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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易》學略論
康全誠*

摘要
漢代《易》學的主流在象數《易》。象數《易》又有西漢前期與東漢後期
之分。西漢時期的象數《易》以「占驗災異」為主。東漢時期的象數《易》以
「注疏」為主，其《易》學的特色在於著重卦爻象與經文關係的解說。本文即
以兩漢時期的《易》學名家；孟喜、京房、鄭玄、虞翻等四人，就其象數
《易》學，略述分析，以了解漢代《易》學之概況。
關鍵詞：漢代，象數《易》，孟喜，京房，鄭玄，虞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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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of Changes at Han Dynasty
Kang Chuan-Cheng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and Game Developing Management
Far 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instream of the Book of Changes during Han dynasty emphasized
the image-number system of I-Ching. Han dynasty was further divided into the
Pre-Western Han and Eastern Han dynasty at that time.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period the image-number system of I-Ching was mainly the
“divinatory sect to forecast the upcoming disaster”. While during the Eastern
Han period, the image-number system of I-Ching was mainly “notes and
commentary”, the features of the study on the Book of Change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xagrams and the
scripture.
This essay will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image-number system of I-Ching
of the four famous I-Ching scholars at Han dynasty: Meng Xi, Jing Fang,
Zheng Xuan and Yu Fan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IChing during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Han dynasty, the image-number system of I-Ching, Meng Xi, Jing Fang,
Zheng Xuan and Yu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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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兩漢《易》學乃指從劉邦稱帝之高祖元年（西元前 206 年）至漢獻帝延康
六年（西元 220 年）時期之《易》學，《易》學之發展，到漢代時，產生新轉
變，即是以「象數」解《易》。依據高懷民先生的研究，漢代《易》學的發展
依其內容的不同可分為兩大階段：「儒門易時期」與「象數易時期」。「儒門
易時期」自西漢初年田何開始，到宣帝年間施讎、孟喜、梁丘賀三家《易》並
盛為止，約當西元前 100 年至 500 年，此時期的《易》學內容大抵承襲《易
傳》解經的傳緒，著重儒門《十異》義理的說明。而「象數易時期」則自宣帝
以後一直到王弼《易注》問世為止，約當西元前 50 年至西元 140 年。此時期
的《易》學內容由於受到陰陽災異想的影響，從孟喜開始，改變師法，提倡卦
氣之說，於是西漢的《易》家如京房、焦延壽等人亦各以當時流行的數術之學
與《易》學融合，創立新說。這些《易》說的特色與儒門易大不相同，不是根
據《易經》的文學講解義理，而是由卦象的排列與五行、干支、曆律等數相配
合，創出一種「術」，並用此「術」來占驗災異；後來到了東漢時期，復用此
「術」來注經，於是後人稱此時期的《易》為「象數易」。雖然漢代的《易》
學分為「儒門易」與「象數易」，但實際上漢代《易》學的主流在「象數易」
而不是「儒門易」。因為「儒門易」的內容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延續，缺乏新
義，又與當時流行的時代思想不合；而「象數易」則融合了當時流行的學說思
想於一爐，充分表現出漢代學術的特色，故後人一提到漢《易》，多略過「儒
門易」不論，而直接以「象數易」為漢《易》的代名。
「象數易」又有西漢前期與東漢後期之分，西漢時期的「象數易」以「占
驗災異」為主，其《易》學的特點在於重視占驗之術，將卦爻象與天文曆法、
數術之法相結合，以完成一套內容龐大的「卦氣」說；又京房將六十四卦重新
排列，仿效〈乾〉〈坤〉生六子的原則，由八純卦推演出六十四卦，發展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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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八宮卦變」說，並將八卦與天干相結合而成「納甲」說，以及發明「互
體」說以增加卦象等。而東漢時期的「象數易」以「注經」為主，其《易》學
的特點在於著重卦爻象與經文關係的解說。當時有些《易》家便援引西漢
《易》家的說法來注經，於是原為占驗之術的「卦氣」說遂成為漢儒解《易》
的方法之一。然而「卦氣」之說本不是用來解經的，因此其說並不能完全解釋
卦爻象與經文的關係，所以有些《易》家便另創新法以說明卦爻象與經文的關
係，如鄭玄以〈乾〉〈坤〉十二爻配合十二律，依照律呂隔八相生的法則，創
出新的「爻辰」說，以注解《周易》。
推衍漢《易》的傳授，自田何始，田何授王同子中，又傳於楊何；田何又
授周王孫、丁寬、服生；又說，丁寬傳《易》於田王孫，田王孫又授《易》施
讎、孟喜、梁丘賀。於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皆立於學官。其中，孟
喜傳《易》於焦延壽，焦又影響京房，於是，《易》有京氏之學。元帝時，京
氏《易》立於學官，是為今文《易》。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琅琊王橫，
為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母
將永，為高氏學。費、高兩家，未立於學官，唯民間得之。一般而論，漢代以
象數說《易》，始於孟喜1，宋人以言陰陽災異之孟京一派稱為象數之學，即吾
人所謂之象數《易》學，此學說至魏王弼掃象，歸之於義理，其間言象者，達
三百年之久。本文乃從漢代象數學《易》中，選出孟喜、京房、鄭玄、虞翻等
四家之象數《易》學，略述分析，以了解漢代《易》學之概況。

二、孟喜
1

屈萬里所著《先秦漢魏易例述評》一書中，「西漢武帝前諸子易例」節考出《新語》引《易》
者二事，《新書》引《易》者四事，《春秋繁露》引《易》者三事，《韓詩外傳》引《易》
者六事，《淮南子》引《易》者十二事，《史記》引《易》處彌多，屈先生所著共舉二十一
事，而結語曰：「或詮釋其辭義，或引申其意旨，要皆類〈文言傳〉〈繫辭傳〉之說，未嘗
一語涉及象數也。」又「以象數解《易》之始」節云：「《十翼》及先秦諸子，下逮漢初諸
儒，未有以象數釋《易》辭者，《國語》《左傳》之以象為說，乃因筮得之辭，推其象以比
附人事，非援象以測《易》辭一字一句之所自來，彼以象數說《易》者何始乎？則孟喜
也。」此說甚允。（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74 年 9 月），頁 71-7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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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喜，生於漢昭、宣帝之時，約公元前 90－40 年前後，字長卿，東海蘭
陵（今山東蒼山蘭陵鎮）人。父孟卿，善為《禮》、《春秋》，孟喜遵父之命
習《易》，與施讎、梁丘賀同學於田于孫，舉孝廉為郎，後為丞相掾，宣帝
時，立為博士。以陰陽說解說《周易》，以此推測氣候之變化，判斷人事之吉
凶，為漢《易》中卦氣說之倡導者，依《漢書．藝文志》載，與孟喜有關之變
化，判斷人事之吉凶，為漢《易》中卦氣說之倡導者，依《漢書．藝文志》
載，與孟喜有關之著作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氏》六十六
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已亡佚。《隋書．經籍志》有「《孟氏
易》八卷，殘闕」。清人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有《孟氏章句》一卷，現
今吾人研究孟喜之《易》學思想，主要憑借唐僧一行《卦議》所引孟喜思想為
是，孟喜「卦氣」說之內容可分為四正卦、十二月卦、六日七分三部份，茲分
述如下：

（一）、四正卦
所謂「四正卦」即以〈坎〉、〈離〉、〈震〉、〈兌〉四卦中之二十四
爻，分主一年中二十四節氣。其中〈坎〉、〈離〉二卦之初爻分主二至（冬
至、夏至），〈震〉、〈兌〉二卦之初爻分主二分（春分、秋分）。此說見於
《新唐書．一行卦議》引《孟氏章句》云：
〈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
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
於二月，凝固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
元，為主於內，則群陰化而從之，極於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
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於八
月，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於〈兌〉，始循萬物之末，
為主於內，群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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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文靜始於〈離〉，
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2
因《孟氏章句》已不傳，其說難以詳徵，而孟喜四卦說，主要本於彼時曆法所
取得之成果及成書於戰國時之〈說卦〉，屈萬里先生於《先秦漢魏易例述評》
云：
四正之義，出〈說卦傳〉。〈傅〉曰：「〈震〉，東方也。……〈離〉
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於〈兌〉曰正秋，於〈坎〉曰正北
方之卦；雖〈震〉〈離〉未以正言，然一為正東，一為正南，其義亦可
推及。又因〈兌〉為正秋，則〈震〉為仲春，〈離〉為仲夏，〈坎〉為
仲冬，亦可推定。二至二分，皆在四時之仲月，故以當之也。然以四卦
之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則非〈說卦傳〉所有矣。

3

孟喜之四正卦說，為後世象數《易》學家所吸收，廣為流傳，如虞翻注
〈繫辭〉「兩儀生四象」云：「四象，四時也，兩儀謂〈乾〉〈坤〉也。
〈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四卦，〈震〉春、〈兌〉
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由此可見，孟喜四正卦說，以獨
特之《易》學思維方式，成為象數《易》學家注釋《易》學經典，闡發《易》
學理論之重要典籍，對後世之象數《易》學發展有重要貢獻。

（二）、十二月卦（又稱十二辟卦）
所謂十二月卦，為從六十四卦中，選取十二卦，再依據十二卦，陰陽多
少，將其有規律組合為一，以示一年四季十二陰陽消長之變化特徵，此十二卦

2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并附索引》，（全八冊），（臺北：鼎文書局， 1992 年 1
月），頁 599。
3
同註 1，頁 83-8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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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如下：

復

十一月（子）冬

姤

五月（午）夏

臨

十二月（丑）冬

遯

六月（未）夏

泰

正月（寅）春

否

七月（申）秋

大壯

二月（卯）春

觀

八月（酉）秋

夬

三月（辰）春

剝

九月（戌）秋

乾

四月（巳）夏

坤

十月（亥）冬

孟喜依陰陽消息之次序排列為〈復〉、〈臨〉、〈泰〉、〈大壯〉、〈夬〉、
〈乾〉、〈姤〉、〈遯〉、〈否〉、〈觀〉、〈剝〉、〈坤〉、從〈復〉到
〈乾〉，陽爻逐漸增加，從下往上增長，陰爻逐漸減少，表示陽氣逐漸增強，
陰氣逐漸減弱，為陽息陰消過程；從〈垢〉卦到〈坤〉卦，陰爻逐漸增加，從
下往上增長，陽爻逐漸減少，表示陰氣逐漸增強，陽氣逐漸減弱，為陰息陽消
過程。又十二卦共七十二爻，代表七十二候，〈復〉卦初九爻表示陽氣始動，
為十一月冬至次候，到〈乾〉卦六爻皆陽，表示陽氣盛極，為四月小滿次候。
〈姤〉卦初六爻表示陰氣始動，為五月夏至次候，到〈坤〉卦六爻皆陰，表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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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氣極盛，為十月小雪次候。如此，十二辟卦又象徵二十四氣及七十二候之變
化，此十二卦又稱為十二消息卦。
孟喜之十二消息卦說，一則引曆法入《易》，乃將《易》學科學化，客觀
上使象數《易》走入正確之途；另外，以十二卦卦象表示十二個月，是將十二
月陰陽定量化，一年十二個月有六個陰六個陽，是陰陽數積累之過程，簡易明
瞭，為推動曆法而走上規劃化，此為其價值。

（三）、六月七分
孟喜將四正卦、十二消息卦與一年四時、二十四節氣、十二個月相配之
後，又進而利用六十四卦，扣除〈坎〉、〈離〉、〈震〉、〈兌〉四正卦，還
餘六十卦，將六十卦分值周歲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如此則一卦值「六日
七分」，此說見於《易緯．稽覽圖》，孔頴達《周易正義》疏〈復〉卦卦辭
「七日來復」曾引述此說曰：
案《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
〈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
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
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
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4
按此處言，「六日七分」為扣除四正卦，以其餘之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去配合一
年之歲數，然一年之歲數非整數，而是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故孟氏將多
出之「五日又四分之一」，依「每日為六十分」之方式，分為四百二十分，
（一日八十分，五日共四百分，四分之一日為二十分，共計為四百二十分），
以六十卦去除，每卦得七分。加上之前所分配之六日，則每卦各得「六日七

4

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65 年 5 月），頁 6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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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矣。
孟喜之六日七分法為揉合《易》學與天文曆法知識而形成，其將《易》學
與自然科學結合為一，開創《易》學研究之新領域。故綜合以上所述，孟喜之
卦氣說，為一種占驗術，而將卦象配合時日，比附人事，此在探象數之奧妙，
究災異之深旨，此學說影響於後世至深，在兩漢及後代〈五行志〉每引京房
《易傳》，以說妖異之事，即本孟氏災異也。後世《易》學家如許慎、虞翻、
馬融、鄭玄、荀爽、陸績、王肅、朱熹等皆嘗取資於《孟氏易》，《孟氏易》
則為不朽矣。

三、京房
京房（公元前 77－前 37 年），字君明，東郡頓丘（今河南清豐西南）
人。本姓李，因好音律，推律自定為京氏，曾學《易》於孟喜門人焦延壽，以
通變說《易》，好講災異，漢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 45 年）以孝廉為郎，立
為《易》經博士，屢次上疏，以災異推論時政得失，因劾奏中書令顯等專權，
出為魏郡太守，不久，下獄死，年四十一。京房承孟喜之學，以象數釋
《易》，並雜以陰陽災異之說，京房《易》學有八宮卦、世應、飛伏、納甲、
京房著述頗多，《漢書．藝文志》有《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書．經
籍志》有《京氏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今傳僅有《京氏易
傳》三卷，以下就其《易》學思想，分別敘述之：

（一）、八宮卦
京房於《易傳》中，對六十四卦排列之順序，其將八經卦之重卦稱為「八
宮」，又稱為「八純」，其排列之順序為：〈乾〉、〈震〉、〈坎〉、
〈艮〉、〈坤〉、〈巽〉、〈離〉、〈兌〉。此種順序出於〈說卦〉，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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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為父母卦，各統率三男三女。前四卦為陽卦，後四卦為陰卦，
每一宮卦又統率七個卦，如〈乾〉宮所屬之卦，其順序為〈姤〉、〈遯〉、
〈否〉、〈觀〉、〈夬〉、〈需〉、〈比〉。如此，便構成六十四卦排列順
序，始於〈乾〉卦，終於〈歸妹〉。各宮卦中所屬之卦，各有所處之地位，前
五個卦分別稱為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第六卦稱為游魂，第七個卦
稱為歸魂。京房曰：「《易》有四世，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
人《易》，五世、八純為天《易》，游魂、歸魂為鬼《易》」（《京氏易
傳》）。

（二）、世應
京房之世應乃據八宮卦而立，世、指世爻；應，指應爻。八純卦以上爻為
世爻，其他一、二、三、四、五世卦，各以其變及之爻為世爻，遊魂卦以第四
爻為世爻，歸魂卦以第三爻為世爻。應爻則為與世爻相應之爻，初與四應，二
與五應，三與上應。世爻為一卦之主，占時，代表問占者本人。應爻則為問占
者所詢及之人，時、地、物或事等。世為主，應為賓，世應之用，在於表現問
占者與所問者之對立性，世應者，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
其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起二，而為
主之相者，謂之應。5
京房言世應，並及爵位，如《京房易傳》〈乾〉宮諸卦，〈乾〉：「與〈坤〉
為飛伏居世……九三三公為應。」〈姤〉：「元士居世……九四諸侯為應。」
〈遯〉：「大夫居世……上九宗廟為應。」〈觀〉：「諸侯臨世，反應元士而
奉九五。」〈剝〉：「天子治世，反應大夫。」〈晉〉：「諸侯居世，反應元
士。」〈大有〉：「三公臨世，應上九為宗廟。」其他各宮諸卦，均類此。6可

5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0 月），頁 11。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民國 72 年 2 月），頁 14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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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京房論《易》，其說「世應」是〈彖〉〈象〉應位說之發展；是一卦六爻，
其以初爻為元士，二爻為大夫，三爻為三公，四爻為諸侯，五爻為天子，上爻
為宗廟。六爻各有貴賤等級之位，而發揮〈繫辭〉「列貴賤者存乎位」之說法
矣。

（三）、飛伏
京房對八宮之解釋，亦提出飛伏說。此說是，卦象與爻象皆有飛及伏。飛
指可見而現外者，伏指不可見而藏於背後者，飛與伏皆指對立之卦象及爻象，
宋‧朱震《漢上易傳》云：
見者為飛，不可見者為伏。飛，方來也；伏，既往也。〈說卦〉：
「〈巽〉，其究為躁卦。例飛伏也。太史公〈律書〉曰：「冬至一陰下
藏，一陽上舒。」此論〈復〉卦初爻之伏〈巽〉也。7
京房提出飛伏說之目的在於除本卦卦爻象外，又增一卦爻象，以便於說明卦爻
辭之吉凶，在占時卦象之顯著不足，乃以隱者濟其窮，陰下伏陽，陽下伏陰，
故飛伏之用即為陰陽互相涵攝之義，如此則開闢解《易》之路，亦為占算之術
提供新途徑。

（四）、納甲
京房之納甲是以八卦分納十天干，其各爻又分配以十二地支，甲為十干之
首，故此說稱為「納甲」，初不過用以比附五行，以便占說災異耳。《京氏易
傳》下卷曰：「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
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
陽，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變易立節。」陸續注曰：「〈乾〉〈坤〉二分，
天地陰陽之本，故分甲乙壬癸，陰陽之終始。」又曰：「庚陽入〈震〉，辛陰
7

紀昀等編：《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7 月），第十一冊，
頁 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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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巽〉。」又曰：「戊陽入〈坎〉，己陰入〈離〉。」又曰：「丙陽入
〈艮〉，丁陰入〈兌〉。」又《京氏易傳》上卷〈乾〉卦傳曰：「甲壬配外內
二象。」陸續注曰：「〈乾〉為天地之首，分甲壬，入〈乾〉位。」京房治
《易》，長於災變，以卦象占風雨溫寒，大講陰陽災異，亦其特色。
京房《易》學深受孟喜《易》學影響，其《易》學傳於殷嘉、姚平、乘
弘，《京氏易》在京房棄市後，曾遭嚴重打擊，但在東漢卻得到大發展 8，如鄭
康成以下皆受其影響，故京房可稱為漢代象數《易》學宗主。

四、鄭玄
鄭玄（西元 127－200 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西南）人。
少而好學，不樂為官，曾入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
《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
《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而後又從馬融學，方其
回歸鄉里時，馬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鄭玄一生潛心著
述，其著述以古文經為主，兼採今文經說，習《易》則先受《京氏易》，後學
《費氏易》，鄭玄注《易》，其義例新創為《易傳》所無，有爻辰、爻體、互
體三例，又有禮象說，乃將象數《易》導回六經學風，談禮樂教化及人道教
訓，五行說則將五行生成說成綜合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思想，提出對於宇宙生
成問題等看法。9〈隋志〉及〈舊唐志〉載鄭玄《周易》注九卷，〈新唐志〉及
《釋文》載為十卷，《釋文》又引《七錄》云十二卷。魏晉以來，鄭注及王弼
注本來並行於世，但由於孔頴達撰定《正義》取王注而棄鄭注，故鄭氏完整之
8

虞央《京房評傳》云：「《京氏易》所以得到如此快速的發展是與當時讖緯之學的興盛有關，
其時以陰陽五行論說災異，預言年景及政治已十分流行，《京氏易》正是以陰陽五行論
《易》，而且力求對發生的災異現象，以陰陽五行機制作出解釋。正由於此，緯書得以公開
地抄襲京氏遺書中的敘述，作為它的主要內容。」此說可供參考。（江蘇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頁 412。
9
參見劉慧珍：《漢代易象研究》，（私立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86 年 6 月），
頁 51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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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注本，至南宋時則亡佚，南宋王應麟從群籍中輯有《周易鄭康成注》一
卷，至清惠棟又復加補正，輯為三卷。張惠言又加以整理補充，即成此十二卷
輯本，此輯本為現今研究鄭氏《易》學之較完善本子。

五、虞翻
虞翻（西元 164－233 年），字仲翔，漢末三國時會稽餘姚（今浙江餘
姚）人。少而好學，有高氣，最初，為會稽太守王郎之功曹，孫策征會稽，王
朗敗績，虞氏歸孫策，署為功曹，以屢建良策而深受倚重。策死，追隨孫權，
為騎都尉，因數犯顏諫爭，觸怒孫權，坐徙丹陽涇縣（今屬安徽），後又徙交
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生常數百人。虞翻精於《易》學，曾得家傳西
漢今文孟氏《易》，然就今日李鼎祚《集解》中所見，其《易》學非只傳孟氏
一家，實為象數《易》以來各家學說之總匯。十二月卦、六日七分法，可以說
是承自孟氏《易》，其他八宮、納甲、互體、飛伏、爻辰、爻體、升降等，無
一不收，更接受道士魏伯陽丹道《易》之納甲說，加以自創之卦變、半象等新
義，後世《易》學家視其為兩漢象數《易》發展之最高峰，實不為過言。虞翻
著有《易注》九卷，已佚。現存虞氏《易注》主要見於李鼎祚《周易集解》，
清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輯有虞翻《周易注》十卷，《附錄》一卷。黃奭
《黃氏逸書考》輯有虞翻《周易注》一卷，清惠棟著《易漢學》八卷，此書卷
三，即係「虞仲翔《易》」。張惠言《周易虞氏義》九卷、《周易虞氏消息》
二卷、《虞氏易言》二卷、《虞氏易禮》二卷、《虞氏易事》二卷、《虞氏易
候》二卷，以上諸書對虞翻《易》說，皆有所詮釋、推闡。
虞氏《易》最具特色的是卦變說，所謂卦變，指卦與卦之間的變化聯繫，
在六十四卦中，卦與卦間往往有著某種變化聯繫，此一卦可看作是由彼一卦變
化而來。本來，《左傳》所記筮例已有互卦之法（見莊公二十二年），《十
翼》中的〈彖〉、〈說卦〉、〈繫辭〉等也對卦變有大量描述，但這些都過於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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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略。古人系統闡釋《周易》卦變的資料，今存者最早的是荀爽與虞翻。虞翻
發揮了孟京卦氣說與荀爽的升降說，以卦變說解釋《周易》經傳，形成了新的
體例。
虞翻卦變說的主要內容有兩方面：
一是六子卦由〈乾〉〈坤〉父母卦所變而成。虞翻以為：「太極太一也，
分為天地，故生兩儀也。四象四時也，兩儀謂〈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
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乾二五之坤則生震坎
艮，坤二五之乾則生巽離兌，故四象生八卦。」（《周易集解》引）其意思是
說，乾坤即太一所生之兩儀，及父母卦，父母兩卦的二五爻互易，便成坎離兩
卦。離卦中二至四爻為巽卦，三至五爻為兌卦。坎卦中二至四爻為震卦，三至
五爻為艮卦。如此一來，〈坎〉〈離〉〈震〉〈巽〉〈艮〉〈兌〉六子卦，實
由乾坤二父母卦所變而成。乾坤二五爻互易變為六子卦，看來並不複雜，其內
蘊卻不可忽視，這是卦變說的根本，其中含有互體、約象等卦變方法，是卦變
說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二是十二辟卦變為雜卦。一般認為，虞翻卦變說的主旨即是十四卦。虞翻
認為，〈乾〉〈坤〉兩卦為眾卦之基礎，這兩卦相互推移，則成十二辟卦，
「以〈乾〉推〈坤〉謂之窮理，以〈坤〉變〈乾〉謂之盡性」（《周易集解》
引），「以乾推坤」，指自〈復〉卦（一陽生）至〈夬〉卦（五陽生）即「息
卦」的變化過程，「以坤變乾」指自〈姤〉卦（一陽生）至〈剝〉卦（五陽
生）即「消卦」的變化迥程。〈復〉〈姤〉為一陽一陰之卦，〈臨〉〈遯〉為
二陽二陰之卦，〈泰〉、〈否〉為三陽三陰之卦，〈大壯〉〈觀〉為四陽四陰
之卦，若將其他卦按陰陽爻之多少分別納入以上各類中，則每一類中的其他卦
都是該消息卦爻象互易的結果。後人在總結以虞翻為代表的卦變說的基礎上，
畫出〈卦變圖〉以說明之，宋人朱熹即將李之才的〈卦變圖〉載於《周易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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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共列一百二十四卦，每卦皆重複出現，實為六十二卦，都是由十辟卦卦
變而來，加上〈乾〉〈坤〉兩卦，總為六十四卦。10
虞翻依據其卦變說對《周易》的經傳作了許多新的解釋，究其實質，無非
是企圖由某一卦引出另外一卦，兩卦合在一起，以解釋《周易》經傳。這種解
《易》方法形成了新的體例，但尚未構成新的理論體系，只是前人各種說法的
補充。

六、結語
綜上所述，就兩漢《易》學而言，西漢孟京，占驗災異，雖是術數，但仍
有其作用，皮錫瑞《經學通論》曰：「古卜筮與史通，……《左氏傳》，……
所載卜筮事，皆屬史官占之，此古卜筮與史通之明證，亦古卜史借天道以儆君
之明證。後世君尊臣卑，儒臣不敢正言匡君，於是亦假天道進諫，以為仁義之
說，人君之所厭聞，而祥異之占，人君之所敬畏。陳言既效，遂成一代風氣，
故漢世有一種天人之學。」（《易經通論．論陰陽災變為易之別傳》節）由此
可知，漢《易》經學亦等於政治學。東漢則以此種名目以解釋經文，其目的在
取象，在本卦中得不到之象，用互體旁通等法，牽涉至無窮盡之卦，自然能得
到欲取之象。
漢代《周易》象數學派涉及的《易》學領域是多方面的，眾多《易》家在
研《易》過程中所創立的《易》學條例是至為豐富的。從西漢「卦氣」學說的
開創，占筮術的更革，到東漢「爻辰」、「升降」說的興起，以至卦變、爻變
說的不斷發展，用象方式的大幅度衍擴，組成了兩漢四百年間《周易》象數學
說的宏大規模。這期間，出現了許多對《易》學史發生重大影響的《易》學
家，如孟喜、焦延壽、京房、鄭玄、荀爽、虞翻等，他們創立的「四正卦」、

10

廖名春：《周易研究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 年 7 月），頁 109。
15

遠東通識學報 第十二卷第一期

P.1-17

康全誠 漢代《易》學略論

「十二辟卦」、「七十二候配卦」、「八宮卦」、「世應」、「世卦起月
例」、「飛伏」、「八卦六位」、「爻辰」、「升降」、「卦變」、「爻
變」、「互體」、「納甲」、「旁通」等重要《易》例，不但影響了《周易》
研究的內容與方法，甚至對中國古代科技（如天文、曆法、氣候學、醫學、化
學等）均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遂使漢《易》象數學具備了豐富而深沉的內
涵，蔚為中國古代文化、思想、學術史上至為輝煌燦爛的一個特殊歷史時期。
因此，漢代象數《易》學，對後世影響甚鉅，如清代興起，惠棟、張惠言推崇
漢儒象數《易》學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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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in Taiwan From
Kant’s Philosophy

Chia-Lin T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Philosophy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ebate of the death penalty has been popular again in Taiwan society. Does a
government have a right to take a criminal’s life? The task of justification has been left
to philosophers who continue to debate the moral permissibility of punishment by death.
The most common source of justification for the death penalty is Imm anuel Kant’s
theory. He issued the death penalty as a moral obligation of the state sovereignt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justify Taiwan people’s belief of the death penalty by Kant’s
philosophy.

Keywords：The retribution theory, power of punishment, obliga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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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康德哲學的觀點證成台灣的死刑

杜嘉玲
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台灣的刑法仍保有死刑，但死刑存廢議題日前在台灣社會討論得很熱烈。縱使
歐盟屢次干預台灣內政，希望台灣可以完全廢除死刑，但是仍未動搖台灣大多數人
民的信念。本篇論文的目的是藉由康德的論點說明死刑並不違反民主，也不違反人
權，死刑更是一個國家政府的權力。
「刑罰」制度本身在沒有誤判或枉殺的情形下即帶有公平正義之意涵。刑罰殺
害無辜者應是民主社會裡，政府權力對所屬人民最基本的保障義務，公權力也有權
力依法剝奪加害者的生命權，這是一個在民主形成的社會契約概念的公平正義，更
是一個民主法治下的社會正義，死刑在這個層次下是可被允許的，它可以是維持公
平正義的方法之一，並不是非理性的。最終希望可藉由上述論點為出發點來證成死
刑的正當性。

關鍵字：死刑存廢、報應理論、刑罰公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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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In 1996, there was a wrongful execution of a soldier accused of murdering a child.
Taiwanese president Ma Ying-jeou issued a public apology for this miscarriage in 2011.
It followed up a great deal of media coverage about human rights and also incited
criticism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Some thought this case would change Taiwan
judicial system of retributive justice and turn into a merciful attitude. Taiwan Alliance to
End the Death Penalty (TAEDP) is the most famous organization which maintains a
principled position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It considers that the death penalty is
unnecessary to justice.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no legal system is flawless, and any
miscarriage of justice could lead to the tragic loss of an innocent life. Unfortunately, in
Taiwan, the death penalty has large public support opposed the life sentence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parole.
Taiwan’s government wants to eventually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but not until it
can convince the public. Surveys show that more than 70% of the population favors the
death penalty; especially after the case of murder of an 8-year-old schoolgirl it has
sparked a heated debate. The majority believes that the death penalty is able to show the
justice to the society more than to the victim’s famil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justify Taiwan people’s belief of the death pen alty
by Kant’s philosophy. The whole paper proceeds as follows: First, I will present an
overview of current Taiwan society’s idea of the death penalty; the second part will
investigate the sources of Taiwan majority’s belief. The third part proposes gener al ideas
to oppose the death penalty. Then, I will bring in Kant’s philosophy. In concluding, it is
unlikely that these reasons to oppose the death penalty are able to stand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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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Overview of the Death Penalty in Taiwa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nd the method of execution in Taiwan have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period. During the Martial Law in Taiwan (before 1987), the
death penalty was frequently imposed. From 1982-1985, at least 102 individuals were
sentenced to death; at least 32 people were actually executed. 1 Execution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n 1987, such as 69 people executed in
1989.2 In late April 2000,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took action on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for the first time in Taiwanese history. Since then, the death penalty
has turned into a public issue. There are some moves been made by the government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offences carrying the death penalty. For example, the Taiwan
Criminal Code retained harsh penalties for many crimes with sentences ranging from
long prison terms to life imprisonment to death.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proposed
abolition of the controversial Act for the Control and Punishment of Banditry that
mandates the death sentence for several crim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drafted relevant
amendments to the criminal code. This Act and amendments were formally reviewed by
and passage through the Legislative Yuan on January 30 th, 2002. It leaded to the result
that life imprisonment replaced the mandatory death penalty for the offence of
kidnapping leading to murder. 3 In 2003, Taiwan unveiled the draft of the Human Rights
Basic Law, which includes provisions calling for the gradual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Since most Taiwanese public is against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it was
argued that there would need to be a transition period during which the death penalty
would remain in law, but no executions would be carried out. In 2005, the death penalty
for individuals under the age of 18 was abolished. Neither the death penalty, nor life
imprisonment are allowed for individuals over the age of 8. At the same year, three
1

Taiwan Communiqué no. 22, October 1985, accessed from http://www.taiwandc.org/twcom/tc22-int.pdf. Access date: Feb. 2nd, 2016.
Taiwan Communiqué no. 45, August 1990, accessed from http://www.taiwandc.org/twcom/tc22-int.pdf. Access date: Feb. 2nd, 2016.
3
“The Policy of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Taiwan with regard to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ccessed from
http://www.moj.gov.tw/english/file/execution.pdf. Access date: Feb. 2nd, 20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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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s were executed and 8 persons had their death sentences confirmed. No execution
was carried out from 2006 to 2009. And after 2009, only one-digit number of persons
was executed every year.
In summary, a total of 521 executions were carried out in Taiwan between the years
of 1987-2015. More than half of executions were carried out before 2000. The numbers
of executions of each year are listed below.

