佔一個人三分之一的歲月。當然，
每個人需要睡眠的時間長短跟年齡、身體狀況、心情、氣候都有密切的關
係。
有不少人把睡眠看成是生命的浪費，因此，
「長眠」即是死去的同義詞，
古人有秉燭夜遊，美國發明大王愛迪生也認為睡眠是生命的浪費，因此，
他一直拼命壓縮他的睡眠時間，甚至也很少回家睡覺，而大部分都是在他
的實驗室裡度過的。他這種看法是否正確，恐怕是有待商榷的。
隨著睡眠淺深，便會有不同的夢境，中國古代有「南柯夢」
、
「蝴蝶夢」、
「飛熊夢」、「黃梁夢」等名夢；西方童話故事也有「睡美人」故事；美國
開拓時期也有有人上山打獵喝醉酒，醒來回到故鄉景物全非的寓言故事。
夢與人生究竟何者比較真實，2014 年 8 月自殺身亡的美國影星羅賓威廉斯
(Robin Williams, 1951~2014)便說過，他只在夢境中，才感到自己真正自由。
夢確實可讓平淡無奇的生活，增加一些想像空間與樂趣。
目前年輕人普遍有熬夜的習慣，任意搗亂生理作息時鐘，以為無所謂。
久而久之，習以為常，不以為意，以為不會有問題，可是病魔、死神往往
是在不知不覺間悄悄降臨而不知，何其可悲。
現代的人由於壓力、工作關係，普遍會有睡眠不足、失眠、睡眠品質
不好，甚至睡不著等問題，達賴喇 嘛在其暢銷的自傳流亡中的自在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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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述到他在倫敦作客時，主人家的擺設很舒適豪華，但其浴室的窗檯上卻
放有鎮靜劑、安眠藥，因此，他便深切感受到現代人的生活品質實在不是
很好(Dalai Lama, 1991)。目前有不少人會有睡不著、淺眠、睡眠品質不好等
困擾，情況嚴重者，甚至還得服安眠藥或就醫，真是有苦難言。這只要從
各大藥房安眠藥的銷售量逐年增加便不難想見此一問題的嚴重。怎樣獲得
良好的睡眠品質，確為維持健康與活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此一問題便有
必要深入探討。類似的情形絕非少數，此一問題是怎樣造成或形成的？要
是長久睡眠品質不好，會有那些害處？是不是應該正視、面對它，尋求改
善呢？
休息是為走更遠的路，人在白天勞累一天後，晚上自然須要休息。人
固然需要睡眠，但卻不容易獲得良好的睡眠品質。原因為何，以及怎樣睡
眠以維護健康及正常生活作息，則未必就有正確的認知與深入的了解。甚
至任意壓縮睡眠時間，顛倒正常作息，看電視、應酬、玩電玩 …絲毫不以
為意，殊不知「一夜未眠，三天補不來」，熬夜的壞處，不能不留意。
有些人晚上睡了八小時，早上醒來卻還覺得很累，抱怨睡眠不足。這
種現象久而久之，當事人通常不以為意，甚至認為放假時補眠多休息 就好
了。其實許多是因身體體質變化失調所造成，須從中醫調理、飲食運動等
多方面調理，才能根本改善。
自從上世紀愛迪生發明電燈後，晚上也能像白天般工作，人們的睡眠
時間，便經常被任意擠壓。過去呼應自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習
慣，也被任意搗亂或丟棄。尤其有的人因工作需要，經常需要值夜班，更
是長期熬夜賣命工作，晝夜顛倒，這肯定對身體健康很不好。至於熬夜打
牌、應酬、看影片，那就更不值得，因為畢竟健康還是人生最緊要的事。
至於已經有睡眠問題的人，有的人便選擇服用安眠藥來幫助睡眠，這
是最好的唯一選擇嗎？畢竟藥即是毒，長久 服用，會有很大的副作用，藥
劑也會愈用愈多。是不是有更好的解決方法，這便是本文想探討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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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的功能與需要
睡眠不能任意壓縮或搗亂，基本上，它有如下的功能：

1. 消除疲勞
人們工作一段時間後，揮汗如雨，除口乾舌燥外，也會感到疲倦無力。
開長途的車開兩三個小時後，也常易感到倦怠，精神體力不濟。這時若能
小睡片刻，身體機能便可藉著睡眠休息獲得紓解。 睡眠對人類而言，和三
餐一樣重要，是保住生命不可缺的基本需求。透過睡眠，身體的各個組織
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這與打個盹或坐著閉目休息一下的意義是完全不同
的。
2. 貯存能量
夜晚睡得好，翌日起來便覺得精神體力好，有朝氣，工作效率也會大
增。我們攝取的食物營養素，也是靠睡眠時的消化吸收，轉化成身體所需
的能量，所以睡得好，能量自然貯存得好，若是晚上睡不好，則白天的活
力自然差。
3. 增強抵抗力
睡眠可提高人體對疾病的抵抗力，病人睡眠充足，康復會早；一旦病
人睡眠不足，病況便易惡化。
4. 夢境與創意
根據研究發現，夢境有助激發創意，透過夢境裡潛意識的激發，可讓
人們擁有更多的創意思考。
5. 學習與記憶功能
睡眠可幫助學習，在考試前若在睡前背頌一段文字，起床後迅速再背
一次，可增加對那段文字的記憶力，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6. 預知能力
有些人會出現預知夢，夢見一些未來的事，提早 爲未來做準備，所以
說睡眠或許可幫助人們擁有預知力。
7. 療傷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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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睡眠可以放鬆心情、紓解壓力，使人精神、體力都更好。 心靈
的創傷乃至肉體的痛苦，時間便是很好的療傷止痛劑。 品質好的睡眠有增
強體內免疫系統，具有增強身體的抵抗力，療傷止痛，修補療癒機能。人
體一旦睡飽，精神體力特別好；幼兒成展與傷患病人，需較長的休養生息
時間，保有良好睡眠品質，則可加速成長與康復。睡眠時腦部下方腦垂體，
釋出的生長激素，能加速人體組織的成長與修復，故睡眠對成長中的兒童、
青少年便很重要，良好的睡眠品質是幫助身心發育， 不可少的一環。成年
人睡眠充足，一樣有助血球、腦神經或皮膚等細胞的快速修復再生 ，不易
疲乏困倦與恍神，致成差錯。
8. 抗衰延壽
何以要重視睡眠品質，主要是人並非機器，不能不停工作，畢竟還是
需要休息。「睡眠通常是最好的藥物」(”Sleep is often the best medicine.” )，
也是基本生理需求，不論一個人如何飛黃騰達，或是如何窮困潦倒，都需
要睡眠。
一個人一生三分之一的時間都用在睡眠上，睡眠品質不好，便不容易
有活力精神，注意力也不易集中，人容易困倦想睡，很容易發生事故或意
外，情緒易失控憤怒，免疫系統也受干擾。 擁有正常睡眠的人，身體的成
長修復狀況較佳，抵抗疾病的能力較強，也較不會產生因壓力所致的疾病，
如高血壓、頭痛、胃潰瘍等；而且較樂觀進取、精力充沛，所以比較不快
老、不易生病，自然健康、長壽。
不同體質、不同年齡、不同運動量、不同攝取量、不同心情，不同年
齡，乃至不同境況的人，對睡眠時間長短的需求，便有很大差別。大致上，
嬰兒每日約需 15~18 小時的睡眠時間；青少年約 10 小時；成年人約 6~8 小
時；老年人則頂多一天只睡 5~6 小時，其他時間則可能只是昏昏欲睡，打
盹或閉目養神，而沒有真正入眠，甚至有無法睡眠苦況的人也很多。
整天昏昏沉沉，睡眠過多，未必是好事，反而有礙健康，每個人體質、
勞動、年紀狀況不一，發明大王每天僅睡四小時， 照自己生理需求，規律
作息最好。最怕的是違背自然規律，日夜顛倒，熬夜硬撐，則健康狀況便
易亮紅燈。不少年少無知的青少年通宵達旦日以繼夜地狂打電玩，因而喪
128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二期 頁 123-142

莊耀輝〈勿欠睡眠債〉

命打字鍵盤前的憾事，時有所聞，實非無故，精神體力既耗損殆盡，不亡
何待。
據說釋迦牟尼佛一天睡眠時間不超過兩小時，發明大王愛迪生、拿破
崙一天睡眠約四小時，愛因斯坦一天睡十個小時。當然，每個人需要的睡
眠時間不盡相同，不能一概而論。嬰兒發育旺盛，需要睡眠時間很長；生
病的人，精神體力耗弱，需要生養休息的時間較長。
睡眠是活力之泉，睡眠品質好，白天精神便奕奕。「眠食二者，為養生
之要務。」良好的睡眠能補充能量、恢復精力，有「養陰培元」的效果。
可以說，只要掌握好睡眠品質，養生並不難。
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氏(Benjamin Franklin)說過，早睡早起精神好之類
的話。良好睡眠品質有助遺忘緊張焦慮情緒，人生失意、挫折、困頓在所
難免，睡眠則為和緩緊張、壓力、鬱悶、憂慮、焦躁，最好的鬆弛劑，故
睡眠確能紓解壓力。無論如何，勿輕易壓縮睡眠時間，任意改變生理時鐘。
適度的休息睡眠，確是紓壓的好方法。過分壓縮睡眠時間，太過勞累，身
心若不堪負荷，便會影響免疫功能，不但容易感染疾病，且罹病後，也較
難康復。留心睡眠品質，便能輕易安神定志，使機體的免疫機能恢復和加
強。

