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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鄭觀應《續劍俠傳》的編纂意涵
李昭鴻

摘 要
晚清鄭觀應纂輯的《續劍俠傳》，主要選錄清代劍俠小說精品，因不專主於
少數特定書籍，更能突顯鄭觀應編選的意識，補足王世貞《劍俠傳》專主收錄唐
宋作品的空缺。此外，書裡對於劍俠形象之陳述，除較《劍俠傳》具體外，還以
仙幻道術揭示因果報應、勸人行善主題，回應儒家強調的濟世精神與人倫道德，
呈現儒道兼修的思想傾向。賦予劍俠有協助維持社會秩序、彌補法律不足的責
任，讓兇禽猛獸、貪官惡霸、妖魔鬼怪都受到應有制裁，藉此安撫社會人心。同
時由於其劍俠較具有人間性，就化身為是非仲裁者的角度來看，較諸於神仙、佛
菩薩等之虛緲抽象，和人間官吏或未能主持正義，乃更顯得親民和具有說服力，
使編纂意蘊的教化功能得更有效發揮。
關鍵詞：清代小說、劍俠小說、鄭觀應、《續劍俠傳》、續書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發展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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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明清是文言劍俠小說1發展成熟的關鍵時期，特別是小說選本王世貞《劍俠
傳》2的問世，總結了唐代以來「劍俠小說」的類型範式，突出了「劍俠小說」
的敘事特徵。3梳理《劍俠傳》裡的人物塑造、劍術意涵、思想主題等，雖得瞭
解前此撰作劍俠小說的發展，兼及與唐人傳奇、道教小說和後世武俠小說、奇幻
敘事等之關聯，還能省識《劍俠傳》編撰者對劍俠觀念的認知。然因《劍俠傳》
所錄故事侷限在唐宋時期，其中有十九篇作品取自《太平廣記》裡的豪俠類，幾
佔全書裡的三分之二篇幅，編輯的原創性較為薄弱，而有「明人鈔《廣記》偽作
《劍俠傳》
」4之批評，亦難據此窺知明清劍俠小說創作情形，使因明清社會風氣
轉變和令劍俠文化新變問題未得呈現，成為劍俠小說系列研究之遺憾。
適以鄭觀應《續劍俠傳》成書於晚清光緒年間，從是書命名和內容取材，知
係在《劍俠傳》的基礎上續輯，蒐錄明清劍俠小說精品為主。就劍俠小說史的發
展脈絡言，《續劍俠傳》的完成，適正填補《劍俠傳》未收錄明清作品的空缺，
具有一定的重要性。雖然《續劍俠傳》亦是以選本形式成書，非屬鄭觀應的獨立
創作，但取材面向較為廣泛，不專主於少數特定書籍，而更能突顯編撰者的意識，
滿足讀者對《劍俠傳》續書的期待意味。但是從近來有關的研究成果得知，《續
劍俠傳》明顯較《劍俠傳》還少受到關注，包括對劍俠小說的研究，亦多集中在
《劍俠傳》的探討。5除了賀瓊的學位論文將研究焦點擺在《續劍俠傳》外，6其
「劍俠小說」的定義與發展，主要受到明萬曆間秦淮寓客輯錄的《綠牕女史》和鄒之麟《女俠
傳》中有「劍俠」類影響，由此逆推出《劍俠傳》乃最早的劍俠小說專集。根據楊清惠的研究，
認為「劍俠小說」是以一個或多個「劍俠」為主要人物，並以其行義故事為情節發展主線的小
說。
「劍術」不只指「劍俠」使用的武器，
「劍」的神祕特質所輻射出的俠客性格、行徑與道義
表現，也迥別純憑武勇豪氣的「游俠」、「豪俠」與一般劍技的「義俠」。使用劍器雖屬此類型
人物的特徵，卻不以實體器械為唯一表現型態，而包括有飛行術、幻術、隱身術，變形術、用
藥術、飛劍術、攝物術、前知術、望氣術和以氣御劍等。詳參楊清惠，《劍俠小說新論——奇
幻敘事及其文化意涵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年）
，頁 7。
2
《劍俠傳》的編撰者，歷來主要有無名氏、唐段成式、明王世貞三種說法。余嘉錫以王世貞《弇
州山人四部稾》收錄有〈劍俠傳小序〉，益仇怨嚴嵩父子之撰作動機等，認為《劍俠傳》之編
輯者為王世貞。王國良據北平圖書館藏明隆慶三年（1569）春三月翻刻之《劍俠傳》一部，又
該書卷首載弢安居士撰〈劍俠傳引〉和王世貞〈劍俠傳小序〉僅有一字之差，且王世貞自號天
弢居士等，得證《劍俠傳》的編撰者為王世貞。此採其說。詳參余嘉錫，
《四庫提要辨證》
（北
京：中華書局，1980 年）
，頁 1172-1174 和王國良，
〈劍俠傳考述〉
，見〔明〕王世貞，
《劍俠傳》
（臺北：金楓印行，1986 年）
。
3
見羅立群，〈
《劍俠傳》的版本、作者及其意義〉
，
《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
第 5 期（2014 年 10 月）
，頁 154。
4
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香港：三聯書店，2001 年）
，頁 104。
5
《劍俠傳》的作者及版本問題，歷來討論甚多，譬若楊倫，
〈
《劍俠傳》篇目來源考〉
，
《貴州師
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 5 期，頁 121-130；羅立群，
〈《劍俠傳》的版本、作者及
其意義〉
，頁 154；李程，
〈《劍俠傳》成書及選輯者續考〉
，
《明清小說研究》2012 年 4 期（2012
年 11 月）
，頁 212-225。另外，也有從《劍俠傳》的思想內涵和單就書裡的某些現象探討，得
見《劍俠傳》的重要性及影響，如劉蔭柏，
〈隆慶刻本《劍俠傳》敘錄〉
，
《文學遺產》1985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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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關涉《續劍俠傳》的研究，往往與《劍俠傳》並置探討，7未能讓《續劍俠傳》
的獨特性和價值性完整呈現，也忽略了是書在擇優汰劣的編輯過程中，重新賦予
新的劍俠內涵後及一併產生的價值意義。
由此來理解《續劍俠傳》的編輯出版，雖主要取材明清兩代的文集、筆記作
品，將許多原本未必以「劍俠」名篇之作，全都統攝在《續劍俠傳》的書名下。
然而，就書名本身的「續」書命意，不僅透顯鄭觀應在編撰過程中，乃同時意識
到身為讀者和作者的雙重身分，8包括其本身暨當時社會對「劍俠」的認知與看
法，落實以對傳統劍俠形象的繼承與調整，展示著鄭觀應式的「劍俠」形象。經
編輯出版及提供閱讀的作品集，往往還代表著一種批評形式，蘊含有編撰者的小
說觀念、批評觀念、時代精神及讀者的欣賞趨尚，影響一個時代的小說創作風9。
職此，本文除了探討《續劍俠傳》裡的劍俠特質，以見明清劍俠文化對前此
觀念的接受與新變外，適以《續劍俠傳》成書於清末政局走向衰亡之際，西方科
學新知已然成為引動朝廷改革的新力量，致令帶有虛幻不真特質的劍俠人物，在
體現勸善懲惡的效用上，由較趨向於道德正義的象徵，轉化成為被期待的精神指
標。
《續劍俠傳》除揭示為惡者萌生歹念路徑和明清劍俠的價值歸趨外，或也希
望能夠引起讀者的注意與好奇，於行事作為之先有多一些警覺，達到提升社會安
寧祥和的目的。

貳、《續劍俠傳》作者及版本
《續劍俠傳》10編者鄭觀應（1842-1921），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又
號杞憂生、居易，別號待鶴山人，廣東香山（今廣東省中山市）人。其父文瑞
（1812-1893）是一位「夙承家學，讀書過目成誦，藏書頗富，手自校讎，丹鉛

2 期（1985 年 6 月）
，頁 112-114；張志合，
〈
《劍俠傳》成書與作者考辨〉
，
《南京師大學報（社
會科學版）
》1989 年 4 期（1989 年 10 月）
，頁 72-73；張依寰，
〈唐宋傳奇俠客題材中「武」與
「俠」的合流——以「劍俠傳」為例〉
，
《興大中文研究生論文集（第八輯）》
（臺中：國立中興
大學中國文學系，2003 年）
，頁 25-35；王雪晴，
〈從《劍俠傳》看唐宋女性觀的差異〉
，
《承德
民族師專學報》第 27 卷第 1 期（2007 年 3 月）
，頁 31-33；魏玉蓮，
〈俠骨英風非等閑——論
《史記．遊俠列傳》和《劍俠傳》對秋瑾的影響〉
，《前沿》2012 年第 11 期，頁 199-200 和伍
慧美，
《
《劍俠傳》及其流衍研究》
（臺北：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4 年）
。
6
賀瓊，
《鄭觀應《續劍俠傳》及其道教思想研究》
（廣州：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4
年）
。
7
目前所見，主要有袁良駿，
〈
《劍俠傳》和《續劍俠傳》〉
，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7
年第 1 期（2007 年 1 月）
，頁 76-81。
8
此據黃衛總（Martin W. Huang）的說法，文見高桂惠，
《追蹤躡跡——中國小說的文化闡釋》
（臺
北：大安出版社，2005 年）
，頁 2。
9
詳參任明華，
《中國小說選本研究》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3 年）
，頁 10。
10
本文引《續劍俠傳》乃據〔清〕鄭觀應，
《續劍俠傳》
，收錄在不著撰人，
《劍俠圖傳全集》
（石
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年）
，以下引文僅於文後標註卷次和篇目，不另作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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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遍」11的學者，因應試不第及照顧家庭生計而外出經商，卻未忽略讀書著述。
1850 年代回鄉開設私塾授課，抄錄大量的先賢教誨和嘉言懿行，編成《訓俗良
規》
、
《勸戒錄》等書，還自費印刷派送和熱心講解，積極推廣文化教育。受此書
香環境的耳濡目染，觀應自小研讀孔、孟經典和習作八股，打下良好的語文根基。
因童年時曾罹患疾病，治病過程中接觸道家養生延年術，開啟其儒道皆修的思想
路程。復以未能通過童子試至上海學賈，受西方文化影響，觀念主張多能與經世
實務結合。時逢中國舊時代社會的轉型期，觀應目睹封建傳統受西方文化侵略卻
無力招架，特別在上海經商期間，難免以反對殖民主義侵略受挫，或希冀能有劍
俠出現主持正義，是欲透過創作和編纂救治人心陷溺，改善政治社會風氣。
鄭觀應的文學創作以散文和舊體詩為主，收錄在《救時揭要》
、
《易言》
、
《盛
世危言》
、
《盛世危言後編》
、
《羅浮待鶴山人詩草》
、
《羅浮待鶴山房談玄詩草》等
書；小說方面的貢獻則偏重在編纂，包括《續劍俠傳》
、
《陶齋志果》
、
《富貴源頭》
、
《奇荒鐵淚圖》、《成仙捷徑》等。《續劍俠傳》除透顯鄭觀應習儒學道的共融現
象，傳遞明清文人對劍俠的不同認知外，因箇中作品的可讀性高，反映當時讀者
階層的喜好，及鄭氏企欲傳達的思想。
《續劍俠傳》序刊於光緒五年（1879），各篇末尾註明出處，取材自《真仙
通鑑》
、
《獪園》
、
《柳軒叢談》
、
《魏叔子文集》
、
《漁洋文略》
、
《吳陳琰文集》
、
《聊
齋志異》
、
《耳食錄》
、
《翼駉稗編》
、
《秋燈叢話》
、
《埋懮集》
、
《夢華雜志》
、
《鏡花
水月》
、
《志異續編》
、
《螢窗異草》
、
《對山書屋墨餘錄》
、
《見聞隨筆》
、
《遯窟讕言》
、
《澆愁集》等筆記小說和羅星潭觀察述，全書凡 39 則，分為四卷。除卷一裡的
前四則外，餘三十五篇均屬清代作品，可以算是清代文言劍俠小說之大觀。原刻
本與《劍俠傳》合為一函，
《續劍俠傳》置於下冊，題署「香山鄭官應陶齋輯」，
與上冊題作「香山鄭官應陶齋校」有別，卷 4 末頁並有「慈谿李東沅芷汀甫校字」
字樣。八行，行十六字，單欄，板框 19.5×12.5 公分。
此外，模仿任熊（1823-1857）替《劍俠傳》繪成 33 劍客圖作法，請人重新
配圖像，上下冊共 72 幅圖，另作圖譜一冊，且收錄有〈（續）劍俠傳序〉，三冊
同時刊行。《續劍俠傳》所以未獨立刊刻出版，應與是書篇幅不多、不易保存，
或欲避免在流傳過程散逸有關；又其既以「續」書命名，難免引起讀者對《劍俠
傳》之好奇，則合刊做法除能一勞永逸地解決讀者的追問問題；還可利用《劍俠
傳》原有的知名度，提高讀者的購書意願，或以附帶購買理由促銷。1987 年河
北人民出版社重新排印時，亦將《劍俠傳》和《續劍俠傳》配以圖像合刊出版，
書名作《劍俠圖傳全集》，是目前最通行版本。

〔清〕鄭觀應，
〈先考榮祿大夫秀峰府君行狀〉
，收於夏東元，
《鄭觀應集》
（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2-1988 年）
，下冊，頁 122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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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俠小說的情節發展，輒述及有飛劍、神行、煉丹、變化、預言等各種神妙
法術，向被視為證驗和傳述受道教文化影響的依據。但《續劍俠傳》談論到劍俠
的認知和使命時，儼然是儒家濟世精神的開展，如〈（續）劍俠傳序〉云：
「其所
致力者各異，其有濟於世則未嘗異也。余憫世宙之迍邅，慕仙人之神妙，而劍俠
一流，於今為宜，於用為切。苟有其人，何患乎異端，何慮乎強敵！」鄭觀應自
1872 年出任揚州寶記鹽務總理一職始，先後被李鴻章委為上海機器織布局、上
海電報分局和招商局總辦等重要職務。經辦實務事業一帆風順，教其萌生商戰救
國想法，明瞭「商戰」不過是「用」或「器」，還得配合修身養性、修善積德的
「體」或「道」
，才能符合「治世」所要求的「體、用」或「道、器」兼備條件。
12

編纂完成於此一階段的《續劍俠傳》，固以闡述道教修行文化為要旨，若將與

差不多時間編成的《易言》和 1873 年刊行的《救時揭要》相參，知鄭觀應雖認
為經濟是救國方案，為了要增強匡正時弊、經世致用功效，還把儒家教化一起歸
併在「體／道」裡。13這是《續劍俠傳》內容不單純只有道教思想文化的發展背
景，也因為歷經儒道思想融合過程，使《續劍俠傳》裡劍俠的行事作風得與大眾
人性較為貼近，提高讀者的接受度和小說的影響力，還使對劍俠的定義，朝向具
備人文精神的意涵靠攏。

參、劍俠形象的重新定位
《續劍俠傳》取材皆有所本，卻非一字不改的抄錄，寓有個人的撰作立意，
和意欲傳述的思想主張。最顯著處，莫若於改題篇名，如將《聊齋誌異．聶小倩》
改作〈燕赤霞〉
、
《耳食錄．何生》改作〈了奴姊妹〉
、
《耳食錄．王黃鬍子》改作
〈末座客〉、《見聞隨筆．車夫奇遇》改作〈余客〉、《對山書屋墨餘錄．某公子》
改作〈河海客〉，命名邏輯不像原著之著眼於主角，逕將焦點擺在劍俠身上。而
為強調劍俠的獨特性和代表性，具體化其特徵和加深讀者印象，鄭觀應又將原本
以「劍俠」
、
「女俠」等泛論式的篇名改易，相稱以外形特色或加註姓氏來強化其
辨識度，如將《池北偶談．劍俠》改作〈偉男子〉
、
《池北偶談．女俠》改作〈高
髻女尼〉
、
《翼駉稗編．隱娘尚在》改作〈衛女〉
、
《澆愁集．俠女登仙》改作〈張
青奴〉。再者，對取材內容亦或有改動，除將原文裡的贊語和評論刪落外，為集
張秀莉根據鄭觀應本身對「道」的理解，及其自身受到經世實踐的影響，和著作中反映的思
想，認為鄭氏的道教信仰與經世實務，大抵經歷了四個階段。而在其彼此「相反」「相成」的
變動過程中，有時雖多表現為通過經世實踐以救國，有時更寄託於修煉成仙以濟世，但兩者的
目標始終一致。詳參張秀莉，
〈論鄭觀應的道教信仰與經世實務之關係〉
，《史林》2007 年第 6
期，頁 79-83。另外，1871-1884 年，鄭觀應 30 到 43 歲間，張秀莉將其歸為第二階段，認為
是鄭觀應經辦實務最為得意時期，《續劍俠傳》的刊行亦正在此階段。
13
詳參陳培福，
〈鄭觀應外商內儒經世思想觀之詮釋〉
，
《九鼎》總第 3 期（2008 年 1 月）
，頁 42-4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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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傳主的刻劃，強化主體事蹟，或調整改動部分文字，如〈李福達〉主要合併
及修改《獪園》卷 2〈夜游滇南〉的部分文字和〈飛劍斬胡蛟〉而成；14另有將
小說裡的枝節捨棄，如刪削《澆愁集．俠女登仙》文末的「桃花奴」事蹟。15
由此可知，鄭觀應雖採取為劍俠立傳方式名篇，以「續」《劍俠傳》之名著
書，卻不是拾《劍俠傳》之遺地繼續在唐宋小說打轉，而改在明清作品中汰選，
寄予劍俠立身作為的再現情緒。然或因為時代風尚改變，明清作品裡對劍俠有別
於以往的詮釋，及鄭觀應的思想內涵和擇取標準不同影響，《續劍俠傳》除仍保
有武俠道術的特徵外，更突顯儒道兼修的文化情態。縱使《續劍俠傳》的行文敘
述間，摻有極微量的佛教元素，如周櫟國姬自稱前生是金粟如來弟子，謝世後當
以比丘尼葬之。
（卷 3〈周櫟國姬〉）其餘不過是詞彙的提及，若頂缸「和尚」或
云「僧」俠、劍仙，日啖牛肉數斤、酒麵亡算（卷 1〈頂缸和尚〉）
；女「尼」梳
高髻如宮妝，衣錦綺，行纏羅襪，取惡人人頭不手軟（卷 1〈高髻女尼〉）
。因其
「和尚」
、
「女尼」與佛教修行者形象格格不入，是不足以據此證說受到佛教思想
浸染。反觀《續劍俠傳》裡劍俠斥除奸邪的動機目的，除了真情義氣的展現外，
還符合傳統儒家倫理規範，相較以《劍俠傳》所著重的快意恩仇主題，《續劍俠
傳》裡的劍俠乃較少爭議和多了些理性，更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且傾向完美理想
的人物。
一、仙道特質的調整
「劍俠」一詞的出現，始於唐代道書《真龍虎九仙經》
，其云：
「第九遇劍俠
者，或因遇於寶劍，亦得隨意東西變現也。」16意謂修道者得寶劍之助展現神通，
具有強烈的道教意味，因此《劍俠傳》和《續劍俠傳》都具有濃厚的道教色彩。
《續劍俠傳》裡「劍俠」名稱雖未統一，根據人物情態，知與其他稱謂乃同實異
名：具超能力者，多稱為「劍仙」
、
「劍俠」
，如王重陽謂王生只可學「劍仙之術，
遊戲人間」，其學成後，果行事於人間。（卷 1〈青邱子〉）頂缸和尚「善擊劍，
得分身隱形之術。或云僧俠，或云劍仙。」
（卷 1〈頂缸和尚〉）門客展現擲雀特
長時，
「大老皆駭，知其劍俠也。」
（卷 1〈門客〉）崔懋見高髻女尼疾若飛隼，
「未
暇躡其蹤迹，疑劍俠也。」
（卷 1〈高髻女尼〉
）偉男子得於夜半截斷某中丞夫人
髮三寸而無人知覺，是「知其劍俠也。」（卷 1〈偉男子〉）「咸豐初，鍋五又出
文見〔明〕錢希言，〈夜游滇南〉和〈飛劍斬胡蛟〉，《獪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
四庫全書》影北京圖書館藏本，1997 年）
，卷 2，頁 557 和 559。
15
文見〔清〕鄒弢著，王海洋點校，〈俠女登仙〉
，《澆愁集》（合肥：黃山書社據北京圖書館藏
光緒 4 年（1878）申報館本校點，2009 年）
，卷 6，頁 134。
16
〔唐〕羅公遠著，
〔唐〕葉靜能注，
《真龍虎九仙經》
（北京：華夏出版社《中華道藏》
，2004 年），
頁 74。
14

6

論鄭觀應《續劍俠傳》的編纂意涵

門，方以告人，正不知余姓俠客也，劍仙也。」
（卷 4〈余客〉）老僧與慕娘交手
過後，「迨夜卸妝，則鬢髮盡落，若刀薙然。及解羅襦，則紅抹胸劃然中斷。方
知老僧劍俠高手也。」
（卷 4〈老僧〉）馮生咄咄稱怪女子有神技，女子告知乃「劍
仙張青奴。」（卷 4〈張青奴〉）奚成章時至陸以真齋，「未嘗由門闥，乃知為劍
俠。」（卷 4〈奚成章〉）
或以「遊俠」
、
「劍客」等現實感較強烈者稱之，同時在文中述及與仙界淵源
或有超凡劍術，如了奴姊妹於紫蘭宮中，因「誤傷守宮之鶴，故謫墮人間，使主
遊俠之事。」
（卷 2〈了奴姊妹〉）柳生以劍術為錢君發現，遂自承認為「劍客」。
（卷 3〈柳生〉）
或具備特出才能，遭視為奇人異士，如聶小倩謂燕赤霞乃「奇人也」，故不
敢近。
（卷 1〈燕赤霞〉
）董生以佟客為驅盜賊，
「乃知佟異人也。」
（卷 2〈佟客〉）
江進士以葛衣人「跣足行雪中，了無寒色」而異之。
（卷 2〈葛衣人〉）主人以不
識末坐客異能甚悔，頓感「海內奇士，交臂失之。」
（卷 2〈末坐客〉）王姓客多
次縱身躍入火場，捷如鷹隼，神色自若，「眾始知為非常人」。（卷 3〈王姓客〉）
朱振玉「眉間髮白光如電，梨枝遂墮，削痕宛然」
，王席珍始奇之。
（卷 4〈朱振
玉〉）諸此種種，除了以奇人異士特質定義「劍俠」外，還結合仙道遊歷人間的
想像，增加其神祕莫測之感。
〈（續）劍俠傳序〉云：
「儒之道不外日用倫常、修齊治平，皆中庸也。仙之
道實足以補天地之缺，濟儒道之窮。……漢、唐以降，儒有訓詁、理學、詞章、
經濟之分，仙亦有天仙、地仙、人仙、劍仙之別。其所致力者各異，其有濟于世
則未嘗異也。」鄭觀應以儒、仙之道本質不同，透過對舉論說過程，提高和強調
漸受忽略的仙道思想，認為二者皆有救濟世道人心功能，相輔相成、互為補缺，
藉此標榜劍俠存在的價值意義，同時藉由法術神通之描寫，陳述與仙真淵源。
《續
劍俠傳》卷 1 第一則云：
李鑒夫，不知何許人。宋太平興國初，來遊蓬池，居開元精舍，都寺未之
奇也。一日，偶窺先生劍出眉間，爍爍如電，先生彈其鋏，且歌且舞。已，
復納於眉間，都寺大駭，始厚禮之。俄醉踣於路以卒。瘞之未幾，或見於
傍郡。歸告與先生雅游者，發其瘞，失所在。（卷 1〈李鑒夫〉）
〈李鑒夫〉取材《歷世真仙體道通鑒》，此書由元朝浮雲山道士趙真一（又稱趙
全陽、全陽子，生平里籍不詳）編集，分為《正編》
、
《續編》
、
《後集》
，凡 64 卷，
共收錄 899 位神仙、道士傳記，後收入明英宗正統十年（1445）出版的《正統道
藏》洞真部記傳類。不僅如此，卷 1 第二至四則：
〈青邱子〉
、
〈頂缸和尚〉及〈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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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達〉亦皆取自明錢希言（1612 年前後在世）《獪園》的「仙幻」類，17非自其
他門類取材，是亦得窺鄭觀應將劍俠和仙道連結的意向。畢竟《續劍俠傳》之將
此四則置於最前，雖或受到引用書的編成時代順序影響，但據引用書之書名或門
類以觀，也間接傳述了鄭觀應認知劍俠的標準。
此外，前述四則裡的劍俠皆迥異於其他之著重在「異」行而非「義」行，且
為《續劍俠傳》裡非取自清人著作的唯四則，相信鄭觀應有不得不取之目的，以
見其首重劍俠有奇行異術，如〈青邱子〉載及前此仙傳小說經常出現情節，包括
凡人誤闖仙境、食胡麻飯後，「腹常不飢，顏色益少」；〈頂缸和尚〉云傳主「得
分身隱形之術」
，
「出入往來，變幻莫測」
，
「多坐臥於壁上，與人行，忽不見，已
復在旁，人莫測其處」
；
〈李福達〉之傳主「能分身散影，役使山魈，坐致行厨，
興雲騰雨，飛沙走石，奇幻之事」
。凡此種種，不論是逍遙自在、神通廣大特質，
或卻老還少、長生不死的隱喻，都是前此道教文學的敘事裡，塑造神仙形象及特
質的主要伎倆。
況且中國道教小說之能長久不衰，主要在修道成仙途徑的揭示，作為道教徒
一生追求的終極目標，提供世人對美好未來的嚮往。縱使成仙得道方式不一而
足，甚至在明清時走向世俗化與民間化的路途，亦仍要有拋下執念、絕俗棄世的
悟徹，否則，仙緣的到來便只是曇花一現。根據歷代劍俠小說的描寫，劍俠負責
執行的任務，雖也包括社稷更替和君主興廢的參與，終究以維持社會安定和保護
黎民福祉為大宗。係用各種超自然力量主持俠義與正義，且承接道教小說經常有
的道心考驗情節，作為能否晉升劍俠、劍仙的檢覈。即便明清小說裡神仙試煉凡
人方式，仍或透過修煉丹藥歷程，推演出人性、親情、欲望等種種考驗，卻賦予
了新的意義和更大的自由度，讓凡人可以在一次次的錯誤和挫折中，修正自己的
行為和品行，18後才臻至看破世情和放下執念的境界。
同理，若只具備成為劍俠的資質，卻不能有此悟徹，
「猶富貴中人」
，終無法
躋身「道中人」（卷 1〈燕赤霞〉）；葛衣人所以怒斥江進士，亦因其汲汲營營於
富貴榮利，為求官而欲行奉承權貴事（卷 2〈葛衣人〉）
。而為了查探吳生的道心
是否堅定，劍俠珠兒授予劍術而使修習四十八日後，又用更難跨越的磨驗試煉，
以見其慎重態度：
（吳）生為火所薄，身如炭，入室不能言，嗋其口，播其首，昏臥三日，
變為狂，奔山巔，舉巨石，拔大木。如是六七日，愈，然耳畔時聞金鼓聲。
適其父挾重資回，召黃冠，設醮懺，無驗。及撫軍事敗，父駭且愧，耳畔
17

18

〈青邱子〉取自卷 3〈青丘子〉
、
〈頂缸和尚〉取自卷 1〈頂缸和尚〉
、
〈李福達〉則取自卷 2〈夜
游滇南〉和〈飛劍斬胡蛟〉。書見〔明〕錢希言，《獪園》
。
詳參苟波，《道教與明清文學》
（成都：巴蜀書社，2010 年）
，頁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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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漸聞金鼓聲，發狂如其子。如是六七日，愈，子復發狂如其父，如是六
七日，亦愈。期年，父子疾俱作，子操杵而舞，父舉火而焚，喪其貲過半。
父狂死，子愈，乃矍然曰：「其珠兒之侮我乎，抑孽由自作耳？」歲暮，
葬父訖，散盡其貲於親戚鄉黨之貧者，挾妻子入山。道逢二客策驢來，其
一披羊裘，遙呼生曰：
「吳生無恙，今而後可以授吾術矣。」
（卷 3〈珠兒〉）
吳生先後歷經遇火焚身、父狂而死和散盡家財等困境，縱若日後修道成功，破家
喪親之痛亦不可回復；將修成劍術的關鍵，建立在斬斷世情、散盡家財和摒除世
俗雜念等先決條件。其「試道堅心」的模式，已不只有承襲唐代小說著重幻境裡
的心魔挑戰，還強調修煉劍術一定要心誠才行，且和道教養生術結合，將考驗內
涵落實在生活中的苦難經歷。19由抽象幻境改置在現實場域，至所經歷和發生事
件，都成為不可逆的過程，透過堅定道心之手段，讓宗教性和人間性做了相當程
度的妥協，至此之後的劍俠，才真正是理想與現實的結合。
二、儒家人倫的強調
「劍俠」概念的原始內涵及發展，與「任俠」
、
「游俠」和「豪俠」等息息相
關，因此，俠的行為特徵與舉止風範，仍可以在明清劍俠的處事原則中見受影響，
包括不囿於傳統社會的道德和法律，講信諾、重氣節、輕財貨，救人於危困之中，
及背公死黨、以武犯禁。20卻因俠文化所重的氣義與儒家所重的仁義，特別是仇
報觀的呈現上，儒家有具體且實際的判別標準，考量的是復仇行動對群體的衝突
和影響，不像俠客之偏重個人恩情與仇怨，致令早先的劍俠與儒家分道異趨。但
自清初以來的吳見思（1625 左右-？）
、牛運震（1706-1758）
、曾國藩（1811-1872）
到章太炎（1869-1936）
，乃至後來學者的論述，均不約而同就其「同道」處抒論，
不是「援儒稱俠」
、
「借儒形俠」就是「儒俠並重」
，如章太炎謂天下遭逢亂世時，
俠客藉交報仇，是為國民發憤，以為輔民，將俠的氣義與儒的仁義結合。縱使其
仍扮演仲裁、執法角色，卻因為有為國家、父母復仇等忠孝倫理的支撐，不會被
列入私怨報仇的範圍，滿足讀者樂見惡人受報的痛快心理，且不會違背人倫規
範，而與個人的價值認知產生矛盾。21
仙道小說中，
「試道堅心」的情節模式主要承襲唐代小說，但表現在明清劍俠小說中時，考驗
的方式，包括試道的目的和方法則有了變化。詳參羅立群，
〈論明清劍俠小說的情節模式〉
，
《明
清小說研究》2011 年第 4 期，頁 61-64。
20
詳參羅立群，
《中國劍俠小說史論》
（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 年）
，頁 6。
21
詳參林保淳，
《俠客行——傳統文化中的任俠思想》
（新北：暖暖書屋文化，2013 年）
，頁 140-145
和〔清〕章太炎，
〈儒俠第六〉
，
《訄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浙江省圖
書館藏清光緒 31 年（1905）日本印本，1997 年）
，頁 57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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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鄭觀應的思想建構以儒家起始，早年受到《大學》
、
《中庸》等著作啟蒙，
22