The Number of Executed People in the Taiwan since 1987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10

22

69

78

59

35

18

17

16

22

38

32

24

17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10

9

7

3

3

0

0

0

0

4

5

6

6

5

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pital_punishment_in_Taiwan)

3. Public Opinion Regarding the Death Penalty
In Taiwan, public opinion was cited as strongly against th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Recent surveys show that most respondents support to remain the death penalty.
A large number of respondents said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carry out an execution
or sentence a person to death themselves. Only nearly half of respondents said that they
believe that life imprisonment can replace the death penalty. The most reason to support
the death penalty are the belief of vengeance, the belief of deterrence, and the belief of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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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cost of the death penalty.

(http://dailyview.tw/Daily/2015/06/07)

3.1 The Belief of Retribution and Vengeance in Taiwan
There is a belief among Taiwanese society that human nature can be fundamentally
evil and irredeemable. That is because human by nature are self-centered. If someone
had harmed another person’s righ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person should get the
deserved punishment in order to maintain justice. It causes an instinctive desire of
vengeance that serious criminals should pay for their crimes with their lives. Taiwan
people also believe that extreme punishment is needed to curb behavior because they
believe harsh punishment maintains the social order. They would fear that if the death
penalty is removed, the social order will disintegrate. This belief is seen to stem from a
comb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value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Taiwan.
Traditionally, Taiwan people combine justice with vengeance, which means that he or
she who has taken a life should suffer the same fat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is
basic emotion. The impulse for vengeance is potent and natural, when someone i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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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ed who killed a member of your family, vengeance is a part of the emotions that
everyone feels.

3.2 The Belief of Deterrence in Taiwan
Many people have strongly held views on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the death penalty.
The evidence of deterrence is self-evident: people fear nothing more than death.
Therefore, common sense tells nothing will deter a criminal more than the fear of death.
If murderers are sentenced to death and executed, potential murderers will think twice
before killing for fear of losing their own life. We can see most criminal committed
homicide clearly prefer life in prison instead of death, because life in prison is less
feared. Thus, a life sentence must be less deterrent than a death sentence. We must
execute murders as long as it is merely possible that their execution protects citizens
from future murder.

3.3 The Low Cost of the Death Penalty
The replacement of the death penalty mean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to keep
criminals in prison for years or even life. The funding to run the prison comes from tax
payers. Taiwan people believe in one idea of “fairness” is that tax payers should not
have to support prisoners who are sentenced to life in prison. Instead, the death penalty
is not as costly. There is a shocking news occurred in 2012 which made most Taiwan
people support the death penalty more than before. Tseng Wen-chin, who murdered a
10-year-old boy and allegedly said that he killed the boy just because he wanted to be
imprisoned, was handed a life sentence by the Tainan District Court. He said following
his arrest that he murdered the boy because he had been unemployed for some time and
wanted to get free meals in prison, adding that people could commit one or two murde rs
these days without being sentenced to death. He even claimed that he suffered a mental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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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order to try to justify his actions. 4 The verdict made the Taiwan society wonder
whether Tseng or Taiwan’s judicial system is the sick one. It leads a result that the
public opinion claims that if the verdict gave the criminal what he asked for, it lost what
the meaning of justice is and wasted tax payers’ money to keep him alive.

4

General Ideas to Oppose the Death Penalty

4.1 Democracy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global trends of the last few decades has been the
movement, which has approximately coincided with the worldwide shift towards
democracy, to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Democracy has much better records of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and there is a link between authoritarian forms of government
and the death penalty.
It means that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re taken to be fundamentally linked, and
insofar as the death penalty is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Most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death penalty goes against the foundation of democracy because democracy regards the
life of a human being as the most cherished thing in the world.

4.2 Humanity and Civilization
The death penalty is inhumane. Killing people makes us like the murderers who
most of us so despise. It is not only about what capital punishment does to those killed,
but also what it does to those who do the killing and those in whose name the killing is
done. It’s bad enough that we are victimized by crime in our society; we don’t need to be
further victimized by becoming perpetrators and enacting the death penalty and then
living with the unfortunate consequences.

4

Taipei Times, July 31st, 2013, accessed from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13/07/31/2003568595. Access date:
Feb. 2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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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more, the death penalty is barbaric and an antiquated, regressive,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With all of our advances in the sciences, sociology, psychology,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so on, we should have more socially-effective, non-lethal,
civilized techniques to punish (and rehabilitate) criminals, while protecting the rest of
society. The death penalty is uncivilized. Countries have banned the death penalty are
more civilized, while the governments that maintain the death penalty are typically more
corrupt and dictatorial ones.

4.3 The EU against Taiwan
The European Union maintains a principled position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All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EU must have abolished it before they can join the Union. The
EU also works in favor of abolition worldwide, and conducts activities to this effect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where capital punishment is still used.
The EU calls on the authorities in Taiwan to introduce an immediate moratorium on
executions as recommended by international experts in March 2013 following Taiwan’s
first human rights report, and as observed in Taiwan from 2006 to April 2010. Even
though the EU added that the public outrage at the horrific murder of an innocent
schoolgirl is totally understandable and the perpetrators of such heinous crimes must
face justice, but the death penalty is never the answer.
After six executions took place in Taiwan on June 5th , 2015, the Spokesperson of
the EU's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Federica
Mogherini, again made a statement calling on Taiwan to reinstate an
immediate moratorium on executions. The EU reiterates that the death penalty can never
be justified and calls for its universal abolition.5

5

The EU’s statement calling on Taiwan to reinstate an immediate moratorium on executions, please see
http://eeas.europa.eu/statements-eeas/2015/150605_01_en.htm. Access date: Feb. 3r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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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antian Justific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Kant's doctrine on crime and the death penalty was stated in his work, “Metaphysics
of Morals.” He was in favor of the death penalty for the crimes of severe murder. In
support of his own view, he defended retributivism as a function of the state sovereignty
to provide deterrence of any antisocial behaviors. In his time, punishments served the
function of protecting everyone’s right in the state by using crime control. He made an
example. If a people who live in an island decided to dissolve the civil society, the last
criminal who committed murder would have to be executed first. It shows that the death
penalty exits with legal system of social contract. 6 Kant argued the legisla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ccording to two ideas, the a priori basis of a state sovereignty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punishment.

5.1 The Power of State Sovereignty
According to Kant, nothing is wholly good because they can always be attached to
some bad or be misused for bad.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be called good is good will. To
better explain good will, Kant took the “notion of duty” into his explanation. A good will
is a will that acts for duties and actions are only moral if they are driven by duties. Kant
also believed that humans are rational and that we all have duties. The death penalty
regarding the reason of duty is morally acceptable, as it results in preventing future
murderers. What is duty? Kant defined duty is the necessity of acting from respect for
the law. He thus said that absolutely everyone should follow the law. In his opinion, a
state cannot exist without law. Therefore, state foundation is dependent on the
enforcement of the law, which provides protection of to the state. If a person violates the
law, he has opposed the social order as so lost his right to be a state member and must be
6

Potter Jr., N. T. (2002). p.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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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ished.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death penalty from Kant's perspective, moral actions
need to be defined. Kant believed that acting with a motivation to satisfy self -interest is
morally unacceptable. For example if someone is motivated to kill another person either
for revenge or for another satisfaction, then the action is immoral. If the state sentenced
someone to the death penalty for committing murder, it is actually a moral action as the
state is not acting in regard to its self-interest but rather to protect its citizens from this
murderer. The person who has violated the law must be prevented from doing this again.
For Kant, crimes such as murder are harmful to the public and deserve great punishment.
He stated that if the state doesn't punish these criminals by death, it becomes “an
accomplice of this crime.”
However, what is the basis of a state sovereignty? The sovereign must recognize the
“original contract” as an idea of reason that forces the sovereign to “give its laws in such
a way that legitimate policies could have arisen from the united will of a whole people
and to regard each subject, insofar as a person wants to be a citizen, as if he has joined
in voting for such a will”. 7 This original contract is only an idea of reason and not a
historical event. Any rights and duties stemming from an original contract do so not
because of any particular historical provenance, but because of the rightful relations
embodied (in an a priori relation) in the original contract. No empirical act, as a
historical act would be, could be the foundation of any rightful duties or rights. The idea
of an original contract limits the sovereign as legislator. No law may be promulgated
that “a whole people could not possibly give its consent to”.8 However, the consent
discussed here is not an empirical consent based upon any actual act. The set of actual
particular desires of citizens is not the basis of determining whether they could possibly
consent to a law. Kant’s view said that the social contract is a rational justification for
7

Rauscher, Frederick, "Kant's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ccessed from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2/entries/kant-social-political/. Access date: Feb. 27th, 2016.
8
Rauscher, Frederick, "Kant's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ccessed from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2/entries/kant-social-political/. Access date: Feb. 27t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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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e sovereignty, not a result of actual deal-making among individuals or between
them and a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Kant, the current state of a country must be understood, regardless of
its origin, to embody the social contact. Individuals of a state sovereignty may be forced
into the civil condition even if a law is against their consent. It means that social
contract is not based on any actual consent such as a voluntary choice to form a civil
society along with others. Since the social contract reflects a priori reason, each human
being in this society as a rational being already contains the basis for rational agreement
to the state sovereignty. Public rights refle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atural state and
the civil state. Each human being deserves his rights under laws of the state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fairness are beneficial to every citizen through the justification of laws. Kant
added the concept of “categorical imperatives” to the authority of laws. Thus, he tried to
argue the right to punishment is one of public rights of the state sovereignty based on a
priori reason. 9
Kant used the concept of social contract to emphasize the absolute value of laws.
Laws are the grounds of the observable character of human actions, just like the status of
“categorical imperativ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plays the foundational role of
Kantian moral philosophy, which controls our will to actions. In this sens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is independently to empirical events. Kant said, “There is only one innate
right, freedom (independence from being constrained by another's choice), insofar as it
can coexist with the freedom of every other in accordance with a universal law”. 10 This
claim must be understood in light of Kant's more general claim that moral law cannot be
based upon any given empirical good. In the Groundwork, Kant contrasts an ethics of
autonomy, in which the will is the basis of its own law, from the ethics of heteronomy, in

9
10

Potter Jr., N. T. (1998). pp. 172-173.
Kant, (1996).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 by Mary Gregor, 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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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something independent of the will is the basis of moral law. Therefore, laws are
internal imperative of autonomous reason in its pure and practical dimension, and that is
why Kant made a famous distinction between “acting from duty” and “acting in
accordance with duty”. The former connects his idea of “will”, which means each
human being could recognize the necessity for laws, not with the threat of punishment.
Consequently, “will” provides the supreme power of laws. For Kant,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sovereignty comes from our pure reason itself, which no empirical rules can b reak
it.

5.2 Justification of the Punishment
Kant thought that sovereignty’s right to punish was considered as an exemplar of
retributive theory. Punishment can have as its justification only the guilt of the criminal,
and he did not limit the usefulness of punishment to retributive matters. In his lectures
on “Natural Right”, Kant was clear that the state sovereign “must punish in order to
obtain security”. 11 For Kant, the justification of punishment is derived from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He argued that we have a moral obligation to leave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to enter a civil state. That is because that it is only in the state that justice can
be assured. The state sovereignty exists as an enforcer of the rights of citizens.
When Kant began his discussion of the punishment, he emphasized two ideas,
equality and retribution. Kant ask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the case of crime that cannot
be punished by return? Criminals have made themselves unworthy of human society,
which means committing themselves a sin and being punished in the same way. He
clearly stated the idea in the Appendix, “Explanatory Remarks on the Metaphysical First
Principles of the Doctrine of Right.”12 Public justice makes the measure of the

11
12

Kant, (1996).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 by Mary Gregor, 27:1390–91.
Kant, (1996).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 by Mary Gregor, 6:35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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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priate amount of the punishment and the law of retribution can specify the quality
and the quantity of it. It means that the equality of the punishment restores the
equilibrium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crime. Kant intended the criterion of the equality as
an application of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Therefore, Kant’s insistence of the
retribution was inspired by his thought that the punishment itself ought to be an
application of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This imperative itself is a priori because it can
be understood as a universal law describing that whatever undeserved evil you inflict on
another person, you inflict on yourself. The state can a standard for the appropriat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punishment only in the basic idea of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itself, the idea that we are all moral equals.
Next, we should look at Kant’s three formulations to support his retributive theory.
First formulation - natural law: “Act only according to that maxim whereby you can at
the same time will that it should become a universal contradiction”. Imagine the whole
world following this formulation. If it is not possible to live in world where everyone
does what you are about to do, you should not do it. Therefore, if the whole wor ld
executed murderers, the world would be a better place because these murderers would
be unable to murder again, and furthermore, it would act as deterrence.
Second formulation -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Act in such a way that you treat
humanity, whether in your own person or in the person of any other, never merely a s a
means to an end, but always at the same time as an end.”According to Kant, a person has
a duty not to use humanity merely as means to some other end. In Kantian Ethics, the
death penalty is supported mainly because it can be one element of deterrence. If
someone broke his duty and treats others as means to satisfy personal interest, then the
state would take away his qualification of being a human being.
Third formulation - The Kingdom of ends: “Therefore, every rational being must so
act as if he were through his maxim always a legislating member in the univ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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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of ends.” In other words, if I were a lawmaker in a utopian kingdom, would I
enforce the death penalty as a law? From Kant's perspective,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made a law for the highest good of the kingdom.

5.3 Kantian Ethics and the Death Penalty in Taiwan
Retributive theory holds not only that criminal guilt is required for punishment, but
that the appropriate type and amount of punishment is also determined by the crime
itself. Traditionally this is the heart of the ancient injunction “an eye for an eye”. One
human right the state protects is life, which means we cannot take away an innocent’s
life according to laws. But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right to life is an absolute right.
Kant argued that the death penalty is morally acceptable, as it results in preventing
future murderers. He believed that humans are rational and that we all have duties. Duty
of each human being is the necessity of acting from respect for laws. In his opinion, a
state sovereignty cannot exist without laws. Therefore, its foundation must be dependent
on the enforcement of laws, which provide protection to the state and the citizens. If a
person violates laws, it means that he has opposed to social order as so loses his right to
be a society member and must be punished. Kant believed that acting with a motivation
to satisfy self-interest is against the duty for being a citizen and is morally unacceptable.
For example if someone is motivated to kill another person either for revenge or for
another satisfaction, then the action is immoral. If the state sentenced his to the death
penalty for committing murder, it is actually a moral action as the state is not acting in
regard to its self-interest but rather to protect its citizens from this murderer. This person
who has violated the law must be prevented from doing this again. Like I mentioned
above, if the state sovereignty doesn't punish these criminals by death, it becomes “an
accomplice of this crime.”
Kant’s view is compatible with the Taiwanese public opin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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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 organization such as Taiwan Alliance To End the Death Penalty claims that
Taiwan society must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most Taiwanese still believe that justice
should lie with vengeance whose power comes from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execu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can be suspected as being a government-rescuing
diversion only if it shows the government in a positive light by exhibiting the usefulness
of the government. Indeed, Taiwan’s support of the death penalty is based on the
public’s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as a deliverer of justice.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situation in Taiwan. Religious people tend to believe in
rewarding the good and punishing the evil, along with moral justice (in other words,
revenge). There are more religious people compared with Hong Kong and China;
therefore, the Taiwanese society generally supports the death penalty. This is a
reasonable assumption that people with religion usually believe in the supremacy of
ethics; criminals should get vengeance or else it’s unfair to victims and those who abide
the law. Thi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causes Taiwan to naturally lean toward supporting
the death penalty.

6.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Kant, the right of administering punishment is the right of a country as
the supreme power to inflict pain upon a subject on account of a committed crime. For
any citizen ought never to be dealt with merely as a means subvenient to the purpose of
another. The supreme power of laws comes from a categorical imperative, which was
embodied in the social contract. No empirical fact is able to replace its authority. Kant’s
view provides Taiwan people a rigid base of the belief that criminals deserve what they
should be deserved. If anyone has deprived others’ rights which are protected under the
social contract, he should suffer the same. This belief for Taiwan people connects to the
concept of vengeance. They believe that the harsh punishment is the righ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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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to maintain social order and justice. The death penalty is needed in a society
for satisfying their requirement of justice. They feel that certain crimes are so heinous
that executing the criminal is the only reasonable response. It is not about the re sponse
of forgiveness or the possibility of miscarriage of the judicial system. Forgiveness and
wrongful verdict are empirical facts, which are able to be improved. However, the
supreme power of a state to govern its citizen is provided a priori. Therefore, those
reasons, democracy and humanity, are not enough to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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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觀題跋文特點
張忠智1

摘

要

秦觀（西元 1049 -1100）以詞名，其《淮海詞》流傳
廣遠，為宋代「婉約詞」的代表，與黃庭堅、張耒、晁補
之合稱「蘇門四學士」
。秦觀的題跋文計有 14 篇，以篇數
言，僅佔其散文的一小部分，但各具不同面貌，極富特色。
或表達真實自我及友朋情誼；或蘊涵禪宗思想及人生思
考；或流露黨派立場；或工於敘事；或寫景如繪；或極盡
諷刺；或考訂書法。秦觀曾志在天下，而卻終歸於翰墨之
間，其文章雖縱談時事，但其「本色之作，仍在題跋記序
之中」。

關鍵詞：秦觀、題跋、散文

1

張忠智(1961-)，遠東科技大學旅遊業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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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 Guan Postscript features

Chung-chih Chang
Tourism Management Department, Far East College

ABSTRACT
Qin Guan (1049-1100) was famous for Ci. His Huaihai
Ci is best-known. He w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Graceful
Ci in Song Dynasty, and went by the name of Su Men Four
Scholars. Qin Guan had 14 postscripts, only few amount of
his essays. Each had its style and feature. Some gave
expression to real selfhood and friendship, some contained
zen ideology and thingking on life, others revealed
partisanship. Some specialized in narration, some was good
at scenery description, some was adept at irony,

while

others studied calligraphy. Qin Guan was once full of
ambition for politics, but succeeded eventually in writing. His
articles talked current affairs freely, but only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showed his inherent qualities.
Key Words: Qin Guan, postscripts, es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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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秦觀（西元 1049 -1100）以詞名，在文學史上也大都將之視為「詞人」來看
待，其《淮海詞》流傳廣遠。後人對其詞的評價，有的還高於蘇軾，為宋代「婉
約詞」的代表，與黃庭堅、張耒、晁補之合稱「蘇門四學士」2。
秦觀為元豐八年（1085 年，時年 37 歲）進士，初為定海主簿、蔡州教授，
元祐初蘇軾薦為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哲宗時「新黨」執政，被貶為監
處州酒稅，徙郴州，編管橫州，又徙雷州，至藤州而卒。其著作現存《淮海集》
四十卷、
《後集》六卷、
《淮海居士長短句》三卷。詞有八十餘首，詩四百三十餘
首，辭賦十篇，各種體裁的散文二百五十七篇3。
秦觀的詩文在宋代也是頗負盛名的，《宋史‧秦觀傳》稱他：「長於議論，
文麗而思深」4。其詩有二百四十多首，研究者已較少。而其文，則更少有人論
及。筆者認為，其「跋文」，雖不甚多，但極富特色，是以本文以之作為探討對
象，期望能為秦觀的研究開拓更廣闊的視野。
題跋文是勃興於宋代的一類新興文體5，南宋呂祖謙編《宋文鑑》
，始立「題
跋」一類，中錄歐陽脩、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 22 家題跋之作，共二卷 46 首。
在宋人文集中，題跋文之數量相當可觀，往往少則十餘首，多則十來卷、數百首。
明末毛晉於《津逮秘書》之中所輯集的宋人題跋，共收歐陽脩、曾鞏、蘇訟、蘇
軾、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李之儀、米芾、釋惠洪、朱熹、洪邁、陳傅
良、周必大、陸游、葉適、真德秀、魏了翁、劉克莊，凡 20 家 76 卷，數量極為
可觀。今台北世界書局所出版之《宋人題跋》
，乃以毛晉所輯為本，刪去歐陽脩、
張耒、李之儀、洪邁等四家，而增入陸烜所訂文天祥、元好問兩家，共 18 家6。

2

3
4
5

6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七：「黃魯直、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稱蘇門四學士。宋沿唐
故事，館職皆得稱學士。魯直官著作郎秘書丞，少游官秘書省正字，文潛官著作郎，無咎官著
作郎，皆館職，（元豐改官制，以秘書省官為館職。）故有學士之稱，不特非翰林學士，亦非
殿閣諸學士也。唯學士為館閣通稱，故翰林學士特稱內翰以別之。」
徐培均《淮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11 月）
，前言，頁三。
見《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
（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6 月）
，第三十七冊，頁 13112。
朱迎平〈宋代題跋文的勃興及其文化意蘊〉，《宋文論稿》（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頁 5。
《宋人題跋》
（台北：世界書局，1992 年 3 月四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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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曾論題跋之源流云：
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至綜其實則有四焉：一曰題，二曰跋，三
曰書某，四曰讀某。……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戒，
各有所為，而專以簡勁為主，故與序引不同。7
吳訥亦云：
「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8可見「跋」既
補「序」之不足，則寫作要求有別，大抵序詳跋簡，前者條理井然，後者峭勁有
力。
「序」
、
「跋」性質雖甚近似，但仍有所不同，其別大抵有三：一、
「序」在書
前，「跋」置書後。二、「序」須介紹評述著作之內容，「跋」則不受此限，可自
由發揮。三、「序」可長可短，而「跋」多簡短。跋語一般寫於典籍詩文之後，
以抒發讀後心得。唐以前或稱「書後」、「讀某」，宋以後多稱「跋」。
北宋作家中，歐陽脩始大量寫作題跋文，有《集古錄跋尾》10 卷 400 餘首。
而蘇軾在題跋文的發展中貢獻最大，毛晉所輯《東坡題跋》6 卷收文近 600 首，
蘇軾開拓與提高了題跋文的境界與文學性。蘇門弟子作者甚多，如秦觀、張耒、
晁補之，而黃庭堅《山谷題跋》9 卷 400 餘首尤居其冠，李之儀《姑溪題跋》亦
有近百首。
宋人題跋，大都寫得形式短小、內容豐富，具有宋文平易流暢、揮灑自如
的基本特點，在體裁方面，也彌補了宋文中記敘、抒情類作品的相對不足。宋代
的散文大家、名家，一般都擅長議論，故多論政言事、傳道說理之文，即便是序、
記類文體，也不免於議論。北宋後期，道學說教的氣息也日益濃厚。題跋之作，
反而更能貼近文人的精神生活，展露文人的情趣，其主要內容包括藏書讀書、吟
詠詩文、書畫鑒賞、考證金石、參禪悟道、徜徉山水、友朋互通等各方面，無論
是記錄軼聞鎖事，或是抒寫真情，都絕少迂腐的道學氣息，可說為宋代文壇注入
了清新的源頭活水。宋文大家、名家幾乎都是題跋文的創作好手，歐、蘇更是此
一文體的開創者和實踐者。在宋代散文史上，「題跋文以其獨特的魅力寫下了燦
爛的一章」9。
7
8
9

見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頁 136-137。
見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
（台北：長安出版社，1978 年 12 月）
，頁 4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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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秦觀題跋文的特點
秦觀的題跋文有 14 篇：〈書輞川圖後〉、〈書晉賢圖後〉、〈書王蠋事後文〉、
〈高無悔跋尾〉
、
〈裴秀才跋尾〉
、
〈錄壯愍劉公遺事〉
、
〈法帖通解序〉
、
〈漢章帝書〉
、
〈倉頡書〉、〈仲尼書〉、〈史籀李斯書〉、〈鍾繇書〉、〈懷素書〉、〈書蘭亭敘後〉。
雖然創作的量並不是很多，但其質卻頗有可觀，有的表達真實自我及友朋情誼，
有的蘊涵禪宗思想及人生思考，有的流露黨派立場，有的工於敘事，有的寫景如
繪，有的極盡諷刺，有的考辨書畫。今依其特點分三類敘述如下：
一 、寫景如繪，觀畫神遊
此類作品，雖在題跋中僅有一篇，但也極為特別。在那個相機、攝影機還不
存在的年代，秦觀竟然可以透過文字的書寫，達到使人如臨其境的神遊效果，實
在令人不得不讚歎他的文字功力。
其〈書輞川圖後〉云：
元祐丁卯，余為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攜
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
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
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萸沜，躡宮槐陌，窺
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
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棋弈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
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為夏侯太沖來取圖，遂題其末
而歸諸高氏。10
本篇作於元祐二年（1087），秦觀 39 歲，時任蔡州教授，臥病「腸癖」11之疾，
10
11

《淮淮集箋注》，卷三四，頁 1120。
癖，《玉篇》：「食不消留肚中也。」徐培均認為是「消化不良」。而「腸癖」可能就是現在所
說的「痢疾」
，多因「飲食不節，起居不時」所引起，常有腹痛、腹脹、腹瀉、便血、甚至便
秘等症狀。經 google 搜尋，得兩條較相關資料：
痢疾，中國醫學又稱腸癖、大癖瀉和滯下等，為時行病毒和下焦濕熱所致痢病。
《素問‧太陰
陽明篇》說：「飲食不節，起居不時，陰受之……陰受之則入五臟……入五臟則滿閉塞，下為
飧泄，久為腸癖。》
《素問‧至真要大論》又說：
「少陰之勝……腹滿痛，溏洩，傳為赤沃。」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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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符仲欲其藉由欣賞〈輞川圖〉而「愈疾」
。秦觀於閱〈輞川圖〉時，神游其中，
自「入輞川」以迄「或賦詩自娛」，實可視為一篇遊記，只不過是觀畫之神遊而
已。敘述皆用短句，每一地名之前，均用一動詞，適將通篇敘述地名之板滯，化
為輕快流轉。又注意到了動詞與地名末字的平仄起伏，讀來不僅令人感到行文流
動暢快，而且經過動詞的帶領，整個輞川彷彿活了起來，秦觀宛若與王摩詰親入
輞川，而讀者也隨著秦觀所敘，也同時與秦觀入、度、經、憩、泊、上、並、絕、
躡、窺、航、戲、濯、酌、過、停、轉、抵於其間。秦觀入，我也入；秦觀憩，
我也憩；秦觀航，我也航；秦觀戲，我也戲；幅巾杖屨、弈棋飲茗、賦詩自娛的，
好像變成了自己。就彷彿是導遊帶著我們真實地走了一回一樣。
徐渭評曰：「可謂一往有深情者」，毛晉譽其「如畫」（〈識淮海題跋〉），林
紓則謂其「信手拈來，初不經意，然頗無俗調。」12清‧王士禎《漁洋山人精華
錄》卷十二：「《輟耕錄》言：『或題畫曰特健藥，不喻其義。』予因思昔人如秦
少游觀〈輞川圖〉而愈疾。」本文敘景如畫，雖是一種題跋，卻寫得情趣盎然，
帶有遊記的特點，恍如一幅神遊圖。本文述秦觀因觀賞了王維的輞川圖，竟使「腸
癖之疾」痊癒的經歷。觀畫雖是「文藝的一種美感效應」，而「文藝作品通過生
動的形象，引起欣賞者的聯想、共鳴，能夠產生一種淨化作用，使人身心舒暢，
小病往往會因此而癒。」13心理的愉悅與放鬆，固然可以增強身體的免疫系統，
秦觀因而觀畫癒疾，可以傳為佳話。
二 、表彰人物，特寫立傳
此類作品，應是秦觀題跋中最為特殊的部分，雖是題跋，但重點卻是在表
彰人物，如〈書王蠋事後文〉
、
〈高無悔跋尾〉
、
〈裴秀才跋尾〉
、
〈錄壯愍劉公遺事〉
。

12
13

昌《醫門法律。痢疾門‧痢疾論》對痢疾論治十分詳細，並創「逆流挽舟」之法。李中梓提出：
「至治法，須求何邪所傷，何臟受病……新感而實者，可以通因通用；久病而虛者，可以塞因
塞用。」葉天士認為「治痢大法，不過通塞二義」
，可謂要言不煩。清代孔毓禮的《痢疾論》
、
吳道源的《痢疾匯參》等更可謂集痢疾辨證施治之大成。見
http://www.aptcm.com/APTCM/AptcmIndex.html
腸癖者，飲食不節，起居不時，陰受之，則入五藏，＊（網頁上如此）脹閉塞，下為飧瀉，久
為腸癖，腹痛下血也。……此皆古痢之名也。然痢之為病，裏急後重，下利膿血，小便赤澀。
裏急者，腹痛積滯。後重者，下墜氣滯。小便赤澀者，濕熱鬱滯也。皆因外受風暑、濕蒸之氣，
內傷生冷、飲食過度而生也。見 http://www.tchaa.org.tw/u5/u54/dra29.htm
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
，頁 74。
蔣述卓等編《宋代文藝理論集成》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 1 月）
，頁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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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王蠋事後文〉
其〈書王蠋事後文〉14，作於元祐年間。敘當燕將破齊之時，齊國布衣之士
王蠋堅守畫邑不降，最後自奮絕脰而死，因而激使齊國君臣奮起，終能敗燕復齊。
作者認為「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怍於人，無欺於伯夷比干之事」，而司
馬遷不為之立傳，其事跡亦僅「微見於田單之傳尾，使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
不足以暴於天下，甚可恨也！」即對《史記》未能特別褒揚王蠋，深深感到不平。
立論關係國家之存亡，以及為人之大節，對比強烈，下筆不凡。今取《史記‧田
單列傳》觀之，其傳末尾云：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
故。而使人謂蠋曰：
「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
燕人曰：
「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
「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
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
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
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
「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
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15
此段論述，並未在田單列傳之中，而是附在太史公曰之末，篇幅約為〈田單列傳〉
本文的四分之一，史遷之所以如此安排，筆者推測，可能是為了敘述田單復齊整
個事件之行文順暢，但後又覺王蠋之事不可不書，遂又附之於太史公曰之末，以
示並未忽略此事。
〈書王蠋事後文〉起首以二賓形一主之法，將王蠋之重要性突顯而出。其
文云：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臣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
夷者，孔子稱為仁，孟子稱為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刳
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稱為仁，
14

15

《淮海集箋注》，卷三四，頁 1114。本文又見於晁補之《雞肋集》卷三三，周義敢認為：
「現
存《雞肋集》是其（晁補之）從弟謙之所編。故此文之作者，尚有待考定。」
（見《秦觀集編年
校注》，頁 694。
）唯筆者檢閱宋紹熙重修乾道高郵軍學本《淮海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
，
第 27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
，此篇已收入集中。故本文亦暫將此篇視為秦觀所作。
見《史記》
（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7 月）
，卷八二，〈田單列傳〉第二二，頁 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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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稱為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願萬家之封、
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王蠋
無孔子孟子之稱，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亦不可不道也。
16

文中謂伯夷、比干極為孔孟及後世學者所稱道，而王蠋雖「不愛將軍之印、不願
萬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卻未為孔孟言及，因此不可不書以表彰
之。其次，則以映襯之法，寫燕人破齊之時，齊王走莒，平日盡享富貴榮華慷慨
陳詞之齊臣，若非四處竄逃則為屈降，
「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再導
出王蠋之死於齊君。
當燕人之破齊，齊王之走莒也，臨菑之地，汶篁之疆為齊者無幾也。齊之
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旦狼顧鼠竄，分散四出，
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為其君出身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
齊之布衣也，積德累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
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為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節，守區區之畫
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為之卻三十里不敢近。其後燕將畏蠋之賢，念蠋之在
而齊之卒不滅也，數為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為將，封子以萬家；不者，
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
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無義而生，固不若烹。」乃經其
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
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
始感義奮發，閉城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
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卻數萬之眾，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
王蠋只是一介布衣，口既未食君之粟，身亦未衣君之帛，只因身為齊民，乃奮身
堅守畫邑，甚至使燕人「卻三十里不敢近」。燕人遂以高官厚祿來誘惑他，否則
將「屠」畫邑。王蠋以「忠臣不仕二君，貞女不更二夫」答之，不願「無義而生」，
遂「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此舉激勵了齊國的士大夫與民心士氣，
「莒