三、

長期睡眠不足容易產生的壞處
睡眠債，不好還，經常熬夜，最易搗亂生理作息時 間，緊跟著免疫力

受損，各種疾病便容易產生。而且睡眠品質不好，精神體力不繼，注意力
難以集中，也很容易出差錯，學習效果不好，開車易出錯，害人害己，怎
能輕忽它，認為睡眠不重要呢？
人類天生就不是像紐西蘭奇異鳥般的夜行性動物，因此熬夜是違反生
物規律的作法，對身體健康的損傷自然不在話下。即使是使用電視廣告中
用的保養品，也無法彌補熬夜造成的老化及健康傷害。人一生約有 1/3 時間
花在睡覺上，好的睡眠品質可充份休養生息，療傷止痛，增強免疫，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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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學習，幫助成長等功能。因此，若是經常熬夜，長期睡眠不足，或睡
眠品質不好，則可能影響內分泌平衡，或使免疫系統受損，導致各種身心
疾病快速上身。長期睡眠不足，對人的身體、精神、心智及情緒，都會造
成重大損傷，產生記憶減退、倦怠、易怒、暴躁、沮喪、注意力難集中等
現象；嚴重時，容易因精神渙散、導致無法專心學習和工作；甚至駕駛、
操作機具等更易發生意外事故；並且睡眠不足的人白血球明顯不足，抵抗
力下降，容易生病。經常熬夜，睡眠不足的人容易罹患高血壓、糖尿病等
病，不可不慎。
商紂王通逍達旦的酒池肉林狂歡與周文王的憂國憂民，同樣熬夜，品
質卻截然不同，一者步向滅亡，一 者步向建國。不管是因為工作、學習，
或迫於生計，無奈的熬夜，或因放縱自己，浪擲青春而熬夜。熬夜和吸菸、
吸毒一樣，都是健康大敵。盡可能不熬夜，順應自然與生理時鐘，便是保
護自己健康的簡易辦法。如非得已須熬夜，也應找時間補眠，攝取充足營
養保護自己，讓熬夜對身體的傷害減到最小。
熬夜對健康會有傷害嗎？只須觀察或問問經常需輪夜班工作的人，便
不難明白他們身心體力透支的可悲與無奈。身體變差，乃是不爭的事實 。
筆者記得大一時，同寢室的同學經常熬夜打牌，久而久之，他們面上都面
無血色。中醫都知道，子時是肝休復時間， 長期熬夜便會損傷身體的免疫
功能，肝功能異常的比例遠較一般人高 。常熬夜的人，血液循環不順，翌
日臉色乾燥、難看，加速衰老，也是肌膚光澤有活力的殺手，夜店工作久
的人，尤其如此。筆者注意到二十四小時營業便利商店值夜班的人員，早
上氣色差，且眼睛多紅絲，總不能說這樣是健康吧。 熬夜者腎上腺素分泌
量，比常人高，新陳代謝的壓力增，成人慢性病的罹患機率也會跟著增加。
人生有時確很無奈，總有不免需要熬夜工作的苦況，此時便須注意身
心體力狀況，並設法將傷害降至最低。
「熬夜」壞處很多，如：
1. 易病：經常熬夜易造成疲勞、精神不振，體力不繼，免疫力下降，易得感
冒、胃腸痛、過敏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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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肝功能異常：較一般人高。
3. 罹患慢性病機率大：熬夜者腎上腺素分泌量也比一般人高，新陳代謝的壓
力增加，進而產生慢性疾病。
4. 頭痛：熬夜產生睡眠不足，腦細胞未得到應有休息，易出現頭昏腦脹、注
意力不集中，甚至記憶力減退。
5. 眼袋、黑眼圈浮現：熬夜使血液循環減慢，造成眼睛周圍血液循環不良，
出現黑眼圈、眼袋或眼球布滿血絲。
6. 面色差：子時經脈運行至膽、肝，此兩器官若未能得到充分休息便會表現
在皮膚上，容易出現粗糙、臉色偏黃、黑斑及青春痘等問題。
7.肌膚老：熬夜易打亂原有作息生活，搗亂生理時鐘，使得身體難以正常運
作，而且熬夜很耗精、神體力，也易使荷爾蒙分泌異常，甚至阻礙血液循
環、代謝功能。肌膚沒力、膚色黯淡，長期熬夜，抵抗力易變弱，自由基
越來越多，衰老變快。
8. 生育弱：經常熬夜的年輕人，男性精蟲的活動力與數量以及女性荷爾蒙的
分泌及卵子的品質，乃至月經週期都有可能受到干擾。
9.情緒差：熬夜失眠苦惱多，疲累困倦，心浮氣躁，脾氣易失控，火氣容易
上來。
10.易恍神：精神恍惚、心神不寧、昏昏欲睡、無精打采、注意力無法集中，
這對工作、學習、記憶便都很不利。很多意外、車禍事故的發生跟睡眠不
足，精神體力不濟很有關係（註 1.）。學習與工作成效都會大打折扣。
11.易遲鈍：每晚比正常睡眠時間少睡一小時會令人的智商，暫時性降低。
積欠龐大睡眠債則削弱人的智力和運動功能，讓人反應遲鈍，健忘，
顯得很笨（註 2.）。
12.易臃腫：熬夜者身材易走樣，好美本是人的天性，許多人為了漂亮不
惜減食瘦身、手術美容等，卻很少注意到睡眠不足，也會摧殘身材樣
貌。
13.易失智：老年人睡眠不足 6~8 小時，易罹患類似美國前總統雷根及英
國前首相柴契爾的失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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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促壽：睡眠品質常需藉助藥物助眠，不僅難登上壽，更有促壽的隱憂，
長期睡眠不足的人，最大的風險就是，在短時間內死亡的風險明顯增
加。

四、

容易造成失眠的因素
影響因素有飲食、運動、個人壓力的處理以及時間管理等。一般民眾

對於失眠問題，大多依賴安眠藥來助眠，實非善策。經常使用安眠藥會抑
制深層睡眠，更嚴重的是傷肝腎。飲酒過量也會降低睡眠品質，酒癮會恆
久地損壞人的睡眠機制。造成睡眠品質不良的因素很多，有環境的影響、
睡姿、床跟枕頭的影響、飲食、壓力、過度疲勞、疾病、自律神經衰弱或
夜間頻尿等等，一醒來便再也睡不著、睡時打鼾、睡眠呼吸暫停、白日嗜
睡等症狀，睡眠品質差容易導致自主神經失衡，長期下來對健康影響很大，
除了易困倦、心神不寧，倦怠疲累，注意力難集中外，也會造成健康問題，
故應從初期症狀輕微時便應調理體質。
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小孩子比較無憂無慮，似乎想睡就睡，想哭就哭，
很好睡，最沒有睡眠品質差的問題，耳聰目明，學習、成長也最快。
年紀大了，氣血既衰，新陳代謝與血液循環功能減弱，便常會有睡眠
問題的困擾產生，俗話說：「人一老，三樣差，坐著就打哈欠，想睡卻又睡
不著，一想就想到過去」，如果一個人老是喜歡提老漢當年勇，可見年紀一
定不小。尤其工作壓力大、情緒不穩者，更會有失眠的困擾。
1.情緒困擾：心情差，把白天不如意的事情，或職場的工作壓力、緊張、焦
慮、煩惱、生氣、怨恨帶到床，以致心情低落，身心壓力大，煩惱多，
不曉得清理。心事重重，坐立難安，壓力釋放不掉，當然難以入睡。
當然，過於興奮，無法入眠，也有可能。
2. 環境不適應：或因工作需要，需值夜班，或因長途旅行所造成的時差適應
問題，或因生活方式的重大改變，一時難以適應。
3. 精神疾病：(1) 焦慮：心情緊張、焦慮、恐懼，難以成眠，易作惡夢，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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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驚醒。
(2) 憂鬱：情緒高亢無法入眠，入眠淺，睡不安穩、易早醒，需服用藥物
來助眠。
(3) 創傷：心靈創傷不易平復。
4. 身體疾病：會令人難以入睡，筆者曾在家裡爬高矮化桃花心木，不慎跌落
摔傷，足足有一兩個禮拜，根本無法翻身，更別提入睡。
生理機能退化：尤其年紀大的人常會有淺眠、易醒、睡不著的困擾，這
主要是自律神經耗弱，難以入眠所致。俗話說：「人一老，三樣差，坐著
便打呵欠，睡又睡不著，一想便想過去」，這便是人生窘況。
5. 藥物作用：安非他命、K 他命、 酒精、咖啡、可樂、茶，會刺激中樞神
經，損壞人的睡眠機制。
6.晝夜顛倒：年輕人往往誤以為健康是理所當然的，身體是鐵打的般，任意
誤用，經常熬夜，打亂生理作息時間，一點不以為意。這似乎是現代很多
人的通病，尤其年輕人普遍都有晚睡晚起的熬夜習慣，久而久之，對於身
心的傷害是不容小觀的。
經常熬夜工作、看電視或玩遊戲、出差、出外旅遊換床。喜歡在床上
看書報、看電視，看些驚悚、恐怖、血腥、暴力、不健康的影片，或喜歡
聽些搬弄是非的政論節目，惑亂心思，便難安神定志，也不易安穩入睡。
7. 飽食、夜食：晚餐吃太油膩、飽食、宵夜或應酬，腸胃撐的飽飽的，或灌
很多湯汁、果汁、酒品、飲料，怎麼會好睡。
8.情緒亢奮：睡前太激烈運動，看恐怖、驚悚、激情片都不利睡眠。
9. 其他：光線太亮、房間不乾淨、有異味、床鋪太硬或太軟、枕頭過高或
過低、、噪音干擾、塵蹣、蚊蟲咬、房間悶熱、太濕太冷、氣味不好、不
衛生、多蚊蟲，附近鄰居的吵鬧聲、車馬聲等都會影響的睡眠品質好壞。

