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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明明德」辨析
徐鈺晶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副教授

摘

要

關於《大學》的討論，通常聚焦於「格物致知」
，詮釋者或主
張向外窮究萬物之理，或主張發揮本心正物之功，而一直無法取
得共識。如果回歸《大學》之作的原初目的，明白它是要教育貴
族子弟成為未來的統治階級，而格物致知只是八項修養條目中的
前兩項，那麼或許可以找到比較合理的解釋。但是問題的焦點還
是要回到「大學之道」所謂的第一目標「在明明德」應如何理解。
「明德」一詞是指「天生本有的光明德行」，還是指「長期修養
的高明德行」？本文將詳細分析「德」
、
「明德」與「明明德」等
語詞，說明在《大學》成立的時代，其意應在於強調統治者應培
養「高明德行」以善待百姓，並由此推衍至「親民」與「止於至
善」
。為了修養高明德行，首先需要藉由「格物致知」去了解「言
行規範」
，也即是對善惡有明確的知識，由此可以接上後續的「誠
意、正心、修身」等工夫。

關鍵字：明明德，格物致知，誠意，朱熹，王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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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al Analysis of《Ta Xue》’s “Ming Ming-de”
Hsu Yu-chi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concerning《Ta Xue》has been on
“Ge-wu Zhi-zhi” and reached no consensus. For Zhu Xi, it means
to research all things and understand their principles. For Wang
Yang-ming, however, it means to rectify all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mind. The present article clarifies this problem
by showing that《Ta Xue》was designed to be the textbook for
teaching the young generation to be good statesmen in the future.
The strategy is to change the focus to “Ming Ming-de,” the first
purpose of Ta Xue (the Great Learning), which literally meaning
the University. The key point lies in the proper meaning of
Ming-de. Through a careful study on the relative texts, the
answer is that Ming-de designates the elevated virtue of the ruler
rather than the inborn virtue of all humans. In other words, the
ruler must cultivate his virtue incessantly to respond to his
mission as a good statesman.

Keywords: Ming Ming-de, Ge-wu Zhi-zhi, Sincerity, Zhu Xi,
Wang Yang-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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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從南宋朱熹（1130-1200 年）出版《四書章句集注》以來，學習及研究儒家的人
逐漸接受以「四書」代表儒家的主要經典。到了元朝皇慶二年（1313 年）恢復科舉取士，
詔定以朱熹此書為參考資料；進而在明朝洪武二年（1369 年）的科舉考試，規定以此書
為教科書，朱熹於是成為儒家思想的正宗繼承人。1到了清朝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
朝廷下詔特升朱熹配享孔廟。事實上，在此之前，早就有學者「言必稱朱熹」2，甚至宣
稱「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長夜」3，「不宗朱子，即非正學」4。
朱學成為官方認可的學問之後，引發無數後人的追隨與發揮，但是也有少數學者本
於求知精神與實踐體認，開始深入探討並大膽質疑朱注的正確性，進而對朱子本人的哲
學體系作了全面的研究與評論。其中廣為人知的是明朝中葉的王陽明（1472-1529 年）。
王陽明年輕時，無異於大多數同齡的好學之士，
「遍求考亭〔朱熹〕遺書讀之」
。他在十
八歲時，讀到朱子注解《大學》之「格物」
，
「一日思諸儒〔即指朱熹〕謂『眾物有表裏
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
，於是他取竹子格之，沈思其理不得，七天就病倒了。5王陽
明後來轉而肯定與朱熹同時的陸象山（1139-1193 年）的理論，並形成所謂的「陸王學
派」，此學派的支持者在明朝後期直至整個清朝，與占有主流地位的朱子學派一直有所
爭論。6
兩派爭論的焦點之一即是：《大學》的「格物致知」應作何解？依朱熹之見，萬物
各有其理，所以人須「窮究萬物之理」
，他說：
「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7這種說法要求研究「天下之物」，根本
1
2

3
4
5
6

7

呂思勉，《中國制度史》(下)(北京：丹青圖書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頁 742〜743。
《清代哲學大事年表》，收於王茂、蔣國保、余秉頤、陶清合著，
《清代哲學》(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
九二年)之「附錄」
。呂留良(1629-1683 年)說自己「幼讀朱子集注而篤信之，因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知
信孔孟，故與友人言必舉朱子為斷」
，頁 870〜871。
此為閻若璩之語，前揭書，頁 874。
此為陸隴其之語，前揭書，頁 872。
王守仁，《陽明先生集要》(北京，中華書局，二ＯＯ八年)上冊，
〈年譜〉
，頁 4。
王陽明說：「晦庵〔朱熹〕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而象山辨
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為己之道，其功亦豈可得而盡誣之。」黃宗羲，
《明儒學案》
之〈姚江學案一〉(台北，河洛出版社，一九七四年)，頁 67。其次，有關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爭，在
清朝學術界的發展，可參考《清代哲學》，頁 35〜60。
朱熹，
《大學章句》，收於《四書章句集注》(台北，鵝湖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頁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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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從實現的空想。另一方面，依王陽明之見，人有良知，只要「致吾心之良知」于事
事物物，即可做到格物，就是「正其不正以歸於正」8。
若以《大學》為「大學」這樣的教育機構設立之宗旨，則依朱熹之見，將沒有人可
以畢業。不但如此，連「格物致知」這第一階段都過不去，後續的「誠意、正心、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
，不都成了空中樓閣嗎？那麼，依王陽明之見又如何？他認為，
「身、
心、意、知、物」
，其實只是一物，而「格、致、誠、正、修」
，其實只是一事。9果真如
此，則「大學」只須要求學生自己努力「正心」就可以了，又何必設立這樣的教育機構？
這個問題顯示兩派各走極端，那麼什麼才是合乎原文的詮釋呢？
有關「格物致知」的討論材料已經相當豐富，並且經歷了數百年之久，而尚未得到
共識。因此，本文不擬介入此一討論，而是將轉移焦點，先確定《大學》一書的性質，
藉此也許可以找到比較合理的理解方式。其次則將扣緊「明明德」一語，分辨及解析其
意義，說明宋明學者有可能作了不少過度詮釋。

二、《大學》的性質
《大學》原是《禮記》中的一篇，全文一千七百多字。《禮記》中談到有關教育的
材料，一般認為屬於「小學」的，包括「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等篇，教導弟子
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基本的禮樂射御書數等。而屬於「大學」的包括「王制、學
記、大學」等篇。
朱熹由《禮記》選出兩篇文章，即《大學》與《中庸》，並為其作章句與注釋；再
配合早已被視為儒家經典的《論語》與《孟子》，加上詳細的集注；如此就組成了《四
書章句集注》一書。《大學》自此成為儒家經典的重要代表。
關於《大學》的主旨，最早為其作注的東漢鄭玄（127-200 年）說：
「以其記博學可
以為政也。」10「博學」一詞在此只是個期許，因為在一千七百多字的文章中，不可能
說明白「該學什麼」才可以「為致」。相對於此，朱熹依循北宋程頤（1033-1107 年）之

8

王陽明，《大學問》收於前揭書，頁 150。
王陽明，前揭書，頁 149。
10
《禮記•大學》(鄭玄注，孔穎達疏)，收於《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八二年)。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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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主張《大學》是「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11說它是「初學入德之門」，
顯然比說它記「博學可以為致」
，要更合乎事實。但是，朱熹又說：
「大學者，大人之學
也。」合而觀之，可知：大學是大人之學，是教導學生成為政治領袖（古代的統治階級）
的方法，其初步所授者為「入德之門」。
以大人為政治領袖，其根據在於朱熹的《大學章句序》，他說：人生八歲，都要入
「小學」
，接受基本教育，
「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
12

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問
題是：大學若是揭示教人成為「賢明君臣」的方法，則前面所謂的「初學」就不可能包
括一般百姓的子弟。
由此看來，程頤所謂「于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
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13；這種說法所引發的問題是：如果儒家的為學
次第在於《大學》，而《大學》是教人「做官」的學問，那麼它與教人「做人」的學問
有何關係？比較圓融的理解是：做官須以做人為基礎。比較深刻的理解是：做人（修身）
才是一切（包括做官）的基礎。推到極致，就接近王陽明所謂的：「大人者，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者也。」14以這種標準來要求統治者（君臣）
，恐怕陳義過高。而《大學》一書
的性質也將更顯模糊了。
到了清代，科舉考試推崇朱注《四書》已經三百多年，有關朱注的各種討論也相當
多了。在《論語》
、
《孟子》
、
《中庸》這三本書，固然有些篇章的解釋帶來爭議，但是像
《大學》這般受到全面質疑的實為罕見。清朝陳確（1604-1677 年）作《大學辨》
，對《大
學》提出徹底的批判。陳確是劉宗周（1578-1645 年）的弟子，屬於王陽明的思想派別。
他認為，王學與朱學在「知行問題」上的爭議，正是源於《大學》的「格物致知」之說。
他進而指出：
「程朱又立為《大學》之教，一旦出《戴記》而尊之《論》
、
《孟》之上，於是知行

11
12
13
14

朱熹，前揭書，頁 3。
同上，頁 1。
同上，頁 3。
王守仁，《大學問》，收於前揭書，頁 1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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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分。而五百年以來，學士大夫復相與揣摩格致之說，終日捕風捉影，尚口黜躬，浮文
失實，是何異敞晉之清言、痴禪之空悟乎？陽明子雖欲合知行，然諄諄言致良知，猶未
離格致之說。傳之後學，益復荒唐。」15
陳確甚至認為《大學》的內容似是而非，違背儒家的教導。他說：
「《大學》其言似
聖而其旨實竄於禪。其詞游而無根，其趨罔而終困，支離虛誕，……苟終信為孔曾之書，
則誣往聖、誤來學，其害莫可終窮者，若之何無辨？」16
由此可見，對《大學》一書，推崇者視之為「在論孟之先」，貶斥者視之為異端邪
說。這種爭端其實可以化解，方法即是釐清《大學》一書的性質。
首先，在儒家出現之前，古代已有「大學」的設置，其目的在培養貴族子弟，期許
他們成為優秀的統治者。前引朱熹的《序》已作了說明。學生十五歲入大學，所能學的
是什麼？朱熹說是「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這種說法大體不錯，但是在短短
的一千七百多字裏面，針對這些目標，恐怕只能點到為止。以今日之教學而言，所教者
大致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一是教導學生分辨清楚「統治者所需要知道的客觀資料」，
包括國家的組織架構、各部門的制度規章、適用於各階層的禮儀與法律條文，以及某一
職位的責任與各職位之間的關係等。二是教導學生明白「如何」修養，使自己可以主動
積極與長期堅持從事政治的工作，以求抵達完美的結果。三是教導學生領悟「為何」要
從事這種修養與這種工作。17
《大學》這本書是在儒家成為社會主流思潮之後，依照儒家哲學，對「大學」這個
早已存在的教育機構所提供的思想教材。由於篇幅有限以及學生年齡較輕，其中所教的
內容只能是前述三個層次中的兩個，亦即客觀資料（必備知識）與如何修養（修養方法）。
有了這種理解，就可以說明「格物、致知」的大致情況。所謂「格物」既不是窮究萬物
之理，也不是推擴正心之用，而是分辨清楚自己與「相關的人與事，言行的適當規範」
之間的關係，由此發展出來的「致知」
，其重點在於知道「善惡」
，亦即鄭玄所說的：
「知
15

陳確，
《文集》卷十一《揣摩說》，轉引自《清代哲學》頁 480。
陳確，
《別集》卷十四《大學辨》一，轉引自《清代哲學》頁 481〜482。
17
這裡所謂的三個層次，是指要教導學生知道：做為統治者(連同各級官員)所應具備的基本知 識與修養
方法。此外，還有根本的觀念，包括「為何」需要修養德行與照顧百姓，「為何」要從政做官。這些有
關「為何」的問題，牽涉到儒家關於人性的觀點，在《大學》中並未提到。
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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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18這種知的目的是為了行，但是學生由於時空所限，大多
數的行只能等待他日，惟獨「修養方法」是可以即知即行，並且必須終身不倦的，否則
無法完成身為統治階級一份子的任務。
其次，就「修養方法」而言，自然是指接著「格物、致知」而說的「誠意、正心」。
這種修養的目的是：讓人由內而發產生主動積極的力量，堅持純粹專注的理想，進行後
續的「修身」工作。
《大學》有一句關鍵的話，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我們可以依此設想兩種不同的修身：一是統治階級的主動方式，二是庶民的被動方式。
庶民未受大學教育，他們若要修身，一般只能靠被動的方式或考慮對自己有利的情況。
譬如，《大學》引述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接著說：「無情者
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這裏的「大畏民志」，意即要嚴厲警惕百姓不可
有欺騙的念頭。19然後，談到小人應該效法君子時，其說法是「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
樂與利正是讓小人追隨君子修身的重要誘因。20
修身之後出現的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治國來說，諸候國為數有限；而平
天下更是天子一人的職責。《大學》所教的，確屬理論層次，要讓學生了解完整的國家
架構以及修養所能達到最高的境界。至於教育的第三層內容，「為何」需要這種修養，
則涉及人性論，實非《大學》一書所能回應。
接著，稍作分析《大學》的內容。最明顯的特色是它大量引述經典與前人的言論。
在全文一千七百多字中，引文多達二十六處，共有四百五十七字，超過全文四分之一。
引述資料共計：
《詩》十一次，
《書》八次，孔子二次，曾子、孟獻子、舅犯各一次。由
此可見，《大學》選材是做為教科書之用，並且廣泛引述資料來證明它本身的系統。它
引述資料時，意在描述具體作為與實際效果，而少談抽象的觀念與理論。如此可以告訴
18

《禮記•大學》，
《十三經注疏》。
孔子此語出於《論語•顏淵》
。所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對此可以有兩種理解：一
是正面引導百姓，使他們安居樂業，彼此不再爭訟；二是《大學》此處所說的「大畏民志」
，讓百姓受
到警惕，不敢說假話騙人。這兩種理解都可以成立，因為在孔子當時，百姓多為被動接受命令，而少見
主動積極行善的。如孔子說：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泰伯》)這句話的解釋雖有爭議,
但仍有一合理的說法，即：對待百姓，可以使他們走上正途，卻無法使他們明白其中的道理。
20
《易經•革卦》上六爻辭說，
「小人革面」
，其〈象〉曰：
「順以從君也」
。可見小人順從統治者的要求，
但只能在表面行為上如此，亦即風動草偃或上行下效，同時也須提供樂利的誘因。相對於此，統治者需
要主動修養德行，其具體工夫就在八條目的前幾項中。
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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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何種行動將會引發何種成效，其中並無討論細節的空間；並且以成效而言，主要
的考慮是百姓的樂利。譬如，總結全書的是：
「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所謂「以
義為利」，即是一切都為百姓著想。那麼，百姓又是處於何種情況？
《大學》通篇只談及兩種人：一為統治者，另一為百姓。用以代表百姓的名稱包括：
民（十九見）、黎民（二見）、國人（三見）、眾（二見）、庶人（一見）、下（一見）21。
若要泛指所有的人（包括君、君、民）
，則用「人」字（十九見）
。值得注意的是「君子」
與「小人」二詞。
「君子」在引文中出現四次，皆為描寫古代統治者的優越表現，可以起示範作用。
另外出現的十一次，則是直接對學生（未來的統治者）的期許，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
「君子必慎其獨也」
、
「君子必誠其意」
、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
國」、「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君子先慎乎德」、「君子有大道」等。22
至於「小人」
，則有四見。
「小人」可以指一般百姓，主要考慮自己的樂與利，如「小
人樂其樂而利其利」
。
「小人」也可以指邪僻的統治者，如「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
人矣」，「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最讓人擔心的，是以「小人」為不知上進的平
凡人，他們既非像君子一般的統治者，也非懂得立志修德的君子。
《大學》說：
「小人閒
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依此來了解人性，並非
毫無根據，而是正好突顯了儒家經典所一再強調的「憂患」意識。23
由上述對《大學》的簡要分析，可知此書確實聚焦於「如何」培養新一代統治者。
由此看來，宋代以來學者有關「格物致知」的爭論，其中大多數若非借題發揮，就是過
度引申。說明這一點之後，再回頭思考「大學之道」的三綱領，或許會有不同想法。