16

〈書王蠋後事文〉
，《淮海集箋注》
，卷三四，頁 1114-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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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心，奮其智謀，卻數萬之眾，復七十餘城，
王蠋激之也。」齊之反敗為勝，王蠋雖無戰鬥取勝之功，但其對齊國軍民之激勵
感奮，實為成敗之關鍵。本文所極力著墨者亦在於此。秦觀認為，司馬遷不為蠋
立傳，實為一大憾事：
始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為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
天，無怍於人，無欺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萬
世亂臣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為蠋立傳！其當時事迹，乃微見於田單之傳尾，
使蠋之名僅存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於天下，甚可恨也！
秦觀認為王蠋之志行，上不愧於天，下不愧於人，絕不亞於伯夷比干，史遷本應
大書特書，以「破萬世亂臣賊子之心」，但卻僅「微見」於田單傳末，其名雖存
而可傳，但其事則未彰顯於天下。秦觀深深以此為恨。其次，又舉《史記》中有
傳或附傳者，與王蠋相較，以為之抱不平：
且夫聶政荊軻之匹，徒能瞋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
君臣之讎，而懷匕首，袖鐵椎，白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
其有義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
陳軫犀首，左右賣國以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為楚卿，暮為秦相，
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善說也，而為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
之曰「奇材」。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學也，猶以原道附之老聃。淳
于髡、鄒衍、田駢、慎到、接子、環淵、騶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猶以為
多學而附之孟子。然則世有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君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
伯夷之後乎？
秦觀指出，聶政、荊軻、蘇秦、張儀、陳軫、犀首等人，或因有義、或因善說而
得以立傳垂世。即或如韓非、申不害之刑名，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接子、
環淵、騶奭等之迂闊，亦可傳附老聃、孟子，而「殺身成仁如王蠋之事君者」，
卻無傳以敘述及彰顯其事跡。遂感嘆道：
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
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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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況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書之乎？此予所以為太史公惜
也。
秦觀認為《春秋》之教，重在「正君臣、嚴父子」，而王蠋之言行，正是「卓然
有補世教者」，史遷卻反而略而不詳，豈非大失聖人之教？因此對之感慨不已。
林紓評〈書王蠋事後文〉云：「此文浩瀚流衍，極力馳騁，讀者目迷五色，乃不
知其關係處在：田單之復齊，由王蠋激之。則蠋之於齊關係為不少矣。有是大關
係而史公不為立傳，故少游為之書後，即韓公之傳許遠，歐公之傳王鐵槍也。」
17

林氏所評，所謂「浩瀚流衍，極力馳騁，讀者目迷五色」云云，正道出秦觀行

文之特點，而又指出本文主旨在強調「田單之復齊，由王蠋激之」。秦觀之〈書
王蠋事後文〉，實即為王蠋立傳，與韓愈之傳許遠、歐陽脩之傳王鐵槍同旨。
(二)〈高無悔跋尾〉
其〈高無悔跋尾〉，作於元祐三年（1088，秦觀 40 歲），此年，蘇軾、鮮于
侁以賢良方正薦少游於朝，然為忌者所中，少游引疾歸汝南。時高無悔亦因「失
邊帥意」內徙此郡。二失意之人相逢，雖「絕口不掛時事」，但心中卻積鬱不快，
唯借酣飲悲歌以發抒自遣。文先總括贊美無悔之才云：
無悔將家子，為人沈鷙有奇略，習知邊事，結髮與羌人戰，大小數十遇，
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橐駝，動以萬計。與其兄館使皆為邊人所推，
號二高云。18
二高，指高永能（館使）、高永亨（無悔）兄弟。其中云無悔「與羌人戰，大小
數十遇，未嘗敗北」，這在北宋與外族的戰役之中，可說是極為難得的。又謂二
高皆為「邊人所推」，使人對無悔立刻產生一種「良將」的印象。接著再敘述「永
樂」之事，以細節來描述，加深對無悔的認識：
元豐五年延帥與二詔使城永樂，問於無悔，對曰：「永樂，羌人必爭之地，
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何以能守？」詔使大怒，以為沮議，遣歸
延安。既城永樂，羌人數十萬奄至，城中戍者纔三萬人。館使謂詔使曰：
17
18

見《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
，頁 74。
〈高無悔跋尾〉，見《淮海集箋注》
，卷三四，頁 1122-1123。以下引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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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虜眾十倍於我，若其盡至，不可當也。我嘗破其眾於無定河川，今前隊囂
甚，有懼我心，及未定擊之，雖眾可走。」詔使不許，曰：「王者之師，不
鼓不成列。」館使以足頓地，曰：
「事去矣！」已而城外圍數重，諸將出戰無
生還者。俄奪我水寨，城中穿井數十，皆不獲泉，士卒飢渴困甚，不能執
兵。城遂陷，二詔使及館使皆死之。於是議者皆以二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
惜乎詔使之不能用也。
本篇雖為「高無悔」而作，但亦兼及其兄之事，可謂借賓形主，而使賓主具形。
無悔以永樂城無險可守、無水可用，不贊成據守永樂，致遭詔使（徐禧）怒遣而
不用。其兄館使復建議在敵虜初到未定之際擊之，虜雖眾而仍可勝，無奈詔使竟
以「王者之師，不鼓不成列」答之，不僅顯出詔使之無知與可笑，更愈發襯托出
高氏兄弟之識見與用兵奇略。然而，館使（高永能）也只能「以足頓地」，徒留
「事去矣」之嘆。後亦果如無悔所云「無險阻，無水泉」，「城中穿井數十，皆不
獲泉」，以致「士卒飢渴困甚，不能執兵」，終不能守。二高料敵雖有「古良將之
風」，只可惜詔使之「不能用」，遂使永樂城陷，不僅「二詔使（徐禧、李舜舉）
及館使皆死之」，更使「漢蕃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 19，讓宋
室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這裡，秦觀寫出了宋代許多邊關守將所共有的無奈。
無能的庸官，往往操握最後的決定權。然而，錯誤的決策，不僅害死了自己，更
連累了數以千萬的兵將喪命及人民受苦。
敘事既畢，末段補述為高無悔寫跋之原由：
元祐三年，余為汝南學官，被詔，至京師，以疾歸；無悔亦以失邊帥意徙

19

見《宋會要輯稿》
，卷九三○，第 175 冊，兵八之二八。收入《宋會要輯本》
（台北：世界書
局，1977 年）
，第 14 冊，頁 6901。
《宋會要輯稿》敘此事云：
「初，經略沈括進言：
『既獲米肪
寨，以橫山勢蹙，距宥州才三舍，下瞰銀夏平川，千餘里皆沃壤，可以為耕稼。為屯田之計，
今乞於米脂之間城永樂屯勁兵以抗虜，則河北之地盡可耕種。』朝廷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
舉，相視利害。時五年七月也。禧等至延安與括相同度意合，即奏言如括議，朝廷許之。八月，
禧舜舉與括等將蕃漢兵十餘將，凡八萬役夫，荷粮者倍之。於是李稷將前軍，本路將官呂政佐
之，曲珍將中軍，高永能佐之，王湛將後軍，景思誼佐之，李稷主運餉治版築，而謀畫進止一
決於禧。以二十五日興工，旬有二日而城畢，賜名銀川寨。夏人聞之，以謂此城不爭，則橫山
為漢有，靈夏為存亡所係要害，以死拒之。故有是役。初虜兵尚遠，諸將多請擊之，以挫賊鋒，
而高永能言尤切，禧獨不聽。及虜兵大至，極目不見邊際，俄而鐵騎涉無定河。永能又曰：
『此
號鉄鷂子，過河得平地，其鋒不可當，乘其未渡擊之，可使殲焉，若縱之盡，則我師殆矣。』
禧又不聽，故及於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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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鈐轄此郡兵馬，相從於城東古寺，日飲無何，絕口不掛時事。余酒
酣悲歌，聲震林木。無悔嗔目熟視，髮上衝冠。人多怪之，余二人者，自
若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尺牘，自韓魏公以下百餘番，屬余跋尾。余欣
然濡筆，因以永樂之事載之，庶幾見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
文末轉至眼前這兩個不痛快的人，一個是借酒「悲歌」、「聲震林木」，另一個則
是「髮上衝冠」，寫高無悔之不得志，實亦是寫秦觀自己，均有不見用之悲慨。
本篇的寫法，在時間上，有昔（元豐五年）今（元祐三年）之對照；在空間上，
有永樂與汝南兩個不同的場景。昔為因，今為果。永樂為因，汝南是果。在人物
上，則是借二詔使之荒謬決策，以突顯二高「料敵」之不凡。
(三)〈裴秀才跋尾〉
其〈裴秀才跋尾〉，作於元祐三年冬（1088，秦觀 40 歲）。裴秀才因其弟朝
散君裴仲謨當時亦通判蔡州，與秦觀為同僚，故請秦觀為麻溫故郎中昔日贈己之
詩作跋。跋文先敘裴秀才之家世，並點出裴秀才為唐朝名相裴度之裔孫，以示不
凡。次敘裴秀才為人及遭遇云：
少篤學，鋒氣銳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舉進士屢不中，乃嘆曰：
「人
生如寄耳，用是區區者為哉！」於是退居許之陽翟，葛巾藜杖，日閱佛書，
惟以專精神、養壽命為事。20
裴秀才的這種屢試不第遭遇，及「人生如寄耳」的感嘆，似乎與秦觀未中第之前
的情形，有頗為類似之處，因此秦觀也很能體會其心情。次寫作跋因由，並引東
漢馬援之語曰：
吾從弟少游（指馬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
裁足，乘下澤車，馭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
致求贏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
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馬援之從弟馬少游，與其慷慨大志有所不同，認為能豐衣足食、鄉里稱善，就已
20

《淮海集箋注》，卷三四，頁 1125-1126。下引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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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很不錯了，又何必有太大的功名欲望，而自找苦吃呢？馬援平時可能聽不進這
種話，但當他面對戰爭艱苦、進退兩難、死生難測之際，即使欲從馬少游所言之
安居鄉里，亦不可得。秦觀「將古事一引，跌入，此作法最省力，又最醒豁。」
21

末謂裴秀才雖「羸老疾病，臥於衡茅之下，氣息奄奄僅屬」，卻「不求人知」
，

而「人亦莫知」，與其弟之出處各異。遂論曰：
然以二馬觀之，二裴之事，孰為得失哉？麻君博雅君子，其所以稱道君者
宜不謬。後之君子讀其詩者，可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
莫年之心云。
秦觀以二馬比二裴，或有進退出處之異，而孰得孰失？亦頗難下斷語。又謂麻君
稱讚之語為不謬，且後人必能知其「少時之志」
、識其心「莫年之心」
，這對「氣
息奄奄」的裴秀才來說，也是一種極大的心理安慰。
(四)〈錄壯愍劉公遺事〉
其〈錄壯愍劉公遺事〉
，作於元祐七年（1092，秦觀 44 歲）
，時在汴京任職。
因劉公〈行狀〉、〈墓誌〉及國史本傳皆未載其安陸事，故謂之「遺事」。又於文
末補述，謂安陸一節事，為親聞之於壯愍劉公之子，以示不誣。本文敘事，可分
為無錫、興州及安陸三個部份。
壯愍劉公未顯時，凡三與賊遇。始為常州無錫縣尉，有梟賊劉鐵槍者，起
浙西，轉擾諸郡，捕盜官不能制。公一日霑醉夜歸，適報鐵槍入境，遂乘
酒赴之，與賊接戰，手殺鐵槍及其徒五人，餘悉散走。部使者上其功，改
大理評事。後知果州南充縣，丁先太師憂，解官東還，道出興州境上，遇
羣賊奄至，掠其行李，發之惟文書百餘帙，布數匹。賊魁詈其徒曰：「此
窮官人，何足劫？」公時在後，聞變馳至，瞋目叱之，賊眾披靡，俄發三
矢，輒斃三人，餘遂遁去。雍帥寇來公表其事，詔遷官知瀘州。後移倅汝
陰，過安陸，遇故人留飲，家屬先行，復遇盜劫，倒橐得一銀釦劍，洎一
石腰帶，持去。後賊敗於齊安，獄具，法歸贓於主，有司以聞。時陝西
轉運使員缺，執政方以公進擬，真宗曰：
「是人為郡守而止有一 石帶，廉
21

見明‧段之錦刊本《淮海集》
，卷三四，頁七，徐渭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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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也。」遂除。22
先敘任無興縣尉時，劉鐵槍擾亂數郡，而捕盜官卻「不能制」，壯愍劉公於「霑
醉夜歸」之時，「乘酒赴之」，猶能「手殺鐵槍及其徒五人」，其不醉時之神勇可
知。次敘於興州境上遇賊劫掠，一借賊無所獲，以顯劉公為官之廉潔；二寫劉公
聞賊非但不避，且又「馳至」，其毫無畏懼可知，及「瞋目叱之，賊眾披靡」，其
怒斥不僅使賊人落荒而逃，且又「俄發三矢，輒斃三人」，其發箭速度之快，命
中之準確，真是神乎其技，寫得活靈活現。三敘經安陸，家屬遇盜，只得一「銀
釦劍」，及一「 石腰帶」，真宗亦知其廉，遂命為陝西轉運使。經由秦觀三階段
的描寫，使劉公神勇與廉潔之形象，愈益增強，且又鮮活躍動有血有肉，秦觀的
寫作無疑是極為成功的。筆者以為，其敘事簡潔生動，頗有《史記‧李將軍列傳》
之神采。
三、考辨書畫，蘊寓哲理
此類作品，不僅對書畫要有極深的素養與鑽研，並透過仔細的觀察、思考、
分析，才能鑒別真偽，令人信服。如〈書晉賢圖後〉
、
〈法帖通解序〉
、
〈漢章帝書〉
、
〈倉頡書〉、〈仲尼書〉、〈史籀李斯書〉、〈鍾繇書〉、〈懷素書〉等。
(一)〈書晉賢圖後〉
其〈書晉賢圖後〉云：
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餘隱几、
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霑醉之態。龍眠李叔時見之曰：
「此
〈醉客圖〉也。」蓋以唐竇蒙《畫評》有〈毛惠遠醉客圖〉
，故以名之焉。
叔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摹寫，徧於都下，皆曰此真〈醉客圖〉也。
非叔時疇能辨之？獨譙郡張文潛與余以為不然。此畫晉賢宴居之狀，非醉
客也。叔時易其名，出奇以眩俗耳。餘舊傳聞江南有一僧以貲得度，未嘗
誦經23，聞有書生欲苦之，詣僧問曰：
「上人亦嘗誦經否？」僧曰：
「然。」
22
23

《淮海集箋注》，卷三四，頁 1128。
秦觀此文中所說之僧，只是「未嘗誦經」而已。其後，有些僧人之操持則愈來愈不堪。如南
宋‧倪思在《經鉏堂雜記》中便指出：
「近世浮屠氏之徒日以縱肆，其高者談空說禪，言非不
可聽，考其實行，未有能蹈履者。至為窟穴以藏婦人，飲酒食肉于隱室者，皆是也；其下者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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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曰：「《金剛經》幾卷？」僧實不知，卒為所困。即誣生曰：「君今日已
醉，不復可語，請俟他日。」書生笑而去。至夜，僧從鄰房問知卷數。詰
旦生來，僧大聲曰：「君今日乃可語耳。豈不知《金剛經》一卷也？」生
曰：
「然則卷有幾分？」僧茫然，瞪目熟視曰：
「君又醉耶？」聞者莫不絕
倒。
今圖中諸公了無醉態，而橫被沉湎之名，然後知昔所傳聞為不謬矣。
雖然，余懼叔時以余與文潛異論，亦將以醉見名，則余二人者將何以自解
也？叔時好古博雅君子，其言宜不妄。豈評此畫時方在酩酊邪？圖中諸客
洎予二人，孰醉孰不醉，當有能辨之者。24
本篇雖是書後之文，但卻寫得有如一篇雜文小品，為元祐五年（1090，秦觀 42
歲）供職祕書省後所作，當時秦觀、張耒、李叔時25三人俱任館職。文中謂此畫
舊名〈晉賢圖〉
，但當時的名畫家李叔時卻認為是〈醉客圖〉
，又因其善畫而為人
取信，遂至「轉相摹寫，徧於都下」
，大家都認為是真的〈醉客圖〉
。惟秦觀與張
耒不以為然，認為係畫「晉賢宴居之狀」，而非醉客。只不過是李叔時為了「出
奇以眩俗」才「易其名」。從中可見：一、秦觀與張耒對繪畫應是頗有素養，足
以分辨畫的真偽。二、秦觀是不會因為權威的妄語，而盲從與誤信的。但他卻不
直接駁斥，而是出以嬉笑，輕快為文，抓住「醉」字生出波瀾，舉了一個「以貲
得度，未嘗誦經」，不識《金剛經》有幾卷，反誣書生已醉的江南僧人為喻，對
李叔時加以嘲笑戲謔，說明「名」與「實」有時並不是完全相符的，富有幽默情
趣，卻謔而不虐。雖然秦觀對自己的判斷很有信心，但又不好太過直切，遂以「醉」

24
25

佛法以營口食，恣意為非，略不知避忌，反笑高談者曰：
『吾食肉飲酒，吾與婦人私，人皆知
之，表裡誠實，不效汝等輩口說禪而欺人以自高也。』」（卷三，頁 80。）
《淮海集箋注》，卷三五，頁 1150。
李叔時，即李公麟（1049-1106）
。與秦觀同一年生，熙寧三年登第，北宋畫家，號龍眠居士。
初以畫馬得名，後從事佛道宗教畫和人物故事畫，注重寫生，畫技博取前人之長，承繼顧愷之、
吳道子等人筆法。存世作品有《五馬圖》
、
《臨韋偃牧放圖》等。宋‧鄧椿《畫記》謂其「平日
博求鐘鼎古器，圭璧寶玩，森然滿家，以其餘力留意畫筆，心通意徹，直造玄妙，蓋其大才逸
羣，舉皆過人也。士大夫以謂鞍馬愈於韓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洸、非
過論也。尤好畫馬。」
（卷三，頁 18。）
《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六》載：
「李公麟字伯時，舒
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州錄事參軍，用陸佃薦為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
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鍾、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測款識，聞
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
『秦璽用
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鳥魚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
可治，琱法中絕，此真秦李斯所為不疑。』議由是定。」
（頁 13125-13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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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是李叔時「評此畫時方在酩酊」呢？還是畫中諸客與秦、張二人皆醉呢？
他雖未明說，以留給李叔時一個下台階的彈性空間，而「當有能辨之者」，其實
已將答案說得很明確。這或許與他當時任館職，前景一片樂觀，對自己也較有自
信，心情也較愉悅有關。總之，本篇在題跋文字中是很別致的。因此，近人林紓
評曰：
凡負大名者，古書古畫經其審定，人多不敢異議。龍眠精於畫，而又博雅，
未必無見。然而少游但以圖中人狀態，決其非醉。即由醉字生出波瀾，至
以鈍僧比龍眠，書生自喻，由畫中被冤之客，跌落文潛及己，妙語橫生。
又將龍眠擡高，忽又疑他評畫時亦是醉語。將一醉字弄玩如宜僚之丸，隨
心高下，真聰明臻於極地。26
(二)〈法帖通解序〉及其他
秦觀的〈法帖通解〉27，係紹聖四年（1097，秦觀 49 歲）作於郴州，於歷
代法書多所評說。對一個被貶的人來說，特別挑選這個題材來寫，實在有些令人
不解。或許是他對此有特別的嗜好與研究28，以前忙著公務，被貶後無事可忙，
反而有閒暇整理思緒。抑或是士大夫以字畫為「小技」，秦觀縱使為文，也較不
會再遭人注目及陷害。今存〈漢章帝書〉
、
〈倉頡書〉
、
〈仲尼書〉
、
〈史籀李斯書〉、
〈鍾繇書〉、〈懷素書〉等六篇。他在〈法帖通解序〉中說：
頃為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秘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
刻本之枯槁也。蓋雖《官帖》
，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詔集帖之人，苟於書
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偽蹟濫廁其間。至於標題次序，乖錯逾甚。士大
夫以字畫小技，莫有論次之者。投荒索居，無以解日，輒以其灼然可考者
疏記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29

26
27
28

29

見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頁 82。
見《淮海集箋注》
，卷三五，頁 1131-1150。
陳師道《後山談叢》有段記載：「余於石舍人揚休家，得蘇明允〈送石北使引〉，石氏子謂明
允書也。以示少游，少游好之，曰：『學不迨其子而資過之，乃東坡少所書也。』
」（見《後山
集》
（收入《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集部第 40 冊，總第 387 冊，台北：世界書局，1986
年）
，卷十九，頁 612。）可見秦觀對書法的鑑別，也是頗有功力的。
《淮海集箋注》，卷三五，頁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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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觀在任「正字」之職時，曾在秘府看過《官帖》的真蹟，是「華潤有肉，神氣
動人」的30，也指出當時奉詔集帖之人，未加詳細研考，故其中頗有「偽蹟」與
「乖錯」
。蘇軾在〈跋秦少游書〉中亦說：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
增奇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閑，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游乃技道
兩進也。」31從中可看出秦觀在書法的寫作與鑑別上，也是下過工夫，頗有心得
的。如〈漢章帝書〉中謂：
「〈千字文〉者，蓋擬諸篇而作，今〈急就篇〉之類，
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為漢人之文，與興的所作殊不類也。」32其
中亦質疑歐陽脩之說為「可疑」
。另外，又謂〈倉頡書〉
「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
大小二篆，蓋可疑也。」33至若於〈仲尼書〉34、〈史籀李斯書〉35、
〈鍾繇書〉36
中，對《淳化法帖》均有所質疑與考辨。〈書蘭亭敘後〉37亦可作為「
〈蘭亭〉之
補註」38。而較為特殊，富有人生哲理意味的是〈懷素書〉，中云：
歐陽文忠公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初
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乃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如一未至，至於終老窮
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是真可歎也。懷素之徒是已。」文忠此論，可
謂名言。然天下之事，畢竟亦何所有？孰為可學、孰為不可學者？自古以
藝目名家，主於文章學術、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其人方從事於其間
也，曷嘗不棄百事而為之，至於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也！由後
世觀之，其異於懷素之學草書也幾何邪？39
秦觀此論，頗為曠達，文章也寫得很出色。在屢遭貶逐之後，秦觀已不復見早年
的豪情壯志，而對於世態人情，則多所參悟。因此，他認為無論是「文章學術、
大功大名，世所謂不朽者」
，或是懷素之徒「棄百事而以學書為事」
，兩者所追求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蘇軾〈論書〉也認為：「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為成書也。」見見孔凡禮
點校《蘇軾文集》
（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2 月）
，卷六九，題跋，頁 2183。
見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六九，題跋，頁 2194。
《淮海集箋注》，卷三五，頁 1134。
《淮海集箋注》，卷三五，頁 1137。
《淮海集箋注》，卷三五，頁 1140。
《淮海集箋注》，卷三五，頁 1142。
《淮海集箋注》，卷三五，頁 1145。
《淮海集箋注》，卷三五，頁 1152。
見林紓《林氏選評名家文集‧淮海集》，頁 83。
《淮海集箋注》，卷三五，頁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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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雖然不同，但其「終老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的執著，可說並無不
同。這說明了，只要是人心裡想要追求的事物，無論如何，都不會以之為苦的。
郭預衡認為：「此文立意，貌似反駁歐公，但從行文蹊徑看來，實受歐公題跋文
字影響。和黃庭堅、陳師道比較，秦觀這類文字，寫得更為自然、隨便，與歐公
同類文章一脈相承。」40

參、結論
秦觀的題跋文計有 14 篇，以篇數言，雖佔其散文的一小部分，但卻寫得相
當有特色。正如秦觀在〈通事說〉中所說的：
文以說理為上，序事為次，古人皆備而有之。後世知說理者，或失於略事，
而善序事者，或失於悖理，皆過也。蓋能說理者，始可以通經；善序事者，
始可以修史。41
其題跋文，正是兼「說理」與「序事」，兩者「備而有之」的。
明‧毛晉稱秦觀之「題跋直可頡頏坡谷，惜不多見。然幽蘭一榦一花，迥
勝木犀滿園也。」42筆者以為，秦觀的題跋文，篇篇有不同寫法，不同面貌，而
各具特色。如〈書王蠋事後文〉
、
〈高無悔跋尾〉
、
〈裴秀才跋尾〉
、
〈錄壯愍劉公遺
事〉諸篇，工於敘事。
〈書輞川圖後〉
，寫景如繪，令人神往。
〈書晉賢圖後〉
，則
是在與僧對話之中，極盡諷刺，而又生動有趣。書法考訂者為最多，〈法帖通解
序〉
、
〈漢章帝書〉
、
〈倉頡書〉
、
〈仲尼書〉
、
〈史籀李斯書〉
、
〈鍾繇書〉
、
〈懷素書〉、
〈書蘭亭敘後〉，足見其對書法亦頗下過工夫鑽研。秦觀雖志在天下，其文章亦
多縱談時事，而卻終歸於翰墨之間，以「詞」名世，但其詩文亦頗有可觀，而散
文的「本色之作，仍在題跋記序之中」43。

40
41

42
43

郭預衡《中國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0 月）
， 頁 559。
《淮海集箋注後集》
，卷六，頁 1515。張耒亦有類似看法云：「作文以理為主。自六經以下，
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工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
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
（
〈答李推官書〉
，
《張
耒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1 月）
，頁 829。）
見《宋人題跋》（台北：世界書局，1992 年 3 月四版），頁 327。
郭預衡《中國散文史》， 頁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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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目的之一在於分析環境教育方法以建構環境教育，以為未來
研究者參考。其二，時值教育改革期，本文期待環境教育理論紮根而能
建立其學科的知識架構及教學策略。以環境教育議題導向，就應用、基
礎，提出環境教育的架構內容，建構未來從事環境教育的方向。環境教
育課程為環境教育實施的重要依據，輔以品格教育增強認知環境概念、
目標、與環境行動力等。環境教育內容必須能與空間、歷史、文化、社
區結合，才能落實生活中達「價值改變與行為實踐」目標。

關鍵字：品格教育、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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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Education blends into
the learning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Wang Wei-Chieh* and Chen De-Hai**
Far East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and Energy Engineering,* Associate Professor
Far East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Associate Professor

Abstract
One of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method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buil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o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can reference it. Second, the value of education reform
period, this article looks forward t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ory and
establish its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Wit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s the orientation, we should put forward the conten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and foundation and
construct the direc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upplemented by character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 concept of cognitive environment, goals, and
environmental action force. The content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must be
integrated with space,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so as to fulfill the goal
of "value change and behavior practice" in life.

Keywords: character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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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嘗試討論品格教育融入環境教育之學習，也許透過小組合作
學習、共同閱讀與分享，可以在社交互動中激勵學習動力，以提升獨立
思考與反省能力；同時經由問題思考，可以提高分析與判斷能力；提昇
尊重環境，同時顧及社會文化脈絡與行動意願；最後結合課程的理解，
考量生命經驗的互融，透過互動以及與不同背景思想的對話。避免過去
的表面功夫、改自主管理，經自律、他律，落實執行環境教育，獨立論
述公民素養。讓環境教育可以與品格教育相結合，發展品格教育融入環
境教育之學習概念，「環境教育」的學習可以因著「品格教育」而增強。
人的一生都是學習的歷程，生命就是一種體驗，協助其省思與建構環
因品格教育的意義與價值，努力研究搭配環境教育各面向，以落實環境
教育的全面推廣。環境問題和環境教育在認知上的進展和國際環境教育
的發展趨勢：環境教育逐漸定向到面向永續發展的方向；由偏重環境科
學知識教育轉向同時強調態度、價值觀的培養；由系統性的環境科學知
識教育轉向面對現實問題的環境教育，並強調實踐的重要性；環境教育
與其所推動的面向永續發展的教育(ESD)逐漸深入到改變人的思維與生
活方式。
由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事件接二連三，而環境問題與人類的行為
息息相關，期望藉由教育，傳達環境相關的概念、態度等，達到環境保
護行為和永續發展的目的。從環境教育談起，到永續發展理念的追求，
涵蓋各領域重要概念，有環境教育基礎、生態學原理、環境問題與天然
災害、節約能源、能源問題、環境現況、自然資源、生物多樣性、環境
倫理、環境保護等，多元的學習方式。對教育研究的性質、特徵與相關
概念，先有基本的認識，對於從事教育研究的學者，或實際從事教學的
教師而言，均有其重要性。例如如何提供學生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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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研究發現與實際應用之間的差距、強化教師的專業地位等課題，有待
研究工作的不斷推展，始能達成。在深入探討研究的途徑與方法之前，
對於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須有初步的認識。為了達成上述要求，先追
求知識來源分析，以強調科學方法應用在教育研究的可行性；繼而闡述
科學方法的性質及其應用於教育及其他社會科學的限制；其次對教育研
究的性質與類別加以分析；最後則以探討教育研究涉及的相關概念結尾。
(王文科，1999) 社會根據受教育程度選拔人才，人通過受教育實現社會
地位的變遷。教育隨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生，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與人
類社會共始終。對教育的定義，各國學者認識不同。如美國的杜威說：
「教育即生活。」
二、文獻回顧
人類環境行為的改變是艱困的目標，由評估環境相關的知識，態度
和行為中進行。結果發覺，即使有良好的知識，也不一定採取恰當行動，
所以環境教育是必要的，並且要正面強化。(Laza，2013)
「環境教育課程規劃」是美國威斯康辛州所出版的環境教育課程指導，
內容完整，包含哲學理念、教育目標、教學理論、各學習領域的相互支
援、教學策略與評量等。哲學理念中歸納了聯合國重要環境宣言的理念，
同時納入永續發展的概念，表現環境教育的現代性。課程指導所採用的
教育目標，分成覺知、知識、環境倫理、公民行動技能與公民行動經驗，
強調環境教育要求認知、情意、技能與行動的完整性，也特別突顯環境
教育重視環境敏感性、環境倫理與行動參與的特質。課程指導的另一個
特色，詳盡介紹環境教育相關的基礎理論價值。
隨著快速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環境負荷造成在台灣造成災難，一個海
島，人口密極，資源有限。但是，環境教育在台灣是領先的，以促進永
續發展從90年代以後。2011年6月，環境教育法，其目的是提高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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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實現永續發展。(Wen-Tien Tsai，2012)
為了改善與生物環境和社區，創建一個教育模式，在加拿大的沿海村
莊實驗人的關係。該模型邀請與會者參觀他們的環境，欣賞和批評，分
享他們的印象，提出未來願景，並採取環保行動。造成增強青年人對生
物區的認識，他們希望採取行動保護他們的環境，他們的歸屬感，對他
們的自然環境，其關鍵的觀察能力，接觸的頻率。長者更加重視他們的
環境，完善感官能力，提高參與的環境質量。構成了兩個社會群體的一
個重要激勵和互動的因素。(Pruneau，1999)
運用 STS 教學將環境教育融入生活課程，並探討整個活動對環境覺知
的影響。以質性研究方式進行，質性分析教學活動對環境覺知的影響。
活動自原有教材，並配合校園和社區環境發展出以環境教育為主軸的活
動。(楊冠政，1998)
人類環境行為改變是艱鉅的目標，這提出一個鼓舞人心的環境負責
任的行為程序。評估環境相關的知識，態度和行為在他們中進行。結果
表明，即使有良好的知識，他們也不一定採取任何行動。因此，這環境
教育仍然是必要，並且必須正強化。(Laza，2013)
環境教育係指保護環境資源，愛護自然環境的教育活動。其目的，
一方面在教導民眾了解並體認人與環境間交互作用時所必需的知能與態
度，另方面亦教育民眾在實際面對環境品質的課題時，能作合理的決定，
並發展自我的行為準則，進而改善環境。「環境教育」一詞，最早於一九
六五年英國凱利大學(University of Keele)所舉辦的教育研討會中提出。之
後於一九六八年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在巴黎舉行生物圈研討會時，
教育委員會主席西洛夫克濟(J. Cerovksy)即大力推廣「環境教育」的概念。
其時歐美各主要工業國家因高度工業化而產生很多的環境問題，社會大
眾乃逐漸關注人口成長、資源利用與環境汙染間的相互關係，並產生環
61