五、

妥善因應熬夜問題
如因工作上的需要，輪值夜班，或搭長途飛機，情非得已，則需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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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
1.趕快補眠：善用隔天充分休息，補充睡眠。
2. 補充營養：除注重三餐的營養外，在夜晚工作或用腦因容易消耗體內的肝
醣而感到飢餓，多吃全穀類、豆類、核果、堅果、優格與新鮮蔬果等食物，
適時補充營養以維持較好的體力與腦力。
3. 戶外活動：適度做些戶外活動，如散步、甩手、氣功、太極、瑜伽、柔和
的伸展或打乒乓球、羽毛球等運動，有助於擺脫熬夜後精神不振的狀態，
及保持精神愉快。
人類的視力、聽力都非很好，根本就不是夜行性動物，因此熬夜是違
反生物規律的作法，對身體健康的損傷自然不在話下。即使是使用電視廣
告中用的保養品，也無法彌補熬夜造成的老化及健康傷害。因此，儘量避
免熬夜，保持規律正常的作息及愉快的心情，必定能讓人容光煥發 。
熬夜後的精神疲累，使身體累積毒素壓力，並非睡一天便可補起來。
人體內有睡眠的恆定機制，太久沒睡，本應很快入睡才對，偏偏不是這樣，
這便是受到生理時鐘的影響。當體內褪黑激素分泌的時間受干擾，則生理
活動機制也會受影響，累積下來便會產生很多後遺症。
易致肥胖的許多中年發胖婦女總愛說，其實她每天都很累，吃的不多，
睡眠時間也很短，可是卻瘦不下來，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睡眠時間不
足，可以導致胰島素抵抗，是造成肥胖的一個危險因素。

六、

睡眠禁忌

1. 忌仰睡：以免手放胸前，壓迫到心肺，而且仰臥時，舌根部往後墮縮，影
響呼吸，易出鼾聲。而伏臥會壓迫胸腹；左側臥會壓迫心臟，都不是很好。
只有右臥如弓的睡姿，最能讓身心鬆弛、肝血流量增多，呼吸順暢。良好
睡眠姿，易保血絡順暢，有益調氣養神，濡養脈絡，消除疲勞，滋養精神。
「坐如鐘、立如松、臥如弓，行如風」古人對睡姿的智慧是值得我們留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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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忌蒙頭：勿緊閉門窗，要讓清新空氣流通，不要有菸味、臭味、異味。更
不要把頭蒙在被子裡，蒙著頭睡。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所以廢長立次，據說
跟他看諸子睡相，發現長子耶律倍蒙著頭睡，阿保機認為沒出息，於是便
立次子耶律德光為太子。其實被子蒙住頭臉，會吸入大量二氧化碳，不但
呼吸品質不好、不順暢，也容易呼吸困難，乃是一定的，所以古人「夜臥
不覆首」的看法，便很有道理。
3. 忌多話：孔子說：「食不言，寢不語」，因心若煩亂，話語自必多，怎能
入睡？所以閉眼必先息心。睡前若還嘮叨不停，思緒翻騰，便讓大腦難以
安靜下來，就會影響到睡眠。
4. 忌妄想：思緒亂，把煩惱帶到床上，宋代蔡季通睡訣中說：「早晚以時，
先睡心，後睡眼」。現代研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失眠是精神疾病所致，因
此，懂得隨時放輕鬆、深呼吸、紓解壓力、任何繫心縈懷的苦惱事也不必
憂慮，勿把煩惱帶上床，便很重要。
5. 忌夜食、飽食、飲酒，喝咖啡、茶等刺激飲料：古人說：「胃不和則臥不
安」。今人認為睡前三小時勿再進食，可使胃部獲得充分休息。帶著滿肚
子好料，躺在床上，既不衛生，也不健康，除增加腸胃負擔與加速老化外，
人也容易衰老。喝酒則易加速腦細胞老化，都不好。
6. 忌忍便：憋尿、忍便對人體害處極大，會產生毒素，容易造成膀胱炎或膀
胱結石，也大大影響睡眠。
7. 忌開燈：從寤至寐，進入睡眠狀態乃是一種引陽入陰的過程。醒是陽，睡
是陰，光亮屬陽，黑暗屬陰，故就寢以陰暗為宜。
8. 忌當風：古人說臥處勿當風，當風恐患頭風。因此善養生的人，即使暑熱
難熬，也不可貪圖涼快，當風或坐臥露下，因為人在睡眠中，生理機能較
低，抵抗力弱。
9. 忌張口：夜臥應閉口，張口呼吸，空氣經鼻腔預熱、過濾，除容易口乾舌
燥外，也容易感染。
10. 忌貪睡：睡眠應早睡早起，寺院作息便是很好的範例。久臥傷氣，睡
眠應以醒為度，因此，勿貪睡賴床不起。但醒時也不必急著馬上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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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醒心，再醒身，可先舒緩筋骨再起床。
11. 忌午睡：如果有晚上難成眠的現象，可試著不要睡午覺。
12. 忌熬夜：養成規律作息習慣，順應自然時鐘，勿輕易被打亂生理時鐘。
13. 忌同床：上床專做休息睡眠用，即使是夫妻，分床、分被，獨睡要比
同床同被健康。
14. 忌電器：冰箱、電視、電腦、手機放寑室，會干擾睡眠品質。
15.忌套罩：就寢前牙套、胸罩、假睫毛、彩妝應卸掉。

七、

留心睡眠不足徵兆
睡眠是身體機能原動力，故睡眠不足便易影響健康。現代人忙碌、壓力、憂

慮、焦慮、憤恨等諸多因素，導致無法成眠，長久下來，便會成為健康的負累。
睡眠不足其實是有跡可尋，只是很多人都不去注意它而已，筆者記得女兒發病前，
高三那年，每天深夜兩三點醒來，總看到她，還在桌案前看書，問她何以還不睡，
她說睡不著，結果到那年四月份時，有天便在課堂失控撕課本筆記等，也開始住
進成大精神科病。睡眠不足的徵兆約略如下：
1.煩悶易怒：睡眠和心理健康息息相關，即使只是偶爾睡眠不足，對情緒、外表
面色、人際關係、專注力也有負面影響，抗壓性弱，更糟的是睡眠不足與壓
力竟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2.生產績效差：長期睡眠不足會影響思考、專注力及敘述表達，進而影響職場工
作表現。
3.體重上升：每天睡眠少於六小時，較可能過重，促進食慾的荷爾蒙食慾素分泌
增多。
4.外表難看：睡眠不足會引起眼睛紅腫、黑眼圈，嘴角破皮等的浮現。
5.判斷力弱：精準判斷狀況、做出正確決定都需大腦處理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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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性趣缺缺：疲累困倦，對性趣了無生趣。
7.白天昏沉：白天易感疲累便是晚上沒充足睡眠的警訊，經常打呵欠，或需提神
飲料如猛灌咖啡來保持清醒。
8.易沮喪：對什麼事都感乏味、無趣，意志消沉。
如果有以上徵兆，便不應再應撐，而應趕緊補眠，好好睡一覺，也許情況便
會有改善。