21

22

23

總計代表「百姓」的字詞出現二十八次，可見此書以各種方式提醒學生(未來的統治者)，要知道自己將
來面對的百姓是何種情況，以及該如何修養自己(包括觀念與德行)才可善盡責任。
「君子」這種用法符合自孔子以來所設定的儒家典範人物。但是在《大學》中，由於君子總是直接關
連於統治及教化百姓，所以顯示了「君子」一詞的原意「君之子」
，而更突出了在大學中受教育的貴
族子弟的身分。
儒家對於未受適當教育的百姓，總是心存憂慮。此處所說的「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一語，可
謂出於犀利觀察，可以對照孟子談到舜對百姓的憂慮時所作的評論。孟子說，百姓「飽食、煖衣、逸
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滕文公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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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明德」的不同詮釋
《大學》開宗明義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十六字
並不易理解。先說「大學之道」的「道」字。「道」字在《大學》中出現十次，四次指
「說」
，要表達某種意思；四次指「方法」
，是達成某種目標的途徑。只有兩次扣緊「大
學」而言，亦即開頭的「大學之道」，以及稍後一節的「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因此，
這個「道」字可以意指「原則、宗旨」
，也可以意指「方法、途徑」
。後者較為合適，因
為如前所述，
《大學》是一篇教導年輕人「知道如何」修養以成為優秀統治者的文字。
「知
道如何」應就方法或途徑而言。
這種「知道如何」的教育機構，它的文字主張有兩個明顯的限制。一是它並未涉及
學生的具體實踐，以三綱領而言，「親民」與「止於至善」只能託之未來，即使「明明
德」也只在起步階段，這一點稍後會作說明。以八條目而言，學生以「格物、致知」為
當下目標，對「誠意、正心、修身」則在初步實踐階段，因為他們處於同質性極高的師
生團體中，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尚遙不可及。另一個限制是，它並未觸及
「知道為何」的深度思考。談起這種深度思考，以《論語》的簡短對話體裁，也只能點
到為止，如子貢所感嘆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24。到《孟子》才展示
較為完整的論述，直至《中庸》，儒家思想體系才算完成。簡單說來，它必須回答一個
根本問題，就是：儒家教人成為君子，但是「為何」人應該成為君子？這種要求在人性
論上有何根據？
釐清《大學》的上述限制，才可以就其「知道如何」的唯一功能去進行理解其文本。
那麼，大學教育所提供的途徑，是要讓學生在哪些方面「知道如何」呢？答案是三個「在」
字。用「在」而不用「是」，表示這三者之間既有延續性，也有開展性。如果把三綱領
與八條目並列，不難看出簡單的對應：一，「明明德」含括了「格物、致知、誠意、正
心、修身」；二，「親民」含括了「齊家、治國」；三，「止於至善」無異於「平天下」。

24

《論語•公冶長》
，若要理解「人生應該如何？」這樣的問題，就必須討論有關人性與天道的題材。
《論語》為簡短的對話體裁，孔子兩次提及他的學說「一以貫之」
，但都沒有機會自己說清楚學說的核
心觀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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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應顯示了「明明德」這個起步階段占了極大的比重，那麼「明明德」又是何意？
鄭玄是東漢人，生平距離《大學》成篇較近，所作的解釋也較為平實。鄭玄說：
「明
明德，謂顯明其至德也。」「明明德」一語中，第一個「明」字是動詞，為「彰顯」之
意，這一點少有爭議。但所要彰顯的「明德」是什麼？這就是學者爭論的焦點了。鄭玄
所謂的「至德」，出於《周禮•司徒》，其中談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25。「三德」
是至德、敏德、孝德。至德為中和之德，期勉統治者要像天地一樣，無不覆載，包容教
化一切百姓。「明德」即是這種至德，要靠君主修德行善、長期照顧百姓才會有效。而
「明明德」意即：要彰顯那善待百姓的最大成效。要做到這一步，君主當然必須修養德
行。換言之，這種德行是修養而成的。
但是，唐朝孔穎達（574-648 年）在為鄭玄的《注》作疏時，已經轉移了重點，他
說：
「在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謂身有明德而更彰顯之。」26這
種解釋已經主客易位了。在鄭玄看來，「明德」是至德，是統治者修德以善待百姓的最
大成效。在孔穎達筆下，「明德」成為統治者自己的光明之德。至於這種光明之德是後
天修鍊的，還是與生具有的，則尚有討論空間。
到了朱熹手上，這種討論空間完全消失了。他說：「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
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
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27他認為，
「明德」是
人人生而具有的，屬於人的本體部分，不可能完全昏昧。若有昏昧，則是氣稟與人欲所
造成的拘束與遮蔽。因此，「明明德」即是要人回復到原初狀態。這種解釋與孔穎達所
說的相似之處，是以「明德」為自己的光明德行；相異之處則是清楚斷定這種明德是人
人生來就具有的。
朱熹這一段注解能否自圓其說？如果人出生於世間，不可能沒有身體，因而不可能
免於「氣稟與人欲」的干擾，也即是不可能「存其初」
，而必須待後天的修養才可以「復
其初」
，那麼誰可以判斷那個「初」是何種情狀？如果「明明德」即是「復其初」
，是屬
25
26
27

《周禮•司徒》，
《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八二年)。
《禮記•大學》，
《十三經注疏》。
朱熹，前揭書，頁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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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人自己修養的要求，那麼它與接著所謂的「親民」有何關係？朱熹採取程頤之說，
改「親民」為「新民」
，他說：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己人，
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28依此說，則是希望「推以及人」
，讓百姓皆可「自明其
明德」，以去其舊染之污。
程頤與朱熹支持「新民」一詞，是因為《大學》稍後連續引述三句古語，其中出現
五個「新」字，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其命維新」。但是對照後
面談到「齊家、治國」這兩段與「親民」相應的資料，則其內容並未談及「要如何革新
百姓」
，而是一再強調統治者「上行下效，以身作則」
，使百姓受感動而遷化於善。換言
之，「親民」（親近照顧百姓）可以帶來「新民」（百姓跟隨君主革新行善）的效果，而
「新民」卻未必需要「親民」。王陽明認為不需更改「親民」一語，但是卻基於不同理
由。他的理由在《大學問》中呈現另一個完整的詮釋系統。29
談到「明明德」
，王陽明首先肯定「大學」是「大人之學」
，而「大人」是「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者也」。人人皆因天命之性而有此心，可覺悟這種一體之仁，它是「自然靈
昭不昧者，是故謂之明德。」他所建議的工夫與朱熹的類似，人只須「去其私欲之蔽，
以自明其明德」
，就可以「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
。依此推論，則「親民」即是推己
及人，使「明明德」的效果得以實現。問題是，《大學》原文並無「天地萬物一體」的
觀念，所以王學對於後人了解這本經典的幫助有限。
那麼，「明明德」應該如何理解呢？朱熹與王陽明都是著名的哲學家，容易在注解
30

經典時走上陸象山所謂的「六經皆我注腳」 這一條路，提出許多原創的見解，但未必
合乎原意。反之，鄭玄為經學家，並且在時代上更接近原典的著作時期，他所提供的注
解模式更值得我們留意。換言之，我們與其向後代學者請教，不如回溯《大學》著作時
期所能參考的古代資料，或許可以找到較可靠的詮釋。

28
29

30

同上。
王守仁，前揭書，頁 1460。他說，「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
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如此一來，「明明德」與「親民」形
成「體用」關係，自然是一個完整的系統。
象山說：
「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黃百家纂輯，
《宋元學案》(台北：廣文書局，一九七一年)卷五
十八，〈象山學案〉
，頁 9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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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明德」的合理詮釋
《大學》一書，「德」字九見，皆指德行，是正向的善行，並且皆為統治者的具體
表現。譬如，「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富潤屋，
德潤身」，「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也」；另有兩次是引述《尚書•康誥》之「克明德」與
《尚書•堯典》之「克明峻德」
。後二者已使用「明德」二字，其意分別為：彰顯德行，
以及彰顯高尚德行。31
現在要聚焦的是兩次「明明德」的用法。若說「明德」二字，則意思常為「彰顯德
行」
。若說「明明德」三字，則意指彰顯「明德」
，那麼正如前面提過的，所要彰顯的「明
德」究竟是什麼？是先天的稟賦還是後天的修行結果？依鄭玄將其解為「至德」來看，
它是後天的修行結果。現在最好的辦法是翻查古代經典，看看有無類似的用法。
先查閱《尚書》32，我們看到以下用例。
（１）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多士〉）
（２）罔不明德慎罰。（〈多方〉）
（３）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康誥〉）
（４）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文侯之命〉）
（５）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君奭〉）
（６）保受王威命明德。（〈召誥〉）
（７）先王既勤用明德，……亦既用明德。（〈梓材〉）
（８）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
簡單分析如下：首先，「明德」二字連用，意指彰顯德行，就是要求統治者表現有德的
行為以善待百姓。這是治理百姓的上策，甚至是唯一的方案。引文(1)(2)(3)可為例證，由
於經常連用「明德」二字，它逐漸成為術語，意指統治者所具有之「高明的德行」。本

31

32

「克明俊德」一語，出於《尚書•堯典》
，原意為「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己施化」(孔穎達疏)，
《大
學》引用此文，以「峻」代「俊」
，其意相近，皆為高明或傑出。以「高明、傑出」描寫「德」
，表示
它是努力修養而成的德行，而不涉及後儒所謂之天生的光明德行。
參考《尚書》相關各篇，《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八二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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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說「高明」而不說「光明」
，因為德行顯示某種光明，是合理之事33，但容易使人誤以
為那是一種人人具有的天生稟賦。如果使用「高明」一詞，則沒有誤會之嫌，表示那是
後天修養的成就。高明者必然顯示光明，而光明者有可能是源於天賦而未必與高明有關。
引文(4)(5)(6)皆為例證。引文(7)兩度提及「用明德」，已經沒有什麼疑慮，肯定「明德」
是可以用於治理百姓的。引文(8)更以奉獻給神祇的祭品為例，強調「明德」勝於「黍稷」，
必可得到神祇的嘉許與福佑34。這種「明德」已經成為統治者的傳國寶典了，但它無法
得自贈與，而是需要君主一代一代努力修德，善待百姓，才能卓有成效。
「明德」成為專門術語，意指高明的德行，這一點在春秋及戰國時代還可以看到一
些用例，如：
（９）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詩•大雅•皇矣）
（１０）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左傳•宣公三年）
（１１）神曰：無懼，帝享女明德，使予賜女十年有九。（墨子•明鬼）
這三例中的「明德」，使用得相當自然，好像大家已有共識，其意也顯然是指「高明的
德行」，而完全無涉於某種先天的稟賦。
我們在判斷一本古代作品中的語詞意義時，所應取來參考的，是在它之前或與它約
略同時的作品中的同一語詞，還是相隔一千多年之後的學者別出心裁的各種解釋？答案
應該相當清楚。
《大學》篇首的「明明德」為「彰顯高明的德行」，接著可以依此詮釋原文後續所
謂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語。此語所指涉的當然是有意「平天下」的君主。能
夠彰顯高明的德行於普天之下，自然天下太平。天下太平的理想，不能只靠君主一人來
達成，它需要每個階層的官員也在其職責範國內「明明德」，亦即善待百姓，做到「親
民」。百姓在風動草偃的形勢下，「樂其樂而利其利」，也將自動走上善途。最後則是抵
達「至善之境」。
33

34

《孟子•盡心下》談到人生修養的六層境界時，列出「善、信、美、大、聖、神」
，其中有「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一語，意指：德行修養至大人境界，將會發出「光輝」，照亮及指引眾人，一起修德。
孟子之意，是指德行修養到了高明程度，自然會有光明。
《尚書》肯定君主之德可以回應上天之要求，有如祭祀之效果，因此「德」與「馨香」可以合用，如
〈呂刑〉說「馨香德」
，〈酒誥〉說「德馨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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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通識學報 第十二卷第二期

P.1-16

徐鈺晶《大學》
「明明德」辨析

現在重述《大學》開頭的幾句話，其意義應該較為顯豁。「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親民，在止至善。」意為：大學教育所提供的途徑，在於讓學生可以彰顯高明的德行，
可以親近照顧百姓，可以達到至善的目標35。由於學生年紀尚輕、經驗有限，他們在大
學所學到的是一個宏觀的架構。這個架構提醒他們：身為統治者要如何修養自身的德行，
如何循序漸進照顧百姓，以及整個國家的至高理想何在。
由於能夠走完全程，真正「平天下」的，在每個時代永遠只有一個人有機會，並且
能夠抵達「治國」目標的也總是少數幾個諸候而已，那麼大多數人在學習了《大學》之
後，可以由何處受益？答案自然是八條目中的前五條：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歷代學者爭論不休的也正是如何理解這幾個步驟。
陳確在《大學辨》引述其師劉宗周的感嘆：「前後言格致者七十有二家，說非不備
也，求其言之可以確然俟聖人而不惑者，吾未之見。」36光是探討「格物致知」一語，
已無法得到共識，如果再延伸到「誠意正心」，歷代學者不知又要耗費多少力氣了，情
37

況也確實如此。

這一切問題的源頭在於「明明德」一語。適當理解「明德」一詞為「高明的德行」，
而非具有先天意味之「光明的德行」
，則重點將轉移到「如何修養這種德行」
，然後「格
物致知」與「誠意正心」皆可順理成章得到合理的詮釋。如果扣緊《大學》文本，將可
驗證此一詮釋。