遠東通識學報第十二卷第一期 P.57-73

王維傑、陳德海 品格教育融入環境教育之探討

境意識。
環境教育的對象為全體民眾，其目標在於培養社會大眾成為對環境負
責的公民，以解決與預防環境問題。
〔貝爾格勒憲章〕(Belgrade Chart, 1975)
指出環境教育的目標為：(1)培養對於都市及鄉間的經濟、社會、政治與
生態之相互關係的意識與關切；(2)提供每人機會以獲得保護環境及改善
環境所需要的知識、價值觀、態度、承諾和技能；(3)為個人、群體和整
體社會創造適應環境的新行為型態。環境教育的宗旨在於認識、了解環
境資源與問題，進而維護、保有環境的品質。環境教育的內容，包含環
境知識、對環境的態度和保護環境的技能三個層面。環境教育一般以自
然資源的保育為主，一般生態、人口問題與公害汙染次之，再次為環境
概念、環境倫理、動植物保育、地形與土壤礦物質等之合理運用、城市
問題及土地資源保育等。
王順美（2004）闡述一個評量工具的發展歷程及其背後的理念。界定
為「理想的綠色學校」、發展雙向細目，作爲指標系統的工作架構，包括
綠色學校的準則－參與和伙伴關係、反思和學習、生態考量；操作層面
－學習情境、行政、和教學。從相關文獻及實地訪視的紀錄，篩選指標、
設計評量工具，總共有二十八指標，每個指標一個題目，依學校環境教
育的表現分成四個層次，每個層次皆有具體的操作描述，最高分爲四分。
此評量工具經過信度、效度檢驗，再經標準化過程，制成常模表。
「Special focus on place-based education」這本簡短的書中，給出了基於
地點的教育（PBE）的正式定義，其中包括教育課程中的特殊地方的發展
和需要。經驗教育短文中，由科爾的文章重點是大衛格魯內瓦爾德的關
鍵教育的地方建設。碩士環境研究碩士學位課程對於傳統科目，如數學，
閱讀的學生成就程度，需要準備評估學生。
Howard (2004)則在品格教育上，指稱個性發展公民、哲學、 道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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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了解激勵學生學習，情感領域，情感，態度( Bartosh ，2003)

Bogner (1998)為了避免短期影響，後期測試推遲了至少一個月後...戶外
生態和環境教育計劃通常（除了環境，並在遠程，減少人類對自然的影
響）。
Bonaiuto (2002)則以當地的認同過程和環境態度的土地利用變化：在
自然的情況下，經濟心理相關的態度和地點身份：自然保護區的情況。
而Cuba(1993)研究探討居住地，居住在受威脅的和當地志願活動之間的關
係以及方附屬作為一個整體和一個地方回家：身份證與住宅，社區和地
區。Ernst(2004)則描述：環境教育在高中推展。Frantz (2014 )認為自然應該
是環境教育計劃的目標，Gifford (2014) 認為社會因素包括宗教，城鄉差
異，規範，社會條件和政治影響等。Hailu (2005) 可持續旅遊和娛樂研究
生課程地方附件目的地、島嶼旅遊的負責任行為在台灣澎湖，和基礎設
施和環境服務雜誌。
Kyle,(2004) 研究調查娛樂人士對戶外環境密度的認知，調查我們審
查活動參與和地方附著的影響.
Leeming, (1993). 認為作成功實施環境教育的高度優先重要組成
部分，圓桌會議認識到需要一個強大的協調.該報告旨在系統地審查研究
出版物的問題。
Trentelman, (2009)認為社區附件，社區社會學，地方，社會和自然資
源 有某種交互作用。
Zelezny, (1999).就認為干預是最有效地改善環境行為積極參與的參與
者。
三、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與品德教育所致力的，應該都是在學習「知善、愛善及行善。」
主要在協助了解、欣賞、及表現出好的品格行為。包括道德認知、道德
情感與道德行為發展。其差異在，品格是個人由內養成之穩定且獨特的
個性特質，而品德指的是個人因社會道德標準或文化風俗習慣， 所形成
之價值判斷，而這個特質決定對外的反應。
品格教育也有稱品德教育是一個概括詞，一般用來描述個人和社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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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幫助的教學。為培養良好的品性，而加以教育的。包括智慧的啟發、
良好習慣的養成等。這主題的概念包括社會和情感, 道德認知發展, 生活
技能教育, 衛生教育; 暴力預防, 審辯式思維, 道德推理、衝突解決方案
溝通。這教育的形式介入價值包括誠實、管理、仁慈、寬厚、勇氣、自
由、正義、負責任、合群、、平等和尊敬等。
品格教育泛指對個人和社會有益的的教學，內容包括智慧啟發、良好
習慣養成等。包括情緒管理, 道德認知發展, 生活教育, 衛生教育; 思維
推理、和衝突解決。形式價值包含誠實、工作、仁慈、寬厚、勇氣、自
由、正義、平等, 和尊敬等。目標在協助人民能成為滿足道德成熟、負責、
合群、自律、他律的全人。特別是公眾人物的拋磚引玉，
在學習生活中對日常行為模式，給予一種品格塑造的意識形諸於外的
行為，是內在品格的表現，而品格的塑造需要環境養成。或透過書籍和
媒體講述故事。用榜樣啟發學子，教育關於正直、誠實,和如何幫助社會。
先釐清品德教育的目的與意義，考量我國特有的文化歷史傳統，審
視現今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的變遷，因應全球化、地球村的衝擊和
後現代化思潮的挑戰，邀集各領域學者進行科際整合，並與課程、專家
合作，從事研究和發展出我國自身合理可行的品格教育。也許以尊重與
關懷作為品德教育的兩大主軸，促進品格教育的核心，即是將「尊重」
與「關懷」融入於教學結構、師生關係以及課程實施當中，使能影響整
個學校教育的結構，從而得以含蘊師生之間的關懷與尊重關係。
進行品格教育的課程教學與體驗活動，探討學習領域實施融入環境教
育，由課程規劃至實施，並評量學生對環境教育的認知、情意與技能是
否提昇，以及在教學中遇到的困境與尋求解決之道。期間利用學生環境
教育認知評量卷、作品、學習單、回饋單、環保小書、教學觀察、課程
詳實記錄、省思記錄、家長滿意度調查表等資料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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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的理論基礎是德行倫理學，從道德性的起源論品格教育之重
要概念品格教育實施現況之「教學方式」以具備理論基礎之「道德教學
法」及融入非正式。教學目標的分類其有連續性及累積性。將情意領域
的教學目標以接受、反應、價值判斷、價值組織、及品格形成等五大層
次來代表。品格「核心價值」進行詮釋，包括誠信、廉潔、羞恥、公德、
守法.、誠信、尊重、合作、欣賞、 勤儉、正義、負責、謙恭、關懷、感
恩、禮節、孝敬，配合相關行為準則。品格教育的重要性，是一切教育
的基石。特點在塑造品格高尚，具文明素養與道德情操的現代公民。生
活規範是品格實踐的場域，每個人都具備優秀品德教養，是良好教育的
基本要素。高尚的品格是個人成功進步的基礎，美好的社會也需要品格
優良的公民。經常自我要求：整潔、自律、節儉、孝順、服務、感恩、
負責、勤學、有恆。
道德發展理論由他律到自律，需由成人身教、言教學習而來。認知發
展理論，將道德的發展分為無律、他律、自律三階段，一般認為道德發
展大部分是後天學習來的，需要成人告知，協助判斷是非善惡。
四、環境教育
品格教育融入環境教育能力的指標之一，是能對環境議題相關報導提
出論述，並爭取認同、支持與行動。關切人類行為對環境的衝擊，進而
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費觀念。能藉由各種媒介探究國內外環境問題，
並歸納其發生的可能原因。瞭解基本的生態原則，以及人類與自然和諧
共生的關係，能比較國內不同區域性環境議題的特徵。人類對環境的影
響，增加環保概念及意識的提升，能思考如何身體力行。運用品格強化
環境素養和意識，充分學習環境教育的目標、領域、內容、能力指標，
可以保證鼓舞生物圈的明天會更好。品格教育融入環境教育之效益，至
少可以提昇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可通過個體的選擇、認知、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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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四種中介來發揮其主體作用：運用品格教育 1.

通過熟練掌握與成

功體驗來提高自我效能 2. 通過替代學習和模仿來提高自我效能 3. 通過
社會說服和積極反饋來提高自我效能 4. 通過改善身心健康狀況來提高自
我效能。在個人自我知識和自我規約的各個層面看來，自我效能感可能
是影響個人日常生活最有力的因素。所謂自我效能感是個人判斷他自己
是否具有潛能來組織和執行一連串的行動，以便達到某一程度的工作表
現，換句話說，自我效能感就是個人覺得，自己是否有能力做好一件工
作的整體性判斷。
教育是改變個體的態度的過程。和環境教育被描述為發展個人的環
保意識，幫助他們獲得態度的環境敏感的，積極的，永久的改變，保護
自然，歷史，社會，美學值，並確保其在解決環境問題的積極參與。換
言之，環境教育是不斷學習的過程，從而增加環保意識個人和目的後代
有技能，知識，態度，價值觀和經驗為宗旨對解決環境問題。環境是人
類的共同資產，亦是支撐人類發展的基礎於自然環境中水、土、林及空
氣、生態間之緊密關聯性。
環境教育可以透過計畫組織、課程教學、教師進修、體驗活動、情境
營造、資源運用、評鑑回饋。讓我們一起為地球環境而努力，近年來，
全球受到溫室效應、氣候變遷、氣候極端化等環境問題的衝擊，使節能
減碳、永續發展等議題成為目前全球關注的焦點。環境教育也受到高度
關切，其研究幫助人類省思周遭環境的污染危害、能源危機、物種消失
及天然災害等所引發的問題，並為全球的永續發展積極尋求解決策略，
環境教育已是培養本世紀公民必備的生活素養。
在行為導向教學中，一切學習活動都是以提高能力為目標，重點是
提高關鍵能力，包括有關的知識、技能、行為態度和職業經驗成分等；
從能力所涉及的內容範圍上，關鍵能力可分為方法能力和社會能力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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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力三部分。
環境正義已成為全世界追求環境權利平等，減少弱勢族群受害，且
追求環境資源永續經營的思考與行徑，為維護個人及團體之尊嚴，尊重
其特殊與不同之需求，達到自我實現並提昇個人、社區之能力及永續發
展。環境教育是概念認知和價值澄清的過程，藉以發展瞭解和讚賞介於
人類、文化、和其生物、物理環境相互關係所必需的技能和態度。環境
教育也需要應用有關環境品質問題的決策及自我定位的行為規範。
五、結論
教育泛指一切傳播和學習人類文明成果，各種知識、技能和社會生
活經驗，以促進個體社會化和社會個性化的社會實踐活動，產生於人類
社會初始階段；狹義的教育專指學校教育，即制度化教育。英國的斯賓
塞說：
「教育為未來生活之準備。」又或更具體地把學校教育也視為啟蒙，
為公民參與民主選舉作準備，依據個別差異及需求，彈性調整教學內容、
進度和評量方式，以提升學習效果，並引導適性發展，正視每個人的獨
特性與受教權。基本精神及意涵即在於接納每個學生的學習方式不同、
先備知識不同、學習興趣不同、學習需求不同，因著不同因素的差異，
教學上就必須採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其目的在於使學生有最好的學習效
果。對於追求知識、積極探索、尋求解答的學習動機，運用品格教育
增強環境教育，提升學生求知興趣及主動尋求解答的學習意願及行動力，
具較高且持久性的正面效果，而學童在學習歷程中，是否經驗到求知的
樂趣，瞭解求知的意義，將影響他未來面對問題與知識的基本態度。
透過全國普遍的環境教育過程提昇國民環境素養以達到國家永續發
展：提供國民最佳福祉，享受人生，實踐生命價值 。環境教育的推動要
素 : 熱情、 傳播、 整合、 教育、 內容。
藉由正式、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增強，正式課程著重其認知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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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課程則注重其行動層面 ，潛在課程則較注重其情感層面，討論、
思考、體驗，內化形成價值。展開:
1.「私德」的品格教育（ 強調是非善惡的判斷）、
2.公民教育
3. 品格發展
正面強化在認知、情感與在日常的生活中實踐的能力，其核心價值、
環境教育者核心能力:
主題一：環境素養
教育者必須具備足以勝任的環境
知識與技能。
主題二：環境教育基礎
教育者對環境教育的目標、理論、實務和歷史演進有基本認識。
主題三：環境教育者的專業責任
教育者必須瞭解且接受實施環境教育所應負的責任。
主題四：規劃和實施環境教育活動方案教育者必須結合優質教育的基礎
和環境教育的獨特性，設計及實施有效的教學活動。
主題五：促進學習教育者應讓學習者以開放的態度對事物進行調查，特
別是對那些具有爭議的環境議題，更要學生嚴謹地思考自己和他人的觀
點。
主題六：評估和評量環境教育者必須具備足夠的知識和承諾，將評量與
評鑑整合於環境教學活動中。
核心觀念： 依存關係、 尊重生命、 社會正義、 學習社群、 環境公民
生態平衡、 環境責任
環境教育的目的： 提昇人的環境素養、 解決環境問題、 促進永續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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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列五點更具體描述環境教育課程目標，分別為：
1.環境覺知與敏感度
經由感官覺知能力的訓練(觀察、分類、排序、空間關係、測量、推論、
預測、分析與詮釋)，培養學生對各種環境破壞及污染的覺知，以及對自
然環境和人為環境美的欣賞與敏感性。
2.環境概念知識
教導學生瞭解生態學基本概念、環境問題(如：全球暖化、河川污染、核
污染、空氣污染、土石流等)及其對人類社會文化的影響(永續發展、生物
多樣性)；瞭解日常生活中的環保機會與行動(如：溫室氣體減量、資源節
約與再利用、簡樸生活、綠色消費等)。
3.環境價值觀與態度
藉由環境倫理價值觀的教學與重視，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環境態度，使
學生能欣賞和感激自然及其運作系統，欣賞並接納不同文化，關懷弱勢
族群，進而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與發展。
4.環境行動技能
教導學生具辨認環境問題、研究環境問題、蒐集資料、建議可能解決方
法、評估可能解決方法、環境行動分析與採取環境行動的能力。
5.環境行動經驗
將環境行動經驗融入於學習活動中，使教學內容生活化，培養學生處理
生活周遭問題的能力，使學生對學校及社區產生歸屬感與參與感。

分段能力指標
1.環境覺知與敏感度
2.環境概念知識
3.環境價值觀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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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環境行動技能
5.環境行動經驗
環境教育課程的三大內涵
(一)在環境中學習（learning in the environment）
(二)學習有關環境的（learn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
(三)為環境而學習（learning for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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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日治時期小說之寫實性與象徵性考察
——陳虛谷作品之文本細讀與微觀分析
顧敏耀

＊

＊＊

摘要
陳虛谷（1896～1965）是日治時期出身今彰化和美的著名文人，
創作文類包括古典詩、新詩、小說、散文等，惜乎小說方面的成就往
往為其詩作盛名所掩，其實，他在 1928 至 1930 年間發表於《臺灣民
報》與《臺灣新民報》的四篇短篇小說頗值得深究：〈我發財了〉運
用了類似巴赫金所指出的「狂歡化」理論而對於高高在上的殖民統治
者盡情嘲諷，在〈無處申冤〉使用了國族寓言而將臺灣比喻為受盡日
本巡警性騷擾甚至性侵害的女性，在〈榮歸〉描述了臺灣新舊知識階
層以及一般人民在面對現代化的新文明事物時所表現出來的迷惘與
困惑，〈放砲〉則可看出殖民地人民在高壓統治之下仍然存有綿延不
絕的反抗意識伏流。他將殖民統治政權具象化、擬人化為地方上的警
察，或是調侃其厚顏無恥之醜態、或是影射其對於臺民之暴虐與蹂
躪，或是比喻其「吃」定臺灣人，皆活靈活現，躍然紙上。陳虛谷以
極具真實感的事物作為小說素材，以融合了中國白話文、臺語以及日
語漢字的複聲調作為小說語言，並且運用節奏明快的短篇小說體裁以
及性格顯著的扁平人物角色，表現出當時殖民體制的壓迫以及人民心
中的無奈與憤恨。除了反映現實的「鏡」之特色外，也表現了照亮人
心的「燈」之功能。
關鍵詞：陳虛谷、彰化文學、臺灣小說、國族寓言、殖民地文學

＊

本文先後承蒙徐秀慧教授以及本刊匿名審查委員們提出諸多寶貴意見，深感受益良多，謹致謝
忱。若有任何疏漏錯誤之處，均係筆者之責。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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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Reality and Symbolism in the Taiwan Novel
during Japanese-Governed Period: A Case Study of Chen
Hsu-Ku’s Novel
Ko Bin-Yau*

Abstract
Chen Hsu-Ku (1896-1965) is a famous scholar born at Hemei Town in
Changhau. He engaged in various types of literature including classical poetry,
free verse poetry, novels, prose and etc. Despite the fact that Chen Hsu-Ku is
best known for his poetry, he had published four short novels during 1928-1930
in Taiwan Minpao and Taiwan Shin Minpao. These literary works are worth to
do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 the novel “ I Made a Fortune”, Chen taunted
authorities of the colonized society in the way similar to that of Bakhtin's
Carnivalesque Theory. In “No Way to Redress the Injustice”, he used national
allegory to make a metaphor, which implied those persecuted and sexually
abused women as Taiwan. Chen also revealed the conflict and confusion
between old and new generations in the time when they faced new knowledge
and modern innovation in his “Victorious Return”. We could also realize that
the colonized people still own endless revolted consciousness even under high
stressed colonization in Chen’s novel, “Fire the firecrackers”. Chen Hsu-Ku
often personified the colonization government as local police officers. In the
stories Chen often ridiculed those those police officers, who were often cruel
and violent to Taiwanese people. Chen revealed vividly how the colonization
government abused Taiwanese people in this literary works. He took stories
and people that seemed to be real as the materials in his novels and combined
Vernacular Chinese, Taiwanese and Han words in Japanese as the language of
his novels. He used fast-paced short novels and flat characters with obviously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to reveal the depression and anger of Taiwanese
people under high pressed colonization. Chen Hsu-Ku’s stories not only
reflected the real situation of that time but also lit up people’s heart.
Key Words: Chen Hsu-Ku, Changhau Literature, Taiwan Novel, National
Allegory, Colonial Literature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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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陳虛谷（1896～1965），名滿盈，以字行，因飽讀詩書且人格高尚，鄉人多
尊稱為「滿盈先」，另有筆名一村、依菊、醉芬、默生等。原本為彰化和美農家
之子，五歲時過繼給同鄉的塗厝厝（今和美鎮塗厝里一帶）富豪陳錫奎為養子。
幼入私塾學習傳統詩文，1911 年自彰化公學校畢
業。1920 年負笈東京，就讀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
同時進修英語。期間與其他臺灣留學生共同推動臺
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3 年畢業，返臺參與臺灣
文化協會之活動，擅長演說，深獲好評，曾任該會
理事。1944 年出任和美恆生信用組合長。戰後曾短
暫擔任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1951 年中風之後，
仍吟詠不斷。1959 年八七水災期間，收容數百災民，
炊粥供應，因而在好人好事表揚大會獲得褒揚。詩
文由哲嗣陳逸雄編輯為《陳虛谷作品集》1。
目前關於陳虛谷之相關研究成果，在學位論文 陳虛谷晚年留影，引自陳逸
方面有：王秀鳳《陳虛谷詩歌研究──以傳統詩為 雄主編《陳虛谷選集》（臺

北：鴻蒙文學出版公司，

研究對象》（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 1985），扉頁。
文，2005）
、吳叔馨《陳虛谷及其文學研究》
（雲林：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陳綠曼《陳虛谷的小
說與新舊詩詞的研究》（宜蘭：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等，期刊論文
則有：薛順雄〈論陳虛谷漢語舊詩中的情與義〉2、施懿琳〈臺灣詩人陳虛谷的
創作理念及其實踐〉3、楊乃雯〈日據時代臺灣小說中留日知識分子的歸鄉書寫
──以陳虛谷〈榮歸〉
、王昶雄〈奔流〉為觀察中心〉4等，專書及專書論文亦有：
陳映真〈再起臺灣文學的藥石──讀陳虛谷〈榮歸〉〉5、張恆豪〈澗水嗚咽暗夜
流──陳虛谷先生及其新文學創作〉6、彭瑞金〈陳虛谷──是文化鬥士也是詩
人〉7、周益忠〈默不一言？──試說陳虛谷的兩組田園詩〉8、顧敏耀《陳虛谷、
莊遂性集》（臺南：臺灣文學館，2013）等，對於其小說作品以及新舊詩詞方面
皆有所論述。

1

2
3
4
5
6
7
8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 175；陳逸雄
編，〈陳虛谷事蹟簡表〉，《陳虛谷作品集》
（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 858-867；
施懿琳，〈陳虛谷漢詩的創作理念及其實踐〉，《陳虛谷作品集》，未標頁碼。
《國文學誌》，第 8 期，2004 年 6 月，頁 173-193。
《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 1 期，2007 年 12 月，頁 95-116。
《人文社會學報》，第 9 卷 3 期， 2013 年 9 月，頁 243-256。
陳逸雄編，《陳虛谷選集》（臺北：鴻蒙文學出版公司，1985），頁 19-25。
陳逸雄編，《陳虛谷選集》，頁 27-49。
彭瑞金，《臺灣文學 50 家》
（臺北：玉山社，2005），頁 82-87。
《彰化文學大論述》
（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頁 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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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虛谷創作之小說作品僅有四篇，按照發表時間順序為：
〈他發財了〉9、
〈無
10
11
12
處申冤〉 、〈榮歸〉 與〈放砲〉 ，目前所見之評論多指出其寫實性以及批判
性之價值，例如葉石濤云：「他描寫日本警察好色成性，像豺狼一般蹂躪貧農女
兒，或藉名目搜刮貪污的醜惡嘴臉，小說富有故事性，很受賴和的影響」13，許
俊雅亦表示：
「虛谷四篇小說中，
〈榮歸〉凸顯日據時期某些臺人趨炎附勢、挾洋
自重之劣根性與奴隸性。〈他發財了〉、〈無處申冤〉、〈放砲〉等三篇作品，指控
櫻警濫施特權，斂財詐色，凌壓臺民之暴行。並以悲憫之情懷、細膩之筆墨，將
哀哀農民純樸堅軔之性格，作最真實之刻畫，故虛谷絕無僅有之四篇小說，深蘊
寫實諷喻之精神，初不以為量不豐而減其價值」14，另外還有中國學者莊明萱認
為：
這些小說，都是揭露日本警察的惡行，反映臺胞的苦難與不屈精神。……
虛谷的小說主題鮮明，內涵豐富，挖掘深入，既表現黑暗面、掙扎面，也
反映正義面、反抗面，具有明顯的民族意識和反抗意識。藝術表現上，兼
用寫實與反諷的手法。對於壓迫者的苦難遭遇、傳統美德、反抗精神，都
用人物自身的行動和言語具體表現。對日本巡警的貪婪殘暴的行徑，則通
過他們自身的矛盾，構成反差，顯示其可恨可憎的嘴臉。15
對其小說之內容以及藝術表現都給予高度的肯定。李南衡云：「我個人認為虛谷
先生這四篇短篇小說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和同時期中國大陸的小說作品擺在一
起也毫不遜色。」16陳芳明也說道：「陳虛谷的創作技巧，直追賴和。倘若他的
文學生涯繼續經營下去，當可再一九二○年代成為引領風騷的作家之一」17。
然而，陳虛谷的小說作品在整個臺灣日治時期小說叢林之中，有時候卻也會
被後人忽略（此或許也與其詩名甚高，小說反而受詩名所掩有關），譬如《國民
文選‧小說卷Ⅰ》（臺北：玉山社，2004）18以及《二十世紀臺灣文學金典：小
說卷‧日治時期》（臺北：聯經文學出版社，2006）19這兩部頗具重要性的日治

9

《臺灣民報》，第 202-204 號，1928 年 4 月 1 日、8 日、15 日。
《臺灣民報》，第 213-216 號，1928 年 6 月 17 日、24 日、7 月 1 日、8 日。
11
《臺灣新民報》，第 322-323 號，1930 年 7 月 16 日、26 日。
12
《臺灣新民報》，第 336-338 號，1930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1 日、8 日。
13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98），頁 47。
14
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頁 210-211。
15
劉登翰、莊明萱主編《臺灣文學史》
（北京：現代教育出版社，2007），頁 80-81。
16
李南衡〈撥雲霧現舊作——樂見《陳虛谷選集》出版〉，《陳虛谷選集》，頁 15。
17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93。
18
書中收錄作品有賴和〈一桿秤仔〉、蔡秋桐〈保正伯〉、吳濁流〈波茨坦科長〉、朱點人〈島
都〉、楊守愚〈移溪〉、楊逵〈鵝媽媽出嫁〉、翁鬧〈羅漢腳〉、張文環〈夜猴子〉、龍瑛宗
〈不知道的幸福〉、呂赫若〈牛車〉、李榮春〈頭城仙公廟廟公呂炎嶽〉共十一篇。
19
書中收錄作品有賴和〈一桿「稱仔」〉、吳濁流〈先生媽〉、朱點人〈秋信〉、楊守愚〈瑞生〉、
葉陶〈愛的結晶〉、楊逵〈送報伕〉、翁鬧〈天亮前的戀愛故事〉、張文環〈閹雞〉、龍瑛宗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巫永福〈首與體〉、呂赫若〈牛車〉、王昶雄〈奔流〉、楊千鶴〈花
開時節〉共十三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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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小說選本，都未收錄陳虛谷的任何作品。其四篇小說當中較受矚目要屬〈榮
歸〉
，在施淑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
（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以及許俊雅
編《日據時期臺灣小說選讀》（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8）對於陳虛谷之作
品也都不約而同的選了這篇作品。
陳虛谷的四篇小說作品中，除了頗受矚目的〈榮歸〉之外，其餘三篇是否也
有值得深究之價值與意義？其小說情節中人事物之寫實、象徵、隱喻等成分如何
分辨？正如同吾人可由喬叟《坎特伯里故事集》略窺中世紀之英國庶民生活、由
蒙田《隨筆集》認識十六世紀之法國社會樣貌、由賽萬提斯《唐吉訶德》欣賞充
滿田園風味之西班牙20，在閱讀陳虛谷之小說作品，亦使讀者沈浸於充滿歷史感
的時代社會氛圍之中，誠然，「處理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的最常見的辦法是把文學
作品當作社會文獻，當作社會現實的寫照來研究」21，尤以深受馬克斯主義文學
批評法影響的中國學者更是如此看待陳虛谷的小說作品，不過，小說作為一種虛
構文本，其中是否也有並非機械性的反應現實而是作者有意的塑造一種象徵或隱
喻呢？
拙見以為，陳虛谷這四篇作品仍有許多可以再深入探討的空間，若以新批評
揭櫫之「細讀」
（close reading）以及「微觀」
（microscopic）之精神予以「重讀」
（rereading）而考掘分析，探奧索隱，闡究精微，諒可重新認識其作品隱藏之意
22

涵及其時代意義與價值所在，筆者不揣淺陋，以下逐篇論述之。

二、活靈活現的一齣狂歡劇——〈他發財了〉
〈他發財了〉描寫一名巡查先是藉由新年請客收受民眾賀禮，又計畫利用生
子宴會收禮，當民眾陸續入場之後，卻也來了頂頭上司，因此當場被訓了一頓，
並遭到調職。故事人物除了主角巡查之外，其他有出場臺詞者還有巡查老婆、小
使（工友）、巡查補、保正、密偵、保甲書記、陳哮雞、陳哮雞老婆以及路上的
行人等，僅出場之龍套角色或提及姓名而無記載臺詞者，有聯合會長、地方有力
者、保甲書記、葉大鼻、陳闊嘴、郡役所長官二名、壯丁一隊等。
小說語言以中國白話文為主，在人物對話當中摻雜日語漢字如「罐詰」（か
んづめ，罐頭）、
「奧樣」
（おくさま，夫人）、
「御目出度」
（おめでとう，恭喜）、
臺語如「做不赴」（來不及做）、「歹勢」（不好意思）、「刣頭犯」、「短命頭」（皆
為當時婦女常用的咒罵語）等。這是當時臺灣多語言混合的實境，亦屬當時臺灣

20

Malcolm Bradbury 編，趙閔文譯，《文學地圖》（臺北：昭明出版社，2000）
，頁 14-29。
René Wellek 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
（北京：三聯書店，1984），頁 102。
22
所謂「新批評」主要是聚焦於詩歌的語言與結構方面之「內在批評」，雖然時能道人所未道，
不過也容易被認為是狹隘的形式主義批評（趙衡毅編選《「新批評」文集》，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1988，頁 7），本文借鑑其細讀之精神，不侷限於文本本身之研究而兼顧內在與
外在批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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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作家包括賴和、蔡秋桐、楊華等人23的小說語言共同特色。
故事的敘述觀點屬第三人稱全知觀點，結構則屬順敘法，時間由十二月二十
七日黃昏，一直到二月十一日，總共約一個半月左右。篇名則是來自小說最末：
「看看巡查和幾車行李去了很遠，路上的行人才發了一聲長嘆說：『啊啊！他發
財了！他發財了！……』」。
此 作品 充分運用了那個時代 的寫實生活 素
材，譬如描寫巡查與其老婆在吃飯喝酒時的對話內
容：「巡查：『這是什麼酒？白鹿嗎？』老婆：『我
們有的統統是白鹿，只有二矸玫瑰露，是牛車人柯
豬屎送來的。』」其所謂「白鹿」正是日本著名清
酒產地「灘五鄉」（兵庫縣東南）釀造之名酒，由
辰馬商會販售24。日治時期該區諸酒在臺販售情形
「以白鹿、白鶴、山星、澤龜、金露為第一，外菊
正宗、稻正宗、櫻正宗等次之」
，其中尤以「白鹿」
25
銷售量最高 ，故而作者設定此巡查家中所儲之酒
皆為「白鹿」，洵與當時社會情況相符。
此外，諸如臺灣男子之姓名（包括柯豬屎、葉

白鹿清酒廣告，刊於《臺灣愛國
婦人》
，第 74 卷，1915 年 1 月。

大鼻、陳闊嘴、陳哮雞等26）、日本警察權力的運作體系（從巡查以降，還有巡
查補、保甲聯合會長、保正、密偵、小使等）
，都充分營造出濃厚的歷史真實感。
不過，誠如中國小說家王安憶的提問：「如果小說所做的是在反映真實、反映現
實的話，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有小說呢？已經有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
已經有那麼多學科來直接描述現實了，為什麼還要小說呢？」27筆者認為，陳虛
谷這部小說除了可以由其記實性切入分析之外，其內容與結構更像是符合巴赫金
（Bakhtin）「狂歡化理論」28的一部「狂歡劇」：
成為「狂歡劇」核心的是巴赫金已經提過的「小丑即位加冕當了狂歡節的
國王，後來被剝奪王位脫冕」的轉換過程。「這個儀式以幾種形式出現在
狂歡式的所有慶典中。但最為成熟的形式是農神節、歐洲狂歡節和愚人節。
這個轉換的過程，已被多次指出。例如，J. G. 弗雷澤在《金枝篇》
（1890
23