同治元年（1862）輯著完成、十二年正式出版的《救時揭要》，即主張勸善積

德就能救國，覺得自己的本質是「儒生」，23強調「聞道之士，先貴積德。孝弟
之道，通乎神明，此積德於親也；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此積德於世也；持其志，
無暴其氣，此積德於身也；毋不敬，儼若思，此積德於心也。」24同治十九年編
定刊行的《易言》，雖另主張國家富強可透過改革和學習西方精神達致，然價值
信念仍未脫離儒家範圍，故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古之訓也」，
批評當時「忍心害理裹女子之足以為慈者」之陋習，認為「裹足則殘其肢體，束
其筋骸，傷賦質之全，失慈幼之道。」同時強調「極其流弊，難罄形容。」25
縱使鄭觀應於二十歲左右，已有求仙慕道情志，卻還尚未走到棄俗絕世地
步，表現出「論道」多於「體驗」傾向，有別於晚年隨師入山潛修的作為。26反
映在此間成書的《續劍俠傳》，及所收錄的「劍俠」、「劍仙」人物，固多具備仙
幻道術特徵，寓有宣說道教玄妙意味，卻不偏廢儒家人倫精神的體現。即便唐宋
以後文言小說述及武術高超者，多相應有仁義道德人格，復因《續劍俠傳》乃出
於理想寄託的有意選錄，相信才未收錄《女紅餘誌．俠嫗》
、
《新齊諧．姚劍仙》、
《新齊諧．姚端恪公遇劍仙》27等較難契合忠孝倫理議題的劍俠作品。畢竟編輯
活動本身就是一種文化選擇，是根據已有的社會經驗為基礎，涵蓋編者的道德判
斷、審美判斷，同時融入了自己的情感，所以能在選擇過程裡創造出新的文化。
28

因此《續劍俠傳》裡對儒家道德的強調，不只是明清劍俠小說演變發展的呈顯，

也呼應鄭觀應意欲宣揚和強調的劍俠典範。
適以《續劍俠傳》完成於政治動盪的時空背景，使肩負有維持社會正義使命
且入世、涉世更深的劍俠，自然不能夠置身事外，而表現出對社會生活的強烈關
注，以別於傳統神仙角色之偏向於避世自保、與世無爭形象，反映當時劍俠為國
盡忠、為民盡職的社會屬性與時代特徵。29特別是孝敬倫理的強調，更是此間劍
詳參〔清〕鄭觀應，
〈致楊了悟、何善園、陳靈甫、盧鈞堂諸君書〉
，收於夏東元，
《鄭觀應集》，
下冊，頁 46。
23
（清）鄭觀應，〈成仙捷徑序〉
，收於夏東元，《鄭觀應集》
，下冊，頁 1079。
24
（清）鄭觀應，〈救時揭要．論三教要旨傍門惑世〉，收於夏東元，《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
八種）》
，頁 49。
25
〔清〕鄭觀應，
〈易言．論裹足〉
，收於夏東元，
《鄭觀應集．救時揭要（外八種）
》
，頁 166-167。
26
詳參楊俊峰，
〈改革者的內心世界——鄭觀應的道教信仰與濟世志業〉
，
《臺大歷史學報》第 35
期（2005 年 6 月）
，頁 94-96。
27
〈俠嫗〉見〔元〕龍輔，《女紅餘誌》
（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影詩詞雜俎本，1980
年）
，卷上，頁 43-45；
〈姚劍仙〉和〈姚端恪公遇劍仙〉
，分見〔清〕袁枚，
《新齊諧》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影清乾隆嘉慶間刻隨園三十種，1995 年）
，卷 8，頁 394 和
卷 15，頁 466。
28
詳參楊軍，
〈試論編輯活動中的文化選擇〉
，
《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 31 卷第
4 期（2002 年 7 月）
，頁 117-122。
29
詳參苟波，《道教與明清文學》
，頁 20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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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體現儒家思想的演示，如有俠女因為要侍奉老母，且為報答顧生母子恩情，直
至為顧生生子盡孝道後，才砍殺仇人頭顱為父報仇。文云：
妾浙人，父官司馬，陷于仇，被籍吾家。妾負老母出，隱姓名埋頭項已三
年矣。所以不即報者，徒以老母在。母去，一塊肉又累腹中，因而遲之又
久。曩夜出，非他，道路門戶未稔，恐有訛誤耳。（卷 2〈俠女〉）
女俠復仇雖非出於公心，從其復仇動機和行動時間的考量，仍以履行本家與婆家
之孝為先，以見行孝凌駕於復仇事之上，其他如〈水先生〉
、
〈衛女〉
、
〈珠兒〉等，
亦都有言及所報為父母之仇，係以儒家倫理支持血親復仇的合理性。又若有衛女
所以成為俠女，乃是孝感動天的修辭。如云：
自父冤死，切念雪仇，每夜向空泣禱，淚盡繼之以血。忽有蓬首婦，以青
布裹頭，願投服役，遂留之。婦乘機以劍術相授，三年而成。問為誰，則
聶隱娘也。（卷 3〈衛女〉）
其後，衛女以「父冤未雪，不忍捨近趨遠」
，因此和褚生母子不辭而別，直迄「大
冤已雪」
，才返歸報答褚母。
鄭觀應認為儒道同源不同流，思欲透過仙道來彌補儒家不足，然因重視經世
實踐主張，早年有絕對的入世傾向，強調道德人心修養。曾批評家中子弟「不識
禮節」30，縱使面對西式教育衝擊，仍堅持要學習四書五經，以「道德不立」則
「學術無根」31，誠正修齊治平之理便無法實踐。32面對晚清社會失序的種種亂
象，以為是中國傳統道德淪喪的結果，提出道德才能拯救人心說法，且為國家社
會的根本。33畢竟孝道是傳統道德的基準，也是人品形成的依據，維繫社會秩序
的規範。這對肩負著仲裁是非權力的劍俠而言，既知人心陷溺會影響個人作為，
在處理屬孝道規範的報父母之仇行為時，自能以盡孝為道德指導原則，看待血親
復仇衝擊律法現象，最後回歸屈法以伸孝道的傳統，34為劍俠復仇找到合乎理法
的詮釋。
〔清〕鄭觀應，〈與月岩四弟書〉，收於夏東元，
《鄭觀應集》，下冊，頁 242。
〔清〕鄭觀應，〈致鄧用甫太守書〉
，收於夏東元，《鄭觀應集》
，下冊，頁 409。
32
其文云：
「夫誠、正、修、齊、治、平之道，莫不備載於五經四子書，誠歷千秋而不變，亙萬
古而常昭，豈能弁髦視之哉！」文見〔清〕鄭觀應，
〈答楊君弨伯、梁君敬若、何君閬樵書〉，
收於夏東元，《鄭觀應集》
，下冊，頁 251。
33
〔清〕鄭觀應，〈與梁君綸卿書〉，收於夏東元，
《鄭觀應集》，下冊，頁 415。
34
中國傳統法律的制定，係以孝道為指導，歷來在處理血親復仇問題時，多存在有屈法律以全
孝道的做法。詳參龍大軒，〈孝道：中國傳統法律的核心價值〉
，《法學研究》2015 年第 3 期，
頁 186-187。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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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續劍俠傳》闡釋孝道的實踐內涵，主要還包括延續子嗣，前述〈俠
女〉中的女俠所以和顧生有私，乃是念及其「貧不能婚」，才付出己身，為「延
一線之續。」俠女最後雖仍飄然離去，顧生亦果然於三年後卒，但俠女所生子，
亦若其預言地頗有一番成就，侍奉顧母終老。
（卷 2〈俠女〉）中國古代小說的發
展過程中，俠女的大量出現始見於唐傳奇，包括紅線、聶隱娘、賈人妻、荊十一
娘等，當時對於俠女的描寫，除了面貌、衣飾等外觀屬於女性外，大抵都相當中
性，無論行事風格、觀念和情感等，均與男性俠客沒有太大差別，在僅有的女性
特質描述上也相當簡略。但自宋代以下，特別是明清階段，文人筆下的女俠呈顯
出「神秘性」與「人間性」兩種迥然不同姿態。即雖保有形跡詭祕、行事離奇、
技藝神奇等特長，然對其容貌舉止的描寫，和情感思想的刻畫，皆較以往來得深
刻。35
雖然俠女灑脫不羈的特性明顯有削減，卻還未到宜室宜家的地步，成為唐代
俠女與一般女子的折衷，尤其侍親和子嗣等孝道觀念的履行，使其形象變得更加
親民、有女人味。至若男性俠客除亦體現世俗化的發展趨勢外，在儒家道德的實
踐上，一如現實生活裡對男性主外的責任期待，連帶要求男俠得對國家盡忠，如
佟客便以忠臣孝子才有資格學習劍術：
董生，徐州人，好擊劍，每慷慨自負。偶於途中遇一客，跨蹇同行，與之
語，談吐豪邁。詰其姓字，云遼陽佟姓。問何往？曰：「余出門二十年，
適自海外歸耳。」董曰：「君遨遊四海，閱人綦多，曾見異人否？」佟問
異人何等？董乃自述所好，恨不得異人所傳。佟曰：「異人何地無之，要
必忠臣孝子，始得傳其術也。」董又奮然自許，即出佩劍，彈之而歌，又
斬路側小樹以矜其利。佟掀髯微笑，因使借觀。董授之。展玩一過，曰：
「此甲鐵所鑄，為汗臭所蒸，最為下品。僕雖未聞劍術，然有一劍，頗可
用。」遂於衣底出短刃尺許，以削董劍，脆如瓜瓠，應手斜斷，如馬蹄。
（卷 2〈佟客〉）
唐宋時期劍俠的行事準則，主要根植於義氣使然，或為了報償個人恩仇，而經常
有好勇無禮的行止。後來經文學家和史學家的修正，成為李贄所言「自古忠臣孝
子，義夫節婦，同一俠耳」的「俠客儒家化」。36此則裡的佟客主張「忠臣孝子」
才得傳劍術，即正反映儒家仁義規範下的俠義精神。其他如青邱子傳授王生劍術
詳參林保淳，
〈中國古典小說中的「女俠」形象〉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1 期（1997 年 9
月）
，頁 2、50、59 和 63。
36
詳參郭璉謙，《「原俠」的承續與開創：明清話本中的「俠」》（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
士論文，2007 年）
，頁 129。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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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告誡：
「無妄用其劍，第一不得作世間非為事，自奸天誅。」
（卷 1〈青邱子〉）
也都是以世俗標準，考核劍俠所該具備德行。綜此得知，《續劍俠傳》雖予劍俠
虛幻不真的神奇劍術，使能安置在仙道之列，卻以儒家道德修養為基礎，強調要
正心修身，再推己及人、自助助人，使達到經世實踐的終極目標。

肆、俠義情節的鑑誡意識
鄭觀應形塑劍俠的存在定位，建立在以道補儒為前提，統攝在積德行善的宗
旨下，主張「一心向善，積現前莫大之功」37，才能救國救世。此雖是《續劍俠
傳》賦予劍俠救治人心、除暴安良的重責大任前，以人類現實社會為背景的情形
下，出於弘揚俠義精神、彰顯善惡對立的目的，同時注重宗教內涵的表達和奇幻
世界的構想，才以武功的描述與劍術的修煉及威力為描寫內容。38但鄭觀應所面
對乃迍邅之世，前此除有著名的太平天國舉事外，地方民變如陳開（1822-1861）
、
李永和（？-1862）和宋繼鵬（？-1863）等相繼發生，在在讓有志者疲於國家救
亡圖存之奔波，是而在各種輕重緩急事件的權衡考量下，勢無法對擾亂社會治安
問題立即有效處理。因此，社會大眾寄許劍俠的存在與出現，便帶有期許能夠協
助維持社會秩序、彌補法律不足的意味，好讓為惡者受到應有的仲裁與懲戒，企
欲透過劍俠小說的編纂、印刷與傳播，對世道人心產生警惕與借鑑作用。
一、為惡必敗之定然
儒、道思想在融合相混的過程中，雖保有其各自獨立的內涵，卻以都源出於
中國本土，在因果報應觀念的融通上，轉變成以法律和道德為依據，而歸於善惡
到頭終有報的模式。《續劍俠傳》裡的劍俠雖或具有神秘異能，包括所使用武器
玄幻奧妙。但憑藉法術入世行俠的作風，既能讓地方惡霸和汙吏貪官受到應有懲
治，還警惕世人切莫以為人鬼不知，心生為非作歹之念，如載乾隆時有黃太保忽
失項上戴掛數珠，經地方府縣微行秘訪，始尋得為劍俠空空兒所為。然其所以如
此，正是行俠仗義、為民除害的體現。因此在歸還項上珠時附上書信一紙，歷數
太保罪過，告誡若不立即悔改，日後將取其首級。其文云：
大略言其蒞任以來，挾威以擾士民，挾術以欺君上，挾勢以辱長吏，以詗
察縱武弁，以羅織為腹心，以凌侮稱孤立；濟貪以酷，行詐以權，身荷封

〔清〕鄭觀應，〈救時揭要序〉
，收於夏東元，《鄭觀應集》
，上冊，頁 4。
見羅立群，〈清代文言劍俠小說概論〉
，《文學與文化》2010 年第 4 期，頁 93。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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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之任，心懷鬼域之謀。一方遍罹荼毒，而紳士無所控，科道不敢糾，故
取公此物，聊用示警。若不速圖悛改，仍蹈前愆，即當取公首級，以為為
大吏者戒云云。（卷 3〈空空兒〉）
此則文末記載：「太保讀畢，毛骨俱悚，其貪暴從此稍戢焉。」黃太保自此不再
為惡。這對於曾經遭受過迫害者來說，所能給予的勸慰力量或許有限，但是對原
本可能或正被殘虐者而言，卻是天大的福分，為君主、國家之大幸。
又有陳生為奪同里秦星槎之諸葛報時爐，竟仗恃有防衛賊人攻城功勞，逼迫
秦星槎出具諸葛報時爐為犒軍之助。後賴某相士路見不平、拔劍相助，隔空使劍
術砍削陳生項上髮，揚言將取其首級，才讓報時爐得歸原主。
（卷 4〈相士〉）再
若劍仙張青奴為使土豪捐款賑災，逕以飛劍盡截其髮相脅，而未以道術行竊取之
事，其云：
「英雄涉世，豈肯作曖昧事者？令彼知之，正所以懲一儆百也。」
（卷
4〈張青奴〉）劍俠雖多有詭秘難測、特立獨行特質，作風卻是磊落光明、襟懷坦
蕩，成就出無畏無懼的凜然正氣，而光靠這心懷忠義、驚懾寰宇的威勢，就足能
斬除強豪惡霸、鬼怪妖魅的惡心邪念。
但對於窮凶惡極、劣性不改者，劍俠終究教其身首異處，據此陳說天理昭彰、
報應不爽之理，如有於尼庵竊取官銀，遭高髻女尼斷首擲地（卷 1〈高髻女尼〉）；
又有里人誣陷何生，縣官索賄賂至巨萬，後皆遭了奴斷首（卷 2〈了奴姊妹〉）；
再有水先生以父母妻子皆遭殺害，等待多年後終有機會，首身兩斷其仇家而得遂
所願（卷 2〈水先生〉）
。劍俠有主持正義的行事準則，雖然嫉惡如仇的形象鮮明，
卻因小說裡未著太多筆墨於正反雙方的廝殺，致令為惡者最後遭斷首級，也不會
有嗜血恐怖的感受與聯想，反倒大快讀者之心，在一定程度上達到勸善效果。
畢竟劍俠殺人多背負有復仇使命，或為了成就鏟奸除惡任務，體現中國古代
小說勸懲教化功用的意圖。尤其劍俠與反派人物交鋒後，倖存者的現身說法：以
親眼目睹證驗劍俠異能的高深莫測，及為惡者必定遭受處罰的下場，落得死無全
屍的悲慘結果，更有利於教化思想之傳布和影響。如有老翁言年少時同兄弟四人
遇劍俠黃瘦生過程云：
予家保定，弟兄四人，皆綠林之雄。第三兄藝尤絕，踴身直上，可十數丈，
貼地如葉落，以二指捻屋椽懸而行，入窗櫺無聲。同行劫於北地。一日，
有車馱馳道上，載貨巨萬，一黃瘦生跨健騾衛之。行念攫取之，可贍一生，
後當不復為此。隨行數日，無下手處。……黃瘦生以鞭梢指道旁荒祠，趨
車馱入，閉寺門。……予三兄曰：黃瘦生非善良，恐有備，予試覘之。躍
而入，良久不見出；長兄入，如之；次兄入，亦如之。聽村雞號矣，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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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搖如旌，躍入牆巔，以兩手據之，俯而瞰。時月光西斜，見一人背門坐，
前有物，彷彿神案，案尚有香正爇。凝睇未矣，香上煙忽四散，瞥見一物，
如鷹隼來仆，予大駭，墜于地，遂昏絕。天明，稍開目視，血淋漓遍身，
野風吹頭上，痛不可忍，撫之，喪予頂。強起，行數步，祠門洞開，虛無
人，三屍藉于地，身手離焉。（卷 3〈黃瘦生〉）
老翁等兄弟四人皆身手不凡、非等閒之輩，原預計搶奪黃瘦生後即金盆洗手，未
料三位兄長因此身首異處，其本身也「頂削平，形如半匏」，差點喪命。黃瘦生
重創老翁形貌又留其活口，使成為最有說服力的見證。更何況半匏形狀頭頂即是
一具活生生、血淋淋的警世教材，好讓世人相信：劍俠實有、諸惡莫行，以此而
要惡徒立即從善，相較以諄諄提醒，反不若視覺震撼來得更有影響力。
《續劍俠傳》裡的劍俠或相貌平庸，看似泛泛之輩，然行跡深藏不露，意謂
其乃隱於尋常生活中，提醒為惡之人切莫心存僥倖，認為「心不清者智慮短，欲
太盛者年壽促」
，
「天下驛騷民，命如倒懸」
（卷 1〈琵琶瞽女〉）
，否則天理昭彰、
報應不爽。其意欲標舉的典範，不光只有誅除為害地方鄉里的貪官惡霸和兇猛禽
獸，如偉男子揭露中丞貪縱歷歷（卷 1〈偉男子〉）、李福達斬殺太湖惡蛟（卷 1
〈李福達〉）
；就連妖魔鬼怪也是管轄範圍，如俠女使白狐精怪身首異處（卷 2〈俠
女〉
）
、童之杰袪除惡鬼和誅殺狐妖（卷 3〈童之杰〉）
。然由於自古至今，危害社
會秩序問題大同小異，妖魔鬼怪的各種兇殘、陰險和狡詐作為，不過是人間社會
黑暗面的投射。《續劍俠傳》裡劍俠的思想主軸與行動依歸，乃在於見義勇為、
抑強扶弱的具體行為表現，透顯其善惡分明的價值判斷。但畢竟為惡之人不可勝
數，要仰賴少數劍俠剷除殆盡勢不可能，唯有讓為惡者受報故事廣播，教聞者心
生警惕，斷絕惡念萌生，才是導正社會善良風氣的最有效方法。
二、處世方針之揭示
劍俠小說的故事命意，固然以止惡行善為宗旨，但在教化反思的過程中，
《續
劍俠傳》對於如何避免誘人犯罪，也做了適度提醒。才會在故事裡多述及百姓、
官員遭歹徒覬覦原因，包括攜帶錢財太多露白，如縣役某解官銀數千赴濟南（卷
1〈高髻女尼〉）
、某吏賫金數千赴京師（卷 1〈偉男子〉）
、眾舉子挾重資入都（卷
2〈毛生〉）、江進士挾貲太重（卷 2〈葛衣人〉）、卞某為中丞送萬金返浙（卷 3
〈袁客〉）
，因此惹來殺身之禍。也有因為貪好美色而遭鬼魅纏身，如寫何配耀遊
虎丘時因目注神移於妙齡少女，自此輒見如影隨形、無夜不夢其到來。
（卷 3〈道
人〉）財、色誘惑人心議題，既是對於貪財多取者的勸戒，還提點莫忘色字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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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刀之道理。諸此雖都是小說示警主題的老生常談，《續劍俠傳》之別於其他
小說處，更在劍俠形貌上大作文章，勸諭人要睜亮雙眼，勿為浪得虛名者所惑；
更不可以貌取人，否則，縱使身旁有海內奇士，亦可能失之交臂（卷 2〈末坐客〉）
。
只是世人往往忽略這些道理，輒以外貌條件優劣為善惡標準，才造成將劍俠和盜
賊錯認的結果，譬若：
（少年）行李衣冠，似是烏衣子弟。既入舟，取笥中佳茗，煎以江水，遍
飲同袍，俊語名談傾一座，眾皆悅之，以為良友，恐不得當也。……少年
進曰：「江天暮景疏佳，某有短笛，願為諸君一奏。」遂擫管倚篷吹之，
悠揚數弄，直使魚龍驚飛、蟾兔欲躍。眾皆擊節曰：「桓伊、李牟今復生
矣！」語未畢，忽一豪客躍入舟中，持一鐵柄傘，奮擊少年，墮水死，呵
曰：「忤奴不丐食村落，來此奚為！」眾視其人，形容怪偉，鬚髪林林如
豎戟，皆駭極仆跌，結舌重呼曰：
「賊！賊！」客曰：
「公等非赴試者耶？」
曰：
「然。」
「有重資耶？」曰：
「有之，願獻賊，賊毋殺我。」客笑曰：
「余
不殺賊，賊真且殺公。適吹笛號眾者是也。」（卷 2〈毛生〉）
少年求附於數舉子之舟，眾人因其外表若世家大族子弟，未有任何防備；不料此
少年與劫舟者同夥，之所以迎風吹笛、風流儒雅，不過是號召賊眾動手的暗語。
將為非作歹事包裹在風雅下，成為對舉子們識人不清的諷刺。尤當劍俠毛生出面
拯救時，眾人還以其「形容怪偉，鬚髪林林如豎戟」，誤認作前來搶劫的賊人，
儼然是對於只重外表、盲目攀比風氣的抨擊。
特別自乾隆十七年（1752）以來，科舉考試三次不第的舉人可以經「大挑」
途徑，由吏部根據其形貌與應對，挑選任用作知縣或府、州、縣教職補用，成為
清代中期以後吏部詮選舉人授官的重要措施。 39其中，「身軀偉大者挑一等，作
知縣；中人者挑二等，作教職；身軀卑瑣者則落挑。」這種「以貌取人」40的選
才授官方式，既無法拔選出真正有能力者，且容易流於主觀意識，缺乏客觀公正
的標準，對於國家政治的改革效力有限，而曾引起鄭觀應的質疑。其在光緒二十
六年（1900）甲午戰爭後續成書的 8 卷本《盛世危言》中即論及：「現我國無公
舉之法，有保舉人才一途。惟保舉人才之大員，必先度自己之器識如何，才猷如
何，而後能知他人之器識是否宏通，才猷是否卓越。如其但有保舉之權，而於時
務一無所知，學識一無所長，則何能知屬員之賢否而保薦之？況知人則哲，惟帝
詳參商衍鎏，
《清代科舉考試述錄》
（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1975 年），
頁 95-96。
40
〔清〕高照煦，
《閒談筆記》，收於徐一士，
《近代筆記過眼錄》
（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
史料叢刊》影民國間排印本，1973 年）
，頁 22-2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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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難；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可知僅以言貌取才者，不失之偽，則失之誣。」41
以此參照《續劍俠傳》裡的故事安排，更可感受到鄭觀應對唯才是用的期待。
畢竟做為社會裡的成員，都應該先盡為人本分，修身養性，排除私心雜念，厚實
才學與實力，日後自有機會發揮所長，展現個人的存在價值，獲得應有的報償。
如若太倉吳雲巖慷慨負大志，肯急人之難，不以偉男子柳南落魄介懷：
（吳雲巖）偶遊武昌，於市中見一男子，形狀魁偉，而懸鶉百結，襤褸不
堪。後隨一人，向之索錢，喧呶不已。偉男子掉臂竟行，不答一語。其人
忿甚，突前仆于地，揮拳奮下。男子以一任其毆，殊無痛楚意。生異之，
趨前勸止。其人曰：「彼欠余三月飯錢，一飯不與，今必不相捨。」生問
值幾何，曰：「前後共計十金。」生探囊代為之償，其人乃釋之而去。男
子起，拱手致謝，生令其隨至寓齋。（卷 4〈柳南〉）
柳南日後攜美姬充吳生下陳，盡出橐中金為建第宅連綿，令生揣摩一冊文使得中
解元，且為邀宴賓客祝賀達數百人，回報昔日知遇恩情。同時自陳與吳生相識始
末云：「僕挾劍術，遊人間，迄少所遇。竊以宇宙之廣，豈無一人知我乎？顧落
拓自放，冀有所得。吳解元遇於衢市，初不相知，遽肯解囊拯急，攜我偕歸，委
以諸事，真我鮑叔哉！……亦使後輩知我輩中未嘗無人耳！」吳雲巖能施救濟於
人，展現任俠之氣，與劍俠輩所貴者相契合，若得為官定能造福人群，是國家社
會福分，也難怪柳南要不計一切代價，成就吳生的康莊人生。
反之，若為名利而不擇手段之人，則教劍俠鄙視，如有葛衣人拯救江進士性
命後，知江生挾帶大量黃、白金，乃為往投某公門下之贄，即艴然怒曰：「咄！
汝顧營蠅若此哉！吾目眯，誤識爾，悔不教和尚殺爾！」
（卷 2〈葛衣人〉）劍俠
的存在雖並非只是為了對抗惡勢力，出於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下的人物，輒具有傳
述大眾予制衡王道不彰、人心陷溺的意義。但就像鄭觀應以劍俠可遇不可求之嘆
云：
「古人往矣！來日大難，山澤郁深，龍虎扶感，彼姝者子，庶幾旦暮遇之乎？」
與其被動的期待劍俠出現，不如積極做好自身本分，致力肩負起改善社會風氣責
任，才是讀者在面對世道艱難時，所應該有的反思和覺悟。

伍、結論
編輯出版意蘊著文化的選擇和意識的透露，其目的是為獲取讀者的認同與共
〔清〕鄭觀應，〈公舉〉，收於夏東元，
《鄭觀應集》，上冊，頁 329-330。

41

17

真理大學人文學報第二十二期

鳴，取得最佳的銷售成績和謀取最多利潤。《續劍俠傳》雖是接續《劍俠傳》而
作，以「劍俠」與否作為取捨依據，卻因為是總集自各書而來，不可避免在內容
思想上，帶有龐雜不純現象，有賴從各篇作品和鄭觀應生平資料比較，方能尋繹
其編纂意涵。特別當取材作品主要集中在清朝，其時空背景自與以唐宋小說為主
的《劍俠傳》迥別，連帶影響對劍俠功能有不同期待。加以受到鄭觀應個人主觀
認知影響，致使就《續劍俠傳》的創作內涵言，便不單純只是接續唐宋以下劍俠
傳記的空缺，還包括對劍俠定義的重新解釋。尤當意識到晚清紛亂政局和社會上
種種不公不義現象，非儒家思想所能夠立即解決後，是不得不將希望寄託在道教
裡「倏忽千里，遊戲人間」，能夠立即懲惡的劍仙。42
這是鄭觀應編纂《續劍俠傳》、形塑劍俠存在的動機，反映在對現下社會的
關切時，則以因果報應、勸人行善或道德文化的強調，體現其憂國憂民、救亡圖
存的情懷。43相較於《續劍俠傳》後成書的《易言》、《盛世危言》等之偏重維新
改革論述，著重富強救國議題上的調整，《續劍俠傳》可以算是鄭觀應在尋求強
國濟民之道的過程中，呈現外道內儒、儒道兼修的重要作品。《續劍俠傳》寄寓
道德教化的宗旨，讓所有可能造成百姓恐慌不安的因素，包括兇禽猛獸、貪官惡
霸、妖魔鬼怪等，都無可逃避地遭受制裁，對心生歹念者起了勸善懲惡的作用，
增強現實生活裡受到迫害者的信心，達到安定社會、淨化人心的功能，滿足末世
亂局時思欲希望不遠的憧憬。
即便《續劍俠傳》裡對劍俠非凡能力的誇飾，明顯有降低作品寫實性之虞，
卻也因為明清劍俠較具有人間性，在愛恨情仇的表達上更貼近常人，就化身為是
非仲裁者的角度來看，較諸於神仙、佛菩薩等之虛緲抽象，和人間官吏或未能主
持正義現象，劍俠乃折其衷而顯得親民且更具有說服力。至其飄然而去、不知所
終的定然結果，除留給世人和讀者無限的感嘆與佩服外，這種神秘特質的增加，
也讓小說的趣味性增強。44尤其《續劍俠傳》出版之際，清廷腐敗情形與日俱增，
西方勢力東漸、科學日益昌盛，因此劍俠的定位和存在，絕對有必要再重新探討。
但是俠觀念的傳承、義行的踐履和自我修為嚴謹，才真正是《續劍俠傳》成書所
能帶給大眾的永恆啟示。