35

36
37

所謂「止於至善」
，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每個人依其身份，實踐最完善的要求，如《大學》接著所說
的：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錢穆，
《四書釋義》
，頁 331)這種單一的、針對特定角色的要求，已經難以做到完善，何況人的角色向
來是多元的？所以，《大學》在談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這一段時，會提出「絜矩之道」做為
具體行事之參考：「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
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個人完全依此而行，即可止於至善。
另一種理解則是經由「親民」而使天下人皆得安頓，也即是孔子所推崇備至的「修己以安百姓」(《論
語•憲問》)。
參看陳確《大學辨一》，轉引自陳慶衍，《大學探義》(台北：法蘭克福，二ＯＯ一年)，頁 68。
朱熹注說：
「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這種解釋尚稱
平實而可連貫上下文。但是，在王陽明看來，則「大學工夫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誠意工
夫只在格致。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致工夫，工夫始有下落，即為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明儒
學案•姚江學案一》頁 75。)到了劉宗周，則說：
「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而已矣。……
格物致知，總為誠意而設，亦總為慎獨而設也。非誠意之先，又有所謂致知之功也。故誠意者，大學
之專義也，前此不必在格物，後此不必在正心也，亦大學之了義也。」(《明儒學案•蕺山學案》，頁
101)這一類的各抒己見越多，越使人難以判斷《大學》的原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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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經由上述討論，本文認為「明明德」一語的含意是「彰顯高明的德行」
。理由如下：
一，
《大學》中出現的「德」字，毫無例外皆指稱統治者（君臣）善待百姓的具體德行。
二，
《大學》一文的作者所參考的古代典籍中，
「明德」一詞已成為術語，指稱統治者的
「高明德行」
。三，統治者的最高目標是「明明德於天下」
，也即是使其高明德行彰顯於
天下百姓。這種觀念符合《論語》中孔子對古代聖王堯舜的描述。38
依鄭玄與朱熹所說，古代貴族子弟上大學，所學的是將來從政做官的必備知識。因
此，教導年輕學生，說明古代聖君賢相是如何「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自然是第
一要務，而這一切都由「明明德」著手。從朱熹到王陽明，無數宋明學者在詮釋「明明
德」時，都忽略了兩點：一是在古代，「明德」一詞專指統治者在善待百姓方面所彰顯
的高明德行，二是古代並無下述觀念，即以人為天生具有某種「光明德行」。也正因為
如此，大學中的學生才須努力進行「格物致知」的一系列修養工夫。
確定了「明明德」的意義，就不難進行八條目中的前五項步驟了。簡單說來，「格
物」是要求學生分辨清楚在未來從政的路上，與他相關的人與事。「致知」是要學生了
解他在各種處境中的合宜關係，也即是明白善惡規範。接著，才可能出現真正的修養工
夫，就是「誠意」。對此，《大學》談到「毋自欺」，人只有先知道了善惡，才可能在意
念發動時，察覺自己是否自欺。若不明白善惡之分，則談不上是否自欺。由此反觀前面
的「格物致知」
，更可以確定它所指的是分辨善惡。
「誠意」所針對的是意念的初起狀態，
「正心」則是就某些明確的想法進行反思，《大學》建議要排除四種主觀的情緒（如憤
怒、恐懼、喜愛、憂患）
，因為情緒總是干擾思想，使人判斷差錯。到了「修身」階段，
則要落在具體的人際關係中磨鍊，所以《大學》提醒我們在面對五種人時，要注意自己
的偏頗態度，這五種人包括自己「所親愛、所賤惡、所畏敬、所哀矜、所傲惰」的。
如上所述，只要先對「明明德」有了合理詮釋，然後在相應的五項修養條目中，從
38

孔子在《論語•雍也》與《論語•憲問》這兩處，皆提及「堯舜其猶病諸」一語，意指「那是連堯舜
都覺得難以做到的事啊」。其一為「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其二為「修己以安百姓」。這兩者正是期許
堯與舜「明明德於天下」，以其高明德行照顧百姓，進而使百姓在「上行下效」的風氣中，一起走上
正途，善度一生。
《大學》所謂「平天下」
，所謂「止於至善」
，皆與此一期許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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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到「修身」，都可以依序得到合宜的說明。這種修養的成效即是「彰顯高明的
德行」
；並且所謂的「高明」
，是說其境界可以繼續向上提升，其影響可以繼續向外擴展。
《大學》在「修身」之後，標舉「齊家、治國、平天下」三項，正是彰顯此一高明德行
之可預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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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情節多元解讀與創造力激發
—以蘇軾〈僧圓澤傳〉為例＊
顧敏耀＊＊

摘要
本文先針對蘇軾〈僧圓澤傳〉的文本源流進行爬梳整理，發現在唐傳奇當中，
牛僧孺（779～847）
《玄怪錄》收錄了〈李沈〉
，李伉（？～？）
《獨異志》
（約成
書於咸通年間，860～874）也收錄一則〈李源鬼友〉，袁郊（？～？）《甘澤謠》
（成書於咸通九年，868）亦有〈圓觀〉
，此三篇都有共同的故事元素，至北宋蘇
軾則主要依據袁郊之〈圓觀〉而撰成〈僧圓澤傳〉，成為最風行的版本。此故事
之情節原本就十分離奇，在古代較有濃厚宗教氣息、思想較為單向度的社會裡，
可能讀者們大多只是沈浸於三世情緣的感動之中，然而在現今科學昌明、奇思異
想百花齊放的廿一世紀裡，此一文本就有非常多可以重新詮釋與解讀的空間，適
合作為開放討論與創造力教學活動的操作文本。現今大學國文課程除了要提升學
生的閱讀與寫作能力之外，適度的透過教學活動設計以融入批判性思考與創造力
思考，並且培養邏輯推理的能力，應可讓教學氣氛更為活潑而學生的學習興趣也
有所提升。
關鍵詞：三生石、大學國文、通識教育、佛教文學、語文教學

＊

本文惠蒙本刊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許多寶貴意見，深感受益良多，謹致謝忱。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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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e Interpretation and Creative Thinking Toward A Story:
Using Su Shi’s “The Story of Seng Yuan Ze” As An Example
Ko Bin-Yau
Ph.D. in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Su Shi’s “The Story of Seng Yanu Ze” is selected as a reading material in
Chapter three of “Chinese Textbook for Freshmen” published b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One interpretation towards this story is that this story valu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iends and such relationship was not
restricted spatially or temporally—which is the reason that this article is selected in
the textbook. In fact,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article is pretty simple and easy to follow
and the author left a plenty of place for readers to explore by themselv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s one of the suitable materials for students to do diverse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For instance, the author said, “ There was a monk in called Yuan Ze,
who was rich and good at music. Li Yuan was a really close friend of Yuan Ze. They
talked all day and people outside didn’t understand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 This
sentence is ambiguous and obscure. Is there any implied meaning? Furthermore,
from the hidden hints given from the article, when Li Yuan and Yuan Za travelled
together, they should be older then sixty. Why such old men have motivation to
travel around? Once, they both wanted Sichuan. Li wanted to go by from Jingzhou to
Sanxia, while Yuan aimed to go from Changan Hsieh Ku Road. The reason for the
discrimination was that Li said, “I am no longer care about country issues. I should
not pass by the capital anymore.” Aside this reason, is there any possibility? Other
awkward thing such as Yuan once said “ I would be the son of Mrs. Wang, who has
been pregnant for three years. In addition to thoroughly believe what the author
delivered superficially in a romanticism manner, is there any other way to interpret?
This paper aims to us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demonstrate the way to
make students think deeper towards things happened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be more
interested in reading descriptive stories in General Chinese for Freshmen class.
Keywords:
Rocks of Three Lives, Chinese Courses, General Education, Buddhism Literature,
Education of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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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筆者在近年曾於中興大學任教，在《中興國文》第二版當中的第三單元「人
間情緣」當中有收錄一篇蘇軾〈僧圓澤傳〉，在選文理由當中表示「說明友誼的
可貴，足能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囿」，此為解讀的角度之一。實則原文之敘述十
分簡潔扼要，情節推移之際，留下了許多想像的空間，非常適合作為一篇刺激學
生創造力以及批判性思考的教材。
例如，作者云「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
人莫能測」，此為婉曲之筆，似有言外之意？另外，二人相約前往峨嵋山時，李
源年紀由文中行文推算業已超過花甲高齡，圓澤年紀想必亦相仿，兩位老翁有何
強烈動機而在此年歲相偕遊玩千里之外？此外，「源欲自荊州沂峽，澤欲取長安
斜谷路」，除了李源所說的「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之外，是否可能還
有其他原因？至於僧圓澤所說：「婦人姓王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云云，實
在非常離奇，除了採用浪漫主義或神秘主義而完全相信文本立場之外，是否還有
其他解讀的可能？
諸如此類，本論文將以實際教學經驗作為主要論述依據，分享並探析大學國
文教學過程當中，如何透過說明引導等方式，讓學生在看待世間事物時可以具備
更為深刻而多元的想法，並且對於敘事文學作品的閱讀能夠更有興趣。

一、 蘇軾〈僧圓澤傳〉之源流與內容
唐代傳奇發展史可分為四期「初興期」
、
「興盛前期——傳奇文興盛期」
、
「興
盛後期——傳奇集興盛期」以及「低落期」，在第三時期的唐人傳奇集之中，牛
僧孺（779～847）
《玄怪錄》有一篇〈李沈〉
，李伉（？～？）
《獨異志》
（約成書
於咸通年間，860～874）也收錄一則〈李源鬼友〉
，袁郊（？～？）
《甘澤謠》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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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於咸通九年，868）亦有〈圓觀〉1，三者之情節元素頗為相似，主要可以歸納
為：A.李某有一交情甚篤之友人。B.兩人遇到久孕未產之婦女。C.友人前往投胎
而使婦人順利產子。D.小孩長大之後與李某相見，果然仍保有前世之記憶。
到了宋朝，蘇軾（1036～1101）以袁郊〈圓觀〉為材料，進行改寫，撰成〈僧
圓澤傳〉2，反而成為現今最風行之版本，仍保留了前述唐傳奇版本 A 至 D 的主
要元素，以及唐傳奇「小說情節曲折、內容奇特」3之文體特色。全文略可分為
三段，首段交代故事中兩位主角之出身背景以及彼此深厚之交情：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
時以貴遊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
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遊，甚密，促膝交語竟日，
人莫能測。
次段則是描述二人計畫出遊，李源決定走水路，圓澤則想走陸路，在李源堅
持之下，只好順其意而行，孰料就遇到了等著圓澤來投胎的婦人，這趟旅行成為
他的死亡之旅，最後回到寺中的只剩李源孤單一人：
一日，相約遊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溯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
可，曰：
「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
「行止固不
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罌而汲者，澤望而泣曰：
「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之
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
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為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
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為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
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

1
2
3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
蘇軾《蘇軾文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6）
，頁 422-423。
魏飴《小說鑑賞入門》（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9）
，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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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
文中圓澤「默然久之」已是埋下伏筆，而其間轉世投胎之描述，環環相扣而
節奏緊湊，讓讀者宛如身歷其境一般，跟著李源一起驚呼與悲悔。此為全篇之最
高潮，至李源返寺之後，則略作舒緩停頓。繼而是十三年後的後續發展：
後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
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
長存。」呼問：
「澤公健否？」答曰：
「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
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
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卻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
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
藉由佛教三世輪迴之觀念，讓兩人得以跳脫了生死隔閡而再續前緣，兩首竹
枝詞更讓整篇故事顯得餘韻裊裊，回味無窮。故事末尾之描述，更與正史相符：
「長慶三年（823），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之曰：『處士李源，即故禮部尚書、東
都留守、贈司徒、忠烈公李憕之少子。天與忠孝，嗣茲貞烈。以父死國難，哀纏
終身，自司農寺主簿，絕心祿仕，垂五十年。暨于衰暮，多依惠林佛寺，本憕之
墅也。寺之正殿，即憕之寢室，源過殿必趨，未嘗登踐。隨僧一食，已五十年。
其端心執孝，無有不至。抱此貞節，棄於清朝，臣竊為陛下惜之。』……穆宗尋
令中使齎手詔、緋袍、牙笏、絹二百匹，往洛陽惠林寺宣賜。源受詔，對中使苦
陳疾甚年高，不能趨拜，附表謝恩，其官告服色絹，皆辭不受。竟卒於寺」4。
蓋前述牛僧孺撰述《玄怪錄》之時，當事人之親友尚在，故文中改用化名「李沈」
，
等到蘇軾撰寫此篇傳記之時，業已距真實之人事物有二百餘年之久，故能秉筆直
書矣，此外，故事中圓澤過世之地「南浦」就在今中國重慶市萬州區，與蘇軾出
身之眉山同為蜀地，或許他早先亦曾聽聞家中或鄉里長輩傳述此事亦未可知。

4

劉昫等《舊唐書》
（北京：中華書局，1975）
，頁 4889-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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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故事情節中的留白與疑點
我們因為了解到書頁上的表面訊息量是最少的，了解到它會留下空隙，而
且我們對於情境的了解——我們的閱讀策略和訊息的詮釋體系——又可
以告訴我們如何填補那些空隙，所以我們才認為去理解這最少量的訊息是
合理的。5
——Perry Nodelman

在《中興國文》當中，對於此篇的解讀是：「本課文雖以轉世輪迴作為敘事
主軸，將人間情緣的可能性擴及三世，但三世或輪迴卻非本文的重點，而是就此
說明友情的可貴，足能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囿」6，此與目前所見相關研究成果
之持論大致相同，諸如：
「『三生石』動人的奇特故事，講述了唐代兩位友人交往
的一世情誼，相邀的二世再會，隱約的預示著三世再重逢。寓意雋永深遠，耐人
思考尋味」7、
「有了生死輪迴作保證，便能將那不滅的靈魂，滿載著深厚的情感，
穿越時間的隧道，衝破生死的大限」8、
「三生石故事流傳千古而不衰，亙古且彌
新，與其所代表的三世之情緣經典而感人，表達生命永恆、真性不朽的情感是分
不開的」9等，皆是如此，不過，若以微觀細讀的方式來分析探討，可能還有其
他多元解讀之可能。
首先，故事中兩位主角之間是何種情誼呢？蘇軾〈僧圓澤傳〉語帶玄機的描
述說二人「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
，然而袁郊〈圓觀〉則較為直白：
「促膝靜
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生譏誚」10，在更早的版本李伉〈李源〉之

5

Perry Nodelman 著，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
（臺北：天衛文化圖書公司，2000）
，
頁 63-64。
6
中興大學中文系編《中興國文》（新北：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13）
，頁 130。
7
葛許國〈三生石探謎〉，
《杭州》（生活品質版）
，2014 年 9 月，頁 69。
8
呂麗〈三生石故事在小說中的發展流變〉
，《現代物業》
（中旬刊）
，2011 年 12 月，頁 75。
9
嚴春華〈三生石故事考辨〉，
《宗教學研究》，2007 年 2 月，頁 174。
10
袁郊《甘澤謠》（北京：中華書局，1985）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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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則描述兩位主角相識之情境是：
「暮春之際，蔭樹獨處，有一少年，挾彈而至，
源愛其風秀，與之馴狎」11，其婉曲文辭的言外之意，似已昭然若揭。李源之所
以不願婚嫁，蓋亦由於此耶？而二人在惠林寺之同住同遊，殆與現今所謂之「多
元成家」若合符節。其實，在唐代詩文作品之中，就有不少表現當時社會所見之
男同志情誼，包括李白與杜甫之詩歌，還有白行簡〈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也以
瑰麗的筆墨描述了男男之間的感情與性愛12。雖然中國古代對於同性情愛較為寬
容，不過在文學作品當中若有提及，除了明清小說較為露骨之外，其他傳統詩文
當中的敘述往往也採用較為含蓄隱晦之筆法13。
其次，由〈僧圓澤傳〉之文末往回逆讀，最末段說「後三年……竟死寺中，
年八十」
，推算可知其前往杭州與牧童相見之際，年七十七。再藉由「後十三年，
自洛適吳，赴其約」，可知二人乘船遠遊之時，李源已經年紀六十四了，圓澤年
歲想必也相仿。兩位花甲老翁，在當時都已經算是高於平均壽命甚多的人間耆
老，何以仍然要「相約游青城峨嵋山」？蘇軾版本並未敘明理由，袁郊版本亦僅
以「訪道求藥」四字帶過，因洛陽與峨眉山之距離，長達一千多公里，在交通不
便、治安欠佳、醫療水準落後的古代中國，若非有強烈之動機，恐怕無法促使兩
老啟程。
還有，
「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罌而汲者」
，作者為何安排在南浦？除了當
地原本就是荊州往巴蜀必經之地，也因為此地在古典詩詞當中往往是送別之所，
如屈原〈九歌‧河伯〉：「送美人兮南浦」14，白居易〈南浦別〉：「南浦淒淒別，
西風嫋嫋秋。一看腸一斷，好去莫回頭」15，暗示著李源與圓澤也將在此地生離
死別。那麼，為何婦人當時要「負罌而汲」？此殆以瓶子、罐子之類的器皿，象

