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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危機之宗教輔導
——以基督教為例
張雅惠

摘 要
自殺危機已經成為宗教界重要的輔導議題，在基督教會界也成為宗教輔導與
靈性關懷工作關注的重點。人選擇自殺的原因有來自慢性與急性的因素，深受心
理、精神病理、生理、社會文化等影響，然而從宗教輔導與關懷的角度，人之所
以失去盼望，與靈性發展很有關係。基督教信仰的靈性是指被造的人與創造者上
帝有和諧的關係，進而遵行上帝的旨意，活出以上帝為中心的生活方式。若人在
靈性發展遇到困難，使之無法活出以上帝為中心的生活品質，會影響人心理與生
理的健康，甚至導致自殺意念。本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探討自殺的原因、歷
程與保護因子，並以自殺意念衡鑑為主軸討論自殺危機處理工作，包括危機評估
的指標，以及有效的衡鑑技術如何與靈性關懷工作結合。並依照自殺防治三級預
防模式，建構一個基督教的宗教輔導模式。第二部份討論靈性掙扎的原因與類
型，及靈性掙扎對信仰與心理層面的衝擊，並以「基督教整合心理治療」的宗教
輔導模式在功能性、結構性、與關係性三個層次上運用不同的心理治療技術，幫
助人復甦靈魂中原有之神的形象，期能有效預防自殺危機並降低自殺危機。以基
督教整合心理的輔導觀點，靈性是人內在心靈被創造的一部分，靈性的終極目的
乃指向人與上帝的合一。在宗教輔導的自殺防治工作中，教會發展三級預防工
作，建立危機處理模式，並從功能面、結構面、及關係面長期協助個案突破發展
困局，進而與上帝建立更深的關係，將引導信眾朝向全人的健康發展。
關鍵字：自殺、基督教、靈性、宗教輔導、整合心理治療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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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台灣，根據自殺防治通訊網 14 卷第一期所載，台灣地區 2018 年全國自殺
通報為 33207 人次，比前一年度增加 8.5%。1精神醫學時報(Psychiatric Times)在
2018 年四月份的一篇專欄標題中，以「時代的病」(Sickness of Our Time)探討自
殺的研究歷史。2文中敘述從 1700 年代開始，自殺不再完全被視為道德缺陷或罪
惡，而是一種病理的表現後，生理學家陸續將自殺視為情緒的違常，隨後引發精
神醫學與社會學的學者的研究。1897 年，社會者涂爾幹將自殺定義為「受害人
本身透過積極或消極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導致死亡，受害人本身知道會導致這種後
果」
，並將自殺分為利己(egoistic)、利他(altruistic)、脫序(anomic)、宿命(fatalistic)
等四類型。時至今日，自殺的理論已有生物學理論、精神病理理論、心理分析論、
認知行為論等，探討的領域跨越了生理、心理、社會多元的角度。近年來，宗教
/靈性層次的議題被納入自殺防治的考量，很多自殺盛行率的研究發現有宗教或
靈性生活的族群之自殺率較低。3台灣地區的自殺發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基督徒
也出現頗多自殺案例，4自殺防治的議題值得教會關注。在基督教歷史中，自殺
的議題引發多位神學家與哲學家進行倫理思考。縱然在聖經中有一些自殺的案
例，希波的奧古斯丁因面對多納派的自殺潮而反對自殺，5多瑪亞奎納認為生命
的主權在上帝也反對自殺。6國內學者魏連嶽認為基督徒不應在面臨自殺危機的
時候辯論自殺神學，或對自殺者加以定罪，而是要陪伴關懷自殺未遂者及其家
屬，並透過基督宗教的信仰祈求神的憐憫與恩典善待自殺者的靈魂。7由於，基
督教界對自殺的接納度仍比起其他宗教低，8因此在基督教內進行自殺防治工作
迫切但具有相當的挑戰性。本文從基督宗教的教會制度與靈性關懷角度嘗試建構
一套自殺防治模式，期盼提供基督教的教會界輔導實務參考。

資料取自 http://tspc.tw/tspc/uploadfiles/File/newsletter/14-1/自殺統計解析.pdf (2019.3.28)
Greg Eghigian, A “Sicjness of Our Time”: How Suicide First Became a Research Question.
Psychiatric Times, April (2018): 11-13.
3
參考 Cook 等人、Dervic 等人、Garouette 等人、Koeing 等人、McClain-Jacobso 等人、Neelman
等人、Stack 與 Lester 之研究。
4
媒體名人傅達仁是一位基督徒，其自主結束生命事件引發諸多教會界關注
5
奧古斯丁著，《上帝之城第一卷》，王曉朝譯(香港：道風出版社，2003)，17-27 章。
6
多馬亞奎那，《神學大全》，谷寒松神父譯。（中華道明會/碧岳學社聯合出版，2008。）
7
魏連嶽，〈自殺：當生的恐懼勝過死的可怕〉，《死亡神學》(新北市：校園出版社，2016)，
頁 217。
8
Tatsushi Hirono 以問卷調查比教基督教牧師與佛教徒信仰領袖所得的結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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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靈性與自殺相關研究
一、

靈性與自殺原因及保護因子

(一) 靈性與自殺原因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網站上提到自殺風險因素有如下
的描述：「雖然自殺與精神障礙（特別是抑鬱症和酒精使用障礙）之間的聯繫在
高收入國家已經確立，但許多自殺事件在危機時刻衝動地發生，並且處理生活壓
力的能力下降，例如金融問題，關係破裂或慢性疼痛和疾病。
此外，經歷衝突，災難，暴力，虐待或喪失以及孤立感與自殺行為密切相關。
在遭受歧視的弱勢群體中，例如難民和移民，同性戀者，雙性戀，變性人，雙性
人，和囚犯的自殺率也很高。到目前為止，自殺的最大風險因素是之前的自殺企
圖。」9有關憂鬱、無望感、自殺意念、感官上出現的精神症狀、適應不良的認
知結構等因素，都受到很多研究者的檢驗。2018 年學者亞理葛孟(Yari Gvion) 與
猶西里貝茲(Yossi Levi-Belz)透過檔案後設分析，將自殺的原因分成精神病例、心
理痛苦、人際互動、決策風格、衝動暴力性格等因素。
國內學者沈嘉玲根據 2006 至 2015 年首次自殺企圖被通報與重複自殺企圖
者之醫院資料回溯與探勘研究，發現重複自殺企圖的預測因子包含：失業、過去
自殺史、過去精神病史、自殺後身體狀況、未再接受後續醫療、使用較低致命性
方式（如鎮靜安眠藥）。也有研究者(徐婉禎)發現，自殺企圖者的自我不一致程
度越高、自我效能越低、憂鬱傾向越高者，自殺行為的發生率越高。而在人格特
質的相關研究上，錢靜怡以高雄市 50 位自殺企圖者及 1,100 位社區民眾為有效
樣本，以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自殺企圖者人格特質以「和善性」及「神經質」最
強，「外傾支配性」最低；早期張景嘉與陳畹蘭的研究便指出渴求依附關係，又
無法適度表達內在情緒的人，當被拒絕時容易感到無望。而王如也發現生活壓
力、自我強度、社會支持、及無望感等四個獨變項，皆為自殺意念的顯著預測變
項，對於自殺意念具有顯著的共同解釋力；其中以無望感的解釋力為最強。
有關自殺議題與宗教的相關研究，《美國醫學協會期刊——精神病學》
（JAMA Psychiatry）在 2018 年發表一篇追蹤三代的長期研究指出，父母親相信
宗教信仰很重要的孩子比起父母沒有宗教信仰的孩子的自殺率低將近 80%。相對
於儀式性與制度性的宗教內涵，強調生命意義的靈性部分，也有調查研究發現缺
乏靈性亦是自殺的原因之一，10以靈性為導向的輔導方法也因應而起。11上述調

世界衛生組織官方網站，http://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suicide (取自 2018 年 12
月 3 日)
10
Tatsushi Hirono 以問卷調查紐約區的教會牧師所得的結果。
11
例如「靈性認知行為治療法」(Spiritually-augmented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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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指出企圖自殺的人會找信仰領袖協談，因此信仰領袖的自殺防治訓練也被視為
重要的自殺防治工作之一。美國精神病學協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Foundation)在 2016 年發行給信仰領袖閱讀的《心靈健康》(Mental Health)手冊中
明列自殺防治的工作要點，12顯見靈性/宗教乃是重要的自殺防治工作。
在國內自殺的研究中，少有靈性因素的探討。朱庭儀撰寫的《大學生憂鬱、
靈性概念與自殺意念之相關研究》
，調查國內公私立大學在「柯式憂鬱」量表、
「核
心靈性概念」量表和「自殺意念」量表三量表上的關聯，發現靈性與自殺意念呈
負相關。在朱庭儀的文獻探討中，引用了多人的研究，13證實靈性/宗教與自殺意
念有相關，顯示靈性/宗教在自殺防治工作中佔重要的角色。
(二) 靈性/宗教為自殺防治的保護因子
一個人有了自殺意念，又付諸行動就稱為自殺行為，若沒有自殺身亡就成了
自殺企圖者。保護因子指的是在自殺意念產生後，能夠降低當事人自殺危機的因
素。蔣秀容將自殺意圖分為無意致死、執意尋死、與矛盾型三類，在其訪談的研
究中發現「親情」、「自己的未來」、與「求助」是一般衝動型自殺企圖者的保護
因子。雖然此研究未看出靈性的重要性，但在前述朱庭儀的研究中，朱氏認為靈
性/宗教與自殺意念負相關的可能原因是因為靈性使人有生命意義感，此乃關係
自己的未來的重要因素。國外學者泰熙(D. Tacey)，認為靈性是人從超越者連結
的觀點所形成的生命意義與目標。蘇利文(W. P. Sullivan)認為靈性/宗教反應人的
壓力因應策略、社會支持、與生存意義三種功能。而布格拉(D. Bhugra)與奧斯本
(T. R. Osbourne)認為靈性/宗教的角色在於提供個人文化認同。根據以上靈性/宗
教與自殺意念的研究，顯示靈性/宗教彰顯出人生未來的生命意義感，確實能幫
助人抵抗絕望的無意義感。
除了生命的意義感能減低自殺危機之外，很多研究已經指出靈性健康的提升
有益心靈健康的提升，以減低因為精神疾病所促發的自殺危機。柯魯士(E. Colucci)
在其撰寫的〈重新認知評估與防治自殺行為的靈性議題〉(Recognizing spirituality
in the assessment and prevention of suicidal behavior)文中，引述多項靈性對心靈健
康的研究報導，不論是機構性的心理健康基金會(Mental Helth Foundation、Fetzer
Institute )，或是個別性的研究結果，都指出靈性/宗教提升人的正向情感、促進
心理健康、減低精神疾病復發率、減低生理疾病發生率、紓解壓力，在自殺防治
工作中不容忽視。由於靈性/宗教的提升屬於個人性且是長期性的問題，因此本
文將靈性/宗教提升歸類於自殺防治的長期關懷工作，於本文第三段落討論。至

12
13

參考 Mental_Health_Guide_Tool_Kit_2018.pdf
參考 Talib 與 Abdollahi,、Garrett,等人、Mandhouj 等人、Koenig、及 Taktak 等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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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殺防治的短期危機處理工作，重點在宗教制度層面的團體合作，則於第二段
落介紹兩個案例教會的實務經驗。

參、

教會中的自殺危機處理

由上述段落的文字顯示，宗教與靈性在自殺防治工作中扮演角色，因此在宗
教組織內建構自殺防治策略釋重要的工作。國內學者王順民在〈宗教關懷、生命
尊嚴與自殺防治的人文思索〉的國政研究報告中，以聖靈、運動、知識、支持四
層面進行宗教與自殺防治的工作。14該報告中的聖靈與支持兩層面都屬於宗教與
靈性的內涵，呼應了前述文獻的研究成果，然而該報告內容偏屬原則性的陳述，
並未提出策略性的實踐程序，本段落以筆者自身在兩個教會的實際危機處理案例
提供參考。案例中的兩個教會皆屬於新北市的教會：A 案例屬於老社區的傳統教
會，有一百人以上的聚會人數，該教會邀請筆者進行自殺危機處理的原因是因為
98 年發生自殺未遂個案。B 案例乃位於新興社區的新發展教會，有五十人以上
的聚會人數，該教會因 101 年發現有自殺意念的會友而採取自殺防治措施。筆者
在兩個教會擔任的角色是危機處理規劃者與輔導者角色，透過與教會牧師及重要
幹部合作，建構自殺危機處理模式，並對個案長期輔導。本段落記錄之自殺危機
處理模式乃結合三級預防觀念，並參考國內學者洪晴晴與李玉蟬提出自殺危機處
理的重要工作項目所設計，15分別就強力介入評估自殺行為、協助轉介以尋求資
源、持續支持與周邊教育三項工作項目實際進行如下：
一、強力介入評估自殺行為
洛倫湯森(Loren L. Townsend)在所寫的《妥善處理自殺危機》(Suicide: Pastroal
Responses)書中提到，評估自殺危機有三步驟：辨識抑鬱症的病症、評估增加自
殺機率的因素、評估致命性。由於精神疾病的辨識需要受過訓練，一般台灣地區
的教會牧師或幹部並未普遍接受抑鬱症辨識的訓練，因此在評估工作上須稍加調
整。在本文兩個案例中，自殺危機發生時，自殺企圖者主動向牧師求助，或是自
殺意念者向會友透露，會友向牧師報告，再由牧師轉請筆者擔任宗教輔導者主動
且強力介入進行評估工作。筆者進行的評估分為初始與進階兩種評估，評估重點
在估算致命性及尋找保護因子：
(一) 初始評估：
王順民，〈宗教關懷、生命尊嚴與自殺防治的人文思索〉，https://www.npf.org.tw/2/3882
(2019.3.28)
15
洪晴晴、李玉蟬，〈自我傷害行為的辨識與處遇〉，《諮商與輔導》，243 期(2006):26-3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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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初級評估是以低、中、高級危險程度作為指標，即當有自殺意念而無行
動企圖者設定為低級危險，有自殺企圖則列為中級危險，而有自殺行為者列為高
級危險。評估時根據內心痛苦程度、壓力程度、激躁程度、無望感程度、自我厭
惡程度五個指標進行評估。在做初級評估的時候必須要發揮高度的同理心技巧，
感受個案的情感，理解個案的想法，盡量不要馬上以宗教律法的價值觀進行批
判，而盡量討論是否有留住生命的理由。
(二) 進階評估：
當時間足夠收集更完整的資料時，融合時間衡鑑法進行自殺意念之探討，針
對現在、過去、未來進行討論，第一部分討論目前的自殺危機，即初始評估所做
的工作。第二部分討論近期發生過的自殺危機，第三部分討論自殺史，最後討論
未來可能發生的自殺危機。討論近期發生，特別是兩個月發生的自殺危機可以幫
助輔導者瞭解個案對自殺的正負向想法，包括個案認為死亡可以帶來什麼，以提
供即刻的危險性評估。如果個案有多次的自殺紀錄，那自殺史的討論有助目前安
全性的新評估，而且若次數太多，可能還有性格操弄的問題。融合時間衡鑑法最
後一部分討論未來可能發生的自殺危機，其評估的重點在於自殺的目的為何。
總之，評估是處理自殺危機非常重要的工作，評估的結果將會影響後續的危
機處理程序。然而自殺評估不是一般的物理現象之客觀評估，評估的誤差難免產
生。在評估中，若對個案的同理不夠、對個案的訊息掌握不清或不足、輔導者本
身的焦慮與害怕、輔導者過度自信或過度依賴、輔導者太強調個案個人因素而忽
略環境因素、評估過程標籤化或類別化，都容易造成評估錯誤。因此，宗教輔導
者本身的專業訓練與個人修為，及對個案的了解與同理，對自殺危機的評估工作
影響很大。16
二、

協助轉介以尋求資源

由於宗教機構不是專業輔導或醫療機構，在自殺危機中的主要角色是協助個
案求助與給予支持的功能，因此，站在個案最大利益的考量下，協助轉介個案以
尋求資源是宗教輔導者最重要的任務。以下分成四點說明：
(一) 個案有自殺意念時即可通報自殺防治中心
當發現或知悉個案有實際自殺行為，或有自殺意念時，為取得更多資源介入
輔導工作，可以轉介自殺防治中心共同處理。通報時，填寫通報關懷單後傳真至
各地自殺防治中心，自殺防治中心會派員與通報者共同討論後續處理事宜。一般
16

Cleryl Regehr, Marion Bogo, Vicki R. Leblanc, Stephanie Baird, Jane Paterson, and Arija Birze,
Suicide risk assessment: Clinicians’ confidence in their professional judgement,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21(1)(2016): 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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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宗教輔導時就必須說明打破保密原則，讓個案知道當有自傷與傷人危機
時，輔導員必須通報相關資源以幫助個案度過危機。在進行轉介前，輔導者須對
個案說明轉介的目的，並告知個案（或聯絡人）將被轉介至自殺防治中心或衛生
局(社區關懷人員)。若為緊急案件，轉介單位務必傳真到自殺防治中心後主動去
電說明。若轉介單位係透過第三人獲悉並未實際接觸個案，除非自殺行為已經進
行中必須即刻通報處理，不然輔導員應與個案接觸，讓個案產生信任感，並且由
輔導員評估實際案情後再行轉介，避免對個案造成不必要的壓力。
(二) 非常緊急時通報警察
如發現個案有危及生命之緊急情況，若無人可以及時陪同就醫，應立即通報
警察機關 110 或消防機關 119 派員前往現場處理；倘個案符合「精神衛生法」
第 32 條第 1 項之規定，應請警察及消防機關立即護送前往就近適當之醫療機
構就醫。
(三) 精神評估與藥物治療
如果個案本身有精神疾病史，或正在服藥，應立即鼓勵個案就醫或陪同就
醫，請醫生重新評估並進行藥物治療。若個案有服藥過量的自殺企圖，則必須請
求家人或個案可信任的人管控藥物，務必達到藥物治療的穩定性，以確保藥物不
被過量服用的安全性。
(四) 建立 24 小時危機處理團隊
在自殺危機未解除前，不能讓有自殺企圖或自殺未遂的個案落單，必須與個
案討論不自殺約定，並在其同意下通報相關親友共同組成危機處理團隊，一但個
案又興起自殺衝動時，能有求助的管道。
有關自殺危機處理必須遵守兩項原則：保命優先原則與最小揭露原則。保命
優先原則在於讓個案明白通報相關資源的重要性，必須適時打破隱私保密的協
定，好讓相關的資源進入危機處理系統，共同幫助個案度過難關。但是為了日後
心理復健，在通報資源的過程以最小揭露原則進行，宗教輔導人員必須評估個案
的最大利益，非直接相關人員不要告知，以免造成個案的另一重壓力，妨礙日後
的心理復健。
三、