〔清〕鄭觀應，〈致吳君劍華、何君閬樵書〉
，收於夏東元，《鄭觀應集》
，下冊，頁 62。
詳參賀瓊，《鄭觀應《續劍俠傳》及其道教思想研究》，頁 9-13。
44
見羅立群，《中國劍俠小說史論》，頁 217。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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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lication of Compilation in Zhang
Guan-Ying's "Sequel of Knights-Errant Stories"
Lee Chao-Hung
Abstract
“Sequel of Knights-Errant Stories”, compiled by Zheng Guan-Y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mainly a collection of masterpieces of Knight-Errantry novel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ot bias in any specific books, it not only manifested
Zheng Guan-Ying’s thought in compiling, but also covered the deficiency that Wang
Shi-Zhen’s “Knights-Errant Stories” concentrated solely on collecting work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addition, the description of knights-errant images in the
book was more concrete than that in “Knights-Errant Stories”. It also revealed the
themes of karma and exhortation to good deeds via fairy spells to respond to the spirit
of helping mankind and ethics and morality that Confucianism emphasized. Therefore,
it presented the mental tendency of laying stress on both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Furthermore, knights-errant were endowed the responsibilities to maintain social
order and make up for the shortage of law. Since the fierce beasts, corrupt bullies, and
evil demons were subject to the deserved sanction, people in the society could be
appeas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being mediators, knights-errant were more
humanistic and considered to be folksier and more persuasive compared to the
illusory images of immortal and Bodhisattvas and the real world officials who failed
to administer justice. In light of this,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exhortation that the
compilation implied could be more effectively exerted.
Keywords：Qing novel, knight-errantry novel, Zheng Guan-Ying, “Sequel of
Knights-Errant Stories”, seq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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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蘇軾謫居黃州的思想與生活
陳英仕

摘 要
蘇軾博學多才，在中國文學史及藝術史上皆創一派風氣之先。然而他的率真
固執、直道而行，卻讓自己捲入政治漩渦，身受其害，招來禍及生死的「烏台詩
案」，所幸，得全身而退。而方歷生死，重獲新生的蘇軾來到黃州，想必對生命
的價值、人生的意義、處世的態度都會有一番新的體悟才是。的確，蘇軾居黃期
間，成就了許多千古名篇，人格思想也在歷經政治風雨後更見成熟，這些變化都
能從其詩文中體現。因此，我們可以說黃州是蘇軾人生的一個新起點，本文論述
重點即藉由這時期的創作，歸結其思想與生活，看他如何為其後的逆境建構出一
套屬於自己特有的處世哲學。
關鍵詞：蘇軾（Su Shi）
、黃州（Huangzhou ）
、烏台詩案（Wu Tai Poem Case ）
、
處世哲學（Philosophy of life）、逆境（Adversity）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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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蘇軾（1036－1101）博學多才，在中國文學史及藝術史上皆創一派風氣之先。
他天真質樸，一如赤子，反映在詩文創作上，自然誠懇，直抒胸臆，令人讀之可
親。他愛民如子，地方為官，深受百姓愛戴。在政治上，他的才學智能讓當朝既
得利益者忌憚；他為人正義、行事磊落、好惡分明，有話直說，不計後果，更叫
敵對者痛恨。他對人事的批評從不考慮自己的利益；他的作為也從不因輿論而改
變，一切忠於自己，當為則為，全憑本能。這豐富的人格特質，充滿魅力，追隨
者眾，歷代不乏崇拜者，然卻不足以應付官場險惡。他的率真固執、直道而行，
終讓自己捲入政治漩渦，身受其害。對此，蘇軾倒有自知之明，如徐州任內所作
之〈思堂記〉裡的反省：
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
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沖於口，吐之則
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
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
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
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1
雖有自覺，但不願違背初心，正是這樣的曠達任性，招來禍及生死的「烏台詩案」
。
所幸，得全身而退，卻揭開貶謫仕途的序章，先貶黃州，繼貶惠州，再貶儋州。
然不論敵對者如何陰謀陷害，不欲其返，想要逼至蘇軾搖尾乞憐或置之死地，終
不能稱心，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2，總能在逆境中求生
存，在絕地中尋希望。苦中作樂是他的本事，善於調適是他的強項，對蘇軾而言，
戰勝那些刻意打壓他的人的方式，就是過得比他們幸福。林語堂便道：「大體說
來，我們得到一個印象，他一生嬉遊歌唱，自得其樂，悲哀和不幸降臨，他總是
微笑接受。」3
而方歷生死，重獲新生的蘇軾來到黃州，想必對生命的價值、人生的意義、
處世的態度都會有一番新的體悟才是。學者更進一步認為：
這是東坡一生最艱苦卻也是較能自適其樂的時期。耕作的勞苦使他真正的
1

2
3

蘇軾：
〈思堂記〉
，收入蘇軾著，傅成、穆儔標點：
《蘇軾全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5 月）
，中冊，頁 883。
林語堂著，宋碧雲譯：《蘇東坡傳．原序》
（臺北：遠景出版社，1977 年 5 月）
，頁 1。
同前註，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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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了生活，也找到了自我真正的滿足。他的思想人格達到成熟的頂峯，
創作力也達到一生的最高點，許多不朽的詩詞、文章、辭賦，都是在這二
年（一○八二—一○八三）完成的。4
的確，蘇軾居黃期間，成就了許多千古名篇，人格思想也在歷經政治風雨後更見
成熟，這些變化都能從其詩文中體現。因此，我們可以說黃州是蘇軾人生的一個
新起點，本文論述重點即藉由這時期的創作，歸結其思想與生活，看他如何為其
後的逆境建構出一套屬於自己特有的處世哲學。

貳、自嘲自解，自得其樂
林語堂認為，黃州自由的生活讓蘇軾開始有了自嘲的幽默感，其言：
解放的生活使他的心靈產生銳變，又反映到作品中。刻薄的諷刺、尖銳的
筆鋒、一切激情與憤怒都過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光輝、溫暖、親切、寬容
的幽默感，絕對醇美，完全成熟。哲學的價值就是教人笑自己。5
宋神宗元豐三年（西元 1080 年）正月初一，蘇軾在長子蘇邁陪同下離開汴京，
由御史台的差役押送啟程前往黃州（今湖北省黃岡縣），於二月一日抵達。其官
銜是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但因罪官的身分不得簽書公事，且
本州安置限制其行動自由，說穿了只是皇帝賞口飯吃，讓他當一個徒有虛職的閒
人罷了。更堪憐的是蘇軾貶謫黃州並無官舍配給，只好寄居城中佛寺定惠院，幸
好知州徐君猷仰慕其名，待之禮遇，才讓他稍見寬心，作有〈初到黃州〉反映當
時的心情，詩曰：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檢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6
蘇軾先自嘲席不暇暖，為糊口奔波，沒想到仕途每況愈下；不過轉念一想也毋需
4

5
6

張敬校訂，朱昆槐選註：
《雪泥鴻爪：蘇東坡詩詞文選．蘇東坡評傳》
（臺北：時報文化，1992
年 3 月）
，頁 16。
林語堂著，宋碧雲譯：《蘇東坡傳》
，頁 196。
蘇軾：
〈初到黃州〉，收入《蘇軾全集》，上冊，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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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較，南朝梁代的何遜（？－518)、唐代的張籍（768－830）也都曾任水部員外
郎之職。再者，黃州臨江，魚美、筍香剛好滿足口腹之慾，也不是壞事，只嘆此
閒缺無補於國事而已。由此詩內容，我們看到蘇軾初來異地，馬上感受到從太守
降職後的差別待遇，但他不急著抱怨，也不就此失志喪氣，而是正視既定事實，
調整心態適應環境，整理劫後餘生的心情，以面對接下來的人生挑戰，伺機再起。
蘇軾抵黃正值百花盛開、春意盎然的時節，安頓妥當後，趁此清閒穿花踏月、
飲酒尋春、結交新友，享受恬靜的淡泊生活。其後，為安置前來相聚的妻小家眷，
在鄂州太守朱壽昌的協助下，遷居官舍臨皋亭。臨皋亭屋況雖簡陋，然地點好，
視野極佳，在與友人信中，蘇軾常提及居此之樂：
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風
濤掀天。對岸即武昌諸山，時時扁舟獨往。7
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8
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煙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
有也。9
臨皋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
必歸鄉哉！10
凡事物皆有一體兩面，端看視者心態，如人之酌飲，心喜，則清水亦是佳釀；心
憂，縱美酒亦覺無味。臨皋亭對旁人來說只見其破敗，然蘇軾卻忽視其劣而直觀
其優。它居高臨江的地理位置，讓性好自然的蘇軾能聽風濤、賞煙雨、擁百變之
景、得取水之便，扁舟草履，隨時可以放浪山水。故蘇軾所以無處不快活，乃他
能見人所未見，掘人之不察；「此幸未始有」、「何必歸鄉哉」便是他先自解、後
自樂的最佳例證。
又其後蘇軾於東坡築雪堂時，他在雪堂的門窗、几席、縉紳、盤盂寫下三十
二字作為座右銘，曰：
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
；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
；皓齒蛾眉，
蘇軾：
〈答吳子野七首〉之四，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875－1876。
蘇軾：
〈與王慶源十三首〉之五，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929。
9
蘇軾：
〈與司馬溫公五首〉之三，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669。
10
蘇軾：
〈與范子豐八首〉之八，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67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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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11
這「四戒」除了是提醒自己不以物慾為念的養身之道外，也隱含對當下生活的調
侃。失去要職後經濟條件當然不如昔日優渥，以竹杖芒鞋代輦輿，食清淡，居陋
室，離酒色。但從另一角度想，若不是現況如此，他哪能有此體悟，林語堂即言：
「就是這種幽默感使蘇東坡能到處得到快樂與滿足。」12有一得必有一失，塞翁
失馬，焉知非福，少了物質供給，卻換得身體健康，何足悲乎？此亦其自嘲、自
解、自樂，處逆境仍不改樂天的幽默表現。

參、水到渠成，不須預慮
蘇軾的豁達，又表現在對未發生之事不做預慮，杞人憂天只是自尋煩惱、
自我折磨而已，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讓生活變得更糟，心情更沮喪罷了。所
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在人為。經歷烏台詩案，蘇軾深知官場險惡，明槍易
躲，暗箭難防，即便行事端正，也難逃小人有心陷害。讓他學會身處憂患，仍能
以理性的精神坦然面對，運用智慧為自己的困境籌謀擘劃，找出因應之道。
初到黃州時，蘇軾因先前不善積蓄，現為罪官身分並無俸給，加上眷屬眾多，
所以他首先要面對的便是經濟窘迫的問題，〈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之一云：
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軾平生未
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
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為簡
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相絕，恐年載間，遂有
饑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
為之愁煎乎？13
身為一家之主，蘇軾當然有責為家庭生計找出路，因此他理性思考，縝密計畫，
以最低的生活限度，分配日常開銷所需，〈答秦太虛七首〉之四云：
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
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
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
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
11
12
13

蘇軾：
〈書四戒〉
，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2096。
同註 5，頁 191。
蘇軾：
〈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之一，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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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無一事。14
果然一切如蘇軾估算，即便痛自節儉，家中經濟也僅能維持一年。於是謫居黃州
的第二年，他不得不有更積極的作為，其云：「余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
馬正卿哀余乏食，為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15蘇軾決定自食
其力，開源自救，因營地位於黃州城東坡，乃以為號，自稱「東坡居士」16。
因此，對蘇軾而言，能正視現實，發現問題，提早謀劃，何愁事不得解？一
句「水到渠成」便道盡其從容不迫、應對有方的超然智慧。黃州之後，蘇軾亦是
以此寬慰逆境中的友人，如：
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如，土風何似？或云大率似長沙，審爾，亦
不甚惡也。惠州已久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也。聞行囊無一錢，
塗中頗有知義者，能相濟否？某雖未至此，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須
預慮。17（按：作於惠州）
知公中間亦為小人所捃摭，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辨》也，而卿貳等
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能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皆白，
然體力原不減舊，或不即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
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即以杭州為佳。
朱邑有言：「子孫奉祀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
當更臨時隨宜，但不即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
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18（按：作於儋州北歸）
正是這種處之泰然，以不變應萬變的生活哲學，讓他能「不須預慮」
，靜以待之，
助己惠友，以面對憂患。
蘇軾：
〈答秦太虛七首〉之四，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736。
蘇軾：
〈東坡八首並敘．敘〉
，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頁 252。
16
洪邁於《容齋三筆．東坡慕樂天》云：
「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
白樂天而然。」又言「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參見（宋）洪邁著，孔凡禮整理：
《容
齋三筆》
，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全宋筆記》
（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 年 1
月）
，第 5 編，第 6 冊，卷 5，頁 63。周必大在《二老堂詩話．東坡立名》亦曰：
「本朝蘇文忠
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
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參見（宋）周必
大：
《二老堂詩話》
，收入（清）何文煥、（清）丁福保編：
《歷代詩話統編》
（北京：北京圖書
館出版社，2003 年 5 月）
，第 1 冊，頁 425 下。可知蘇軾對白居易之人格與詩文十分傾慕；又
白居易在唐憲宗朝被貶為忠州刺史，在忠州城東坡上栽花、種樹，此與自己謫居黃州的生活相
類，基於對白居易的敬仰及兩人經歷的共通處，故乃以「東坡居士」作為自己的號。
17
蘇軾：
〈答黃魯直五首〉之四，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734。
18
蘇軾：
〈與鄭靖老四首〉之四，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833－1834。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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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與民雜處，榮辱兩忘
一個人若要走出逆境，先得釋懷昔日的榮辱，方能重獲新生。然對曾位居高
位，享受榮光的人來說，一旦失去，說放下談何容易。但若一味地執著過去，無
視現在，更遑論未來。蘇軾之所以豁達，在於能甘於平凡，榮辱兩忘。〈答李端
叔書〉云：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
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
自幸庶幾免矣。19
烏台詩案牽連甚廣，親友怕受連累，就此音信斷絕，人情冷暖，自是點滴在心。
加上貶謫黃州之前的官職，不僅握有實權，還因勤政愛民的形象，深受地方百姓
愛戴，相較之下，如今只是一個徒有虛名的罪官。一個沒了舞台、失去光環、不
被矚目的政治人物，與常人何異？但蘇軾卻能坦然接受這樣的結果，不只接受，
還能忘懷，走出人生的陰影。對他而言，昔日獲罪，不正因盛名所累，所以被貶
到黃州，來到一個無人熟識的地方，生活自由自在，與鄉野的樵夫漁民一起活動，
倒也快活！被醉漢推罵，更是不由自喜，再再表現出他看淡榮辱，善於處逆的不
羈與灑脫。
職是之故，一向親民愛民的蘇軾，來到黃州終於能脫下官服，與民雜處。他
躬耕東坡後，全然把自己當成農夫，過著與庶民無異的勞動生活，每天來回奔波
於城內臨皋亭與城東雪堂卻樂此不疲。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之二云：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
今年刈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20
東坡原為荊棘瓦礫之荒地，要把它變成適合耕作的良畝談何容易。然蘇軾不論是
整地耕作或建築房屋皆親力親為，他作詩為自己打氣，即便風吹日曬、筋力殆盡
亦無埋怨。又打井築壩、移栽樹苗，因地制宜，種植不同作物，為大旱而愁苦，
見綠芽而雀躍，如一老農；曾於詩云：
「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21
蘇軾：
〈答李端叔一首〉
，收入《蘇東坡全集》（臺北：河洛，1975 年 9 月）
，上冊，頁 367。
蘇軾：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之二，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頁 266。
21
蘇軾：
〈慶源宣義王丈以累舉得官，為洪雅主簿。雅州戶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樂之。既謝事
居眉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有書來求紅帶，既以遺之，且作詩為戲。請黃魯直、秦少游各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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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人知其窮苦，也相邀協助農事，還有熱心的農夫教其豐收之法，這都讓他感受
到人民的溫暖和善意。如此辛苦的勞作，多少填補其困匱乏食的缺口，而他對自
己耕作的成果也甚是知足滿意。其云：
某見在東坡，作陂種稻，勞苦之中，亦自有樂事。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
桑百餘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22
此外，在〈哨遍〉中，亦能反映斯時的思想面貌，詞序云：
陶淵明賦《歸去來》，有其詞而無其聲。余既治東坡，築雪堂於上，人俱
笑其陋。獨鄱陽董毅夫過而悅之，有卜鄰之意。乃取《歸去來》詞，稍加
隱括，使就聲律，以遺毅夫，使家僮歌之。時相從於東坡，釋耒而和之，
扣牛角而為之節，不亦樂乎？
詞曰：
為米折腰，因酒棄家，口體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皆非今
是。露未晞，征夫指余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
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
知還，本非有意。

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

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
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
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
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還止。23
躬耕東坡的生活，讓他想到不為五斗米折腰而歸隱田園的陶淵明，共通的情感，
相似的遭遇，一度把陶淵明當成自己的「前生」24。於是在心境投射下，發思古
之幽情，把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稍加改編，輔以旋律，然後與耕作的農民一
起唱和，自己一邊敲擊牛角打拍子，一邊和大家同樂。唱出自己不慕榮利、看賤
富貴、忘懷得失的心情，效法陶淵明高風亮節的人格，居處逆境仍怡然自得，過

為賦一首為老人光華〉
，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頁 364。
蘇軾：
〈與李公擇十七首〉之九，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708。
23
蘇軾：
〈哨遍〉
，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頁 597。
24
蘇軾於元豐五年(西元 1082 年)所作之〈江城子〉云：「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
見《蘇軾全集》
，上冊，頁 59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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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自食其力、隨遇而安的淡泊生活。
再觀〈東坡〉
，詩云：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確坡頭路，
自愛鏗然曳杖聲。」25作者以「野人」自喻，以此對比朝交易、暮藏盡的唯利「市
人」。又說雨後清明皎潔的月色，只有像他這樣勞動夜歸的野人方能享有，可看
出蘇軾以「野人」與自己過去「官人」身分劃清的心機。而他又是如何看待退去
鋒芒後的艱苦現況呢？「莫嫌」
、
「自愛」足以揭示其泰然處之的心理。犖確坡頭
路雖然顛簸，然相較於險惡的仕途卻是踏實安穩的多，只須曳杖便能邁步向前。
蘇軾既以「耕田夫」
、
「野人」自居，那與之交遊者，除了農民之外還會有什
麼階級的人呢？〈東坡八首並敘〉之七云：
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
郭生本將種，賣藥西市垣。
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孫。
家有一畝竹，無時容叩門。
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
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飱。
可憐杜拾遺，事與朱阮論。
吾師卜子夏，四海皆弟昆。26
潘子指潘丙，字彥明，開酒店為生；郭生指郭遘，賣藥為業；古生指古耕道，浪
跡江湖者，三人都是蘇軾貶謫黃州後新結識的友人。三人雖然社會地位不高，皆
屬庶民匹夫，但卻在蘇軾「窮舊交絕」之際，伸出援手，給予極大的幫助，與其
同耕共食，對於這份患難中的真情，詩人感念在心。而要能「四海皆弟昆」，蘇
軾首先得跨越官民界線，若心存貴賤之分，那也成就不了這動人的友誼了。
由此可知，放下身段，與民雜處，不僅讓蘇軾從苦難中超脫，也讓他體會到
田園之樂與人性之美善，無怪乎讓他興起遠離世俗，長醉於此，寄託餘生的念頭。

伍、獨立不懼，直道而行
蘇軾儘管身處逆境，卻仍存儒家匡時濟世之心，黃州到任即於謝表表明心
跡，云：
「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間。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27

25
26
27

又與王定國信中云：「杜子美在困窮之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
蘇軾：
〈東坡〉
，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頁 279。
蘇軾：
〈東坡八首並敘〉之七，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頁 254。
蘇軾：
〈到黃州謝表〉
，收入《蘇軾全集》
，中冊，頁 108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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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而已。」28其以杜甫自比，困窮仍心繫國事。亦曾在遊賞蘄水的清泉寺時，
看寺廟旁的蘭溪向西流淌，而發出「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
髮唱黃雞。」29的豪語，揭露詩人在貶謫生活中，不屈困頓，勇於向命運挑戰，
力圖振作，期待有所作為的樂觀精神。
蘇軾謫居黃州後自言：「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30又在寫給章惇
的信中深自檢討獲罪緣由，曰：
軾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
甚苦，而軾強狠自用，不以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
意聖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軾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
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軾正
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
地之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軾昔年粗亦受知
於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
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
之日，但有慚耳。31
於〈答李昭玘書〉中亦提到：
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
實之名，如畏虎也。32
蘇軾自承「強狠自用」，似「病狂」之人，故獲罪以來痛自追悔，憂讒怕謗如畏
虎。但他又提到這種禍從口出的毛病是「不自覺知」
，且「似有物使」
，至於是何
物所使，並無明說。不過由他寫給李公擇的信中，便能揭曉答案，其曰：「吾儕
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33對照蘇轍在
墓誌銘所言：
「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
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34可見讓蘇軾明知不可
為而為之，甚至明知故犯的理由，正是報國淑世、直道而行的忠義之心。相較於

28
29
30
31
32
33
34

蘇軾：
〈與王定國四十一首〉之八，收入《蘇軾全集》，下冊，頁 1723。
蘇軾：
〈浣溪沙．遊蘄水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
，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頁 596。
蘇軾：
〈黃州上文潞公書〉，收入《蘇軾全集》，下冊，頁 1625。
同註 13，頁 1647。
蘇軾：
〈答李昭玘書〉
，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666。
蘇軾：
〈與李公擇十七首〉之十一，收入《蘇軾全集》，下冊，頁 1709。
蘇轍：
〈東坡先生墓誌銘〉，收入《蘇東坡全集》
，上冊，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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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他更看重名節與風骨，是非對錯，直抒胸臆，一往直前，獨立不懼。所以
我們可以說，蘇軾這狂病不但改不掉，而且必再犯，終相伴一生，這從他到黃州
後的一些作為便能印證。
如初至黃州寓居定惠院所作之〈五禽言五首並敘〉之二：
昨夜南山雨，西溪不可渡。
溪邊布穀兒，勸我脫破袴。
不辭脫袴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35
蘇軾以當地農民擬布穀鳥叫聲「脫卻破褲」之禽言，暗諷新法稅賦之嚴苛，反映
農民欠租遭刑的疾苦，文字生動，語多調侃，表現出對政令的批判及對農民生活
的關懷。類似的政治諷刺詩還有〈魚蠻子〉，曰：
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
不如魚蠻子，駕浪浮空虛。
空虛未可知，會當算舟車。
蠻子叩頭泣，勿語桑大夫。36
作者以反語的手法，巧妙地借西漢武帝時期著名的財政大臣桑弘羊，嘲弄諷刺當
朝推行新法卻反生民怨的「變法派」。
又一日，住在武昌的友人來訪，告知岳州、鄂州鄉間有一種極其殘忍惡劣的
風俗，蘇軾聽聞頓時為之心酸、食不下嚥，立刻修書一封遣人專程送予鄂州太守
朱壽昌，信曰：
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
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
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中略）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
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
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
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
不知者。若後殺之，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
數人，此風便革。（中略）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

35
36

蘇軾：
〈五禽言五首並敘〉之二，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頁 246。
蘇軾：
〈魚蠻子〉
，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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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期年，養者與兒，
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千人。37
蘇軾認為要遏止此殺嬰風氣，首先須讓百姓知其行為已構成犯罪事實。因此他希
望朱太守能要求底下官員昭告法令，加以宣傳，徹底執行，對明知故犯者予以嚴
懲，而對確實因貧困無力撫養者，則給予救濟，雙管齊下，定能有所成效。並以
自己在密州救助棄兒之法為例，供其參考，信末不忘以循吏期勉之，冀其為民自
重，方不負厚望。字裡行間，充滿人道主義精神。
不久，蘇軾聽聞黃州也有因貧殺嬰的歪風，旋即成立人道組織，救助棄嬰。
他向當地富人募款，由古耕道主持，請安國寺僧繼蓮負責財務出納，把募捐來的
錢購買米、布、棉絮，然後調查當地貧窮的人家，如果答應養育嬰兒，則按時配
給物資，以解其困。蘇軾當時既無權又無錢，生活刻苦卻仍心繫百姓，並以身作
則，拋磚引玉，每年捐獻十千，其言：
「若歲活得百個小兒，亦閑居一樂事也。」
38

元豐三年（西元 1080 年）正月十八日，蘇軾在赴黃州道上，途經蔡州遇雪，
乃作詩抒情，曰：
「下馬作雪詩，滿地鞭箠痕。佇立望原野，悲歌為黎元。」39可
見烏台詩案雖讓蘇軾內心蒙上一層陰影，卻澆不熄他經世濟民的熱情。對於百姓
的哀吟，他無法充耳不聞；對於蒼生的悲苦，他無法視而不見。謫居黃州，他僅
是一個無權罪官，但仍盡其心力，為民喉舌，護民周全，對新法的不當措施，怒
發不平之鳴。即便知道如此一來，可能又觸動變法派的敏感神經，再招來禍害，
但誠如他自己所言：
「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40正是這般對自身人格的肯定，
支持他能獨立不懼，直道而行。

陸、學法佛老，自成其說
王水照對蘇軾貶黃期間的思想變化曾提出底下的見解，其云：
佛老思想成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處世哲學。佛老思想原以清靜無為、
超然物外為旨歸，但在蘇軾身上卻起了複雜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
是非、貴賤、毀譽、得失視為毫無區別的東西，有逃避現實的消極傾向；
另一方面，又幫助他觀察問題比較通達，在一種曠達態度的背後，堅持對
37
38
39
40

蘇軾：
〈與朱鄂州書〉
，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651－1652。
蘇軾：
〈黃鄂之風〉，收入《蘇軾全集》，下冊，頁 2258。
蘇軾：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首〉之二，收入《蘇軾全集》，上冊，頁 238。
同註 30，頁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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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對美好事物的執著和追求。41
經歷烏台詩案，蘇軾死裡逃生，抵黃之初難免驚魂未定，遂藉宗教求得內心平靜，
於〈黃州安國寺記〉云：
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
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
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
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
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
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
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凈，染汙自落，表裡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42
官場的險惡，雖在踏上宦途那刻早有認知43，卻不料遭陷至此，心中難免生懼。
因此如何尋得精神寄託，撫平身心傷痕，便是大劫之後的重要課題。所幸城南安
國寺，提供了他一個可以自省、默坐的清靜之地。蘇軾也經常到安國寺沐浴，不
僅要洗去身上的汙垢，也要洗去過去的榮辱，讓自己能不被得失所桎梏，從逆境
中超脫，以達物我兩忘，安然自適。除此之外，蘇軾亦開始研讀佛經，其言：
「惟
佛經以遣日」44，並曰：
「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45還手抄
《金剛經》
，至於心得如何？其言：
佛書舊亦嘗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
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中略）學佛老者，本
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
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46
蘇軾雖自言對佛法一知半解，事實是取其所需，不求超凡入聖，但期靜而達。藉
由排除俗世紛擾，保持內心澄靜，便能以達觀的態度看待人生的榮辱順逆。
既得徹悟，那麼仕途失意、謫居陋邦的孤獨與寂寞，自能排解。如〈卜算子．
王水照：《蘇軾》
（臺北：萬卷樓，1993 年 1 月）
，頁 67。
蘇軾：
〈黃州安國寺記〉
，收入《蘇軾全集》
，中冊，頁 903。
43
蘇軾在〈答李寺丞二首〉之二曾云：
「僕雖遭憂患狼狽，然譬如當初不及第，即諸事易了。」
參見《蘇軾全集》
，下冊，頁 1939。
44
同註 13。
45
蘇軾：
〈與程彞仲五首〉之五，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886。
46
蘇軾：
〈答畢仲舉二首〉之一，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831。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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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州定慧院寓居作〉云：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47
不圓滿的缺月，映照獨往來的幽人，化身孤鴻的詩人，有不被理解的悲恨，心雖
寂寞，卻有不隨世浮沉的堅持。又如〈杜沂遊武昌以酴醾花菩薩泉見餉二首〉之
一所言：
酴醾不爭春，寂寞開最晚。
青蛟走玉骨，羽蓋蒙珠幰。
不妝艷已絕，無風香自遠。48
酴醾因不爭春而寂寞，猶如不願趨炎附勢、逢迎新黨而遭貶謫黃州的自己，儘管
如此，一句「無風香自遠」道出了對自己人格及品德的肯定。再觀〈紅梅三首〉
之一，云：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
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
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
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49