11

李伉《獨異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頁 82。
矛鋒，
《人類情感的一面鏡子：同性戀文學》
（臺北：笙易公司，2000）
，頁 57。
13
劉小菠〈論中國文學作品對同性戀的表現〉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43
卷 4 期，2007 年 8 月，頁 42-46。
14
朱熹集注，屈原等著《楚辭》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頁 43。
15
白居易《白居易詩全集》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
，頁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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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著女性的生殖器或子宮16，至於裝滿水的水罐則是滿是羊水的子宮，指其即將
臨盆生子，圓澤無法迴避而必須即刻上路矣。然而還有一個疑點，婦人為何會懷
孕三年之久？懷胎足月是十個月，早產則少於十個月，若肚子鼓脹三年，以現今
醫學保健之角度審視，殆屬病徵矣17。
雖然小說作者自有一種全知觀點，不過，若跳脫完全信服作者之立場，以一
般的報導作品視之，則會發現其中頗有一些令人懷疑之處。譬如〈僧圓澤傳〉中
的一些對話場景，從頭到尾都只有兩個人，包括圓澤告訴李源即將過世那段，還
有李源與牧童對話那段，並無其他第三方公證人，都只是李源單方面表述而已，
他恐怕是個不可信賴的敘事者／有問題的敘事者 18，「這件事情全世界只有兩個
人知道，一個人已經死了／不知去向了，另一個就是我」，若屬推理小說，這類
口說無憑之自白，恐怕讀者心裡都會先存疑，並且自問：是否有另一種事情真相
的可能，而被這些自證之詞所掩蓋？
誠如後現代歷史學家所指出的，「歷史是一種由歷史學家所建構出的不斷移
動（shifting）的論述，而由過去的存在中，並無法導出一種必然的解讀：凝視的
方向改變，觀點改變，新的解讀便隨之出現」19，吾人實則可將蘇軾〈僧圓澤傳〉
視為一份史料文獻，而且如同當今歷史學家所提醒的，「我們對於任何文字史料
都不應該盲目相信，而應該抱著一種提出疑問、深入思考的科學態度」20，縱然
百分之百真實的「過去」已杳不可尋，然而可以透過人情之常、現今之醫學與心

16

Sigmund Freud 著，高覺敷譯，
《精神分析引論》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頁 117。
「明明沒懷孕，飽受子宮肌瘤之苦的她，卻挺著大肚子，搭公車、捷運時，總有人主動讓座，
讓她則有苦說不出。就醫檢查發現，肌瘤直徑超過 30 公分，有如一顆小冬瓜，重量超過三、
四公斤，比一般足月產寶寶還要重。」見李樹人〈沒懷孕卻被讓座 子宮肌瘤挺大肚〉，《聯合
晚報》，2017 年 6 月 1 日，A8 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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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Keith Jenkis 著，賈士蘅譯，
《歷史的再思考》
（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11）
，頁 99。
20
李公明，《歷史是什麼》
（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8）
，頁 5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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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理論、邏輯之合理性以及社會時代背景等包括「外證」與「內證」21之各種
角度進行爬梳考察，獲得各種解讀成果。

三、 引導學生進行的創造性解讀
當授課教師將此一文本進行詳細分析與拆解之後，諒可為同學們創造了一個
較為寬闊的解讀空間，足以將整個故事進行重新詮釋與再創造。筆者在部分班級
採用學習單、回饋單撰寫的方式，在充分說明之後，先舉例自己的多種解讀結果
（當然並非標準答案，以免落入另一個單一化的解讀）
，再讓學生將自己的詮釋、
看法、心得寫下來。以下採用質性分析而非量化統計的方法，對於這些學生的作
業進行抽樣探討。
譬如有一位 A 同學（男，電機系一年級）就表示：
「我覺得實際上就是李源
無法接受圓澤在旅途中意外身亡而作的妄想」，他認為關於圓澤投胎、牧童唱詩
之類，都是李源自己編造出來的，藉此達到自我安慰與療癒的效果。
B 同學（男，農藝系一年級）則表示：「圓澤也許早知自己將死，但不希望
李源傷心過度，此次出遊峨眉，看見那婦人，便為自己的死找了一個說法。十三
年後的牧童，身處江南，聽了許多詩詞，隨口歌頌，被李源誤為圓澤，而牧童被
李源這一驚，便嚇得趕快走離」，如此則解答了為何兩人在垂垂老矣之際還要遠
遊、沒有讀書的牧童何以會吟詩這兩個疑點，驅散了前世今生的迷霧，返歸樸實
的人間情境。
C 同學（女，行銷系一年級）認為，「李源和僧圓澤是同性情侶，兩人不被
祝福，約定殉情，但李源不敢自刎，活了下來，編了這個故事」，同樣是將奇幻
的三世傳說還原成報紙上常見的社會案件情節，並且藉鑑了現今社會上常見的恐
同（homophobia）氣氛。只是，兩人原本在佛寺之中宛如遺世獨居，他人是否接

21

葛劍雄、周筱贇，《歷史學是什麼》
（臺北：智揚文化，2003）
，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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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或祝福，恐怕完全不會影響到他們的心情，是否有殉情之必要，可以讓學生再
進一步斟酌推敲。
不過，也有一位 D 同學（女，歷史系二年級）說道，
「緣定三生的故事，可
以和西藏的活佛轉世制度做比較。我是很相信因果的，我是以活佛轉世制度的角
度來看，或許是把圓澤當做聖人，多少會有加油添醋。佛乘願再來，所以再來轉
世的時候，會說自己的去向，而活佛轉世，是有被證實的。他想繼續渡化眾生。」
這是以個人宗教信仰的角度來詮釋，只要言之成理而無矛盾，此課堂活動亦無標
準答案，可採用開放式立場進行討論。
另外，有的同學書寫的篇幅較短，E 同學（男，昆蟲系一年級）只有寫了一
句話：
「我覺得李源是戀童癖」
，進一步詢問之下則瞭解此同學的詮釋是：李源在
愛侶過世之後，年老之際，流連於江南杭州花花世界，與一個牧童成為忘年之戀，
或許兩人的關係就如同現今男同志社群中所謂的的 suger daddy 與 money boy，為
了擺脫平息旁人的閒言閒語，只好編造出牧童前世是他的好友之類的話。這也是
能夠自圓其說的解讀角度之一。
還有一位 F 同學（男，物理系一年級）
，他覺得是陰謀論，
「為了把寺廟據為
己有而殺人」，也就是說，李源後來起了歹念，所以才堅持要搭船走水路，因為
如果在路上行走，容易遇到其他行人，若在廣闊的江上殺人，則神不知鬼不覺，
在謀殺了圓澤之後，李源就對外人編造了那些怪力亂神的說法，至於寺廟中的遺
書，恐怕也是早就偽造好的。此種解讀則將原本深情款款的三世情緣故事，翻轉
為恐怖的兇殺刑案。不過，兩人原本交情甚篤，而且李源也已經不預世事，是否
有強烈的動機讓他想要侵佔廟產而殺人，可能也需要再進一步鋪陳才行。
除了以文字敘述之外，部分班級則採用分組繪畫的方式，讓每一組都有一盒
蠟筆，每一位組員都要畫一張圖，以繪本、連環圖畫的概念，組成一個故事，繼
而推舉一位組員上台來看圖說故事，一併訓練口語表達能力。關於繪圖創作之引

26

遠東通識學報 第十二卷第二期

P. 17-32

導，可以參考繪本創作教學著作，譬如 Tomáš Řízek 著，吳寬柔、張秀瑱譯《如
何創作一本精彩的繪本》（How to Do Amazing Picture Books）（臺北：麋鹿多媒
體公司，2017）
，或者電影分鏡圖繪製教學著作，譬如 Harland Rousseau、Benjamin
Reid Phillips 著，羅嵐譯，
《圖解分鏡》
（Storyboarding Essentials: How to Translate
Your Story to the Screen for Film, TV, and Other Media）（臺北：易博士出版社，
2017），抑或漫畫與插畫技法教學著作，譬如張曉葉、李萌、李亞靜、張曉莉、
劉玉、官平《漫畫與插畫技法》（臺北：上奇資訊公司，2018），諸如此類。
茲舉某一組（一位植病系一年級與三位歷史系一年級）為例，口述的同學表
示，第一張圖是李源與圓澤二人是
同志伴侶、多元成家、彩虹家庭，
兩人恩愛非常，所以特別畫了很多
粉紅色的愛心，還有兩人都面帶幸
福的微笑。不過，圓澤似乎應該是
光頭，而且兩人為交往甚久的高齡
同志伴侶，如果是出遊前夕，應該

圖 1. 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

是中老年人的模樣，但是學生們可
能覺得這樣的畫面比較有美感，不
一定要完完全全貼近文本內容來繪
製。
第二張圖則是兩人出遊之後，
圓澤可能是雙性戀，卻突然對水邊
那位汲水的婦人動了凡心，趁著李

圖 2. 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罌而汲者。

源不注意的時候，與其巫山雲雨一番，讓婦人懷孕而產子。李源得知之後十分傷
心難過。圖畫中就以江水作為切割線，李源與圓澤在左邊，婦人在右邊，不過李
源頭上出現了驚嘆號，還有在旁邊畫了一個心碎的圖示。圓澤則是一副迷戀的眼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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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看著另一邊的婦人。
第三張圖則是一幅動態的畫
面，表示李源一時醋勁大發，衝動
之際，與圓澤發生口角鬥毆，扭打
之際，圓澤受傷（圖中以紅色鮮血
噴濺表示）
，並且被推到水裡面溺斃
了。李源返回寺中之後，只好對別
人瞎扯說圓澤轉世投胎之類的鬼
話，作為卸責脫罪之詞。此圖畫的

圖 3. 不為人知的隱藏情節。

線條感覺較為粗豪，表現當下的暴
力氛圍。
第四張圖又回到了平穩寧靜的
畫面，背景是藍天白雲與青山綠
地，前面則站著李源與牧童，原來
李源一時無法扼抑情緒而殺了圓澤
之後，心中一直感到非常愧疚，後

圖 4. 李源與牧童。

來打聽到婦人生下的小孩被送養至杭州當牧童，千里迢迢的前去見面，看到眼前
這位與年輕的圓澤長得十分相像的小孩，宛如圓澤轉世復生一般，李源心中實在
百感交集，他隨口吟了兩首詩，讓牧童歌唱著，並且給了牧童一大筆錢，讓他可
以無憂無慮的過一生，以此表達自己的贖罪之意。牧童後來消失無蹤，原因正是
在此。
這四張圖雖然構圖簡單，不過可以看出同學們為了讓觀眾清楚的分辨角色，
所以李源一律都穿著藍色的長袍，圓澤則是都穿著綠袍，而且畫面動靜皆宜，線
條與色塊都頗具童趣，再創造與再詮釋的情節也尚稱合理，表現出與原作者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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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相異的故事。惟部分學生因為美術構圖能力尚待加強，僅以簡單線條而非色
塊表現人物與場景，

四、 結語
我們往往會將閱讀的樂趣歸於作者，但是，閱讀其實也是一種激盪想像力
的活動。當讀者的創意遇見作者的創意，兩者交會的瞬間，我們便能明白
作者想傳達的意思，或是在心中對該作品有了自己的解讀。22
——Thomas C. Foster
現今大學國文課程除了要提升學生的閱讀與寫作能力之外，適度的透過教學
活動設計以融入批判性思考與創造力思考，並且培養邏輯推理的能力，應可讓教
學氣氛更為活潑而學生的學習興趣也有所提升。而且「對於學生而言，一個深具
啟發性的課程，對自己生命的成長亦是一個重要的經驗，不但能獲得知識，也得
以融會貫通的應用創意思考於生活各個層面之中；對於教師而言，看見學生的成
長不僅是一種教學的成就感，亦會使教學歷程充滿著驚喜與樂趣」23，教師秉持
著開放性、鼓勵性的態度，想必能在激發創造力與彼此分享的過程當中，營造活
潑愉快的教學氣氛。
蘇軾〈僧圓澤傳〉原本的情節就十分離奇，在古代較有濃厚宗教氣息、思想
較為單向度的社會裡，可能讀者們大多只是沈浸於三世情緣的感動之中，然而在
現今科學昌明、奇思異想百花齊放的廿一世紀裡，此一文本就有非常多可以重新
詮釋與解讀的可能性。而且，跳脫作者所設定的意識型態、不附和文本所暗示的
價值觀、不輕易被說服、不陷入文本之中，諸如此類「反讀文本」的詮釋策略24，

22

Thomas C. Foster 著，廖琇玉譯，
《教孩子讀懂文學的 19 堂課》
（新北：木馬文化公司，2014），
頁 88。
23
陳昭儀，〈創造力課程授課教師教學理念之研究〉
，《資優教育研究》，第 7 卷 1 期，2007 年 6
月，頁 84。
24
Thomas C. Foster 著，廖琇玉譯，《教孩子讀懂文學的 19 堂課》
，頁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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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生解讀文學作品能力之訓練以及獨立思考習慣的養成，亦有積極而正面之
效果。
當然，按照《中興國文》原本編寫者的安排，讓學生們討論：「請比較蘇軾
〈僧圓澤傳〉與袁郊、張岱、古吳墨浪子、林清玄諸同題書寫的形式技巧與內容
意蘊之異同」
、
「請就現代戲劇、小說、影視、動漫，舉出一個外來文化素材被本
土加工再創造的例子，並討論其得失」25也是非常有深度而能讓學生有許多收穫
的議題，筆者則是嘗試以跳脫課本規劃的方式，進行另一種語文教學引導，實際
效果尚稱優良，秉持著野人獻曝之忱，不揣淺陋，撰成此文，願就教於學界方家。

25

中興大學中文系編《中興國文》，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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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偷、搶」二字分析語料庫近義詞之詞語搭配關係
與華語教學應用
陳奕秀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華語「偷」和「搶」的行為在法律上表示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
有」，但兩者略有差異，前者為竊取他人之物，後者為搶奪他人之物，且刑法上
對「搶」給予較重的罪行。本文透過語料庫分析「偷」和「搶」近義詞其在詞語
搭配情況的差異。結果發現「偷」和「搶」所凸顯的語義角色皆以被偷物或被搶
物為主，且「搶」會凸顯的搶劫動作者的頻率更低，這個現象進一步分析後發現，
是受到「偷」和「搶」基本語義概念的延伸用法，使得兩者除了表達偷竊或搶劫
之外，更常表示私底下或爭取、競爭等用法，其搭配的詞語也不同。初步分析結
果提供教學者能透過語料庫工具作為輔助，幫助華語學習者掌握「偷」和「搶」
之間的語義表達和詞語搭配的差異。

關鍵字: 近義詞、語義角色、語料庫、詞語搭配、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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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on Corpus to Analyze the Collocation of Mandarin synonym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tudy on Steal and Rob
Chen, Yi-Hsi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Ph.D. Student

Abstract
In the law, steal and rob were defined "A person who wrongfully/forcefully takes
from the person of another movable property with the intent illegally to appropriate it
for himself or for a third person", but the two are slightly different. Robber be heavier
punished. This article base on semantic theory to analyze what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d collocation between the steal and rob synonyms in corpus. As a result, we found
that they highlighted semantic roles were dominated by "stolen objects" or "robbed
objects" and the robber is not a prominent semantic role. From the corpus data, we
think this is because of the extension of other semantic concepts of steal and rob. Steal
more commonly used in secretive behavior, rob more commonly used in competition.
Through corpus tools, it can help Chinese learners to learn the semantic differences
and expressions between synonyms.