持續支持與周邊教育

在兩個案例中，筆者建議教會系統參考健康管理三級預防模式進行自殺防治
並協助執行之。17三級預防概念如下：

張雅惠，〈自殺防治工作與靈性關懷〉，發表於『第二屆基督教靈性諮商研討會』，台北市
台灣神學院。2018 年 9 月 29 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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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預防：強調政策性、環境性、教育性、互動性的全面預防，確立哪些是
危險與保護因素，以提升保護因素，並降低危險因素。關於一級預防工作，可以
分級分層，以不同階段、不同目標的方式進行。
對於一般教會的會眾，預防工作的目標在於教導會眾認識信仰，透過信仰知
識與其他領域的整合，增進會眾的心理健康。湯森認為妥善的信仰群體生活能夠
降低自殺危機。18筆者在兩個案例教會中協助辦理有益心理健康的活動，除了幫
助會眾認識教義，在生活中實踐信仰信念，還辦理探索自我、情緒管理與紓壓、
人際關係等議題的講座，提升會眾的問題解決能力與希望感。除此，筆者也協助
教會強化社群功能，辦理小組長或長執幹部訓練，使小組與團契的功能發揮，讓
會眾可以在安全的團體中建立歸屬感。最後，筆者透過新北市心理師公會及區域
性自殺防治中心的協助，合作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志工訓練，以提升宗教機構內
部人員有關自殺防治的知能。
二級介入：篩選出高危險族群，提供宗教關懷、資源協助等，落實早期介入
的概念，以避免危機事件的發生。二級工作的目標在於早期發現、早期介入，減
少憂鬱自傷發生的可能性或嚴重性，對象是高風險族群。由於教會牧師與長職幹
部原本就有關懷探訪的工作，筆者僅幫助教會辨識需要高度關懷的對象，並協助
擬定高關懷輔導策略，以促進高風險對象的心理保護因素，降低自殺危機。在兩
個案例教會中，為了輔導需要高度關懷的信徒，筆者以賞夢團體及悲傷輔導團體
的形式進行之，以避免信徒被標籤化的疑慮。
三級處遇：危機事件發生時，宗教輔導人員必須依據其危機事件的狀態動員
團隊處理相關後續事件，其主要目的在於避免衝擊擴大，降低事件的負面影響，
將危機轉化為轉機。三級工作的具體工作在於預防自殺未遂者與自殺身亡者的周
遭朋友或親友模仿自殺，對象包括計畫要自殺的人、自殺未遂者，以及自殺身亡
者有關的周遭人員。對於自殺未遂的會友，一定不能讓他們落單，必須有其信任
的人日夜陪伴，並移除所有可能致命的物品，包括醫生開立的藥物。有些醫院會
將這些自殺未遂者留院治療，有些醫院則鼓勵當事人盡早重新進入正常生活圈，
若未住院治療，宗教輔導團隊要更積極的介入輔導，最好能與心理或社工專業人
員合作，形成復健團隊。如果不幸事件已發生，則要對目睹人員及不同接觸的對
象，分層分階段即時施與心理復健輔導。在案例 A 教會中，筆者獲轉介自殺未
遂個案之後，隨即與個案討論建立安全網絡的成員，然後開始召開臨時輔導會
議，以最小揭露原則的方式使個案信任的教會親友成為支持網絡，並與個案家中
成員協談，建立正確價值觀與互動模式，幫助自殺未遂者度過危機難關。為確保

洛倫湯森(Loren L. Townsend)，《妥善處理自殺危機》(Suicide: Pastroal Responses)，鄧英偉譯(香
港：基道出版社，2009)：84-88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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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團體的功能，筆者適時傳達自殺防治的概念，也陪同家屬及個案就醫，直到
危機解除。
綜合上述三級預防概念，筆者在案例中的教會採取表一的教會防治工作。在
表一中就各個不同的預防工作層級列出具體措施及相關人員與組織：
表一 教會三級預防工作
層級

具體措施

相關人員與組織

一級

融合信仰教導之心靈健康促進活動：

全教會

預防

1. 一般會眾：
(1)透過小組或團契進行心靈健康活動與講
座、認識精神疾病、提升人際關係活動與講
座、自我探索與職涯成長活動與講座。
(2)發起全教會的旅遊團康及運動休閒活動
2. 長執同工：與新北市心理師公會或自殺防治
中心合作辦理守門人訓練。

二級
介入

1. 篩選高風險對象：A、B 兩教會皆透過教牧
同工之探訪發崛高風險族群。

牧者、小組長、長老、
關懷同工

2. 鼓勵高危險族群參與具有高度關懷功能的
小組或團體活動並接受教牧諮商。案例中的
B 教會以賞夢團體與悲傷輔導團體進行之。
三級
處遇

1. 建立安全網絡，不讓自殺危機者落單，且轉 牧者、小組長、長老、
介醫療機構，並於必要時引入社會福利資

關懷同工、自殺未遂

源。A 教會案例是與家長及牧師、團契輔導 個案及相關人員、社
合作建立安全網絡。B 教會案例是與家人及 區醫療與福利機構
牧師、小組長共同合作。
2. 後續心理復健：由專業輔導員及教會資深會
友擔任後續追蹤輔導的工作。
資料來源：作者編製。
根據三級預防模式，湯森的書中有個蘇珊個案，因分手情傷自殺後，教會牧
師展開一系列防治活動：先啟動一級預防對教會領袖進行自殺知能訓練，同時啟
動二級預防陪伴蘇珊家人並一起禱告，並於之後持續個別關懷與談話、安排家屬
進入小組與團契。在蘇珊自殺後，教會立即啟動三級預防措施，在教會召開緊急
聚會，解說危機並介紹轉介資源，並辦理具有盼望的喪禮及一系列的講道，安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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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及會友，可見三級預防工作可以同步進行。筆者針對 A 案例的自殺未遂個
案啟動三級預防措施後，經過團隊危機處理以及一年的輔導，個案回歸正常生
活，至 107 年仍在該教會穩定聚會。B 案例則透過三級預防及團隊合作，經過一
年的運作，原有自殺意念的會友恢復正常生活，沒有再啟動危機處理機制。兩教
會至 107 年底仍持續進行部分一、二級預防工作，主要以認識信仰、人際關係與
自我探索的研習為主，認識精神疾病講座、守門人訓練及賞夢團體自 103 年起沒
有再進行。回顧國內學者王順民在〈宗教關懷、生命尊嚴與自殺防治的人文思索〉
的國政研究報告中，以聖靈、運動、知識、支持四層面進行宗教與自殺防治的工
作。上述教會制度面的自殺危機處理三級預防工作，確實落實了運動、知識、及
支持三個層面的工作。至於聖靈部分，是長期靈性關懷層次的工作，不只需要教
會制度面的措施，也需要進行個別的靈性關懷，於下一段落討論。

肆、

自殺防治長期靈性關懷

從基督教的角度，靈性是指被造的人與創造者上帝有和諧的關係，進而遵行
上帝的旨意，活出以上帝為中心的生活方式。19如前所述，泰熙認為靈性是人從
超越者連結的觀點所形成的生命意義與目標，所以，基督徒的靈性內涵顯示基督
徒連結於上帝的生命意義，並展現在認知、情感、與動機三個層面上。20由於國
內尚無專文討論靈性問題與自殺危機之間的關係，筆者參考湯森在《妥善處理自
殺個案》著作內列舉的教會自殺個案，歸納其發生自殺的原因，發現與朱利亞瑟
琳（Julie Exline）之靈性掙扎的研究分類相似。因此，本段落先就靈性掙扎與自
殺危機的關連先進行討論，之後再就湯森的實務經驗與理論觀點，導引出靈性關
懷在功能、結構與關係不同層次上的工作面向，呼應馬克敏(Mark R. McMinn) 與
康貝爾(Clark D. Campbell)所提出的「基督教整合心理治療模式」。最後，筆者
以實際在案例教會的應用做為本段的結束，以說明「靈性掙扎—自殺意念—靈性
關懷(功能面、結構面、關係面)」的論述進路。
1.

從《妥善處理自殺個案》書中案例看靈性掙扎

湯森所著的《妥善處理自殺個案》書中描述許多自殺案例，這些案例展現不
同的靈性困擾。有關靈性掙扎的研究，朱利亞瑟琳將人的靈性掙扎分為受苦的挑

劉清虔，〈臨終的靈性需求〉，《臨終與生死關懷》(台北市：華都文化，2010)，頁 79。
參考 E. Colucci “Recodnizing spirituality in the assessment and prevention of suicidal behavior”.
Sorld Cultural Psychiatry Research Review, Apr(2008):77-95.引用 Wong P.T.的論點。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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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培養德性的挑戰、宗教經驗的挑戰、人際互動的挑戰四類加以研究，並試圖
找出介入與協助的方法。針對此四項挑戰，筆者融合神學觀點討論如下：
1.

受苦的挑戰、對神責難

根據湯森書中家庭功能失調，長期酗酒服毒，從青少年即有自殺史的朱莉案
例，以及失去愛妻，對神憤怒且困惑的雷蒙特案例，顯示長期遭遇苦難引發的靈
性掙扎。
基督教聖經中的詩篇二十二篇 1-2 節，詩人覺得跟上帝的關係斷裂而求告：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
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呼求，並不住聲。」
詩篇五十五篇 1-6 節，詩人因與上帝關係斷裂、遭人欺壓而心痛，產生自殺
意念：「神啊，求你留心聽我的禱告，不要隱藏不聽我的懇求！求你側耳聽我，
應允我。我哀歎不安，發聲唉哼，都因仇敵的聲音，惡人的欺壓；因為他們將罪
孽加在我身上，發怒氣逼迫我。我心在我裡面甚是疼痛；死的驚惶臨到我身。恐
懼戰兢歸到我身；驚恐漫過了我。我說：但願我有翅膀像鴿子，我就飛去，得享
安息。」
愛任紐認為苦難可以幫助人成長，上帝藉由苦難創造一個環境，為栽植人的
靈魂，使人在自由意志的發揮下解受挑戰，以學習去除自我中心，更順服神。21
問題是很多人遇見苦難之後並沒有更成長，反而悲傷時間過長，或悲傷強度過
強。如果在他的信仰體系中，找不到合理的解釋，便會陷入一種絕望與憤怒的情
緒中。特別在基督教的教義裡，神是一切事物的主宰者、掌權者，並重視人與神
的關係，常使外控特質的信徒將患難歸因於神，對所信的神產生懷疑與憤怒。
1.

培養德行的挑戰：罪、罪惡感、與羞愧感

湯森書中年輕遭近親性侵，有多次自殺史的瑪麗，即是帶著羞愧感成長案例。
詩篇二十五篇 7、11 節，詩人因罪求告上帝：「求你不要記念我幼年的罪愆
和我的過犯；.....耶和華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為我的罪重大。」
詩人明白罪惡感使人內在感受重大壓力，因此說：「因我的罪過，我的骨頭
也不安寧。我的罪孽高過我的頭，如同重擔叫我擔當不起。」22
基督教早期神學家奧古斯丁認為罪是「人的意志從上帝移動離開」，23宗教
改革時期的路德主張「不信」是罪的終極源頭，人的善與不善不在於行為，乃在
於信與不信，不信的罪破壞天人關係。24加爾文承襲不信的觀點，認為「不信實」
是人性墮落的根源，不信實帶來野心，野心帶來悖逆，悖逆使人失去敬畏，繼之
21
22
23
24

唐佑之，《苦難神學》(香港：卓越書樓，1991)：126。
詩篇三十八篇 3、4 節
奧古斯丁，〈論自由意志〉，《奧古斯丁選集》(香港： 基督教文藝，1986)：265。
《路德選集(上)》，徐慶譽與湯清譯(香港： 基督教文藝，196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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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就是放縱私慾。25雖然宗教改革時期的伊拉姆斯主張基督教人文主義，及至
近代的巴特與莫特曼支持以虛無來說明邪惡的本質，對罪惡持較樂觀的態度，但
是，教會中仍瀰漫著對罪的排斥與責備。
一般而言，宗教的勸誡是希望引發當事人的罪惡感，但如果表達的方式沒有
同理心，過於嚴峻，那可能會引發當事人的羞愧感。羞愧感是一種自卑情緒26，
感覺自己毫無遮掩的暴露在他人面前，會引發人內在的批評與定罪。由於羞愧感
是一種高度負面的情緒，與低自我效能、低自尊、憂鬱、異常行為、焦慮等行為
關，27並在後續的人際互動中，當個人覺得自己的弱點暴露時，就被引發羞愧感。
28

羞愧感所帶給人的痛苦會引發一些情緒反應與防衛機制：憤怒、輕蔑、追求權

力、追求完美、轉嫁責任、與退縮，以致產生適應性問題，進而影響人的生存意
願。
2.

宗教經驗的挑戰：心靈/靈界干擾

湯森在其書中並未提及靈界干擾的案例，但有提到蘇珊的教會朋友，因蘇珊
感情受挫自殺後，模仿的效應蔓延在教會內，於是教會牧師開始進行一系列後續
防治工作，防止自殺者遺族過度悲傷而輕生，或年輕人仿效尋短，從某種角度上
屬於心靈干擾的案例。新約聖經記載耶穌門徒猶大以自殺結束人生，聖經描述
說：「撒但入了那稱為加略人猶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門徒裏的一個。」29猶大的
案例清楚說明靈界干擾導致行為偏差而自殺的事件。
3.

人際互動的挑戰

湯森書中因分手而自殺的蘇珊，以及由於家庭經濟壓力大、關係緊張、社會
隔離，產生自殺的行為的艾琳，還有覺得教會的會友藐視自己的瑪麗，都是人際
互動困難的案例。
在台灣的自殺統計數據中，人際議題一直是自殺通報原因的第一位，無論是
普通人際關係、家庭親子關係、或是婚姻伴侶關係，都與自殺危機息息相關。在
靈性掙扎的研究裡，造成靈性掙扎的人際因素還包括：權威者對特殊議題的態
度、對宗教行為上的爭議、不同宗教的婚姻關係、宗教的優越感。

25

引自林鴻信，〈罪〉，《系統神學》(新北市：校園出版社，2017)：489。

26

Tandney, J. P. , “Moral Affect: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1991): 598-607.
27

Zhu, R., Wang, T., & Qian, M. ,“Correlative Study of Shame, Mental Health, Self-Efficacy, and

Self-Esteem in University Students.”
28

Chinese Mental Journal, 13(1999): 225-227.

Krause, N., Ingersoll-Dayton, B., Ellison, C. G., & Wulf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 Gerontologist, 39(1999):525-533.
29

參考路加福音廿二章 3 節及約翰福音十三章 2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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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危機之宗教輔導——以基督教為例

聖經人物摩西是帶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領袖，在出埃及進入迦南地的曠野
中，百姓有很多信仰上的懷疑，對摩西也有很多質疑，摩西覺得管理百姓的責任
太重，就向神求死，說：「我若在祢眼前蒙恩，求祢立時將我殺了，不叫我見自
己的苦情。」30人際互動的困擾影響人與上帝的關係及人際關係，在現代生活中
則導致信徒在教會團體的生活發生適應上的困難，進而對信仰產生懷疑。
綜合上述，根據湯森的案例與朱利亞瑟琳的分析，經過聖經內容的對照，顯
示基督徒長期的壓力與苦難、遭逢意外內心衍生的羞愧感、靈界的干擾、人際互
動的困難等因素會造成情緒上與靈性上的痛苦，當這些痛苦得不到妥善的輔導
時，信徒的身心靈便面臨極大的壓力，極可能產生自殺危機。
2.