蘇軾以梅花傲雪獨開、冰清玉潔之姿態，象徵自己同梅花般不迎合世俗、孤芳自
賞的高尚人格。正所謂人有生老病死、物有成住壞空，一切因緣而生，也因緣而
滅，諸事無常，若能隨緣安適，識得「憂喜浮幻，舉非真實」50，自能由「窮苦
寂淡」51中解脫，呼應了他在黃州所作〈答李琮書〉：「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
娛。」52的貶逐心態。
另一方面，老莊思想也在蘇軾謫居黃州時期得到深化與落實。蘇轍〈東坡先
生墓誌銘〉記其「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
47
48
49
50
51
52

蘇軾：
〈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頁 601。
蘇軾：
〈杜沂遊武昌以酴醾花菩薩泉見餉二首〉之一，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頁 245。
蘇軾：
〈紅梅三首〉之一，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頁 261。
蘇軾：
〈與蔡景繁十四首〉之十三，收入《蘇軾全集》，下冊，頁 1826。
蘇軾：
〈與圓通禪師四首〉之四，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979。
蘇軾：
〈答李琮書〉，收入《蘇軾全集》，下冊，頁 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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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53本著
少時對《莊子》學說的理解與認識，讓他能以超然物外的曠達精神去面對貶謫生
活中的各種困境。唐玲玲即言：
蘇軾的思想，儒家的進取觀念在前期比較濃重，「烏台詩案」之後，產生
劇變，百天的烏台「煉獄」，賦予他一次冷靜地思考人生的機會；被貶黃
州之後，他對莊學一拍即合，在對人的具體生命的心、性探討中，他逐步
地把握到精神的自由和超脫的關鍵。54
而作於此間的名篇〈赤壁賦〉，便是蘇軾以《莊子》的思想理論求得精神自由與
苦悶超脫的鮮明例證，就連語法也都有模擬的痕跡55：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
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
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
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
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
所共適。」56
作者有意把黃州的赤壁磯當成三國孫、劉聯手破曹的赤壁，意在藉題發揮，抒發
自己身處逆境的抑鬱情懷。在此，透過主客之間的問答，描繪一段由惆悵悲傷轉
為曠達自適的心理變化。而由悲轉樂的關鍵，就在於蘇軾重新詮釋「變」與「不
變」、「物」與「我」的關係，其基礎則源自《莊子》。如《莊子．德充符》：「自
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57所闡述的相對論和
無差別論，作者巧妙地以「變」與「不變」與之呼應。又《莊子．齊物論》云：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58並以莊周夢蝶為例曰：「昔者莊周夢為
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
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59這種
同註 34。
唐玲玲、周偉民：《蘇軾思想研究》
（臺北：文史哲，1996 年 2 月）
，頁 235。
55
謝枋得評曰：
「此賦學《莊》
、
《騷》文法，無一句與《莊》
、
《騷》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
識，不能為也。」參見（宋）謝枋得編：《文章軌範》
（臺北：台灣商務，1981 年）
，卷 7，頁
12。
56
蘇軾：
〈赤壁賦〉
，收入《蘇軾全集》
，中冊，頁 649。
57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2003 年 10 月）
，卷 2，頁 46。
58
同註 57，卷 1，頁 18。
59
同前註，頁 25。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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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形而物我俱化的觀念，正是蘇軾打破時空限制、人與自然的界線，與清風明月
為一，與天地並生，追求永恆，消除苦悶，成就豁達人生的發揮。白本松談及莊
子思想的積極意義時言道：
首先，他們是作為不合理的、限制人們自由的黑暗社會的對立物存在的，
他們啟發了人們的自由意識，提醒人們去認識和揭露不合理社會摧殘個人
自由的本質。其次，他們給不幸的人指出一條消除痛苦、繼續活下去的道
路，使那些在惡劣環境下精神瀕於崩潰的人們得以保持心理平衡，找到一
種醫治精神創傷的有效方法。儘管這條道路是消極的，這種方法是一帖精
神麻醉劑，但在迫不得已的時候也是需要的。（中略）因為它畢竟是一種
不與惡勢力同流合汙、保持高潔人格的一種追求。60
的確，莊子的思想中儘管有消極避世的傾向，但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如蘇軾般在仕
途受挫、政治失意的文人一帖救贖良方，於現實無法解決的矛盾、痛苦，只好從
自然中去尋求慰藉，冀能獲得暫時的心靈平靜與精神解脫。
再觀元豐五年（西元 1082 年）三月所寫的詞作〈定風波〉，詞序云：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
故作此。
詞曰：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
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

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61
此時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已整整二年。內容寫作者與友人於歸途中，突遇一
陣急來之風雨，因無雨具，所以同行之人皆狼狽躲雨，獨作者不懼，拄著竹杖穿
著草鞋，徐行漫步雨中。詞中的風雨，象徵現實生活中的各種苦難與挫折，其言
「莫聽」，並非自欺逃避，反倒是表達自己不因外在的不利因素而改變原則與初
心的堅持。「何妨」兩字實語帶挑戰，既已身處風雨，逃不掉也避不了，那只有
迎向前，坦然面對。而「吟嘯徐行」無視風雨的態度，則充分揭示出其臨困從容、
白本松、王利鎖：
《逍遙之祖－〈莊子〉與中國文化》
（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5 年 8 月），
頁 29－30。
61
蘇軾：
〈定風波〉
，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頁 595－59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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瀟灑自若的處逆哲學，如此方能達到「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放曠超脫。這不憂不
懼的背後，代表的正是莊子所謂的「安時處順，委運任化」的理想人格：
莊子認為，人在生活中，對自然界和社會上的許多事變和勢力，是不能干
預、無力抗拒的，人只能安於現實，聽任命運安排，隨順事物變化。思想
上有了一種自覺性，無論遇到什麼情況，處於什麼樣的環境，內心就不會
感到痛苦，形體就不會遭到傷害，就會始終使自己的心境處在寧靜的狀
態，在精神上也就會體會到一種自由的滿足。62
詞下片描寫雨而復晴之景。風雨終將會過，風雨過後，撥雲見日，又見光彩，進
而歸結出「也無風雨也無晴」的人生感觸。蘇軾在歷經多年政治波折後，回首來
時「蕭瑟處」自有一番體悟。晴雨不定皆屬自然，世間的榮辱、得失、成敗又何
嘗不是如此？既是尋常，又何必為其所擾，妨礙初心呢？而是官是隱又有何差別
呢？正是這種不隨物悲喜，聽任自然的達觀思想，支持著作者面對苦難憂患，仍
能吟嘯徐行的原因了。白本松對此評道：「蘇軾正是在這細雨和風中走向他寧靜
的精神家園，同時也正是在這曠達的精神情趣中，讓人體悟到了蘇軾一生中那濃
郁的莊學玄蘊。」63 同見「莊學玄蘊」的，還有作於元豐六年（西元 1083 年）
三月的〈臨江仙．夜歸臨皋〉：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
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

逝，江海寄餘生。64
詞上片敘事，寫夜飲醉歸的情景；下片抒情，由江聲引發作者出仕以來身不由己
的感慨及對自由寧靜的嚮往。蘇軾謫居黃州，因其罪官身分，需受知州看管，且
有不得任意離開州境範圍的限制，這不禁讓他開始反省前塵往事，一生辛苦勞碌
究竟是為了什麼？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做自己？不被世俗名利所羈絆？而吟出「長
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65的悲嘆。而如何才能不為身外之物所累，達
到超凡脫俗的心理狀態和精神的逍遙呢？《莊子．逍遙遊》提供了這樣的答案：
同註 60，頁 22。
同註 60，頁 125。
64
蘇軾：
〈臨江仙．夜歸臨皋〉
，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頁 599。
65
「長恨此身非我有」
，是化用《莊子．知北遊》
「汝身非汝有也」句。
「何時忘卻營營」
，也是化
用《莊子．庚桑楚》
「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
。本是說，一個人的形體精神是天地
自然所付與，此身非人所自有。為人當守本分，保其生機，不要因世事而思慮百端，隨其周旋
忙碌。參見上海辭書出版社、文學鑒賞辭典編纂中心編著：
《蘇軾詩文鑒賞辭典》
（上海：上海
辭書出版社，2012 年 5 月）
，上冊，頁 302。
6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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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獲得自由，就必須離棄物性，恢復自然的原始本性，回歸自然，與自然融
為一體，達到『無己』的精神境界，從而克服時空等侷限而進入永恆。只有這樣
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66了悟於此，蘇軾的心如江水平靜，精神像不繫之舟一
樣自由，身雖拘於一地，心卻已海闊天空，遂有「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67

的遐想了。
綜合上述可知，當儒家建功立業的理想無法實現，當自己的命運無法掌控，

當現實的苦難無法消除時，蘇軾繼而轉向佛老，以佛安心，以道處逆，取其要義，
自我排解，體悟天地無盡，人生有窮，悲與達全繫一念，視角、心態不同而已，
痛苦與煩惱不過是庸人自擾，進而追求一種精神的自由與內心的逍遙，這便形成
了他在逆境中疏放不羈的獨特性格。

柒、養生修道，助己助人
烏台詩案的身心折磨，加上一百三十餘日的牢獄生活，皆使蘇軾衰老、消瘦
不少，自己亦覺「心衰面改瘦崢嶸」68。另一方面，地處荒山大江的偏僻黃州，
也讓初來乍到的他水土不服，交相影響之下，居黃五年，多有不適，這從與友人
往來的書信中便知一二：
拙疾，乍到不諳風土所致，今已復常矣。69
某今年一春臥病，近又得時疾，逾月方安。70
某臥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71
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憀甚矣。72

同註 60，頁 19。
葉夢得《避暑錄話》載：「（蘇軾）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
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
，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
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掛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
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參見（宋）葉夢得：
《避暑錄話》
（北京：中華書
局，1985 年）
，第 1 冊，卷上，頁 30－31 一句假想之詞卻引起官府的騷動，這是蘇軾始料未
及的，也讓這首詞在當時便聲名大噪。
68
蘇軾：
〈侄安節遠來夜坐三首〉之二，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頁 257。
69
蘇軾：
〈與朱康叔二十首〉之一，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909。
70
蘇軾：
〈與沈睿達二首〉之一，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882。
71
蘇軾：
〈與蔡景繁十四首〉之二，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823。
72
蘇軾：
〈與蔡景繁十四首〉之九，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825。
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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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以來，臥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疾。73
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74
諸如此類多矣，甚至在元豐六年（西元 1083 年）六月間，由於蘇軾春夏以來為
瘡癤、赤目所苦而閉門不出，謝絕訪客，與此同時曾鞏（1019－1083）卒於江寧，
卻妄傳兩人同日仙逝，消息還傳到京城，讓神宗聞之食不下嚥，慨然嘆息。職是
之故，蘇軾不得不藉道教修煉之法以調養身心，於元豐三年（西元 1080 年）二
月抵黃州安頓後便行實踐。半之年後，漸有所得，該年十一月與友人信中即云：
「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75既有成效，促使之有更進一步的作為，
在給王鞏的信中說道：「冬至，已借得天慶觀道堂三間，燕坐其中，謝客四十九
日。」76致秦觀的信中亦提及：「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
士之言，厚自養煉。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
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77至於蘇軾燕坐期間養
煉的，乃道家的靜心閉息之功，日後並將經驗與友人分享，其言：
道術多方，難得其要，然以某觀之，惟能靜心閉目，以漸習之，但閉得百
十息，為益甚大，尋常靜夜，以脈候得百二三十至，乃是百二三十息爾。
數為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真氣雲行體中，瘴冷安能近人也。78
每夜以子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披衣起，只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或南，盤
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以兩拇指握第三指，或第四指握拇指，兩手柱腰腹間也。
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淨慮，掃滅妄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自
覺出入息調勻，即閉定口鼻。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當
更求五臟圖，常掛壁上，使心中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次想心為炎火，光明洞徹，

入下丹田中。待腹滿氣極，即徐出氣。不得令耳聞。候出入息勻調，即以
舌接唇齒，內外漱煉津液，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嫌其鹹，漱煉良久，自然甘美，
此是真氣，不可棄之。未得咽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

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咽下，以氣送入丹田。須用意精
猛，令津與氣穀穀然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為之。凡九閉息，三咽津
73
74
75
76
77
78

蘇軾：
〈與陳朝請二首〉之一，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856。
蘇軾：
〈答范蜀公十一首〉之二，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671－1672。
蘇軾：
〈與寶月大師五首〉之四，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981。
同註 28，頁 1722。
同註 14。
同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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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腳心，此湧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
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促。次以兩手摩熨眼、面、
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臥，熟寢至明。
79

按蘇軾的說法，眾多方術中，道家的內丹氣功乃屬簡易可行者，若能持續為之，
積累百日，更勝服藥百倍。若從現代醫學觀其要訣，即透過行氣吐納加上穴道按
摩來調節生理機能，增強免疫力，進而達到祛病養生的效果。
此外，有鑑於在湖州服食朱砂甚覺有益的經驗，蘇軾至黃州除了將此方推薦
給因烏台詩案受己牽連而遭貶賓州（今廣西賓陽）的王鞏外，自己也開始煉丹。
我們可從他的書牘中探知概略：
近有人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養火，觀其變化，
聊以怡神遣日。賓去桂不甚遠，朱砂若易致，或為致數兩，因寄示，稍難
即罷，非急用也。窮荒之中，恐亦有一二奇士，但以冷眼陰求之。大抵道
士非金丹不能解化，而丹材多出南荒，故葛稚川乞岣嶁令，竟化於廉州，
不可不留意也。80
桂砂如不難得，致十餘兩尤佳。如費力，一兩不須致也。81
丹砂若果可致，為便寄示。吾藥奇甚，聊以為閑中詭異之觀，決不敢服也。
82

蘇軾在信中不僅數次向友人求寄朱砂以煉丹藥，也與劉器之討論內外丹事83，又
受旁人指點，讓他對丹砂的煉製作出一番研究，並將其心得撰寫成〈陰丹陽煉〉
和〈陽丹陰煉〉兩篇專文。迨南堂落成後，「更開幽室養丹砂」84。蘇軾認為透
過內丹氣功的修煉，再配合外丹的服用，兩者相輔相成，是人能長生不老的方法，
呈現出他對成仙的嚮往。而這種嚮往，很大原因是來自仕途的不得志與現實生活
的困頓，遂讓他產生超脫俗塵，羽化升天的瑰麗幻想。然在儒家思想的主導下，
又使他不得不以理性清醒的頭腦來看待所謂長生不老的問題，其言：

79
80
81
82
83
84

蘇軾：
〈養生訣上張安道〉，收入《蘇軾全集》，下冊，頁 2269－2270。
同註 28。
蘇軾：
〈與王定國四十一首〉之九，收入《蘇軾全集》，下冊，頁 1724。
蘇軾：
〈與王定國四十一首〉之十二，收入《蘇軾全集》
，下冊，頁 1725。
參見蘇軾：〈與劉器之二首〉之一，收入《蘇軾全集》，下冊，頁 1827。
蘇軾：
〈南堂五首〉之二，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頁 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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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如趙抱一、徐登、張無夢，皆近
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
師之甚眾，然卒亦病死。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藥、金
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人而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異
人虛實，無乃與此等不大相遠，而好事者緣飾之耶？85
既明世無長生之人，剩下的便只有延年養生而已。經過自身的實踐與體悟，大抵
而言，蘇軾在黃州的養生術主要是安心調氣、節食少慾、力行儉樸，輔以丹藥，
達到強壯身體，延年益壽的目的，一有所得，也樂於與友人分享，並告誡可能危
及健康、礙及心性的注意事項86，助己助人。

捌、結語
蘇軾於元豐七年（西元 1084 年）四月離開黃州，奉詔量移汝洲，特授檢校
尚書水部員外郎，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時年四十九歲，總計在黃州約莫五
年。處黃五年，是蘇軾人生的重要轉折，思想愈趨成熟，文學也臻至高峰。初抵
黃州，他的內心是壓抑而痛苦的，曾以海棠自比，移情於物，猜想黃州為何有此
名花？應是鴻鵠從西蜀銜子移來，興起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嘆。但他並沒有讓自
己在失志中消沉，轉念又想，海棠雖幽獨寂寞，但相較粗俗的桃李，卻顯清麗高
雅87，自嘲自解，自得其樂，建立起豁達的貶逐心態。另外對儒釋道三家思想的
靈活運用以及修煉道教養身術，在黃州時期也表現的特別突出，是助他處逆忘
憂，保持身心健康的關鍵所在。簡而言之，儒家與佛道思想在蘇軾不同的人生經
歷中互有主從，仕宦時積極用世，兼善天下，貶謫時則取法佛老，以此排解挫折
苦悶，三者在他身上既矛盾又統一。趙仁珪《論宋六家詞》中說：
儒、釋、道三種思想雖然有著根本的不同，但也有其相通之處。比如儒家
一方面講「達則兼濟天下」
，另一方面也講「窮則獨善其身」
，
「安貧樂道」
、
「知足保和」、「明哲保身」、「隨遇而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這就
和老莊的「聽任自然」、「順時委命」、「清淨無為」，以及佛家的「看穿憂
蘇軾：
〈異人有無〉，收入《蘇軾全集》，下冊，頁 2264。
王鞏被貶賓州，蘇軾恐當地瘴氣傷人，故教其祛瘴養生之法，並提出幾點告誡：
「每日飲少酒，
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安道軟朱砂膏，某在湖州服數兩，甚覺有益。到彼可久服。
（中略）
粉白黛綠者，俱是火宅中狐貍、射干之流，願深以道眼看破。此外又有一事，須少儉嗇，勿輕
用錢物。一是遠地，恐萬一闕乏不繼。二是災難中節用自貶，亦消厄致福之一端。」參見蘇軾：
〈與王定國四十一首〉之三，收入《蘇軾全集》，下冊，頁 1721。
87
參見蘇軾：〈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收入《蘇軾全集》
，上冊，
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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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
「看破紅塵」
、
「物我皆忘、身心皆空」的思想有相通之處。蘇軾正是
通過「外儒內道」的方式把這些通達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作為自己的精神
支柱。88
以佛安心，以道處逆，以儒立命，正是蘇軾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表現出不為
世事縈懷，隨遇而安，樂觀放曠的利器。在此思想基礎下，讓他在面對匱乏的生
活條件猶能處之泰然，不論晴雨，每日從臨皋亭到東坡耕作，往返黃泥坂，怡然
自得。閒暇之餘，或至村寺沐浴，或尋溪傍谷釣魚採藥，或醉後曳杖遠近與民雜
處，遊賞山水園第，或養生修道，助己助人，榮辱兩忘，如此布衣蔬食，安步當
車的日子，儼然「已將地獄等天宮」89。縱使懷古傷今，也無惆悵之態，亦不忘
對時弊託事以諷，子由評曰：
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90
說明其獨立不懼，直道而行，不改初心的錚錚傲骨。至於蘇軾在黃州的文學成就，
〈東坡先生墓誌銘〉載：「（蘇軾）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
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
不能及矣。」91朱弁（1085－1144）亦云：
「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
92

所謂心境影響文風，經歷開拓題材，大抵古今佳作多出於憂患吧！其後惠州、

儋州的思想與創作都可視為黃州時期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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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u Shi’s Thinking and Life in His Banishment to
Huangzhou
Ying-shih Chen
Abstract
Knowledgeable, learned and talented, Su Shi was a pioneer, creating new styles
in one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one school of art. However, being
straightfoward, outspoken and stubborn, he stuck up to righteousness, which got him
involved in a political strife that led to the fatal Wu Tai Poem Case. Fortunately, he
escaped narrowly. After having gone through the valley of death, Su Shi came to
Huangzhou as a new leaf. He must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must have held a new attitude toward it. In fact, while sent into
exile in Huangzhou, Su Shi accomplished a lot of famous poems passed down in
history, and became more mature in the wake of all political clashes. Apparently, his
literary works witnessed his transformation. Hence, we can say Huangzhou represents
a new start to Su Shi.
The thesis is mainly to study his thinking and life through his works created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hus realize how he conceives his own philosophy of life by
which to be confronted with the subsequent adversity.
Keywords：Su Shi、Huangzhou、Wu Tai Poem Case、Philosophy of life、
Ad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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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功古文創作觀點介析
田啟文

摘 要
吳德功是彰化古典文學家，不論詩或是古文，都有極佳之造詣，清光緒十七
年（1891）
，台灣省設通志局，德功還受聘主修《彰化縣志》
，其文才受到眾人之
肯定，由是可見。對於吳德功的相關研究，目前多數是針對其詩歌與詩話進行分
析，另外有幾篇是探討其思想與處世觀，至於古文作品的研究，僅有寥寥數篇，
其中還未看到有關古文創作觀點的探討。有鑑於此，筆者企圖針對此一課題進行
研究，希望能將德功的古文理論做一整理，提供給讀者作為參考。經仔細尋索後，
筆者從德功各篇古文中找出相關的古文創作觀點，並加以分類整理，其內容涵蓋
如下四部分，分別是「古文創作的起源與主題選擇」
、
「古文創作的基本素養」
、
「古
文創作講求『真』與『議論』」
、
「古文創作的學習對象」
，本文將由此四部分進行
論述。透過本文的研究，相信德功的古文創作觀點，將能呈現清晰的輪廓。
關鍵詞：古文理論、吳德功、瑞桃齋文稿、傳統漢文、彰化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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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吳德功（1850-1924）
，字汝能，號立軒，彰化人。其先祖誠厚公於乾隆年間，
自閩地同安遷移來台，定居於彰化，世代以孝友傳家，素孚德望。清同治十三年，
德功補博士弟子員，清光緒二十一年始膺歲貢。據簡榮聰〈吳德功先生全集序〉
中的說法，德功個性淳厚，急公好義，對弱勢之人尤為憫恤，因此籌建或修葺了
節孝祠、育嬰堂、忠烈祠、元清觀、定軍寨等機構設施，為安定社會竭盡心力。
1

德功的文學、史學造詣均高，文學著作有《瑞桃齋文稿》、《瑞桃齋詩稿》、《瑞

桃齋詩話》
、
《觀光日記》
；史學方面則有《彰化縣采訪冊》
（已佚）
、
《戴案紀略》、
《施案紀略》
、
《讓臺記》
、
《彰化節孝冊》等，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於一九九二年將
這些作品編成《吳德功先生全集》行世。
關於吳德功的研究，至今已有不少篇什，其中多數是研究其詩作的，如江寶
釵〈世變下吳德功的學思歷程暨其詩學意見研究〉
、謝崇耀〈瑞桃齋詩話初探〉2、
李知灝〈吳德功瑞桃齋詩話研究〉3、李知灝〈吳德功的割臺經歷與心境轉變—
以「瑞桃齋詩稿」乙未、丙申詩作為研究中心〉4、李知灝〈評謝崇耀「瑞桃齋
詩話初探」〉5、吳宗曄〈吳德功「瑞桃齋詩稿」中的在地書寫—以農村景物及社
會關懷詩作為例〉6、林美秀〈吳德功「瑞桃齋詩話‧佳話」的聖王建構〉7。另
外有研究其辭賦的，如劉萱萱〈只此一丸地，曾為百戰場—吳德功、丘逢甲、洪
棄生「澎湖賦」探析〉8、許惠玟〈由「西螺柑賦」看清代至日治臺灣在地物產
的書寫〉9。也有研究其思想與價值觀的，如施懿琳〈由反抗到傾斜—日治時期
彰化文人吳德功身份認同之分析〉10、林美秀〈清領時期吳德功儒學價值觀念的

詳見簡榮聰〈吳德功先生全集序〉
，收錄於吳德功，
《吳德功先生全集‧瑞桃齋文稿》
（南投：台
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 5 月）
，頁 2-3。
2
謝崇耀，〈瑞桃齋詩話初探〉，
《臺灣文學評論》第 3 卷 1 期，2003 年 1 月，頁 78-94。
3
李知灝，〈吳德功瑞桃齋詩話研究〉
，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6
月。
4
李知灝，
〈吳德功的割臺經歷與心境轉變—以「瑞桃齋詩稿」乙未、丙申詩作為研究中心〉
，
《彰
化文獻》第 6 期，2005 年 3 月，頁 61-80。
5
李知灝，
〈評謝崇耀「瑞桃齋詩話初探」〉
，
《臺灣文學評論》第 3 卷 2 期，2003 年 4 月，頁 77-83。
6
吳宗曄，
〈吳德功「瑞桃齋詩稿」中的在地書寫—以農村景物及社會關懷詩作為例〉
，
《彰化文獻》
第 11 期，2008 年 8 月，頁 145-164。
7
林美秀、紀偉文，
〈吳德功「瑞桃齋詩話‧佳話」的聖王建構〉，《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報》
第 1 期，2004 年 7 月，頁 1-12。
8
劉萱萱，
〈只此一丸地，曾為百戰場—吳德功、丘逢甲、洪棄生「澎湖賦」探析〉
，
《東海大學圖
書館館訊》第 146 期，2013 年 11 月，頁 46-89。
9
許惠玟，〈由「西螺柑賦」看清代至日治臺灣在地物產的書寫〉
《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第 3
期，2010 年 6 月，頁 157-195。
10
施懿琳，〈由反抗到傾斜—日治時期彰化文人吳德功身份認同之分析〉
，《中國學術年刊》第 18
期，1997 年 3 月，頁 317-344、444-44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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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11。至於研究其古文作品的，有林淑慧〈世變下的書寫—吳德功散文之文
化論述〉12、曾麗玉〈旅遊時空記憶中的詩文互文性分析—以「觀光日記」之文
學地景書寫為視境〉13、顧敏耀〈吳德功「恭送聖蹟文」考釋〉14、余怡儒〈吳
德功的歷史書寫與時代關懷〉15。
在上述的研究論文中，研究吳德功古文的篇章不多，其中關於古文創作觀點
的探討更是付之闕如，這是相當可惜的。因為吳德功的古文成就極高，除了一般
的古文集《瑞桃齋文稿》外，還有歷史散文《彰化縣采訪冊》（已佚）、《戴案紀
略》
、
《施案紀略》
、
《讓臺記》等，著述宏富，筆法亦十分卓絕。在古文創作有如
此成就下，其古文創作究竟存在什麼的觀點？和其實際創作是否能相互印證？都
是值得去探究的問題。然而依目前的研究顯示，尚未有學者針對此一部分進行探
討，是以筆者不揣鄙陋，企圖從德功的古文作品中爬梳尋檢，將其散見於各篇章
中的創作觀點匯聚起來，並加以歸納分類，再進行分析和探討。以下且針對其古
文創作觀點，分成「古文創作的起源與主題選擇」
、
「古文創作的基本素養」
、
「古
文創作講求『真』與『議論』」、「古文創作的學習對象」等四個主題分別進行討
論。

貳、

古文創作的起源與主題選擇

（一）古文創作的起源
在文學理論的體系中，有一個區塊是在探討文學的起源，亦即研究文學之所
以產生的原因。在西方文論中，對於文學的起源提出了好多種說法，有的認為文
學來自遊戲16，有的認為文學來自模仿17，有的認為文學來自勞動18，有的認為文
學來自宗教19，各種說法都有其立論依據，也都能舉出實際的例子進行說明，可
見文學產生的原因是相當多樣的。在中國的文學裡，對於文學的起源，說法也很
林美秀，
〈清領時期吳德功儒學價值觀念的形成〉
，
《興大人文學報》第 44 期，2010 年 6 月，頁
111-138。
12
林淑慧，〈世變下的書寫—吳德功散文之文化論述〉
，《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4 期，2007 年 4
月，頁 9-40。
13
曾麗玉，〈旅遊時空記憶中的詩文互文性分析—以「觀光日記」之文學地景書寫為視境〉，
《中
華科技大學學報》第 60 期，2014 年 10 月，頁 157-177。
14
顧敏耀，〈吳德功「恭送聖蹟文」考釋〉，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0 期，2017 年 08 月，頁
64-69。
15
余怡儒，
〈吳德功的歷史書寫與時代關懷〉
，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6 月。
16
詳見朱光潛，
《文藝心理學》
（台北縣：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 年 10 月，初版 2 刷）
，頁
218-234。
17
詳見張健，
《文學概論》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 年 3 月，初版 14 刷）
，頁 16-17。
18
詳見涂公遂，
《文學概論》
（台北：五洲出版有限公司，1998 年 12 月，再版 4 刷）
，頁 169-172。
19
詳見張健，
《文學概論》，頁 19-2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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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最常見的，就是源於「情」或「志」的說法。關於文學源自於「情」的觀點，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說：「情以物遷，辭以情發。」20這是說文人內心的
情感會隨著外界事物而產生變化，而辭（文章）會因為這種情感的變化而被書寫
出來，所以文學的起源，產生自人們內心的情感。清代尤侗《西堂雜俎》三集卷
三〈蒼梧詞序〉一文更直言：「文生于情。」21
文學的起源來自於人們內心的情感，這說法被許多文人信奉著。不過有一些
文人，卻認為文學源自於人們內心的「志」，於是有了「詩言志」的說法。「志」
究竟意何所指？朱自清在其《詩言志辨》中，解釋此字有兩層意思：一是指人們
內心的情感；二是指人們對於政教、義理的觀點。22就這兩層意思而言，前者與
「情」的內涵相似，如此則「情」、「志」是相同的。23至於後者，則是將「志」
與政教、義理連結起來，此時的「志」，顯然是指人們內心的思想理念24，因為
政教與義理，都是偏向思想成份的。若以此種定義來推演，則「詩言志」，就是
以詩歌來表達內心的思想理念，而這種思想理念，在中國古代常是與政教、義理
相連結的。
除了上述所謂起源於「情」或「志」的說法外，中國看待文學的起源，還有
所謂「不得其平則鳴」。韓愈〈送孟東野序〉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
耶？25