八、

有效提升睡眠品質的妙方
現代的人生活壓力大，患有睡眠困擾的人很多，尤其是年紀大的人常

有淺眠、易醒、不易入睡的毛病，這只要看安眠藥的銷售量逐年上升便可
略知梗概。如何獲得良好的睡眠品質，便須注意精神調攝與心理疏導，以
消除壓力與緊張。
改善睡眠品質的良好方法很多，諸如：
1. 放空心思：睡身先睡心，意念放空當然重要，不必把白天工作、人事、感
情、財務上的總總閒愁、憂慮或壓力帶到床上，儘管放鬆身心，舒適就寢。
2. 規律作息：嚴格遵守上床時間，勿輕易熬夜。養成早睡早起，有規律生活
作息習慣，配合生活作息的調整，養成規律的按時作息習慣，早睡早起 ，
適當的體力活動，不要熬夜，任意打亂生理時鐘。看到目前很多年輕人晚
睡，早上起不來的狀況，更能體會早起的益處實在很多，及早醒來，便可
活動筋骨，脫離活死人狀態；眾人皆醉我獨醒，整個四周氛圍無比寧靜，
正好思索今天何事應辦，乃至人生緩急輕重是否拿捏得準等切身重要課
題；三點起床到七點便有四個鐘頭，等於半天時間，可做很多事，念經、
持咒、禮佛、深呼吸、禪坐、運動鍛鍊身心體力、沉澱心靈、看書、畫畫、
寫作都很好；早起身體直立起來，加速積便下滑，可及早將宿便廢物及早
排出體外，減少糞便毒素留貯腸胃道所造成的傷害，活化腸胃道，減少病
變苦痛；早起心情好，神清氣爽，思考靈敏，更具競爭力，掌握好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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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容易掌握美好人生；可多想些愉悅的人生美事，開創美好人生與未來；
寺院都早起誦經念佛持咒，淨化心靈，提升人品，人生境界可以更好；昨
夜躺下，今晨起不來的何其多，既能再醒來，何其有幸，實應珍惜。盡量
早點就寢，在晚上九點前睡覺，絕不熬夜或刻意壓縮睡眠時間。美國開國
元勳富蘭克林氏(Benjamin Franklin, 1785~1788)便說，早睡早起使人健康、
愉悅與有成就，他便是早睡早起的奉行者。
3. 睡的時機：累了就須休息，不能硬撐，尤其開長途的車時，一面開車一面
打嗑睡，便很危險，不僅危害自己，也可能波及無辜。
4. 睡的環境：光線、溫度、空氣、蚊蟲、床鋪、被褥、枕頭。寢室不應有強
光，可熄燈就寢。幽暗、乾淨、涼爽與通風，安靜，不要有噪音聲吵，甚
至可以放些柔和的音樂，營造有利睡眠的環境與氛圍。稍微涼溫的室溫，
攝氏 26 度左右比較好睡。
5. 睡的姿勢：醫學實驗證實，佛家右側累足而臥的「獅子王臥」，或「吉祥
臥」，不會有肝（人體最大器官）壓到心臟的問題，是提升副交感神經，
放鬆休息的最佳臥法。正常活動：「善用一天，便得好眠；善用一生，便
得好死」，每日應有充滿活力之生活，積極參與社交活動。
6. 就為睡眠：寢不語，先把紛擾的心平靜下來，才好入睡，避免使用床或臥
房作為睡眠以外的其他的活動場所，如吃零食、看電視、打電話、討論事
情。
7. 輕鬆就寢：不要在晚間或睡前與人爭吵，避免壞心情影響睡眠。別把白天
的工作、壓力、憂愁、煩惱，帶到床上。睡前不要有高度腦力或體能運動。
寢勿言，忘掉白天的壓力，放下一切白天的任何煩憂、壓力、鬱悶，乃至
怨惱瞋恨，勿把煩惱帶上床，不在床上喃喃自語，或跟人談天，專心做睡
眠一事。多想些愉快的事情，別想些傷心的事自討苦吃。觀想美麗境界，
只想白天已完成或已成就的事，令心情愉悅，帶著愉悅的心情入睡。白天
的是非恩怨，在就寢前就把它一筆勾銷，別把壓力與煩惱帶到床上。若還
是有許多困心衡慮或憂心忡忡的事情，可先記在紙上，而不要把它帶到床
上。不必刻意強迫自己入睡，如躺床上超過三十分鐘仍難入睡，何妨起床
做些溫和的活動，或看點勵志好書，直到感到有睡意再上床。若半夜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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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無法再入眠，不必過分憂慮，可誦經、持咒，或聽輕鬆的音樂，待真
正睏倦時再就寢，便很容易入睡。
8. 盡量空腹：晚上盡量不外出應酬吃宵夜，睡前勿飽食、喝茶、喝咖啡、飲
酒，也不做激烈運動。勿在睡前吃辛辣、油膩的食物，或做激烈的運動。
飽食、夜食或喝太多少或喝刺激性飲料，如：咖啡、酒或毒品等都不利睡
眠。更不在床上看書報、電視，或吃東西，臥室也不擺冰箱，或放食物飲
料。
9. 勿靠藥物：不要依賴安眠藥等藥物來助眠，愈依靠藥物，日久成習，便難
以自拔，其副作用既傷肝腎，恐怕容易愈陷愈深，苦不堪言。也不要藉助
咖啡、茶類、酒精及吸菸，來舒解壓力、苦悶、憂慮、煩惱。
10. 分床或分被：即使是夫妻，也不宜每天如膠似漆緊黏在一起，以免虛
耗、虧損精神體力。
11. 透支氣力：運動、勞動量不足，精力過剩易導致睡不著，故工作時應
認真工作，閒暇時多活動，儘量讓自己疲累些，如此一來，睡眠便難
成為困擾問題。這便應驗達文西，善用一天便得好眠的體悟。
12.壓縮午睡：午睡過久便有可能導致晚上精神特別好，若是此因，則可縮
短午睡時間。
13.排放宿便 ：晚上少應酬，飽食、夜食是身體的極大負擔。宿便積貯是人
體內最毒的物質，應適時排出，否則難免再被腸道吸收，把毒素散播全
身。做大腸水療後，便能明顯感受到輕鬆暢快迅速入眠。名嘴王豐便說
過，蔣宋美齡活得健康長壽，跟便後有專人為她洗缸與清洗腸道的生活
習慣很有關係。
14. 不喝飲料：睡覺前喝咖啡因刺激飲料，易感精神奮亢，難以入睡。
15.遠離新聞：新聞率多負面報導，商品行銷或藥物廣告，對身心安定較少
積極正面作用，寧可少看。
16.遠離負面人：遠離不斷傾倒內心垃圾，貶低你，嘲笑你、經常講負面消
息或張三李四，某人壞話的人，便可感受極大的自在解脫，不只耳根清
淨，睡眠品質提升，生病次數與意外事故也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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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針灸與按摩：穴位按摩耳部的耳神門，手部的內關、合谷與神門，腳部
的大衝、湧泉與三陰交，來加強安神或疏通氣血的功效。穴道按摩實為
幫助睡好眠，既省錢省事，又不會有副作用或後遺症的好方法，值得試，
更值得推廣，幫助目前許多有失眠困擾的人得到好眠。睡眠品質不好，
跟肝腎有很大關係，因此經常按壓，搓揉按摩以下這些穴道便很有助益
睡眠品質的提升。百會穴、神門穴，安定神經、耳神門穴，位在耳輪上
三角形處內外、三陰交穴、太衝穴、內關穴、足三里穴、湧泉穴、手少
陰心經，位在手腕橫紋第四根手指頭處的兩條筋中間。
18. 睡前泡腳：臨睡前腳泡溫水，也可加點鹽巴、醋或香草。芳香療法有助入眠，
但精油對每個人的影響不盡相同，應選擇自己喜愛的香味。
19.聽梵唱：聽聽輕鬆柔和的音樂，或梵唱，持咒、念佛、靜坐、冥想、觀想，
或祈禱，淨空俗情煩惱、憂慮，澄心滌慮，萬緣放下。放輕鬆，保持平靜，
臨睡前，勿大喜大怒或看恐怖、暴力、煽情影片刺激腎上腺素。
20. 暖身後起：一覺醒來便是新的生命開始，開心過生活。世上昨夜同樣上床，
今朝已醒不來的何其多？早上醒來，勿急著起床，先全身左右搖晃後，活動
手腳，按摩全身，然後再起來，尤其冬天這更重要。中風易發於寒冬跟血管
收縮，氣血阻滯有關，故起床前的暖身動作便很重要，日本高齡百歲的醫師
日野原重明每天醒來便是先做些暖身動作。

結論
掌握吃睡，便能掌握健康的人生，因此，怎樣睡好眠，實為每個人切
身的重要課題。即使年富力強時，也不應任意壓縮睡眠時間或欠睡眠債，
以為無所謂，以免債務纏身時，呼天強地叫爹娘，到此地步，便已後悔不
及。
已有失眠問題的人，便應尋求適當的舒緩之道；對於目前健康無虞者，
睡眠也應列為重要養生項目，用心追求睡眠品質，俾便確保生命品質與生
活樂趣。
140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二期 頁 123-142