基督教整合心理治療輔導模式

湯森在所著的《妥善處理自殺個案》書中提到當人把自己與上帝的關係視為
合作的關係時，就獲得正面的靈性支持，而人與其他信徒之間的關係能獲得情緒
上及生活功能上的支持。除此，在認知層面上，透過仁慈的宗教式易構
(reframing)，人能轉化苦難的意義，使絕望者恢復生存動機。歸納湯森的自殺輔
導方式，呼應「基督教整合心理治療模式」中的三層面輔導工作：功能面主要指
人的意志、情感與行為層次，亦即自殺企圖者表現出來的絕望、憂鬱、缺乏動機，
導致生活功能發生困難。結構面是指人內在心靈的自我認同與存在意義，這個部
分必須與神連結而建立。關係面主要指的是與人、與神的關係，是人靈性的核心。
根據整合心理治療模式，在功能性的層次上，宗教輔導者須對個案同理、協
助個案探索自己的情感與行為。此時，靈性關懷的重點是以症狀為介入點，除了
探索與了解之外，適時透過教導行為與認知技巧來減輕痛苦症狀有其必要性。在
可行的範圍內，引導個案做鬆弛練習、去災難化的認知演練，甚至運用敘事治療
的問題外化技術，都是可行的輔導策略。
聖經紀載以利亞被王后耶洗別派兵追殺，以利亞逃亡途中意志消沉、情緒憂
鬱，就向上帝求死。上帝為他預備水與餅，等休息足夠後，體力恢復，又在心靈
上安慰他，告知並非只剩他一人大發熱心，還有七千人是信仰虔誠的，使他內心
不再有孤獨感，恢復正常功能，繼續為上帝奔走。31
在結構性的層次上，宗教輔導者幫助個案洞察期不自覺的認知基模。靈性關
懷的重點在聆聽當事人的生命故事，了解當事人對生命經驗的詮釋，並指認出適

30
31

民數記十一章 15 節
列王記(上)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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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不良的基模。敘事治療常強調要從個案描述的人事物中去覺察個案的自我認
同，人的自我認同會影響認知基模，通常適應不良的基模隱藏著核心信念，而核
心信念總是在重大關係中浮現，靈性關懷者在結構的層次上會聚焦於未解決的衝
突及生命終極意義的問題上。在人際歷程的治療理論中，個案因長年的行為模式
造成適應不良，久而久之，適應不良的枷鎖造成巨大的人際困難，在絕望之餘易
引發自殺的意念與企圖，甚至將自殺作為一種溝通與互動的不良模式，這些行為
歷程之發展與演進都須要花時間探索與洞察，並透過矯正性的經驗去重建新的行
為模式。湯森在其《妥善處理自殺個案》書中特別強調以故事做為牧養關顧的方
法，即屬於自殺個案結構層次上的靈性關懷工作。
聖經記載當亞述帝國首都尼尼微城居民罪惡滔天，上帝差遣以色列國先知約
拿去敵國傳警告。約拿先是拒絕後來順服，到尼尼微城傳講預言後，全城百姓禁
食悔悟。上帝見尼尼微城居民悔改，就不降災給他們。約拿見神未降災給尼尼微
人，大為發怒，就禱告神說：「現在求祢取我的命吧！因為我死了比活著還好。」
32

。約拿內在的自我認同與生存意義原本透過上帝的差遣而建立，然而他根深蒂

固的認知基模因上帝的計畫改變而受到衝擊，於是約拿求死表達其憤怒。上帝以
數次的隱喻活動耐心引導約拿洞察自己內心，並透過不離不棄的經驗矯正約拿舊
有的模式，這是結構層次上的輔導案例。
在關係的層次上，個案的核心信念常來自重大關係者，困難的關係常是人生
困苦的來源，然而最困難的是與神的關係發生裂痕。因此，關係的議題不只侷限
在人際領域，還有人神關係的領域。採取基督教整合心理模式的助人者會協助個
案在生活困難中探索個案與人、與神的關係，引導個案深入了解自己對生命經驗
所詮釋的意義，及對神的觀點。舊約聖經人物約伯是個義人卻無故遭受到重大災
難失去財務與兒女，並且健康出現嚴重問題。約伯責怪神、憤恨人的指正，向上
帝求死。上帝親自向約伯顯現，面對約伯的痛苦並接納約伯的控訴，重新與約伯
建立新的關係。基督教很多苦難神學的討論都在幫助基督徒重新建立盼望、與神
連結，無論人遇到何種無法解釋的苦難，基督徒相信耶穌在十字架上與人同負一
軛，耶穌為人贖罪受苦而流盡寶血，使仰望祂的人能經歷死裡復活的大能。耶穌
的門徒多數經歷苦難，即使經歷逼迫後仍勉勵信徒說：
「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
不要以為奇怪，倒要歡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
時候，也 可以歡喜快樂。」33 「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
34

受苦，在基督徒的信仰中彰顯出世人所不能理解的榮耀，使相信的人從靈性掙

扎中得到醫治與釋放。
32
33
34

約拿記四章
彼得前書四章 12-13 節
羅馬書八章 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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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教整合心理治療模式與教會案例

本文歸納湯森在所著的《妥善處理自殺個案》書中的個案與筆者實際關懷的
A 案例教會之個案，與基督教整合心理治療模式進行對話，以探討整合心理治療
模式的可行性。A 案例教會中的自殺未遂個案因為家庭、人際衝突而產生信仰懷
疑，繼而惡化成憂鬱症而就醫服藥，長期得不到改善的現象，最後因為罪惡感而
引發多次自傷行為。筆者透過三級預防工作重建其教會的人際關係、建立安全網
絡之後，對該個案進行個別靈性關懷。在功能層次上，陪伴個案就醫紓解生理與
情緒上的症狀，在結構層次上幫助個案洞察內在的認知結構與不自覺的行為模
式，解構個案對信仰的誤解而產生的束縛及罪惡感，最後透過摩西的成長故事及
矯正性的經驗幫助個案重建家庭及神人關係，個案最終回復正常生活，穩定參與
教會活動。為了清楚分析筆者與湯森書中的案例，表二針對危機處理三級預防及
長期靈性關懷的三層次工作上進行歸納分析：
表二、個案分析
個案

危機處理

長期靈性關懷(參考基督教整合心理治療模式)

三級預防

功能面

結構面

關係面

A教

啟動一級預防進行

陪伴個案就

幫助個案洞察

分享聖經中摩

會

幹部訓練、

醫紓解生理

內在的認知結

西故事並透過

自殺

啟動二級預防鼓勵

與情緒上的

構與不自覺的

矯正性的經驗

未遂

個案接受牧養、

症狀

行為模式，解構 幫助個案重建

個案

啟動三級預防建立

個案對信仰的

家庭及神人關

安全網絡、轉介醫療

誤解而產生的

係

體系。

束縛及罪惡感

艾琳

啟動二級預防進行

牧師向艾琳

密集的牧養性會談、 提出一些澄
啟動三級預防建構

聆聽故事，了解 用聖經以利沙
艾琳內化了對

清問題，探聽 婚姻、母親、自 事活化艾琳的

家人支持網絡、轉介 其感受，處理 我犧牲的無能
醫院。

逃往沙漠的故
盼望，重建艾琳

艾琳與家人

感，體悟到失望 與神的關係

的衝突

感控制了生命

蘇珊

先啟動一級預防對

與蘇珊家人

聆聽蘇珊父母

與蘇珊的父母

的家

教會領袖進行訓練

一同在醫

自責的敘說

談論神無條件

人

啟動二級預防陪伴

院，聆聽他門

的爱、以及沒有

蘇珊家人持續個別

的痛苦，理解

任何事物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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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與談話、安排家 他門害怕失

上帝對她門的

屬進入小組與團

愛

去神的看顧

契。啟動三級預防召 的懼怕
開緊急聚會，解說危
機並介紹轉介資
源，並辦理具有盼望
的喪禮及系列講道
資料來源：作者編製。
從表二的內容，綜合筆者實際在 A 案例教會的實務經驗，以及湯桑在《妥
善處理自殺個案》的案例說明，都看到危機處理的三級預防模式，以及長期靈性
關懷中功能面、結構面、與關係面的工作。雖然不能直接證明基督教整合心理治
療模式的功效，但可以窺探出該模式的可行性。
自殺防治的靈性輔導工作是一個長期且極有深度的靈性關懷工作，在過程
中，靈性關懷者必須遵守倫理原則，建立一個安全、溫暖、可信任的輔導關係，
透過聖經的教導幫助個案與上帝建立關係。總結上述的論述，本段落首先在朱
莉亞瑟琳的靈性掙扎架構中，以聖經經文與敘事說明靈性問題為自殺意念的原
因之一，之後在基督教整合心理治療模式的功能面、結構面、及關係面以聖經
經文與敘事說明該治療模式的神學基礎，以說明「靈性掙扎—自殺意念—靈性
關懷(功能面、結構面、關係面)」的論述進路，最後以湯森與筆者的個案做為佐
證資料，提出自殺危機處理三級預防輔以基督教整合心理治療模式三層次工作
的可行性。

伍、

結語

台灣的自殺問題是各界關注的議題，宗教與靈性已證實為自殺防治的有效保
護因子，顯示探討宗教靈性議題將成為自殺防治的重要資源。本文回顧自殺的危
險因子、發生歷程、與靈性掙扎等因素後，以國內外實際案例回應國內學者王順
民在〈宗教關懷、生命尊嚴與自殺防治的人文思索〉的國政研究報告中，以聖靈、
運動、知識、支持四層面進行宗教與自殺防治的工作。在實際操作的兩案例教會
的經驗中，本文建議在團體層面，於宗教組織內設立三級預防工作以進行自殺防
治危機處理與輔導。在一級預防工作中，針對一般教會的會眾辦理有益心理健康
的活動，幫助會眾在生活中認識教義、實踐信仰信念、提升會眾的問題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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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希望感，並強化宗教機構的社群功能，讓會眾可以在安全的團體中建立歸屬
感。在二級介入工作中，針對高危險族群提供宗教關懷、資源協助等，以避免危
機事件的發生。而當危機事件發生時，宗教輔導人員依據其危機事件的狀態動員
團隊處理相關後續事件，避免衝擊擴大，降低事件的負面影響，將危機轉化為轉
機。無論三級預防工作哪一個層級，靈性關懷的工作都不可少。本文亦建議宗教
輔導者或牧者傳道人，在對信徒的長期且極有深度的靈性關懷工作中，必須遵守
倫理原則，在安全信任的互動中，從功能層次、結構層次、關係層次協助個案探
索與洞察，並透過聖經的教導幫助個案與上帝建立關係。在這樣的自殺防治模式
下，宗教輔導與靈性關懷的團隊包含宗教組織(教會)中的所有成員，其目標在幫
助信徒與會眾身心靈全人的健康發展。然而，本文僅使用筆者實務工作的兩個案
例教會為個案，以及湯森所著《妥善處理自殺個案》書中的案例分析，以探討自
殺危機處理的三級預防及基督教整合心理治療模式的可行性，未來可針對更多教
會中的個案進行調查與訪談，以建構更嚴密嚴謹的自殺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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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n-based Guidance for Suicide: Taking
Christian-based Guidance as an Example
Yea-Huey Chang
Abstract
The suicide crisi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religious sector.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it has also become a focus of religion-based guidance and spiritual
care. People choose to commit suicide for chronic and acute reasons, which are deeply
affected by psychological, pathological, physiological,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guidance and care, the reasons people lose
hope are large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spiritual development. In Christianity,
spirituality means that men, the created, share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e creator; men adhere to the words of God and live a life centering on God. When
people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terms of spiritual development and cannot live their
life in unity with God, their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health will thus be
influenced, which can even result in suicide ideation.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explored the reasons for suicide, the course of suicide ideation,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nd used suicide risk assessment as the focus to discuss suicide
crisis prevention, including the indicators for crisis evaluation and how to incorporate
effective assessment techniques with spiritual care. Then the article followed the three
dimensional suicide prevention model to construct a Christian-based guidance pattern.
The second part looked into the reasons behind spiritual struggles and their types. The
impacts brought by spiritual struggles on faith and psychology were also presented.
Then, with the religion-based guidance pattern of “Christianity integrative
Psychotherapy,” different psychotherapy techniques were used on three levels:
functional, structural, and relational, in an effort to help people restore the image of
God, in the hope of effectively preventing suicide and reducing suicide risk. From the
Christian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ve psychotherapy, spirituality is a part of our mind
created by God. The ultimate goal of spirituality is to merge God and men as one. In
suicide prevention of religion-based guidance, the Church strives to focus on the three
dimensional prevention and establish a crisis resolution pattern, thereby helping those
in despair to overcome their predicament in the long run on three levels (functional,
structural, relational), to establish a deeper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eventually
guiding followers towards holistic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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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基督徒賞夢團體於宗教輔導之探討
張雅惠

摘 要

宗教涉及靈性的發展，因此宗教輔導亦包含靈性關懷的層面。宗教輔導的意
涵定義為「以宗教為基礎，協助該宗教信仰下的信眾了解自己、世界與宗教信仰，
進而協助信眾根據宗教信仰的條件發展有益個人與群體的生活適應，並透過靈性
關懷引導人於內在深處尋求與神連結以探索生命意義。」由於宗教靈性彰顯在個
人與信仰群體中，因此以團體為形式的宗教輔導活動成為靈性關懷的可行模式。
夢的賞讀是協助個人進入內心世界的方法之一，實證研究發現以團體方式賞析夢
境可以幫助夢者探索內在自我與深層信仰，進而促進夢者的心靈成長。本研究的
賞夢團體乃是融合榮格與基督教靈性內涵，改編自 Ullman 的團體讀夢歷程，以
基督教活動形式運用於教會的團體聚會中，稱為基督徒賞夢團體（簡稱賞夢團體）。
宗教輔導的目的在糾正罪的惡果與促進靈性成長，而其內涵包括醫治、支持、修
復與引導四個元素。從宗教輔導的立場所做的夢的詮釋除了讓夢者更了解自己以
外，也要幫助夢者更能認識信仰、發現上帝對他的呼召，並有支持與修復的功能。
在賞夢歷程中，宗教輔導者透過聖靈在團體中的動力催化、引導並鼓勵夢者去理
解自己的夢，與團體成員協同合作建構夢境的意義。基督徒賞夢團體的程序共分
為十個步驟：詩歌敬拜、分享夢、探索自己在夢裡的感受、描述印象最深刻的夢
景、聯想、與生活脈絡連結、命名、改寫與續集、信仰理解、結束禱告。本研究
透過文獻探討發現賞夢團體運用於教會團體聚會能有效建立團體成員安全關係、
增進成員自我揭露的深度、激發成員情感分享、幫助成員在生活中找到信仰意
義。
關鍵字：夢、賞夢團體、宗教輔導(religion-based guidance)、靈性關懷、榮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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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大多數的宗教信仰者並非只重視宗教經典與神聖禮儀而已，信眾也期待將宗
教信仰與實際生活做結合，特別是在異教或去宗教化的環境中，信眾面臨世俗事
務所遭遇的問題，其中所牽涉的情感與內在自我的適應，並非只靠傳統宗教教育
或神聖禮儀能解決問題。就像保羅·普呂瑟(Pau; W. Pruser)所說：「禁慾方式的實
務工作者也都知道，克制不只是處理道德議題的手段，也是一條通往情緒的康莊
大道。然而，它(禁慾)並非是唯一的途徑。」顯然，其他的途徑--宗教輔導，可
以與宗教教育及神聖禮儀相輔相成，達到教化與輔導信眾的目的。宗教輔導常以
人的宗教經驗為主題，而夢被認為是深層的宗教經驗。蒂莫西與克萊拉(Timothy
& Clara)觀察自願的個案，發現在諮商中討論夢中的靈性議題有助個案的存在價
值感。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研究也主張夢裡存在夢者記憶與情緒等重要訊息，1張
(Zhang)所提的夢的自我組織理論(self-organization of dream)雖不同於深度心理動
力學派的解夢理論，仍支持夢境有助於心理治療。本文首先定義教輔導的內涵，
並以基督教的宗教輔導為例加以定義，隨之介紹融合心理學與基督教靈性的觀點，
在發展基督教的宗教輔導策略上，以賞夢團體為主軸，做為基督教宗教輔導的團
體模式，並探討其運作機制與效能。期盼此文能提供基督教之宗教輔導實務工作
參考，協助信眾靈性發展並適應環境。

貳、

宗教輔導的定義

修茲與史東(Shertzer and Stone)將輔導定義為：
「輔導是協助個人瞭解自己及
其周遭環境的一種過程。」張春興在其主編的心理學辭典中，對輔導的定義為：
「輔導是一種教育的歷程，在輔導歷程中受過專業訓練的輔導人員運用其專業知
能，協助當事人瞭解自己、認識世界，引導當事人根據自身條件(如能力、興趣、
經驗、需求等)建立有益個人與社會的生活目標。並使其在教育、職業及人際關
係各方面的發展上能充分展現其性向，從而獲得最佳的生活適應。」根據上述定
義，若是在宗教的領域中進行輔導，宗教輔導的工作必是「以宗教為基礎，協助
該宗教信仰下的信眾了解自己、認識世界，並根據宗教信仰的條件發展有益個人
與群體的生活適應的過程。」由於宗教涉及靈性的發展，因此宗教輔導亦包含靈
性關懷的層面。貝內爾(David G.Benner)認為靈性是人內在深處尋求連結與尋求
生命意義的渴望，這是人內在的神聖經驗，並對其回應的重要結構。基督徒的靈

1

Zhang W.. A supplement to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of dreaming. Front. Psychol. 7(2016):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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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則是在基督教信仰與基督徒群體的處境下，對三一上帝的渴望，並回應上帝愛
的呼召、尋求在信仰中的生命意義的歷程。2因此，本研究將基督教的宗教輔導
的意涵定義為「以基督宗教為基礎，協助該宗教信仰下的信眾了解自己、世界與
宗教信仰，進而協助信眾根據宗教信仰的條件發展有益個人與群體的生活適應，
並透過靈性關懷引導人於內在深處尋求與神連結以探索生命意義。」
由於，基督教有原罪的概念，人因為罪而無法行出合神心意的方式，所以基
督徒必須要透過上帝選召的神職人員對信眾進行教育與輔導的工作，以幫助信眾
能活出合上帝心意的生活方式。神職人員肩負的教育與輔導的工作就是糾正罪的
惡果與促進靈性成長，而其內涵包括四大元素：醫治、支持、修復與引導。3這
樣的輔導模式與一般心理輔導模式不同，需要結合心理輔導與宗教協談的領域，
轉化成基督教信仰適用的輔導架構，而輔導的媒介也須透過宗教的檢合判斷其適
切性。
心理輔導工作者將夢視為人內在的語言，希臘哲人阿提米多羅認為夢分為兩
類：一類是目前身心狀況引發的，一類是深層寓意能預卜未來的。4佛洛伊德延
續阿提米多羅的思想寫《夢的解析》
，認為夢是願望的達成。5雖然佛洛伊德發掘
了夢與內在深層的心靈需要有關的觀點，但其泛性論的主張為後人所質疑。後起
的榮格，認為夢是心靈的自然產物，是潛意識心靈與意識自我的對話，即真我與
自我的溝通，以促進心靈健康與穩定，6此概念與基督教的概念相仿，同樣強調
夢境是生命源頭與人心靈的對話溝通。在聖經中，夢是上帝使用來與人溝通的管
道。布西人以利戶對約伯說：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時候，神就用夢和夜間的異象，
開通他們的耳朵，將當受的教訓印在他們心上，好叫人不從自己的謀算，不行驕
傲的事7。根據榮格理論與聖經的相容觀點，雷若郝威(Leroy T. Howe)博士在他所
發表，標題為《靈性指引中的夢解釋》
（Dream Interpretation in Spiritual Guidance）
的文章中寫道：神職人員在進行夢的解釋時，不只幫助夢者認識自己，也在信仰
上更進步、更經歷上帝，最後發現上帝的呼召8。該文中，郝威博士在他的實務
工作中融合了榮格取向的分析方式，形成宗教輔導與靈性關懷可行的模式。由於，
在基督徒的宗教活動中有很多的團體形式，因此，以下介紹整合榮格與基督教的
貝內爾(David G. Benner)著，
《心靈關顧-修正基督徒的培育和輔導觀念》
，尹妙珍譯(香港：基道
出版，2004)，89-93 頁。
2
William Clebsch 與 Charles Jackle 的論點，引自貝內爾(David G. Benner)，《心靈關顧-修正基督
徒的培育和輔導觀念》
，尹妙珍譯(香港：基道出版社，2004)：23 頁。
4
安東尼史蒂芬著，《夢，私我的神話》
，薛絢譯(新北市：立緒出版社，2000)，33-34 頁。
5
佛洛伊德著，
《夢的解析》，南玉祥譯(台北市：海鴿文化，2013)，36 頁。
6
卡爾榮格著，
〈潛意識探微〉
，《人及其象徵》
，龔卓軍譯(新北市：立緒出版社，1999)，26-38
頁。
7
約伯記 33:15-17
8
Leroy T. Howe, “Dream Interpretation in Spiritual Guidance”. The Journal of Pastoral Care,
XL3(1986) :26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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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概念，隨後探討以夢為題材的宗教輔導團體模式，期盼提供基督教靈性關懷
的宗教輔導實務工作者參考。