韓愈認為，文學源自於「不得其平則鳴」
，此處的「鳴」
，是指創作文章，亦即人
們遭受不平之事時，身心受到了煎熬與折磨，此時便會將這些不平的情緒抒發出
來，寫成一篇一篇的文章。若以此說法再進一步推論，那麼身心遭受的苦難愈多
者，文章將會愈發高妙。因此韓愈在另一篇文章〈荊潭唱和詩序〉中說：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
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
之，則不暇以為。26
劉勰，《文心雕龍》
（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 年 3 月）
，卷 10，頁 294。
尤侗，《西堂雜俎》
（台北：廣文書局，1970 年 12 月）
，卷上，頁 74。
22
朱自清，《詩言志辨》
（台北：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 年）
，頁 30-85。
23
在中國古代，有將「情」
、「志」看成是相同意義的。如《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民有好惡喜
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孔穎達《正義》
：『此六志，《禮記》謂之六情，
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
」
24
志，是指人們內心的思想理念。詳見田啟文，
《臺灣古典散文研究》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2006 年 4 月）
，頁 157-158。
25
韓愈，《韓昌黎文集注釋》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卷 4，頁 348-352。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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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有三個重點：第一，文章的起源，來自人們窮苦命運的抒發。第二，
人們的命運愈苦，文章愈精妙；反之，生活愈富貴者，愈沒有時間寫文章（「不
暇以為」），所寫之辭也不佳（「難工」）。
針對韓愈上述兩篇文章的說法，吳德功的觀點亦極近似。他在〈三跋中村櫻
溪先生涉濤三集〉一文中，曾說到中村伯實因為時運不佳，懷才不遇，沒有施展
抱負的舞台，不過也因此能夠潛心於學問之上，致力於文章的撰寫。其文云：
然先生老當益壯，窮且益堅，當此投閒置散，如韓文公因困阨悲愁，遂得
沉潛乎文訓，奮發乎文章，豈非所謂學成而道益窮哉？27
這種說法與韓愈的論點可以相互印證，都在強調人們處於困頓環境時，愈能夠投
入文章的創作，文章境界也會愈高。他文中也直接援引韓愈為例來進行說解，可
見應該有受到韓愈古文理論之啟發。接著同一篇文章他又說：
況涉濤三集，臺北之山川摹寫盡致，城南雜詩觸物感懷，臺島之風俗氣候，
皆形諸吟詠，他日輶軒，采入誌乘，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先生雖屈於一
時，而名可傳於萬世，僕又竊為先生幸焉。28
此處是說中村伯實所寫的文章，涵蓋了台灣的風俗氣候與山川物產，這些文章日
後一旦被採入誌書，流傳於後代，則中村先生將能流芳萬世，所以雖然「屈於一
時」，但吳德功私下卻為中村伯實感到慶幸啊﹗
吳德功在上述兩段文章中，對於中村伯實所作的評論，觀點與韓愈的論調可
謂聲氣相合。他們強調的，是苦難的環境容易讓文人發出不平之鳴，而寫出一篇
篇的文章。此外，由於困頓的遭遇易於造就文人深刻的情感，將這些內心的苦痛
抒發出來，也就特別容易感動讀者，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日人廚川白村認為
許多偉大的作品來自於文人內心深處潛藏的大苦患、大苦惱29，立意不也是在此
嗎？
（二）古文創作的主題選擇

同上註，頁 400。
吳德功，
《吳德功先生全集‧瑞桃齋文稿》
（南投：吳德功先生全集，1992 年 5 月）
，頁 122-123。
28
同上註，頁 123。
29
（日）廚川白村，
《苦悶的象徵》（台北縣：昭明出版社，2000 年 7 月）
，頁 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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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功認為，創作古文，在主題的選擇上要非常謹慎，要選擇奇特的主題書
寫，若是僅有華辭的麗藻，然而所寫卻是平凡瑣碎的主題，那是難以流傳久遠的。
其〈再讀中村櫻溪先生涉濤集書後〉云：
又或登科甲，筮顯仕，駢四儷六，且繡虎雕龍之手，寫渾金琢玉之詞。然
美則美矣，究於其所傳者，皆瑣屑之事，則其文雖傳，亦不能久。30
此處說到撰寫文章，就算內容都是「渾金琢玉之詞」，充滿著華麗的辭藻，或是
能寫出四六文一般的駢偶儷句，然而若是所寫的主題，都是一些瑣碎的事物，那
也無法流傳久遠。接著，吳德功舉中村伯實的古文作品為例，讚揚中村的古文能
夠慎選主題，所以這些被書寫的事物，因中村的古文而得到傳揚；而中村先生的
古文也因為書寫這些主題而愈發奇特。吳德功的說法如下：
予又羨先生年過五旬，尚能健步登大屯觀音諸山絕頂，搜奇探幽，見夫潢
烟之變幻無定，海波之浩淼靡涯，故其為文也，離合操縱，亦變換無窮；
推波助瀾，亦涯涘莫測。且抑揚頓挫，亦如山之蜿蜒起伏。是臺北諸名山，
得先生之文而彌傳彌廣；先生之文，亦藉此山而愈出愈奇，相得益彰。是
此山之幸，抑亦先生之幸也。31
這裡談到中村的古文，以台灣北部的大屯山、觀音山為主題進行書寫，寫其間的
幽險怪奇之狀，寫烟霧海波的變幻無涯，也因此文章筆法隨著這些景物而蜿蜒起
伏，呈現出奇特奧妙的姿態。吳德功此處的說法，與上一段的說法綜合起來，正
是強調古文的寫作，選擇主題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主題本身要有奇特感，不可瑣
碎平凡，如此作品才能流傳久遠。清代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一文，
也提出和吳德功近似的說法。他說：
作詩非難，命題為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慎也。少陵詩高
絕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題，已早據百尺樓上矣。通體不能悉舉，且就
一二言之。〈哀江頭〉、〈哀王孫〉，傷亡國也；〈新婚別〉、〈無家別〉、〈垂
老別〉
、
〈前後出塞〉諸篇，悲戌役也；
〈兵車行〉
、
〈麗人行〉
，亂之始也；
〈達行在所〉三首，慶中興也；
〈北征〉
、
〈洗兵馬〉
，喜復國望太平也。只
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邱墟、關山

30
31

吳德功，《吳德功先生全集‧瑞桃齋文稿》
，頁 117。
吳德功，《吳德功先生全集‧瑞桃齋文稿》
，頁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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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32
此處說到，詩歌寫作，若主題選得高妙，詩歌境界就高；若選得卑弱，詩歌境界
也就卑下；這與吳德功所說，若主題選得不好，古文作品就難以流傳久遠是一樣
的道理，都是要文人慎選寫作的主題啊﹗此外鄭板橋舉杜甫詩歌為例，稱讚他善
於選擇創作主題，所以他的詩作只要一閱覽題次，各種家國之憂、勞戍之苦，便
宛然在目，能夠選題到達如此的境地，其詩豈有「不痛心入骨者乎？」鄭板橋對
於杜甫的稱揚，跟吳德功對於中村伯實的肯定，其實著眼點是一致的，都是肯定
他們善於選擇寫作的主題。

參、 古文創作的基本素養
創作古文前，文人必須先有一定的基本素養，有了這種基本素養作為基礎，
所寫的作品才能言之有物。歷來文人對此也提出過許多看法，有的認為要先養氣，
如明代宋濂說：
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茍能充之，則可配三靈，管攝萬彙。33
有的則認為要多讀書，如王驥德〈論須讀書〉云：
詞、曲雖小道哉，然非多讀書，以博其見聞，發其旨趣，終非大雅。34
有的認為在養氣、讀書之外，還要多閱歷名山大川，亦即要走萬里路，以開拓眼
界；此外，還要多親近良師益友，以增廣見識，這樣才能把文章寫好。王士禎《然
鐙記聞》說：
為詩須要多讀書，以養其氣；多歷名山大川，以擴其眼界；宜多親名師益
友，以充其識見。35
除了上述說法外，清代包世臣還提出「精心求人情事故得失之原36」，來作為寫
鄭燮，《鄭板橋全集》
（台北：百川書局，1988 年 5 月）
，
〈家書〉，頁 20-21。
宋濂，《文原》
（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叢書集成初編本），頁 2。
34
王驥德，《曲律》（台北縣：藝文印書館，1964 年 9 月，百部叢書集成本）
，卷 2，頁 27。
35
王士禎口述，何世綦記，
《然鐙記聞》
（台北：西南書局，1979 年 11 月，清詩話本）
，條 16，
頁 102。
36
包世臣，《藝舟雙楫‧論文》（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 12 月，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卷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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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大學人文學報第二十二期

文章的基本素養，這也都值得參考。
以上諸家之論，都是主張創作之前，文人必須先做好一些準備的工夫，要有
一定的基本素養，才能把文章寫好。對此吳德功也提出他的看法，他的論點主要
有兩個部分：首先，他認為文人必須先修養品德，有了內在的品德，自然能充發
於外，成就好文章；其次，他認為創作古文要能以經學、史學作為學術基礎。以
下且針對其論點分述之。
（一）古文創作需具備品德涵養
吳德功在〈讀中村櫻溪先生涉濤集書後〉一文中，過如下的一段話：
先生疏食菜羹，處之晏如，有陶靖節風。其天君泰然，順時樂命，誠有令
人不可及者，而文章之粹美，特其緒餘耳。37
這段話前半段說明中村伯實（即中村櫻溪）先生的人品，與陶淵明相似。說他本
性泰然自若，順時安命，尋常人是比不上的。後半段則說中村伯實的文章之所以
「粹美」
，是因為人品優異而產生的「緒餘」
。這種說法，重點在於強調古文的創
作，必須具備一定的品德修養，品德修養好，寫出來的作品自然跟著好。這種以
人品為主，而將文品視為人品的外在表現者，我們從古代文人的論述中，也可找
到相關的說法。清代劉熙載《藝概‧詩概》云：「詩品出于人品。」38清代薛雪
《一瓢詩話》則說：
詩文與書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欬，一揮一
灑，必有過人之處，享不磨之名。39
這都直接點出文品來自於人品的觀念。另外，有文人針對這種觀念，直接分析各
種人品所造成的各種不同的文品類型。明代屠隆〈王茂大修竹亭稿序〉云：
夫詩者神來，故詩可以窺神。士之寥廓者語遠；端亮者，語莊；寬舒者，
語和；褊急者，語峭；浮華者，語綺；清枯者，語幽；疏朗者，語暢；沉
著者，語深；譎蕩者，語荒；陰鷙者，語險。讀其詩，千載而下，如見其
10，
〈雩都宋月臺維駒古文鈔序〉，頁 799。
37
吳德功，《吳德功先生全集‧瑞桃齋文稿》
，頁 114-115。
38
劉熙載，《藝概‧詩概》（台北：廣文書局，1964 年 3 月）
，卷 2，頁 18。
39
薛雪，《一瓢詩話》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5 月）
，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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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40
這裡談到，不同個性精神的文人，寫出來的文章，就有不同的風格，即使經過千
百年後，也能從作品中看到作者的品格面目。清代薛雪的《一瓢詩話》，也有類
似的看法，他說：
鬯快人詩必瀟洒，敦厚人詩必莊重，倜儻人詩必飄逸，疏爽人詩必流麗，
寒澀人詩必枯瘠，……。41
這段話與屠隆的說法若合符契，都是強調人品決定了文品。這樣的觀點其實也透
露出一個訊息，那就是文章要寫得好，格調要高，首先必須涵養文人內在的品德，
內在品德高，文章自然就高妙。這正如吳德功稱讚中村伯實的人品與陶淵明近似，
也因此中村的文章有「粹美」的優點，這是習文要先修德的一種文學見解。
（二）古文創作須以經書、史書作為學術基礎
吳德功認為，古文創作必須有經書、史書作為學術根柢，然後再學習古文大
家的作品，之後文章才能成就大格局。其〈三跋中村櫻溪先射濤三集〉云：
蓋古文必出經入史，寖饋於大家，而後斐然成章，固非率於操觚者，所能
測其涯涘。42
此處提到，古文要能「斐然成章」
，令人無法「測其涯涘」
，就必須做到「出經入
史」以及「寖饋於大家」
。所謂「寖饋於大家」
，指的是學習古文名家的作品，這
個部分筆者將在另一節進行處理，本小節就先針對「出經入史」進行分析。就學
習經書、史書而言，吳德功並未明確表示哪些經書與史書是學習的重點，即使就
他的文集作品一一進行篩選，查到的內容也都是對於經書、史書的零星談論，並
無系統性的說明。不過從這些爬梳所得的資料裡，吾人其實還是可以得到一些可
資查考的線索，了解吳德功平時所接觸的、所學習的大概是哪些經書和史書？由
此亦可間接推論出吳德功所重視的典籍是什麼？今且就查尋所得的資料，分經書
與史書兩部分，分別羅列如後。
屠隆，《白榆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續修四庫全書本），卷 3，頁
573。
41
薛雪，《一瓢詩話》
，頁 143。
42
吳德功，《吳德功先生全集‧瑞桃齋文稿》
，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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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書的部分
在吳德功的古文作品中，有數篇文章提到了經書，其〈讀觀光紀遊書後〉一
文說：
其論學也，言大學之誠正，即尊德性之謂，格致即道問學之謂，且言歐米
之新學，皆與六經相脗合，可見胸藏萬卷，能闡聖道而不背聖道，以視學
夫孔孟之學，而疵議排斥之者，何啻霄壤哉﹗43
又〈讀朱子「小學」書後〉云：
讀朱子《小學》
，皆採四書、六經之粹，自垂髫以迄成童，灑掃應對進退，
以及衣服飲食，備載禮儀，……迨至成童，以上，使入大學，進之以格物
致知之理，均平齊治之方，本末始終，皆有條理，先器識而後文藝。44
又〈送臺中知縣村上義雄君榮遷序〉云：
招集幼稺，教以國語，與夫孝悌忠信之道，《詩》、《書》六藝之文。45
以上三段引文，談到的主要是四書、六經等儒家傳統的經典。其中第二段引文的
最後一句「先器識而後文藝」，再一次說明進行創作之前要先奠定好學術基礎的
觀點。接著看其〈董先生榮華傳〉一文的說法：
將金二十元并《孝經註》託代付梓。……夫董君一介寒儒，歷數十星霜，
註成此書，其子又艱難拮据，寄金以刊版，俾村童講習，以明天經地義之
理，而名教綱常，庶維持而不墜。46
此處特別提到《孝經註》一書，認為此書可以「明天經地義之理」，也能使「名
教綱常」維持不墜。可見《孝經》一書，也是德功重視的經典。綜合上述可知，
吳德功認為創作之前要先以經書、史書打好學術基礎，在經書的部分，吳德功雖
然沒有直接以專文說明該以哪些經書來奠定基礎，但從其各篇古文中所蒐羅到的
同上註，頁 125-126。
同上註，頁 133-134。
45
同上註，頁 138。
46
同上註，頁 236-237。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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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看，吳德功重視的主要還是儒家四書、六經之作，此外，《孝經》也是他
極為看重的經典，一樣要加以學習。
2.史書的部分
在吳德功的古文裡，提到史書的地方有如下之篇章。其〈孫子吳起論〉云：
其（吳起）所著兵書四十八篇，明允謂其功過於武，其書不逮於武，與史
公所論大略相同。47
此處談到的「史公」，即《史記》作者司馬遷。又〈桃李冬實〉云：
歷觀《漢書‧五行志》，凡一草一木之異，皆支離附會，以為此也禎祥，
彼也妖孽。如李、梅，古亦有實於冬者。僖公之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
劉向以為周之十二月，即今之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
也。48
其〈中元普度說〉云：
《舊唐書》代宗七月望日，建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49
以上三段引文所提的史公（亦指《史記》）
、
《漢書》
、
《舊唐書》
，皆為中國歷代的
正史，可見正史是需要熟讀的。另外，其〈珠潭浮嶼水分二色魚二種說〉一文：
《縣誌》有詩云：「山中有水，水中山。山自凌空，水自閒也。」50
又〈復館森袖海先生書〉云：
古者修誌書，不加以評語。始不破例，此書有加一二評語者，亦野史之一
種也。51

同上註，頁 23。
同上註，頁 279。
49
同上註，頁 290。
50
同上註，頁 293。
51
同上註，頁 303。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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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二文，提到方志與野史，可見這兩種史書也是吳德功平日常接觸的。再看其
《戴案紀略‧自序》一文：
至光緒甲午年，全臺纂修通誌，功忝與其役。爰取林卓人《東瀛紀事》閱
之，所載北路攻勦之事甚詳，篇中略采之。但其書各處爭戰，自為紀略，
未合於誌書之體，故仿綱目之例。……「凡例」一、是篇為修誌而作，故
仿綱目之例。二、是編後加以論斷，亦欲表忠臣義士，並推原致亂之由，
亦稗史一種也。若收入誌乘，不必加論斷。52
此處提到的史書，除了方志、野史（《東瀛紀事》）之外，還提到「綱目體」的史
書。綱目體乃宋代朱熹所創，他以「綱」為提要，「目」為敘事，撰成《資治通
鑑綱目》一書。
由上述幾段引文來看，吳德功平時所接觸的史書範圍極廣，包含正史、野史、
綱目體史書以及方志。也正因吳德功對於史書的涉獵如此廣泛，也才能寫出《戴
案紀略》
、
《施案紀略》
、
《讓臺記》一類優異的歷史散文，所以這一些史書也是有
志於創作古文者要勤加學習的。

肆、

古文創作講求「真」與「議論」

吳德功認為，古文的寫作，不論是抒「情」或是寫「景」
，都要講究一個「真」
字，亦即「真情」
、
「真景」之作，才是佳文。此外，最好能在求「真」的同時，
再生出一番大「議論」來，文章會更好。其〈讀中村櫻溪先生涉濤集書後〉云：
常觀古之善為文者，能寫真景，其文迺佳。能寫真情，其文亦佳。又於題
外凌空聳筆，生出一番大議論，而後其文更佳。然世之作文者，不啻汗牛
充棟，而能臻斯境者，吁﹗亦難矣。53
這裡談到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說能寫「真情」
、
「真景」者，是「善為文者」，
其文「迺佳」、「亦佳」；第二個部分，是說「真情」、「真景」的佳文，若能凌空
「生出一番大議論」來，其文會「更佳」。針對這兩個部分，今分析如下：
1. 能求「真」的文章是佳文

52
53

吳德功，《吳德功先生全集‧戴案紀略》，頁 1-2。
吳德功，《吳德功先生全集‧瑞桃齋文稿》
，頁 113。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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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功認為，創作古文要能掌握一個「真」字，由此而創作出「真情」
、
「真
景」的古文，這便是佳文。所謂「真」，是指真實無偽的意思，亦即將最真實的
一面表現出來，不論是寫景或是言情，都要把最真實的形相或是感受表現出來。
對此，清代黃子雲《野鴻詩的》的一段話，可說是極佳的詮釋：
詩猶一太極也，陰陽萬物于此而生生變化無窮焉。故一題有一義，一章有
一格，一句有一法，雖一而至什，什而至千百，毋沿襲，毋雷同，如天之
生人，億萬耳目口鼻，方寸間自無有毫髮之相似者，究其故，一本之太極
也。太極，誠也，真實無偽也。詩不外情事、景物，情事、景物要不離乎
真實無偽。54
黃氏由太極之道而演繹至詩文之道，認為文章之所以各具面目，不論是寫「情事」
，
或是寫「景物」，都不會「有毫髮之相似者」，原因就在於「真實無偽也」。也就
是寫景或言情時，都要把最真實、真誠的一面表現出來，不可以有絲毫造假、假
託的成份，這樣才是好的作品。
吳德功強調要以「真」來做為好文章的衡量標準，這個說法，歷代文人也頗
多相同看法者。例如清代劉熙載《藝概‧詩概》云：
杜詩云：
「畏人嫌我真」
，又云：
「直取性情真」
。一自咏，一贈人，皆於論
詩無與，然其詩之所尚可知。55
劉熙載認為，
「真」字，乃杜甫「其詩之所尚」
。這間接說明了杜甫詩歌之所以成
就不凡，原因在於作品具有真實的情感。再看王國維《人間詞話》云：
境非獨謂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
有境界。56
王國維這段話，認為能寫「真景物」
、
「真感情」的作品，就是「有境界」的作品，
看法跟吳德功的「真情」、「真景」，可說是相互呼應。
看完上述分析可知，吳德功所謂的「真情」、「真景」，是指真實的情感、真
實的景象。而這種「真情」
、
「真景」的文章一旦表現出來時，會有何種的審美效
果呢？首先來看「真景」的部分，他說：
黃子雲，《野鴻詩的》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續修四庫全書本），頁 199。
劉熙載，《藝概‧詩概》，卷 2，頁 6。
56
王國維著，滕咸惠校注，
《人間詞話》
（台北：里仁書局，2005 年 10 月）
，卷 3，頁 60。
61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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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伯實先生，為東京名學士，經術淵源，……涉筆成文，積成一部，名
曰《涉濤集》。郵寄一編惠余，奉讀之下，如獲異寶焉。見其遊山諸記，
描寫景色，窮形盡相，如列圖畫，令人可作卧遊也。57
此處稱讚日籍作家中村伯實的「遊山諸記」
，寫景時能「窮形盡相，如列圖畫」，
可見吳德功所謂「真景」，指的是描寫景物時，文字要具有高度的形象性與逼真
性，要能真實地表現出景物的實際形貌，就好像用圖畫表現出來一樣。這種透過
文字的高度形象性，將景物的真實形態表現出來，讓讀者能精確地揣摩景物的實
際形貌，中國古代的「形似」之說，與此正能相互發明。梁朝劉勰《文心雕龍‧
物色》篇說：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58
所謂「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與吳德功所謂「窮形盡相，如
列圖畫」意思是一樣的，都是指一種能夠真實的、逼真的描繪景物外在形貌的寫
作能力。
「真景」的審美要求概如上述，至於「真情」的審美要求，吳德功說：
見其（中村伯實）
〈祭殤女文〉
，抒寫情懷，纏綿愷惻，幾乎一字一淚也。
59

所謂「抒寫情懷，纏綿愷惻，幾乎一字一淚也。」這是說中村伯實的〈祭殤女文〉，
具有真情實感，作者的傷悼之痛透過文字真實的寄託於作品之中，引發了讀者的
高度共鳴，因此產生了「一字一淚」的感受。由是可知，吳德功所說的「真情」，
其審美的要求，在於作者的寫作技巧要能透過文字真實的傳達出內心之情感，藉
以引起讀者的高度共鳴，才是符合標準的好文章。
2. 求「真」之外能生出議論更佳
吳德功認為，能寫出真情、真景的作品，已屬佳文；但若是在此之外，「又
於題外凌空聳筆，生出一番大議論，而後其文更佳。」60這種說法，代表吳德功
對於古文，重視的是文章的教化精神，因為「生出一番大議論」，這議論的，便
吳德功，《吳德功先生全集‧瑞桃齋文稿》
，〈讀中村櫻溪先生涉濤集書後〉，頁 113-114。
劉勰，《文心雕龍》
，頁 294。
59
吳德功，《吳德功先生全集‧瑞桃齋文稿》
，〈讀中村櫻溪先生涉濤集書後〉，頁 113-114。
60
同上註，113。
57
58

62

吳德功古文創作觀點介析

是一種人生的道理，一種事物的真相規矩，這是可以用來教化讀者的。清代台灣
名儒吳子光，曾經針對聖賢好發議論以傳揚道理的情形，有過如下的分析，他說：
古今無不敝之物，即重如河山，時有崩竭；堅如金石，時聞毀裂。獨有聖
賢道理與作家文字，愈領略則愈有味，惟其如此，故議論日益多。61
吳子光此處說道，天下的器物都有可能壞掉，即使厚重堅硬如河、山、金、石之
物也一樣，但聖賢所講的道理跟作家所寫的文章，是愈體會則愈有味道，可以流
傳久遠而不會毀壞，也因此愈來愈多人喜歡扮演「聖賢」跟「作家」去講道理、
寫文章，所以「議論日益多」。由這段話可以看出，文人在作品中所抒發的「議
論」，談的正是人生的「道理」。
吳德功為何要在古文中「生出一番大議論」，去談人生的道理呢？這代表吳
德功的古文理念，重視的是文章的教化功能，認為文章不能只是寫一些瑣碎事物，
必須要蘊含人生的道理，才能對讀者有所啟發，才能有補於世道。這樣的文學理
念，歷代文人多有闡述，例如唐代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說：
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
文，論君子之道為教。62
此處談到，文章應該要以「教化」為它的根本，文章中應該論述君子之道。吳德
功認為文章不論寫景或言情，都應該「生出一番大議論」，強調的就是這種文章
的教化功能。
綜上所論可知，吳德功認為寫景、言情之作，在掌握了求「真」的技巧後，
就可稱為佳文了；但若是能於「真情」
、
「真景」之外，再「生出一番大議論」來，
那「其文更佳」。此處筆者想要做一補充說明，那就是吳德功這樣的文學理念，
並非只適用在寫「景」或言「情」的作品，其詠「物」類的古文，也應該包含在
裡面。為何筆者如此說呢？這是因為吳德功有許多詠物類的古文，如〈竹瓶記〉、
〈放鳥〉
、
〈觀僵梅記〉
、
〈白鷺營巢林家記〉
、
〈桃李冬實〉……等等，都是在求「真」
之後，又「生出一番大議論」來，高度符合吳德功此處所談的文學理念。今且以
其〈竹瓶記〉一文為例，分析如後，其文曰：

吳子光，
《一肚皮集》
（台北縣：龍文出版社，2001 年 6 月，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本）
，
〈袪弊之
難〉
，頁 28-29。
62
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
，收錄於董誥等編，
《全唐文》，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卷 527，頁 2372。
6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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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間，予往二林開墾地。見其竹節半焦，放置庭中，任雨淋日曝，匪
朝伊夕矣。予俯而視之，見其質堅而古，令人審曲面勢，裁成一竹瓶。拳
曲離奇，底圓而上匾，如人佝僂狀。置諸几上，以插野花，殊有雅致。客
有見之者，無不稱奇特，是物遂與彝鼎圖書而並重。63
此處談到，他到二林墾地之時，看到一個被燒得半焦的廢棄竹節，在庭院中遭受
風吹日曬雨淋，無人聞問。他拿起竹節端詳，覺得它質地堅硬、外形古樸，於是
請工匠裁製成一支花瓶，放在茶几上插野花。由於它的外形「拳曲離奇，底圓而
上匾，如人佝僂狀。」客人都覺得這支竹瓶很奇特，別有一種「雅致」的風味，
於是這支花瓶突然從一段廢棄的竹節，蛻變成與彝鼎圖書並重的寶器。這樣一篇
單純寫竹節的文章，行文至此本就可以結束了，但這段竹節從無用之物，突然變
成受人看重賞識的花瓶，卻讓吳德功心有所感，接著便「生出一番大議論」，這
番大議論，總共蘊含了兩個人生的道理，可以用來教化讀者。他說：
於是嘆此物之所邅，非偶然也。夫是竹也，生於荒郊曠野，夾在諸竹內，
當其含苞出土，不能直幹參天，以鬱成此形體，是猶人背負龜駝，胸積儡
磈，生帶殘疾，固為斯物之不幸矣。然亦因此隱在荊棘中，為刀斧所不能
傷，為樵子所不易採，始能歷數十年之久，以成此堅貞之質，是為不幸中
之幸也。64
此處談到這段竹節，之所以外貌那般「拳曲離奇」
，如「人佝僂狀」
，主要是因為
它從小被包夾在許多竹子當中，導致它不能直直的往上生長，而鬱積扭曲成龜駝
之狀，這是它天生的不幸啊。不過話鋒一轉，吳德功認為，這種不幸反倒成為一
種幸運。因為這竹節，雖然被包夾在眾多竹子當中，以致於不能好好的生長，但
也因此「為刀斧所不能傷，為樵子所不易採」，而能順利存活「數十年之久，以
成此堅貞之質。」這可以說是「不幸中之幸也。」吳德功這一番的議論，正是在
告訴讀者一個道理，亦即世間之事，常是利弊互見，弊中有利，利中有弊，端看
我們從何種角度去思考。因此當我們未來的人生遇到困境時，不妨從正面的角度
去思考，說不定能讓我們看到另一種光明與希望，就像這段竹節的遭遇一樣。
除了上述那一番議論之外，吳德功又生出了另一番議論，教導了我們另一個
道理。他說：