Keyword: synonyms, semantic roles, Corpus, collocation, Mand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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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動詞在語句裡是不可缺少的語法成分，且其語義也是非常豐富，從詞彙層面
探討動詞語義，不只是分析動詞在核心語義下，還有衍生各語義之間繫連關係的
多 義 現 象 ， 在 動詞 與其 他 語 法 成 分 的關 係是 一 個 觀 察 語 言運 作（ language
processing）上重要的議題。以格語法（case grammar）來說，對動詞的研究著重
在從語義的觀點探討動詞的論元結構（argument structures），以定義動詞的語義
角色（semantic roles）。近年來動詞的研究，開始以資料庫為本的方式，讓我們
能更清楚觀察詞彙在句法結構上的特性。動詞決定句子的結構和組成成分，而從
每個動詞的論元結構裡都有一個可能範圍內的獨特事件訊息，在許多情況下我們
可以從句法類型（syntactic type）和語法功能上，預測到動詞的語義訊息（Liu,
2003）。
然而，語言的使用是非常精細的，大量的動詞歸類上卻有許多是同類動詞被
歸為某一類，或是一個動詞卻不只有一個類別，尤其是同類動詞中往往是近義動
詞，儘管意思相近，但在與其他語法成分詞語搭配（collocation）時卻各有不同，
顯然近義詞之間的詞語搭配的關係更值得深入分析。此外，華語近義詞（near
synonyms）已有相當多的研究（Liu, 2002;黃居仁；洪嘉馡，2005；傅國忠，2009），
但大多著重在近義詞詞彙之間的語義關係的比較，較少從近義詞搭配的關係分析
與討論。引此，本文將以華語「偷」和「搶」為研究對象，「偷」和「搶」在法
律上都說明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且大都認為這兩個動詞是一
對近義詞，特別屬於索取義的動詞。在這些索取動詞的範圍很廣，主要表示「索
要、獲取」的意思（張國憲，1997），這也是「偷」和「搶」這兩個動詞都有共
同的語義意涵，且在句法結構上都是雙賓動詞，表示「終點—來源」的意思，所
以在論元結構上需要具備三個名詞性成分的動詞（沈家煊，2000）
。曹逢甫（1996）
在漢語動詞的次類劃分上，把「偷」和「搶」歸在雙賓動詞底下的次類-交接動
詞類的「取進動詞（take verb）」，表示「偷」和「搶」這兩個動詞和其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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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打」等雙賓動詞有所區分，但從語料的訊息中可知，「搶」和「偷」這兩個
動詞在語義概念和詞語搭配的情況仍有所差異，因為「偷」的動作語義概念是不
明顯的、未察覺的，而「搶」的動作語義概念則是顯現的、具暴力性，但這也顯
示了「搶」和「偷」都表示從他人身上之不法取得，只是採取的方法不同而已。
但是在「搶」和「偷」的語料搭配情況中可知兩者除了這樣的語義概念有所區別
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語義表達或詞語搭配的情況可分析出「搶」和「偷」之間的
差異。
除了「偷」和「搶」之外，還有其他也是屬於「拿取類」的動詞，如「竊」、
「盜」和「劫」
、
「奪」
、
「掠」等，但不在這次討論的範圍，一方面因為這些近義
詞在辭典裡經常與「偷」或「搶」組合成複合詞形式，例如「偷竊」
、
「偷盜」
、
「竊
盜」，或是「搶劫」、「搶奪」等詞彙，但其語義上仍是「偷」或「搶」的意思。
從教育部的線上辭典顯示，
「竊」表示盜取、偷，也有表示私下行為的意思；
「盜」
其本來是名詞的”盜匪”，在動詞上表示偷取、竊取，也表示不正當的手段謀取；
「劫」在行為上也表示使用威嚇強迫、強取或奪取的意思；「奪」也是強取，或
是爭取而得，還有表示使人失去某物；「掠」也是奪取或搶劫，由以上辭典的釋
義，可見「偷」
、
「竊」
、
「盜」或「搶」
、
「劫」
、
「奪」
、
「掠」之間在現代使用法上
有語義互義的現象，細究其動作語義彼此仍有細微的差異。另一方面，在中研院
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中顯示，
「竊」32 筆、
「盜」33 筆，而「掠」只有 12 筆，其
語料筆數不多，而「劫」雖有 63 筆但語義用法上以”劫難”為主，而「奪」有 121
筆，語義用法也是以”奪權”和競爭下獲得的獎勵為主。相比之下「偷」和「搶」
的語料數量較多，相對也是較為常用也較常出現的詞彙，對華語學習者來說是較
為容易習得的近義詞，並且希望先建立「偷」和「搶」近義詞之間的語義概念，
給予教學者在華語教學上的建議，進一步提供學習者適合的”近義詞”辨義方法和
學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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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回顧
2.1 理論背景
語言中的詞彙在概念表達的語義相接近，就可以歸為近義詞（near synonym），
但是彼此之間的又不完全一模一樣，就像我們平常會為了解釋某個詞彙的意思，
會使用另一個相似詞彙來解釋，但近義詞彼此之間還是有所差異，例如華語的「美
麗」和「漂亮」都可以形容事情的美好，但是在用法上有差異，甚至形容適合的
對象也有差別，也因此每個詞彙都具備基本的語義概念，且以這個概念為核心形
成專屬的語義框架，就是由 Fillmore 和 Atkins 於 1992 年提出的框架語義（Frame
Semantics），主要描述詞語。框架語義就是指一類詞語可以出現在相似的上下文
結構裡，框架語義假設在我們的內心裡有一個概念系統，即是為了理解詞彙的意
義，我們必須具備一個概念結構，許多相關的概念結構構成一個框架（frame）
，
在相同框架下會涉及相似的框架元素，Fillmore and Atkins（1992）以商業交易框
架為例，其基本框架元素包括錢、商品、買賣者等一些術語，例如 pay、buy、sell、
spend 和 cost 等。又如人類交際言談框架裡的動詞，如”說、講、聊天、討論、
告訴”等有關”說話”的動詞，為了完整表達這些”說話”動詞的方式，不同的”說話”
動詞的句法和語義搭配情形，所選擇的框架元素也就不同，我們需要依賴這些框
架背景來理解這些動詞的意義，特別是動詞所搭配的詞語。但後來 Fillmore 發現
從框架語義學的角度來看，相同事件經常可以在不同的框架中被描述，結果產生
不同的事件，使得同一件事產生不同角度的多義性，例如「小氣」和「慷慨」。
不過也有可能發生其他情況，如不同語義框架間對比，指的是對立的兩種表達方
式會使得事件有否定或反對的兩種表達意思。在本研究中分析的對象「偷」和「搶」
就是在「拿取動詞（take verb）」的語義框架，這類「拿取類」的動詞會因為動
作的手法、動作者的企圖而有不同的角度解讀，如同法律上都表明「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但「偷」和「搶」在動作語義上就有差異了，連帶與其
所搭配的詞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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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搭配（collocation）指的是「單詞與其他單詞之間的關係」
，或是多「單
詞以可預測的方式組合在一起」
（林文婷、吳珮詩，2002）
，又稱為「詞語的結伴
關係」或者是詞彙的「共現」
（王敬淳、陳浩然、潘依婷，2015）
。這個概念主要
應用在語言學習上，尤其是第二語言學習。最早提出詞語搭配的英國語言學家
Firth 認為語言學習者在掌握詞彙學習之後，漸漸地會需要形成句子的架構，此
時詞彙的搭配可以輔助語言學習更清楚地了解詞彙語詞彙之間的關係，了解詞彙
和詞彙之間的搭配關係，顯然是在有語料庫中的大量資訊才能分析出來的。詞彙
的「搭配」基本上指的就是在一個文本裡，這個詞彙如何和其他詞語一起出現，
詞語搭配的定義又可擴展出句子結構方面的搭配，稱為詞語合成（colligation）
，
也可以視為較廣的詞語搭配的一部分，指的是句法範疇的詞語搭配。從另一個角
度來看，詞彙之間的搭配也可視為一種詞彙觸發（lexical priming），屬於一種自
動化提取相關詞彙的處理模式（呂明蓁等人，2010），因此當某一詞彙出現時，
另一個經常一起出現的詞彙也會預期出現，而這些詞彙在心裡詞彙庫裡並非隨意
組合的文字，例如英語的 black tea（紅茶）或 hold belief（保持信念）
，或是像華
語「訂購商品」中「訂購」必會與”買賣的物品”相關，等詞語搭配。因此，搭
配就是詞語之間經常一起出現的頻率，所以透過在語料庫中的使用情況，將近義
詞之間搭配的共同詞語或不同詞語，學習者更能掌握近義詞之間的差異，能更精
準的表達動詞概念。

2.2 華語「偷」和「搶」相關研究
華語動詞「偷」和「搶」在分類上被歸為雙賓動詞底下的次類，屬於交接動
詞類的「拿取動詞（take verb）」，也和其他同樣都是雙賓動詞的「送、租、打」
等區分開來（曹逢甫，1996），這樣的區別顯示「偷」和「搶」在句法表現和語
義的論元角色上的差異。沈家煊（2000）從英語 steal 和 rob 的角度說明這兩個
動詞之間對間接賓語和直接賓語的格式差異，再進指出華語「偷」和「搶」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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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之間的差異，包括句式、詞意以及形式和語義之間的關係。首先在句式方面，
沈家煊（2000）指出「偷」和「搶」的差別在於「搶」可以隱藏或省略被搶的物
品，例如「張三搶了李四」，但搶了什麼不重要，而「偷」則不可以隱藏或省略
被偷的物品，例如「*張三偷了李四」，而從這個差異又可歸納出「偷」和「搶」
在語義配價上，從動詞配價來看，兩者都是三價動詞，和三個語義角色有關，分
別是有施事（做偷/搶動作的人）
、受事（被偷/搶的東西、物品）以及奪事（遭遇
到被偷/搶的人），依照語義角色的觀點，動詞會凸顯某幾個語義角色，沈家煊
（2000）歸納出華語動詞「偷」和「搶」除了凸顯施事者角色之外，「偷」也會
凸顯受事（被偷/搶的東西、物品），表示為〔施事
凸顯奪事（遭遇到被偷/搶的人），表示為〔施事

奪事

奪事

受事〕，而「搶」則

受事〕，這與 Goldberg

（1995）英語的研究一樣。因此，對「偷」來說遭遇被偷的人可忽略或不在場，
「搶」意思則是被搶的人必須呈現出來。最後作者比較「偷」和「搶」在不同語
言裡，其形式和語義之間的關係，在假設一種語義對應一種形式的情況下，發現
「偷」和「搶」的句法形式和語義之間是不對稱的，是一種扭曲關係，所以例句
「他搶了 50 塊。」所凸顯的是被搶物，使得語義上顯得怪異，又例句「他偷了
小張。」凸顯被偷的人，這樣的句子因非凸顯的被凸顯時，而不能接受，顯然句
式和語義之間的關係不完全可以預測，但也非任意組合。
然而「偷」和「搶」在實際語料中凸顯的語義角色如何分配，在向怡（2011）
的研究則是透過北京大學的《現代漢語語料庫》分析「偷」和「搶」帶賓語的情
況，首先將「偷」和「搶」的賓語位置分為「奪事+受事」、「受事」、「奪事」和
「零賓語」共四種情況，經由統計分析後，發現「偷」和「搶」的賓語皆以「受
事」的比較最高，例如「他偷/搶了一百塊。」，但與沈家煊（2000）提到「搶」
凸顯奪事（遭遇到被偷/搶的人）的情況不同，作者推論是因為「搶」又分為「搶
劫」和「搶奪」，兩者差異在語義上被搶的人受到的威脅程度，以及凸顯的角色
不同，因此「搶奪」較不會受到生命威脅，凸顯被搶奪的物品，例如: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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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等，而「搶劫」則是較暴力的「搶銀行」
。而「偷」則更常以「奪事+受事」的
方式出現，雖然「偷」也能把「奪事」當凸顯的獨立賓語，例如「這樣你偷我、
我偷他，偷來偷去」這樣的用法，但不是「偷」典型的句式，兩者在「零賓語」
（搶了/偷了）的情況最低，想這樣透過實際語料的分析方式，也提醒我們對真
實語言中的使用情況，「偷」和「搶」彼此之間除了凸顯角色的不同之外，兩者
之間前後搭配的詞語也不同，例如可以說「搶銀行」，但不會說「偷銀行」。
上述近義詞和框架語義理論有助於對詞彙語義的描述與分析，從中可以發現
人類語言使用的細膩，也顯示語言在溝通上為了正確表達意思而選擇使用哪些詞
彙，而不選用另外一種語義接近的詞彙，這也是運作詞語搭配來分析近義詞，可
在其所習慣搭配的詞彙中找到差異，而這樣的比較對於語言學習，例如以英語或
華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幫助他們能更準確的掌握該語言的詞彙語義，提升閱
讀理解與表達能力。接下來分析華語「偷」和「搶」在語料庫中使用搭配的情形。

3. 語料分析
3.1 語料來源
首先依據台灣教育部的線上電子辭典《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和《國語辭典
簡編本》
，整理出「偷」的釋義有六個義項，
「搶」的釋義有四個義項，從表 1 可
看出「偷」除了專門用法”小偷”稱呼之外，以作為動詞以及副詞的用法為主，作
為動詞的「偷」的對象範圍從具體的錢財到抽象的時間都有，「偷」動作中的”
失竊物”也就是上述文獻中提到的”受事”，而「偷」的副詞用法則表示”私下、未
被察覺”的動作行為，如「偷看」
。但是「搶」當動詞和「偷」有所不同，主要有
四種用法，但其中兩種用法較常使用，一是表示”奪取”，另一個則表示”競爭狀
態”的意思。
「偷」和「搶」就文獻上的觀點來說，兩者是近義詞，屬於「索取、
獲取」類的動詞範疇（張國憲，1997），曹逢甫（1996）在動詞的次類劃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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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偷」和「搶」歸在雙賓動詞底下的”次類-交接動詞類”同屬於「取進動詞（take
verb）」的語義框架。

表 1 「偷」和「搶」辭典釋義
釋義

偷

搶

1

竊取。例:偷錢、偷東西

奪取。例: 搶錢

2

私下、暗地裡。

皮膚受擦傷。

例: 偷溜、偷看

例: 不小心搶破了一塊皮。

竊取東西的人。

刮磨刀剪的刃端，使其鋒利。

例: 小偷

例: 剪子新搶過，快多了！

4

抽出、挪出。例: 忙裡偷閒

爭先、趕緊。例: 搶購

5

苟且敷衍。例:偷安

/

6

刻薄、不厚道。

/

3

例: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研究語料來自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設定檢索範圍為全語料庫，不限
制主題和語式，較能全面地掌握詞彙的使用情況。搜尋結果「偷」的語料有 208
筆，「搶」的語料有 412 筆，兩者在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的六大主題的分
布如下表 2。
「偷」和「搶」都以出現在”社會”類別的語料筆數最多「偷」有 130
筆，「搶」有 274 筆，不同的是「搶」在”生活”類別的語料來源比「偷」更多，
從表 1 和表 2 的語料分布訊息中可推知，華語「偷」和「搶」這有相同也有不同
的使用情況，我們可以在語義概念和詞語搭配的選擇上觀察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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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偷」和「搶」之語料庫主題類別分布情況
項目

文學

生活

社會

科學

哲學

藝術

合計

偷

46

15

130

3

7

7

208

搶

55

64

274

9

4

6

412

綜合語料庫檢索「偷」和「搶」的語料，「偷」有 208 筆，其中有兩筆是表
示某劇名的專有名詞簡稱用法，和詞語用法上無關而予以刪除，最後以 206 筆做
進一步的分析；「搶」的語料有 412 筆，其中 1 筆重複以及 2 筆為成語用詞「哭
天搶地」
，刪除後有 409 筆做進一步的分析。