參、 融合榮格與基督教的靈性觀與靈性關懷
依據榮格學派的理論，在人類的心靈系統中分為意識自我(ego)與潛意識兩部
分，潛意識又分為個人潛意識與集體潛意識，在潛意識中佈滿了各種原型。真我
(Self)是全部心靈整體的核心，祂是人格不斷擴張與成熟的調解中心，9心靈要不
斷成長與成熟是不能只靠意志上或意識上的努力來促成，而是要透過個體化歷程，
亦即意識自我傾聽內在真我的召喚，二者達成協調的關係，這也是榮格所認定的
靈性成長歷程。按照榮格的想法，神的形象與潛意識中的原型相符，內在真我是
與神相遇的所在，既然潛意識是與神互動的管道，所用的語言必是特殊的語言，
榮格認為這特殊的語言是感性的象徵語言。雖然，潛意識的理論只是假說，且榮
格的靈性缺乏超越性，反被侷限在人的內心深處，缺乏靈性成長的機制，10但基
督教的聖靈觀恰可以解釋榮格理論。在榮格的理論裡強調人的心靈結構存在人意
識所不及的神聖空間，這空間能與神互動溝通，其所使用的語言並非意識的理性
語言，而是象徵的特殊語言，這樣的特徵符合了基督教聖靈內住人的靈之教義。
基督教的聖靈說明了人內心深處與神互動的媒介，因為聖靈內住在人的心中，以
容格的理論來看，聖靈的工作整合人的意識自我與內在真我的融合，達成個體化
歷程。因此，榮格理論與基督教靈性觀的整合，將使宗教的靈性更具有心理動力。
貝內爾對基督教靈性的觀察，歸納以下九個重點：
一、

基督徒的靈性始終回應聖靈對心靈的呼喚

二、

基督徒的靈性建基於對耶穌的委身和生命的改造

三、

基督徒的靈性成長靠上帝所賜的恩典為媒介來滋養

四、

靈性成長幫助人對耶穌有深入的認識，並且藉著耶穌認識上帝與聖靈

五、

靈性成長幫助人更認識自己

六、

靈性成長帶領人逐步實現合神心意的獨特自我

七、

靈性乃在受苦的境況中獨特的成長

八、

靈性會藉著與神、與人連結來彰顯

九、

靈性透過基督徒群體的頌讚彰顯其美善

盧德認為基督教的靈性成長在於人與上帝建立更契合的親密關係，了解並實
瑪莉-路易絲··弗蘭茲(M. –L. von Franz)，〈個體化歷程〉，，
《人及其象徵》
，卡爾·榮格主編，龔
卓軍譯(新北市：立緒出版社，1999)，頁 186-194。
10
《心靈關顧-修正基督徒的培育和輔導觀念》
，72-73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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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上帝的計劃與旨意。11而凱薩琳藍博(Catherine A. Lambard)則認為人的靈性具
有上帝意識(God’s consciousness)與上帝意志(God’s will)，一個人受洗時，人的內
在具有宇宙性與個人獨特性的最高品質，是因為人是根據上帝的形象所創造，靈
性成長強化人與神聖最高品質的成長與連結。12因此，綜合貝內爾、盧德與藍博
說法，基督教的靈性觀點乃關乎個人與上帝的連結。
將榮格理論與基督教的靈性觀加以整合後，會發現靈性涉及潛意識心靈深處
的運作，藉由對神聖超越者的連結的渴望，接受聖靈的灌注引發內在個體化歷程，
促使人內在統整與整合，並與神聖者建立關係，彰顯在實際品格與生活中。所以，
靈性是人的獨特內在，是與三一上帝連結的所在，靈性的彰顯會在與人的群體生
活中、在對三一上帝的頌讚中、在苦境中彰顯。靈性的成長發生在面對聖靈的呼
喚與上帝的恩典，並對上帝的恩典做回應之中。
有關靈性關懷的工作，榮格認為協助個案解讀潛意識象徵語言是個體化歷程
的起步，但這樣的理論缺乏動力，需要聖靈的工作，才能合乎醫治、支持、修復
與引導的宗教輔導目標。根據基督教的靈性概念，包含靈性關懷的宗教輔導不能
僅止於個人經驗或是其所面臨的問題，其焦點必在人的內心，並且是經歷神的內
在經驗與所建構的生命意義。貝內爾根據上述概念提出深切心靈關顧的架構，此
架構包含三項重要元素：
一、

深入認識耶穌，藉著耶穌認識上帝與聖靈、

二、

深入認識自己、

三、

在基督裡發現和實現真正的自我。

在上述三項元素中的第二項，若加入榮格的潛意識象徵語言之解讀，將使深
入認識自己與發現真我的項目更有具體可行的焦點與目標。由於夢是榮格所認為
人潛意識所發出的象徵語言，因此，透過夢的材料進行宗教輔導是融合榮格與基
督教靈性觀的靈性關懷工作之一，詳文於下兩段落討論。

肆、

榮格與基督教對夢的看法

雖然夢境是象徵語言，夢境的情境也不一定連貫或有邏輯，但，夢的內容是
一種敘事。在這看似虛幻的故事表層，夢境由許多的情節、場景、人物組成，而
這些表層之下，夢境蘊含著夢者的自我認同，如同麥克懷特(Michael White)所謂

盧德，
《榮格宗教心理學與聖三靈修》(台北市：光啟文化，2009)，頁 167。
Catherine A. Lombard, “Psychosythesis: A functional bridge between psychology and spirituality.”
Pastoral Psychology, 66(2017),461-485.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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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認同藍圖(landscapes of identity)概念，13在這個藍圖內，夢者的動機、慾望、
性情、情感埋藏在夢境之下。人在清醒時意識層面主導心理運作，但到了睡眠時
期，潛意識裡的心理功能在夢中運作。
榮格曾於著作中寫道：「為了心理的穩定，甚至也為了生理的健康，意識與
潛意識必須統合相關連起來，以使兩者能平行相應的運作。.....夢的詮釋灌溉涵
養了意識的貧瘠乾澀，讓它學會再度理解被遺忘的本能語言。」榮格認為夢不只
要補償作夢者的人生缺憾或創傷，也不止於預示重大未來事件，夢更關係著人格
的統整與生、心靈健康。14然而，榮格的夢理論牽涉潛意識、原型的問題依然是
個被人質疑的議題，再加上榮格的解夢方式被懷疑過於武斷，15因此，榮格之解
夢方式需要有所調整。誠如本文第二點所討論，在榮格的理論裡強調人的心靈結
構存在人意識所不及的神聖空間，這空間能與神互動溝通，其所使用的語言是象
徵的特殊語言，這樣的特徵符合了基督教中「聖靈內住在人的靈」之教義。基督
教的聖靈說明了人內心深處與神互動的媒介，因為聖靈內住在人的心中，以榮格
的理論來看，聖靈的工作整合人的意識自我與內在真我的融合，達成個體化歷程。
以此觀點，在自我認同藍圖之下，尚有人的靈性與聖靈灌注的靈性空間，如圖 1
所示。

圖 1、夢的結構圖(圖片來源：作者繪製)
為探討榮格的理論與基督教經典的夢學之相容性，必須了解基督教對夢的看
法。魯斯韓代爾(Russell J. Hendel)將聖經中的夢分為兩類16，一類是一般人的夢，

麥克懷特又將自我認同藍圖稱為心智檔案櫃。
卡爾·榮格著，
〈夢的功能〉
，
《人及其象徵》
，龔卓軍譯(新北市：立緒出版社，1999)：26-48 頁。
15
魏連嶽，《夢的本質之基督教觀點》(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33-34 頁。
16
Russell J. Hendel, “A Biblical Approach to Dream Interpretation” Jewish Bible Quarterly, 39
(2011):231
13
14

28

運用基督徒賞夢團體於宗教輔導之探討

此類的夢中有時並無神聖的使者，內容多是關乎個人的事物。17古倫神父認為夢
會誠實說出人目前的處境與心境。因此，從夢境更深了解自己的內在，仍是值得
探索的事。從圖 1 可以看到，夢境之下潛藏著人的動機、慾望、性情、情感，常
常這些深度的內在自我被意識的理性所淹沒，以致人常在不自覺當中內心真我與
意識自我產生衝突而不自知。榮格的個體化概念，就是主張意識自我與潛 意識
內容必須有對話與整合，才能使人邁向成熟發展。而聖經說：「你要省察，恐怕
你裡頭的光或者黑暗了。」18基督徒在領聖餐之前，常被提醒「人應當自己省察，
然後吃這餅、喝這杯。」19聖經也教導基督徒要常保自我反省的習慣，「各人應
當察驗自己的行為20，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
麼。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
21

顯見自我省察是基督徒重要的功課，夢境確實提供了深度自我探索的豐富媒

材。
除了一般的夢，另一類的夢多是先知或君王皇族所做的夢，這類夢中多有上
帝的使者顯現，源自上帝的啟示。論到夢的啟示性特質，榮格認為夢是心靈超然
於意識心智的控制之外，夢是預言未來的潛意識本能，這樣的本能由原型的傾向
所主導，原型是生命本身的組件，當與情緒連結時，其所呈現的形象便獲得了超
自然的心靈能量。22盧德把榮格的原型的概念視為心靈基底，與三一上帝相對應，
把榮格「個體化歷程以實現真我」的概念轉換成「天主與每個人的生命相連」的
宗教意義。23筆者則認為這個心靈基底是聖靈內住之處，所以潛意識心靈成為人
神互動的所在，如圖 1 所示。因此，當神要對人有所啟示的時候，便由心靈基底
投射出象徵語言，透過夢境向人說話，而成為啟示性或預言性的夢境。針對此類
的夢的現代意義，約翰瓦許(John A. Walsh) 認為上帝取了耶穌的形象成了與人相
聯結的管道，同樣神也透過夢的象徵意義與人接觸24。聖經上說：「除了在人裡
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 25夢，
內含了神的靈與人的靈，當人嘗試去理解夢的意義時，人的靈與神的靈交會將促
成靈性生命的成長。

傳道書 5:3：
「事務多，就令人作夢」
路加福音 11:35。
19
哥林多前書 11:28。
20
加拉太書 6:4。
21
加拉太書 6:7-8。
22
《人及其象徵》，101 頁。
23
盧德:「榮格指出，心理學發展的目標乃是真我的實現，亦即個體化過程；以宗教學或形上學
的話來說，相當於天主降生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當中」
24
John A. Walsh, “The Dream of Joseph: A Jungian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11(1983): 21
25
歌林多前書 2:11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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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由於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創造26，因此有神學家加爾文認為認識
自己與認識神是基督徒同樣重要的人生要務。27既然理解夢境可以更深入認識自
己，自然對於認識神也有幫助。因此，建構適合基督徒認識自己的賞夢程序將是
結合信仰與心理探索的合宜活動。

伍、

基督徒賞夢團體

理解夢境既然有助認識人及認識神，無論個別或團體解夢都是有宗教輔導的
意義。由於教會團體經常有小組或團契之團體形式的宗教活動，為了發展適合教
會聚會的支持性團體，在本研究所採用的賞夢團體乃是以半開放式的小組聚會活
動進行，參考蒙泰古歐曼(Montague Ullman)的團體讀夢歷程，28結合榮格與基督
教的信仰內涵，運用於教會的團體聚會中，稱為基督徒賞夢團體。基督徒賞夢團
體的程序共分為十個步驟：詩歌敬拜、分享夢、探索自己在夢裡的感受、描述印
象最深刻的夢景、聯想、與生活脈絡連結、命名、改寫與續集、信仰理解、結束
禱告。
每此聚會賞讀一個夢者的夢境，由宗教輔導者帶領整個聚會程序。宗教輔導
者採取與夢者合作的態度，並與參與者共同探索夢境所產生的意義。宗教輔導者
的工作不是分析，而是引導夢者重新經歷夢中的情境與意象，以引發團體討論的
方式陪伴夢者發現此夢對他當下生命的意義29。宗教輔導者在過程中催化、引導
並鼓勵夢者去理解自己的夢，與夢者協同合作建構夢境的意義，尊重夢者握有感
知理解夢境意義最重要的鎖鑰，避免以任何自己的理論爲夢者建構分析夢境。以
下是本研究採用以基督信仰的團體方式進行的賞夢模式30：
第一步驟：詩歌敬拜。
第二步驟：分享夢。
一開始邀請夢者盡可能就其所記得的部份正確而詳細地重現夢境，並讓其他
成員們對於夢境內容不清楚之處能進一步詢問澄清。夢者可就夢所發生的時間、
夢中之感覺、顏色、背景、空間格局、年齡、人物…進行說明與補充。須特別注
創世紀 1:26。
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第一卷第一章。

26
27

蒙泰古歐曼(Montague Ullman)著，
《讀夢團體原理與實務技巧 》
，汪淑媛譯(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28

2007)，9 頁。
29

李燕蕙，（夢在生死間－釋夢學與夢工作導論〉。《生死學研究》，4(2006)，163-204。

30

張雅惠、楊玉薇，
〈融入基督宗教信仰內涵的賞夢歷程〉
，發表於「2016 宗教學會研討會」
。

台北市，2016 年 7 月 1 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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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宗教輔導者說明夢者有充分的自由決定自己分享的內容或是否繼續分享，
以確保夢者感到安全。
第三步驟：探索自己在夢裡的感受。
宗教輔導者將先請夢者暫時停止參與討論與分享，團體成員在這個階段的角
色是將夢視為自己的夢，運用想像力，自發地提出自己對夢境的投射，以第一人
稱之發言方式述說「如果這是我做的夢……」。
宗教輔導者在此步驟請團體成員分享內心所產生的任何投射，包括對夢境中
的畫面與意象的任何自發性感覺，及對這些意象所表達的隱喻或象徵意義為何，
然後再請夢者最後分享。團體將盡量分享夢境帶給他們感覺以及任何可能的隱喻，
幫助自己整理這階段的經驗。透過團體的集體投射，可以激發更多的想像、創造
更多可能，提供夢者做為參考，協助其開發夢境之潛在意義。而夢者有絕對的權
利採納或拒絕團體對夢境感覺與隱喻的投射。
第四步驟：描述印象最深刻的夢景。
請成員描述印象最深刻的夢景，可以強化前一個步驟的效果，使成員的感覺
更豐富。
第五步驟：聯想。
內在心靈的深度是人無法測度，聯想，就是一種擴充的理解方法，讓人進入
更深、更廣的心靈世界。依據榮格的理論，人的潛意識內容雖然無法以理性覺察，
但在投射與聯想當中可以窺探其線索。而就聖經而言，箴言書說：「人的靈是耶
和華的燈，鑒察人的心腹。」探索人內在深層意識，成為與上帝相連的媒介，而
其中，因為聖靈的運行，可以光照人的內心，幫助人具體聯想與生命相關的議題。
第六步驟：與生活脈絡連結。
此階段夢者可以暫時將夢放在一旁，宗教輔導者引導者夢者思考在這個夢發
生之前其所願意分享之近期生活事件，並試著邀請夢者針對生活事件進一步說明
或分享事件所觸發之想法、感覺與情緒，協助夢者回憶近期的生活脈絡，藉此引
發更多訊息，連結過去之情緒餘留與經驗。雖然參與的成員可以表達自己的心得，
對夢者提供他們發現了哪些連結與意義，但宗教輔導者仍須對夢者說明團體成員
對夢的所有看法皆來自個人的投射，夢者可作為參考，但夢最終的意義仍由夢者
個人所決定。
第七步驟：命名
透過夢者對夢境的命名，可以幫助夢者思索夢境的意義，這是一個整合意識
與潛意識對話的成果。如果夢者的命名關乎自我認同，這將會幫助夢者對自我更
深的理解。如果夢者對命名有困難，宗教輔導者可以邀請在場參與者以自己的立
場命名，提供夢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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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步驟：改寫與續集。
無論夢者是否可以針對夢境做命名，宗教輔導者皆可以邀請夢者嘗試改寫夢
境，或編織續集。這是一個擴充後的意識自我產生行動能量的階段，通常改寫的
夢境或續集都帶有夢者的期待與行動能量。在這個步驟中，夢者將會從豐富的情
感與內在找到能量寶藏後，更有目標、更有行動力。有時候還可以搭配能量卡的
製作，讓夢者及參與者各自在自己的空白卡片上撰寫激勵人的勵志語句，提供日
後參考。
第九步驟：信仰理解。
在賞夢的過程中，如果出現了特定的信仰主題，或是有的人生故事與聖經敘
事相關，都可以在最後階段由所有在場成員提出討論。為了讓意識心靈與潛意識
心靈的交流達到整合的境界，透過信仰內涵的分享，再一次激勵意識自我開放疆
界，常保心靈成長的空間。
第十步驟：結束禱告
賞夢團體是靈性關懷的支持團體，宗教輔導者引導賞夢團體成員內在探索
的目標最終在於與神聖者相連結，透過禱告的儀式可以幫助成員專注於神，故禱
告成為賞夢團體最後的步驟。
上述賞夢團體十步驟的程序對應人的心靈結構層次，如圖 2 所示。從圖 2 的
程序分析，可以看見賞夢團體的程序所涉及的心靈活動擴及意識中的真實生活與
潛意識、靈性層次。