63
64

吳德功，《吳德功先生全集‧瑞桃齋文稿》
，頁 59。
吳德功，《吳德功先生全集‧瑞桃齋文稿》
，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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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使不過予為之賞識，裁成器具，日為牧子農夫所踐踏，亦長溷於塵埃中，
此物亦難以表見。古人云：「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吾於此物，亦云然
也。65
這番議論，主要是傳達一個道理，亦即世間的人事物，必須要有人提拔賞識，才
能嶄露頭角，傳揚於世。就像這段竹節，若沒有吳德功賞識它，把它裁製成花瓶，
供人賞玩，它也只能天天「為牧子農夫所踐踏」
，長久「溷於塵埃中」
，而難以呈
現在世人眼前了。吳德功最後更引李白文句「一經品題，便作佳士。66」來為此
一道理作出最佳的詮釋。
透過上述對〈竹瓶記〉一文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得知，吳德功所謂求「真」
之外，再生出一番議論來的文學理念，究竟說的是什麼意思了。除了〈竹瓶記〉
之外，
〈放鳥〉
、
〈觀僵梅記〉
、
〈白鷺營巢林家記〉
、
〈桃李冬實〉……等多篇文章，
也都看得到這樣的寫作模式，看起來吳德功是一位能夠用實際創作來實踐文學理
論的文人。不過若是深入分析，這當中還是有所不足的，因為吳德功有數篇寫「景」
的作品，並沒有完全實踐這樣的文學理念。例如〈遊碧山巖記〉
、
〈遊龍目井記〉、
〈日月潭記〉
、
〈遊湖水坑記〉等作品，幾乎是純寫景之作，較無抒發議論以寄寓
人生道理的成份。且看其〈遊湖水坑記〉一文：
中部員林驛東偏，行三里許，有湖水坑焉。居民三四百戶，種菓子為業，
出產豐富。凡山南向者，宜於鳳梨；山北向者，宜於梅與桃李。澗邊遍植
龍眼雜菓。當殘冬時，梅花萬樹，或斜倚於高崗，或倒懸於絕壁。虬枝蒼
古，撲鼻清香。更有其華灼灼，其萼韡韡者，掩映其間，令人目不暇給。
坑內有泉一泓，四時不涸。居人竹筒引之，以供炊飲，清甘沁入心脾焉。
爰下輿徒步，由中幹直上，叠嶂層巒，起伏頓挫，彰化之幹龍也。登高向
西一望，則鹿港海口，船桅如幟。南看濁水溪，一帶如練。扶筇四顧，山
腰乳砂突出，丁進士壽泉封塋在焉。北有大崙坑，南有出水坑。由中幹西
行，至山窮處，中露一頂，小砂下垂，如兔兩翼，似鷹展翅，勢若摶兔，
故青牛僧名為鷹摶兔之穴。南下出水山，泉水涓涓，灌田數百畝，峰巒挺
峙，亦山明水秀之域也。
斯遊也，見山之奇，梅之古，夕陽西墜，眾鳥歸林，徘徊而不忍去，爰即
景而為之記。67
同上註，頁 60。
李白著，郁賢浩注譯，
《新譯李白文集》
，
（台北：三民書局，2017 年 6 月）
，
〈與韓荊州書〉
，頁
159。
67
吳德功，《吳德功先生全集‧瑞桃齋文稿》
，頁 97-98。
6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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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乃純寫景之作，描寫湖水坑本身及其四周之景色。辭藻麗贍，描繪細膩委曲，
其南北四方之景，歷歷如在目前，彷若一幅天然圖畫，確實符合吳德功所謂「真
景」之作。然而寫景之外，卻無吳德功所謂「凌空聳筆，生出一番大議論」的內
容。這是實際創作與文學理論有所落差的現象，但這種現象並不是嚴重的事，畢
竟文學理論只是一個文人勾勒出來的創作目標，真正能百分之百達成者甚少。例
如強調寫詩要「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
68

的白居易，也會寫出如〈花非花〉那般充滿隱語，朦朧難解的作品。所以針對

吳德功〈遊湖水坑記〉一類寫景之作，無法完全符合其文學理論的問題，我們也
不必過度在意，更何況在〈竹瓶記〉等多篇文章中，已經看到吳德功對於自身文
學理論的實踐成果了，我們以持平之心觀之即可。

伍、 古文創作的學習對象
吳德功在〈彰化同志學問研究會論作文法〉一文中談到，創作古文必須學習
名家的作品，不斷揣摩體會，必定有所收穫。其文曰：
夫為文之道，雖不拘成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學者輒恐合義理、詞章、
考據，始成為文，不便初學。然取法乎上，僅得其中，舉業家當，以此為
旨歸也。方今漢文凌替，幾如晨星，……本島滄喪變後，老成凋謝，能嗜
斯道者，亦如碩果之僅存。昨夜青年者學術研究會，惠然而來者四五十
人，……茍擇名家文而講肄之，並取《古文辭類纂》參考，必有所得。朝
夕互相揣摩，自可挽狂瀾於既倒，斯文庶可不墜乎﹗69
文中提到，學習古文應該「擇名家文而講肄之」；此外，還要拿《古文辭類纂》
來參考。
《古文辭類纂》是清代姚鼐纂輯的古文讀本，可見吳德功對姚鼐的推崇。
除了姚鼐之外，吳德功所謂的「名家文」，到底還有哪些人的作品？〈彰化同志
學問研究會論作文法〉云：
今世之言古文者，以唐宋八大家為法，敻乎尚矣。明以八比取士，精於斯
業者，惟歸有光、唐順之數人而已。至清初諸大老，如惠定宇、戴東原，
又以考據為尚，薄宋儒義理為迂疎。乾隆間，桐城姚先生姬傳，以古文名
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校，
《白居易集箋校》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12 月）
，
〈新樂府
序〉，卷 3，頁 136。
69
吳德功，《吳德功先生全集‧瑞桃齋文稿》
，頁 162-163。
68

66

吳德功古文創作觀點介析

家，私淑乎方望溪，親炙乎劉海峰，深造有得，著《惜抱軒文集》，並輯
《古文辭類纂》
，以為作文必合義理、詞章、考據三者，缺一不可。故其為
文源流兼賅，醇雅淵懿，一時師友授受，有朱梅崖、魯絜非、秦小峴、陳
碩士、姚石甫相繼而起，國史文苑皆有傳。咸豐間，曾侯滌生，文章、經
濟為一代宗匠，嘗謂：
「藩能知文字者，姚先生啟之也。」論作文法云：
「一
篇之中，提綱挈領，顧定主腦，私立課程，戒剽竊蕪雜，澀句僻字。」……
平居集古名人十餘人，以姚氏為殿，繪像崇拜，其景仰可謂至矣。70
文中所提到創作古文的師法對象，計有唐宋八大家、歸有光、唐順之、方苞、劉
大櫆、姚鼐、朱梅崖、魯絜非、秦小峴、陳碩士、姚石甫、曾國藩等十九人。唐
宋八大家，指的是唐代韓愈、柳宗元，以及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
曾鞏、王安石等八人，八人的古文造詣精深，明代茅坤，選輯了八人的古文作品，
名為《唐宋八大家文鈔》
（共 164 卷）
，
「唐宋八大家」的名稱遂流行於世，後世學習
古文，也常以此八家之文為師法的對象。

八家之後，明代古文家計有兩人被德功所標舉，一是歸有光，二是唐順之。
這兩人在明代古文流派中，被歸入「唐宋派」71，但也有稱之為「八家派」72。
歸、唐二人，在文學主張上，反對明代前後七子盲目尊古的復古風潮，反對模仿
蹈襲之弊，他們主張學習先秦兩漢散文之外，也要學習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他們
二人在明代即享有盛名，世人對他們的文章也有極高之評價。《明史‧本傳》稱
唐順之「為古文，洸洋紆折有大家風。」73黃宗羲則稱讚歸有光作品為「明文第
一」74。
進入清代後，吳德功首先提到的是方苞、劉大櫆、姚鼐三人。由於這三人都
是安徽省桐城人，所以世人稱呼三人及其門徒所建立的文學團體為「桐城派」，
他們三人則是「桐城三祖」。桐城派在清代可說是古文最大的流派，對文壇的影
響極深。尤信雄說：
桐城派方、姚諸老，氣清體大，以雅潔之文，號召天下，戶牖一開，海內
翕然，號為正宗，左右有清一代之文壇。75

同上註，頁 160-162。
詳見張夢新，《中國散文發展史》（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 月）
，頁 401。
72
陳柱說：「八家派，亦可名曰『反七子派』
，唐順之、茅坤、歸有光之徒主之。」見氏著：《中
國散文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 4 月）
，頁 274。
73
張廷玉，《明史》(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 年 11 月)，卷 205，頁 2228。
74
黃宗羲，
《黃宗羲全集‧南雷詩文集》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年 1 月）
，
〈明文案序上〉，
冊 10，頁 18。
75
尤信雄，《桐城文派學述》
（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 年 1 月，再版）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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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懷志亦云：
（桐城派）崛起於清康熙年間，衰亡於民國初年，前後綿延二百餘年，先
後歸聚作家一千二百多人，創立系統完整的散文理論，留下了極為豐富的
散文作品。在長達二千多年的中國古典文學長河中就流派而言，其持續時
間之長，作家人數之多，流衍區域之廣，影響薰染之深，堪稱絕無僅有。
76

桐城古文之特別，由上述兩段引文即可明白。桐城派習文，主張要秉承程、朱等
宋代儒學道統，尊崇秦、漢以及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對明代歸有光的古文亦極為
看重，其古文之成就，可比肩唐、宋而毫不愧色。桐城三祖對於桐城古文的建立，
各有其地位與貢獻。方苞乃桐城古文的創始者，劉大櫆是中繼者，姚鼐則是集大
成者。方苞論文，主張「義法」之說，強調「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
《易》之所謂言有序也。」77這代表「義」是著重在文章的思想內容，這種內容
主要是儒家經典教化與萬事萬物之理78；至於「法」，則是針對文章的寫作技巧
而說的。其〈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云：
惟《左傳》
、
《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然其
前後相應，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79
由上之引文可知，方苞義法說有得力於《左傳》
、
《史記》之處，引文中所言，屬
於「法」的部分，所指乃文章的寫作技巧。此外，其〈與孫以寧書〉云：「古之
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且認為文人應掌握「虛實詳略之
權度。」80以上兩篇文章所引錄的文字，所談皆是「法」的內涵，講的都是文章
的寫作技巧。
至於劉大櫆，除了擴大闡明方苞的義法說，他自己也在《論文偶記》一書中，
提出所謂「神氣」、「音節」之說，亦即從字句之細微處去求得音節（音律之美）
的軌跡，最後達到神（精神思想）、氣（文章氣勢）相合相應的境地。81後來的
桐城文人多數重視因聲求氣的作法，以及重視古文的吟誦與音律之美，這不能不
楊懷志、潘忠榮，
《清代文壇盟主：桐城派》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 年 8 月）
，頁 1-2。
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3 月）
，〈又書貨殖傳後〉，卷 2，頁 58。
78
方苞〈答申謙居書〉云 ：「若古文，則本經術而依於事物之理。」
79
方苞，《方苞集》，卷 2，頁 64。
80
同上註，卷 6，頁 136。
81
劉大櫆，《論文偶記》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 5 月）
，頁 3-6。
7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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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受到劉大櫆理論的影響所致。
姚鼐是桐城古文的集大成者，他論文主張義理、詞章、考據三者合一。其〈述
菴文鈔序〉云：
「鼐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
82

這種觀點，已經將文章的思想內容、寫作材料與章法技巧融合於一爐，他將宋

學之談道論理、漢學之考證，還有辭章之學兼容並蓄，揉合各家之長，擴大了古
文的門徑。不過此種揉合三種學術於一爐的理念，看似規模宏大，但實行起來卻
有困難，不易達成。王達敏說：
姚鼐欲令古文兼修三者（義理、辭章、考證），又將古文推入雜博境地，
這與其樹基純化古文之上的神妙說大為不諧。三者兼收，因在創作中難以
實現，而且也不為學壇各家所接受。83
王氏這段話，有相當程度的事實，所以吳德功在其〈彰化同志學問研究會論作文
法〉中，也曾提到「學者輒恐合義理、詞章、考據，始成為文，不便初學。」這
代表吳德功也看到姚鼐想融合三種學術以創作古文，在當時是受到人們的質疑的。
不過德功也為姚鼐說話，他認為姚鼐的理念雖然陳義較高，「然取法乎上，僅得
其中，舉業家當，以此為旨歸也。」84可見他還是認同姚鼐的理念的。
在姚鼐的古文理論中，還有另一項重要的觀點，那就是作文的八字訣。其〈古
文辭類纂序目〉云：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
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茍
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
終而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85
對此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周中明分別做出了詮釋，分析頗為
適切中肯。86此外，他認為這八字訣的貢獻，在於「它是從古文創作諸要素的客
姚鼐，《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9 月）
，卷 4，頁 61。
王達敏，《姚鼐與乾嘉學派》（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 年 11 月）
，頁 3。
84
吳德功，《吳德功先生全集‧瑞桃齋文稿》
，〈彰化同志學問研究會論作文法〉
，頁 162。
85
收錄於姚鼐編纂，王文濡評註，
《評註古文辭類纂》（台北：華正書局，1998 年 8 月），頁 31。
86
周中明認為，所謂「神」
，
「不只指作家的主觀精神，更是指文章對客觀事物本身的描寫，要達
到傳神入化的境界。」所謂「理」
，
「是指文理、脈理，即行文的客觀真實性和內在邏輯性。」所
謂「氣」
，
「指文章的氣勢。」所謂「味」
，
「指文章的風味、韻味、含蓄有味。」所謂「格」
，
「是
指各種不同文體的體裁、格局。」所謂「律」
，
「指行文結構的具體規律、法則。」所謂「聲」
，
「指
文章音調的高低起伏、抑揚頓挫。」所謂「色」，
「指文章的辭藻、文采。」詳見氏著：
《桐城派
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 年 7 月）
，頁 242-244。
69
82
83

真理大學人文學報第二十二期

觀要求出發的，具有較強烈的客觀性和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可在很大程度上避
免作家主觀思想上的局限性。」87事實上，姚鼐這八字訣的部分觀念（神、氣、
聲）
，與劉大櫆提出的「神氣」
、
「音節」之說，是相契合的。而且姚鼐認為「神」、
「氣」
，屬於「文之精也」
；
「聲」
，屬於「文之粗也」
，這與劉大櫆所說：
「神氣者，
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88觀念亦是相近，由此也可看出二人
之間的傳承關係。
在姚鼐之後，吳德功提到值得吾人學習的古文名家，還有朱梅崖、魯絜非、
秦小峴、陳碩士、姚碩甫、曾國藩等人。其中朱梅崖，本名朱仕琇，字斐瞻，梅
崖為其號。朱仕琇是江西建寧府人，進士出身，曾當過縣令與府學教授，後於鰲
峰書院講學，門弟子眾多，羅有高、魯絜非皆其高足。朱仕琇與姚鼐年紀相當，
但與姚鼐沒什麼往來。朱氏為文，以韓愈為宗，其云：「文者，貫道之器」89，
和韓愈主張以古文宣揚儒家之道近似；至於論學，則以朱熹為師。朱氏雖非桐城
派文人，但治學觀點與桐城派極為相近。
至於魯絜非跟陳碩士，同為江西省新城縣人，兩人為舅甥之關係。魯絜非，
本名九皋，一名仕驥，絜非為其字，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絜非曾問學於姚鼐 90，
並令其外甥陳用光拜於姚鼐門下，桐城文風因此傳到江西新城，之後也孕育出不
少作家。91但魯絜非雖然曾問學於姚鼐，但他其實是朱梅崖的學生，所以其古文
之關節血脈，多數是承自朱氏的。其〈答徐虞尊書〉云：
「梅崖先生，某之師也。
某之所以為文，受之於梅崖先生者也。」92另一位古文明家陳碩士，本名用光，
嘉慶六年進士。陳用光是魯絜非的外甥，由於曾師事姚鼐，其古文自然具有桐城
身影，但他在〈朱梅崖先生畫像記〉一文中，自陳：
癸丑歲，余從姚（鼐）先生于鍾山書院，受古文學已歸。而溯其始，非余
舅氏（魯絜非）之誨，及嘗私淑于先生（朱梅崖）
，固無由知古文學也。93
由這段話可知，陳用光的古文，實是融合桐城派與朱梅崖一系之文風而成。
接著是秦小峴與姚石甫。秦小峴，本名瀛，號遂庵，小峴為其字，江蘇省無
錫人，曾任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刑部右侍郎等重要職務，著有《小峴山人詩
同上註，頁 242。
劉大櫆，《論文偶記》
，頁 6。
89
朱仕琇，
《梅崖居士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12 月)，
〈吳懋紫制義序〉
，卷 19，
頁 361。
90
趙爾巽《清史稿‧本傳》云：
「嘗從鼐問古文法。」見是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77 年)，
卷 485，頁 13396。
91
詳見魏際昌，
《桐城古文學派小史》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 年 4 月）
，頁 137-147。
92
魯九皋，《山木居士文集》，清乾隆末年著者手定底稿本，出版時地不詳。
93
陳用光，《太乙舟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12 月）
，卷 4，頁 570。
8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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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
。對於他的古文，劉聲木有如下評論：
及見姚鼐，受古文法，深有契合。其為文，淵懿純雅，不染塵氛，清婉有
味，深得古文義法，得此道之正宗。94
可見秦小峴亦屬桐城文人，為姚鼐弟子。至於姚石甫，本名瑩，石甫為其字，號
明叔，嘉慶十三年進士，安徽桐城人，累官至胡南按察使，也曾擔任臺灣海防同
知、噶瑪蘭同知。姚瑩除了是姚鼐的侄孫，也是其弟子。由於姚瑩是姚鼐侄孫，
曾親受姚鼐指點古文法，但姚瑩的學問，除古文之外，亦擅長經世致用之學。他
曾提出古文寫作有四個要點，其云：
要端有四：曰義理也，經濟也，文章也，多聞也。95
他將姚鼐所說的「考證」
，擴大成「多聞」
，此外再加入「經濟」一項，可見他治
學是重視經世致用的。因此其於古文之理念，雖有承自於姚鼐者，亦有自出機杼
者。
最後是曾國藩。曾國藩，字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以平定太平
天國有功，受封為一等毅勇侯，後卒於兩江總督任內，著有《曾文正公文集》。
在古文的發展上，曾國藩被視為清代湘鄉派的開創者。曾氏雖未直接受業於桐城
派，但他研習古文卻以方苞、姚鼐為宗，具有私淑的關係，湘鄉派可視為桐城派
的旁支。關於曾氏私淑桐城之事，其〈聖哲畫像記〉云：
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96
由上述引文可知，曾國藩的古文，誠有習自桐城之處。然曾氏對於古文的創作理
念，實有比桐城更恢宏之處。如其合義理、經濟、考據、辭章為一體，就是在姚
鼐的立論上，增加了「經濟」一項，以期能匡時濟世，挽救當時國難日熾的時局。
此外他主張古文的風格，有陽剛與陰柔之美，這說法雖承自姚鼐97，但他的立論
卻更見精細。最後他將陽剛之美分為「雄、直、怪、麗」四者；陰柔之美分為「茹、
遠、潔、適」四者，然後再針對這八者，各以十六字贊之，例如「雄：劃然軒昂，
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
（合肥：黃山書社，1989 年 12 月）
，頁 173。
姚瑩，《東溟文集‧外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
，
〈與吳岳卿書〉，卷 2，頁
449。
96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詩文》
（長沙：岳麓書社，1995 年 12 月）
，頁 250。
97
姚鼐談文章陽剛與陰柔之美，可參考其〈復魯絜非書〉。見氏著，
《惜抱軒詩文集》，卷 6，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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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棄故常；跌宕頓挫，捫之有芒。」98從上述的簡要說明可知，曾國藩雖私淑桐
城派，但他能審視時代的變化，以及發揮自身的才學，在桐城古文的基礎上再行
擴展，這也讓已聲勢漸弱的桐城古文，又得到一波的復振。99吳德功對於曾國藩
的成就，也非常的推崇，是以說他「曾侯滌生，文章、經濟為一代宗匠。」
看完本小節的說明可以了解，在吳德功的理念中，古文習作的師法對象從唐
宋八大家到曾國藩為止，計有十九人。這十九人在中國古文的發展史上，都各有
其可觀的成就與地位，可見吳德功的眼光有其獨到之處。在選擇古文名家之餘，
吳德功也提及古文選本的擇取，可以採姚鼐所編纂的《古文辭類纂》為教材，正
所謂「茍擇名家文而講肄之，並取《古文辭類纂》參考，必有所得。」是也。

陸、

結論

吳德功的古文創作觀點，雖未如其《瑞桃齋詩話》成一專著，而是零散分見
於各古文篇章中，但仔細蒐羅尋索後，將之歸納類分，亦頗具內容。其中關於古
文創作的起源，他認為是文人際遇不佳後，反而能刺激創作，或是沉潛於創作，
這與韓愈所謂「不平則鳴」，本質上是一致的。另外；關於創作的主題選擇，他
認為應該要選擇具有奇特性的主題來書寫，不要寫太平凡瑣碎的事物，否則作品
難以流傳久遠。至於「古文創作的基本素養」，他認為應該要做好品德的修養，
人品好，文章就會跟著好；此外，也要多讀經、史文獻，這樣創作時才能言之有
物。以上所提到的觀點，基本上與歷代文人的說法沒有太大分別，這些論點具有
一種延襲性。
至於吳德功提到古文創作在求「真情」
、
「真景」的同時，最好還能夠「生出
一番大議論」
，這樣文章會「更佳」
。這種觀點在前人的文論中鮮少得見，畢竟在
古文作品的分類中，寫景、言情、議論……等各類型的文章，彼此之間是可以各
自獨立的，但吳德功卻認為，不論是言情或是寫景，最好都能抒發議論，這是將
「議論」強加在其它類型的作品上頭了，這種觀點頗具獨特性。對於他這種說法，
筆者在上文中即以他自身的古文作品進行實際檢驗，我們發現他有多篇作品是符
合這種論點的；但也有部分作品，是純寫景之作，內容並沒有「生出一番大議論」
來，可見文學理論與實際創作之間，有時還是無法完全契合的。
最後他提到古文創作時，要懂得學習古文名家的作品，他舉出十九位可以讓
學子觀摩學習的古文作家，這當中的唐宋八大家、歸有光、唐順之、方苞、劉大
櫆、姚鼐、姚瑩、曾國藩等人，可說都是明、清時期大家耳熟能詳的古文大師，
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日記〉卷下，頁 8。
針對曾國藩振興桐城古文之事，尤信雄說：
「蓋曾氏矯桐城之病，多興復改革之功，而終能變
化以臻於大。」見氏著《桐城文派學述》（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 年 1 月，再版）
，頁 80。
98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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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朱梅崖、魯絜非、秦小峴、陳碩士等四人，在中國散文史上，被關注到的情
形就少了許多。其中朱梅崖與魯絜非，在清代並不屬於任何文學流派；至於秦小
峴與陳碩士二人，則隸屬於桐城派。在陳柱《中國散文史》中，有寥寥數語提到
秦小峴、陳碩士二人100，其他散文史對此四人幾乎是未加著墨。若仔細搜尋與桐
城古文相關的研究專著，偶而會看到與此四人有關之探討，但次數真的很少。101
在這種情況下，吳德功還視此四人為學習古文的觀摩對象，可見他很有自己的見
解，並非隨他人起舞之輩。要不然，就以桐城弟子而言，秦小峴、陳碩士二人，
在古文名氣上，是遠不如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劉開四人的102，但此四子，吳
德功均未取，而是獨鍾於秦小峴與陳碩士，可見吳德功對於古文的鑒賞，有他自
己的定見。正因為有這樣的定見，對於古文創作理論的開拓，才能發展出更多的
可能性，也才能為後代學習古文或研究古文者提供更多元的視野，以及更寬廣的
思考角度。

陳柱，《中國散文史》
（北京：新華書店，1998 年 4 月）
，頁 291。
魏際昌《桐城古文學派小史》，頁 137-141，有論及朱梅崖、魯絜非、陳碩士。劉聲木，
《桐城
文學淵源‧撰述考》
，頁 160、173，有論及秦小峴、陳碩士。楊懷志、潘忠榮，
《清代文壇盟主：
桐城派》
，頁 270-273，有收錄陳碩士〈送劉孟涂南歸序〉一文，並予以注釋、導讀。
102
此四人為姚鼐高足，號「姚門四傑」
。亦有去劉開，而代之以姚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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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e-kung Wu’s Theories of Classical
Writings
Tien Chi-Wen
Abstract
Te-kung Wu was a classicalist in Changhua with excellent achievements in
both poetry and ancient writings. In 1891, Bureau of General Records of Taiwan
Province hired Te-kung Wu to act as the chief editor of “General Records of
Changhua.” Apparently, his literary talents won the recognition of general public.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concerning Te-kung Wu analyzed his poetry and poetic
discourses. Other several studies investigated his ideas and life philosophy. Only a
few studies investigated his works of ancient writings, and none of them investigated
his theories of ancient writings. Therefore, the author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is issue
and arrange Te-kung Wu’ theories of ancient writings as reference for readers. After
careful search and exploration, the author found out relevant theories of ancient
writings from various works of ancient writings by Te-kung Wu and classified and
arranged them. The content included the following 4 parts: “origin of creation of
ancient writings and selection of themes,” “basic literacy of creation of ancient
writings,” “[authenticity] and [discussion] focused in creation of ancient writings,”
and “learning objects of creation of ancient writings.” This study intends to probe into
these 4 part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n this study will clearly outline the
Te-kung Wu’s theories of ancient writings.
Keywords: Theories of Ancient Writings, Te-kung Wu, Juei Tao Chamber
Poetry Anthology, Traditional Han Language, Changhua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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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肇政的現代主義實驗與小說觀－
從〈大機里潭畔〉談起
錢鴻鈞

摘 要
鍾肇政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現代主義脈絡中，代表著後進國家對於世界文學
的再學習，極思追趕前衛技巧的模仿。鍾肇政的短篇小說創作歷程有一段現代主
義時期，他的小說觀並非是一味的模仿而已，他有他獨特的小說觀，這是本文要
探討的。
本文將以〈大機里潭畔〉為例，並比對幾位評論者對鍾肇政的評論，歸納出，
作者建構一個逝去的不可追尋的童年之夢，夾雜著亂倫的驚駭內裡。一般讀者除
了對於筆觸不以為然外，更希望作者能夠挖深亂倫的部份，可是這並非鍾肇政所
追求的趨向，因為若此道路，必然就會淪為〈阿夏家的沒落〉的模仿的趣味。
本文透過對愛倫坡與海明威跟鍾肇政小說的比較，發現了鍾肇政表現那種哀
愁的世界，屬於台灣泥土的融合了異國的情調、台灣的歷史背景，還有鍾肇政個
人的病與對於愛情的憧憬，而構成的永恆的唯美境界，這是鍾肇政所切出的人生
斷面，也是永恆的世界。
總之，鍾肇政的小說觀想要創作出一種根植於台灣的現代主義，或是說土俗
與現代技巧結合，或者說有泥土味的現代主義。思想上，仍是以台灣人的立場、
角度與歷史現實出發，來尋求現代主義思想或技巧上的融合。
關鍵字：現代主義、小說觀、風格、鍾肇政、大機里潭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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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鍾肇政 153 篇短篇小說的作品中，可以觀察到鍾肇政在技巧上的成長軌跡，
也可以看到鍾肇政在思想上的變化，兩者都可以作為研究鍾肇政長篇小說的基礎。
不過，不僅在鍾肇政個人的創作歷程的探討，甚至在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下來看鍾
肇政的短篇小說的發展，也是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特別是在 1959 年開始，鍾肇
政開始集中於心理小說的創作，可以對台灣文學史由日劇時代的超現實主義的新
詩的脈絡、或者 1950 年代的橫的移植的新詩論爭、1960 年代《現代文學》所引
進的現代主義風潮，以及最新談到的結合鄉土與現代的《文學雜誌》的脈絡之外，
鍾肇政、文心，甚至李喬、鄭清文之後的台灣作家的現代主義，特別在《台灣文
藝》中所集結的台灣作家，如何回應向世界文學學習的現代主義創作路線，這是
相當被忽略的。
基本上鍾肇政走向現代主義技巧的學習，或者從習作走向實驗性作品是很直
接的。與日據時代標榜現代主義作家的心理類似，都是要與世界接軌。只是某些
作家一開始就要走前衛路線，而有些作家雖然也同樣向世界文學學習，但是仍認
為寫實主義的風格比較適合他的題材與風格，以及與風格、題材相應的技巧，如
鍾理和也有〈蒼蠅〉這樣的新感覺派作品。
在鍾肇政立場上，台灣戰後早期所標榜的現代主義不僅與台灣文學所標榜的
泥土味不同、或者葉石濤所批評的脫離台灣現實。那是否是一種創作，還僅僅是
模仿，鍾肇政是持懷疑立場的。最新的評論認為那些現代主義也是台灣文學史的
一部分，筆者也認同，但是是否超越了被歸類為寫實作家的文學貢獻與美學價值，
就見仁見智。而若認為那些現代主義作品，仍是與現實相關，而認為那是回應了
白色恐怖的作品，這個連接上就有點誇大了。基本上那些作品並未具反抗性，甚
至也未逃離時代，而是迎合美國文化的進口潮流。這個觀點可以參考廖偉竣的論
文，基本上他認為《現代文學》所反應的族群性格在人文價值上是相當負面的。
1

不過，鍾肇政確實受到台灣所謂的現代主義潮流的激盪，只是他是冷眼、不
服氣的方式，認為自己不輸人、自己也會這樣的心態來創作。當然，也是他個人
的創作歷程，必須面對世界潮流的問題。那麼，他如何因應呢？也就是「台灣文
學有台灣文學的特色」這樣的主張。進一步講就是「現代技巧與土俗的結合」。
鍾肇政在給李喬的信上說：