莊耀輝〈勿欠睡眠債〉

人類是日夜節律分明的動物，任意打亂作息生理時鐘便易引發 失眠問
題，乃至身心疾病。因此，若想維持一定的生活品質，便不應忽視睡眠不
足容易引發的毛病，思患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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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蘇軾之生命態度談提升抗壓性之可能
──以「烏臺詩案」前之詞作為例
王曉雯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助理教授

摘要
「壓力」的定義，在心理學上，簡單來說，是人們對生活環境變化的一種心
理反應。而生活壓力基本上就是生活的挫折，凡是因某些因素而在心理上或精神
上有了威脅感、壓迫感和恐懼感，就造成了所謂的壓力。至於抗壓性，則是承受
生活壓力的能力，因此，抗壓性愈高的人就愈能把壓力管理至適當而可以正面因
應的程度。
本文試圖從宋代大文豪蘇軾(1037~1101)於「烏臺詩案」發生前所創作的詞作，
歸納其生命態度為：
「難全」的人生觀、
「彈性」的生活態度與「開闊」的生命境
界三點，而吾人除涵養沉潛於蘇詞之美感意境，亦可從中汲取其人生智慧，有效
提升現實生活的抗壓性，以安然度過生命中不可迴避的低潮情境，如同蘇軾成功
超越來自「烏臺詩案」的艱困挑戰，以豁達開闊的胸襟，建立了自己的生命典範。
關鍵詞：蘇軾

宋詞

生命態度

壓力

143

抗壓性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二期 頁 143-157 王曉雯〈從蘇軾之生命態度談提升抗壓性之可能─以「烏臺詩案」前之詞作為例〉

On the Raise of Stress Resistance from Su Tungpo’s Life
Attitude: the Analysis of his Ci Works before the Wu Tai
Poem Case
Hsiao-Wen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Education, Shih Chi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psychology, stress is defined as a person’s psychological reaction to his/her
life events. In other words, the stress of life comes from one’s frustration(s) in
life. The stressor can be a threatening, oppression or fear. As for the stress
resistance, it is defined as one’s competence to cope with stressors. People
with high stress resistance tend to manage their stresses in a positive and
endurable way.
This study intends to analyzes Su Tungpo’s works of Ci poetry before his first
remote trip of exile (1080–1086) was to Huangzhou. Before then, his life
attitudes were flexible and open. He acknowledged the incompleteness of
one’s life. In addition to our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iful images of his works,
we can extract his wisdom towards difficulties in life. Su’s success comes from
how he conquered the challenges after the Wu Tai Poem Case.

Keywords:Su Tungpo, Ci, life attitudes, stress, stress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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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壓力」的定義，在心理學上，簡單來說，是人們對生活環境變化的一種心
理反應。學者朱文忠歸納相關研究，將「壓力」分為以下三點詮釋：第一，指源
自任何事件或周遭環境等，令人感到緊張或警覺的外在刺激；第二，指主觀上的
反應，為一種緊張或警覺的心理狀態；第三，指回應外在要求或潛在侵害的生理
反應。1 而生活壓力基本上就是生活的挫折，凡是因某些因素而在心理上或精神
上有了威脅感、壓迫感和恐懼感，就造成了所謂的壓力。至於抗壓性，則是承受
生活壓力的能力，因此，抗壓性愈高的人就愈能把壓力管理至適當而可以正面因
應的程度。
根據《Cheers》雜誌 2005 年 3 月針對《天下》雜誌 1000 大企業進行「2005
年台灣 1000 大企業人才策略與最愛大學生調查」發現，
「穩定度與抗壓性高」被
企業界評為大學畢業生最欠缺的工作能力與態度。2 青輔會「98 年大專青年就業
力現況調查」報告同樣指出，「穩定度與抗壓性」是企業主認為高等教育應加強
培養之就業能力。3由是可知，將壓力與情緒管理的議題融入相關課程實有迫切
之需要。
本文試圖從宋代大文豪蘇軾(1037~1101)於「烏臺詩案」4發生前所創作的詞
作，歸納其生命態度為：
「難全」的人生觀、
「彈性」的生活態度與「開闊」的生
命境界三點。「烏臺詩案」乃蘇軾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打擊，同時也是其生命態度
轉折的關鍵事件，歷來研究者多關注其後貶謫黃州，在逆境中隨遇而安、無往不
快的曠達襟懷。惟筆者以為，蘇軾正因其所特具情緒與壓力管理的能力，方能成
功超越來自「烏臺詩案」的艱困挑戰，並以開闊豁達的胸襟，建立了自己的生命
典範。而吾人除涵養沉潛於蘇詞之美感意境，亦可從中汲取其人生智慧，有效提
升現實生活的抗壓性，以安然度過生命中不可迴避的低潮情境。

貳、

「難全」的人生觀

生命本有缺憾，誠如作家張愛玲所言：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1

朱文忠〈壓力的社會因素與健康衝擊〉
，《屏東教大體育》第 10 期，2006 年 7 月，頁 17。
http://www.daso.com.tw/epaper/public-paper/2005-04/news06.htm。
3
〈98 年大專青年就業力現況調查〉(提出日期：98 年 7 月 27 日)，頁 4。
4
「烏臺詩案」發生於元豐二年，據《宋史》記載：
「(蘇軾)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
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語，並媒糵所為詩以為訕謗，
逮赴臺獄，欲置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
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
【元】脫脫《宋史》(台北：鼎文書局，1978 年)，頁 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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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張愛玲肯定人生，所以生命的景觀是華美的，但人生又不可能完滿，總是被諸

多的煩惱挫折纏繞著，如同潛藏在華服裡的小跳蚤一般，永遠無法撇清，只能接
受。布雷姆公司總裁 Barbara J. Braham 也曾於《正面管理壓力》書中提及「接受
不能改變的事」乃提升抗壓性的重要手段，依其說：
當你接受一個狀況時，就是參與一個主動而非被動的過程。你做出直覺的
決定，要越過判斷、或越過生氣或難過的階段，而去面對你眼前的現實。
這麼做需要有成熟的心態。大多數人會認為抱怨一個情況要比正面去面對
它並且接受它容易。……這種「接受」的力量非常大，當你以理所當然的
態度看待事物時，你就會獲得一種掌控感。當你停止抗拒事實時，你在身
心方面都不會那麼僵化堅持了。……祈求和抱怨不會改變現實，只會增加
你的壓力。6
人生本就不可能事事如意，學習接受生活不圓滿，能讓我們減少不必要的挫折與
壓力。試看蘇軾早年的詞作，已存在「難全」的人生觀，如〈浣溪沙‧菊節別元
素〉詞云：
縹緲危樓紫翠間。良辰樂事古難全。感時懷舊獨淒然。璧月瓊枝空夜夜，
菊花人貌自年年。不知來歲與誰看。7
此詞作於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九月，蘇軾將自杭州轉知密州，時杭州知州楊繪
設宴餞別，席間唱和。「良辰樂事古難全」係引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
序〉云：「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意謂美好時光與賞心樂
事自古以來本就難以同時遇合，人生本有缺憾，故曰：「菊花人貌自年年。不知
來歲與誰看。」又〈陽關曲‧中秋作〉詞云：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頁 209)
蘇軾有〈書彭城觀月詩〉云：「余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
5

張愛玲〈天才夢〉
，《張看》（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 年），頁 279。
Barbara J. Braham；張琰譯《正面管理壓力》(台北：麥格羅希爾出版，1999 年 1 月)，頁 118-119。
7
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9 月)，上冊，頁 92。本文徵引
蘇詞皆用此本，下文僅標頁次，不再另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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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於贛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
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夕之悲，懸知有他日之喜也。」8可知此詞本為詩，以〈陽
關曲〉歌之即成詞，作於熙寧十年(1077)中秋，徐州任上，與弟蘇轍兩人久別重
逢，無限珍惜之情，惟相聚往往與再次的別離緊密相連，在最幸福的時刻，蘇軾
體認今夜的美好不是永遠的美好，而今夜的明月待明年又是相隔千里了。其中雖
有對現實人生的悲嘆，但成長與修養的歷程，本就是通過深刻體認生命的無常與
不完美，才能接受無法改變的現實，放下不切實際的期待，因此，十八年後的蘇
軾懷念此次彭城賞月時，正在準備流放荒涼僻遠的嶺南途中，卻全無悲傷落寞之
感，反而是「殊未覺有今夕之悲，懸知有他日之喜也」的一派樂觀。
又如〈江城子‧湖上與張先同賦，時聞彈箏〉下片云：
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
問取，人不見，數峰青。(頁 31)
熙寧六年(1073)，蘇軾與張先等人同遊西湖，在山明水秀，暮色斑斕裡，文人雅
士相聚而歡，卻忽聞江上傳來淒婉動人的箏聲，彷彿有訴不盡的心事，令人追想
《楚辭‧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湘水女神所彈奏的哀美曲調
令河神也不禁動容，聞之起舞，然而待曲終音寂，詞人欲尋，卻發現湘靈已遠，
只有青峰數座，倒影依然。學者黃惠惠《情緒與壓力管理》書中引用美國心理學
家 Albert Ellis 所提出十一個非理性信念，其中一點即是認為「人生中的每個問題，
都應該有一個完美的解答，如果得不到，將是很糟糕的事情」9，因為實際生活
中，不是所有的問題都有正確完美的答案，更何況「正確完美」的標準總是因人
而異，反觀蘇軾的人生觀，不僅是這場忽然而來忽然而去的邂逅不需要結果，甚
至，人事遷流展轉的變化終歸一場夢境，如〈浣溪沙‧贈陳海州。陳嘗為眉令，
有聲〉詞云：
長記鳴琴子賤堂。朱顔綠髮映垂楊。如今秋鬢數莖霜。