圖 2、基督徒賞夢團體程序(圖片來源：作者繪製)
為探討賞夢團體觸及的心靈層次，研究者過去曾在北部某教會訪談參與賞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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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活動之十二名參與對象。該團體經教會牧師同意公開招募自願參加者，由研究
者擔任團體帶領者，每週進行一次賞夢團體，共連續進行十次。研究者與協同研
究者參與觀察每次活動，紀錄每次活動時的成員反應，包括分享次數、分享內容、
分享聲調、肢體語言與臉部表情，並於之後以半結構式訪談訪問參與者。該研究
發現：31
一、 在賞夢團體中成員皆能發言，即使宣稱自己不喜歡發言或不善發言者，
都能針對帶領者的引導而回應，並且回應的內容涉及個人的生活與情感，亦即參
與賞夢團體的成員皆能自我揭露，顯示成員對團體感到信任。其中二名參與者原
本不參與教會活動，於參加賞夢後進入教會做禮拜。此項結果顯示賞夢團體支持
與引導的功能。
二、 夢者表示在聆聽其他成員的分享中被理解與同理，而且是深層的同理，
此項結果顯示賞夢團體支持的功能。
三、 所有夢者均表示在聆聽其他成員的分享中被撫慰、被激發更清楚自己的
問題，而且因這樣的激發而有洞察的效果，此項結果顯示賞夢團體支持、修復與
醫治的功能。。
四、 所有夢者均表示自己分享夢境後更接近、更了解自己內在的感受，此項
結果顯示賞夢團體醫治與修復的功能。
五、 原本已在教會中穩定聚會的參與者能針對夢的內容進行信仰反省與討
論，未在教會穩定聚會者於活動結束後則有三位接受邀請或主動參加教會其他活
動，此項結果顯示賞夢團體支持與引導的功能。
六、 參與者皆表示此聚會是能在短時間促進團體成員感情與彼此瞭解的聚
會方式，參加過的成員繼續參與率是 92%(11/12) 此項結果顯示賞夢團體支持與
引導的功能。
該研究亦分析團體輔導的功能，32基督徒賞夢團體成員認為賞夢團體聚會模
式是安全可信任的，可以在團體中分享個人情緒面的事物，在自己與他人的分享
中可以更認識自己，並激發自己進行信仰思考。就教會的發展、團體的牧養功能
面來看，有些牧者認為上帝把恩賜給了整個肢體，當小組能夠用屬靈恩賜來彼此
建立時，會出現互惠的服事，並使人與神聖的實體相連33。賞夢團體促進成員的

張雅惠，《運用基督徒賞夢團體於教牧輔導之探討》
。發表於台灣神學院，第二屆基督教靈性
關懷與協談研討會，2016 年 9 月 24 日。
31

32

Yalom 歸納團體輔導有以下九項功能： 1.增加情感層面的覺察、2.了解自己與其他成員的相

似處、3.覺察團體成員表現正向的關懷、接納與同情、4.從其他成員眼中看到自己、5.在團體中
一致、清晰、肯定的表達自我、6.觀摩成員真實、勇敢、開放地情緒表達、7.覺察到其他成員的
反應、8.在團體中感覺溫暖與親近、9.可以在團體中公開的討論情緒。
33

李樂夫與王利民合著，許揚怡譯，
〈細胞小組教會組長手冊〉
（香港：高接觸有限公司，2015）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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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了解與信仰生活，有利於在肢體中發展團體生活與屬靈恩賜。就個別的層面
來看，約翰瓦許認為夢的目的乃在促進自我整合與內在醫治，也有學者認為夢是
深層的宗教經驗，且是屬於感性的層次34。因此探索夢不只幫助夢者自我瞭解，
也協助夢者檢核自己的宗教體驗，在靈性層次上因著與神的連結而得著屬靈的醫
治。

陸、

再思基督徒賞夢團體與宗教輔導

呂大吉認為宗教的本質包含四個要素：宗教的觀念、宗教的體驗、宗教的行
為、與宗教的組織與制度。35以此四要素對應一個信仰宗教的人的心靈結構，人
有宗教信念、宗教體驗、宗教行為、與宗教團體生活，若再加上靈性部分，人的
心靈結構圖就如圖 3 左側所示：

圖 3、基督徒賞夢團體對人的影響(圖片來源：作者繪製)
宗教輔導乃是以宗教為基礎，協助該宗教信仰下的信眾了解自己、世界與宗
教信仰，進而協助信眾根據宗教信仰的條件發展有益個人與群體的生活適應，並
透過靈性關懷引導人於內在深處尋求與神連結以探索生命意義。在這樣的定義下，
宗教輔導醫治、支持、修復與引導信眾，最終目標在糾正罪的惡果與促進靈性成
長。如上文所述，賞夢團體有助參與信眾深度了解自己的想法與情感體驗，同時
104 頁
34
Timothy L. Davis and Clara E. Hill. “Spiritual and Nonspiritual Approaches to Dream Work: Effects
on Clients’ Well-Being” Journal of Counselling & Development, 83(2005):492
35
呂大吉，《宗教學通論》(台北市：博遠出版社，1994)：98-99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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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幫助信眾了解信仰信念，並有助信眾發展團體生活。最後，透過禱告儀式的連
結，人的靈性與神的靈產生連結。在這當中，神的靈，也就是聖靈的角色很重要。
約翰瓦許認為夢來自人的靈與神的靈的結合，透過夢境的理解可以激發人與神親
近，而藉由對神聖超越者的連結的渴望，接受聖靈的灌注引發內在個體化歷程，
促使人內在統整與整合，並進一步與神聖者建立關係，使成熟的靈性生命彰顯在
實際品格與生活中。以圖 3 來看，從人的團體生活與行為層面，參與賞夢團體的
信眾的確表現對宗教團體更委身或更樂於參與的行動。從宗教體驗的情感層面，
參與賞夢團體的信眾感受到被撫慰、被同理、更接近自己的感受。而在認知層次
的宗教信念上，透過賞夢團體的信仰理解，信眾更清楚聖經的教導，最後激發信
眾在靈性上更渴望神、更有意義感。

柒、

結語

本研究嘗試定義宗教輔導，將靈性關懷的工作併入宗教輔導的工作目標，並
以基督教的宗教輔導為例，透過文獻探討心理學與基督教的靈性觀，以夢的題材
作為宗教輔導的媒介，研究基督徒賞夢團體運用於教會團體聚會的可行模式及其
效能。研究中發現基督徒賞夢團體能幫助信眾建立團體成員安全關係、增進成員
自我揭露的深度、激發成員情感分享、幫助成員在生活中找到信仰意義。
基督教在宗教輔導的領域中，麥克敏與康貝爾(McMinn 與 Campbell)著有
「基督教整合心理治療模式」一書，強調從功能性、結構性、與關係性三個層次
上運用不同的心理治療技術，幫助人與神建立關係並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基督
徒賞夢團體在功能性的層次上，除了引導信眾自我探索之外，會適時透過教導行
為與認知技巧來減輕痛苦症狀。在結構性的層次上，宗教輔導者透過團體夢境賞
讀幫助信眾洞察期不自覺的認知基模，了解當事人對生命經驗的詮釋，並指認出
適應不良的基模。在關係的層次上，宗教輔導者可以透過賞夢團體動力引導信眾
洞察自身的人際互動模式，並在輔導過程中轉化個案與人互動的模式，所以宗教
輔導者必須活出基督的樣式，幫助個案在受輔關係中有新的矯正性體驗。除此，
關係的議題不只侷限在人際領域，還有人神關係的領域。採取基督教整合心理模
式的助人者會協助個案在生活困難中探索人與神的關係，引導個案深入了解自己
對生命經驗所詮釋的意義，及對神的觀點。
總之，宗教輔導是長期且極有深度的靈性關懷工作，本文嘗試以基督徒賞夢
團體從功能面、結構面、及關係面長期協助個案突破發展困局，進而與上帝建立
更深的關係，引導個案朝向全人的健康發展。本研究研究結果期能提供教會界教
牧人員輔導信徒參考，未來可以針對教會中初信者或適應不良者發展更適切的輔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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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團體，幫助基督徒對信仰團體建立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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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ligion-based Guidance and Spiritual Care on
Christian Dream Interpretation Groups
Yea-Huey Chang
Abstract
Religion involves spiritual development. Thus, religion-based guidance also
encompasses spiritual care. The definition of religion-based guidance is as follows:
assisting believers in understanding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based on religion,
thereby helping them to adapt to th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life according to what
that religion offers; through spiritual care, believers are guided to seek within
themselves the connection with God in an effort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life. Since
religious spirituality can be manifested i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religious community,
religion-based guidance has become a feasible approach to spiritual care. Dream
Interpretation is a way to assist an individual in entering his/her inner world.
Empirical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dream interpretation groups can help dreamers
explore their inner selves and the faith lying deep within them,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ir spiritual growth. Called Christian dream groups (or dream groups), the dream
interpretation groups in this study adapted Ullman’s dream group process in
combination with Carl Jung and the spiritual depth of Christianity, in Christian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church meet-ups. The goal of religious guidance is to redress the
consequences of sinning and facilitate spiritual growth. It includes four elements:
healing, support, restoration, and guidan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n-based guidance not only allows the dreamer to know
him/herself better, but also helps him/her learn more about Christianity and God’s
calling; it also serves to support and restore. During the process of dream
interpretation, through the Holy Spirit’s facilitation and guidance, the religious guide
leads and encourages the dreamers to understand their own dreams and to work with
other members to 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their own dreams. The process of a
Christian dream group can be divided into ten steps: psalms for worship, dream
sharing, exploring emotions in a dream, describing the most unforgettable dream,
association, connecting with the real life, naming, re-writing and making a sequel,
understanding the religion, and a closing prayer. Through a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at when dream groups are used in church meet-ups, they can
effectively establish participants’ secure relationships, increase the depth of their
self-disclosure, encourage sharing of emotions among all, and help all to find the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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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 of their faith in daily life.
Keywords: dream, dream group, religion-based guidance, spiritual care, Carl
J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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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功古文的求進思想及其傳達手法

ⅰ

田啟文ⅱ

摘 要
在吳德功《瑞桃齋文稿》的作品中，有四篇蘊含著求進的思想，亦即「不論
人或物，在世上都需要有力人士的賞識才能名揚天下，否則只能與草木同腐而凐
沒不彰。」這四篇作品分別是〈遊龍目井記〉
、
〈竹瓶記〉
、
〈觀榕根井記〉
、
〈東螺
石硯記〉。此一求進思想，呈現吳德功積極向上的處世態度，很可能是促使他向
日本人靠攏的因素之一，希望透過日人的賞識提拔，藉以推動他個人的理想。本
文的探討，除了分析其求進思想的內涵外，也將分析其求進思想的起因和發展歷
程；此外，吳德功撰寫這四篇作品時，都存在著一些固定的書寫模式，以及篇章
修辭上的技巧，本文亦將一併討論。透過本文的研究，發現其求進思想起因於中
國歷史人物的啟發，並因科舉考試屢次失利，懷才不遇而深化了求進思想，最後
因日本政府對他的賞識任用，而使其求進思想明顯得到實現，也因此完成許多事
功。至於其傳達求進思想的書寫模式則有兩點：一是先尋找具有特色，卻聲名不
顯之「物」為書寫對象；二是透過「感物言志」的手法，讓求進思想由「物」而
轉向於「人」
。最後在傳達求進思想的篇章修辭技巧上，本文透過「篇章結構學」
的分析，發現吳德功運用了論敘法、賓主法、正反法、知覺轉換法等多種技巧，
手法相當多變。
關鍵詞：台灣古典散文、求進思想、吳德功、瑞桃齋文稿、彰化文學

ⅰ

本文原投稿於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主辦之期刊《台灣文學研究》
，並已收到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
意見。然此份刊物後因故停刊，並決定改成專刊形式，筆者只得轉投其他刊物。後適逢《真理人
文學報》徵稿，遂轉投此份期刊。今特別感謝《台灣文學研究》與《真理人文學報》兩份刊物之
匿名審查委員所提供的寶貴意見，修正了本文許多缺失，十分感恩。
ⅱ
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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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在吳德功的古文作品中，有數篇作品都提到一個求進的思想，那就是不管是
物或人，若想要往上爬，想要傳揚於世，就必須得到有力人士的賞識和提拔，才
能為世人所見，否則就只能與草木同朽而凐沒不彰了。由這樣的思想可以看出，
吳德功是一位有積極企圖心的文人，在他的心中，是很想有所作為，使自己能傳
揚於世的。可能因為有這樣的心態，所以日人剛來統治台灣的初期，吳德功從反
抗日人，不願與之妥協，接著逐漸轉變心意，最後反而與日人交好，或許他是將
日人當成伯樂，而他自己是那匹千里馬，透過日人賞識他能夠得到做事的機會，
能夠為台灣的社會貢獻心力藉以完成他的人生理想。若是如此，則吳德功的求進
思想極可能是他後來轉為親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江寶釵、李知灝合著的〈事變
下吳德功的學思轉折：一個奠基於瑞桃齋詩話的考察〉一文中，亦有近似的觀點。
該文透過對吳德功〈哭族兄郁堂廣文〉
、
〈雉〉
、
〈龐統觀書〉
、
〈題尚父圖〉等詩作
的解讀，表達了吳德功可能因懷才不遇，而有意藉由日人賞識來實現「救天下的
雄心壯志」。其文云：
吳德功吟詠龐統、尚父，可能也不是沒有目的的寫寫罷了，而是借彼喻我，
影射他自己的懷才不遇，空懷有一肚子救天下的雄心壯志，卻沒有機會實
現。龐統、尚父的終於遇見明主，未始不是他待時而動的心意。……這可
以解釋當時日本殖民政權開始以『參事』制度，延攬地方人士進入體制，
吳德功用世的想望，使得他在丁酉年（1897）接受紳章及「彰化辨務署」
參事的頭銜，積極地參與社會事業。1
江、李二氏的看法，與本文所談吳德功的求進思想觀點相當類似，強調的，都是
吳德功可能想藉由日人的提拔，來獲得建立事功的地位與機會。所以吳德功的求
進思想，極可能是他後來態度轉為親日的重要因素之一。
對於吳德功從當初的抗日，到後來與洪棄生、許夢青等人一樣選擇隱匿，最
後又轉而與日人交好，這樣的心境轉變，歷來有許多學者進行了原因的分析。施
懿琳〈從反抗到傾斜—台灣舊儒吳德功詩文作品與身分認同之分析〉一文中（以
下簡稱〈從〉文）
，對此有非常精闢的分析，同時對於吳德功的行為也做了極為
客觀中肯的評價。2施懿琳認為吳德功的心態之所以轉變，主要和下列四個因素
見江寶釵、李知灝，〈事變下吳德功的學思轉折：一個奠基於瑞桃齋詩話的考察〉，收錄於吳德
功撰，江寶釵校註，
《瑞桃齋詩話校註》
，頁 11-13。案：以下正文再度出現此文時，為避免行文
冗長，筆者在正文中將僅列江寶釵為作者代表。
2
施懿琳在文中，分析吳德功之所以最後選擇親日，事實上是希望透過與日人交好來推動他的人
生理想，亦即延續漢文教育，以及推展社會慈善工作。因此吾人並不適合用傳統簡單的二分法，
即「抗議文人」或「御用文人」來評價吳德功。事見氏著，
《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
發展與特色》
（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年 6 月）
，
〈從反抗到傾斜—台灣舊儒吳德功詩文作品與
身分認同之分析〉
，頁 397-404。施教授的觀點，相當發人深省，對於吳德功的行事風格，作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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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分別是「天生性格」、「家庭背景」、「人生理想」以及「處世態度」。因為
這四個因素的作用，讓他後來選擇與日人交往。3這其中關於「人生理想」的部
分，主要是吳德功想「推展社會慈善、福利工作。」以及「延續漢文，推展社會
教育。」所以選擇與日人交往，希望能得到機會來實現這些人生理想。4至於「處
世態度」
，施懿琳認為吳德功有一種「明哲保身」的思想5，這種思想促使吳德功
改變對抗日人的態度，甚至轉而與日人親近，因為留得命在，才有機會完成人生
的理想。除了施文之外，川路祥代在其〈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
會〉一文中，提到吳德功轉而親日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心懷維護社會秩序
的使命感，同時眼見一些日本官員通曉儒學（如白子澄），並且對治理台灣擁有
卓越能力與重要貢獻（如村上義雄），於是對這些官員寄予厚望，期待他們能重
建台灣社會的秩序，同時又看到日本政府擬定了重用台灣賢良的新方針，於是轉
而認同新政權，並開始參與新政權的地方政治事務。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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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對於吳德
功曾經產生隱逸想法的原因分析得很精彩，至於吳德功後來轉與日人交好的原因
分析，則和川路祥代看法頗相近似。7林美秀、紀偉文合著〈吳德功「瑞桃齋詩
話．佳話」的聖王建構〉一文，認為吳德功在《瑞桃齋詩話．佳話》中，企圖為
清代帝王（康熙、乾隆、嘉慶）建構一個承繼堯、舜、禹、湯道統的聖王架構。
而這幾位滿族帝王之所以受到吳德功的肯定，是因為他們雖是滿族的身分，卻能
與漢族臣子以漢詩相唱和，能致力於發揚漢文化，故稱美他們是「禮樂之君」8。
所以林美秀認為，在吳德功眼中異族政權的統治是不是能夠得到百姓認同，「種
族的區別，不在考量原則之列，異族入主，只要認同漢文化，護持漢文化，進而
以漢文化為道統，在他（吳德功）看來便是我族。」9林美秀的研究，雖未直接
明言，但筆者認為此文間接點出吳德功後來之所以認同日本政權，極可能是跟日
本政府認同漢文化有關，當時許多日本官員甚至是總督，也親自和台灣文人以漢
詩相唱和，這種異族政權願意繼續維護漢文化的情形，對吳德功來說，就如同滿
族帝王願意和漢族臣子以漢詩相唱和一樣，那就是我族而非異族了。因此，日本
官員願意和台籍文人一同吟作漢詩，也願意推廣漢文化，這可能改變了吳德功排
日的態度，成為吳德功逐步轉向親日的因素之一。至於余怡儒〈吳德功的歷史書
寫與時代關懷〉一文，則認為吳德功轉為親日，是因為不滿清政府對於台灣百姓
了客觀中肯的評價。
3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
，頁 391。
4
同上註，頁 398-402。
5
同上註，頁 394-397。
6
川路祥代，
〈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2 年 6 月，頁 82-9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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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8。
8
吳德功撰，江寶釵校註，
《瑞桃齋詩話校註》
（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3 月）
，
卷 2，頁 127。
9
林美秀、紀偉文合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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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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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遺棄，尤其清政府對台灣仕紳所提的建言也未加重視，加深了吳德功對清政府
的失望，在失望之餘，為了台灣社會的安定，遂轉而對日本政府產生了期待，期
間又與陸軍大尉高橋藤吾以及一些法院人士有了私人交誼，態度遂逐漸走向親日。
10