宋澤萊，《臺灣文學三百年》
（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2011），頁 199-200。
〈辰馬上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6 月 15 日，第 4 版。
25
〈移入酒及造數〉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1910 年 6 月 21 日，第 3 版。
26
此類名字在臺灣歷史文獻中屢見不鮮，如戴潮春起義時的戴軍將領便有一位「盧大鼻」
（林豪
《東瀛紀事》，臺北：大通書局，1987，頁 58），1878 年閩浙總督何璟奏摺當中提及拿獲的臺
灣人犯姓名當中也有「蕭豬屎」以及「施闊嘴」（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季申報臺灣紀事
輯錄》，臺北：大通書局，1987，頁 774）。
27
王安憶，《小說家的十三堂課》
（臺北：印刻出版公司，2007）
，頁 9。
28
詳見 Bakhtin 著，李兆林、夏忠憲等譯，
《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拉伯雷研究》
，石家莊：河北
教育出版社，1998。
24

80

年-1915 年）中，先描述了農神節上奴隸或士兵被選為狂歡節的國王，最
後迎來悽慘的結局；接著他描述了在後世的歐洲（意大利、西班牙、法國）
的狂歡節上，模擬成狂歡節國王的木偶像在短暫的榮耀以及放縱的生活過
後，被燒毀丟棄的眼便過程。最後，他還提到了愚人節上愚蠢的司儀。29
簡而言之，這種引人發笑、營造滑稽感的狂歡劇，其主要的結構就是先加冕而後
脫冕的歷程，包括加冕期間的榮耀與脫冕期間的辱罵。巴赫金在 1920 年代闡釋
杜斯妥也夫斯基作品時對於狂歡化理論就有所運用，不過主要仍表述於 1941 年
撰成的《拉伯雷和他的世界》當中30。
回過頭來看陳虛谷的這部〈他發財了〉，前段透過巡查與其妻子之對話，表
現兩人囂張跋扈的心態：「咳！臺灣人曉得什麼？不過是因為在我們的管轄內，
又是瓜葛，不得不敷衍了事。依我想，不如莫做人情，打他一頓，倒覺快活，也
可以顯顯我們的威風！」以此預作鋪陳，為後來的「加冕」做準備。
繼而便是「加冕儀式場景」的布置：「廿八日的下午，派出所前，果然插著
一對很蒼翠惹人注目的門松，同時二旒31國旗也在很柔和的風裡飄展著，分明是
在指示人們新年到了」，再來就陸陸續續有人上門送禮（即所謂「御歲暮」）。接
著，作者先要藉由巡查與妻子之間滑稽的對話以凸顯其丑角的身份：「巡查於是
愈賣弄自己的聰明，指著他的老婆的肚子說：
『你看看自己的肚子，那就曉得吧。』
他的老婆果然低下頭來，看一看自己的肚子，不禁好笑起來，說：『我的肚子怎
麼？難道會生金嗎？』巡查聽了這話，不禁好笑起來，說：『你的肚子是妊娠八
箇月了，再二箇月就要生兒子，那時不論男女，凡是管內的人一定會來祝賀，不
一定會比這個番少收入呢。』」此頗似傳統戲曲插科打諢之橋段，而主角則宛如
臉中畫著豆腐塊的三花臉，屬於丑角中「文丑」類的「官文丑」。
隔日巡查妻子的宴客回禮，便是正式的「加冕儀式」，作者對此特別以工筆
細描來呈現：
眾客一個個行到衙門外，就脫起帽子，滿面堆笑，向著巡查做了一個大揖
說：
「巡查大人恭喜恭喜！」
他也就發揮平民的態度，笑嘻嘻的招待他們入內，他們一見了他的老婆，
又行了一禮，說：
「奧樣！恭喜、恭喜！真勞煩你，真當不起！」
那「奧樣」也就陪了幾個禮，招呼他們坐席，他們推讓了一番，結局是讓
29

北岡誠司，《巴赫金——對話與狂歡》（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 271。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金的文化轉型理論》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頁
189。
31
「旒」在漢語當中有二義，一是指古代旌旗下邊或邊緣上懸垂的裝飾品，一是指古代帝王禮
帽前後懸垂的玉串，然而此處作者所用之「旒」則是日語漢字，音為りゅう，作為旗幟之單位
詞，所謂「二旒國旗」即漢語之「二面國旗」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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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坐了上席，巡查補第二席，其次就是二個「奧樣」，到了第五位他們
又互相客氣起來，有的說你坐好，有的說伊坐好，甚至有人請一個在派出
所做密偵的賴某，和一個當小使的來坐，但這二人在這時候偏曉得照規照
矩，各謙遜了一番，讓聯合會長坐下，其外的隨便就席，於是這席酒才慢
慢的酌起來。到了半酣的時候，這班來賓各人都起位給巡查，奧樣敬酒，
這是應酬場中慣行的套數。直鬧到下午三四點鐘，個個都吃得滿面通紅，
搖搖擺擺回去了。
坐了「上席」的巡查，就宛如被加冕的國王坐在王位上面一般，其後依序入席的
巡查補、聯合會長、密探、小使，則如同依序排班上朝的眾大臣們，席間的觥籌
交錯，即彷彿給國王行禮致敬。
小說接著敘述這名巡查正在盤算下一個向民眾「揩油」的機會，殊不知接下
來的卻不是如前一場新年宴會那種榮耀顯貴的「加冕」儀式，而將是一場在廣場
上備受羞辱的「脫冕」儀式。這需要更多的民眾參與，所以小說安排巡查自己盡
力發帖召集：「他於是提出一本手摺簿，把人數檢點一番，他忽然微笑起來，似
在表示還有增加收入的餘地。忽又見他伸手向棹上抽出一摺的請帖，約有五六十
張，他一氣寫了三四十張」
，也需要更大的場地，因此小使四處張羅：
「今早五點
鐘我就去打葉大鼻、陳闊嘴的門，他們起初不給我開門，我說是派出所大人要向
你借棹，他們才跑出來開了。這樣的我連鬧了幾家，才借出五集棹來」，儀式之
前，一名保正收到請帖之後的私下咒罵則是預作伏筆：「這時候保正口裏雖是答
應，心中實在不喜，直待小使去了很遠，看看四邊無人，才罵聲：『無廉恥的東
西，剛剛生了兒子，就來討賀，此去事正多哩。滿月、四月日、週歲。咳！臺灣
人該慘！』，至於巡查與密偵的那段對話更是誤以為真正是國王的小丑在被脫冕
前夕的得意忘形：
「巡查大人啊！你這番真厲害！你那個小孩子一定是很好的，何不給我們
看看？」
巡查：「今天才六日，不好出來，我帶你去看看就是。」
密偵：「噯唷！是一位很有才氣的男子，後日長成起來，會做大官發大財
哩。」
巡查：「哈哈！希望做一個知事吧。」
密偵：「做知事賺錢多嗎？」
巡查：「很多！只算給俸一年就有一萬左右，何況其他！……。」
密偵：「然則，你何不去做知事？」
巡查：「那非很有學問的人，是做不得的，我若經歷久了，有相好的人做
大官抬舉我，要做那個郡守、警察課長，那是很容易的，在臺灣像這樣的
人是很多呢。」
這在當時人聽來，簡直會笑掉大牙，因為郡守一職主要必須通過高等文官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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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如未經過高考，要做到郡守，可能做一輩子公務員到六十歲左右才能勉
強做到郡守」32，故而巡查此段表述只是突顯其狂妄可笑而已。這兩人剛聊到「郡
守」，說曹操曹操就到，真正郡役所的官長就不請自來，成為扯下假國王皇冠與
與皇袍的角色，這時假國王先前的威風完全不見，當場被羞辱了一番：「唯見平
時最會作威作福的巡查大人，竟直挺挺的立在這官長的跟前，絲毫也不敢動彈，
面上一陣青一陣紅，不知道和郡官長在會什麼話。那官長迴著眼睛向眾人看一看
了後，轉向他說了幾句，他的臉皮立時漲起二三寸高，現出一種極不自然的笑容，
口中囁嚅不知在說什麼」，假國王完全現形成為小丑了。
至於散場之後，陳哮雞與其妻子的對話則代表了廣場群眾的咒罵與嘲笑，
「今
天這兩塊了得倒有價值了，只看這齣戲，心頭已輕鬆得很多！」
、
「刣頭犯，他敢
這麼亂做，真合應該吃百次屎，不教他一次跌落廁坑裏，他那裏會驚死呢？連我
們並無當過什麼甲長、壯丁，他也敢發帖來，教我們白花兩塊錢！不是要減了六
七天的糧食嗎？喲！說起這樣的做官人真正無天無理咧！」實在罵得淋漓盡致，
也讓讀者胸口累積那股怨氣獲得充分抒發。
同樣是屬於諷刺警察的短篇小說，賴和〈不如意的過年〉著重在主角「查大
人」那種欺壓弱小與趾高氣揚的心理書寫，陳虛谷〈他發財了〉則以生動活潑的
筆觸，活靈活現的角色塑造、融入劇本的形式（許多人物對話場景都是用「角色：
『……（臺詞）』」的體裁表現），從故事場景、人物對話以及情節發展等各方面
體現了「狂歡劇」的特色，在同時期的臺灣文學作品當中，獨樹一格，令人印象
深刻。

三、 蘊含深意的國族寓言——〈無處申冤〉
這部作品描寫一名好色的巡警「岡平」，先是騷擾庄內林老賊的女兒，逼得
他們不得已只好舉家遷移，再來又意圖染指當地保正鴨角的弟婦，惹得保正一家
告上衙門，卻反而因為官官相護，保正被免職，其弟遭受懲役，弟婦更受不了逼
供而一命嗚呼，岡平則僅被調職到邊界而已。
關於此篇小說，評論者也大多由寫實角度切入，譬如莊明萱云：「在這種無
處申冤的社會環境裡，不但使受害一家『指天誓日』，而且使滿莊百姓更加期待
『出頭天』的到來」
、
「他們身著公服顯得高人一等，而其行跡卻與野獸同類；他
們調戲女性時，可以甜言蜜語，遭到抵抗時則又提索揮劍……作者採用這種反諷
手法，不但可突出這類人物的思想性格，且可達到化『神聖』為腐朽，化『莊嚴』
為醜惡的效果」，另外在臺灣的相關學位論文中亦有：
就被殖民的臺灣百姓而言，人間幾無公義與法律存在。不管是像林老賊的
32

黃天橫口述，陳美蓉、何鳳嬌訪問紀錄，《固園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
（臺北：國史館，
2008），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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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遷徙，被迫選擇迴避之途，或是像地保弟婦的以死殉難，主動選擇犧
牲之途，對橫行暴虐故我的統治者而言，都不足以形成道德上的制裁，不
足以改變殖民地百姓的命運。……可見體制不變革，不公不義的事仍將層
出不窮：苦難的鐐銬也終難以解脫。因此，虛谷所著眼的不在於「點」的
批評，而是「體」的透視。顯出陳虛谷對日本殖民體制的洞察入微、對臺
灣歷史格局的深切體悟。33
諸如此類，皆以寫實小說、抗議小說、歷史小說論之，此恐有將文學作品機械比
附而成為歷史文獻之嫌，作者豈無藉此表達其弦外之音、意外之旨？吾人是否可
以找到其他評論或理解之徑路？陳虛谷在字裡行間是否有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
可供後人考掘與解碼？
筆者認為，此篇作品應屬一篇國族寓言。首先，故事起首不似〈他發財了〉
那般好整以暇的先描寫周圍景物而預作鋪陳渲染，而是開門見山的以咄咄逼人的
岡平巡警與病奄奄的林老賊作強烈的對比：
「碰碰碰」巡警打門聲甚急。「碰碰、碰碰碰」這時巡警已經有點生氣，
很猛的用腳踢了幾下，祇聽得乒乒乓乓的一陣亂響，兩扇破門都倒在地
上，裏面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面色金黃，四肢消瘦，帶著呻吟的聲，慢
慢地一步一步移出來看，「到底是誰，這麼鹵莽，便是要拿去刣頭，也無
須恁般著急。」
其實這兩個角色即隱喻著十九世紀末葉明治維新後國力強盛的日本以及無力回
天而千瘡百孔之滿清中國，其名字「老賊」雖屬臺灣鄉下人故意取賤名而使小孩
好養之習俗（小說中岡平巡警曾跟保正詢問過此名字：
「『林老賊因何叫這名字？
是不是小少的時候愛做賊？』他問。地保哈哈大笑道：『不是！鄉下人，名是胡
亂叫的，沒有什麼意思。』）不過此一典出《論語》
「老而不死是為賊」之稱呼，
殆影射該國屬於所謂「文明古國」，而其罹病臥床之模樣，則指涉著該國已然陳
疴難起之情勢。至於女兒遭到欺負之後，林老賊卻束手無策，其妻詈罵云：
「喲！
你真不中用！虧你做男子！難道你想要做彭祖是不是？」「女兒被欺負了一次又
一次，妻也被打折了腕，別人家見了尚不平，你反而無事人一樣，咳！你真是……
泥土糊不上……壁呀！」這也彷彿是在說清國也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日本佔領臺
灣，誠所謂「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34。
至於「岡平」此一日本姓氏35，則是作者刻意挑選的罕見姓氏。透過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建置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36查詢，日治時期總督府在臺文武

33

吳叔馨《陳虛谷及其文學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7），頁 115-116。
34
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
（臺北：大業書局，1987），頁 365。
35
日文稱「姓氏」為「苗字」（みょうじ）。
36
網址為：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2017 年 10 月 20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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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以「岡平」為姓者，竟然連一人也無。在日本的「名字由來 Net」37查詢，
「岡
平」現今在全日本排名第 10542 位，全國人數亦僅 670 人。可見作者為了避免不
必要的誤會，對於人物姓氏之設定亦有所斟酌。
值得注意的是老賊那位貌美的女兒名為「不碟」，其實臺語讀為〔buai tī〕，
就是「不要」的意思（這在很多臺語文獻當中都可看到，如拱樂社內臺歌仔戲本
《劍底鴛鴦》：「嫌我女賊講不碟」38、《真假王子》：「早前是你不碟某」39、《小
女俠紅蝴蝶》：「總講囝仔我不碟」 40等），臺灣早期漢人社會因男尊女卑，視女
兒為「外頭家神」，為女兒取名多有此類用詞，與「罔市」、「罔腰」之意相似。
不過，此處「不碟」所指實為臺灣，隱喻臺灣為滿清不要的棄地，如同馬關條約
之議成，有署名「全臺紳民」上秉之電報曰：「臺灣屬倭，萬眾不服；迭請唐撫
代奏臺民下情。而事難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慘曷極！伏查臺灣已為朝廷棄
地，百姓無依；惟有暫行自主，死守不去；遙戴皇靈，為南洋屏蔽」41云云，亦
表現被拋棄、為清國所「不要」的心理樣態。
此外，岡平巡警對於不碟表現了強烈的覬覦之意：「他到這裏不多日，就曉
得不碟是最漂亮的。他實在被不碟迷倒了。他回去的那一夜，想像不碟胸前翹起
的雙峰，纖細的腰圍，肥大的臀部，他恨不得即刻把他緊緊摟抱在懷中。他就自
思道：
『不信在這麼一個廢墟似的荒村，又是這麼一個獃頭獃腦的老賊，會生出
這麼一個天仙似的女兒。』」這無異是隱喻著：這麼一個腐敗顢頇的滿清帝國，
竟然會擁有這麼一個美麗之島臺灣，而岡平巡警對於不碟的亟欲染指之心，則彷
彿是日本對於臺灣的強烈企圖——日本在豐臣秀吉掌權時期，就曾於 1593 年遣
使招諭「高山國」（即今臺灣），德川家康幕府時期，亦於 1609 年由有馬晴信率
軍視察「高山國」42，到了 1874 年再以琉球人民遭臺灣原住民殺害為由而出兵
臺灣，此即「牡丹社事件」
（日本稱「臺湾出兵」、
「征臺の役」或「臺湾事件」），
爾後更加積極謀劃，終於在 1895 年藉由甲午戰勝而逼迫滿清將臺灣割讓，實現
了多年來南進擴張領土之謀劃。
事實上，女體原本就常常成為土地之隱喻，此與其同樣具有生育、繁殖之能
力有關，希臘神話中的大地之神即為女神「蓋亞」
（Gaia）43。在臺灣戰後的小說
作品中，亦時常有此類隱喻手法，譬如呂赫若〈冬夜〉中的彩鳳，丈夫戰死於南
洋，又被中國來的商人欺騙感情與傳染梅毒44，隱喻著臺灣在戰後的悽慘遭遇；
37

網址為：http://myoji-yurai.net/。2017 年 10 月 20 日瀏覽。
陳守敬編劇，《劍底鴛鴦》（臺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1），頁 129。
39
陳守敬編劇，《真假王子》（臺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1），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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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守敬編劇，《小女俠紅蝴蝶》（臺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1），頁 66。
41
俞明震，《臺灣八日記》，《割臺三記》
（臺北：大通書局，1987），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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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婉窈，《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 38-39。
43
孟德宏，〈Gaia（蓋亞）與女媧——漫議中、英文裡的「大地母神」
〉，《英語沙龍》，2012
年第 5 期，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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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赫若，〈冬夜〉，《呂赫若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0），頁 281-295。原刊於《臺灣
文化》，第 2 卷 2 期，1947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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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石濤《西拉雅末裔潘銀花》45中的女主角潘銀花，先後接納了五個不同出身的
男人，在女性情欲自主的意涵之外，更有後殖民色彩的「大地之母」的象徵46；
李昂《看得見的鬼》當中刻畫了宛如鹿港市街守護女神的「不見天的鬼」47；至
於白先勇《臺北人》裡面的臺灣本土女性角色更往往是作者個人意識型態視角下
的國族社會擬人化，例如〈花橋榮記〉48中的洗衣婆阿春，「那個女人，人還沒
見，一雙奶子先便擂到你臉上來了，也不過二十零點，一張屁股老早發得圓鼓隆
咚。搓起衣裳來，肉彈彈的一身。兩隻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見了男人，
又歪嘴，又斜眼」，先是跟盧先生相好，後來竟然又在盧先生房裡偷人，以此不
貞之性格指涉臺灣先後受過荷蘭、日本等外來殖民者之統治。還有〈那片血一般
紅的杜鵑花〉49中的下女喜妹，「全身總是箍得肉顫顫的，臉上一徑塗得油白油
白，畫著一雙濃濃的假眉毛，看人的時候，乜斜著一對小眼睛，很不馴地把嘴巴
一撇，自以為很有風情的樣子」，最後卻被外省籍的男工王雄給強暴了，此彷彿
影射著外來殖民政權對於臺灣的暴力馴服50。
同樣是強暴情節，在 1928 年發表的陳虛谷〈無處申冤〉沒有直接描寫巡警
強得逞之情節，頂多只是「伸手去撫弄不碟的雙乳」，或者再加上「手執藤杖大
搖大擺而來」、「他把劍高高地揮起，像要砍下去」之類婉曲的佛洛伊德意象51，
但是在 1969 年發表的白先勇〈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則以毫不掩飾的筆觸描
寫了喜妹被強暴之後的樣子：「她躺在園子裏，昏迷在一叢杜鵲花的下面，她的
衣裙撕得粉碎，上體全露了出來，兩隻乳房上，斑斑纍纍，搯得一塊一塊的瘀青，
她頸子上一轉都是指甲印」，前後相隔四十年之小說作品，雖有隱晦婉曲與寫實
露骨之別，不過，臺灣遭受殖民者之蹂躪糟蹋則如出一轍。
本篇既為作者有所寄託之政治寓言，則有意無意之間便透露些許政治言語，
例如保正勸慰不碟母親時說：「你慢慢地聽我商量，當今是他們的天年，我們不
合頭戴伊的天，腳踏伊的地，凡事要認輸鬮。古人說，世事讓三分，天寬地闊，
他們官官相為，莫說你奈何他不得，便是有二十個的我，也是無奈他何！」表現
殖民地人民的卑微處境。還有，岡平巡警所說的：「你們在清朝時代，不是常被
官府打死了，刣了頭嗎？你們比起他們，真是幸福，你們不知感謝，還要和我們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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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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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你們若嫌我們政治不好，統統返去支那好啦。」這更是殖民者時常流露出
來的高高在上、反而要人民感恩其統治的心態，戰後的政權也是抱持著相同的心
態而君臨臺灣52，兩者之殖民論述殊無二致。
小說之中寫道，岡平巡警事後對林老賊蓄意尋釁導致其遠走他鄉：「一天，
因為老賊到外地方去，他就以違反旅行規約為名目，召他來毒打一頓，跪了半天，
又罰了二圓，然後放他回去。老賊知道這個冤家是無法可解，他們夫婦倆，商量
逃避的方法，千思萬量打算，唯有走為上策，他們於是搬起家私，遠遁他方去了。」
細思尋繹像林老賊一家這般臺灣傳統農村的勞力人口，不僅多年來都在此地工
作，親戚朋友等人際關係網絡更也都在村落及其周遭，
「遠遁他方」？談何容易。
此殆亦屬作者虛構之寓言，林老賊一家比喻的是遭受殖民壓迫而忍氣吞聲的一
方，其所謂「遠遁」指的是從此再也沒有反抗的聲息出現了，這就如同吳濁流《臺
灣連翹》當中「我」的祖父所諄諄告誡的：「志宏，你長大了，一定要以『明哲
保身』為第一，絕不能因一時的憤怒而衝動起來。無論如何都得隱忍自重。……。
志宏，反正已經變成日本人的天下了，只要照他們的要求繳納重稅，以後便做自
己喜歡的事，這世間還是可以過得很快樂的。要像你們的父親，不想多餘的事，
專心賺錢，在日本人的天下，也可以快樂地生活的」53，在專制高壓統治之下的
人民為求生存，往往無奈的採取此種對策。
不過，在這篇小說後續還有另外一個對照組，即地保鴨角54一家。地保的弟
婦受到岡平巡警的調戲，「他的弟弟們，個個都摩拳擦掌，要當場和岡平比武，
終被他擋住」，第一次的反應已與林老賊之軟弱無力不同。後來岡平又趁著地保
家中男人外出，潛入非禮弟婦，「忽而腳步聲響，她的丈夫跨門而入。岡平騰身
一躍，揮劍砍去，她的丈夫急忙跳出屋外，岡平也乘勢跑了。她的丈夫不敢追趕，
把他的公服和帽子收起。兄弟們商量明天去郡衙見證，地保這時也氣憤憤指天誓
日。次日早晨，就有巡補要來給他們和解，被他們拒絕了。他們把那些證據品親
送到郡衙，說明昨夜的事情。」下定決心要予以揭發，結果呢？作者以簡潔扼要
的筆觸描寫接下來發生的悲慘遭遇：
郡衙剛巧接到巡補的報告，登時將他們拘留了。又電命巡補將地保的弟婦
押送到郡衙裏來，司法科主任迫她否認強姦的事實，她不依從，就灌水毒
打，她昏過了好幾次，遍體鱗傷，鮮血淋漓，她因十二分當不起這種慘刑，
幾番想要承認，又怕丈夫受罪。她想自己失節，又累丈夫吃苦，有何面目
活在世間？倒不如一死乾淨。 所以她始終不變口供，一連拷問了三天，
嗚呼哀哉！一縷香魂向枉死城去了。不數日，一干人犯，連一件書類，就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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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見是非生〈新論理的爭辯〉，《臺灣文化》，第 2 卷 2 期，1947 年 2 月，頁 32。
53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臺灣連翹》
（臺北：草根出版社，2000），頁 24-25。
54
「鴨角」在臺語當中是指較為年輕的公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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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過檢察廳，地保又拘留了十幾天，方才釋放出來，地保的榮職？勿論是
免職了。他的小弟，以誣告及侮辱官吏的罪名，裁判懲役五個月，於是這
件天大地大的案件，就告完結。岡平呢？不上一月，也就轉動去邊界。
日治時期的統治固然專制，不過如此顛倒黑白、草菅人命之情節，則已經誇張得
令人咋舌，與其從相關的史料裡面去找尋是否有類似的佐證，毋寧可將此理解為
作者對於臺灣人民在日本嚴密的統治之下若意圖與官方正面對抗之後會出現的
意料中的結局。回顧日治時期的臺灣人民抗爭史，包括前期的武裝反抗以及後期
的社會運動55，因為總督擁有律令制定權（即所謂「三一法」）
，又有密如天羅地
網的警察組織56，而且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方面都被牢牢掌控，被統治
者的各種反抗皆如蚍蜉撼大樹一般，總督府打擊臺灣人民反抗勢力可謂毫不手
軟，遑論當時的臺灣人民不像印度人民那般團結起來支持甘地，反而有許多都如
賴和〈惹事〉裡面的保正與甲長那般軟弱屈從而「對於爭取公理正義怯於行動力」
57
，反抗運動更難以收效。
小說中描寫到岡平巡警被轉調到蕃界時，當地民眾歡天喜地的說道：「謝天
謝地，燒大百金58呀！天真有目，要他去做生番的牲禮呀！」作者這篇作品發表
當時，雖然臺灣原住民馘首之習俗大致都已經停止，不過二年之後就發生了霧社
事件，確實有不少當地的警察就成為「生番的牲禮」。後續的描寫則寓含深意：
又有一些人道：「且慢歡喜，年年總是送往迎來，但我們年年不是過著艱
苦的日子嗎？」
「除非天要作成人把 XXX 了，我們永遠是沒有出頭天！」
他們被這一句提醒了，露出純樸沒有表情的容貌，痴痴地在互相觀望，似
有無限說不出的感概，又有無限失望的樣子。
文章中可能為恐觸犯時忌而在刊出時有三字遭刪除，不過從前後文脈絡卻無礙於
讀者理解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涵：只要其殖民體制以及高壓統治沒有被打破，人民
自決以及民主自由體制沒有建立，一味的期盼下個殖民統治者會更好，是沒有意
義的。此似乎一語成讖的預言了臺灣戰後「再殖民」的處境，而且呼應了同屬彰
化文人葉榮鐘的詩句：「送虎迎狼四百年，斯民命運實堪憐」
（〈感事〉）59，這部
小說〈無處申冤〉也在此留下了讓讀者深思的無限空間。

四、 現代性的帶來的斷裂與迷惘——〈榮歸〉
陳虛谷的四部小說中，〈榮歸〉不僅在臺灣日治時期小說選本當中受到較多
55
56
57
58
59

許世楷著，李明峻、賴郁君譯，《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臺北：玉山社，2006。
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上）（臺北：草根文化出版社，1998），頁 277-281。
許俊雅〈黑色喜劇〉，賴和《惹事》
（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頁 58。
「大百金」即「大百壽金」，拜天公時需用此類金紙。
葉榮鐘，《少奇吟草》（臺中：晨星出版公司，2000），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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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睞，也受到許多評論家的矚目與討論，例如陳映真指出：
「〈榮歸〉是日據時代
臺灣文學家陳虛谷極少數幾篇小說中最重要的一篇」
、
「王秀才與王再福的演說，
成為陳虛谷〈榮歸〉的重大的焦點，犀利、深入、生動地糾彈和批判了當時殖民
地臺灣舊式地主階級知識份子和買辦的新式知識份子」60，張恆豪也認〈榮歸〉
在陳虛谷的四篇小說當中「藝術成就較高」，而且帶有諷刺之意：
一個日本天年的前清遺老，面對朝代的嬗替，有「時不我予」的無措又無
奈，自怨滿腹詩書，解決不了一封簡易的日文電報，受挫的情結乃轉變成
自閉的孤傲，整日埋在鴉片煙裡麻醉自己，看不見殖民地的瘡痍，當然也
瞧不起那些接受新教育的青年。但，又苦心培育他的下一代，徵逐於高等
文官的顯赫之路，以至在一味向殖民者的語言、意識、文化認同之餘，逐
漸鄙夷起自己的母語、自己的鄉親、自己的本土根性。61。
施懿琳於《彰化縣文學發展史》當中亦認為「在諸多批判日本殖民統治的小說之
中，〈榮歸〉算是相當成功的，它透過一個追逐做『日本秀才』的青年、一個迂
腐的舊文人，以及一群無知的群眾，不落言詮地顯露出殖民教育的成功，並從而
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做了最銳利的批判」 62，許俊雅則表示：「陳虛谷的小說〈榮
歸〉具體反映了臺灣新舊士紳投機勢利的性格，撻伐了某些臺灣人見風轉舵，挾
異族以自重的奴化性及劣根性」63，陳芳明也指出：
「〈榮
歸〉這部小說，描繪舊士紳家族的兒子考上日本高等文
官的故事，為了追求利祿，全家毅然放棄民族的立場。
這種衣錦還鄉的故事，背後透露了殖民地心靈的扭曲」
64
，以上諸多前輩對於〈榮歸〉之論析皆十分精闢深入，
以下擬由不同的角度切入以作為補充。
首先，這部作品是否有創作時所參考的模型人物，
亦即小說發想所根據之「元文本」？故事中的主角王再
福考中高等文官，消息傳到家裡，他的母親高興的說：
「我昨夜夢見他回來，分明是坐著四垂的轎，前有大鑼
哨角，後有許多跟人，最後又有一頂四人抬的紅轎。人
家盡喊是阿罩霧的小姐，好像是奉旨完婚的。我喜歡得
真要搥腳頓蹄。」若先以此為線索來進行考察，日治時
期曾娶阿罩霧林家小姐的高等文官，經查有二人：其一
為劉明朝（1895～1985）
，號靉舲，今臺南柳營人，1922
60

劉明朝像。《臺灣人士鑑》
（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1937），頁 425。

陳映真〈再起臺灣文學的藥石——讀陳虛谷〈榮歸〉〉，陳逸雄編，《陳虛谷選集》（臺北：
鴻蒙文學出版公司，1985），頁 19-25。
61
張恆豪〈澗水嗚咽暗夜流——陳虛谷先生及其新文學創作〉，《陳虛谷、張慶堂、林越峰合
集》
（臺北：前衛出版社，1990），頁 94。
62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 180。
63
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頁 398。
64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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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畢業，翌年被任命為總督府屬，是為日治時期首位
本島人官僚。同年十二月高等文官試驗行政科合格，為臺灣首位高文及第者。歷
任總督府土木局勤務（兼內務府）、專賣局翻譯官、地方理事官、新竹州內務部
勸業課長、總督府殖產局水產課長、殖產局山林課長、高雄稅關長等。其妻為林
雙彎，阿罩霧林家下厝林仲衡次女。65
另一人則為杜聰明（1893～1986）
，號思牧，今新北淡水人，1915 年負笈京
都帝國大學醫學部，1920 年受聘總督府醫學校講師，翌年任醫學校助教授兼總
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敘高等官七等，1922 年升任醫學校教授，同年獲得京都
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937 年任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敘高等官二等，因對鴉
片煙癮及嗎啡類慢性中毒之豐碩研究成果，榮獲日本學術協會賞，敘五等瑞寶
章。1942 年陞敘高等官一等，是本島人在日治時期任官等最高者，1945 年擔任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戰後歷任臺大醫學院院長、高雄醫學院院長、亞細亞及大
洋洲醫師會聯合總會會長等。其妻為林雙隨，林仲衡長女。66
此二人恰為連襟之關係（即臺語稱「大小仙」）
，雖然同屬高等文官，不過前
者是通過高等文官試驗者，後者則是以學術專長獲聘高等文官，以前者之情況與
陳虛谷小說所描述之「高文及第」較為符合，而且小說主角之父親具有秀才身份，
經考察杜聰明之父親杜日鳳僅是當地茶農67，劉明朝的父親劉神嶽則是 1883 年
（光緒 9 年）府試及第，列名縣學秀才68，由此更可確定小說靈感之源頭諒以劉
明朝作為故事人物原形而進行再創作，其作為臺灣首位「高文及第」者，亦頗具
代表性。當然，其中有許多描述想必是作者為了凸顯創作主旨而虛構想像、加油
添醋的部分，不盡然與歷史人物之真實行跡完全符合。
另外，這篇小說除了諷刺與批判的明顯創作主旨之外，是否還有其他隱微的
言外之意呢？實則此部〈榮歸〉猶呈顯了新舊時代交替期間，臺灣人民面對混雜
著殖民性與現代性的時代浪潮之際，身份定位與內心處境的荒謬與無奈。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踏上了「文明開化」（ぶんめいかいか）的現代化之
路，蛻變為亞洲最為進步的國家，1895 年臺灣改隸之後，也擺脫了封建腐敗的
滿清政權而進入了新統治者的「殖民現代化」
（colonial modernization）歷程，在
時間與空間感的再造、思想的啟蒙與除魅、親密關係的轉變等各方面都產生了巨