3.2 「偷」語料分析
華語「偷」在詞彙語義方面，
「偷」在動作語義概念上有表示”不明顯的、未
察覺的”的意思，因此在上述的辭典釋義裡除了”竊取”之外，還有”私下、抽空”
的用法，但「偷」仍以”竊取”的意思為主，如例句（1）
，有166筆語料。而表示”
私下、暗地裡”的行為有35筆語料，且大都為副詞用法，如例句（2），或者是如
例句（3）經常使用的「偷溜」用法，最後表示”抽空、挪出”的用法在語料上僅
有4筆，且大都和”時間”概念搭配使用或者是固定用法，如例句（4）和（5）。

(1)那可惡的強盜說我 偷 了他的地圖。
(2)染織廠在晚上 偷 排廢水。
(3)幾個青少年從電影院背後 偷 溜進去看片。
(4)大夥決定，非得 偷 個時間。
(5)一個小小的心願— 偷 個浮生半日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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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語義表達的用法不同之外，句法上一般都將動詞「偷」視是雙賓動詞，
在語義的論旨角色上有個三個，這三個分別是「偷」動作的施事者，還有施事者
去偷的對象（被偷物），以及對象的擁有者或所屬者，就句法結構上動詞「偷」
後面接著兩個賓語，也就是沈家煊（2000）提及的奪事（遭偷者）和受事（失竊
物）
，尤其是「偷」的語義所要凸顯的是施事和受事（失竊物）
，而被奪事（遭偷
的人）則不是凸顯的對象且通常可以被省略。因此我們以「偷」在句子中搭配的
施事、奪事和受事三者的情況分析語料，首先最常出現的是「偷」的受事，也就
是被偷的東西，如例句（6），語料有61筆；其次為施事、奪事和受事都省略的”
零主語/賓語”，且與向怡（2011）採用的語料庫不同，且計算方式也不同，因此
結果不一樣。”零賓語/主語”這樣個句子會與其他”拐、騙、搶”等動詞連續出現，
如例句（7）
，以及例句（8）不V不V的結構中，以及表示”私下、暗地”的非動詞
用法，有32筆語料。從下表3也可發現「偷」仍然以”受事（失竊物）”為凸顯的
角色，或是把偷東西的施事和受事同時表示出來（語料27筆，13%），也有與奪
事（被偷的對象）一起出現（語料29筆，13%），而施事或奪事單獨出現的比例
最低，各只有15筆和4筆語料。整體來看，語料分布符合「偷」要凸顯的角色，
也就是施事和受事。

（6）然後 偷 一些假的首飾。
（7）沒錢上網咖怎麼辦?只好 偷 、拐、搶、騙。
（8）只要不去 偷 不去搶，靠本事賺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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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偷」句子語義角色搭配統計分析
項目

句子語料中的語義角色

筆數

百分比

1

皆無施事-奪事-受事呈現

31

15%

2

僅有施事(搶的動作者)

15

7%

3

有施事和受事(被搶物)

27

13%

4

僅有受事

61

30%

5

僅有奪事(被搶物的所屬者)

4

2%

6

施事--奪事-受事皆呈現

29

14%

7

有施事和受事

6

3%

8

有施事和奪事

2

1%

9

副詞

32

16%

總計

206

100%

接著說明「偷」的”受事”範圍，也就是可以被「偷」所凸顯的物品。在206
筆語料中，
「偷」表義為”竊取”的有168筆，幾乎一半的語料都有「偷」的受事出
現，而最主要偷的對象是錢財，如銀子、黃金，以及物品類的，如書、綠卡、腳
踏車、潛水艇、香菸、七彩衣、米、雞、豬、麵包、骨頭、瓜、皮衣、羊、唱片、
電、蕃薯、龍眼、枕木、菸斗、首飾、車和針織衫、水果、粉餅、松果、等具體
物品，而抽象的搭配只有”偷一個懶”和”偷個時間”這兩筆語料，同時「偷」的語
義角色也會凸顯施事者，從語料中除了代名詞之外，還有小姑娘、爸爸、英格蘭
人、兒子、高中學生、小白兔、螞蟻、蛇和貓咪等，但與「偷」的受事相比，施
事通常也會被省略，如下面例句（9），但也發現在有”被”字句的時候，「偷」的
語義主要凸顯對象為受事和奪事，並且更凸顯被偷者所受到的損失，如例句（10）
，
在語料中僅有4筆，而做偷動作的人（施事）在不知是誰的情況下可以省略隱藏，
甚至只需凸顯被偷的物品，如例句（11）
。
「偷」的奪事（遭遇被偷的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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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通常是受事的所屬者，所以語義角色不被強調，在語料中有時會點出誰的東西
被偷，如阿嬤、好友、小松鼠，或者是在不確定的情況下用別人、人家等詞彙表
示，此外「偷」的奪事也會以”地點”來表示被偷的對象，如家、田裡、百貨公司
和食堂，這些在語義上要凸顯的是奪事被偷這件事，而省略被偷的物品，通常可
由地點推論出被偷的物品或者是物品很多不確定，所以在例句（12），被偷的男
生宿舍裡的東西很多。

（9）在國中二年級的時候，又 偷 了我阿嬤的香菸。
（10）我正好在公車上被 偷 了五千塊。
（11）綠卡被 偷 ，中國護照無恙。
（12）昨天夜裡男生宿舍被 偷 了。

3.3 「搶」語料分析
華語「搶」和「偷」雖然歸為近義詞(沈家煊，2000)，但是兩者在詞彙語義
方面略有不同，如上所述「偷」的語義隱含所做的事情事”不明顯的、未察覺的”，
而「搶」的基本語義則是以暴力、威脅的手段取得不屬於自己的財物，而這樣的
動作義涵又延伸出表示”競爭”或”爭取先機”的意思，因此我們將「搶」的釋義細
分為基本的”奪/劫取義”和”爭先義”之外，再分出”競奪義”，其和”劫取義”差異在
於”競奪義”的「搶」是由競爭狀態下取得爭奪的對象，但又不同於”爭取先機”的
情況，三種語義的舉例如下（13）-（15）
，分別是奪/劫取義、競奪和爭取先機。
在 409 筆「搶」語料中，表示競爭下的爭取有 170 筆，是最多的用法，而基本奪
取、劫取的用法則有 134 筆，最少的是表示爭取時間、爭取先機的用法，但也有
105 筆。從這三種語義的分布已可看出華語「搶」更多地用在表示競爭和爭取時
間的用法上，特別是例句（16）
「搶著」和例句（17）
「搶在」都用來表示競奪和
爭取時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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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他承認他 搶 了旁人的東西。
（14）墨西哥司機進來與美國司機 搶 工作。
（15）為了 搶 時間，救護車在高速公路上飛馳。
（16）他們就 搶 著報告自己爸爸的近況。
（17）台中的百貨業者 搶 在本周就要上檔。

此外，在句法結構上「搶」也是雙賓動詞，語義角色和「偷」一樣有三個論
元，包括做動作的人（施事）
、動作的對象（受事，被搶物）
，還有被搶物的所屬
者（奪事），這三個語義角色在「搶」的句子中主要凸顯的對象為施事和奪事，
也就是做搶動作的人和被搶的對象，反倒搶了什麼（受事）可以省略隱藏（沈家
煊，2000）。我們就實際 409 筆語料，分析「搶」在句子中搭配的施事、奪事和
受事三者的情況，如下表 4。

表 4 「搶」句子語義角色搭配統計分析
項目

句子語料中的語義角色

筆數

百分比

1

皆無施事-奪事-受事呈現

61

15%

2

僅有施事(搶的動作者)

83

20%

3

有施事和受事(被搶物)

92

22%

4

僅有受事

100

24%

5

僅有奪事(被搶物的所屬者)

16

4%

6

施事--奪事-受事皆呈現

27

7%

7

有施事和受事

22

5%

8

有施事和奪事

8

2%

409

100%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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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搶」出現受事的情況的語料比例最高，有 100 筆，接著是施事和受事
的皆有出現的筆數有 92 筆，或者僅出現「搶」的施事的語義角色搭配情況則有
83 筆，但是文獻提到「搶」凸顯的奪事則只有 16 筆，或是和施事一起出現的有
8 筆，這些比例顯然都比受事的語義角色的數量還低，且如同「偷」的情況，奪
事的用法也是主要出現在”被”字的句子裡，如例句（18）和（19），以便更容易
凸顯奪事被搶的意思，而施事和奪事一起出現的情況如例句（20）
，而這些「搶」
的意思都是基本語義”奪取/劫取”他人之物。

（18）台中縣萬客隆運鈔車被 搶 。
（19）待徐姓夫婦遭 搶 後，立即向市刑大報案。
（20）就像張三 搶 我一樣，不要怪我。

然而如前所述，「搶」還有其他的語義，尤其是”競奪義”和”爭取先機/爭先”
的意思。首先「搶」在”競奪義”的語義角色搭配情況，凸顯的對象以施事和受事
為主，尤其是受事就是「搶」的競爭目的，如例句（21）爭奪工作（飯碗），或
者事爭奪業績、新聞、地盤、生意、市場，以及人、學生、位置、觀眾、顧客，
以及如例句（22）的比賽分數和例句（23）的排行名次，而且”競奪義”也有搶”
錢”，只是和搶劫財物的情況不同，如例句（24）中提到的錢沒有明確的金錢擁
有者，且在句法結構上不是典型的〔施事

奪事

受事〕，而是「搶」動作者之

間的競爭。

（21）跟國內勞工 搶 飯碗。
（22）使南韓跑者攻城略地，積極 搶 分。
（23）今天參加 搶 第五名的名次賽。
（24）中央和地方的 搶 錢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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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個表示”爭取先機/爭先”的「搶」在語義角色配的主要情況是出現施
事，就是動作者在爭取某事，如例句（25），並且最常和「搶著」、「搶在」的情
況使用，同時其所搶的受事，大多和時間有關，如前面提到的例句（17）和下面
例句（26）的某個時間點前，或是如例句（27）表示趕工的意思，以及搶得優先
意思的例句（28），此外還有其他搭配的受事，如搶先機、搶台詞、搶反彈等。

（25）拚 搶 季後賽仍有希望。
（26）如今， 搶 在 11 月底前，這 48 個鄉鎮，果真也都做好了「計劃」。
（27）數十萬軍民正日夜 搶 築堤防。
（28）已給他旋風般 搶 關而出。

進一步分析「搶」的基本語義”奪取/劫取”所搶奪的受事有哪些搭配，小至
食物類或日用品，大至貴重的金銀子，分別有爆米花、牛奶、服飾、金鐲子、書
包、梳子、彩球、麥克風、錢財、糧食、手提袋、核料、裝備、銀行等，非實體
的則有”經營權”，「搶」的對象也可以是人，如美嬌娘、妓女。綜合「搶」的三
種語義用法，可從語料中很明顯的看出「搶」的受事很多都是和”商業”有關，除
了錢之外還有地盤、市場、股票、反彈、經營權，或者是和工作相關的飯碗、工
作、頭路、業績，以及其他方面如風采、光彩、功（勞）和比賽分數等搭配詞語。

3.4 「偷」和「搶」比較
由以上個別的分析，我們發現「偷」和「搶」在言詞搭配上的異同。而即使
是一對近義詞，在句子裡與其他言詞搭配時有所不同，以下分別從雙賓句型、語
義類別和特殊搭配詞這三個面向來說明。
針對「偷」和「搶」的雙賓結構不是這兩個動詞主要出現的形式，因為從上
述的語料分析可以發現「偷」和「搶」都可以忽略施事、受事或奪事，尤其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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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常被省略，綜合如下表 5，兩者在第 4 項目”受事”都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而在
施事方面，「搶」比起「偷」更常凸顯施事者，且「搶」也比較強調施事者和受
事（搶劫物）之間的關係，而「偷」也同時強調三個語義角色的比例也不低。語
料分析的結果和向怡（2011）的結果一致，都發現「偷」和「搶」的賓語以”受
事”最常出現，但不同的是「偷」沒有帶賓語的情況是第二多（不包含非動詞用
法），且「搶」搭配奪事賓語的情況也偏少，我們認為不一樣的原因除了不同的
語料庫之外，還有在分類上也不同，在向怡（2011）的分析中並沒有再分類出”
施事+奪事+受事”，以及”施事+奪事”的搭配情況。

表 5 「偷」和「搶」語義角色分布情況比較
項目

句子語料中的語義角色

偷

搶

1

皆無施事-奪事-受事呈現

15%

15%

2

僅有施事(搶的動作者)

7%

20%

3

有施事和受事(被搶物)

13%

22%

4

僅有受事

30%

24%

5

僅有奪事(被搶物的所屬者)

2%

4%

6

施事--奪事-受事皆呈現

14%

7%

7

有施事和受事

3%

5%

8

有施事和奪事

1%

2%

9

非動詞（副詞）

16%

/

總計

100%

100%

其次在語義類別方面，表 1 整理自教育部線上辭典的「偷」和「搶」的各種
語義，而在分析實際語料後發現「偷」和「搶」的語義解釋和辭典上略有不合，
因此另外整理在下表 6「偷」的語義和例句，以及表 7「搶」的語義和例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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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表中可知「偷」和「搶」的主要基本意義的差別就是「偷」的動作是被偷
者不在場、未知道的情況，而「搶」的動作則是使用強硬、暴力的方式，且被搶
者在場的情況下發生。此外，
「偷」和「搶」也各自延伸其他用法，
「偷」可表示
私下、暗地的行為或行動，「搶」可表示相互爭取共同要的目標或對象，也因為
競爭必得爭取在前、優先的意思。然而，「偷」和「搶」的語義用法在搭配受事
（被偷和被搶的東西）時有所不同，分別是人和時間，「偷人」的情況表示背後
不正當的行為，而「搶人」的情況只是競爭中所要爭得的對象；另外，時間部分，
「偷時間」表示抽出可做其他事情的情況，時間上是充裕的，但是「搶時間」則
是在有限的情況下要完成事情。雖然兩者都有搭配’時間’，但是因為基本語義
的關係，使得「偷時間」表是一種悠閒，而「搶時間」表是一種和時間的競爭。

表 6 「偷」的語義及例句
義項
釋義

義項 1
在未被察覺的

義項 2

義項 3

私下、暗地裡的 從已分配的時

情況下，將物品 行動。

間挪出一些時

據為己有，竊取

間。

義項 4
與對象發生不正
當的關係。

他人物品。
例句

我當時十一

他正好趁亂偷

今天可以偷多

哈德森承認自己

歲，常常出去偷 溜回家。

一點時間跟心

常有念頭想背著

點東西吃，才沒

愛的人見面

羅賓森偷漢子。

有餓死。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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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搶」的語義及例句
義項
釋義

詞義 1

詞類 2

以暴力、威脅的手 比喻雙方或與

詞義 3

詞義 4

在有競爭的情

爭取可用的時

段取得後述原來

競爭對象，為爭 況下的行為。

間或某時間點

不屬於自己的財

奪目標的情況

要完成的事情

物。
例句

他精神恍惚，騎了 這是很典型壞

布料已搶購一

摩托車上街，沿路 女人不擇手段

空，明日再行進 將搶在聖誕節

搶了一個女生的

搶男人的伎倆。 貨。

台灣專用機也

前來台販售。

皮包。

「偷」和「搶」的各種語義都和其後面搭配的詞語有關。首先，在「搶」
的部分，他可以與時貌標記「著」和一起出現來表示動作的狀態，如『搶著說、
搶著問、搶著買、搶著付帳』
，
「偷」則沒有此用法，但是「偷」可以放在動詞前，
轉為副詞用法修飾動詞，如『偷倒、偷排放、偷溜、偷騎』，而「偷」沒有，其
次是兩者都可和「了」相接，如「搶了/偷了」。其次，在被偷物和被搶物方面，
「搶」的對象在可見的利益事物上，如『搶分、搶市場、搶學生、搶先機』，而
「偷」方面則沒有較無利益關係，如『偷懶、偷歡、偷漢子』等。然而在語料中
無法得知「偷」和「搶」的物品對象價值的高低，因為兩者都可以偷食物、搶食
物，也可以偷錢、搶錢，只是在目前的語料中「搶」的搭配詞語可能比「偷」廣，
且就框架語義的角度來看，兩者略有不同，「偷」的框架下還有表示行為不合法
的次框架語義，而「搶」的框架會與商業類框架中的競爭語義相連。
同時，我們也透過中研院「中文一詞泛讀系統」的網站查詢，此系統提供我
們查詢「偷」和「搶」這兩個的詞類、詞頻以及其他更廣的近義詞資料，下表 7
中「偷」和「搶」都以雙賓動詞的使用頻率最高，和前面的語料庫分析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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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和「搶」作為動詞的用法為主，但實際上也可看出語料和其他近義詞的用
法，讓我們重新思考「偷」和「搶」兩者的基本語義之間的關係，不僅只是雙賓
動詞的結構比較，尤其是「偷」作為副詞的頻率雖不高，但近義詞卻很多，相對
於「搶」作為副詞的頻率更低，但其所列的 15 個近義詞和「搶」之間在實際使
用的差異，或是英語等其他語言相比。