以上諸家之說，乃針對吳德功從抗日轉為親日態度的原因分析，若以施懿琳
之說為主，再結合其他學者的觀點，則此一議題的答案已十分具有說服力。然而
筆者以為，吳德功的求進思想，亦是促使他轉向親日的重要因素之一，理當將之
補入，則此一議題的答案就更加詳備了。關於吳德功求進思想的傳達，主要呈現
在〈遊龍目井記〉
、
〈竹瓶記〉
、
〈觀榕根井記〉
、
〈東螺石硯記〉這四篇作品裡，本
文將援引這些作品進行探討，俾使讀者進一步了解此一思想的內涵，並透過其他
文獻資料的推論，來分析此一思想的起因和發展脈絡。此外，在傳達求進思想的
過程中，筆者發現，吳德功寫作時都有一些固定的書寫模式，還有他也會透過篇
章修辭技巧以突顯他作品的主題，對此，本文都將一併討論。透過本文的研究，
一方面可以了解吳德功求進思想的內涵、起因與發展脈絡，同時也能了解他在傳
達此一思想時所運用的一些寫作技巧和手法。

貳、

吳德功古文的求進思想

一、吳德功古文中求進思想的內涵
在吳德功的理念中，世上的「人」與「物」，都必須有人賞識，才有機會往
上提升，表現自我的能力，而廣為世人所知。這樣的想法，就是一種積極「求進」
的思想。其〈竹瓶記〉一文說得很清楚，其文曰：
今夫權奇倜儻之士，茍處在荒陬僻壤之間，難以表白於世，即罹處於通都
大邑，茍非有人物色之，亦終與草木同腐，此不獨人也，於物亦然。11
此文表示，不論是「人」或「物」，即使身處在通都大邑，也必須得到有力人士
的青睞，才有機會展現自己，否則一輩子就只能與「草木同腐」，而「難以表白
於世」
。由這段話可以看出，吳德功有積極的企圖心，想要「求進」
，想要為社會
做出貢獻，想要嶄露頭角。同時他認為，不論是「人」或「物」，想要嶄露頭角
就必須「有人物色之」，亦即需要有人賞識、有人提拔。他這種求進的思想，在
其古文作品中出現過很多次，可見這種思想是相當濃厚的，並非一時即興之語。
我們來看其〈遊龍目井記〉一文：

余怡儒，
〈吳德功的歷史書寫與時代關懷〉
，南投：國立暨南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6 月，頁 92-96。
11
吳德功，
《瑞桃齋文稿》
，收錄於《吳德功先生全集》
（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 5 月）
，
上卷，頁 5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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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酉初秋，予欲台北搭火船，往福州鄉試，途經大肚龍目井庄，停輿，詢
土人以八景所稱龍井觀泉所在。土人曰：「井在荒村竹叢中，常有士人來
觀，皆云此景不甚佳，先生何必觀乎？」……以余思之，何地無井，何井
無泉，奚以取乎此井？奚以取乎此泉？蓋以他井之泉，不如此泉之奇，一
噴一珠，白亮如銀，可爽觀瞻，故古人選勝命名，而列於八井之中焉。不
然，八卦山麓，有古月、紅毛二井，何不取以列八景耶？土人聞余言，鼓
掌而笑曰：「微先生言，不幾埋沒此泉之美乎？」12
這篇作品，是吳德功要前往福州鄉試的途中，順道往觀龍目井（彰化八景之一，
世稱「龍井觀泉」）後所寫的文章。文中藉由與土人的問答，點出龍目井泉水之
佳妙處，以宣揚此井之勝。文章的前頭，先透過土人之口，說出許多士子對此井
的負面評價，謂此井景色「不甚佳」
，於是勸德功「先生何必觀乎？」由此可知，
這口井雖名列八景之一，但受肯定的程度實不如預期。不過吳德功並未受影響，
仍然堅持前往觀覽，觀覽後，將此井的泉水之美，以文學優美的筆調加以勾勒，
正所謂「此泉之奇，一噴一珠，白亮如銀，可爽觀瞻，故古人選勝命名，而列於
八井之中焉。」經過德功的描繪，土人終於了解此泉的佳妙，於是有了「微先生
言，不幾埋沒此泉之美乎？」的結語。由土人這段結語可以得知，不受世人所喜
的龍目井，有幸能得到吳德功的讚揚，身價瞬間產生了變化，立即得到土人的肯
定。吳德功透過這篇作品，來暗示君子也如這龍目井一般，需要得到上位者的賞
識，才有機會展現才華，進而傳揚於世，這就是吳德功的求進思想。
再看其〈觀榕根井記〉一文：
由湖水坑過出水坑，小折而東，南有庄曰泉州寮庄。北邊有井一泓，居民
百餘戶，飲汲皆賴焉。井上有古榕一株，濃陰約罩三畝許，下覆井上，根
盤井欄，四面垂枝，生根入地，如十餘條玉柱擎扶。北有出水山之側面下
有小溪，橫穿而過，插入山壁，亦枝葉紛披，蓋分觀之如十餘株，總言之，
實一株枝幹所出也。予乘輿過此，爰命停下，時當夏天，炎氣薰蒸，此處
日光不下穿，暑氣為之一消。予取泉觀之，清如壺水，兼以微風徐來，濤
聲謖謖，科頭箕踞而坐，撲去俗塵三斗。陶靖節所謂無懷氏之民、葛天氏
之民不是過也。……惜此地僻居山野，日與村夫牧豎相對，絕少文人賞識，
故隱而不彰歟？13
此文一開始，先述及榕根井的所在地，接著便描寫此井與其上方之古榕樹相互糾
結交錯的形態，還有榕樹枝條橫生、涼蔭沁人的消暑快感。並直言在此井邊歇憩，
能「撲去俗塵三斗」，即使是陶淵明所說上古時期無懷氏、葛天氏治下純樸無憂
的百姓，生活也不會比住在榕根井旁來得愜意。不過他話鋒一轉，感嘆榕根井雖
12
13

同上註，頁 105-106。
同上註，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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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這麼好的景色，但因為地處偏僻，每天接觸的都是一些村夫、牧童等凡俗之
人，得不到文人的賞識，沒有文人為它書寫傳揚，所以才「隱而不彰」。這裡所
傳達的，就是一種求進的思想，強調事物必須得到有力人士的青睞，替它進行推
廣宣揚，才能廣為世人所知，當然，此一原理也適用在人的身上。
接著，再看〈東螺石硯記〉一文：
東螺大武郡山，產美石焉。中合硯才，隨溪流出，人拾之以製硯，故稱為
東螺硯。其石堅而不滑，潤而不燥，其色或青或紫，或水波紋，或萬點青，
與廣東肇慶府端溪略同焉。然青色似端溪之青華，紫色似端溪之馬肝，水
波紋似端溪之羅紋，萬點青則惟此獨有，而魚肚白則少焉。14
此處提到東螺（今彰化北斗）的大武郡山，有出產美麗的石材，這種石材隨溪水
流出，人們撿拾此種石材來製作硯台，名為「東螺硯」。吳德功並且拿這種東螺
硯與中國廣東的「端溪硯」相比，從石材的色澤與紋路上去比較二者的異同。接
著他說：
夫此硯（東螺硯）之品質，既亞於端溪，其奈雜混沙礫，隨溪輾轉數十里，
為舟子牧豎所踐踏，凐沒不彰者，難更僕數，茍無以賞識之，則長辱泥塗，
不得表揚於當世。15
吳德功認為，美麗的東螺硯石在品質上稍遜於端溪硯，無奈又雜混於沙礫之中，
隨著溪水流動，被船夫牧童所踐踏，因此被埋沒而無法彰顯於世，若沒有得到人
們的賞識，則將「長辱泥塗，不得表揚於當世。」這裡又再一次突顯吳德功求進
的思想，認為好的硯材若無人賞識，也是會凐沒無聞的；反之，若能得到人們的
垂愛，加以精雕細琢，則能展現出特色，珍貴性便能明顯提升。他說：
今回佐佐木忠藏得一方，珍如拱璧，茍再令人披沙以揀之，或入水以撈之，
擇名匠以精製，因方為圭，遇圓成璧，登諸翰墨場中，則聲價十倍，可與
彝鼎圖書而並重。16
此處談到其日籍友人佐佐木忠，收藏著一方東螺硯，視之如珍寶。17吳德功認為，
同上註，頁 87。
同上註，頁 87-88。
16
同上註，頁 88。
17
關於吳德功文中提及佐佐木忠收藏有東螺硯之事，林文龍〈螺溪硯文獻的關鍵性報導 〉一文，
也有相關的說明。今摘錄其文中之說法如下：
「大正 5（1916）年 10 月 26 日臺灣日日新報出現
了一則有關「螺溪硯」關鍵性的報導，標題是「東螺硯續出」
：
「廳下濁水溪沿岸，古來出東螺硯
石，馳名內外，其石堅滑潤，或青色或紫色，或水波紋，或萬點星，與彼端溪略同。不久前聞佐
佐木氏：近年久乏拾得者，後因八堡圳路改修工事之際，在二八水庄河磧中，發現此名石，讓愛
硯家…大為驚喜。」這則重新發現東螺硯石的新聞報導，為螺溪硯峰迴路轉的重要文獻，發現時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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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從溪水中再挑選出東螺硯的石材，然後找來巧手工匠進行精細的裁製，這種
硯台必定能與「彝鼎圖書而並重」。這裡對於東螺硯的種種評論，呈現的都是一
種求進思想，文章表面上雖是講硯材，但在吳德功的觀念中，人們一生是顯達或
是困頓，不也是取決於有沒有人賞識提拔嗎？人或物，道理皆是如此，這正是其
〈竹瓶記〉中所謂：「茍非有人物色之，亦終與草木同腐，此不獨人也，於物亦
然。」的道理啊﹗
案：吳德功求進思想的內涵概如上述，亦即世上的「人」與「物」，都必須有人
賞識，才有機會往上提升，才有機會表現自我而顯揚於世。這樣思想內涵，其實
還存在著一個可以更深入分析的問題，那就是吳德功希望得到上位者提拔後能夠
有機會向上提升，並且表現自我而揚名於世，那麼他所謂的向上提升、表現自我，
指的到底是什麼事？他想要提升什麼？表現什麼？
對此，所謂的向上提升，指的是能夠得到一個名份地位；至於表現自我，則
是指擁有名份地位後，便能夠得到一個施展抱負的舞台來成就功業，成就功業後
便能顯揚於世。若是如此，那麼吳德功想要的一種名份地位到底是什麼？他想成
就的功業又是什麼？就前者而言，吳德功要的名份地位，就是出仕為官，只有官
職在身，才有權力能夠做事。因此他在清朝時期不斷參加科舉考試，希望得到功
名，有機會出仕為官，無奈七次鄉試皆不中，主考官對他的文章不青睞，在考場
上他始終未能得到提拔。
至於後者，即吳德功想要建立的功業到底是什麼？這個部分，與他身為儒門
弟子有深切的關係。儒家學術的理想就是要經世安邦、福國利民。如《論語‧公
冶長》篇云：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
間為大正 5（1916）年，地點及動機是「八堡圳路改修工事之際」
，報導人為「佐佐木氏」
，均極
為明確，惟與所謂濁水溪鐵路築拱橋無關。臺灣日日新報新聞報導的留存，提供了正確時間及地
點，足堪廓清長期累積的誤導，還原本來面目，意義重大。
受到「東螺硯續出」新聞的影響，引起愛硯族的注意，許多業餘人士組隊蒐巡螺溪硯石，大正 6
（1917）年 9 月 27 日，臺灣日日新報又報導〈嘉義之螺溪硯石採取〉
：「螺溪硯石之採取，向有
凌駕端溪之稱。近來嘉義附近之人士，紛紛往濁水溪上游蒐尋（廿五日）」
，從新聞報導角度來看，
濁水溪沿岸（如二水、竹山、濁水等地）人士蒐尋螺溪硯石，絕非新聞，這則新聞強調是「嘉義
附近之人士」，換言之，螺溪硯石在盛名之下，吸引了遠地人士前來，見微知著，此時螺溪硯石
蒐尋、製硯，已形成一股熱潮，並漸次蔓延開來。……螺溪硯在清代中葉，由東螺（北斗）起步，
日據時期由二水重新出發，接著再往濁水溪上游邁進，南投郡更當仁不讓，說是「南投特色之螺
溪硯」，不讓二水、北斗專美於前。螺溪硯的再發現，至今恰滿百年，謹略記發現始末，分享文
獻同好。」此文刊載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第 140 期，2015 年 11 月 30 日。網址：
http://www.th.gov.tw/epaper/site/page/140/2040。透過林氏此文之說法可知，東螺硯又稱螺溪硯，
文中記錄了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對於東螺硯的相關報導，報導中對於東螺硯質地的形容，
與吳德功〈東螺石硯記〉中的描述幾乎相同；而報導中所謂的佐佐木氏，應即德功文中所說的佐
佐木忠。德功文中，還對東螺硯石的產地作了說明，他說：
「考此石，出二八水江西寮坑左右，
土人恆拾得之。其山麓近濁水溪，自北斗溪至西螺流域，人每得自溪中，殆濁水衝激而出歟？北
斗舉人楊啟元〈東螺硯記〉未詳石之產地，故標出之。」此處直接將東螺硯石的產地標示出來，
這可以作為林文龍〈螺溪硯文獻的關鍵性報導 〉一文之補充，極具學術考察上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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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使民也義。」

18

文中孔子談到君子之道有四點，其中只有第一點是跟個人修身有關，其它三點，
都跟安邦治世、福國利民有關。再如《論語‧公冶長》篇云：
子貢曰：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何事於仁，
19
必也聖乎!」
孔子認為君子治理國家，若能廣泛施恩於民眾，又能接濟民眾者，則不只是一位
仁人而已，已可稱得上是聖人了。像這樣治世安邦的理念，在《論語》一書中俯
拾皆是。由此可見，治世安邦、福國利民，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大學》一
書也說：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20
可見君子修身齊家，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治國平天下啊！由上述所引儒家經典的
說法可知，將一生所學奉獻給社會國家，以經世安民，是儒家念茲在茲的事情，
這也是吳德功做為儒門學者一生所努力追求的功業。在其〈孔教論〉一文中，他
談到孔子一生的功業說：
且夫子時中之聖，有教無類，不見智愚之分。無形不與，何有固我之見？
具老安少懷之量，本博施濟眾之懷，含宏廣大，立人達人，成己成物，洵
包涵萬類也。21
吳德功對於孔子一生功業的描述，主要在教育事業（有教無類）和社會事業上（博
施濟眾、立人達人、成己成物），而這樣的功業，也是吳德功一生所追求的。在
本文「前言」中，提到施懿琳所分析吳德功的「人生理想」，分別是「推展社會
慈善福利工作。」以及「延續漢文，推展社會教育。」這基本上就是吳德功對於
孔子教育事業和社會事業的承繼與實踐。
二、吳德功求進思想的起因與發展脈絡
吳德功的求進思想，其內涵蓋如上一小節所述。而這樣的思想，其起因究
竟由何而來？其思想的發展脈絡又是怎樣的歷程？本小節將針對這部分的問題，
烏恩溥注譯，柯昆霖校訂，《四書譯注‧論語》
（台北：建宏出版社，1996 年 3 月）
，頁 81。
同上註，頁 93。
20
烏恩溥注譯，柯昆霖校訂，《四書譯注‧大學》
，頁 1。
21
吳德功，《瑞桃齋文稿》，收錄於《吳德功先生全集》
，上卷，頁 12。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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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三個小點來進行說明：
(一)

吳德功求進思想起因於中國歷史人物的啟發
吳德功的求進思想，強調人必須得到上位者的提拔，才能得到發揮才華的舞
台，才能建立功業而顯揚於世。這樣的思想，實起因於中國歷史人物的啟發。在
中國歷史上，許多成就功業的傑出人士，都是得到上位者的青睞之後，才擁有發
揮才幹的舞台，才有機會施展抱負而揚名天下。在吳德功的詩歌作品中，對許多
歷史人物的功業進行歌詠，而這些歷史人物，很多都是獲得上位者的提拔後，才
有機會嶄露頭角。例如其〈龐統觀書〉一詩：
鳳雛聲譽美，水鏡經品評。卓犖觀書籍，腦中藏甲兵。22
又如〈提尚父圖〉一詩：
滿腹經綸老更雄，渭濱高隱待時隆。一桿釣出周天下，八百河山掌握中。
23