65

張子文等，《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頁
673-674。
66
莊永明，〈臺灣第一位博士——杜聰明〉，張炎憲等編《臺灣近代名人誌》
（臺北：自立晚報，
1994），頁 107-120；莊永明，〈醫學大師——杜聰明〉，林衡哲編，《廿世紀臺灣代表性人
物》（一）
（臺北：望春風文化公司，2002），頁 119-140；陳永興〈臺灣人第一位醫學博士、
醫學教育家——杜聰明〉，《醫者情懷——臺灣醫師的人文書寫與社會關懷》（臺北：印刻文
學生活雜誌出版公司，2009），頁 91-104。
67
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
（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2），頁 20。
68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
（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 257；住屋圖南，《臺灣人士
之批評記》
（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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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響與變化69。然而當時的臺灣人民在現代化這風起雲湧之時，如何自處與
調適呢？
陳虛谷在〈榮歸〉當中就分別針對舊時代的傳統知識階層、接受現代化教育
的新知識份子以及一般基層人民三方面進行描述。故事開頭，主角的父親「王秀
才」接到現代化通訊載體「電報」的時候，卻因為上面記載的是殖民者的國語而
無法閱讀理解，「秀才長嘆了一聲，索性把電報擲在棹上。他恨自己滿腹詩書，
無力解決這個當下急切的問題。他不能無咒詛朝代的變遷，詩書的不值錢了」，
現代性揉雜著殖民性，不禁讓這個前現代的知識階層感到目眩與迷惘。他接著對
於新式教育也顯示出輕蔑與不屑之意：「他並看不起了受新教育的青年，以為這
班人只會裝腔作勢，講幾句時髦的話，其實胸中全無半點文墨」，而且對於讀書
的出路，仍然用舊時代的頭腦在思考：「黃金的世界，有錢可使鬼，讀書人除做
官發財以外，學問畢竟也是空談無補的」。
接著，作者透過王秀才、秀才娘、大兒子一家三口之間的對話，來凸顯舊思
想是如何頑固的持續盤據在人們的腦海中。秀才娘先說她夢到兒子將迎娶阿罩霧
林家的小姐，而且是用「四人抬的紅轎」
、
「奉旨完婚」
，然而小說發表當時的 1920
年代，婚禮採用自動車（汽車）而不用轎子的情況已經日漸增多70，遑論如「王
再福」這樣受過新式教育的青年，更有可能採用自動車而非轎子，此外，當時滿
清皇帝早已退位十餘年，究竟要奉誰的聖旨而完婚呢？
當秀才娘問說「高文」是什麼官銜時，大兒子先說可以當郡守、知事，秀才
娘接著又問：「這比得起清朝的秀才嗎？」，大兒子回答：「不止咯！差不多是舉
人、進士咧！」這樣才讓她母親瞭解，並且開心的笑說：「當真嗎？比你阿舍還
要威風的嗎？」郡守與知事終究還是臺灣改隸之後才出現的官制，仍要透過舊時
代的科舉稱謂才能讓秀才娘有所衡量比對。
當大兒子說「高等文官」要與全日本的讀書人競爭，能夠考上非常不容易，
秀才卻只用「升官發財」的舊思想問說日後薪水有多少，大兒子回答之後，秀才
不禁感嘆道：「呀！到底還不及清朝時代好呀！功名一進了，做官發財，三妻四
妾」
，對於前朝的緬懷心情表露無遺。而且，這明明是兒子努力念書之後的成果，
秀才卻說：「呵！此子初出世的時候，我就差人去觀音亭給他相一個命。命底是
正官正財，今日果真應驗了。新式人都笑我們舊頭腦迷信，然而確是鑿鑿有據的，
萬事都是天註定，千斤力不值得四兩命。哈哈！」秀才娘繼續補上一句說：「此
子依相命先生說，確是天頂的一粒星咧。」兩人腦中充滿著未經除魅的迷信思想。
進入小說的第二段，作者以細膩寫實的筆觸刻畫秀才吸食鴉片的情景，似乎
也讓讀者身歷其境的進入了那片煙霧裊裊之中，這除了表現舊知識階層生活頹廢
69

顧敏耀，〈臺灣日治時期傳統人文對現代性的容受與拮抗——以古典詩作為分析對象〉，《嘉
大中文學報》，第 3 期，2010 年 3 月，頁 305-344。
70
陳柔縉，《臺灣囍事》（臺北：東觀國際文化公司，2007），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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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面之外，其實那片瀰漫氤氳的鴉片煙，何嘗不是象徵著籠罩在臺灣社會的舊
時代氛圍與思想呢？縱使在物質層面早就已經出現火車、汽車、腳踏車、西服、
電話、電燈、百貨公司等現代化的新事物71，然而前現代的魅影並非揮之即去的。
在第三段裡，雖然慶賀會場門口插了兩面日本國旗，但是王秀才依舊使用其
慣用之前清時期文言文來發表感言，只是文中「帝國」指涉對象由滿清帝國轉換
為大日本帝國而已。接著換王再福上臺發言時，則使用他接受新式教育所習得的
日本話，引來臺下一番討論：
老人：「他日本話說得很流利呀！可惜我們聽不懂，太殺興！」
第二老人：
「日本話定然是比臺灣話好講，不然今天的宴客，全是臺灣人，
他何苦講日本話？」
保正：「他是到過日本很久的，恐怕是把臺灣話忘掉了。」
老人：「笑話！真正豈有此理？不過是做官人講講官話吧了。」
青年：
「方今是日本世界，講日本話就是尊嚴的表示，是一種的示威呢。」
保正：「凡事總要馬馬夫夫，太過認真，官就做不成，錢就無處賺，勢力
也使不行了，是不是？」
在小說理論當中有所謂「不可信賴的敘事者」，作者設計這樣的人物是為了「用
有趣的手法揭露表象與真實之間的斷裂，讓人看見人類如何扭曲或掩飾真實」
72

，其實對於當時新知識階層而言，日語除了是殖民者的語言之外，更是他們接
受新文明、新思潮、新知識的重要工具，在殖民性之外也具有現代性的特質，何
況由公學校一度到負笈日本內地而考取高等文官，其日語必然比臺語來得更為流
利，甚至頭腦裡面思考所用的語言也早就已經是日文了，幾乎接近所謂「他者的
單語主義者」73，若要勉強以母語致詞反而會口齒蹇澀，這其實是全球各地被殖
民者所共同面對的困境 74 。王再福雖然內心沒有苦悶與掙扎甚至還十分志得意
滿，不過，他其實說穿了也只是自然而然的選擇了最擅長的語言而已，這卻被臺
下的觀眾逕自解讀成「做官人講講官話」
、
「是一種示威」等，恐怕流於太過武斷
浮面而忽視了背後的整個時代脈絡，臺上與臺下雙方都身處於殖民處境而缺少自
71

陳柔縉，《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11。
David Lodge 著，李維拉譯，《小說的五十堂課》
（臺北：木馬文化公司，2006），頁 206。關
於此一小說家時常運用的技巧，亦見於其他小說論述，如 Thomas C. Forster 著，潘美岑譯，
〈別相信任何人〉，《美國文學院最受歡迎的 23 堂小說課》
（臺北：采實文化事業公司，2014），
頁 73-83；許榮哲〈有問題的敘事者——真誠可信的謊言〉，《小說課——折磨讀者的秘密》
（臺北：國語日報社，2010），頁 56-59。
73
「他者的單語主義者」簡言之即「我只說一種語言，而這語言不是我的」，見 Jacques Derrida
著，張正平譯，《他者的單語主義——起源的異肢》
（臺北：桂冠圖書公司，2000），頁 1。
74
連橫對此現象亦有批判之語：「顏之推氏有言：『今時子弟，但能操鮮卑語、彈琵琶以事貴
人，無憂富貴』。噫！何其言之惋而戚耶！今時子弟能操『東語』、唱『和歌』而不能富貴；幸
而得事貴人，不過屬吏下士。一朝得志，趾高氣揚，則不屑操臺語，若自忘其為臺人矣！霧峰
富人子留學東京數年，不能操臺語。或告之曰：『汝他日歸家，將何以與汝父談話』？曰：『吾
倩一通譯可耳』。此所謂『似我教育』也。霧峰為『同化主義』發源之地，宜其有此子弟！」見
《雅言》
（臺北：大通書局，1987），頁 12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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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與自省。
至於最後一段：「火球般紅的夕陽，將要沈下去，把西方的天邊，烘成了一
片紅豔如錦的雲霞，好像是朝著王家表祝意。」前行研究者或解讀為：「初登龍
門的新貴固然是紅透半邊天，無奈黃昏已近，又能顯威至何時呢？」75或者認為：
「夕陽顯然是與小說中王家門口懸掛的旭日國旗相互輝映，非常具有高度的象徵
手法。沒落的朝代一如夕陽那般，卻眷顧著忘記了民族立場的王家」76。除此之
外，筆者認為，這段是與前面所述之內容相互呼應：「戲臺上正演著一齣狀元遊
街，臺上的假狀元，似乎還要比臺下的真高等文官威風十倍，累得滿座的來賓，
都笑得死來活去」，新時代的高等文官仍然仍然不及舊時代的假狀元，新時代的
高文及第仍然要用宛如夕陽西下的舊時代思維框架來讓人們認識其榮耀所在。
日治時期臺灣小說當中，表現此種現代性進入臺灣之後所造成的切割斷裂、
格格不入甚至雞同鴨講之情況，除了陳虛谷這篇〈榮歸〉之外，還有賴和〈蛇先
生〉77中的臺灣民間傳統草藥與現代西方醫學之間的衝突，至於〈一桿「稱仔」
〉
78

則更具代表性——日治時期為了改進臺灣各地混亂不一的度量衡使用情況，先
後頒佈了《臺灣度量衡條例》
、
《度量衡規則》
、
《臺灣度量衡規則》等相關法規79，
讓臺灣在度量衡使用上也能具有標準化與科學化的現代性特色。小說主角秦得參
其實是因為使用了舊時代的非標準化度量衡器具80，所以被巡警將其「稱仔」折
斷銷毀，但是，不僅他自己不明所以，市場中的人亦然：「該死的東西！到市上
來，只這亦就不懂？要做什麼生意？汝說幾斤幾兩，難道他的錢汝敢拿嗎？」此
可謂「一盲引眾盲，相將入火坑」81，使用前現代的人治思維來理解文明社會的
依法辦事，誤導了秦得參，甚至也誤導了許多現今的讀者。當秦得參被帶到法庭
上時，他與法官的對話更是顯現雙方在思維上的方鑿圓枘，法官以具有現代性的
無罪推定原則以及證據裁判主義來審問當事人是否確實有此犯行，然而秦得參卻
仍停留在滿清時期的有罪推定與口供裁判主義，僅是再三的喊冤枉而已，雙方南
轅北轍的觀念造成了巨大的隔閡而難以溝通。小說主角最後走上了與巡警同歸於
盡的悲劇道路，背後的原因主要殆即當局由上而下強制推動的殖民現代化所形塑

75

張恆豪〈澗水嗚咽暗夜流——陳虛谷先生及其新文學創作〉，《陳虛谷、張慶堂、林越峰合
集》，頁 96。
76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頁 93。
77
賴和，《賴和集》
（臺北：前衛出版社，1990），頁 81-93。
78
賴和，《賴和集》，頁 55-65。
79
陳慧先，《「丈量臺灣」——日治時代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59。
80
在賴和〈一桿「稱仔」〉當中對於「稱仔」的來源描述是：「一天早上，得參買一擔生菜回來，
想吃過早飯，就到鎮上去，這時候，他妻子才覺到缺少一桿稱仔。『怎麼好？』得參想，『要
買一桿，可是官廳的專利品，不是便宜的東西，那兒來得錢？』她妻子趕快到隔鄰去借一桿回
來，幸鄰家的好意，把一桿尚覺新新的借來。」末句業已透露玄機，所謂「尚覺新新的」，其
實就是舊的，並非官府核可的標準桿秤；當秦得參被警察要求檢視「稱仔」時，他也只是說「稱
花還很明瞭」，而非指出桿秤上面有官府印記，由此皆可得知實情。
81
唐丹霞天然禪師詩句，見《五燈會元》卷五，《卍續藏‧1565‧80 冊》。
93

的整個社會運作模式讓他極度適應不良所致82。
臺灣從日治時期開始真正進入現代化階段之後，人民或是囫圇吞棗而引喻非
義的形塑了一齣如〈榮歸〉那般的黑色諷刺喜劇，或是迷惘誤會而苦悶悲憤的演
出了如〈一桿秤仔〉那般普羅階層的生死悲劇，到了終戰之後，又被帶著更多前
現代封建觀念的新殖民政權統治，透過包括學校教育等各種管道被灌輸了許多原
本中國在五四運動時期早就已經遭受嚴厲批判的儒家孔教之過時思想，時至今
日，現代性新思想與前現代的陳舊觀念仍然不斷拉鋸，臺灣人民要成為具有新思
維的現代化國民，仍然需要奮力往前持續邁進。

五、 反抗的伏流——〈放砲〉
日治初期來臺之漢文人佐倉孫三於其《臺風雜記》記云：「臺人以硝藥製小
烽，名曰『爆竹』，似我所謂『花火』而稍異。暮夜火之，以攘魔病。東家西鄰
齊發之，其聲爆然轟然，白煙橫於空，污臭四散，頗覺爽快」83，片岡巖《臺灣
風俗誌》亦云：
「祭祀、慶賀或喪葬時都放爆竹。這是以爆炸聲驅邪的意思。
《該
84
聞錄》有：李某住到山中時，山燥 到鄰居仲臾家裡作祟，這時李某在院前燒竹，
鬼被爆炸聲音嚇的不敢再來害人。後來演變成用紙筒裝硝藥的紙炮，而仍稱爆竹」
85
，可見爆竹在臺灣是用以驅邪攘鬼，陳虛谷卻偏要寫一篇小說是民眾施放爆竹
卻偏偏引鬼上門的故事，究竟是何種鬼呢？原來是一個貪吃鬼，亦即本篇故事之
主角「真川」巡警，其諷刺意旨不言可喻。
〈放砲〉分為前後二段，第一段描寫真川巡警夫妻攜其幼子一家三口，與保
正一起到本島人「老牛」家中吃飯的經過。老牛對於真川一家殷勤奉待，先取香
菸、茶水請真川夫婦，再給小孩子吃香蕉、龍眼，結果小孩子卻把龍眼子四處亂
丟，
「滾落到神明公媽的卓頂，跳入筵席的碟仔內，碰到保正的頭殼」
，老牛裝出
笑臉，保正敢怒不敢言。吃飽之後，小孩子哭著要喝汽水，老牛只好又派人去買
回來，飯後又呈上點心「鳳梨泥」，一家人吃飽之後拍拍屁股就走人。老牛等他
們走遠之後，不禁咒罵著：「啊啊！交官窮，交鬼死，請他實在不值飼狗。開六
七圓，連叫聲勞力都無，第一討人厭就是那小孩子，幹伊娘！全無教示！氣破腸
肚！」
這段描首先是如前行研究者所述：「日本人兒童肆無忌憚地入侵臺灣人最尊
敬的『神明公媽』之地盤，呈現出民族與權力關係的不平等」86，此外，小說中
保正對於這個日本小孩的談論也頗有言外之意：「你看他這麼小的年紀，膽頭真
82

此關於〈一桿「稱仔」〉之解讀與現今學界之看法或略有差異，留待日後再予詳論。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
（臺北：大通書局，1987），頁 7。
84
此中譯本之「山燥」在日文原版作「山臊」，應皆「山魈」之誤。
85
片岡巖著，陳金田譯，《臺灣風俗誌》（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7），頁 606-607。
86
朱惠足，〈殖民地的規訓與教化——日治時期臺灣小說中的警民關係〉，《臺灣文學研究學
報》，第 10 期，頁 131。
83

94

大哩！通庄的小孩子，都懼怕他，連那十來歲的，也都無一個敢和他夯鬚，一違
犯了他，他就石頭、磚仔擂得你半死，誰敢回手打他一下，他就跑回家去，哭倒
在爸娘的眼前，少不得，你就亂吵吵了。」巡警聽了還在自鳴得意說日本人就是
重視武勇的民族故而日清戰爭與日露戰爭都能打贏云云，保正又繼續冷冷的假笑
說道：「實在不錯，但是臺灣人結局是要認怣的。他們不敢和他計較，全是顧慮
著你，並不是懼怕著他，萬一錯手打傷了他，將要如何是好？常見到三四十歲的
臺灣人，被七八歲的日本囝仔欺負，也置之不較，就是怕惹起大人禍哩。」事實
上，就如同日本的小孩能夠倚仗著父母的勢力而恣意妄為甚至讓臺灣的成年人也
只好忍辱退讓，日治時期在臺灣各地宛如土皇帝一般的巡警之所以能夠橫行霸
道，何嘗不是背後有個臺灣總督府當靠山嗎？作者藉由保正之口而指桑罵槐之意
甚為顯豁，而且也吐露了當時臺灣人只是「認怣」（認輸）而暫時隱忍，明哲保
身而已，宴請的主人家名為「老牛」何嘗不是隱喻著當時臺灣人如同耕畜牛隻那
般即使受盡鞭撻也不敢反抗的無奈處境？
小說中提及的飲食內容亦頗堪探析，「白鹿」確為當時臺灣最為暢銷之清酒
品牌，已如前述，至於老牛招待之食物，水果方面的香蕉、龍眼、鳳梨，皆屬臺
灣盛產而日本少見者，日本漢文人來臺對於後二者特別有記載云：「島中多產果
實，如龍眼肉最占其上位。樹大者過合抱，枝葉扶蘇，蔽十數畝；材質堅牢，帶
赤色似朱檀，可以製器。夏秋之交結實，累累然如聯結金鈴。剝包皮，則出如魚
眼者，味甘而美，核似彈丸黑子。其價不甚賤。土人云：『喫此實滋氣血，養肝
臟」』，漢醫所用肉桂、龍眼肉者是也。亦是貨殖之一寶樹耳」 87、「人之遊臺地
者，無皆不稱鳳梨之美味。鳳梨者，其葉如棕櫚，而其樹矮小，形似我萬年春者。
雜植於䗚畝、山腹等。冬期生實，到夏時而成熟；大如我甜瓜而帶黃色，味甘而
酸，多含水液，可以醫渴。以其發芽似鳳尾，有此名云」88。至於招待的主菜方
面則有「鳳梨豬肺」以及「韭菜豬肝」，其實日本在傳統肉食文化傳統上，一般
僅食用動物身體主要驅幹的部分，其餘頭、腳、尾巴以及內臟諸部位，多數不上
餐桌89，臺灣人則全部皆可食用，甚至內臟的價格還要比普通肉類來得高90，其
中「韭菜豬肝」至今仍是一般臺灣常見的家常料理91，至於「鳳梨豬肺」甚至還
更是著名的「病子菜」92，也就是當孕婦害喜、胃口欠佳、喜歡吃酸味時會烹調
的菜色。真川對於這些臺灣獨特的食材以及烹調方式卻異常喜愛，「臺灣料理實
在真好吃！我最愛吃臺灣料理，米粉咯，炕肉咯，統統真好吃！」作者以此塑造
一位嗜吃臺灣料理的饕餮形象。
殊不知這個饕餮卻在小說的第二段踢到鐵板。他在某日於派出所辦公時，聽
87
88
89
90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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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倉孫三，《臺風雜記》，頁 41。
佐倉孫三，《臺風雜記》，頁 42。
熊怡凱，《真食味—小熊與廚房的非常關係》（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8），頁 35。
梶原通好著，李文祺譯，《臺灣農民的生活節俗》
（臺北：臺原出版社，1989），頁 117-118。
源樺編輯部，《家常菜撇步東問西答》（臺北：源樺出版公司，2009），頁 66。
黃婉玲，《黃婉玲經典重現失傳的臺菜譜》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5），頁 194。
95

到外面傳來鞭炮聲，以為又有人家辦喜事或祭祀，將有人來請他們一家去吃飯，
就先叫妻子不要燒晚飯，結果等到天色變黑都沒有人上門邀請，搞得小孩子開始
哭鬧，妻子心不甘情不願的去廚房煮菜，在吃晚飯時，真川巡警開始咒罵：「這
畜生，真可惡！他分明是要捉弄我們。好好！不來請也罷！明天我出去調查，教
他知道我的厲害。」妻子更在旁邊搧風點火：「你不知怎的？偏愛給他們請。我
實在討厭。又野蠻，又腌臢，無禮無數，厝內像豬稠，身軀臭汗酸，真要格死人。
給他們請，實在失我們做官人大國民的威風，實在是他們土人無上的光榮，料不
到竟有這麼一個不知好歹的東要。明天查究得明白，要打他個落花流水，方得消
我這點恨氣。」不僅吃不到葡萄開始說葡萄酸，而且只為了一頓飯就卸去了「內
臺一體」的民族融合表象而流露出區分「他者」
（the other）93而鄙視土人的殖民
者心態，實在令人失笑。
結果隔天真川巡警假借著查戶口而挨家挨戶的檢視，卻查不到一點證據。真
川後來走到一位民眾「劉天」家中，
「劉天正雙手扶著一個紅龜，吃得嘴歪舌斜，
他一見了，早斷定簡慢自己的，就是劉天」，何以哉？這是因為臺灣人一般只有
祭祀時會做紅龜粿，而祭祀時往往會放鞭炮，故而認定是他。結果真川在劉天家
中卻查不動一點蛛絲馬跡，「大庭是潔淨得一塵不染，他疑心他們是掃除了。他
走到糞坑去檢驗了極其詳細，證據依然絲毫檢舉不出」，僅是一餐飯菜之故，竟
爾檢查到人民住家的糞坑（即臺語所稱「屎礐」），作者諷刺之意亦甚深矣。
真川因為早已一口咬定就是劉天，「隨即他大聲一喝：『你昨天何故放炮？』
劉天似乎聽不懂，呆呆地不答，他就拍的一掌打著劉天的左頰，再一掌他的右
頰 ，劉天兩額的青筋隨時漲高起來，眼睛也要冒出火了。
『大人！我是犯得何罪？
你總無分會，起手就打。』『キサマ，還敢多嘴？』拳起腳落，把個劉天打得跌
倒又起，起了又跌。
」非常具有畫面感的描述了這名巡警之蠻橫粗暴與無理取鬧。
繼而不容劉天苦苦辯解，真川就將他綑綁回派出所，作者描述云：「可憐劉天絲
毫也不敢反抗，一任他綑得緊緊，宛如一隻馴良的狗，跟著他到派出所來了。真
川大喊一聲：『跪下！』劉天苦苦的彎下膝去，跪得雙腳齊齊。」大部分評論者
都聚焦於作者對於日本警察之諷刺，其實從這段敘述之字裡行間，也可看出作者
對於臺灣人民溫馴而不敢反抗的奴隸性格亦有所批判94。後文描述真川訓斥劉天
之後，「劉天聽了，半懂半不懂，他曉得根究辯解是無益的，他只怨自己無能，
怨自己生成是弱者，他絲毫也不想再去根究辯解。他唯有連呼『望大人諒情。』」
更可明顯的看出作者的諷喻意旨。
小說中接著描寫派出所的書記與劉天之間的對話：「『你家昨天有甚喜事沒
93

Peter Brooker 著，王志弘、李根芳譯，《文化理論詞彙》
（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頁
278-280。
94
賴和〈惹事〉當中對此亦又所著墨，故事中的主角看到原本站在同一陣營要揭發巡警劣跡的
保正甲長們，竟然臨陣退縮，還「通過了給大人修理浴室及總舖的費用」，內心非常激動，「便
把這大人的劣跡橫暴一一暴露出來，連及這一些人的不近人情、卑怯騙人也一併罵到。」見賴
和《賴和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0），頁 16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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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做滿月或四月日？』
『沒有呀！』
『有神明生或孝公媽沒有？』
『沒有呀！
全然沒有！』
『你也不是富戶，無事無做，怎麼做粿吃？』
『不是呀！粿是阮妹婿
送來的。孝普度公，我女兒去幫忙，順手帶回來的。』劉天拂拭著鼻涕。」原來
引來這場無妄之災、引來真川巡警暴怒的這個關鍵的「紅龜粿」，是要給普渡公
（即所謂「好兄弟」）吃的，作者藉此譏諷真川四處打秋風、吃免錢飯，難道不
就像個孤魂野鬼一般嗎？
劉天被釋放離開之後，嘴裡咕噥著說：「咳！屈天慢理比土匪更利害。看你
威風有多麼久？留目給你看，到阮的天年拿來貫耳仔牽哩！幹你娘！」其反應與
小說前半段老牛的反應十分類似，都是表面上順從，但是內心裡面卻滿是憤恨不
平之意。作者在這篇作品當中，以這兩個臺灣人為樣本，先是表達他對於臺灣民
族性的不滿，總是逆來順受，暗地裡才趕咒罵幾句；實則在此同時，他也一體兩
面的描述了臺灣人民的反抗意識在那高壓專制的統治之下，仍如伏流一般不絕如
縷，存在於人民私底下一句又一句的三字經國罵當中，等待著有朝一日出頭天的
日子。
此外，作者將殖民統治擬人化為一名巡警，並設定他非常迷戀於臺灣料理，
貪著於吃臺灣人宴席，當地村民「有萬不得已的事情，放了炮，那一天，定要備
辦一些酒菜，請大人去坐大位」，可見殖民者的味蕾似乎反過來被在地「土人」
的食物給征服了，被殖民者藉由美味的食物而在被佔領的土地上重新扳回一城，
此現象在美國亦然95，十分耐人尋味。關於臺灣民眾在日治時期若有祭祀活動則
邀請警察來作客，確屬當時社會之實情96，不過，這種警察「吃」定臺灣人的描
述，其實就是隱喻著殖民者對於臺灣的壓榨與剝削，此與戰後流傳的比喻「狗去
豬來」97有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故事主角之姓氏「真川」，與〈無處申冤〉的「岡平」一樣都是日本少
見之姓氏。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當中亦無一人以此為姓，在「名字由來 Net」
網站則顯示，
「真川」在日本的人數排序為第 9452 名，全國僅 810 人。作者選擇
此類姓氏而不用「佐藤」
、
「鈴木」
、
「高橋」
、
「田中」
、
「伊藤」
、
「渡邊」等常見之
大姓以避免任何影射或對號入座之可能，亦可見其創作時的細心周到。

六、 結語
一般來說，小說總是以藝術形象之「實」來彰顯作品意境之「虛」。藝術
形象中的「實」的成分愈大，作品意境中的「虛」的成分愈小，鑑賞創造
95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著，韓良憶譯，《食物的歷史——透視人類的飲食與文明》
（臺北：
左岸文化公司，2005），頁 220。
96
廖清秀口述，莊紫蓉撰述，《廖清秀苦學與寫作》
（臺北：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4），頁 77。
97
是非生，〈新論理的爭辯〉，《臺灣文化》，第 2 卷 2 期，1947 年 2 月，頁 32。「狗去豬來」
是指前後兩個殖民者都「吃」定臺灣，然而一個是狗，縱然會吃，不過還會顧家，另一個卻是
豬，一味的只是吃喝拉撒，其餘一點功能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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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比較容易；反之，藝術形象「虛」的成分愈大，作品意境中的「實」
的成分愈小，鑑賞創造相應地也就比較困難。98
——魏飴《小說鑑賞入門》
E. M. Forster 曾指出小說人物可大致區分為「flat character」（扁平人物）以
及「round character」（球型人物，舊譯為「圓形人物」）99，「扁平人物在十七世
紀叫『性格』（humorous）人物，現在他們有時被稱為類型（types）或漫畫人物
（caricatures）
。在最純粹的形式中，他們依循著一個單純的理念或性質而被創造
出來」
、
「真正的扁平人物十分單純，用一個句子就可使他形貌畢現」
、
「如果一個
作家想要將他的力量集中使用一擊中的，扁平人物即可派上用場」，他以狄更斯
小說的傑出成就為例，認為「扁平人物絕非那些苛刻的批評家所想的那麼一無是
處」100。
陳虛谷在這四篇小說中與刻畫的主要人物正是屬於此種扁平人物，若要各用
一個句子來作為其性格之代表，則〈我發財了〉的主角巡查是：
「我要收禮金」，
〈無處申冤〉的岡平巡警是：
「我要美女」
，
〈放砲〉的真川巡警是：
「我要吃臺灣
料理」
，確乎十分簡潔明瞭。
〈榮歸〉有新舊思維的混雜與拉鋸而略顯複雜，惟亦
無礙其人物之扁平特性，在故事中的王秀才可說是：「我用舊時代的思維生活在
新時代裡」，王再福是：「我以身為新時代的菁英為榮」。
縱有評論者認為〈我發財了〉
、
〈無處申冤〉以及〈放砲〉這三篇是「作者譴
控的強烈意圖，蓋過小說藝術應有的客觀規律……而這三篇『旗幟鮮明』，顯然
是站在臺灣農民這一邊，與人物的距離太『近』的，距離一近，不免令人覺得有
其主觀的偏執（原注：或偏差）
，感染力也就大為減弱了」
、
「警察造型單獨看來，
固然生動，但三篇整體而觀，外型、性格的描寫則顯得大同小異，幾乎鑄自同一
個模子，所謂『類型化』的問題就是在此」101，其實，作者運用的體裁是短篇小
說，要讓人物可以如同 Forster 所說的「一擊中的」
，使讀者腦海中產生深刻的印
象，則扁平化／類型化是無可避免而反倒收效良好的，遑論此三篇當中的警察其
實都全部是日本統治者的化身而已，就如同陳虛谷於其漢詩〈警察〉所述：「凌
虐吾民此蠢才，寇仇相視合應該。兒童遙見皆驚走，高喊前頭日本來」，末句毋
寧是表明了：
「這些警察本身固然可惡，然而充其量也只是殖民政府的鷹犬而已，
背後賦予他們權力的日本殖民政權才是真正的惡源所在」102，對於日本統治政
權，作者或是調侃其厚顏無恥之醜態、或是影射其對於臺民之暴虐與蹂躪，或是
比喻其「吃」定臺灣人，之所以令人有「大同小異」之感，正是因為其諷刺之對
98