廖偉竣（宋澤萊）
，〈台灣存在主義文學的族群性研究──以外省人作家與本省人作家為例〉
，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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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文我的理想中是「台灣的」
「新的」
，、、、、、我的試驗作品，在土俗
之中注入「新」意，「中元」、「大機里」等莫不如此。2
土俗指的是鄉土題材、方言的應用。現代指的是意識流、內心獨白的技巧。
思想上乃是生死與性的探討，而所謂的現代性，在啟蒙的意義上，進一步的在生
命的存在與荒謬，在生死與性意識的思想探討與題材，可以說是一拍即合的。因
此，除了鍾肇政個人在生死與性的經驗的體驗上，台灣在太平洋戰爭的歷史經驗，
是可以作為創作所謂現代性實驗作品的背景的。
本文分五節，除「前言」與「結論」外，第二節先整理鍾肇政在現代主義實
驗性短篇作品的創作歷程。而這個議題有關的評論，首先是葉石濤所開始，然後
是鄭清文、彭瑞金零星的評論踵其後，近來有陳芳明有了之前的更深入討論的看
法。至於第三節，將對先前研究者的回應與討論，並探討鍾肇政對西洋文學的吸
收與創新，以建構其小說觀與風格。第四節針對〈大機里潭畔〉探討，並以此篇
如何與外國文學的影響開始來討論，以及這篇作品的題材來源，最後回應前人研
究，並在鍾肇政的小說觀與文學風格之下重述〈大機里潭畔〉的文學表現。
透過本文的研究，將能對鍾肇政在現代主義小說的創作歷程，與鍾肇政的小
說觀做瞭解，並從〈大機里潭畔〉詳細的檢視鍾肇政在現代主義作品中表現的實
際狀況。

貳、

鍾肇政現代主義小說的創作歷程

鍾肇政在 1959 年左右開始了意識流或者是新感覺派的技巧的磨練。基本上
意識流與內心獨白是屬於現代主義的技巧，是延續寫實主義的心理分析外，再加
上佛洛依德心理學，在潛意識、夢、性方面的敘事分析與題材的掌握。鍾肇政模
仿海明威的部份就等於是現代主義的範疇中。而模仿愛倫坡的部份，是象徵主義
的範疇中。也就是間接的進入心靈、神祕的世界中。藉由外在的感官的描繪的方
式。這種象徵主義到了日本文學中，就成了新感覺派。如鍾肇政在 1961 年寫的
短篇〈陀螺〉
、
〈雲翳〉
、
〈欄邊〉
、
〈雨雲〉
、
〈窗前〉等等就是表現一種心像，就是
屬於新感覺派所強調的通過剎那的感受表現人的內面神祕心靈。
幾篇鄉土小說以現代心理分析，表現戰爭後遺症或者心理病症、瘋狂的作品
如 1959 年 4 月就寫就的〈摘茶時節〉
，之後有 1961 年寫的〈殘情〉以及〈初戀〉。
三篇中的〈摘茶時節〉創意來自於美國電影《鴛夢重溫》（Random Harvest）之
情節，原著乃是說 1918 年的所發生事情，原著作者為 James Hilton，作品風格，
2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25》（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
，頁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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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而浪漫。劇情中的聲音大聲，刺激病人，這部分也為鍾肇政所模仿。然後男
主角是那麼怕失憶的女生回覆記憶，忘記兩人的愛情甚至已經有小孩。這部份也
是在電影劇情、原著中發生。鍾肇政就是改變失憶症為女生，而非男生。若以作
者意圖來猜測，筆者認為女生是那麼深情的愛著男性，這正是作者鍾肇政希望的，
有一個女生能夠這麼愛他。這在鍾肇政在長短篇所設計的情節中很常見。可稱為
初戀失敗的補償作用。當然，也是一個女性崇拜者的所普遍的投射。
〈初戀〉為鍾肇政個人中學經歷當背景，愛情方面則純虛構與遐想，之後擴
大為《八角塔下》的下半部劇情。〈殘照〉這篇作品的題材則來自鍾肇政的文友
寄來的一兩年間的信件，基本上這些語言表現是相當通俗的。這類純精神分析的
小說，倒是於 1962 年發表的短篇〈金子與蟑螂〉比較成功，之後鍾肇政就不處
理這類直接架構在心理學的作品了。
而在語言上的斷裂與扭曲的方式表現，卻是到了 1964 年之後在《台灣文藝》
中所發表的，在這裡鍾肇政直接以語言來模擬瘋狂與內在意識的思考方式，鍾肇
政才被注意到他也有現代主義小說的表現，但是實際上在心理分析的探索上，在
性與死的題材的發揮，是更早的階段。
而 1962 年水晶所發表的〈沒有臉的人〉在文壇上掀起批評。引起鍾肇政的
注意與刺激。鍾肇政認為那並非是創作而僅僅是模仿。如何將現代主義引入台灣，
並且有台灣特色的現代主義，鍾肇政做了各種的嘗試，基本上就是將土俗的題材
配上現代的技巧來處理。這方面在長篇的創作，等於是意識流技巧的試寫，有
1962 年 8 月就已經開始構想的《大壩》
，還有在 1965 年 2 月完成的《大圳》
，採
取時空交錯，內在心理獨白的方式表現。短篇的則有如文心所說的鍾肇政作品〈簷
滴〉
、
〈熔岩〉嘗試了意識流的寫作。鍾肇政自稱是心靈的，或者是剎那的，或者
是偶然的，把那心靈的閃現之頃刻撲捉住，那是在 1959 年代的〈簷滴〉
、
〈梅雨〉
與〈兩塊錢〉，分別表現丈夫、妻子、酒鬼的複雜矛盾的瞬間閃現的內心世界，
或者說是心理動態過程，不管是形成的或者是經過當中的矛盾。
鍾肇政對於意識流有他自己的體會，也就是不龐雜，他說：
儘管龐雜較近乎真。其實所謂寫實，也並不全是「真」一字可以代表，這
真，稿在紙筆上，必須經過藝術的安排。—也就是取捨與排列，務必有個
「有機的」關聯。3
可以說，寫實並非是反映現實，只是一種技法、一種風格，一種過去時代的
思潮。鍾肇政求「真」還是目標，精神層次、靈性世界的真。基本上鍾肇政的小
3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26》（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
，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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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觀是介入社會、人生的。是建構一個人生片斷，或者是一個宇宙。並非寫實反
映、浪漫、現代，可以一語道盡。如何維持各種思潮與技巧，而與題材思想，維
持一個平衡點。而成為一個結構與有機的關聯，這個平衡點的安排，也就是鍾肇
政所謂的藝術。當然這個藝術之意，並非僅僅是巧思、安排，還是達成作品之後，
作品的整體呈現的純美境地，或者就是藝術的世界。
除了死亡方面的現代性表現，還有另外一個現代性題材則是性問題的探討上。
由於 1963 年郭良蕙發表《心鎖》引發文壇圍勦。這引起鍾肇政的不滿。鍾認為
其罪不致死，甚至這方面的題材應該是要嚴肅面對的，而非染紅、染黃，甚至人
身攻擊。也因此，鍾肇政在 1964 年 4 月 1 日《台灣文藝》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
是〈溢洪道〉，討論了女性觀點中的情慾心理。這多少有點騎士精神、為郭良蕙
打抱不平而以創作來聲援她的心態。當然，鍾肇政個人探索這類題材，也是對自
己的突破。
早期鍾肇政討論比較多的是生死的大事，後來的短篇是將性與死綜合的探索。
這兩個主題原來就是現代主義的題材範疇，最常被作家來處理的。這方面的作品
有〈道路、哲人、夏之夜〉
、
〈闇夜、迷失在宇宙中〉
、
〈在那林立裡〉
，延續著〈溢
洪道〉性與死的主題。但是文字表現已經是為了要顯示台灣人也行、台灣作家可
以更精采，顯示與如水晶那樣的作品對抗的姿態。類似的筆法還有〈骷髏與沒有
數字版的鐘〉
、
〈長夜行〉
，這兩篇就單純處理死的問題。有關文字的扭曲與斷裂，
就數這五篇了，都是 1964-1965 年間的作品。
每一節以不同時空來交錯的結構，現實與虛幻、想像的方式構成的小說，除
了 1967 年發表的〈大機里潭畔〉
，還有 1966 年的〈中元的構圖〉與〈細雨夜曲〉。
鍾肇政在這些作品就放棄了上述的過於尖銳與斷裂的文字表現方式，改以更為平
實的語言，僅在時空的扭曲與對照之下來進行敘事。該實驗性小說出版時，鍾肇
政曾擬總題為「大機里潭畔」
。4可見此篇之敘事結構與〈中元的構圖〉是相近的。
只是前者清淡、虛幻，後者雄渾、瘋狂。最後仍訂名為後者，想來是口味比較重，
適合讀者與出版商吧。
其後還有 1968 年的〈雲影〉又是一種時空交錯的變形，將幾次的幻影，直
接融入現實生活的主線中。之後還有類似作品在 1969-1971 年間發表的〈那天－
我走過八吉隧道〉、〈山路〉、〈豪雨〉，更將穿插的記憶與現實融於無形當中。
最被研究者提起的這類作品則是在 1973 年發表的〈阿枝和他的女人〉
，以及
1978 年發表的〈白翎鷥之歌〉
。前篇是表現瞎子的內心世界的意識流動，語調相
當沈潛，配合看不見的人作為描述對象，讀者的眼光完全停留於瞎子的內在世界
中，甚至是瞎子的觸覺感受中。表現功力已經如火純青。
4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25》（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
，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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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白翎鷥之歌〉更為有趣的是不僅以動物作為敘事者，交叉的回憶與現
實，最後聽著聽著老人的聲音，然後將白翎鷥的動物聲、人聲融為一體。同時期
的還有，在 1978 年於〈現代文學〉與〈中外文學〉發表的姊妹篇〈屘叔和他的
孫子們〉、〈屘叔〉。之後除了原住民短篇小說的創作，題材特意，技巧圓融，顯
得內容相當飽滿。但後來又出現一篇〈迷你車與女孩〉，富於現代心靈的陰影，
顯現了相當可怕的罪與罰的恐怖世界中，鍾肇政製造了令人有無限聯想的空間，
值得加以注意。
鍾肇政從新感覺派小說，過渡到現代主義小說，多少受到台灣現代主義思潮
的刺激才加緊速度表現自己早已領略到的技巧。並且提出自己對創作的看法，也
就是台灣土俗、歷史與現代技巧的結合，而非一味的模仿西方人。由上述綜觀鍾
肇政的現代小說創作歷程，對於鍾肇政把握台灣文學有台灣文學的特色的小說觀，
將有莫大的幫助。

參、

〈大機里潭畔〉的前人研究與鍾肇政小說觀

（一） 前人研究
基本上葉石濤的開山之作，對鍾肇政的實驗性作品的研究，至今無人能夠超
越。實驗性作品的說法，僅僅是鍾肇政的客氣，對於自身創作歷程的描述。其他
作家不講實驗，而直接被當成創作作品，當然鍾肇政也值得這麼被對待。
葉石濤點出鍾肇政受到海明威與愛倫坡的短篇小說的影響。而海明威背後的
思想是：「一套心理創傷，脫離社會和法規，迷失的一代的所有十字架。」技巧
上則是：「以現實的時間和過去的時間交錯出現的手法，成功地把外在世界和內
在感受統一了起來，構成一幅色彩明亮的畫面。」「當這情婦離去的那孤獨的時
刻，這作家的以往生活情景的碎片以「內底獨白」的手法，斷斷續續地重現了。」
5

葉石濤並說在思想上、技巧上這些也都非海明威獨創。暗批 1960 年代當時，以

所謂的現代主義揚名文壇、自我褒貶、津津樂道的作家，是如何的滑稽與荒謬。
而他認為鍾肇政的實驗性小說呢？
但他在這技巧裏注入了新生命，把它造成頗富於民族風格和鄉土色彩旳表
現方式，去蕪存菁，賦予嶄新的面貌。這在〈中元的構圖〉這一篇小說裏
最明顯地看得出來。我們可以說鍾肇政把這手法改變為頗能適合他一己的
稟賦的一種表現方式，變成了他底血肉。現在我們先來看看他集子裏的另

葉石濤，
〈論《中元的構圖》〉
，收錄於《葉石濤作家論集》
（高雄：三信出版社，1973 年 3 月）
，
頁 18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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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小說〈大機里潭畔〉
，這小說雖不能說是這短篇小說集中最好的小說，
但可能是最精彩，形式旳意念最歐化的一篇。而且這一篇小說的情節和氣
氛，有某種因素同我們平凡人很常識的思維傳統有些格格不入。6
除了將這手法改變為適合鍾肇政一己的血肉外，葉石濤還說在〈大機里潭畔〉
的大廈，其神祕的外貌與情調的表現，受到了影響：
頹廢和耽美氣氛彷彿出自於愛德加‧愛倫‧坡的小說「鳥舍家的滅亡」
（The
Fall of the House Usher）那房屋的怪誕和陰慘。當然欲使這大廈有真
實感而富有濃厚鄉土色彩，鍾肇政把這一座出奇的建築物放置在大機里潭
畔實實在在的風景裏以加強它的現實性。7
但是，葉石濤更重要的是點出了鍾肇政小說中的鄉土色彩。以及葉石濤認為
感人的卻是愛情的部份：
我們之所以讀了「大機里潭畔」而引起微微不安的，並不限於這舞臺的海
市蜃樓般的非現實性，還有的是那主角和他底妹妹麗仙摯愛之間，有某種
曖昧神秘的感情成份在流瀉的緣故。、、、、日常生活瑣屑的齷齪事務是
一劑良藥，我們大多數人，到底會從心理創傷中痊癒，把傷痕淡忘了。然
而，在鍾肇政的這一篇小說裏他提示的是一個異常的例子；病態的愛和病
態的執著。這好比是佛洛伊德學派的精神分析家的臨床報告。
葉石濤不斷的在評論中一方面呈現鍾肇政作品中接受了海明威與愛倫坡作
品所影響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強調了鍾肇政在思想上的獨創性：
鍾肇政的世界和海明威的世界是大相逕庭的。構成鍾肇政小說的世界裡最
重要的支柱之一，是傳統的民族靈魂，古老的倫理道德。這倫理道德也就
是鍾肇政在這小說裏的法規。、、、、鍾肇政的這篇小說並不迷失，他這
裏也有一套法規，儼然存在，而且是基於美德的法規。姐姐的獻身和犧牲，
主角的友愛，妹妹的柔順服從，傳宗接代的思想，無一不是我們民族賴以
生存的倫理道德。而主角之所以由心理創傷而選擇死亡，與其說由於他心
葉石濤，
〈論《中元的構圖》〉
，收錄於《葉石濤作家論集》
（高雄：三信出版社，1973 年 3 月）
，
頁 182。
7
葉石濤，
〈論《中元的構圖》〉
，收錄於《葉石濤作家論集》
（高雄：三信出版社，1973 年 3 月）
，
頁 18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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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極端疲勞，毋寧說是他自覺他背叛了這法規，認真又超人地苦悶旳結
果。8
以及葉石濤點出鍾肇政其他的特質：
富於強烈的心理底紀實性（Documentary）和地域性（Regionalism）色彩。
這篇小說由主角的過去時間裏的獨白裏正確地捕捉了臺灣的時代，社會的
遞嬗。這主角在日據時代末期曾經被迫投入於日本軍隊，備受日本人的壓
迫和虐待。他底肺病也起因於太平洋戰爭時的摧殘。造成這主角的死亡，
其原因的一大部份應歸咎於皇軍虐待臺灣青年的殘暴措施。而這本省特殊
的歷史和風物的確是決定這小說不流於東施效顰，充分地流露著民族風格
的因素。這小說在結合民族傳統和舶來技巧的嘗試上樹立了一種不可忽視
的典型。9
茲所以不厭其煩的引述葉石濤的論點，主要的是要將陳芳明幾乎是不同角度
的方式來評論鍾肇政的實驗性小說，以作品不成功來做結論。其理由為何呢？首
先陳芳明也是先從葉石濤評《中元的構圖》作為先行研究的討論。既然陳芳明同
意葉石濤指出了鍾肇政小說中有海明威的技巧特色，可是為何說是流於「泛論與
誇張」呢？10而鍾肇政依靠日譯習得現代主義作品的思想與技巧，相對而言白先
勇與王文興為主的《現代主義》作家群，又不是在片斷與選擇性的閱讀與學習西
方文學技巧呢？就閱讀量而言，我們何以知道鍾肇政閱讀的量比較少，吸收因為
是間接的，而有所不如呢？在這裡將葉石濤與陳芳明兩位對鍾肇政在現代主義小
說的開創性評論，加以論述，是非常有意義的。
而鍾肇政所譯的安部公房的《砂丘之女》為 1967 年，恰為〈大機里潭畔〉
的年代。雖然說《砂丘之女》在 1962 年於日本出版，鍾肇政可能已經於當時閱
讀到了，可是整個《中元的構圖》大都為 1967 年之前至 1964 年所發表，我們很
難說整個《中元的構圖》簡單的受到安部公房的影響，當然也是極有可能，並且
其他影響來源應該更廣才是。但是，葉石濤卻精確的指出〈大機里潭畔〉裡有海
明威與愛倫坡作品的影子。意識、結構上為《砂丘之女》影響的應該是〈在那林
立裡〉
，或者表現消失在都市中的《燃燒的地圖》更為接近。在 1960 年鍾肇政給
葉石濤，
〈論《中元的構圖》〉
，收錄於《葉石濤作家論集》
（高雄：三信出版社，1973 年 3 月）
，
頁 183。
9
葉石濤，
〈論《中元的構圖》〉
，收錄於《葉石濤作家論集》
（高雄：三信出版社，1973 年 3 月）
，
頁 185。
10
陳芳明，〈鍾肇政的現代主義實驗－《中元的構圖》的再閱讀〉
，收錄於《大河之歌－鍾肇政
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3 年 12 月）
，頁 31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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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清文的信中，鍾肇政自剖了他的學習來源：
在小說已到了日暮途窮的現在，「心理」一定是唯一的出路。而有個了不
得的天才，為我們剖示一種心理，供我們觀摩，一定對我們是會有幫助。
今後，我就想在ドストエフスキー，スタンダ—ル到ラデイゲ—這一系列
的心理分析和ヂヨイス的意識流一起研鑽，也許可以尋出一條道理吧。

11

有趣的是，陳芳明也指出鍾肇政的現代主義小說構造出來的故事是非常鄉土、
非常歷史。但是比較朱西寗的《鐵漿》是造成一種突兀的錯愕的美感，而鍾肇政
的「發明」的作品：
「置放在鍾肇政的文字生涯的脈絡，是一種稀罕而離奇的存
在。」12
接著陳芳明分別對《中元的構圖》的十篇短篇中，選擇了六篇做分析，特別
他選擇〈中元的構圖〉〈大機里潭畔〉探討的結論如下，在〈中元的構圖〉的批
評結語：
不過，鍾肇政的文字技巧，似乎難以表現現代小說的精神與精確。在表現
層次上，他仍然被寫實主義的反映論所羈絆。冗長的文字與過多的敘述，
反而使「構圖」的影像落於過剩的言詮，也使象徵與隱喻失去了力道。13
而對〈大機里潭畔〉是：
現代主義原是在探索人的真實，暗藏在內心的慾望與想像，往往具有悖德
的傾向。悖德議題的開發，乃在於對世俗權力與傳統規範進行挑戰，這正
是現代主義最具爭議、也最引人入勝之處。現代主義者在處理道德倫理時，
就是為了探測人性的脆弱與黑暗。鍾肇政面對這樣的議題時，表現得非常
自我壓抑，以致使故事在恰當的地方能夠開放與突破之際，反而變得保守
與退縮。現代主義中的疾病與死亡，有時也可以寫得相當積極昇華。但是，
在鍾肇政的現代主義實驗裏，卻充滿了敗壞、悲傷、沉淪。
太平洋戰爭終結了殖民地歷史的經驗，為台灣人留下了深沉的死亡陰影。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26》(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頁 37。ドストエフスキー，スタ
ンダ—ル，ラデイゲ—，ヂヨイス，分別為杜斯妥也夫斯基、斯湯達爾、拉迪格與喬意斯。拉迪
格常被鍾肇政提及，著有《杜其樂伯爵的舞會》。鄭清文當然常常推薦幅克納給鍾肇政。鍾肇政
從川端等等也習得所謂的現代主義技法。
12
陳芳明，
〈鍾肇政的現代主義實驗－《中元的構圖》的再閱讀〉
，收錄於陳萬益編，
《大河之歌
－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3 年 12 月）
，頁 315。
13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33》(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頁 59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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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的現象，使戰後台灣人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失去依憑。鍾肇政的
小說，有許多地方已經觸及到這種人格分裂症的危機，卻又輕易放過，未
及深刻去渲染。他在形容小說中的男主角時，使用如此的筆法：「他發現
到他的意識在這一瞬間一分為二。其一是他的靈魂，另一是他的肉體。一
個仍留在那個寬寬敞敞的房間裏躺在那隻鐵床上，另一個則是來自這伸手

11

可觸到河水的地方，不過何者為靈魂何者為肉體，這卻不是他所能明白的。」
鎖在鐵床上的靈魂，其實是台灣歷史的隱喻。投入大自然的肉體，則

是追求自由解放的慾望。只是，在這雙重人格的矛盾處，鍾肇政未能進一
步開展故事，反而筆法曳然而止，整個小說又轉向了。
這些小說嘗試在過去與現在之間架構起對話，或者說，藉用佛洛依德的解
釋，在夢與現實之間做對應式的鑑照。亦即在懷舊(nostalgia)與除魅
(disenchantment)之間尋找生命的意義。不過，鍾肇政對於夢的詮釋似乎
還過於停留在表象，以致未能在小說中建立更為深奧的內心世界。如果夢
是一種迷宮，則人是如何失落，又是如何掙脫。尤其戰爭的歷史是台灣人
的惡夢，小說其實是可可以透過各種防衛性的夢的轉化而獲致願望的表達。
鍾肇政小說中的夢，並沒有描寫出深淺不同的層次。夢是平面的，死亡是
平面的，所以精神世界也是平面的。他的現代主義實驗，最後又回歸到現
實主義的敘述。14
陳芳明總結鍾肇政的實驗性小說總是回到寫實主義的平舖直敘，每個人物終
於都是純潔善良，而全然未表達人性的脆弱與衝突。陳芳明質疑鍾肇政為什麼總
是樂於挑戰道德，最後竟怯於突破？並認為確實突破是非常人性的描寫，但是這
是歷史的真實，而不必然與人性的真實可以等同起來。
總之，陳芳明認為鍾肇政沒有表達人性的真實，最後總接受道德的召喚。雄
辯的大河小說，才是鍾肇政的終極理想的寄託，現實主義小說才是鍾肇政文學的
主流。他的意識流小說是不太成功的。
成功與否，倒非本文想要論斷的，其實陳芳明所指的幾點疑問，倒是點出了
鍾肇政的小說觀與風格所在。本文倒認為既然牽涉到小說觀與風格，倒沒有成功
與否的問題，而在於讀者是否喜歡與接受。而並非是一種人性真實的侷限，反而
是一種創作，是一種境界。
陳芳明所指出的對於人性真實的理解也好，或者是現代主義的探索也好。畢
竟是評論家對於現代主義或者人性的認識。鍾肇政有他自己的認識，有他個人的
考量，根據的正是鍾肇政的小說觀與風格的塑造，鍾肇政所要追求的文學境界。
14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33》(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頁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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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要追求意識流小說的成功。或者正確的講，他是要將意識流技巧與土俗題
材做結合。所要探索的人性隱微之處，有他個人的著眼點。讀者所謂的人性的深
與淺，其實往往是讀者根據自己的閱讀經驗或者個人身心的體驗。當然，評論者
往往也僅能如此出發。
其實，鄭清文同樣的也有類似的看法，茲摘錄如下，並方便討論起見，標上
數字：
1. 他的作品，包括長篇和短篇，有一個很重要的重心，就是以戰爭末期
做背景的作品群。這些作品，都寫得相當精彩，雖然那些男主角的姓
名和身份都不同，但是本質上都是作者本人的化身。
2. 他最精彩的小說中，經常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影子，沒有他自己影子的
地方，也會或多或少露出破綻。他善於表達，卻不善於虛構。他是一
位誠實的作家，有時為了遷就事實，反而犧牲真實。
3. 他是一位不善於移情的作家，似乎不太注重作者應和作品人物之間保
有某種距離的問題。
4. 這種不矯飾，正是作者的一貫態度。讀他的短篇小說，應該關照全盤，
不能做個別的品味。從這些作品群，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生活。完整的
生活，也可以算是某種思想吧。
5. 作者是一位溫和、誠實、而小心翼翼的人。從最初期的作品到現在，
他這種基本態度可說是一直沒有改變。
6. 要解開這個謎，也許應該引用勞倫斯批評愛倫坡的一句話：「真正的
藝術，經常要有創造和破壞的雙重韻律。」破壞，正是他的作品中所
缺少的因素，所以他雖然有幾篇作品，如「大機里潭畔」，可以看到
愛倫坡作品的影子都沒有那種陰森可怕的實質。
7. 福克納說得更徹底，一個藝術家，如果必須強暴他的母親，也在所不
惜。這一句話，狠得叫人毛骨悚然。鍾氏的作品所缺少的，正是這種
狠的本質。
8. 〈阿枝和他的女人〉，是他的短篇小說中的一個異數。我們在他的長
篇小說中，找不到任何類似之點。先說題目，真是平凡得令人無法忍
受，就像安徒生童話中的那隻醜小鴨。但是，在平淡中，我們卻看到
短篇小說的各種優點。作者雖然寫得很節制，卻一點也不損壞他那顆
溫和的心。這是他的最好的短篇小說。這是一種標竿，也是一種境界。
15