上述二詩，所談者乃龐統與姜子牙，他們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才俊之士，也各自為
其朝代建立了不朽功業，不過他們原先都未獲知遇，因此處於沉潛以等待時機的
狀態，後來得到上位者的提拔賞識才有了發揮的舞台，才建立了功業。
接著我們來援引清朝的人物進行說明，來看看吳德功對這些受到賞識後飛黃
騰達的同朝文人之看法。首先來看賈國維，吳德功《瑞桃齋詩話．佳話．賈國維》
云：
賈國維中鄉榜，因籍貫被劾。恩賜會試落第，又蒙特賜殿試，傳臚日以第
三人及第。紀恩詩云：「紫陛朝儀肅九賓，聲聲臚唱出楓宸。忽聞御苑探
花客，即是孫山下第人。天子深恩能造命，寒儒榮遇頓生春。喜心倒劇翻
嗚咽，百折名場困此身。」24
從引文中可知，賈國維雖考中鄉試成為舉人，但因假冒名籍參加考試被發現，於
是被糾劾而失去再上層樓的機會。後因逢康熙的賞識，特別恩賜他能參加會試，
不過並未考中。接著康熙又再次給予特殊拔擢，讓他破格參與殿試（清代科考，
正常程序必須通過會試方能參加殿試），結果以探花的成績通過殿試。從這段記
載，可知賈國維是多麼幸運，一再得到上位者的提拔而能翻轉人生。其紀恩詩中
說：
「天子深恩能造命，寒儒榮遇頓生春。」正是失意君子受知遇提拔而改變人
生的最佳寫照。
吳德功，
《瑞桃齋詩稿》
，收錄於《吳德功先生全集》
（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 5 月）
，
下卷，頁 128。
23
同上註，頁 130。
24
吳德功撰，江寶釵校註，
《瑞桃齋詩話校註》
，卷 2，頁 13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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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另一位清朝的人物－高士奇。高士奇與吳德功一樣，僅具生員身分，其
後科考亦告落第，之後甚至曾經在京師賣春聯維生，生活很是清苦。但高士奇運
勢奇佳，在偶然的機會裡被康熙遇見，對他甚為賞識，便提拔他在內廷任職，最
後還累官至禮部侍郎。高士奇的絕佳際遇，在吳德功《瑞桃齋詩話．佳話．高士
奇》中有如下載述：
寒士不由科目而猝列清班者，為錢塘高澹人士奇。以國學生不第，在
京賣春聯，偶為聖祖所見，召對旬日，三試皆第一，命供奉內廷，尋賜翰
林侍講學士。……蓋公以布衣出身，官至侍郎，忌者亦多。自咏云：「身
經矰弋惟甘退，聖念沉淪特改銜」又云：「風雲千載難重遇，如此遭逢有
幾人。」其得聖眷如此，真異數也。25
觀諸高士奇與吳德功，同為生員出身，然一遇，一不遇，前者受康熙賞識提拔，
官至禮部侍郎，而吳德功七次鄉試皆不中，始終遇不到伯樂加以提攜。二人際遇
一經對照，怎不教吳德功心生唏噓，而感慨萬千呢？故其語末說：「其得聖眷如
此，真異數也。」怕是有幾分羨慕的味道在其中，盼望自己也能得此奇遇吧！在
《瑞桃齋詩話．佳話》中，除了賈國維、高士奇外，吳德功還載錄了數十位受皇
恩眷顧的臣子，並且對他們受到寵遇的情形做了書寫，例如說梁詩正「受憲廟、
高廟兩朝知遇，出入館閣，入直樞垣，恩榮備至。」26說蔡新：
「君臣一德，寵眷
27
28
異常。」 說董誥，引御製詩稱其「兩朝知遇一身肩」。 這些受到恩遇的文人，
有了參與朝政的名位，也有了安邦濟世的機會，因此而能揚名於天下。
以上所引之歷史人物，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原先皆屬寒貧之士，或是因各種因
素而失落不得志，但最終都因上位者的眷顧提攜而改變命運。這些歷史人物成就
功業、揚名立萬的過程與模式，對於吳德功而言，當然會產生啟發的作用，希望
自己也能跟他們一樣，得到上位者的青睞而建立功業。除了上面所引述的歷史人
物外，吳德功一生信奉儒學，對於儒學的推廣與維護不遺餘力29，相信儒家聖賢
的求進模式，也必然對吳德功產生一定程度的啟發。就以孔子、孟子而言，他們
都曾帶著門徒周遊列國，希望自己的學說能得到各國諸侯的賞識，能藉此得到施
展抱負的位置，這樣的行為也是一種求進思想的模式。此外，《論語‧子路》篇
同上註，頁 133-134。
同上註，頁 128。
27
同上註。
28
同上註，頁 133。
29
吳德功對於儒家學術的推廣與維護，由其〈孔教論〉一文便能窺其端倪。該文曰：
「今夫世之
論教者，大抵喜談新學，厭棄古墳，徒尚武功，不修文德。以為教必使言論自由，男女平權，財
用富足，國民自強，武備宜修，以為泰西科學文明，悉本於此，遂疑孔教為平淡無奇，高深莫測，
公德希有。豈知孔教包括萬類，何止數端乎!」又云：
「大哉孔教!聖哉孔教!德心克廣，大道為公，
豈五大洲之宗教，所可相提而並論哉!」由以上兩段文字，可看出吳德功對於儒學的推崇與維護，
他是儒學忠實的信徒，也是強力的奉行者與捍衛者。其〈孔教論〉一文，見氏著，
《瑞桃齋文稿》，
收錄於《吳德功先生全集》，上卷，頁 9-12。關於吳德功的儒學思想，亦可參考林美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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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6

50

吳德功古文的求進思想及其傳達手法
30

中曾提及孔子的一段話：
「子曰：
『茍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子在這裡自陳，他想要治國安邦，約需一至三年的時間方能有所成，然而重點
在於「茍有用我者」這句話，這表示不管孔子擁有如何卓越的本領，還是必須得
到上位者的任用才能有所發揮。由是可知，孔、孟這等儒家的聖賢，他們同樣也
希望得到上位者的提拔以獲得人生舞台，這種求進模式，對吳德功這種忠實的儒
門信徒而言，必然也會產生啟發引導的作用。
以上所言，只是略舉數例以作說明，事實上在中國的歷史人物中，因受到上
位者提拔而能建立功業，進而揚名天下者（此屬正面教材）；或是在求進的過程
中，始終得不到賞識而常處困境中者（此屬反面教材），比比皆是。透過這些正
面和反面教材的啟迪，吳德功的求進思想便逐漸形成與確立，因此德功的求進思
想可說是起因於中國歷史人物的啟發。
(二) 吳德功求進思想因懷才不遇而深化
在吳德功的前半生中，可說是一位典型懷才不遇的儒生。他同大部分的士子
一樣，努力研讀儒家經典，學習舉業，希望能夠透過科舉考試獲得功名，一則揚
眉吐氣、光宗耀祖；一則功名在身，有機會出仕為官，發揮治世的理想。然而他
在同治十三年（時 25 歲）補博士弟子員後，便屢困於場屋，七次參加鄉試皆不
中，他企圖藉由科舉出仕為官，以經世濟民的理想，終是難以實現。李知灝〈吳
德功先生年表〉中，根據吳德功〈尋同安祖墳始末記〉
、
〈紀海上曉景〉
、
〈癸巳鄉

試，遇風泊舟不行〉、……等多篇詩文的考證，列出吳德功七次鄉試時間分別在
光緒元年（1875）、光緒二年（1876）、光緒五年（1879）、光緒八年（1882）、光
緒十一年（1885）、光緒十七年（1891）、光緒十九年（1893）。31試問一個舉人的
考試，在十九年當中連考七次，這需要多堅強的毅力與耐力，而如此堅持的結果，
卻仍然無法成功，這其間的挫折又有多深。在其《瑞桃齋詩稿》中，有許多詩作
都表達了他屢次鄉試不第的煎熬和沮喪。如其〈有感〉一詩：
坎坷廿載命逢奇，聞道秋闈叠皺眉。半世功名何處定，一生事業豈如斯？
頻添馬齒漸多日，得占鼇頭待那時？休怪旁觀相戲笑，逢場技癢亦何為。
32

這首詩沉重地說出屢試不第的痛苦，聽到考試又再次落榜，讓詩人「叠皺眉」，
感慨自己「坎坷廿載」，近二十年的歲月參與科考都無法上榜，讓他感到「馬齒
漸多日」
，青春歲月都耗在這裡了，但「半世功名何處定」
、
「得占鼇頭待那時」，
這些話語道出一位士子屢困於場屋的無奈和沮喪。其中「一生事業豈如斯？」更
道出吳德功是將一生的事業成就，都立基在這科舉功名之上，沒有科舉功名，要
如何進入國家的行政體系，以建功立業呢？可見他與多數的儒生一樣，都將科舉
功名視為一生的方向和目標，當科舉失利的時候，挫折與失落感必然席捲而來。

烏恩溥注譯，柯昆霖校訂，《四書譯注‧論語》
，頁 149。
年表收錄於吳德功撰，江寶釵校註，《瑞桃齋詩話校註》，頁 293-299。
32
吳德功，《瑞桃齋詩稿》，收錄於《吳德功先生全集》
，上卷，頁 77-7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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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種感嘆自己科考失利的作品，除了上述一詩外，〈赤崁感懷〉、〈馬尾停泊福
州〉等詩，也都表現出這種失意感。
鄉試連考七次，耗去近二十年的歲月，對於懷抱高遠理想的吳德功來說，不
免會生出懷才不遇之感。其〈辛卯鄉闈報罷琢如孝廉宗兄寄書慰藉爰作七律一則
肅復〉一詩云：
交遊廿載契芳忱，慰藉書來感佩深。老馬何時逢眷顧，焦桐奚處遇知音？
敢云主試乏明眼，只為文章未愜心。八戰棘闈咸敗北，此生恐負一青衿。
33

這首詩，作於辛卯年鄉試不中之後，此時已是吳德功第六次鄉試落榜了，其詩末
所謂「此生恐負一青衿」，道出其內心對於未來的茫然與悲觀。而在試場經歷了
這麼多的挫敗，詩人難免產生懷才不遇之感，詩中「敢云主試乏明眼，只為文章
未愜心。」正道出他文章未能得到主考官的賞識，以至於名落孫山，這就是一種
懷才不遇的感慨。另二句「老馬何時逢眷顧，焦桐奚處遇知音？」傳達了吳德功
內心極端渴望能遇到那位「眷顧」他的「知音」啊！這就是在懷才不遇之後，更
加深了求進的思想，希望能夠早日遇上提拔他、賞識他的有力人士啊！
這種懷才不遇的深切感受，並沒有摧毀吳德功的心志，並沒有讓吳德功選擇
走向消極避世的道路，雖然在面對乙未割台的動亂期間，他曾與族兄相約要隱居
山林34，但誠如江寶釵所言，吳德功「隱逸的想法很可能是現實中源於理想之頓
挫而產生的權宜之策」35。堅強的吳德功，骨子裡仍充滿著積極用世的精神，仍
希望受到上位者的青睞，有機會施展才學，為國家百姓做事以顯揚於世，這從本
文所探討的四篇古文〈遊龍目井記〉
、
〈竹瓶記〉
、
〈觀榕根井記〉及〈東螺石硯記〉
所呈現的求進思想，就可以得到證明。因為這四篇作品，除了〈遊龍目井記〉一
文是作於乙未割台之前，其於三篇都是日人治台後的作品。由此可見，吳德功雖
然在清代屢困於場屋，一連七次鄉試的失敗，讓他產生了懷才不遇的失落感，但
他並未因此而失志，愈是懷才不遇，就愈讓他感覺到獲得上位者提拔的重要，所
以在日治時期，才會寫出那麼多篇具有求進思想的文章。因此，吳德功的求進思
想雖然起因於中國歷史人物的啟發，但卻是因為懷才不遇而得到進一步的深化。
(三) 吳德功求進思想因日人提拔而明顯實現
吳德功在清領時期，由於科舉連番受挫，一直沒有出仕為官、施展抱負的機
會，其求進思想一直無法得到有效的落實。不過由於他具有廩生的身分，文史知
識豐富，再加上家族在地方上的聲望，以及清末時某些地方官員對他的賞識，吳
德功還是得到了一些為社會做事的機會，不過因為不是政府部門的正式官職，發
揮的空間畢竟有限。據李知灝〈吳德功先生年表〉所整理的資料，其於光緒七年
（1881）擔任育嬰堂董事，至乙未年割台為止，共救活女孩五千多名；光緒十三

同上註，頁 73-74。
見吳德功〈哭族兄郁堂廣文〉一詩。同上註，下卷，頁 159。
35
吳德功撰，江寶釵校註，
《瑞桃齋詩話校註》，頁 13。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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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887）與進士蔡德芳倡捐設立節孝祠；光緒十七年（1891）受通志局之聘，
主修《彰化縣志》
；光緒二十年（1894）
，受知府陳文祿之聘，擔任《戴案紀略》、
《施案紀略》之撰述工作；光緒二十一年（1895），榮膺歲貢，並承台中知府孫
傳袞之命，籌設聯甲局，以招募練勇，抵抗日軍，同時擔任聯甲局正管帶。36除
了上述事功外，光緒十三年（1887），吳德功也曾主動向台灣知府程起鶚提出更
正丈數之議，經請示劉銘傳後，吳德功奉命將台南詹山保海濱一帶的田地納銀數
重新調查，讓民困獲得一定的紓解。37
以上是吳德功在清領時期，受地方官員或有力人士的邀請，為社會百姓所貢
獻的事功。其中有修纂史書的名山事業，有經營育嬰堂的慈善事業，也有清丈土
地與聯甲局抗日的國政事業。看起來也是有一些成就，不過由於吳德功科舉失利，
無法成為政府機構的正式官員，許多任務都是臨時性的，工作告一段落後便已結
束，無法長久為國家效力，這始終是一個遺憾。其〈赤崁感懷〉一詩，就道出他
科舉失利，無事可做的窘境。詩云：
客裏光陰倍覺長，矧兼無事更淒涼。功名已淡慵投課，疾病多纏急檢方。
(節錄)38
「功名已淡慵投課」，談到了他屢試不第後的沮喪心情；「矧兼無事更淒涼」，則
點出自己因科舉失利，沒有職位在身，無事可做的淒涼心境。可見吳德功的內心
是多麼想為國家，為百姓黎民做事，無奈懷才不遇無法獲得功名，導致自己無事
可做。這首詩是他在清領時期的作品，相當程度的反映他在這個時期的心境。
吳德功這種急於想做事，但卻沒有人提供舞台的窘境，到了日治時期有了很
大的轉變。日人治台後，有計畫地攏絡台籍文人，希望台籍文人成為地方行政體
系的成員，協助日本政府管理台灣，此時吳德功即是被攏絡的對象之一。不過一
開始的時候，日本官員造訪吳德功，表達對其學識能力的賞識，甚至希望他出來
為政府做事，為百姓做事，但都遭到他的拒絕。例如寫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
的〈高橋憲兵大尉藤吾造庄枉顧〉一詩，及明治三十年（1897）的〈小春有感〉
四首中，都看得到吳德功偏向隱逸不仕的態度，其中後詩的小序，更寫到台灣縣
36

上述事功資料，詳見李知灝〈吳德功先生年表〉
，收錄於江寶釵，
《瑞桃齋詩話校註》
，頁 294-300。

37

此事見《施案紀略‧自序》一文：「光緒十三年，臺灣巡撫劉銘傳令臺灣一律清丈，以一條鞭

辦法，名為地丁。彰化管轄十三堡，清丈一齊起手。其委員、司辦多未曉算法，隨丈隨算，間有
舛錯，且不辨土宜。若者厥田惟上上，若者厥田惟下下，亦隨意填寫則數，至於山頂無水之園、
海濱沙瘠之地，田惟分上、中、下三則，園則視田之上、中、下各降二成，每甲各納丈費二元。
是以謠言四起，激成變端。迨至事平，知府程起鶚初履臺篆，見丈數、等則多未妥，德功請更正。
程公命德功稟請劉帥銘傳。德功抄臺南詹山保海濱一帶下沙則園每甲或納銀三錢三分、或納銀四
錢四分、海濱瘠田每甲納銀八錢；厥後命程公查核，如請准行，於是民困稍紓。」吳德功，《施
案紀略》
，收錄於《吳德功先生全集》
（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 5 月）
，頁 95。
38

吳德功，《瑞桃齋詩稿》，上卷，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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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知事村上義雄想邀請吳德功擔任「囑託」一職，卻被他拒絕之事。 可見吳德功
雖有求進的思想，希望有機會為國家做事，但日人治台之初，吳德功對於跟日人
合作是有所保留的。不過這樣的情況並沒有維持太久，隨著日本政府重用台籍精
英的決心愈來愈明確，而且若干日本官員的言行頗讓吳德功欣賞，這讓他逐漸對
日本政府產生了認同上的轉變。尤其是當時縣知事村上義雄的政績，讓吳德功心
生感佩，雖然他當時拒絕村上知事的任官邀請，但在仔細觀察村上的所作所為後，
對這位日本官員產生了推崇之心，也從而產生對日本政權的認同感，於是在明治
三十年（1897）接受了彰化辨務署「參事」一職。川路祥代說：
吳德功肯定「村上」政權對地方秩序之貢獻，才會認同新政權的正當性，
從此吳德功重新參與地方政治，再度燃燒地方秩序之使命感。40
施懿琳亦云：
村上義雄於一八九七年任職台中知縣，在職期間頗有政績。於一八九七年
創辦辨務署，遴選區長，每百戶設一保正，使地方政治漸上軌道。一八九
八年應吳德功之請，申請創設台中師範學校；又於一八九九年興修圳務，
教民燃燈撲蛾，使地方免於水患與蝗害。公餘好誦經書魯史，又得到彰化
辨務署長肥田野畏三郎，書記官橫窟三子兩位身於漢文者的佐理，故民眾
得以安居樂業，地方平靖。吳德功對這位「賢良官吏」推崇有加，遂於
1897 年接受新政權的收編，擔任「參事」一職。41
由是可知，原先排斥與日本政權合作，但見到日本政府有心要提拔台籍文人擔任
地方行政人員的規劃，以及看到村上義雄這等日本官員的卓著政績，讓吳德功心
態開始轉向，此時求進思想取代了隱逸思想，讓他接受了「參事」的職務，並開
始了一連串文教、慈善與地方行政之工作，其經世濟民的舞台逐步地開闊起來，
其求進思想在日人對他的提拔下，有了明顯的實現。
吳德功在 1897 年接受了日本政府所頒授的「紳章」
，以及接受彰化辨務署的
「參事」職務後，便逐步地拓展其經世濟民的理想，尤其在教育事業與社會慈善
事業的經營上，份外的用心，將日人對他的提拔，竭力地轉成對自我人生理想的
實踐。據李知灝〈吳德功先生年表〉的整理，他在 1899 年擔任台中師範學校教
授囑託，講授泉州語、漳州語和漢文。1900 年重振彰化節孝祠。1901 年重修彰
化節孝祠，並擔任「台灣舊慣調查會」囑託一職，為台灣百姓的福祉進言，並提
高法院判決的公平性。這年的十一月，因地方官制的改革，縣治改為廳治，吳德
〈小春有感〉四首及其小序，見吳德功，《瑞桃齋詩稿》，下卷，頁 164-165。
川路祥代，〈殖民地臺灣文化統合與臺灣傳統儒學社會〉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博士論文，2002 年 6 月，頁 88。
41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
，〈從反抗到傾斜—台灣舊儒吳德功
詩文作品與身分認同之分析〉
，頁 328。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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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也改任彰化廳參事。1906 年，將所屬部分田租衝入彰化慈惠院，並將善養所
男女牌位請入院祭祀。1909 年，改任台中廳參事。1913 年，任彰化南瑤宮管理
委員會董事。1914 年，與林獻堂等人爭取設立台中中學。1915 年，彰化地方人
士籌設「同志青年會」，吳德功擔任該會教職，傳授漢文學。1917 年，與黃臥松
等人創立「崇文社」，致力於漢文的推廣傳播。1918 年，參與「臺灣文社」的成
立，亦用心於漢文的推廣。1922 年，受聘為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評議員。
1924 年，遷建彰化節孝祠。42
從以上的資料可以看出，吳德功在日治時期，由於獲得政府官員的提拔，擁
有地方行政人員的身分後，積極地投入地方文化教育事業以及社會慈善工作，對
台灣社會做出了許多的貢獻。他的儒者志業、人生理想，因日本政府的提拔任用
而有了發揮的舞台。江寶釵說：
清代因為科舉失敗無法進入國家管理階層的吳德功，日治時期卻獲得參與
地方管理階層的契機，成為參事，同時也透過貨幣的徵集，成為銀行董事。
從身世之憂傷，家國之悲感，到積極介入殖民地時期的臺灣社會事業。43
由是可知，吳德功在日治時期，因日人提拔而能進入地方管理階層，在擁有行政
權力與地位聲望後，從而展開一連串志業的實踐。其懷才不遇的遺憾，在此時可
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補償；其求進思想，也因日本政府的賞識提拔而有了明顯的
實現。