魏飴，
《小說鑑賞入門》（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9）
，頁 122。
英文之 round 可指圓形與球形，不過若要與「扁平」對稱，則 round 似宜譯為「球型」。
100
E. M. Forster 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
（臺北：志文出版社，
2002），頁 92-98。
101
張恆豪，〈澗水嗚咽暗夜流——陳虛谷先生及其新文學創作〉，《陳虛谷、張慶堂、林越峰
合集》，頁 94。
102
顧敏耀選注，《陳虛谷‧莊遂性集》
（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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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都相同之故。
寫實主義風格之小說乃日治時期小說之主流，但是，正如美國歷史學家 Peter
Gay 所述：
「斯湯達爾（Stendhal）曾經把小說定義為沿著公路移動的一面鏡子，
這樣聽來很有意思，卻不夠完全：這是一面扭曲的鏡子」103，小說家雖然以現實
世界的種種作為創作之材料，然而，仍然有想像、隱喻、象徵等創作手法之運用，
研究者除了以文學批評中的外部研究方法進行分析之外，藉由其他文學理論亦能
使讀者更瞭解其作品的主旨與特色所在。陳虛谷的小說中，雖然透過各種寫實的
手法讓讀者充分感受濃厚的真實感，諸如符合角色人物的臺詞（日本內地巡警咒
罵時說「キサマ」
，臺灣本島人則說「幹伊娘」等）
、呈顯在地特色的食物（香蕉、
龍眼、鳳梨、鳳梨豬肺、韭菜豬肝、紅龜粿等）、表現時代流行的各類飲料（白
鹿清酒、汽水等）
、穿插臺灣庶民的風俗習慣（吸鴉片、放鞭炮等）
、甚至取材於
真實歷史人物的角色原型（劉神嶽與劉明朝父子）等，然而，作者卻在設定巡警
姓氏時，則特別編造了現實生活中幾乎難以遇見的姓氏（岡平、真川）、超乎常
情的角色行事風格（極度的好色、貪吃、狂妄自大、愛慕虛榮）、對於各個人物
的所有事情與心理狀態都清楚描述的全知觀點敘事手法等，又讓讀者能隱約感受
到這是一部虛構文本。陳虛谷之小說作品可說是成功的將虛實揉雜混合，使其介
於虛實之間，兼具虛實之審美特質，既有寫實之臨場感，亦有虛構之戲劇性，更
從中貫注了作者本身對於外來政權之批判、對於臺灣歷史處境之感慨、對於臺民
性格之反省等，主旨顯豁明朗，在日治時期諸多小說作品中，風格獨具，在臺灣
文學史上應有其不可取代的一席之地。
總而言之，陳虛谷於〈我發財了〉運用了類似巴赫金所指出的「狂歡化」理
論而對於高高在上的殖民統治者盡情嘲諷，在〈無處申冤〉則使用了國族寓言而
將臺灣比喻為受盡日本巡警性騷擾甚至性侵害的女性，在〈榮歸〉則描述了臺灣
新舊知識階層以及一般人民在面對現代化的新文明事物時所表現出來的迷惘與
困惑，〈放砲〉則可看出殖民地人民在高壓統治之下仍然存有綿延不絕的反抗意
識伏流。作者以極具真實感的事物作為小說素材，再以融合了中國白話文、臺語
以及日語漢字的複聲調作為小說語言，並且運用節奏明快的短篇小說體裁以及性
格顯著的扁平人物角色，充分刻畫當時殖民體制的壓迫情形以及人民心中的無奈
與憤恨，兼具寫實性與象徵性，除了反映現實的「鏡」之特色外，也表現了照亮
人心的「燈」之功能104。現今臺灣雖然看似處於民主自由的體制之下，但是仍然
面對著遷佔殖民政權殘餘勢力的明槍暗箭，以及中華帝國主義的威脅恫嚇，在此
時刻「重讀」
、
「細讀」甚至與現今處境「對讀」陳虛谷之四篇小說，仍能發現其
歷久彌新的時代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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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理財規劃課程體驗學習實施成效研究
彭雅惠
玄奘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體驗學習融入理財規劃課程之學習成效，以個案大學選
修通識中心理財規劃課程之學生為研究對象，修課人數 81 人。本研究採用問卷
及體驗學習反思回饋單等蒐集樣本資料，問卷內容涵蓋課程設計、理財規劃的體
驗及行為改變等面向，共計取得 63 份問卷資料及 81 份反思回饋單，問卷整體之
Cronbach α 信度係數為 0.966。運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相關分析及因素分析等方
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發現，體驗學習的經驗能深化學習效果，並促使其理
財觀念與行為的改變，也會正向影響對課程的滿意度。此外，學生過去曾選修過
理財或財務相關課程的經驗，能讓他區別出體驗學習的課程規劃與傳統授課的不
同，進而對課程規劃有較高的認同。
關鍵字：理財規劃、體驗教育、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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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Strategy in Financial Planning Courses
Peng, Yahui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strategy in
financial planning course, based on learning by doing. A total of 81 samples were
collected. Questionnaires and feedback sheets were used, with questionnaire
Cronbach's α 0.966 and items consisted of course planning, financial planning
experience and behavior adjustment. Using t test,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experiential learning will strengthen
financial planning skills and inspire the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for financial planning.
Furthermore, it also makes students to review and adjust their financial behavior.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experiential learning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course
satisfaction.
Keywords: Financial planning, experiential learning, l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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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近年來，在微利低薪的大環境，以及經歷數次金融風暴後，理財規劃已成為
眾所關注的顯學之一。2005~2006 年雙卡風暴的衝擊引爆大眾對理財議題的重視，
當時許多年輕人沒有規劃的刷卡、以債養債，最後導致信用破產而進行債務協商
與償債，個人的信用就葬送在沒有量入而出的金錢使用規劃。2008 年的金融海
嘯不只重創國家經濟發展，更使許多投資人血本無歸，究其原因乃出於對投資工
具及金融風險的認識不足所致。2010 年歐債風暴不只影響了國際經濟，也挑起
了大家對退休制度的關注。台灣的勞保退休金及軍公教退休撫卹基金面臨嚴重的
虧損壓力， 2016 年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公布，新制勞退基金虧損 13.1 億元，
報酬率為負 0.09%，平均每人被倒扣 125 元。基於退休基金績效的不彰，退休基
金可能不足以支應退休後的生活，且養兒防老已不合時代潮流，養錢防老的退休
理財規劃就成為必需思考的問題。理財規劃是每個人都需面對的課題，基礎理財
知識可協助建立正確理財觀念、妥善財務規劃，因此理財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許多學者都曾呼籲，理財教育越早越好，周行一教授更曾提出國小就開始做
理財教育。台灣理財教育的推動較晚，2005年政府才開始積極規畫與推動，將金
融知識納入學校教材中，2011 年起正式納入國中三年級學生的公民科課程。根
據澳洲證券投資監理委員會(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
ASIC)2011年的報告指出，18 至 24 歲年輕人理財觀念相對低落，該族群理財教
育測試的得分在各年齡層中僅優於 70 歲以上的銀髮族，且遠低於整體平均分數
(ASIC, 2011)。依據台灣理財教育推動的時程推測，青少年及年輕的成年人理財
基礎知識可能較薄弱，而容易導致錯誤的投資決策而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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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教育雖然日漸受到重視，政府亦積極推動金融知識普及，各大專院校也
在通識開設理財相關課程，以強化大專生的理財基礎知識。然而，傳統課程教學
著重知識傳授，在情意的融入與具體實踐較缺乏，而且與學生的個人經驗無法連
結，導致學生學習動機低落，甚至學生修完課程仍無法具體活用理財的概念在個
人的財務規劃上。「體驗教育」是指一個人直接透過體驗而後建構知識、獲得技
能和提升自我價值的歷程(Association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 1995)。體驗教育
的精神融入理財規劃課程的設計，即是希望透過實踐讓學生體現知識的內涵，進
而學習如何應用於個人未來的收支及理財。本研究之目的即在探討體驗學習融入
通識理財規劃課程之學習成效，此項成果可作為後續課程規劃的參考，亦能檢視
其與傳統教學法的差異。

貳、

文獻探討

一、理財教育
理財規劃是每個人都會面對的課題，在經歷卡債風暴、金融海嘯、歐債風暴
等事件後，理財教育成為眾所矚目的議題。許多國際組織都曾直接指出理財教育
推 動 的 重 要 性 及 刻 不 容 緩 。 2005 年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即呼籲理財教育應及早開始且併
入學校課程中。2012 年更指出金融產品日益複雜化，如果希望新生代能為自己
選擇好的理財規劃，則需要良好的理財知識及技巧，不好的金融決策對個人的家
庭乃至整個社會將會有長遠的影響，並可能增加社會衝突的發生(INFE, 2012)。
2012 年 起 ， OECD 也 將 理 財 教 育 納 入 國 際 學 生 測 試 計 畫 (Programm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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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項目中，希望透過更多的研究提出改善建
議，由此可見理財教育推行的迫切與重要性。
最早提出個人理財教育概念的先鋒是美國的Jump$tart 個人理財素養聯盟
(Jump$tart Coalition for Personal Financial Literacy, Jump$tart)，該組織從1997 年
開始針對美國高中生進行個人理財教育研究，並引起廣大回響。美國2002年在教
育 部 底 下 成 立 「 理 財 素 養 教 育 委 員 會 」 (Financial Literacy and Education
Commission, FLEC)，是世界上第一個理財教育的官方組織。美國總統歐巴馬
(Obama)於 2010年召集理財素養委員會(Financial Literacy Council) 以期透過委
員會的運作提供強化美國人民理財素養與能力的各項建議，改善美國民眾的理財
素養，維持美國人民的競爭力，同時為美國金融穩定帶來貢獻(UPI, 2010)。
台灣理財教育的推動較晚，2005年由「中華民國財金智慧教育推廣協會」與
金管會、 教育部共同投入與推動，於2008年開始推展金融知識普及計畫，陸續
將金融知識納入學校教材中，2011 年起納入國中三年級的公民科課程， 於2014
年納入國中升高中的基本學力測驗中，期望藉由金融知識普及化，提升人民金融
素養，並強化專業金融人才的訓練及培育奠定基礎(蔡明宏, 2006)。
所謂『理財教育』是透過學習的過程，培養金錢管理的正確態度，增進理財
概念與金融商品的理解，發展出符合個人需求的理財技能與信心，並覺察理財的
風險與機會及承擔理財決策的責任。楊述容（2008）指出理財教育是教導培育人
們如何妥善管理自己財務的課程與教學；朴鐵（2008）更主張理財教育必須跳脫
單純教導理財的思維模式，而是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章齡齡（2010）亦指出理
財教育著重培養正確的金錢和財富觀念與科學的理財方法。此外，理財教育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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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金融智慧和知識的傳授，除了培養妥善管理自己財務的能力，更能建立責任
感，亦是另類競爭力的來源（蘇英孝，2011）。
理財的內涵，依據金融管理委員會(2005)定義，就是規劃人們一生之財富，
包括個人一生的資產、負債、收入與支出的現金流量，做好風險管理，使其達到
最基本的理財收支平衡與財務健全。因此，理財就是理一生之財，需涵蓋風險管
理，如人身風險、財產風險、市場風險等。此外，理財是社會活動的一部分，實
施理財教育不應脫離現實的社會生活與環境，若能以實際的金融環境、金融工具、
金融資訊等素材，結合適當的課程單元設計，更能讓學生了解理財規劃的內涵，
亦能進一步與社會連結，培養經濟意識與理財能力。
曾永清、李麗香(2012)檢視了美、英、日三國的中學理財教育課程內涵，發
現其課程主軸包括：基本理財規劃、現金管理、儲蓄、銀行服務與運作、投資、
保險等課題。他們同時檢視台灣國中的理財課程單元，發現缺乏以下的內容：
1. 財務責任與決策：缺乏此項重要概念灌輸，無法使學生建立正確消費觀與價
值觀。
2. 所得與職業：缺少對職業與勞動價值的探討。
3. 儲蓄與投資：對儲蓄、投資工具、風險的介紹簡略，無法建立對理財工具的
整體概念。
4. 信用與債務：僅提到信用卡延遲支付的功能，未建立學生所得與償債能力的
關係，形塑正確的消費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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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理財計畫與金錢管理：缺乏實際技巧的說明與演練，例如：如何編制預算、
收入支出記帳方式、規劃自己理財理想與目標等。
6. 風險管理與保險：課程中僅提及分散風險的概念，保險是分散風險的重要工
具，應認識風險的來源並妥為規劃。
本研究針對曾永清、李麗香(2012)所提及目前中學理財課程單元所缺乏或不
足的單元，將其列為通識理財規劃的課程單元，並運用各理財網站提供的各種理
財工具的資訊、規劃與試算工具進行教學，以期使學生能與社會有更真實的連結，
亦能提昇其學習興趣與實用性。
二、體驗教育
「體驗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是指一個人直接透過體驗而後建構知識、
獲得技能和提升自我價值的歷程(Association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 1995)。
Dewey(1938)「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概念就是體驗教育最根本精神的
展現。Dewey 認為透過「直接體驗」會產生學習或行為上的改變，David de
Rothschild（國家地理學會環境教育遊戲網站製作人）曾說過，
「只是口頭告訴孩
子他會忘記；讓他看見,他會記得；讓他參與，他才會真正了解。」，也就是說，
直接而具體的真實體驗才是真正學習的過程。謝智謀(2003)認為學習是經由經驗
的處理而創造知識的過程，因此體驗教育具有以下特徵：學習是一個程序而非結
果，是以體驗為基石的連續過程，並且是適應世界的整體歷程，其不僅是個人與
環境交流的過程，也是是累積知識的程序。歸納相關學者的定義，體驗教育是參
與者透過親身體驗的過程，進行對生活與環境的反思，從中學習知識累積之教育
方式（謝智謀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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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d et al. (2000)指出體驗學習具有五項特色：1. 經驗識學習的基礎與來源；
2. 學生主動建構自身經驗；3. 學習識一個全面的過程；4. 學習事由社會與文化
所建構；5. 學習情境中的社交與情緒會影響學習。余紫瑛（2000）也指出體驗
學習乃是一個積極主動而非被動的學習歷程，學習者對學習應具有自發性的動機，
體驗學習的過程應包含五種要素：1.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是參與者而非旁觀者；
2.學習活動重視個人動機，以展現精力、參與和責任；3.學習活動以自然方式呈
現給學習者，是真實有意義的；4.學習者的省思是學習過程的關鍵因素；5.學習
必頇和學習者所處團體的現在和未來有所相關。由此可知，「體驗學習」在教學
的過程中運用實際生活環境與生活經驗的結合, 藉由學生實際的參與以真實的
感受來體驗學習，將教學的重心由「教師教」轉移到「學生學」，此外，教學的
內涵也從預定的目標內容傳授擴展至學習的情境與氛圍的營造。
哈佛大學教授 David Kolb (1984)承襲杜威的理念，提出經驗學習模式
(Experiential Learning Model)，其他學者如: Kurt Lewin 及 Jean Piaget 也發展出
相關的經驗學習圈模式，然而仍以 Kolb 的模式應用較廣泛，其模型包含經驗（做）、
回顧、學習、應用等四階段，回顧即為反思，針對經驗進行檢視，學習則是透過
反思歸納出未來可應用的法則或結果 ，應用則為將學習結果實際操作於情境中，
這是一個反覆循環的過程。郭託有(2009)參照 Kolb 的模式，認為體驗教育必須
詳加規劃，且其學習活動應該包括規劃、執行、反思、應用等步驟，其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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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應用

執行
反思

圖 1 體驗教育經驗學習圈模型 (郭託有，2009)

體 驗 教 育 的 精 神 融 入 課 程 規 劃 中 ， 能 有 效 提 昇 學 生 的 學 習 成 效 (Lee,
McCullouch, & Chang, 2008; Morgan, Cleave-Hogg, Desousa, & Lam-McCulloch,
2006; Seaman, Beightol, Shirilla, & Crawford, 2009)。謝智謀、王貞懿與莊欣瑋
(2007) 指出，透過團隊成員體驗後的反思，可與真實生活的情境作連結，活動
中所學的經驗，即可運用於現實生活中。 Langer (2009)也指出，學生藉由體驗
情境增加知識，或是將知識印證於情境之中，階段學習的方式，自我進行認知的
學習遷移，交互應用先前之所學，可進而獲得更紮實的學習產出，由此顯見體驗
學習的成效。

參、

研究方法

一、課程設計
本理財規劃課程參酌曾永清、李麗香(2012)的研究結果，將目前中學理財課
程單元所缺乏或不足的單元，納入通識理財規劃的課程單元設計中，包括：基本
理財規劃觀念、儲蓄與收支管理、投資與風險管理、保險規劃與稅務規劃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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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本課程融入體驗學習精神，服膺做中學的理念，將課程中各單元的學習重點
融入實作作業，除讓學生對理財規劃的範疇、方法及理財工具有一完整的體系架
構觀念，並學習善用理財網站資訊、規劃工具，以增加課程的實用性及與社會的
實際連結。課程主軸與單元設計如下：
表 1 課程規劃表
課程主軸

理財基礎觀念與工
具

單元主題

授課重點

理財規劃意義及基本
認識

 為何要做理財規劃
 理財目標設定

家庭收支表的編製
家庭財務報表與預算
編制






家庭收支表的意義
家庭收支表編制法
資產負債表的意義
資產負債表編制方
法








何謂貨幣時間價值
計算公式說明
財務函數的應用
生命週期的意義
投資風險的意義
投資風險與生命週
期的關聯

貨幣的時間價值

生命週期與投資風險

終身財富總需求分析
子女養育與教育金規
劃

終身財富總需求及規劃

住屋與房貸之管理

 購屋面面觀
 房貸需求規劃

生命週期理財規劃

保險需求之管理

退休規劃

投資規劃

投資管理







人身保險的種類
保險需求規劃
保險與理財的關係
退休金制度介紹
退休金規劃與理財
退休金缺口實例分
析
 投資工具介紹－股
票、債券
 報酬率與風險
 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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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成效評量方式

 收集與分析個人
及家庭收入及支
出資料（發票、收
據或記錄）
 詳細日記帳
 完整家庭收支表
運用財務函數於貸款
償還的估計

 思考自己學科的
就業職類
 收集就業職類的
薪資水準
 思考婚姻及子女
問題
 估計自己理想中
（或自家）的購屋
金額
 估計每月房貸金
額
 規劃自己的保險
計畫（或已經投保
的保險檢視）

 100 萬虛擬資金的
投資規劃
 需運用股票、基金
或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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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管理

稅務與財產移轉規
劃

財產移轉管理

高淨值資產個人理財
規劃

 投資工具介紹－基
金、定存
 報酬率與風險
 績效評估
 土地增值稅
 贈與稅
 遺產稅
 財產移轉、節稅、逃
稅
 不動產移轉夫妻財
產移轉
 高淨值個人理財特
性
 案例分析

 計算報酬率
 風險評估

 蒐集檢視最新遺產
稅與贈與稅的規定
與影響

此外，本課程學習成效檢核除期末測驗外，另包含二項體驗學習作業：
(1)

家庭（個人）收入支出表的編制，要求學生記帳至少一個月，並統計其收入、
支出，編制收入支出表並進行支出分析及檢討。另，希望學生嘗試編制家庭
資產負債表。

(2)


完成個人生涯理財需求規劃表，內容涵蓋課程單元的要求。
到求職網站（例如 104）找到你未來理想工作，了解其工作薪資水準，以中
階主管薪水為規劃依據。



規劃子女與父母奉養所需金額規劃。



規劃購買您理想中的房子或自家的房子（貸款乘數六成）
，利用內政部不動產
資訊平台做計算：http://pip.moi.gov.tw/Net/C-Loan/C2.aspx)



假如有 100 萬閒餘資金進行投資，您將如何規畫？



檢視與規劃保險方案

二、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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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10X 學年度選修通識理財規劃之學生為樣本，共計 81 位學生，完
成問卷填寫者 63 位，約佔修課學生 78%，其中男性為 18 人，女性為 45 人。修
課學生中有 12 人曾修習財務金融相關課程，父母從事會計、財務金融相關工作
者有 11 人。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自編之「教學評量回饋問卷」蒐集教學結果，問卷
乃參酌郭託有(2009)之體驗學習活動的四個步驟－規劃、執行、反思、應用為面
向設計，並加入滿意度構面，共 30 個問題，問卷採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Likert-type
five point scale)。本問卷透過教師教學社群進行審閱，以確認其內容效度與表面
效度。研究架構圖如圖 2 所示。此外，本研究亦透過課程學生的體驗學習作業、
心得與反思蒐集非量性課程回饋資料。

圖 2 研究架構圖
四、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之需要，採適當的資料分析方法來進行實證分析，主要
採用敘述統計分析、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等。主成份因素分析
法根據 Kaiser (1974) 的原則，KMO 值在 0.7 以上即表示有中度的適合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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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以上有良好進行因素分析之適合性。此外，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係數來做
信度的量測指標，本問卷之內部一致性信度 α = 0.966，顯示問卷具有良好的內
部一致性。

肆、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體驗學習融入理財規劃課程之學習成效，運用敘述統計、
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因素分析檢視變數間的關係。
一、 敘述統計
由表 2 Panel B 的結果可以發現，學生在體驗學習經驗圈的四個步驟中，反
思部分的平均分數最高，其次是應用階段，規劃及執行則有再加強的空間。課程
整體滿意度平均為 3.96，其中以教師的專業性滿意度最高，且學生願意向他人推
薦修課的程度也很高。問卷的信度係數皆高於 0.8 以上，顯示問卷整體具內部一
致性。
本課程使用許多理財網站資源，以協助學生進行資訊蒐集、解讀及理財工具
運用，並提升與金融市場及社會的連結。例如：
(1)公開資訊觀測站可查詢上市櫃公司基本資料及重大訊息。
(2)雅虎奇摩股市可查詢股市資訊、股價及成交量及技術分析指標。
(3)鉅亨網及基智網可查詢股市、債券及基金投資的訊息，以及基金淨值與投資
報酬、基金績效指標等。
(4)內政部及銀行網站房貸規劃及貸款試算工具應用。
117

遠東通識學報第十二卷第一期 P.105-125

同時，課程中也教授貨幣時間價值、投資報酬與風險評估等財金專業知識，
然而學生對這些財金資訊的認識理解與運用程度不佳（平均 3.63），理財網站上
提供的規劃工具及金融資訊不會查詢及運用，故在進行實務理財規劃操作遭遇挫
折，完成作業成就感低（平均 3.60），因此較無法感受與現實社會及金融環境的
連結。這可能與學生基礎經濟金融基礎知識薄弱有關。此外，本課程期望透過理
財規劃的實務操作體驗創造及增加學生互動與合作學習的機會，但由於收入、支
出記帳、收支表與資產負債表編製與個人理財規劃等作業皆以個人為單位，而非
採分組合作方式操作，因此學生於課堂結交志同道合朋友相互討論的機會降低
（平均 3.56，為問卷項目中分數最低者）。
整體而言，學習者認為體驗學習策略提昇課程的學習效能，除增進理財規劃、
投資及稅務規劃等專業知識外，也提供學生實際規劃的經驗感受，將自身的經驗
與狀況融入課程學習的情境，並促使學生進行反思的過程，最後表現在自身行為
的改變等應用面向。
在反思的過程中，學生開始思考及體會理財規劃的重要性，關心自己與家庭
成員的關係，並思考其生命週期階段的規劃與理財目標的關聯。經由反思，學生
開始檢討其日常的收支習慣、養成記帳的習慣，了解儲蓄、投資、保險、稅務規
劃在理財計畫中的特性及角色，並促使學生開始關注新聞、報章、網路訊息中經
濟環境、理財、稅務、投資等訊息，使學生在修課之後有行為上的改變（表 3 Panel
A－反思與應用部分），進而提昇其公民的經濟與人文素養，此乃通識課程開設
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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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樣本資料敘述統計
Panel A
經驗學習圈－規劃

平均數

標準差

本課程之教學內容（教學大綱）能引起您的興趣

3.75

0.803

本課程是富有趣味的

3.78

0.728

本課程介紹及教導基礎規劃工具（Excel 規劃工具、奇

3.63

0.768

3.79

0.864

本課程使我有實際規劃的經驗感受

3.84

0.700

本課程讓我體會理財規劃的藝術

3.71

0.851

本課程增進我對理財規劃及投資專業知識的認知

4.05

0.750

本課程提供我結交志同道合朋友的機會

3.56

0.947

我在作業實作過程中感到刺激、驚奇或成就感

3.60

0.853

本課程讓我有體驗與連結現實環境的機會

3.79

0.744

本課程讓我增進理財規劃的相關法律知識

3.89

0.743

本課程的課程及上課我很融入且感到愉悅

3.75

0.933

整體而言，我對本課程的投入程度高

3.84

0.723

本課程促使我思考理財規劃的問題

4.06

0.592

本課程引導我思考生命週期階段的規劃與理財目標

3.95

0.658

本課程讓我有想要了解自己或家庭收支狀況及投資或

4.13

0.751

本課程讓我產生對理財規劃領域的好奇心

3.90

0.856

本課程讓我了解理財規劃對個人及家庭的重要性

4.11

0.625

本課程促使我思考與其他人之間的關係（父母、女朋

3.97

0.842

3.89

0.882

3.87

0.751

摩股市資訊查詢、基金基智網、銀行貸款試算及內政
部房貸規劃資訊網….）
本課程的作業很有趣
經驗學習圈－執行

經驗學習圈－反思

理財規劃的動機

友、配偶、子女在生涯歷程與理財規劃需求）
本課程改變我對理財、投資、金融等專業領域的看法
（降低恐懼、排斥）
經驗學習圈－應用
本課程讓我想與同伴（家人）一起討論及分享理財的
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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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讓我提高對新聞、報章、網路訊息中理財、稅

3.68

0.947

本課程的作業實作增進我的理財規劃技能

4.02

0.707

本課程促使我改變金錢收支的習慣

4.02

0.684

本課程促使我培養記帳的習慣

3.97

0.782

本課程我覺得很實用

4.06

0.801

務、投資訊息的關注程度

滿意度
本課程教師具專業性（授課教師、專題演講的講師）

4.17

0.752

整體而言，本課程的教學符合我的期望

3.86

0.780

我會再修習理財、投資或金融相關課程

3.87

0.793

我會向他人推薦選修或學習理財規劃的課程

3.95

0.869

平均數

信度係數 α

經驗學習圈－規劃

3.74

0.845

經驗學習圈－執行

3.78

0.905

經驗學習圈－反思

4.00

0.883

經驗學習圈－應用

3.94

0.821

滿意度

3.96

0.841

Panel B
項目

整體問卷

0.966

由樣本資料的獨立樣本 t 檢定結果發現，性別及父母是否從事金融相關工作
對於學生理財規劃的體驗學習過程並無影響，然而學生過去是否曾修過理財及財
務相關課程的經驗會對其在體驗學習過程中規劃階段教師的課程設計有較深的
感受及體悟（表 3 Panel B）
。也就是說，學生有其他相關課程的修課經驗，他較
能感受授課教師課程設計的差異，以及了解本課程教學的核心，並能區別體驗學
習與傳統授課的不同，至於其餘體驗學習階段與滿意度則無顯著差異。此外，體
驗學習經驗圈各階段（規劃-執行-反思-應用）的感受及成效顯著正向影響對課程
的整體滿意度（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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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獨立樣本 t 檢定
Panel A
變項/平

男

女

Panel B
t值

p值

均數

修過理財

不曾修過

相關課程

相關課程

t值

p值

＊

規劃

3.8194

3.7056

1.340

0.185

4.0208

3.6716

1.688

0.097

執行

3.9198

3.7259

0.621

0.537

3.9444

3.7429

1.031

0.307

反思

4.1270

3.9524

1.143

0.258

4.2262

3.9496

1.511

0.136

應用

3.9815

3.9185

1.088

0.281

4.1528

3.8856

1.477

0.145

滿意度

4.1389

3.8944

0.394

0.695

4.1458

1.023

0.292

註： 表示達 10％顯著水準

Panel C
變項/平

父母從

父母非

均數

事金融

從事相

相關工

關工作

3.9216

＊

t值

p值

作
規劃

3.8864

3.7067

0.825

0.413

執行

3.9596

3.7436

1.069

0.289

反思

4.2208

3.9560

1.395

0.168

應用

4.0303

3.9167

0.599

0.552

滿意度

4.1818

3.9183

1.211

0.231

表 4 相關分析
變數

規劃

執行

反思

應用

滿意度

規劃

1

0.883＊＊*

0.727＊＊*

0.722＊＊*

0.813＊＊*

1

0.856＊＊*

0.840＊＊*

0.818＊＊*

1

0.862＊＊*

0.696＊＊*

1

0.704＊＊*

執行
反思
應用
滿意度

1

註：***表示達 1％顯著水準

二、因素分析
本研究進一步進行主成分因素分析，KMO 值為 0.867、Bartlett 球形檢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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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顯著標準，顯示研究資料適合做因素分析。利用陡坡圖及特徵值大於 1 萃取
因素，學習經驗圈原有四個因素，分別為「規劃」
、
「執行」
、
「反思」與「應用」，
透過分析可萃取出三個因素，總解釋變異量為 66.567％，如表 5 所示。因素負荷
量，因素一介於 0.815 至 0.508，因素二介於 0.797 至 0.571，因素三介於 0.786 至
0.490。因素分析之結果與體驗學習之學習經驗圈模型具有相當的一致性。
表 5 因素萃取
構面

衡量問項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學習經驗圈階段

教學設計提昇學

1、2、3、4、7、

13.582

52.239

規劃

習興趣

8、9、11、13、

2.243

8.626

執行

1.483

5.702

反思、應用

24、28、29
課程教學成效

6、12、19、20、
21、22、26

反思及行為改變

5、10、14-18

三、心得與反思之開放問題意涵分析
本課程之期末總結成果報告除包含學生個人的生涯理財規劃內容，亦包含開
放回答的個人學習心得與反思。經由報告閱讀並將內容做意涵分析，發現學生心
得反思內容的意涵焦點可歸納為以下幾項：
1.

教學工具運用提昇學習興趣(17%)：運用真實金融環境的財金資訊及理財網
站工具，可提昇學習的真實感，提昇學習的興趣及實用性。本課程之期末總
結成果報告收回 81 份，其中有 17%提到教學工具的運用。

2.

體驗學習經驗深化學習(91%)：收支記錄及收之表編製及理財規劃作業的設
計，提供規劃的真實體驗，能促進對課程內容的了解及應用。

3.

學習困擾及障礙(52%)：因為選修學生大多非商學科系學生，雖然課堂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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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元的教學，然學生在實際進行理財規劃時仍遇到困難或有挫折感。
4.