聚散交遊如

夢寐，升沉閒事莫思量。仲卿終不避桐鄉。(頁 129-130)
此詞寫於熙寧七年(1074)十月，蘇軾赴密州就任途中經海州時所作，由題序可知
係酬贈海州知州陳某，因陳某過去曾任蘇軾故鄉眉山縣令，且有很好的政績名聲，

8
9

轉引上註，頁 210。
黃惠惠《情緒與壓力管理》(台北：張老師文化，2011 年 10 月)，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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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蘇軾還是「朱顔綠髮」的青年，如今異地重逢，卻已是「秋鬢數莖霜」的中
年人。全詞從人事變遷興起「聚散交遊如夢寐」的人生感懷，其中蘊含生命的有
限短暫和世事的虛幻變易，一切如夢境般難以充分掌握，既然如此，仕途的得失
進退，際遇的休戚榮辱，似乎也就不必費心思量。如〈行香子‧過七里灘〉詞下
片云：
重重似畫，曲曲如屏。算當年、虛老嚴陵。君臣一夢，今古虛名。但遠山
長，雲山亂，曉山青。(頁 24)
此詞寫於熙寧六年(1073)春，杭州通判任內，巡行富陽、新城、桐廬，過七里灘
作。上片寫江水之清明，下片轉寫夾岸之奇山異景，由山景再轉人事，因七里灘
往下便是「嚴陵瀨」，得名自東漢初年著名隱士嚴光，其事見《後漢書》卷八三
〈逸民列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
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
「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
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
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10
最終，嚴光得以辭掉官職，以布衣終老。昔人多謂嚴光垂釣實是「釣名」，蘇軾
此詞，雖不在譏諷他隱逸之心不真，卻仍遺憾嚴子陵只顧辭官，終老於此，卻不
曾真正領略如此江山真正動人處在「遠山長，雲山亂，曉山青」。蘇軾在自然美
景的讚嘆中寄寓了浮生若夢的感慨──「君臣一夢，今古虛名」，帝王、隱士皆
如夢消失，徒留空名，只有大自然才是永恆，值得用心。由是可知，蘇軾雖深切
感受人生如夢卻並未因此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越，誠如學者鄭群輝所云：
盲目而絕望之人若能反思，對內心進行理智的觀察，那麼當對內心有所了
悟時，反觀人身人事人世，其虛幻性和不實性就會得以呈現。因此，人生
如夢作為一種感受、一種體會來說，並非佛教的專利，它與個人生活履歷
和善於內省密切相關。每個人都可能有所感受，只是程度深淺不同而已。
飽經憂患(包括遷徙、病患、瀕危、官運起伏等等)而又能深自省察的人當
10

【劉宋】范曄《後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 年)，頁 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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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感悟較為深刻。11
蘇軾在現實生活裡通過自省，深化人生的體悟，其中苦難和虛幻的意識是異常沉
重的，但並沒有發展到對人生的厭倦和感傷，更沒有從「對政治的退避」轉變為
「對社會的退避」，反而「在吸收傳統人生思想和個人生活經驗的基礎上，形成
了一套『苦難』──『醒悟』──『超越』的思路。」12如〈永遇樂‧徐州夢覺，
北登燕子樓作〉詞云：
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紞
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
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
歎。(頁 247)
此詞寫於元豐元年(1078)十月，徐州任內，燕子樓感夢抒懷而作。燕子樓係唐貞
元中徐州守帥張愔為寵妓盼盼所築，張死後，盼盼不嫁，居此樓十餘年，白居易
〈燕子樓三首序〉記其事13。蘇軾此詞即景抒情，通過燕子樓及盼盼情事抒發對
人生宇宙的思考和感慨。上片寫清幽夢境與好夢殘斷的悵然若失，
「行遍」二字，
道盡留戀夢境，執著之態；下片直抒胸懷，轉寫身世之感，極言思鄉之切，並由
盼盼情事聯想人生無常、古今如夢的道理，感悟世代人生如同在無數輪迴的夢境
中流轉，無論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天涯倦客，畢竟都難逃輪迴的宿命，由是，
其感慨早已超越自我，推及宇宙人生，含藏著超塵絕俗的人生理想，胸襟開闊。
此詞係詞人面對屢經調職，歸鄉不得的外在現實，從而轉向對內心世界的探尋與
自我超越。

參、
11

「彈性」的生活態度

鄭群輝〈論蘇軾的「人生如夢」
〉，
《社會科學》2010 年第 9 期，頁 170。
王水照〈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
，《中國蘇軾研究》(第一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年)，頁 6。
13
「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余為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余，
出盼盼以佐歡，歡甚。余因贈詩云：
『醉嬌勝不得，風裊牡丹花。』一歡而去，今後絕不相聞，
迨茲僅一紀矣。昨日，司勛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新詩，有〈燕子樓〉三首，詩甚婉麗，
詰其由，為盼盼作也。繪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尚書既歿，歸葬東洛，而彭
城有張氏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年，幽獨塊然，於今尚在。』
余愛繪之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作三絕句。」
【清】聖祖敕撰《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
1992 年)，冊 13，卷 438，頁 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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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心理學家談壓力管理時，認為應當充分了解自己並建立合理期望，黃惠
惠《情緒與壓力管理》書中指出：
生活中有些壓力是來自不合理的期望或目標，而不合理的期望或不切實際
的目標多半來自對自己缺乏正確的了解。因此，要預防或減少壓力，需從
自我了解開始，進而建立合理的期望。14
並引 Mallinger & Wyze 合著之《太完美》書中區分「追求超越的意願」與「完美
主義」不同，係合理、彈性的期待15。周文欽等著《壓力與生活》則以 Albert Ellis
之理性情緒行為治療與 Glasser 的現實治療理論，提出想得「合理」與想得合於
「現實」作為壓力管理的認知調適策略16。其中牽涉到心理學家所謂「內外控」
的問題，也就是個體認為自己可以控制生活事件的程度；外控型的人，認為很多
事情都是自己無法控制的，反之，內控型的人，則認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可以控
制的17。美國史丹佛大學生物科學及神經學教授 Robert M. Sapolsky 曾通過一系列
的實驗觀察研究指出：
「有些人及動物就是比一般更能抗拒後天無力感」
，亦即當
面對超乎控制的壞事時，使人復原的關鍵在於：
「這個人究竟發展出『內在』
，還
是『外在』的控制點：前者相信自己是命運的主宰，後者則認為自己對於日常的
生活沒什麼控制力。具有內在控制特性的人，較能對抗後天無力感。」18誠如心
理學家 John Burt 所提「協同創造的知覺缺陷」
，認為「我們都只是命運的『協同
創造者』，換句話說，有些事情是我們可以控制的，也有一些事情，是我們無法
控制的。」19
因此，洞察自己非理性的想法或認知上的扭曲，並將其轉換成理性思考模式，
就可能豁然開朗，也就是保持「彈性」的生活態度，給自己留點餘地，以免自尋
煩惱，試看蘇軾〈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詞下片云：
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
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
且鬬尊前。(頁 134-135)
14