表8「偷」和「搶」一詞泛讀之詞類、詞頻和近義詞比較
分類 常用詞類

詞頻

偷

109

雙賓動詞
（VD）
副詞（D）

近義詞（near synonyms）
盜竊，偷，偷竊，行竊，竊，盜，順手牽羊，
偷盜，監守自盜，搶劫，盜竊。

6

暗，偷偷，私下，幕後，暗中，不動聲色，
暗自，暗暗，偷偷摸摸，私自，骨子裡，
秘而不宣，暗地裡，一聲不響，鬼鬼祟祟，
探頭探腦，賊頭賊腦，背地裡，不聲不響，
不露聲色，背著人，鬼祟，鬼頭鬼腦。

搶

雙賓動詞

198

（VD）

搶劫，搶，劫，搶奪，掠奪，攫取，擄，劫掠，搶
掠，擄掠，行劫，劫奪，打劫，打家劫舍，
攻剽，侵奪，掠取，殺人越貨，剽奪，攫拿，
攫奪。
搶先，爭先恐後，先聲奪人，爭先，先發制人，佔
先，佔先。

副詞（D）

1

趕快，快，趕緊，儘速，連忙，及早，趕忙，
從速，盡快，趕早，上緊，盡早，趕前，趕快，立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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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和「搶」的語料分析除了了解其語義和詞語搭配的差異之外，表7「偷」
和「搶」在一詞泛讀之詞類、詞頻和近義詞比較，進一步提供在華語教學上的運
用。教學上可以透過「偷」和「搶」之間與其他詞彙搭配的情況讓學生在清楚兩
者用法上的差異，例如我們從語料庫中發現「偷」更常使用在表示私底下做事的，
而「搶」則常用於表示競爭和爭取有限時間、機會的意思，而非只是「偷、搶東
西」
。但表7中「偷」和「搶」列舉的近義詞，仍然還要再重新分析，尤其是近義
詞之間相互使用的情況，例如”幕後”和”鬼祟”即使都是暗地裡的行為，但仍有語
義、搭配詞的差異，這是教學者需要注意的部分，降低混淆使用或表達不貼切。

4. 討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文透過詞語搭配的理論分析華語近義詞「偷」和「搶」在語料庫的情況，
對於分析結果提出三點想法。首先，在語義角色搭配部分，因為本身詞彙的基本
語義概念不同，而其各凸顯的語義角色也不同，然而在實際語料分析結果，
「偷」
所凸顯的受事的比例最高，這個結果與向怡（2011）針對北京大學的《現代漢語
語料庫》的研究結果有同樣的發現，但是在「搶」語料分析結果則有所不同，因
為「搶」在語料中經常與受事（搶劫物）一起出現而非省略隱藏，反而是凸顯的
奪事（遭搶者）筆施事（搶劫者）更常被省略，這樣的原因，除了不同語料庫所
搜集到的用法使用習慣的差異之外，我們認為因為「偷」和「搶」各自的其他語
義用法不同有關，尤其是「搶」在競奪義時，需要凸顯競奪的目標，也就是受事，
所以在表示爭取先機的用法上，會強調誰(施事者)在做爭取的動作，我們應該重
新思考「偷」和「搶」的近義詞關係，「偷」和「搶」行為在法律上的釋義都有
表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但不同的是，前者為竊取他人之動產，
後者為搶奪他人之動產，也因此在刑法上給予不同程度的懲罰，尤其是「搶奪」
往往會造成傷害或致命，所以給予較重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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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關分析的語料方面，我們發現有219筆「偷偷」和19筆「偷偷地」
的語料在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中，雖沒有包含在這次分析中的語料，礙於
篇幅和主題尚未對此分析，但這些語料比本身「偷」當雙賓動詞的語料筆數還多，
顯示副詞的「偷偷」或「偷偷地」更常在生活中使用，而其詞語搭配的情況或和
「偷溜」等用法有何差，且「搶」反而沒有這樣的用法，需進一步分析。除了語
義近義的關係之外，詞彙也有多義的關係，多義往往都由基本語義因使用而延伸
出來，而顯然地在本文分析的華語「偷」和「搶」除了過去研究討論的竊取和搶
奪之外，在語料中也有很多表示暗地裡、私底下的「偷」，以及競爭、爭取機會
的「搶」
，這些用法所搭配的受事也不同，這在過去的研究文獻所沒提到的部分，
其可能受限於不同語料庫蒐集到不同主題來源，。
第三，在教學上，詞語搭配可應用於華語在教學上。尤其是近年來以語料庫
做為華語教學工具或應用於第二語言學習方式也越來越廣泛，作為研究詞彙和學
習語言的工具（楊美儀，2014）。對教師而言可以在大數據的分析裡，找到適合
的語料作為學習教材，讓學生的詞彙使用能夠更深，同時也能夠了解詞彙實際使
用的方式。嚴格來說，「竊、盜」或「劫、奪、掠」在釋義上比「偷」和「搶」
更接近近義詞的關係，且對學習者來說也比較容易混淆「偷、竊、盜」或「搶、
劫、奪、掠」這兩組近義詞之間的差異。目前雖然語料庫的資料不多，將來可以
再透過網路智慧搜尋引擎（王敬淳、陳浩然、潘依婷，2015），檢索更多相關詞
語和其搭配詞，有更多的語料做分析。而對外語學習者而言，近義詞就是一組在
使用上容混淆的詞彙，「偷」和「搶」在語義上雖不易混淆，但是其在搭配結構
上卻很相似，例如同樣都有〔施事
詞的差異，以及〔施事

奪事

奪事

受事〕，且透過「偷」和「搶」搭配

受事〕的省略與否來強調被偷/搶的物，或做偷/

搶動作的人，建構「偷」和「搶」的語義框架後，再進階到其他近義詞的學習，
如「竊、盜」或「劫、奪、掠」，或是學習其他”拿取動詞”的近義詞詞語搭配
情況。如此，透過對詞語搭配的共現關係，增加詞彙的深度和廣度，且就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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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來說，搭配詞能引發相關詞彙的心理預期，提升表達和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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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建盞再現—福建建陽地區建盞工藝初探

吳美燕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研究助理

摘

要

斷絕近千年的宋代建盞工藝，在各界持續不斷的努力下，長
期的投入研究與復燒終有成果，於 1981 年兔毫盞復燒成功後，
吸引更多工藝師們投入，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爰此也讓全球對
於建盞能有更多的認識與瞭解。
本研究先從歷史上建盞的風華做介紹，繼而從建陽地區在製
作建盞的土胎、釉料與燒製的特性了解，分析建盞的製作工序與
產品形成的技術與難度，理解建盞的珍貴與稀有性，並賞析建盞
工藝作品的美。建盞工藝有別於其他工藝，除了生活的實用性外，
同時兼具藝術的欣賞性，絕不是束之高閣只能遠觀而無法近賞的
工藝品。
建盞工藝雖然復興不足 40 年，但已經在全球陶瓷界颳起偌
大的旋風，因此本研究期從文獻、專書、期刊、論文與訪談等資
料分析與整理，將建盞工藝之美以簡要方式進行研究與賞析。

關鍵字：黑釉、建盞、茶盞、兔毫盞、鷓鴣斑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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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mergence of Ancient Imperial Splendors — A Study on
Jianzhan Tea Bow of Jianyang Region in Fujian Province

Wu Mei-Yen
National Taiwan Craf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Research Assistant

Abstract
The craft of Jian ware of Song dynasty has been lost for nearly
a millennium, and after continued efforts and three years investments
from across all sectors in the research and restoration of the craft, we
have finally seen some results. After the successful replication of
Rabbit-fur Tea Bowl in 1981, more and more craftsmen have since
been drawn to the art, creating a thriving and competitive scene, and
also allowing the world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more about Jian
ware tea bowls.
This study will first introduce the splendors of Jian ware in
history, Then, by focusing on the clay bodies of Jian ware made in
Jianyang region and the unique properties of glaze and firing process,
the study examines and analyzes the production procedures and
related difficulty of Jian ware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its
preciousness and rarity, as well as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modern
works of Jian ware. The craft of Jian ware is unlike any others; in
addition to practicality, it also emphasizes artistic quality. These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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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ls are definitely not crafts that are to be kept behind glass
windows away from people.
Although it has been less than four decades sinc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craft of Jian ware, it has already taken the world of ceramics
by storm. Therefore, this study analyzes and sorts through
information, such as documents, publications, periodicals, and
interviews, to promote and analyze the beauty of Jian ware in a more
straightforward and precise way.

Keywords: Black glaze, Jianzhan, tea bowl, Rabbit-fur tea bowl,
Partridge-feather tea b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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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建窯建立於晚唐五代時期，在宋朝時點茶和鬥茶的風氣盛行，加上當時飲茶講究藝
術化的情況下，刺激了茶具生產質量與製作技術的提升。建窯出產的黑釉茶盞，其胎體
厚重、釉色瑩潤，在當時飲茶講究茶沫「黑白分明」的特點下，建窯茶盞獨受尊崇，故
稱之為「建盞」。
宋徽宗在《大觀茶論》中認為：
「茶盞貴為黑，玉毫條達者為上」
，在當時建盞廣為
各界喜愛，於是生產製作建盞的建窯自此進入鼎盛時期。迄南宋末年，對於點茶和鬥茶
狂熱的風潮逐漸隱去，是以建窯自元朝開始衰敗，終致湮滅。近代經過考古與研究，終
於在 1981 年重新燒製出一批建盞，在各方專業的認可下，建盞燒製失傳的技藝重現於
世，民眾終有機會再度欣賞到耀眼奪目的建盞風華 (黃靖珈，2014）。
因早期臺灣與大陸宥於兩岸交流管道缺乏，對於建盞工藝的認識有限。而近年於建
盞工藝成功復燒後，該產業日益蓬勃，廣受全球矚目，屢屢在世界性拍賣會上拍出高價；
鑒於國內對於建盞工藝相關知能尚未普及，希藉本研究對福建建陽地區建盞工藝之發展
作初步的探討與介紹，以推廣大眾對於建盞工藝之了解。

二、研究方法與目的
（一）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從專書、期刊與論文分析相關資料，以探究建盞在建
陽地區發展與製作之進程。
（二）本研究併採用訪談法，專訪自 2006 年起即於中國福建省建陽地區走訪各建盞工
藝師的收藏家張正德先生，參採張員調查該地區建盞工藝發展的資料及照片，
作為本研究之參據。
（三）本研究之目的期能促進大眾對建盞工藝發展與製作技術之瞭解，繼而理解並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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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美學精神及建盞工藝之美。

貳、建窯的背景介紹
一、地理環境
建窯是建州窯之簡稱，在宋代時期為建安、甌寧二縣所在地，稱為建州，即是現在
福建省建陽縣水吉鎮地區。此地區自古以來有良好的土質，並且氣候溫度高，具備陶瓷
生產的優良外在環境條件。
二、建窯的興衰
以釉色的發展來看，可以發現黑釉器是在青釉器的基礎發展起來的（蘇啟明，2014）
而建窯的興衰大致可以分成五個時期（黃靖珈，2014），另新增復興期成為六個時期，
謹就各時期背景及特色歸納重點如下：
(一)建窯的初期：晚唐五代時期
瓷器在唐代形成南青北白的局勢，也就是說南方多青瓷，北方多白瓷。建窯的初創
年代在於晚唐五代，主要燒製為青瓷（謝道華，2012），此時產品胎土以灰色、灰白色
為主，釉色則以青綠、青灰與黃褐色為主。
(二)建窯的發展期：五代晚期至北宋初期
此時建窯裝燒工藝技術已有創新，採用漏斗形的凸底匣缽，正置仰燒的方式燒製（李
榕青，2017；謝松青，2016）
。在庵尾山的一處遺址發現一座燒製黑釉盞的窯，燒製器形
為薄胎薄釉之斂口碗，與宋代風行的建窯茶盞之厚胎厚釉有所不同；但此時已可窺見宋
代建窯茶盞之雛型。

61

遠東通識學報 第十二卷第二期

P.57-79

吳美燕

宋代建盞再現─福建建陽地區建盞工藝初探

（圖 1-宋代出土匣缽與建盞:宋代建窯裝燒工藝採用漏斗形的凸底匣缽，
以正置仰燒的方式燒製；攝影/張正德）

(三)建窯的顛峰期：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
此時期因鬥茶風氣鼎盛，建窯燒製技術更趨成熟完善，窯場規模宏大，大量燒製產
品，品質達到歷史巔峰。建盞的樸質與黑色，不僅與鬥茶有關，與宋代的理學「天人合
一」的精神密不可分，體現在工藝美術上，使得宋代工藝中的造型和裝飾也極為平實內
斂，造型意蘊自然祥和，動中寓靜 （周亞東，2011；羅移峰，2013）。茶盞類的器形以
束口、斂口、撇口與敞口等四種造型為主，胎土以鐵黑灰色為主，茶盞厚胎厚釉，釉色
有許多的變化，如兔毫與鷓鴣斑等。本時期所燒製出的作品即是現今所稱的「建盞」。
(四)建窯的衰退期：南宋末期至元代初期
南宋末期經濟蕭條，社會動盪不安，鬥茶的風氣逐漸衰退。許多窯場為了求生存，
除了燒製黑釉器的茶盞之外，也開始燒製一般民生所需的青白瓷，以維持窯場的營運。
(五)建窯的消亡期：元代之後
建窯在元代以後衰敗甚至停止產燒，其中原因是由於當時社會對於品茶與泡茶風氣
的轉變。不同於以往，明代改以茶壺泡茶（楊佳正，2005），且對茶具的審美觀迥然不
同，甚至認為建盞「但體極厚，俗甚」
（謝明良，2010）
，
「建盞」已不符當時社會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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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窯鼎盛時期的燒製技術，在元代之後可說就此斷絕。
(六)復興期：西元 1981 之後
在 1979 年，中國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福建省科委、福建省輕工業研究所和建陽瓷
廠等部門的專家及學者，著手進行建盞復燒實驗研究。歷經 3 年，在 1981 年 3 月首次
公布了兔毫盞的樣品，其釉色、紋理、胎骨與造型等方面都獲得一致性認可，認同這是
「建盞」的重現，故中國在 2011 年將「建窯建盞燒制技藝」列入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保護名錄（段文華、王鶯、吳瀟楠、周智修 2018）
。自此，兔毫盞、油滴盞、鷓鴣斑盞、
鐵鏽斑盞均陸續問世，而「建盞」千年帝王風華再現，也為陶瓷藝術重新揭開絢爛耀眼
的一幕。