收支管理及理財觀念的改變(84%)：透過課堂及作業的實作過程，學生在理
財觀念與知識有明顯提昇，此外也會關注自身的收支及相關理財或投資的訊
息。

伍、

結論

本研究利用體驗學習經驗圈模型探討理財規劃課程融入體驗學習之成效，研
究結果發現，在課程設計的收入支出分析與生涯理財規劃實務操作親身體驗後，
學生提昇想了解自己或家庭收支及投資或理財規劃的動機，並體認理財規劃的重
要性，透過體驗學習的過程增進對理財規劃與投資專業知識的認知，更重要的是
學生認為此項課程非常實用，促使其改變金錢收支、培養記帳的習慣，提昇其理
財規劃的實務技能，並且開始關注相關理財、投資與稅務的相關資訊。同時，他
們也開始思考生涯歷程中與其他人的關係，例如父母、配偶、子女在生涯歷程中
理財規劃的需求。此項結果呼應了通識開設設理財教育的目的，培養正確的金錢
與理財觀念，學習規劃的技巧，以科學的方式從事理財規劃，更能促進對人及生
涯發展的關懷及負責任的態度。
此外，透過統計檢定發現，學生的性別、父母是否從事金融相關工作對學生
的體驗學習成效並無影響，然而學生選修過理財或財務相關課程則會影醒其對課
程規劃的認知與感受，並能區別體驗學習與傳統授課之課程規劃的差異。整體而
言，體驗學習之學習經驗圈各階段的成效將會正向影響課程的滿意度。透過學生
的反思及學習單的開放意見蒐集並進行意涵分析，結果顯示體驗學習能深化學生
的學習成效，並進而促使其理財觀念與行為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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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風暴的反思－餐飲品質管理之教案設計
許淑芳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摘要
食安意外造成消費恐慌與不安，因此綠色環保與節能減碳等的觀念漸受到重
視，許多研究指出消費者對食品的品質與安全日漸重視，若要有好的產品，需有
好的品質管理。本教案以美國品質管理專家戴明提出之 PDCA（又稱戴明環）為
單元課程。設計以「諾瑪：米其林餐廳」一片為討論案例，諾瑪餐廳經營者追查
發現中毒的原因，是海鮮淡菜的病毒問題，並非員工生病導致 60 多位顧客中毒，
經營者尋找出問題與原因，並解決問題。本教案透過中毒事件讓學生了解與討論
解決問題的主軸，擬定對策後，運用 PDCA（戴明環）撰寫出維護餐飲品質重要
的管理模式，並且分組報告。

關鍵字：品質管理、PDCA（戴明環）、單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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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Food Safety Turmoil:
Design and Sharing of Teaching Program on Food Quality Management
Shu-Fang Hsu
Department of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ment, Far 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sumers supposedly increased their panic and anxiety against the food
safety issue.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
reduction, therefore, have been drawn increasingly attention. Many studies pointed
out that consumers paid their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food.
Obviously, a good product needs good quality management. The spirit of teaching
program was based on Plan、Do、Check and Act, PDCA, or Deming cycle, by William
Edwards Deming, a US quality management expert and designed the “NOMA： My
Perfect Storm” as a case study. And the seafood mussel virus had been found as the
major cause which leaded more than 60 customers poisoned rather than staff sickness
after Norma restaurant operators traced carefully. The Norma operators found out the
problems, and finally solved the problem. The finding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arners
could understand completely and discuss the solution to the core problem through
poisoned case. Then, use PDCA to write out the food quality management mode after
formulating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reported in groups.

Keywords: Quality Management、PDCA（Deming cycle）、Unit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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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計理念：
近來社會發生許多食安意外，如農藥殘留、防腐劑超量、過期產品流入市面、
標示不符等，地球環保生態問題例如畜牧業所產生的污染、使用化學肥料造成土
地無法永續發展，進而加速了全球溫室效應的惡化，出現許多消費恐慌與不安。
食品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綠色環保、節能與減碳之觀念已受到重視，為
了能夠改善環境污染所衍生的問題，發展出許多的綠色相關產品，若能符合增加
生態效益、減少對人類及環境的危害，且能減少能源的消耗等，將能成為未來市
場上的主流，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許多研究指出消費者對食品的品質與安
全日漸重視，若要有好的產品，需有好的品質管理。
本教案以美國品質管理專家戴明首先提出之 PDCA（又稱戴明環）為單元課
程。戴明環是用於管理過程持續改進的一套思路，這套持續改進的思路對管理工
作與解決現實問題有很大幫助。PDCA（戴明環）是 Plan、Do、Check、Act 的
簡稱，
「Plan」是指建立一個明確的目標，並制定相關的計劃和確定必要的程序。
通過這樣的方式可以在今後的過程中更好的衡量實現的結果和目標的差距以便
更好的進一步修正。
「Do」是指執行上一步所指定的計劃和程序，收集必要的信
息來為下一步進行修正和改善提供依據。
「Check」是指研究上一步收集到的資訊，
和預期設計進行比較，並提出修改方案，包括執行後的改善和計劃的完善，使得
計劃的可執行性提高。
「Act」是指尋找相當的方法來縮減計劃目標和執行的過程
中的結果的差距。並且使得下一次的計劃變得更加完美。PDCA 的四步驟就是分
析現狀、找出問題、分析產生問題的原因、原因確認（區分為主要原因和次要原
因），接著擬定對策、制定計劃、處理問題等，循環運轉 PDCA。
品質管理的重要性誠如，林公孚 2008/04 在《品質月刊》大師已逝-悼念品
質大師 朱蘭 博士（Joseph M. Juran）一文中提到，朱蘭是舉世公認偉大的品質
大師，享有「品質領域首席建築師」、「品質管理之父」、「開拓品質管理科學
的建築師」…等之美譽。他曾說：「最高層經營者的品質意識，最為重要，若最
高層缺乏誠意表現所好的興趣，居下位者必然興趣缺缺。」朱蘭發展出管理階層
人員的教育訓練是不可或缺的、團隊合作是必要的概念，為他奠定品質管理架構
的基礎。他把品質定義為“適合使用”，為大家指出一條明路。他說：「品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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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許多你所使用工具以外的的東西，它包括找出什麼是顧客所需要的，以及誰是
顧客？我們如何能設計產品與服務以滿足顧客的需要？我們如何能使用適當的
技術生產這些產品與服務？這些才是經營者所應重視的。」他認為要了解品質問
題，首先要找出其發生問題的真正原因，採用品質管理的手段，以符合顧客需要
與適合使用作為品質目標，不斷從事市場研究，產品開發、產品設計、規格、製
造規劃、採購、生產、製程管制、檢驗/測試、銷售、售後服務、研究等，這種
技術與管理的交互運用，形成朱蘭的品質進步螺旋。
本教案設計以「諾瑪：米其林餐廳」一片為案例討論。位居哥本哈根的諾瑪
餐廳（NOMA）
，是最頂尖的一家餐廳。在 2013 年中毒事件爆發之前，諾瑪餐廳
曾三度榮膺世界 TOP 50 最佳餐廳第一名的殊榮。2013 年諾瑪餐廳發生 60 多位客
人中毒事件，米其林拒絕發給第 3 顆星，這事件令它失去了世界最佳餐廳的光環。
「諾瑪：米其林風暴」就是在記錄此餐廳中毒事件的紀錄片，中毒事件成為主廚
雷奈瑞哲彼經營餐廳以來，最低潮的一年，他檢討錯誤後，重新改革，其重新改
革是將廚房打掉重新設計與規劃，表現出高層經營者的品質意識，下了非常大的
決心後，重新出發，於隔年再次奪回最佳餐廳的冠軍寶座。
改進與解決餐飲品質問題，可利用 PDCA（戴明環）管理循環的科學程序。
諾瑪餐廳經營者追查中毒的原因，發現並非員工生病導致中毒事件，而是海鮮淡
菜的病毒問題，尋找出問題與原因，並解決問題。本教案透過中毒事件讓學生了
解與討論解決問題的主軸，擬定對策後，運用 PDCA（戴明環）撰寫出維護餐飲
品質重要的管理模式，並且分組報告，讓學生互相學習維護餐飲品質有不同的策
略與管理模式。

二、教學目標：
學習目標的分類如認知(Cognitive)、心理動作(技能)(Psychomotor)、情意
(Affective)。Bloom 將認知領域目標分成六個層次，即知識/記憶、理解、應用、
分析、綜合及評鑑/創造，將認知領域的教學目標的類別，由最簡單到最複雜，
由具體到抽象，排成六個層次。情意領域目標分成五個層次，即接受/注意、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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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價值觀、組織及品格化。心理動作（技能）領域目標：可分成六大類，即知
覺、準備、模仿、機械學習、複雜反應及創作。這些目標，是教師在教學之後，
預期學生的學習結果或應有的行為表現。Krathwohl 則將情意目標分為接受或注
意、反應、鑑賞、組織、整合。以下是本教案之教學目標：
（一）認知：知道「諾瑪：米其林餐廳」中毒事件的原因；理解 PDCA（戴明環）
的理論。
（二）技能：模仿 PDCA（戴明環）的模式，寫出「諾瑪：米其林風暴」中毒事
件的可執行解決計畫。
（三）情意：將中毒事件與餐飲食品衛生的品質管理相關問題整合，分組討論並
想出解決之方案。

三、教學內容：
本教案的教學內容分為觀賞影片與 PDCA 的四階段計畫撰寫。
（一）學生面對影片的記錄事件。
（二）老師對影片的餐廳經營與中毒事件的解說與引導。
（三）分組討論，PDCA 計畫的撰寫。
教案的整體設計是以逐漸深入方式，引導學生觀賞「諾瑪：米其林餐廳」的
影片，不只可欣賞米其林三星餐廳的高級料理，也可增強學生對餐飲品質管理的
興趣。繼而引導學生在 PDCA 計畫的撰寫，透過分組討論，讓學生有時間統整
所見所思，能將 PDCA 計畫的撰寫以簡報方式於課堂間報告，使學生們可彼此
同儕學習。本教案之教學活動與過程，將之區分為「引起動機」
、閱讀「PDCA」
與「大師已逝-悼念品質大師 朱蘭 博士」
、觀賞影片、統整思考與報告，共四部
分，課程進行共 250 分鐘，其進行順序如下：
（一）引起動機：
1. 諾瑪餐廳與其經營者的介紹（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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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品衛生安全介紹（5 分鐘）。
（二）閱讀：
1. 趙建民《餐飲品質管理》第五章 PDCA（戴明環）理論介紹（30
分鐘）。
2.「大師已逝-悼念品質大師 朱蘭博士」文章（10 分鐘）。
（三）觀賞影片：「諾瑪：米其林餐廳」（95 分鐘）。
（四）統整思考與報告
1.分組討論（10 分鐘）。
2.撰寫 PDCA 計畫（50 分鐘）。
3.分組報告（50 分鐘）。
以下是課程進行的三部分說明：
（一）引起動機：介紹丹麥諾瑪餐廳，詢問學生們「有聽過這間餐廳嗎？」「什
麼是米其林餐廳？」「未來有想要類似的餐廳工作嗎？」這樣高等級的餐
廳，主廚的壓力很大，對員工的要求嚴謹 ，可增添學生對這類餐廳的資
訊，且明白高層經營者的品質意識。另外再介紹食品衛生安全法規，可到
政府的衛生服利部之網站尋找相關資料，並且延伸閱讀「大師已逝-悼念
品質大師 朱蘭 博士」文章，以增加學生的品質管理概念與對典範人物的
學習。
（二）閱讀：管理循環理論是 Plan、Do、Check、Act 的簡稱，針對品質工作按
規劃、執行、查核與行動來進行活動，以確保目標之達成，並進而促使品
質持續改善。它像一個大車輪帶小車輪，且小車輪支撐大車輪的系統。如
果把整個組織體的任務(或價值)作為一個大的戴明循環，那各個部門、小
組就形成一個較小的戴明循環，就像太陽系般，由大環帶動小環，構成運
轉的體系（可參考附錄的 PDCA 循環逐級上升圖）。管理循環可用於任何
事務或不同的產業，管理循環可讓組織成為一個具有去蕪存菁能力的企業，
成為一個學習型的組織。理解管理循環後可請學生討論，有什麼企業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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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樣的管理模式？另外，當在校外實習時自己的單位有無這樣的循環管
理，請分享其循環管理的方式。
（三）統整思考與報告：先讓學生分組，進而討論要做報告的主軸（使用時間約
10 分鐘）。組員們將 NOMA 餐廳的危機與問題找出來，運用 PDCA 的模
式，組員們一起撰寫 PDCA 計畫，計畫內容分成前言、PDCA 的四階段，
設計其目標或策略，做成簡報。最後請各組分享他們所寫的計畫，除了互
相學習，還可討論與觀摩其他組別的觀點。

四、反思與展望
從學生的反應與回饋，本教案的教學目標有達成，大致能符合認知、技能、
情意的三個目標。教學過程中讓我印象深刻或困難如以下敘述：
1、由於 PDCA 理論對學生而言是陌生的，且不易理解其特性，學生會覺得老師
在講解過程是無趣的，學生不易集中精神上課，除了引用其他的企業說明不
同的組織是如何運用 PDCA 之外，且輔以圖片說明，以增加對此理論的理解。
再者，學生看完影片後不知如何撰寫 PDCA 的內容顯得焦躁不安，筆者以去
年的學長姐的案例分享（去年是小上海飯店影片為案例）
，並給予撰寫的相關
標題，當學生了解如何完成撰寫後，就能分組討論，確定要討論的重點後，
就容易著筆去完成 PDCA 不同階段的因應對策。
2、 諾瑪餐廳的記錄片，可讓學生一面看一面回憶，自己在校外實習時在內場的
工作環境與情境，與公司人員的相處，片中的主廚做事態度嚴謹，當員工做
錯時立刻糾正，說明錯誤之處，會讓員工壓力大，主廚會罵員工的情節，讓
學生們有共鳴之處。雖然諾瑪餐廳的中毒事件見面臨歇業的窘境，但經營者
找出中毒原因，大刀闊斧改善廚房，更自己開始種植餐廳所需的食材，是一
位有特色的廚師，因此學生們可循著紀錄片的情節，經組員討論後，可找出
解決的方法與對策，呈現於簡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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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這個食安風暴的反思單元分成二星期進行，第二週同學們要交簡報內容時，
顯得從容許多，不像上星期的一面看影片一面疑惑要如何討論出重點，與所
要撰寫的有關解決問題的對策與內容，
「NOMA 餐廳－食材來源」這組的同學
回饋說：「PDCA」循環逐級上升圖，讓她一星期中看到的事物都用 PDCA 去
思考」
，是一個非常正向的回饋，感受得到學生的投入學習，有助於學生運用
不同的思維去看待身邊發生的事件。透過各組的報告後並修改自己組的作業，
每組同學最終均能完成 PDCA 的撰寫，表現不的思維與觀點，可參考附錄裡
二組學生的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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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1.PDCA 循環逐級上升圖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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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的

原有高度 高
度
2. NOMA 餐廳－食材來源（感謝陳宜秀和蔡緯蓁同學提供）
PDCA 前言：在 2013 年 2 月爆出 63 名顧客感染原諾羅病毒(食物中毒)，媒體未
證實就報導：內部員工有“帶原病毒”的消息，經餐廳追查結果發現淡菜病毒檢驗
為陽性結果，而現任主廚說：食材量大、品質要好、要北歐出產。許多供應商無
法滿足主廚需求，因此我們將會以 PDCA 探討。
P 階段：
135

遠東通識學報 第十二卷第一期 P.127-137 許淑芳 食安風暴的反思－餐飲品質管理之教案設計

供應商方案：尋找穩定供應商、供應商食材檢驗的保證書、擬訂正確供應系統 、
打造彼此信任的友好關係。
自行栽種方案 ：本片尾聲雷奈躍上佈滿塗鴉的廢棄房舍屋頂，熱切地告訴他身
邊的研發廚師，他想在這裡建造溫室，這方案需照他的想法下去執行。
D 階段：
供應商方案：與廠商擬訂合約。例如：訂貨方式、觀察產地、生產過程、運輸及
探討食材新鮮度變化。製作穩定供應商表格。正確執行本方案。
自行種植方案：Noma 將在今年年底關閉，搬遷到這處河邊荒地，種菜、做菜，
實現最直接的從產地到餐桌。 調查新地點適合種植食材。請一位有經驗的農夫。
將種植當地食材並尋找耐冷的農作物。
Ｃ階段：
供應商方案：除了供應商檢驗、本餐廳也實施抽查。 本方案種種系統有無缺失
將改進。 供應商、農夫共同為北歐菜建立更美好的將來。
自行栽種方案：觀察植物生長及變化。定期抽驗環境有無汙染。土壤保養施肥至
最佳狀態。
A 階段
供應商方案 ：1、預防食材在運送中交叉汙染。2、確保供應商問題不在發生，
保障人體安全及食安。
自行栽種方案 ：1、自給自足方式給顧客看到 noma 改進。2、自己把關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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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自己顧。
3.學生作業：Noma 餐廳－針對食安問題的改善（感謝簡巧雯和董怡芬同學提供）
PDCA 前言：現代人重視食品衛生安全，noma 餐廳所發生的淡菜問題，導致當
天 63 位客人得到諾羅病毒，到底是提供貨源廠商的缺失，還是有其他因素產生，
我們應該如何去改善及預防呢？
P 階段：餐廳食材的嚴格把關 、重拾顧客對餐廳的信任 、提升廚師對食安的專
業認知 。
D 階段：1.餐廳所有食材應找有合格檢驗證明的廠商,並請廠商提供檢驗合格證
明 ，進貨的食材應標上日期,並注意食材是否先進先出。 2.把食材的檢驗合格資
料放在官網,以便提供消費者查詢。3.提供食材的來源，列出各家廠商，製成名冊，
放在櫃台，以便顧客查詢 。
C 階段：1.餐廳可以對廠商所提供的檢驗報告再加以複檢。餐廳可以定期請專業
的食安人員抽檢，以確保員工有確實執行清潔工作及倉儲管理，記下缺失以便檢
討及改善 。2.比對諾羅病毒前後流失的客流量,有回流的消費者或新的消費者,
更積極說明餐廳食材的來源跟檢驗報告,重拾消費者對餐廳的信心。3 .食安課程
結束後可提出問題，讓員工可以互相討論，而餐廳應關心員工對課程是否了解。
A 階段：1.對於信任的廠商，可保持合作關係，以確保食材的穩定性。2.把所有
檢驗證明貼在官網外也可以放在店裡提供消費者查詢,若消費者有疑慮餐廳人員
會更詳細說明 。3.餐廳可以定期抽考員工對食安的認知，讓員工更加清楚知道
有哪裡需要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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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展望：認識自己‧從這裡出發
-大一國文單元主題設計
羅娓淑
遠東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古人云：
「學貴慎始」
。大學是學生在學業上調整學習目標、深化學習內容的
重要階段，而國文課是本校大一新生共同的必修課，因此，筆者利用單元課程的
設計，帶引學生閱讀、思考，以同學對學習生涯的規劃、深度閱讀、基礎表達能
力和寫作能力的培養，作為單元主題「認識自己‧從這裡出發」的設計重點。單
元的執行時間是新生開學後 1～5 週，文本閱讀以現代文選提供學生學習的典範；
藉傳統文章的詮釋，提醒學習者，讀書貴在能將知識轉化成個人的思考力。課程
利用心智繪圖(Mind Mapping)教學，結合分組報告的活動設計，以及教具 Zuvio
系統的運用，訓練學生學習整合與表達能力。本教案嘗試從設立學習目標、觀摩
學習、明確學習重點三方面，於大學之始，提供大一新生學習方向與學習價值之
參考。

關鍵字：深度閱讀、生涯規劃、心智繪圖、典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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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 Topic Design of Freshmen Chinese Teaching Class—Learning &Prospect:
Understanding Yourself, Starting From Here

Abstract
There is an old Chinese saying: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learning is to start
cautiously.

It is a significant stage to adjust your learning goals and deepen your

learning contents for students who are preparing to enter the university. Chinese
class is a requirement for freshmen in Far East University.

Therefore, I would like to

make use of unit topic design to lead students to read and think in order to let students
cultivate their writing, basic expression ability, deep reading, and plan their own
career. These are the main objects of my study.

The training period started from

the 1st to 5th weeks after school began. The reading passages were chosen from
modern literature.

B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ading passages, I would like to

remind the learners how to transfer knowledge into their own contemplation.

Mind

Mapping, group discussion, the operation of Zuvio system, and the training of
integration and expression will all be used in the class teaching.

This teaching plan

would like to provide a learning direction and value for freshmen from three
aspects—setting up learning objects, inspecting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learning
points.

Key words: deep reading、career planning、Mind Mapping、mode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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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計理念：
大學是人生學習的黃金階段，是年少的生命站在成年入口，探索未來的重要
位置。然而隨著大學膨脹、文憑貶值，許多大學新鮮人對未來感到迷網，即便是
科技大學的學生，仍易失去方向。事實上，科技大學的教育，除了指導專業，讓
學生得以在高職的累積上，更上層樓外，亦可協助學生培養銜接社會所需的軟實
力，如：學習力、思考力、判斷力等。
古人云：
「學貴慎始」
，大一國文是本校新生共同必修課，而文本閱讀則是國
文教育的主幹，透過閱讀習慣的養成，可以增進的學生自學力，強化職場競爭力。
筆者於是嘗試以「認識自己‧從這裡出發」為主題，構思大一新生入學前數週的
國文課程，希望學生在邁入人生新階段的初始，可以重新整理自己，思索自己未
來的方向，並藉由張忠謀〈哈佛大學的一年〉現代選文閱讀，提供學生學習典範，
擴充大學生活的想像，引導同學如何在學習的前提下，規劃自己的未來四年，為
大學生活定錨，讓自己可以從校園累積未來生活的能量。
扣緊學習，深度閲讀能力的培養，也是教學設計的重點之一。閱讀力的關鍵
在於思辨，閲讀者在瞭解文章的表層意思外，必須能夠綜合個人經歷，運用訊息、
理解判斷，才能發展個人觀點。基於此，筆者選讀王安石的翻案文章〈讀孟嘗君
傳〉，從詮釋身為讀者的王安石，如何在傳統的認知中，推導出個人的評價，以
演繹「學」與「思」的關係，提醒學習者，讀書貴在能將知識轉化成個人的思考
力，協助同學經由深度閱讀體會學習樂趣，培養閱讀習慣。

二、教學目標：
本主題單元的教學目標，依布魯姆（Bloom）的分類：
「認知領域」
（cognitive）
、
「技能領域」
（psychomotor domain）和「情意領域」
（affective domain）
，以及葛隆
倫（N. Gronlund）的「具體目標」（Specific Objectives）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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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目標

具體目標

認

1.了解繪製心智圖的步驟 1.1 心智圖法的四核心：關鍵字、樹狀結構、顏

知

及方法

色和圖像的運用

2.了解張忠謀〈哈佛大學的 2.1 能認識張忠謀的生平和成就
一年〉內容

2.2 能蒐集網路資料，整合、補充作者的背景資
料
2.3 能描述張忠謀〈哈佛大學的一年〉文章概要
2.4 能有條理的歸納整理〈哈佛大學的一年〉的
文意，分層架構、進行圖示。
2.5 能比對個人與張忠謀〈哈佛大學的一年〉的
學習內容

3.了解王安石〈讀孟嘗君 3.1 能認識王安石的生平
傳〉內容

3.2 能指出〈讀孟嘗君傳〉文章架構
3.3 能陳述王安石所欲傳達的個人觀點
3.4 能指出王安石對孟嘗君評論觀點與其個人特
質的關係

技

1.能認識選文〈哈佛大學的 1.1 能正確回答教師所提出的問題

能

一年〉
、
〈讀孟嘗君傳〉裡的 1.2 能正確回答 Zuvio 系統裡預設的平時測驗習
生字和語法

題

2. 深度閱讀〈哈佛大學的 2.1 能正確地繪製張忠謀哈佛大學一年級的生活
一年〉

心智圖
2.2 能清楚地表達心智圖所呈現的內容

3.繪製生活規劃心智圖

3.1 能以心智圖描繪個人大學的生涯規劃

4.撰寫個人履歷自傳

4.1 依個人預設目標，練習撰寫個人的履歷自傳

5.撰寫閱讀推薦短文

5.1 撰文推薦一篇張忠謀的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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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彼此合作完成報告

1.1 小組能共同討論文章內容、分工蒐集資訊
1.2 小組能整合資料完成〈哈佛大學的一年〉心

意

智圖
1.3 小組能上台完成報告和回應其他小組提問
2.能品鑑他人作品

2.1 學生能針對他人的報告作出合理評分和給
予具體意見

3.典範學習--調整生涯規劃

3.1 學生能根據自己的能力調整自己的學生生涯
計畫

4.能欣賞中國古典文學

4.1 能敘述〈讀孟嘗君傳〉中「王安石的解讀」
4.2 能結合王安石的生平背景，建構解讀〈讀孟
嘗君傳〉的新義

三、教學流程與策略
課程單元執行時間設定於新生開學後的 1～5 週，閱讀文本則是文言、白話
各一篇，依序為（一）現代文選讀及課堂活動（二）文言文選讀及課堂活動。進
行順序如下：
（一）現代文選讀及課堂活動
1.

前導作業--「我的大學生活藍圖」心智繪圖（mind mapping）
（1） 心智圖教學：介紹英國 Tony Buzan 的心智圖和心智繪圖（mind
mapping）（孫易新譯，1998），說明繪製心智圖的步驟及方法（孫
易新、陳資璧，2005）。
（2） 繪製心智圖：邀請同學分享個人對大學生活的想像，並請同學以「我
的大學生活藍圖」為題，描繪未來四年的生活，將大學生活的內容具
象化，藉由繪製過程的輻射擴散和結構分層，再次思考、規劃個人的
學生生涯。

2.

文本閱讀--張忠謀〈哈佛大學的一年〉
延續開學初始的大學生活主題，文本首先選讀《張忠謀自傳（上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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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哈佛大學的一年〉。張忠謀先生在書中談到，哈佛大學一年級以
通識課程為核心，開啓他對文學的熱情，除大量修讀現代文學和古典
文學外，也廣泛閱讀各類書報雜誌，文末更引用海明威「人生中可帶
走的盛宴」形容他在哈佛大學唸書的時光。此書是張忠謀先生 66 歲
時所寫的自傳，在他回憶前半生時，哈佛通識課程的人文涵養，依然
是身為動見觀瞻的科技領袖無法忘情的美好，故筆者想藉由張忠謀先
生的聲望和形象， 說明閱讀足以豐富個人的生命，提供學生典範學
習的對象。
（1） 引起動機：介紹張忠謀先生
（2） 文本閱讀與學生發問
（3） 教師設計提問引導學生進行文本探討
3.

課堂活動--分組繪製〈哈佛大學的一年〉心智圖及上台報告
教師於文本解析告一段落後，請同學歸納整理〈哈佛大學的一年〉概
要，條列重點、指出關鍵詞。經過分組討論、統整思考後，繪製成心
智圖上台報告，報告完畢再以 zuvio 即時回饋系統，進行小組評分。

4.

課後作業
（1） 撰寫個人履歷自傳
履歷自傳的撰寫安排於〈哈佛大學的一年〉分組報告之後，以前後二
次的心智繪圖作業，深化學生對主題的印象，再請學生按照個人設定
的目標，揣摩大學畢業後，進修或求職，撰寫履歷自傳一份。教師可
比對學生的心智圖和履歷自傳的內容間有無差異，觀察經過觀摩學習
之後，學生是否會根據自己的能力調整生涯計畫。
（2） 撰寫閱讀推薦
請學習者持續關注張忠謀先生的生活動態，期末繳交一篇與其相關的
報導，並撰文說明推薦理由。

（二）文言文選讀及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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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閱讀--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是著名的翻案作品，篇幅短小，立論鏗鏘，短
短 90 字，只以首三句交待前人對孟嘗君的看法，其餘皆從反面立論，
層次分明，逐步推翻孟嘗君在歷史上的評價，建立作者自己的觀點。
以此為讀本，可提示學習者，「學」與「思」的關係，藉以演繹如何從
文本中建構出閱讀者個人的意義。另外，文章精簡，除了語法，通篇
文章並無生難字詞，對不喜文言閱讀的學生而言，是負擔較少、較容
易入手的文言短篇。
（1） 引起動機：作者生平介紹、文學背景說明（故事引導）
（2） 文本解析 1：帶引學生閱讀〈讀孟嘗君傳〉，詮釋王安石觀點

（3） 文本解析 2：引導學生解析作者的視角

教師設計提問，帶引學生以王安石的生平資訊，來推演王安石的視角，
引導學生找出關係、敘述意義、建立個人視角。教師藉此演繹，協助
學生對古典文學進行新的詮釋，經由深度閱讀、內化知識，到培養學
習者獨立思考的能力。
2.

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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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複習

教師分段講解課文，以 zuvio 題庫進行複習測驗。
（2） 分組討論報告
請學生整理王安石的生平，並說出王安石何以認為「孟嘗君不足以言
得士」、「孟嘗君特鳴狗盗之雄」的理由。

四、教學反思
本教學單元的設計，以學習為核心，透過作業設計、文本閱讀和課堂活動
分五週執行，以下將就教師在教學現場所觀察到的成效、困難與可能的解決之道，
進行說明：
（一）從學生的回饋中可發現，課程大致可符合認知、技能、情意三個目標。就
教學設計的核心精神而言，以協助學生規劃未來四年、利用作業訓練學生
基礎表達和寫作能力等方面，執行成果比較明顯，若以養成閱讀習慣、培
養深度閱讀的能力而言，則尚難由文言、白話各一篇的有限閱讀中，看到
具體成效。
（二）學生的學習背景，常左右施教成果，其中以深度閱讀的成效，最受影響。
在白話文本〈哈佛大學的一年〉課後，多數同學表示，最羨慕張忠謀先生
能廣交外國友人，生活豐富多元，讓他們對大學有了不同的想像，顯然〈哈
佛大學的一年〉開拓了學生的視野。但張忠謀先生對人文的熱情，以及他
大量閱讀，進而養成閱讀習慣，豐富個人生命的部分，雖可讓多數學生認
識閱讀的價值，但在閱讀中所獲得的樂趣，仍不足以令其喜好閱讀，甚至
有學生表示，打電玩已取代了自己原有的閱讀習慣。至於文言短篇〈讀孟
嘗君傳〉的選讀，教師以故事引起學習動機時，學生大都能專注上課，透
過提問討論時，學習者起初尚能投入，然而隨著討論議題逐漸深入，「離
場」的同學也愈來越多。雖然課後有少數學生反應：「原來文章也可以這
麼讀」，對教師所帶引的解讀表示興味，但這些回饋，主要來自那些對文
本閱讀已有成功經驗的學生。閱讀的深度，影響閱讀的樂趣和閱讀習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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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教師面對教學現場的實況，除了掌握學生的學習背景，也藉由學生
作業和課堂提問的表現，即時肯定回饋學生，以提高同學的學習意願。
（三）學生的學習背景落差大，同時也反應在心智繪圖作業上。少數學生從國高
中即接觸心智繪圖法，熟悉關鍵字的標示，對樹狀分層結構圖也不陌生，
所以很快便著手繪製作業。然而多數學生都是第一次接觸心智圖，除了擔
憂個人的繪圖能力不足，對步驟、方法也無法掌握，若繪圖的內容較複雜，
學生難以消化時，焦慮會更明顯。為解決這些問題，除課堂反覆說明心智
繪圖的技法外，對內容複雜的作業，則安排小組合作思考，分階段從分類、
關鍵字，再到繪圖、圈選報告者，逐一完成，以此減低作業所帶來的壓力，
發揮團隊合作的學習效益。另外，可安排熟識心智繪圖法的同學擔任課輔
小老師，於課後指導同學進行練習。
（四）授課班級人數超過 40 人， 5 週 10 小時的總授課時間，限縮了教師課堂
回應學生的平均時間，以及議題討論的深度，若將課程調整為 6 週，或可
減輕時間不足的困擾。
（五）本課程搭配教具 Zuvio 系統，讓學生利用手機上網進行互動，由於新鮮，
確實可以有效吸引學生注意。筆者將課堂內容分單元在 Zuvio 系統建立題
庫，每完成預設段落，即請學生複習並上網回答問題，一來可透過習題為
學生適時複習，以降低整體學習難度，同時也可瞭解同學的學習狀況，以
達到認知、技能的教學目標。Zuvio 系統內設有「小組互評」的功能，若
在分組報告後，請同學上網為各組表現進行匿名評分，不僅能即時反應各
組排名，更能適度激發學生的競爭意識和榮譽感，提高分組報告的成效。
惟少數學生手機功能較簡易，難以登入系統，是運用 Zuvio 系統時，最待
克服的問題。

五、延伸閱讀及作業：
1.〈閱讀使你爬上巨人的肩膀〉（選自洪蘭《講理就好》，遠流出版社）
2.〈我害怕閱讀的人〉簡媜（奧美廣告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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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文山：閱讀決定視野高度〉李蓓潔（《親子天下專特刊》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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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一）學生心智圖作品
（感謝林○宇、黃○涵、黃○娸、楊○濠、潘○瑋、岩○翰、黃○涵、楊○芳、
等同學提供相關作品）
1. 個人作品：我的大學生活藍圖

2.小組作業：〈哈佛大學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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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堂活動：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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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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登網址：http://www.feu.edu.tw/edu/gec/dsl/center/ch/paper.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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