同註 9，頁 261。
同註 9，頁 262。
16
周文欽、孫敏華、張德聰《壓力與生活》(台北：心理出版社，2010 年 5 月)，頁 214-215。
17
Jerrold S. Greenberg；潘正德譯《壓力管理》(台北：心理出版社，1995 年 11 月)，頁 194。
18
Robert M. Sapolsky；潘震澤譯《為什麼斑馬不會得胃潰瘍？》(台北：遠流出版事業，2001 年
10 月)，頁 399。
19
轉引自註 17，頁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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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詞寫於熙寧七年(1974)十月，蘇軾杭州通判三年任滿，改知密州，赴任途中原
欲繞道探視在齊州任職的蘇轍，卻未能如願，因而作此詞相寄。上片寫景，由「往
事千端」開下片回憶兄弟兩人初到宋都汴京，正是風華少年，以文學才華受知於
歐陽修，其時風光盛況，頗似西晉文學家陸機與陸雲兩兄弟同在洛陽，訪得著名
學者張華，張華頌之：「伐吳之役，利獲二俊」20這使得蘇軾自信飽滿，「有筆頭
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充滿樂觀自信，積極進取的精神；四句
化用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讀書破萬卷， 下筆如有神」
、
「致君堯舜上，
再使風俗淳」詩句以自抒懷抱，想當年文采飛揚，學識淵博，輔佐國君成就堯舜
之治，實現經世濟國的理想，又有什麼困難呢？體現凡事操之在我，胸有成竹的
決心。惟面對現實人生不斷奔波的官場宿命，畢竟只能調整自己的心態，因為被
任用或棄置取決於時運，但積極入世或消極避世的態度則由自己決定，倒不如讓
自己活得清閒自在，但求身強體健；此處化用《論語‧述而》云：「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在世路艱難與人生無奈的嘆息中，仍表現出自信與曠達的襟懷。理
想與現實的矛盾依然是無解，但以「彈性」的態度來生活，也許才能轉化心境，
誠如傅佩榮教授所言：
所有觀念中，最重要的是「認識自己」，找到自我的定位。……人生有了
方向與目標，就不容易受到變化萬千的流行思潮所眩惑，然後快樂也將如
影隨形，跟在自己身邊。我有一個座右銘，就是：「我無法改變命運，但
是我可以改變我對命運的態度。」我的態度來自觀念，因為明白了人生的
道理，所以很容易換個積極正向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遭遇。依此而活，人
生自然由苦樂少，轉變為樂多苦少了。21
文中從認識自我、確立自我定位談「換個角度看人生」的可能性，實可作為詮釋
蘇軾此詞之人生態度。
又〈雨中花慢〉詞云：
今歲花時深院，盡日東風，蕩颺茶煙。但有綠苔芳草，柳絮榆錢。問道城
西，長廊古寺，甲第名園。有國豔帶酒，天香染袂，為我留連。

清明

過了，殘紅無處，對此淚灑尊前。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高會聊

20
21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列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 年)，頁 1472。
同註 13，冊 7，卷 216，頁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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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短景，清商不假餘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態，付與明年。(頁 143-144)
此詞寫於熙寧八年(1075)九月密州任上。據傅藻《東坡紀年錄》
：
「熙寧八年乙卯，
以旱蝗齋素，方春，牡丹盛開，不獲賞，九月忽開一朵，雨中特置酒，作《雨中
花》
。」22可知蘇軾初至密州即忙於抗旱滅蝗，且身為知州，更齋戒吃素，祭神祈
雨，雖有牡丹盛開，也無心觀賞，終究誤了佳期。上片追述「有國豔帶酒，天香
染袂，為我留連」牡丹盛事的春光裡卻無緣賞花的缺憾，其內心惆悵可想而知，
故下片起首即直陳面對「殘紅無處」，卻只能「淚灑尊前」的悲哀。本詞至此，
全是鋪墊，意在凸顯秋日牡丹的可貴，故「秋向晚」三句轉寫晚秋時節，一枝牡
丹突然盛開，面向詞人，香豔依舊，彷彿深知詞人「方春，牡丹盛開，不獲賞」
的苦衷與遺憾，因而深情相待，令詞人歡喜異常，把酒賞花，寬慰先前春花未賞
的缺憾。惟蘇軾並未陶醉於眼前的盛會，反而以其深刻的感悟意識到好景不長，
「清商不假餘妍」，秋風無情，不會寬容牡丹常保艷麗姿色，於是末三句對秋日
牡丹的勸說，飽含無限珍惜關愛之情，同時也寄寓了詞人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
此詞充分體現蘇軾自信、樂觀、且彈性的人格特質，詞中「為我留連」
、
「向我依
然」除了表露自我情感，同時也是自我認同，而秋日驚喜獨見一枝牡丹，足見其
樂觀，至於將牡丹的美好留待明年，則既存有希望又留有空間，保持彈性的人生。
也因為有這樣的人生態度，蘇軾在晚年貶謫至惠州時，才能寫出如〈蝶戀花‧
春景〉所云：
「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頁 753)樂觀豁達的詞句。黃
惠惠《情緒與壓力管理》引用美國著名情緒心理學家 Robert Plutchik 研究指出：
一個自信、樂觀、彈性的人較能自我激勵、掌握自己，能尋求各種方法實
現目標，對事情能有不同角度、積極的觀點，遭遇困難時能根據主、客觀
因素變通，對自己與環境有正確的認知與現實感，較能接受並克服人生的
挑戰，所以情緒較穩定、健康。……悲觀的人看到「一朵花」，就感傷的
說：「花開過後就會凋謝死亡，一切就沒有了。」而樂觀的就充滿希望的
說：「花開了，風一吹把花粉吹送各地，就會到處播種，到處開花，越長
越多。」23
文中所舉樂觀的人見「花開」之感，如同蘇軾肯定天涯四處皆有生命成長，成功
轉化了暮春時節的傷情，同時提醒吾人在人生各種處境中都有值得欣賞的美好事

22
23

轉引自註 7，頁 144。
同註 9，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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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畢竟，在形勢多變的現實生活裡，仍存在許多無法操控的因素，學習有「彈
性」的生活態度，才足以因應環境的變遷。

肆、

「開闊」的生命境界

國際領導系統(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Systems)執行長與資深顧問 Kay Gilley
《辦公室情緒管理》書中提及「創造職場大愛」，即一種無條件的愛，令我們感
到和平、喜悅，並能以熱誠看待人生，同時幫助我們發現信心與信任，依其說：
另外的這種「沉浸於愛之中」的經驗，是從我們正常的自我中昇華出來的，
它和人類的精神生活息息相關，可以將我們帶入大愛的世界之中。……「自
己」是屬於深沉的精神領域，是相信事情一定可以完美達成的那份信心、
信任、自信的來源。「自己」知道人是互相聯結的，它瞭解並努力推動社
群內合作創意。……因此，當我談到沉浸在愛之中時，我說的是進入一個
深層靈性的「自己」之中，接受我們找到的大愛。24
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 Tal Ben-Shahar 也認為：
「為了讓別人快樂而奉獻自我，能為
我們創造生活意義和樂趣，所以助人也是擁有快樂人生的重要條件。」25
試看蘇軾〈蝶戀花‧密州上元〉詞云：
燈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見人如畫。帳底吹笙香吐麝。此般風味應
無價。

寂寞山城人老也。擊鼓吹簫，乍入農桑社。火冷燈稀霜露下。

昏昏雪意雲垂野。(頁 140)
此詞寫於熙寧八年(1075)上元節。蘇軾初到密州，恰逢元宵佳節，有感而作。全
詞通過比較手法，上片極寫杭州上元，寫燈，寫月，寫人，一片聲色交錯、熱鬧
繁華的景象，流露詞人對杭州的熱切思念。惟杭州上元愈是熱鬧迷人，則詞人想
望而不可得的失落愈是深刻。因此，當下片轉寫密州上元的寂寥冷清時，雖僅一
句「寂寞山城人老也」
，也足以與首句「燈火錢塘三五夜」形成鮮明強烈的對比。
密州的環境和條件皆不比杭州，蘇軾初到此地，心境自然也大不相同，但詞人並

24

Kay Gilley；汪仲譯《辦公室情緒管理──克服職場恐懼、重拾自信的成功煉金術》(台北：商
業周刊出版，1999 年 9 月)，頁 256-257。
25
Tal Ben-Shahar；譚家瑜譯《更快樂：哈佛最受歡迎的一堂課》(台北：天下雜誌，2009 年 12
月)，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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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落入自哀自憐的泥淖，而是以「擊鼓吹簫，乍入農桑社」來開闊人生的境界。
此處寫詞人聽見擊鼓吹簫之聲，走近一看，原是村民正在舉行社祭，祈求豐年，
蘇軾以父母官之心，體現仁民愛物的情懷，於是，農民祈年的場景與簫鼓之聲，
實比元宵夜的燈火笙歌更加親切動人，是以忘情駐足，直到深夜燈火闌珊，天陰
欲雪才離開。末句「昏昏雪意雲垂野」表面雖寫天色暗淡，烏雲垂降，意象十分
悽慘，但實際上卻道出詞人心中的希望，俗話「瑞雪兆豐年」，蘇軾將最深的溫
情留給了密州百姓，最終得以跳脫個人自憐之「窄」境而達仁民愛物之「寬」境。
又〈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詞云：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
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