15

鄭清文，
〈讀鍾肇政短篇小說札記〉
，收錄於《台灣文學的基點》
（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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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清文在這幾句話中，相當強調了鍾肇政的個性，卻也認為因為這種溫和的
個性，而造成文學創作的侷限。而陳芳明的論文則並不強調這一點。鄭清文比陳
芳明講的更猛烈，而引用福克納所講的狠話。鄭清文文風被認為清淡，但是其文
學信仰的部分素質，卻是福克納的狠話。雖然說強暴母親，那是一種比喻，在文
學虛構的世界裡，是可以無所不想、無所不談的。不過，講究平實的文風而非清
淡、冰山理論的鍾肇政，有他的個性，也有他所追求的生活境界與文學世界。在
這一點上，鄭清文倒是在 1973 年鍾肇政所發表的〈阿枝和他的女人〉找到鍾肇
政真正想追尋的小說世界。我說，那是一種純美的世界。狠話人人會講、會說，
鍾肇政卻不會，但是那並不代表鍾肇政所探索的世界不夠味。他在長篇小說所創
造的世界已經證明他是萬馬奔騰的作家，小小的身軀有的巨大的靈魂。在文學探
索的領域、想像的領域、創新的領域，被認為是怯懦的，這應該是錯誤的。而作
品所閱讀而來的印象，當然與其個性有關，應該是風格的表現與有深思熟慮的考
量使然。而確實鍾肇政在短篇小說所探索的世界，也是走到葉石濤歎為觀止的地
步，雖然說陳芳明覺得葉石濤太誇大，似乎過於吹捧。但是，我就接著探究鍾肇
政的小說觀吧。
（二） 鍾肇政的小說觀
本小節探討鍾肇政的小說觀，將一併探討其小說風格，因為筆者認為這兩者
是分不開的。鍾肇政的小說觀是難以歸納的，因為他沒有坦言個人的追求，如果
問之，他的回答也是模糊的。我們可以說，他正是沒有特定的小說觀，而是不斷
的在追求。但是基本上，從他所說的他要挖掘的是人性的幽微之處，而小說創作
講就是新的，另外就是台灣的。因此，就算是現代技巧的學習，也必須融合土俗，
成為台灣特有的現代主義創作。
但是，現代技巧有利於人性幽微的探索嗎？基本是的，特別是以創新的角度，
技巧上、語言上在語法的翻新，引入現代主義是最快速的。特別是在佛洛依德心
理學的基礎上，處理潛意識的意識流與內心獨白，是極適合表現的。要觸及神祕
性的生與死，還有瘋狂與罪惡，用斷裂性的語法、瑣碎的文字，是可以模擬種種
非正常心理的人性幽微之處。
不過人心幽微之處，基本上常常顯示不正常、罪惡面，但是人性無所不包，
也有正常面，符合道德、良善的一面。現代技巧當然也可以處理良善、正面的人
性的一方，相信這些考量在鍾肇政的創作思維中，是相當清楚的。因為他最後走
年 7 月）
，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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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平實的一面，放棄了過分語法斷裂的語言表現方式。不僅不適合長篇在讀者方
面的閱讀，容易疲勞，而且長篇中，他所要表現的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主題，
也不適宜以斷裂性的語言來構建。畢竟整個台灣人並非是瘋狂、過與敏感的集合，
這中間牽涉到鍾肇政的歷史觀。
除了歷史觀之外，還牽涉到鍾肇政的小說觀，也就是他對於風格的建立，基
本上是符合他的溫和的為人的作家性格的本質。他不追求極端，但是矛盾的是他
追求的是創新。那麼，他雖然吸收現代主義技巧，處理瘋狂、性與死亡的主題，
可是他漸漸的發現，這些主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並非人的全部。所謂人性的幽
微之處的探索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追求純美的境界，這也就是他在最近的創作，
藉歌德描述了歌頌情慾與歡愉的世界而有《歌德激情書》。
溫和處理的風格，基本上在語言文字上，就是平實。說他有寫實主義的風格，
不如說是平實的風格。那麼，他進入現代主義技巧，他也認為這種技巧是創新的
沒有錯，但是過分的使用，也僅僅是技巧上的創新，那麼也就並非創新了，因為
這些現代技巧基本上都是從外國人處學來的。所以在作品內，除了結合土俗以達
成台灣的特色之外，收斂技巧面，而在土俗的、傳統生活的題材之外，在人性的
幽微之處來挖掘，才是更重要的。
其實不僅僅是現代技巧的運用，甚至鄉土語言，也就 1960 年代所說的方言
的使用，鍾肇政也是有所節制的。他希望是適合作品的題材、人性的幽微之處的
把握，所以在給李喬的信上，他就感到李喬是許多處的表現過於堅持方言的使
用。
台文稿運用客語，具見吾弟執善而固執，我常以為文貴個性，自創一格，
乃為上乘，倘若需靠特殊用語以達此目的，則不免類乎偏鋒，恐未必可取
耳。但吾弟當另有所見，我將拭目以待！16
當然這並不表示鍾肇政就反對方言文學的成立。在 1980 年代他同樣的對東
方白在母語上的用心，表達類似的不算質疑的不支持的意見。17但是這同樣不表
示，他不認為台灣文學該有完全自己的語言來創作的一天，只是在當時，既然並
非完全的母語文學，所以如何的適當，而保持台灣文學的特色，但是在純文藝的
角度上，鍾肇政還是有他的「平實」而不過分的堅持。否則，他一概認為那僅僅
是實驗性而尚未成熟的小說，這並不違反他認為的，盡量的來提煉母語加入作品
中創作路線。因此，現代主義基本上與平實的路線，或者一般聲稱的寫實路線，
鍾肇政給李喬信，
《鍾肇政全集 25》
，
（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頁 87）
。另頁 185 也提到
類似發言。
17
鍾肇政給東方白信，
《鍾肇政全集 23》
（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
，頁 5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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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衝突的。可是，在性與死、瘋狂的主題中，以現代技巧與語言來展現，也
仍是寫實、平實的。
在文字的表現上，在必要的尖銳性之外，仍不排斥平實的筆觸，反映時代、
社會、歷史背景，以及作品角色曾經平實、平凡的經歷。但是避免濕黏的文體，
呈現乾澀、陽剛的風格，18也就是多採取名詞，與意象清晰的詞彙，重視在結構
安排上，顯示出思想與情感的力量。而在平實的字句中，表現善良的人性裡，如
何遭遇不幸，又如何自處。在這細微之處，閃爍人性隱微的深處，或是不可避免
的悲劇、疑惑與矛盾，留下輕輕淡淡的尾聲，暗喻那細微、渺小的人類的心靈深
處，或是生命正在被啃蝕或是自己極思療傷之法。基本上相對於李喬的黏與濃的
風格主張，鍾肇政則認為：
鬆些散些，寫的人鬆散，看的人也鬆散，一樣能表達同樣意境的。19
不過，鍾肇政仍回答李喬，他並沒有所謂的強烈而獨特的文學主張：
我沒有「完全」「我的」文學主張。內涵是純心理的，表現則以文學乃文
字的藝術為最高理想。故而文字求其獨特，有個性，而不僅僅以最適當的
字放在最適當的地方為足。這不算主張，而且我也言行不符，這也是我底
悲劇了。20
作品陰影的造成，也仍不用藏在過於稠黏的文字底部。而是平實、平淡、平
凡的文字之外的清晰的意象所架構而成，而在某個視角之下，被整個結構所遮蔽
而產生的虛幻與真實之間的縫隙。這樣子陽剛乾烈的文字，有助於保住人性的尊
嚴，這樣的文學底線，或者說在人性的尊嚴前提下，表現了如何喪失尊嚴，而至
於無法自我拯救的地步。
鍾肇政並不以模糊、黏濁的文字直接產生讓讀者耽溺於文字之中遐思，或者
造成人性的粘滯不前，表現極端的罪惡地獄之處。這是有違鍾肇政在文學觀中，
要創作純美世界的理想。但在這人性尊嚴的保衛戰中，靈魂的震顛仍是鍾肇政所
追求的境地。
基本上鍾肇政的文學觀是純文學的，不為功利性的、更不為意識型態，是純
粹追求美感的世界，但是很顯然的他的美學觀，卻往往趨向於有意社會人心的作
李喬給鍾肇政信，其中可推論鍾肇政這麼主張，《鍾肇政全集 25》（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
，頁 80。
19
鍾肇政給李喬信，《鍾肇政全集 25》
（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
，頁 69。
20
鍾肇政給李喬信，《鍾肇政全集 25》
（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
，頁 61-6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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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特別在長篇，還是帶有意識型態與使命感的。也因此在短篇中，除了是一種
創新的態度，而設法帶有臺灣味，結合台灣的歷史背景與泥土、傳統，基本上是
可以探索人類本質更基本的問題諸如生與死，但往往還是溫和的個性緣故，影響
了他創作的風格取向，也仍是不尋求刺激性、極端性的境界，而是幽微、隱微的
境地。更是希望達到純美的境地。這也就是鍾肇政在最近的一本著作，決定摔脫
使命感，朝向情色文學的發展，試圖進入人類的純美的境地，但是在中間還是融
入了活力與向上的思想內涵，仍然是一本其追求純文學，但是落入介入社會、改
造社會人心的意圖。
如果風格如人，個性與風格就會有相當關係，也會影響其小說觀與思想。鍾
肇政的個性除了上述的溫和之說外，還有潔癖，這是一種完美主義，主張依照自
己的個性來決定小說表現，不容一絲失誤，某些主張呈現過分的敏感。多少也是
一種道德主義。來自於浪漫主義精神的思想與個性，如騎士的風範、尊重女性，
也有來自於日本精神的豪爽俐落作風。這與個性溫和的本質並不衝突，是一種表
裡互現的個性。而鍾肇政的道德主義，也是相當寬鬆，常常為了表現豪爽，是可
以容忍自己、或者友人，如傳統的大男人，可以為了文學體驗，去花天酒地一下，
淺嘗即可，過於耽溺則又不美了。21
如果說鍾肇政的小說觀，也就是要呈現他的人生觀，應該不會差距太遠。而
他的人生觀，在他的情色小說後記中可以窺探一二：
他的那麼多那麼多並且又那麼美那麼美的愛情，給予了歌德積極進取的人
生態度，也使他的靈魂獲得了純化淨化，同時更因此而產生了那麼大量的
美妙動人的詩篇。我們似乎可以說，歌德畢生所追求的，正是美麗的靈魂。
下面，我要引述歌德在他的曠世偉構《浮士德》第二部末尾的一句話，作
為這篇蕪文的結束：『永遠的女性才能提升我們到更高的境界』22
話說回來，也就是有感動的人生，奮鬥的人生，有愛的人生，不斷的勞作、
創作、創新的人生，並且藉由愛獲得活力，持續的向上的人生，一個純美的境地，
是鍾肇政所追求的人生，也就是這樣的人生是鍾肇政的小說的所要呈現的世界。
這個世界是反映現實的，作家身邊的實在，但是僅僅是與現實的世界相仿。鍾肇
政的一篇篇小說構成一個小宇宙或者世界，鍾肇政利用小說，構成了他自身的宇
宙。
比較同樣是長短篇都擅長的李喬、鍾肇政，文字表現是一濃一淡。而比較同

21
22

這可參考鍾肇政給鄭清文的建議，見《鍾肇政全集 26》
（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
，頁 22。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32》（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
，頁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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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都是樸實、平淡的鄭清文、鍾肇政，後者個性雄渾豪爽，但是鄭清文卻認為創
作取材該有狠勁。以鄭清文欣賞鍾肇政的〈兩塊錢〉
，而鍾肇政自己卻更喜歡〈梅
雨〉23可以了解到，前者是講酒鬼清醒、罪責，又轉換為角色被酒癮發作而失去
人性的剎那間的心象捕捉；而後者卻是作為妻子的埋怨賭鬼的丈夫、又恐懼丈夫
即將死亡的中間，其心靈的哀痛與怨恨之間的矛盾心景。後者似乎更能顯像鍾肇
政對於小說美感的體會。那是更為普遍的現實與夢境夾揉的世界，仍帶有溫情的
人性面。而〈兩塊錢〉就不無過於刺激、暴力了。就小說題名，鍾肇政指出至少
兩個字會更有意象、較清晰。這是不無為讀者接受能力考量，但也並非說鍾肇政
的創作的本質就不是個人的個性的表現。而鄭清文常見的一個字的題名，24這就
不能說鄭清文在堅持己見中，在文字清淡平時樸實之下，是顯露狠勁的。鍾肇政
的個性還是顯得溫和面多，這多少也是浪漫派的思想與風格的融入到了現代主義
中的技巧，所形成的特殊美感吧。
在觀點與敘事上，鄭清文似乎更嚴厲。而鍾肇政對於描寫說故事而非間接以
言動表現來顯示性格，與作家介入與否，就保持比較觀鬆的角度來看待。這顯示
了兩人雖然某部分的個性、用字相同，但是鍾肇政是屬於大而化之、不走極端的
路線。但是也不能說鍾肇政沒有潔癖，特別是他人寫過用過的題材、描寫，鍾肇
政是相當有自制，而盡量節省這方面的文筆的。在他給李喬的信中說到：
心靈的獨白方式，我也覺得有點膩了，以後我將儘可能不再運用。文体之
不能一貫，說來實在不得已，我過去也常有此病，質言之，未能完全控制
自己的思考形式而已。吃人肉未詳述，乃因前此已看過人家寫了，未便深
入，似乎是我的一種潔癖吧？25
並且，信中直言，現代技巧在鍾肇政玩玩即可，並非當做非得不可的樣子，
這畢竟是西洋人已經操作許久的之物，鍾肇政自認已經熟悉了。同樣的道理，亂
倫不會是鍾肇政想要發展的主題，雖然讀者這麼要求，可是除了個性因素、小說
觀的因素之外，還有潔癖，讓鍾肇政寧願往他自己所探索的幽微方向前去。在亂
倫與正常的情愛當中，以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從中間岔進去，加以發展，並配
合自己的風格，以及泥土味的融合，表現在他的創作裡。
本節比較陳芳明、葉石濤對鍾肇政小說的不同的看法，並且參考鄭清文對鍾
肇政的評論，鍾肇政有其特殊的風格，而非僅模仿西方文學的技巧。簡而言之，
鍾肇政的小說觀來自於他的為人風格，也是他對台灣文學的堅持，他將自己濃厚
23
24
25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26》（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
，頁 11。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26》（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
，頁 13。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25》（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
，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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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泥土味與現代技巧進行融合的結果。

肆、

受外國小說影響與取材個人經歷

鍾肇政在〈大機里潭畔〉受到愛倫坡與海明的威的影響之說，葉石濤的評論
給予相當大的啟示。本節深入的探討鍾肇政在場景氣氛，以及意識流的技巧，是
如何從外國作家而來。但是又有自己的作品特色。其特色是來自於自己的生命經
驗，以及身體上的痛苦而來的。本節最後提到鍾肇政另外的作品〈中元的構圖〉，
發現台灣的特殊的歷史與戰爭經驗，也是融入了鍾肇政的西方技巧當中。這種內
在與外在的特殊因素，都造成了鍾肇政文學的特殊性。
（一） 場景氣氛與愛倫坡
葉石濤認為愛倫坡的〈阿夏家的沒落〉影響了鍾肇政這篇小說，這需要我們
後來的研究者仔細的對照。首先雷同的地方是同樣出現的宅邸，並且這個宅邸在
最後是毀壞、或者跌落潭中。這棟房子，不僅同樣象徵了這個家族的毀壞，同樣
的他的氛圍影響了主角的病情，被陰雲慘霧籠照，以致內在空氣通路也被籠照阻
斷。其他，還出現無機物與化學等說話，這方面兩篇文章是同工的，更為〈大機
里潭畔〉增加些異國情調，還包括外國買來的大燈架。除了宅邸外，同樣出現了
一個湖或者潭，最後吸入這個宅邸，只不過，在〈大機里潭畔〉的湖的重要性，
比〈阿夏家的沒落〉更大。
主角阿仁最美的回憶就是與妹妹滑著船。湖水就有如妹妹的身體，兩人滑過
湖水，等於是另外一種親密的接觸，最後阿仁與阿夏一樣，與妹妹一起都死了。
雖然阿仁的妹妹並非與阿仁一起擁抱而死，但是這個湖水象徵的妹妹，阿仁跳入
水中，或者想像般的跳入水中，也等於是跟妹妹結合為一體了。
除了物質上的氛圍影響了主角的病況，還有就是妹妹的影響。不同的是阿夏
家的妹妹上在人世，
〈大機里潭畔〉的妹妹則已經病死了。從互文的觀點看，兄
妹兩的奇特感情倒是非常的接近，給人近乎亂倫的猜測。也就是解讀〈大機里潭
畔〉會受到〈阿夏家的沒落〉之中做為孿生兄妹的男女主角的亂倫情節的影響。
當然，這個互文性對於解讀上的猜測是可能的，因為主角為何一定要將妹妹嫁給
自己的好友呢？雖然是在戰場上生死好友之間的付託，可是這正好反映出主角對
妹妹在無意識之間的佔有的慾望，既然自己是不可能永遠佔有她，那麼趁這個在
戰爭中自己隨時會死的狀況之下，將妹妹託付給好友。這種方式，也就等於自己
仍舊佔有了妹妹，只是投射到好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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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機里潭畔〉還出現主角的姐姐，這個角色的安排與海明威的作品相關，
下面再談。而〈阿夏家的沒落〉則多一個敘事者，阿夏家的朋友。讀者的感受，
都經過敘事者的描繪。
至於家族的影響，尤其是過往的壞事，在〈大機里潭畔〉中提了些，猶如同
樣受到阿夏家的沒落所影響下而寫成的〈女誡扇綺譚〉，而阿夏家的沒落本身，
就沒有講到這一點。兩篇小說最大的不同在於〈大機里潭畔〉的氣氛比較沒有那
樣的濃郁，並且對於過去的歷史、記憶描述的比較多。
（二） 意識流技巧與海明威
葉石濤所指的另外一篇小說對〈大機里潭畔〉的影響是來自於海明威的〈吉
力馬扎羅的雪〉。這個影響主要來自於敘事手法方面。也就是時空間的轉換、或
者是意識流的描述方式。兩者都是現實與記憶交互的穿插，直到最後幻想與真實
交融為一體，主角生命消逝，可以說小說結構的構成，兩者是一致的，只是在〈大
機里潭畔〉的過往與現實的接合方式是用咳嗽的聲音來做為標界。
而角色安排上，兩篇的照顧者與被照顧者，彼此的互動是相似的，也是因為
兩位男性角色都是行動不自由的狀態，因此行動上都是靠著幻想，然後病痛越重，
幻想也就越大，直到真正的肉體即將消逝時，似乎靈魂的行動佔據了真正的肉
體。
若是以互文的角度，倒可以將海明威筆下的愛情故事，移到〈大機里潭畔〉，
問問看作為姐姐的為什麼要那麼無悔的照顧弟弟呢？雖然弟弟嫌她囉嗦煩人，是
否姐姐從小就想控制弟弟，也產生了兄妹之外，另外一種姊弟方面的亂倫意識，
如果可以這麼想，這部小說就更離奇、富有異趣了。
兩者敘事最大的差異在於海明威是用第三人稱單一觀點，虛幻的穿插部分，
也就是意識流表現的部份乃是發生在「他」的腦子中，也就是他是作家，正在想
像著他的情節故事。這個敘事角度的好處是可以加入敘事者的評語，增加描述主
角的狀況，而保持的一致的客觀性。並且敘事者也藉此描述女主角的內在世界，
稍平衡男女主角的角色。而在鍾肇政的小說中，女性角色似乎成功能性，不管是
姐姐還是妹妹。接著又是利用寫作構想的方式，進行想像，可是他卻一個字都沒
有寫，
「一個都沒有寫」成為小說的關鍵字，然後男女主角的對話，回到現實上，
這個現實卻越來越短暫。
在鍾肇政小說中是以第一人稱單一觀點，用「我」來回憶過往，一方面交代
歷史背景，一方面表現悔恨，而希望脫離現實來到死亡之境。這在使用第一人稱
的單一觀點，便可以讓讀者似乎也融入了「我」的意識中，來到虛幻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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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世界是純美的，經過死亡的洗禮獲得救贖，而來到純正的感情的世界。雖
然說是些微表現亂倫的情感，但是鍾肇政並不想進入亂倫的世界中，而回歸到人
類的真純的情感面。男性角色表現如嬌生慣養的獨生子，恣意的發脾氣。
（三）題材的來源與身體狀況
鍾肇政在 1967 年 1 月所發表的〈大機里潭畔〉
，其中心的意念是遺憾。題材
的胚胎乃是有個人經歷為本的。故事中的哥哥與妹妹，這位哥哥（是二哥）的大
哥蕭老師（過繼給他人，原姓李）是鍾肇政在龍潭公學校就讀時期的恩師，曾經
開玩笑說鍾肇政告訴他，長大要娶班上的某女生為妻。而這位李姓老師的妹妹，
日後考上第三高女，鍾肇政卻讀私立中學。這位妹妹曾經寫信給鍾肇政，可是鍾
肇政自卑，也恐於校規，不敢回信。日後鍾肇政回到母校教書，也就是光復後兩
年，鍾肇政才知道那位妹妹已經結婚了：
而且聽說她病死了。她怎麼會病死的呢？她有一個哥哥在日本留學得了病
回來療養不久就死了，那時戰爭還沒有結束，他臨死前再三希望他妹妹嫁
給他的一個家在宜蘭的同學。戰後那同學從日本回來，他們就結婚了，沒
有多久她也死了，聽說同樣是肺病。我那時聽了這些消息很傷心，我想她
的婚姻大概不是很順利、很幸福，所以抑鬱而終。我有這樣的想像而替她
難過。26
鍾肇政在隨筆中稱呼這個妹妹為大妹，長得清秀。姊妹中，另有一 H 子更
為漂亮。大妹也是戰後沒有幾年過世的，在鍾肇政帶來「心靈上留下帶有苦澀味
的綺念。」27這些關連，成為鍾肇政在 1967 年創作〈大機里潭畔〉的原始胚胎。
因此鍾肇政怪罪那個作哥哥的人，雖然說這個二哥也是戰後不久肺病過世，而在
怪罪之中，作者投入設想那位哥哥的懺悔之心意外，當然也投影了自己曾經心儀
過的女生（即 H 子的大妹）是必然的。
那麼，故事癥結放在為什麼作哥哥的會有那種強烈慾望，希望妹妹嫁給自己
的好友的慾望呢？這中間帶有一種佔有慾、亂倫是可能的。但是，在作品當中，
表現的那麼低迷、疑惑，讓一般讀者認為只是哥哥剝奪妹妹的愛情罷了。從作者
創作胚胎來看，只成為作者投影到主角的身影中，表現的並非主角對妹妹的控制
慾，而是作者本身的情慾，這是從創作心理來看故事的形成與內涵。或者鍾肇政
莊紫蓉訪問鍾肇政，收錄於《台灣文學十講》
，後編入《鍾肇政全集 30》
（桃園：桃園文化局，
2002 年）
，頁 254。
27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22：隨筆集六》
（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
，頁 31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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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姊姊（也就是鍾肇政的三姊）也是一種依戀。面對那麼溫柔的姊姊，但是由於
自己生病，而心煩使性子，對姊姊發脾氣，表現就是一個單丁子的肆無忌憚。這
是一種戲外的遺憾吧，以致造成小說中的主角沒有想到姊姊的好，沒有想要報答
姊姊。
另外，在鍾肇政創作之時，幾年來正是有氣管的毛病，生活景況、心情與主
角是有一致性的。因此在〈阿夏家的沒落〉中提到：
「我活不久了，」他說，「饒這樣沈溺癡愚，我『一定』活不久。我必滅
28

亡，是因為如此這般，而別無其他原因。」

鍾肇政在 1963 年得到氣喘，長達十年才痊癒、停藥。在這中間，鍾肇政也
常常認為自己活不久，活不過五十歲。心境與小說中的主角產生了共鳴，有了相
同的恐懼上的心理基礎。當然，並非說作品本身一定要靠作者創作當下的經驗或
者回憶才能寫出生死交關的作品。不過，相信是更可以刺激出作者的想像力的。
另外，故事中被認為嘮叨、照顧主角的姐姐，其形象可以與鍾肇政的太太為
模特兒。29這在創作當時，應該是很自然的想法。多年之後，當然是帶著微微虧
欠的。30
小說裡有一個矛盾，因為主角的好友，也就是娶主角的妹妹麗仙的男人並未
死去。葉石濤在評論此文時說，主角的好友，影射了鍾肇政的好友沈英凱。但是
其實故事來源，與沈英凱並沒有關係，不過，鍾肇政可以設想，他與沈英凱的友
誼是可以讓他來想像為何作為題材來源的二哥，要將妹妹嫁給他的好友。而且，
二哥在戰場上活下去的意志，好友應該是有一個地位的，這也可以讓鍾肇政以與
沈英凱在戰爭末期相處的心情類比。
小說中，還提到一個公學校的日本老師在潭水中游泳而淹死。這也是鍾肇政
個人在公學校的經驗。這可作為主角自殺、淹死的一個情緒上的布局與聯想。
以及主角對於愛情的渴望說：
「我還要愛人而被愛，我還要、、、、」31這種
人生觀的表現，充滿了浪漫的精神，也的的確確反應了鍾肇政的人生觀。
（四）對話與闡釋
如何以短篇小說而仍能成為一個世界、一個宇宙，把人生的一個斷面加以深
28
29
30
31

愛倫坡，
〈阿夏家的沒落〉
，收錄於《愛倫坡短篇小說集》
（台北：志文出版社，1996）
，頁 35。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22》（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
，頁 373。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22》（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
，頁 375。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3》（桃園：桃園文化局，2002 年）
，頁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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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挖掘，而不浮泛、止於表面，這是鍾肇政想要創作一個永恆的世界。比較〈中
元的構圖〉與〈大機里潭畔〉，有相同的時空交替、意識流動的穿插性的結構與
技巧，以及在過去時空中設定在戰爭的背景。不同的只是前者是設定在傳統的鬼
節祭拜中，後者則是富有異國情調的、輕靈的世界，但是兩者都是介於主角在現
實與夢幻中的交融與分離，最後都是導向了瘋狂與虛幻。
明顯的在傳統的祭拜背景中，雖然夾雜浪漫的情調，可是筆觸是雄渾的、濃
烈的。〈大機里潭畔〉卻是清靈的。後者比較難以找到欣賞的讀者，一般人適性
濃烈的感受。而鍾肇政雖然在長篇往往表現雄渾的風格，但是仍以樸實的筆調來
進行，以有更多的意象來構成史詩型作品這個大建築。但在短篇中，鍾肇政的表
現取向雖然更重視技巧，但是溫情的、唯美的永恆的世界，毋寧更是他所追求的
境界。
那麼〈大機里潭畔〉構建了怎樣的世界呢？一個逝去的不可追尋的童年之夢，
夾雜著亂倫的驚駭內裡，一般讀者除了對於筆觸不以為然外，更希望作者能夠挖
深亂倫的部份，可是這並非鍾肇政所追求的趨向，因為若此道路，必然就會淪為
〈阿夏家的沒落〉的趣味。因此那種哀愁的世界，屬於台灣泥土的融合了異國的
情調、台灣的歷史背景，還有鍾肇政個人的病與對於愛情的憧憬，而構成的永恆
的唯美境界，這是鍾肇政所切出的人生斷面，也是永恆的世界。
〈中元的構圖〉與〈大機里潭畔〉的兩個主角都受到愛情的衝擊，兩人都是
為著逝去的愛，特別是前者原來是因為愛才讓他在太平洋大戰生存下來，破滅之
後而遭受到重大打擊而瘋狂，瘋狂之後，將愛寄託在觀音神像之上；後者則是友
愛，更是隱然有亂倫的愛，在戰火中將兄妹之愛投射到友人身上，之後妹妹死了，
悔恨又加上重病，最後終於瘋狂，將愛與在湖水上划船的美好記憶融合在一塊。

伍、

結論

本文從鍾肇政在現代小說中的創作歷程，瞭解鍾肇政從新感覺派小說，過渡
到現代主義小說，多少受到台灣現代主義思潮的刺激才加緊速度表現自己早已領
略到的技巧。並且提出自己對創作的看法，也就是台灣土俗、歷史與現代技巧的
結合，而非一味的模仿西方人。瞭解到鍾肇政把握台灣文學有台灣文學的特色的
小說觀。
並從〈大機里潭畔〉的前人研究，對比葉石濤與陳芳明的評論，進一步挖掘
出鍾肇政的小說觀。可以說鍾肇政小說觀，也就是鍾肇政的人生觀，小說就是要
表現有感動的人生，奮鬥的人生，有愛的人生，不斷的勞作、創作、創新的人生，
並且藉由愛獲得活力，持續的向上的人生，一個純美的境地，是鍾肇政所追求的
人生，也就是這樣的人生是鍾肇政的小說的所要呈現的世界。這個世界是反映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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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作家身邊的實在，但是僅僅是與現實的世界相仿。鍾肇政的一篇篇小說構
成一個小宇宙或者世界，鍾肇政利用小說，構成了他自身的宇宙。
最後探討鍾肇政受外國小說影響與取材個人經歷、作者身體狀況，進一步的
瞭解鍾肇政的小說觀。也就是將鍾肇政的比對愛倫坡的〈阿夏家的沒落〉與海明
威的〈吉力馬札羅的雪〉
，比對鍾肇政的〈大機里潭畔〉
，瞭解鍾肇政小說的場景
氣氛、意識流技巧，跟西方小說的差異。又更進一步比對鍾肇政創作當下的心理，
發現鍾肇政小說源自於他個人的身體與經歷。西方小說只是一種表面上觸發鍾肇
政的創作而已。核心的精神，還是來自於鍾肇政的台灣文學要有台灣文學的特色
的小說觀。
在世界文學的脈絡中，現代主義接著象徵主義而出現。代表著世紀末之後，
對人類在工業化文明中人性受傷的反思，以及對語言藝術的重新思考，讓語言能
夠直接表現人類的內在世界，也就是潛意識本身，而非過去的寫實主義下的心理
表現。之後存在主義反思二戰後歐洲文明的毀壞，表現人類虛無的、無神之後的
尊嚴與反抗，存在主義文學可說是現代主義文學的第二波。之後，現在主義在南
美洲又有突破為魔幻寫實主義，有時也被歸為後現代主義。無論如何，那是南美
洲有歐洲文明與當地原住民文化的結合，而產生的思維模式。基本上在台灣的泥
土上，與上述的人類處境、思維模式都有差異。
鍾肇政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現代主義脈絡中，代表著後進國家對於世界文學
的再學習，極思追趕前衛技巧的模仿。鍾肇政想要創作出一種根植於台灣的現代
主義，或是說土俗與現代技巧結合，或者說有泥土味的現代主義。思想上，仍是
以台灣人的立場、角度與歷史現實出發，來尋求現代主義思想或技巧上的磨合。
鍾肇政的這種考量與實驗出的作品，以及其發展，應該是相當有啟示性，可
以進一步重視與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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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u -Zheng Zhong 's Modernist Experiment and
Novel View--Talking from " Daji Li Tan Pan"
Chien Hung-Chu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sm in world literature, Zhau -Zheng Zhong literature
represents the re-learning of world literature by the backward countries, and the
pursuit of imitation of avant-garde skills. Zhau -Zheng Zhong wants to create a
modernism rooted in Taiwan, or a combination of local and modern techniques, or
earthy modernism. In terms of thought, it is still based on the standpoints, angles and
historical reality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seek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odernist
ideas or techniques.
Take the example of "Daji Li Tan Pan"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constructs a
lost childhood dream that cannot be pursued. Mixed with incest inside the horror. In
addition to the disagreement with the brushstrokes, the average reader hopes that the
author can dig deeper and incest. However, this is not the trend pursued by Zhau
-Zheng Zhong, because if this road, it will inevitably become the taste of the " Usher's
Passing"
Therefore, the world of mourning belongs to the earthy atmosphere of Taiwan,
which combines the exotic atmospher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aiwan, the
illness of Zhau -Zheng Zhong and the embarrassment of love, and constitutes the
eternal aesthetic realm, which is cut by Zhau -Zheng Zhong. The cross section of life
is also an eternal world.
Keywords：Modernism, novel view, style, Zhau -Zheng Zhong, Daji Li Tan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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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審查通過之論文，如超過該期學報篇幅時，得移至次期優先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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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作者資料表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職稱

通訊地址
住家電話：
辦公室電話：

聯絡方式

手機：
FAX：
E-mail：

研究專長
領域

相關研究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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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Aletheia University Jounal of Arts

投稿版權聲明書
作者：
篇名：
本著作若經審查通過，茲同意授權真理大學人文學院「人文學報編輯委員會」
將本人著作同步刊登於文本、網站及有簽約收錄《真理大學人文學報》之資料庫
業者，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為。
本人保證本稿件內容為本人自行創作，未曾以任何文字形式發表或出版，特
此聲明。如有聲明不實，而致

貴刊違反著作權法或引起版權糾紛，本人願意付

一切法律責任。並有權依本同意書為著作財產權之讓與，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
第三之智慧財產權。
第一作者：

簽章；身份證字號：

第二作者：

簽章；身份證字號：

第三作者：

簽章；身份證字號：

第四作者：

簽章；身份證字號：

第五作者：

簽章；身份證字號：

立同意書人代表：

親
親
筆
簽
名
蓋
章
親筆
筆簽
簽名
名蓋
蓋章
章

（本人已取得其他作者同意簽署，否則須自負法律責任）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傳真：

戶籍地址：
電子郵件：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列印、填寫，並親筆簽名、加蓋私章後擲寄
新北市 25103 淡水區真理街 32 號真理大學人文學院『人文學報編輯委員會』
洽詢電話：(02)26212121＃2001；或傳真(02)2626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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