參、建盞的製作工序
宋代盛行的茶道引發黑瓷的興盛，如江西吉州窯、福建建窯、山西榆次窯等，都是
重要的黑瓷茶具產地。但在眾多的黑瓷茶具窯場中，以建窯所生產的「建盞」最為人稱
道。蔡襄的《茶錄》如此說：「建安所造者……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
不及也」。
建盞於 1981 年復燒成功後，目前可歸納整理出製作工序有選瓷礦、瓷礦粉碎、淘
洗、配料、陳腐、練泥、揉泥、拉坯、修坯、素燒、上釉、裝窯、焙燒等 13 道工序（段
文華、王鶯、吳瀟楠、周智修 2018）。針對建盞製作工序幾項要點整理歸納如下:
一、胎土原料
建盞的發展與形成具有地區性與獨特性，其製作的胎土原料要求嚴格，需為富含鐵
質較多的紅、黃土壤等粉碎加工後製成。鐵是建窯的著色劑，所以鐵胎也是建盞的重要
標誌（蔡炳盛、蔡威、蔡杰，2015），土壤如含鐵量高，燒製過程中易有變形率較高的
問題（謝松青，2016），而若成功完燒即可形成建盞的「鐵系結晶釉」特殊釉色，精彩
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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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窯茶盞胎體厚重，胎土內含有許多細小氣孔，有利於茶湯的保溫，非常適合用於
鬥茶，這也是建盞在宋代受到青睞的重要因素。富含鐵質的胎土成為建盞重要特點「鐵
胎」
，沒有鐵胎就不能稱為建盞，正如同未使用紫砂泥製作的陶壺無法稱為紫砂壺一樣。

（圖 2 - 建盞胎土原料主要採用的土壤與釉料種類；攝影/張正德）

胎土原料的獨特性成就了建盞，相對的也限制建盞的發展，建盞所需的胎土原料僅
產於中國福建省南平市建陽區水吉鎮，主要來自南山村、後井村、大梨村等三個地區。
工藝家們採集到三個地區的土壤後，按照各家自有配方，不同比例混合後，再經過煉泥
等工序進行製坯。
二、建盞釉料
建盞的釉料也是取之於福建省建陽區水吉鎮當地，主要有草木灰和釉礦兩種。釉礦
中含有石英、長石及石灰石等含鐵量高，經過淘洗的釉礦顏色呈紅色或紫色（謝松青，
2016）。石英屬於釉基，是讓建盞產生玻璃質感的成分；當地的釉礦是形成建盞上的油
滴、兔毫等色彩的要素；長石與草木灰則是助熔劑，可幫助石英降低熔點，可以省下大
量的燃料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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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建盞上釉料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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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盞的窯與燒製技術
宋朝時期建盞燒製方式南北大不同，當時北方窯的造型多是「饅頭窯」，南方窯則
是「龍窯」(楊佳正，2005)，而建盞即是在龍窯內燒製的。因窯的長度非常長，形狀彷
彿是一條臥龍故名龍窯，迄今於福建南平市建陽區水吉鎮後井村，考古所挖掘出最長的
宋代龍窯遺址有 135.6 公尺（李榕青，2017）
，總面積約有 12.6 萬平方米（謝道華，2012），
窯大產量大，據估一次可燒製出十萬個茶盞。此外，龍窯還有一大特性，根據火焰自然
上升的原理，依山坡而建立的結構，可提升窯內溫度達 1,300 度的高溫。
建盞燒製需要達到攝氏約 1,300 度，甚至到 1,350 度（周亞東，2013；蔡炳盛、蔡威、
蔡杰，2015），而要將溫度燒到這樣的高溫，選擇燃燒的木柴種類十分重要，據經驗以
松木燃燒效果最佳（謝松青，2016），因松木油脂含量高，燒出的火焰長、熱量高、柴
灰少，有助窯內溫度的提升並均勻地分布。

（圖 5、6 -福建省南平市建陽區水吉鎮後井村，所挖掘出最長宋代龍窯遺址
約有 135.6 公尺，考古整理僅約 45 米；攝影/張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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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柴燒建盞的成功率低，現代少有工藝家以龍窯柴燒方式來燒製建盞。現今於建
陽地區柴燒建盞尚有「貴稀堂」龍窯，全長約 30 米，窯内高約 1.8 米，一次窯燒可容納
建盞作品約 15,000 件，連續燒製 72 小時不間斷，作品待自然降溫後出窯。
建陽地區當地於燒窯前有舉行祈福儀式的習俗，祈福儀式除了為緬懷先賢及安定自
身的心神外，更有期待減少失敗率的意涵。而當地自有的一套龍窯祈福儀式，主要特色
在「敬窯神、祭六眼」
，因柴燒的龍窯設有窯門、煙囪、頂部加水處、觀火洞和窯底兩
個洞，統稱為「六眼」
，爰以豬頭、雞及魚三種供品來祭祀以對應「六眼」
，期待在祭祀
後能有高產量及完美作品。

（圖 7、8 - 建陽地區「貴稀堂」龍窯，全長約 30 米，窯内高 1.8 米，一次窯燒可容納
建盞作品約 15,000 件；攝影/張正德）

肆、建盞工藝的珍稀
建盞工藝的釉色光彩與歷史情懷形成了極高藝術價值，也因製作困難而造就其珍貴
性。真正的建盞釉色強調以單掛釉形成，非雙掛或多次掛釉形成，也就是需要在攝氏 1,300
度左右的高溫一次燒成，因此每個建盞均具有稀有性及獨特性。建盞製作的難點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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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而且是環環相扣，主要有坯、釉、溫度和窯中氣氛四個因素(李達，2007），歸納
說明如下:
一、坯的因素
建盞的胎土可塑性差，收縮性大，拉坯成型的茶盞在乾燥階段很容易變形或毀壞，
所以體型越大的建盞製作難度便越高。另外，建盞使用的胎土因含鐵量高的因素，所以
不耐高溫，其實較適合燒製成為陶器，但建盞花紋需要在 1,300 度以上的還原燒中方能
形成，坯體在高溫下極易產生變型及起泡缺陷等問題。
如在胎土中加入石英製作成坯，可增加坯體耐高溫程度，但成品的釉面容易有顆粒
凸起的問題。若混入粘土或瓷土做成坯體，可提高耐火度，但對於釉面花紋效果不佳，
這表示胎土和釉之間對花紋的表現有相當關係（陳木泉，2008），也就是說如不使用建
陽地區的土壤與釉料，技術上也很難燒製成真正的建盞。
二、釉的因素
建盞的釉層厚且流動性大，釉層太薄則釉色不黑，而且形成的兔毫紋路不流暢，油
滴斑點不大；所以建盞的製作施厚釉便成為必要條件。但在高溫下施厚釉會產生的問題
有：釉厚乾燥收縮大，燒製時容易有縮釉或脫釉現象，而在高溫下釉的粘度降低，流動
性增大，釉層厚度容易不均，影響花紋的形成。
另外，若施以厚釉，釉容易流至底部，上緣口處形成「乾口」，以及過厚的釉層，
釉容易垂流下粘底，產品也因此報廢。建盞器形碗外下部露胎，在技術上於素坯時，圈
足上方修一條「止釉線」
（李慶樹，2016）
，在功效上讓釉留些下垂的空間，減少燒製時
釉垂流粘板，並使胎土露出有助於「熁盞」的操作（陳憬耀，2017）。建盞外壁底部往
往有挂釉現象，俗稱「釉淚」、「釉滴珠」，這形成建盞「乾口」、「流釉」兩種特色。
三、溫度的因素
建盞燒成所需的溫度高且範圍窄，溫度高易使建盞坯起泡與變形，釉下垂粘底，溫
度過低則會有花紋稀少的情形。以下整理出六種不同溫度下燒製的建盞所呈現的色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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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
(圖 9) 攝氏 900 度

(圖 10) 攝氏 1100 度

(圖 11) 攝氏 1150 度

(圖 12) 攝氏 1200 度

(圖 13) 攝氏 1,250 度

(圖 14) 攝氏 1,300 度

（圖 9,10,11,12,13,14 攝影/張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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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窯中氣氛的因素
窯中氣氛指的是窯內氣體的組成及其氧化還原的能力。建盞上的兔毫、鷓鴣斑及曜
變斑紋等花紋需透過還原燒才可形成（謝松青，2016），還原燒是指在燒製過程讓窯中
的氧氣稀缺，窯火自然就會從胎土與釉中吸取氧助燃，此時的釉就會產生變化，一般會
形成如寶石般的結晶釉。但是最大的問題為還原燒無法明確被掌控的，燒製過程中必須
隨時注意窯火的變化（謝松青，2016），因此產品難達到大量生產，即使生產出來也無
法保持一致，這也是為何建盞具稀有性與獨特性。

伍、建盞賞析
唐朝美學華麗爛漫，而宋代強調沈靜素雅，美學精神也影響到茶道的表現，《大觀
茶論》
：
「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間潔，韻高致靜，則非
遑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因此建盞的造型簡單，色調單純，韻味高雅，符合「清、
和、澹、潔」當時美學觀，因此廣受帝黎與僧凡喜愛。
現代建盞的造型大多仍遵採古法製作，保留宋代造型為主，建盞造型的共同點為碗
口大，圈足小。一般根據口沿、腹部和底足的變化，將建盞分為束口、斂口、撇口及敞
口四種類型（謝道華，2012；黃靖珈，2014；林俊杰，2016）
，其中特別要介紹束口盞，
束口盞至少有三樣創新:一、可以減少了口沿修坯的工序，提高了生產效率。二、曲線結
構，降低了口沿在高溫燒製時變形的可能，增加了成品率。三、實用功能上，防止沖點
茶湯時盞內水的飛濺，與茶筅擊拂環回攪動時，湯水因快旋轉而溢出（周亞東，2011；
陳其富，2013）。
建盞的花紋大多為兔毫與油滴，而所謂的曜變迄今尚未有公認與被確認的現代燒製
花色。另若是窯內溫度及窯爐內部產生變化，局部空間有空氣進入，就形成黑釉的二次
氧化，這樣的情形作品將呈現「柿紅色」，此花色具古樸質地，普遍受一般大眾喜愛。
兔毫花紋工藝分有「銀兔毫」
、
「金兔毫」
、
「藍兔毫」等變化，其中以「銀兔毫」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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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名貴。「銀兔毫」的形成特別難在於溫度的控制，兔毫燒成溫度高且範圍窄，如溫度
低，則容易形成碗上部有花紋，下部沒有花紋；溫度稍高，釉容易流下粘底，而且在燒
成前期控制形成絲狀；在燒成後期仍需控制花紋的顏色，所以銀兔毫，若根據古代的技
術來推算，可能需在 10 萬個盞才能成功燒製出幾個，因此顯得特別珍貴。
鷓鴣斑的花色一直有許多爭議（謝明良，2010；謝道華，2012）
，油滴與鷓鴣斑的花
色目前有認為是同一種類（盧明，2013），只是斑點大小形狀分布不同。而且鷓鴣斑與
兔毫之間有密切的關係，以現代科技的分析為例，在一定的條件下，冷卻速度較慢能出
現鷓鴣斑，冷卻速度快則是兔毫（謝明良，2010）
。
「油滴」一詞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尚未
發現，而該花色與當地鷓鴣背上斑紋相似，爰傳統稱此花色為鷓鴣斑。油滴工藝有其他
類型的創新花紋，如花開富貴與龍鱗等花紋變化。而建盞另一吸引人之處，在於透過不
同光線及角度來觀看，呈現出千變萬化美麗的光澤，件件不同且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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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幾位當代建盞工藝家以電窯創作之不同器型與花紋建盞作品說明與賞析:
(圖 15、16 -兔毫缽盞;陳國文工藝師作品)
此盞兔毫長且清晰，釉的結晶分明，釉面带銀藍色，隨著光線的角度產生不同的變化，
盞底為黑色，說明黑瓷的本質，並充分呈現出建盞「乾口、流釉、鐵胎」之特色，體
現了「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的條件。

(圖 17、18-油滴 束口盞;陳國飛工藝師作品)
陶谷《清異錄》稱：
「閩中造盞，花紋鷓鴣斑，點試茶家珍之。」
，此盞油滴花紋滴滴
清晰，彼此之間明顯區別，在黑釉中油滴宛如是那星空中耀眼的星星，深邃又迷人的
色彩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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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20-藍烏金茶盞;李睿鋒工藝師作品)
「盞色貴青黑」為此盞寫照，無任何的花紋色彩，一如夜空中般，令人有無限的遐想，
亦如遨遊太虛，充滿神祕與寧靜。如配合乳白的茶沫，呈現黑白分明，如千重雪漆黑
的夜，讓人有說不出的美與感動。

(圖 21-花開富貴盞;陳國飛工藝師作品)
「花開富貴」宛如一朵不存於世間的盛開的黑色富貴菊，盞的花紋重疊又不干擾，泛
著銀藍色的光澤，訴說著神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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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龍鱗盞；李睿鋒工藝師作品)
「龍麟」盞的花紋似油滴又非油滴，紋路彼此分明，就像星空中驚鴻一瞥的蒼龍，神
龍見首不見尾，在高溫中留住那剎那的身影，為這「色貴青黑」的年代穿越時空而來。

(圖 23、24 -紅鷓鴣盞；陳國飛工藝師作品)
紅色彷彿不屬於黑瓷家族系，而留存在盞底的青黑卻又曝露了破綻，偌大的油花紋由
大而小，自上傾洩而下，彼此比肩卻又不模糊，花紋隱隱在盞中浮現，透露出油滴的
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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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6 - 柿紅盞；陳國飛工藝師作品)
沒能形成兔毫或油滴，轉為深秋的柿紅釉，是建盞另一種呈現，恰如「舊時王謝堂前
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釉面中藏著深紅色小結晶點，彷彿是即將形成的柿霜。

(圖 27–青龍青斑盞；李細妹工藝師作品)
釉色的流動感，彷彿是建盞的肌肉紋理變化，恰似大海翻騰的青龍，攪和洶湧的海浪，
黑、藍與白間相互交疊變化，呈現出一盞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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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 蝴蝶盞；李細妹工藝師作品)
究竟是曜變?還是窯變? 一如莊周夢蝶，色彩漆黑為底，抹上淡淡的七彩曜變光暈，彷
彿蝴蝶的化身，翩翩飛舞回到文風鼎盛的宋代時光，可與文人雅士共品茗，也能與市
井小民並肩共飲。

（圖 15-26；攝影/張正德）

結論
在了解建盞的時空背景與製作工序之後，對於建盞工藝應有較完整的認識，而建盞
各種不同的花紋所產生出千變萬化的色彩，所謂的「入窯一色，出窯萬彩」，為了出窯
的剎那，在選培土、配料、條釉，進而入窯的溫度變化等燒製技術，無一不是先人智慧
累積，職人的辛苦。建盞的藝術性，也是建盞的美，蘊含沉靜、淡泊而恰然自得的追求，
與「師法自然」動靜相兼的宇宙精神，即「天人合一」的境界。
建盞不僅是一門具藝術性的工藝，也是非常生活化的器具。建盞與茶文化的關係密
不可分，建盞有利於茶湯的保溫且不易燙手，使水質變得柔軟與甘醇，更可激發茶香。
當茶水置於建盞中，透過光線的折射，讓建盞上的花紋與茶水交相作用下，散發出或藍
或五彩斑斕的各種神奇顏色，在品茶之餘又能欣賞建盞的美。
宋代建盞工藝深受大眾喜愛，宋代美學講究精神上細潔淨潤、器物上色調單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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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上趣味高雅，與建盞體現出追求韻昧彼此呼應協調，相信兼具生活實用性及藝術性的
建盞工藝，未來將再掀起一番風潮，再次受到各界的重視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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