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
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頁 173-174)
此詞寫於熙寧九年(1076)中秋，密州任上。由題序可知係中秋對月，醉後抒情，
懷念其弟蘇轍所作。本詞扣合中秋，通篇詠月，上片寫中秋賞月，對月引發天上
仙境的奇想，詞人之追問，似在探求宇宙源起，卻又彷彿讚嘆中秋美景、自然造
化之巧妙，同時領起對明月的嚮往之情，故有「乘風歸去」的遐想，而之所以產
生此種脫離人世、超越自然的想望，除了亙古以來人類對宇宙奧祕的好奇，還有
來源於內心對現實人間的不滿，但「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卻由天上美中
不足的反映，堅定自己留在人間的決心，「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表露詞人
對人間生活的熱愛。上片由奇想到現實，在出世與入世的矛盾糾葛中，肯定對人
間的依戀。因此下片著力寫人事，由中秋團圓聯想至人間別離，同時感念生命的
無常，根本無從把握，只能接受，故曰「此事古難全」。但詞人並不因此而落入
永無止盡的悲哀氛圍，「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寫出了蘇軾對人間最美好的
祝願，從中突破了時間的局限與空間的阻隔，吾人對明月共同的愛將彼此分離之
人結合在一起。詞人心中祝願不僅為自己，為家人，更為人間所有的分離，於是
本詞最終體現了蘇軾對人間最深的溫情。
由是可知，「開闊」生命境界其實只在一念之轉，當中所展現的溫暖情懷卻
是時刻存在，故蘇軾寫於「烏臺詩案」發生後的〈滿庭芳‧元豐七年四月一日，
余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會李仲覽自江東來別，遂書以遺之〉詞
末三句云：
「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蓑。」(頁 506)詞人在波折困頓的人生
道途中，依舊流露對土地與鄰人父老的深厚情意，充分體現其宅心仁厚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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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印證蘇軾一路行來，總是如此溫情，願意付出。

伍、

結語

通過以上本文所歸納之生活態度，可知蘇軾能成功超越來自「烏臺詩案」的
艱困挑戰並非偶然，而是得力於其深刻的人生智慧。筆者針對蘇軾在遭遇「烏臺
詩案」前所創作之詞進行分析，知其早年詞作已存在「難全」的人生觀，也因為
他懂得接受生活的不圓滿，所以在面對來自現實的挫折與困頓，他從不迴避，反
而通過成長與修養的歷程，充分體認生命的無常與不完美，從而寄寓浮生若夢的
感慨。惟蘇軾雖深切感受人生如夢卻並未因此否定人生，而是秉持注重現世、面
對生活的一貫態度，超越夢境的虛幻指涉，在現實生活裡通過自省，探求人生的
價值與存在的意義，進而化解屢經調職、歸鄉不得的仕途失意，轉向隱居常樂、
清閒自在的人生選擇，最終形成「外儒內道」的處世哲學。
承上所述，蘇軾面對現實人生不斷奔波的官場宿命，一方面接受無法改變的
時運，另一方面同時放下不切實際的期待，讓自己的人生在理想與現實，入世與
出世的矛盾中保有「彈性」的可能，給自己留點餘地，以免自尋煩惱。畢竟，在
形勢多變的現實環境裡，仍存在許多無法操控之因素。蘇軾通過自我認識與定位，
嘗試換個角度看待自己的人生，讓生命既存有希望又留有空間，故而得以在困頓
的環境裡，依舊如此從容淡定，自信而曠達。正因為蘇軾具備自信、樂觀的人格
特質與「彈性」的生活態度，終能成功轉化心境，開闊生命的境界。蘇詞中所體
現的溫暖情懷，往往讓蘇軾得以成功超越自我，亦即跳脫個人自哀自憐之「窄」
境從而達到仁民愛物之「寬」境，彰顯其宅心仁厚的開闊胸襟，將溫暖的信念，
留給廣大的人間，從而建立了個人的生命典範。
反觀現當代社會，人們長期處於生活壓力之下，卻不知如何有效控管並調整
自我的情緒，對個人的身心健康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今人蕭世平以國內某大學學
生為研究對象，發現超過五成的學生經常或偶爾感覺緊張、焦慮及沮喪，更有近
七成的大學生認為壓力會影響自己的健康狀況。26由是可知，將壓力與情緒管理
的議題融入相關課程實有迫切之需要。吾人閱讀東坡詞，除涵養沉潛於美感意境
外，亦可通過詞中所彰顯的生命智慧，有效提升面對生活的抗壓性，才能在真正
狀況來臨時，成功轉化心境，從容面對，以安然度過生命中不可迴避的低潮情境。

26

蕭世平《影響大學生健康行為之相關因素研究》(私立輔仁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3
年)。
155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二期 頁 143-157 王曉雯〈從蘇軾之生命態度談提升抗壓性之可能─以「烏臺詩案」前之詞作為例〉

參考文獻
一、
傳統文獻
劉宋‧范曄，《後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 年。
唐‧房玄齡等，《晉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 年。
元‧脫脫，《宋史》，台北：鼎文書局，1978 年。
清‧聖祖敕撰，《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二、

近人論著

(一) 中文著作
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9 月。
張愛玲，《張看》，台北：皇冠出版社，1976 年。
周文欽、孫敏華、張德聰，《壓力與生活》，台北：心理出版社，2010 年 5 月。
黃惠惠，《情緒與壓力管理》，台北：張老師文化，2011 年 10 月。
(二) 外文譯著
Jerrold S. Greenberg；潘正德譯，《壓力管理》，台北：心理出版社，1995 年。
Barbara J. Braham；張琰譯，
《正面管理壓力》
，台北：麥格羅希爾出版，1999 年。
Kay Gilley；汪仲譯，《辦公室情緒管理──克服職場恐懼、重拾自信的成功煉金
術》，台北：商業周刊出版，1999 年。
Robert M. Sapolsky；潘震澤譯，
《為什麼斑馬不會得胃潰瘍？》
，台北：遠流出版
事業，2001 年。
Tal Ben-Shahar；譚家瑜譯，
《更快樂：哈佛最受歡迎的一堂課》
，台北：天下雜誌，
2009 年。

三、
期刊論文
朱文忠，〈壓力的社會因素與健康衝擊〉，《屏東教大體育》第 10 期，2006 年 7
月，頁 17
鄭群輝，〈論蘇軾的「人生如夢」〉，《社會科學》2010 年第 9 期。

四、
博碩士論文
蕭世平，
《影響大學生健康行為之相關因素研究》
，私立輔仁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2003 年。

156

遠東通識學報第九卷第二期 頁 143-157 王曉雯〈從蘇軾之生命態度談提升抗壓性之可能─以「烏臺詩案」前之詞作為例〉

五、
電子資料
《Cheers》http://www.daso.com.tw/epaper/public-paper/2005-04/news06.htm。
〈98 年大專青年就業力現況調查〉，提出日期：98 年 7 月 27 日。

157

《遠東通識學報》徵稿說明
一、徵稿範疇：
舉凡中外文學、史學、音樂、藝術、體育，以及「倫理教育」、「創意思考與訓練」
、「戶外
教育與活動領導」等，與通識教育相關之學術研究、教學實務心得或課程設計與規劃皆可。
二、出版日期：每年 1 月、7 月兩期。
三、截稿日期：每年 10 月及 4 月底。
四、來稿格式及條件
（一）來稿中英文不拘，請依各學門通行格式，或參照 APA 第五版＜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
冊＞格式撰寫。
（二）稿件之版面為 A4 規格，文長以二萬字內為原則，英文稿件以不超過 25 頁為原則(英
文稿件字型以採 Times New Roman)，行距使用 1.5。
（三）來稿請附標題、作者之中文全名、拼音，及文章之中、英文摘要；中文摘要以 350
字內為原則，英文摘要以 300 字內為原則。關鍵詞最多 5 個。
（四）為便於匿名送審，作者姓名、服務單位及職務職稱，請僅列於頁首，勿於內頁呈現。
（五）檔案請存成 Microsoft Word 97-2003（doc 檔）格式。
（六）為維持本刊之品質，若著作人為碩士生，則需指導教授為合著人。
五、請勿一稿兩投或侵犯他人著作權。來稿將於收件後三個月內回覆審查結果，若自投稿日起三
個月內未獲通知者，稿件可自行他投。
六、本學報採匿名審稿制度，來稿須經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審查通過後，始得刊登。唯稿件刊登之
優先順序由本學報編輯委員會決定之。
七、來稿若經採用，作者應負論文排版完成後校對之責，編輯委員會僅負格式上之校對。凡經刊
登之稿件，贈送作者該期學報二本，不另奉稿酬。
八、著作人投稿本刊經刊登，即視為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
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
為符合『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作者請填具「著作授
權同意書」
，以利論文之數位化及傳播。
九、投稿資料單：
為配合送審作業，投稿者請先填寫「《遠東通識學報》投稿資料單」
；如作者不止一人時，
請一併填具「
《遠東通識學報》合著人證明」
。
十、聯絡方式：
校址：台南縣新市鄉中華路 49 號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電話：06-5979566 轉分機 7501 或 5298
信箱：szhuang@ms31.hinet.net、gege@cc.feu.edu.tw
網址：http://www.feu.edu.tw/edu/gec/dsl/center/ch/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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