參、

吳德功傳達求進思想的書寫模式

吳德功在古文中傳達其「求進」之思想，讓我們看到他在「明哲保身」之外
的另一種處世態度，這是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代表他希望能夠有所作為，能揚
名於天下。而這種求進思想的傳達，在他的《瑞桃齋文稿》中共有四篇作品，分
別是〈遊龍目井記〉、〈竹瓶記〉、〈觀榕根井記〉、〈東螺石硯記〉。吳德功撰寫這
四篇作品，都有一些固定的模式，透過這些模式的運用，將其求進思想娓娓道出。
今針對這種書寫模式論述如下：
一、 先尋找具有特色，卻聲名不顯之「物」為書寫對象
在〈遊龍目井記〉、〈竹瓶記〉、〈觀榕根井記〉、〈東螺石硯記〉這四篇作品
中，吳德功書寫的對象都是具有特色，但卻沒沒無聞或聲名不顯之「物」。這樣
挑選寫作素材的模式，是有其道理的。因為要傳達求進思想，必定要先創造出一

上述所引李知灝〈吳德功先生年表〉之相關資料，收錄於吳德功撰，江寶釵校註，《瑞桃齋詩
話校註》
，頁 304-315。
43
吳德功撰，江寶釵校註，
《瑞桃齋詩話校註》，頁 17。
42

55

真理大學人文學報第二十三期

個本身具有特色，但卻命運不順的角色，這樣的角色才迫切需要「求進」啊﹗因
為具有特色之「物」，會擁有更多求進的條件；而命運不順，才能產生更多求進
的需求。若是已經富貴顯達者，基本上就是守成、就是享受而已，求進已經不是
那麼重要了。正因如此，上述四篇作品的內容，都各自存在著一個具有特色，但
卻命運不順之「物」，讓吳德功藉以傳達求進的思想。例如本文第二節所談到的
「榕根井」，它的井水清澈、景色優美，尤其榕樹根枝盤繞其上，姿態萬千，人
坐於井邊，暑氣與塵慮全消；這樣有特色的地方，卻「僻居山野」
、
「隱而不彰」。
另外，在〈東螺石硯記〉一文中，吳德功認為東螺硯雖然稍遜於廣東的端溪
硯，但「其石堅而不滑，潤而不燥，其色或青或紫，或水波紋，或萬點青，與廣
東肇慶府端溪略同焉。」可見它也相當具有特色，但可惜命運不佳，因為此石「雜
混沙礫，隨溪輾轉數十里，為舟子牧豎所踐踏，凐沒不彰者，難更僕數。」
談完〈觀榕根井記〉
、
〈東螺石硯記〉二文，接著來看〈竹瓶記〉一文的主角。
這是一截長得「拳曲離奇」，被丟擲在庭院中的廢棄竹節的故事。其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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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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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文中這一個命運坎坷的竹節，自幼生長的環境就被嚴重限縮，在其它竹子的夾擊
下，它無法挺直生長，於是長得歪曲彎折，像人們駝背一樣。然而多舛的命運還
不只如此，後來被砍下之後，還被丟棄在庭院中，任由風吹日曬雨淋。不過這段
竹節，雖然長得醜陋，命運乖舛，但卻很有特色，因為它「質堅而古」。
最後，來看〈遊龍目井記〉一文。在這篇作品中，吳德功的書寫對象就是台
中大肚的龍目井。這口井在清代嘉慶年間即位列「彰化八景」之一，名為「龍井
觀泉」
。45雖然位列八景之一，也有許多文人探訪，應是極具特色，但它的命運並
不平順，人們對它的評價不高，可說是徒具名聲。此文云：
土人曰：「井在荒村竹叢中，常有士人來觀，皆云此景不甚佳，先生何必
觀乎？」予曰：「不妨。」爰令土人引導，滿徑多卵石，欹斜行里許，莿
吳德功，《瑞桃齋文稿》
，收錄於《吳德功先生全集》，上卷，頁 59-60。
「龍井觀泉」一景，清代曾作霖曾以此為題作詩詠之：
「龍目井泉淺又清，井邊雙石肖龍睛。
醒人醉夢堪千古，沁我詩脾在一泓。饒有餘波供挹注，儘無纖滓翳晶瑩。看他湧出泉花噴，似把
珍珠十斛傾。」陳玉衡同題詩曰：「南來問渡遇鼇頭，又見香泉龍目流。鑿井或從歸籍後，分甘
可自作霖不？清能贈我醫凡骨，冷不因人放白眸。也識點睛飛去好，為施膏澤暫勾留。」二詩分
別收錄於周璽，《彰化縣志》（台北：國防研究院，1968 年 10 月）
，
〈藝文〉
，頁 482、484。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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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森密，見山麓草堂數間，不數武，土人指曰：「井在此矣。」予止步觀
之，井罩以樟木箍，兩巨石夾之，井面周圍有四尺許。一泓清澈，於水泉，
由井底噴上，至水面始破，如萬斛明珠，纍纍魚貫而出，令人目不暇給焉。
因憶前聞友人言，慕八景之勝來觀此泉，恒云：「此井在荊榛中，又少高
臺傑閣，以相掩映，只有相思樹裏，蟬琴與樵歌相和，至其地，惟兩石可
少坐，餘無長物，洵所見不如所聞也。」46
由文中所述可知，這口龍目井，雖然具有特色，能位列彰化八景之一，但在世俗
人的眼中，其實是虛有其名，其實際的景觀很讓人失望。
透過上述的分析可知，吳德功在傳達求進思想的過程中，必定先找尋具有特
色，但是卻命運不順，甚至是凐沒無聞之「物」來作為書寫對象，這是傳達求進
思想的寫作模式之一。
二、 透過「感物言志」的手法，讓求進思想由「物」而轉向於「人」
在論述這小節之前，筆者想先介紹一下「感物言志」
。
「感物言志」又叫「感
物吟志」或「托物言志」
。劉勰在其《文心雕龍‧明詩》篇中說：
「人稟七情，應
47
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從這段話可以得知，
「感物言志」是文學起源
的一種方式，它的形成原理，是當人們內心的主觀情感，接觸到外界客觀之「物」
時，內心會產生一些「志」（思想理念48），接著我們把這些思想理念透過語言文
字表達出來，變成一篇篇的文章，這就是所謂的「感物言志」。
在吳德功四篇具有求進思想的作品中，當他針對具有特色，卻又命運不濟的
「物」進行書寫後，接著就藉由「感物言志」的表現手法，將觀察此「物」之際
遇所悟得的求進思想（亦即世間之「物」
，需有人賞識提拔才能名傳於世）
，透過
「借喻」的作用，將此一思想投射到「人」的身上，讓人們也適用這個思想。由
是可知，
「感物言志」的運用，重點在於文人從「物」的際遇及處境上，體悟出
某些的思想理念，這些思想理念最後會在「借喻」的作用下，從「物」的上頭轉
投到「人」的身上，從而成為人們處世待人的一種道理；所以嚴格說來，「感物
言志」的表現手法，事實上是包含著「借喻」修辭法的。
我們為何知道吳德功藉由「感物言志」所生發出來的思想理念，最後都會投
射到人的身上，成為一種指導人生的義理、哲理？這是因為中國的古典文學，在
儒家思維的影響下，向來注重載道精神、教化精神49，所以從「物」的上頭所感
吳德功，《吳德功先生全集‧瑞桃齋文稿》
，上卷，頁 105-106。
劉勰著，黃叔琳注，
《文心雕龍注》
（台北：世界書局，1984 年，5 版）
，卷 2，頁 1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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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儒家思想長期主導中國文學的發展，在儒家眼中的優秀作品，多是蘊含著道德義理，這種具
有教化精神的篇章。例如《詩經》自古以來受重視的就是它的詩教精神，透過詩作來教導立身處
世之道。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一書，對儒家的文學觀有如下評論：「不論孔子、
孟子、荀子，都很重視文學、言辭、詩和樂的社會功能，都主張文學藝術必須為『教化』服務。」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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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思想理念，最終多數都回歸到人的身上，成為人們立身處世的指導方針。
因此，吳德功透過感物言志手法所產生的求進思想，雖然一開始是從物的上頭去
領悟的，但最後也將回歸到人的身上。而誠如上一段所言，這種由物投射到人的
過程，需要透過「借喻」法來協助完成。
行文至此，筆者想先花一些篇幅，來說明一下「借喻」這個修辭法。借喻是
比喻的一種，所謂比喻，又稱譬喻，它是利用不同事物之間的相同或相似點，以
其中一項事物來說明另一項事物。成偉鈞《修辭通鑑》解釋比喻說：
比喻構成有四個要素：本體（被喻事物）
、喻體（借來作比的事物）
、喻詞
（使本體和喻體發生相比關係的詞）
，以及本體和喻體之間的類似點。一個
完整的比喻，通常由本體、喻體和喻詞三部分組成。50
比喻的含意，概如上述。在比喻的範圍裡，它又細分很多不同的類型，例如宋代
陳騤《文則》將「譬喻」分為十類，依序是直喻、隱喻、類喻、詰喻、對喻、博
喻、簡喻、詳喻、引喻、虛喻。51汪國勝則分譬喻為博喻、引喻、曲喻、倒喻、
對喻、回喻、互喻、提喻、縮喻、簡喻、補喻、逆喻、递喻、反喻、交喻、較喻、
強喻、弱喻、等喻、連喻……等等總計四十餘類52，各家分法繁簡不一。成偉鈞
認為，若要進行概括性分類，可分成明喻、暗喻、借喻三者。其中的借喻，成偉
鈞解釋其定義說：
比喻之一，即以喻體直接代替本體，從而說明本體。它沒有喻詞，本體也
不出現，是一種最含蓄的比喻。53
由這段話可以看出，借喻只說出喻體，而本體及喻詞都省略了。這樣的修辭法，
是要讀者透過喻體，自行發揮「聯想」力而想出本體，從而明白作者寄託在文章
中的真正旨趣。而讀者之所以有辦法從喻體聯想出本體，這是因為本體和喻體之
間存在這一些相同或相似的特質，所以讀者能以這些相同或相似的特質為線索，
透過「聯想」去找出本體來。涂公遂解釋聯想說：
即指作者心靈中，將某一種事物的情象，和另一種事物的情象，就它們某
一點的相通、相似的地方聯結起來。54

見氏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3 年 3 月，2 版 1 刷）
，上冊，
頁 4。
50
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修辭通鑑》
（台北：建宏出版社，1996 年 1 月）
，頁 471。
51
詳見陳騤《文則》
。收錄於王水照編：
《歷代文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1 月）
，
冊 1，頁 146-148。
52
汪國勝、吳振國、李宇明，
《漢語辭格大全》
（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3 年 2 月）
，頁 14-59。
53
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修辭通鑑》
，頁 494。
54
涂公遂，《文學概論》
（台北：華正書局，1988 年 7 月）
，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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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朱光潛的解釋：
聯想是一種最普遍的作用，通常分為兩種。一種是類似聯想，例如看到菊
花想起向日葵，因為它們都是花，都是黃色，在性質上有類似點。一種是
接近聯想，例如看到菊花想起中山公園，又想起陶淵明的詩，因為我在中
山公園裡看過菊花，在陶淵明的詩裡也常遇到提起菊花的句子，兩種對象
雖不同，而在經驗上卻曾相近。55
從以上二家之說法可知，聯想的運用可讓我們從甲事物去想出乙事物，而之所以
能夠由甲而想出乙，是因為甲、乙之間具有性質上或經驗上的相通點或類似點，
所以能由甲物而聯想出乙物。正因為聯想具有這樣的功能，所以當文學作品使用
借喻法，只寫出「喻體」時，觸角敏銳的讀者，也能透過聯想來找出作者原本想
要表達的「本體」。例如《詩經‧碩鼠》一詩：「碩鼠碩鼠，無食我黍。」56詩中
的碩鼠及黍，都是借喻法的喻體，詩中並未寫出喻詞和本體，讀者必須透過聯想
力，從喻體（碩鼠、黍）的特質中，自行聯想出本體。由於碩鼠的特質是喜偷他
人穀物，所以與牠有相似特質的本體，就是會壓榨百姓血汗錢的貪官污吏；至於
黍的本質是農作物，和它有相似點的本體，就是百姓的民脂民膏。透過此一借喻
法的分析，所以此詩的本旨是「貪官污吏啊，不要剝削民脂民膏啊﹗」57由於借
喻法的使用，能夠讓讀者從喻體去聯想出本體，所以當感物言志的手法運作之後，
從「物」的上頭生發出某種思想理念時，我們就能將「物」當作喻體，然後去找
出處境相似的「人」來作為本體，此時借喻法就完成了；而從「物」所生發出來
的思想理念，也就順利地投射到「人」的身上去了。
依據上述說明，我們現在來看吳德功〈東螺石硯記〉與〈觀榕根井記〉二文。
這兩篇文章的「感物」部分，就是吳德功在看到東螺硯石與榕根井的困頓命運後，
心中產生了一些感觸，這些感觸後來便衍生出一些思想理念（志）來，前者是「茍
無以賞識之，則長辱泥塗，不得表揚於當世。」後者是「惜此地僻居山野，日與
村夫牧豎相對，絕少文人賞識，故隱而不彰歟？」這兩段思想理念，都是強調「物」
應該要有人賞識，才能彰顯於世的求進思想。這樣的求進思想，只要透過「借喻」
法的運用，它便能由「物」而轉向於「人」，變成「人處在世上，必須得到有力
人士的賞識提拔，才能彰顯於世。」這實際的作法，就是讀者必須自行發揮聯想
力，由命運困頓的「東螺硯」、「榕根井」，聯想到性質相似者，亦即命運不順的
「人」
。當命運困頓的「東螺硯」
、
「榕根井」應該要有人賞識，才能彰顯於世時；
命運不順的「人」
，當然也需要有力人士的眷顧提拔，才能出人頭地啊﹗這時候，
文章真正的旨趣才浮現出來。除了〈東螺石硯記〉與〈觀榕根井記〉二文外，吳
德功〈遊龍目井記〉一文，同樣也只談物不談人，但讀者一樣要透過借喻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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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101。
屈萬里，《詩經釋義》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8 年 5 月，3 版）
，頁 145。
57
朱熹說此詩：「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辭。」見氏著，《詩序辨說》（台北：藝文印書館，
1965 年）
，頁 23。
5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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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從物而聯想到人，才能明白這篇文章的真正旨趣。
以上所說感物言志的文章，讀者最後都必須透過借喻法，將作者感「物」後
所生發出來的思想理念（志），藉由聯想力，轉投到「人」的身上去，才能看出
文章真正的旨趣。但是，這種情況並非絕對，因為有時候作者會自行將感「物」
後所生發的思想理念，直接就轉到「人」的身上去，此時讀者不必透過借喻法，
也能明白文章真正的含意了。例如〈竹瓶記〉一文，本來是在談「物」（一段廢
棄的竹節），強調這段竹節因為有人（德功）的賞識，而變成一只漂亮的竹瓶，
能與彝鼎圖書並重了。而這種由感「物」所生發出來的求進思想，吳德功在文中
已經自行將它轉投到「人」的身上去，所以文中引古人的話說：「一經品題，便
作佳士。」58這時候指陳的對象已經由物轉成人了，此時讀者不必透過借喻法，
也能夠明白文章真正的旨趣。

肆、 吳德功傳達求進思想的篇章修辭技巧
吳德功在傳達求進思想時，往往透過布局謀篇的變化，來強化主題，加深讀
者的印象。這些布局謀篇的變化，就是篇章修辭技巧的運用。陳滿銘在其《篇章
結構學》中，歸納出三十二種章法類型，對於解析詩文作品的篇章修辭技巧，提
供了極為縝密的理論依據。今且依陳氏之說，以分析吳德功傳達求進思想時，所
運用的篇章修辭技巧。
一、 論敘法
德功在傳達其求進思想時，會透過「論敘法」的使用，來帶動布局謀篇的變
化，並藉以強化主題。所謂論敘法，陳滿銘說：
「定義」：將抽象的道理與具體的事件結合起來，使之相輔相成的一種章
法。
「美感與特色」
：作者依據其特殊的需要，去揀擇適合的事件來表達主
觀的情意，然後體現在篇章，因此「敘」與「論」必然是可以相適應的，
而且從具體的事物中提煉出抽象的理論，揭示了客觀真理，這個過程本身
即會產生美感。59
依上述說法，所謂「敘」，就是指對事件(物)的描寫陳述；所謂「論」
，就是指思
想理念的抒發。論敘法的運用，就是在一篇文章中同時存在著對客觀事物的描寫
陳述，也存在著作者主觀思想的闡發。這種論敘法，一般也叫作「夾敘夾議」
，
《漢

58
59

吳德功，《瑞桃齋文稿》，收錄於《吳德功先生全集》
，上卷，頁 60。
陳滿銘，《篇章結構學》
（台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8 月）
，頁 10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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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大詞典》對它的解釋是「邊敘述邊議論。」 莊濤將它分為「先敘後議」、「先
議後敘」、「邊敘邊議」三種形式。他說：
（夾敘夾議）此法分三種：1.先敘後議，作者敘述完一件事後，針對這
件事發表議論；2.先議後敘，作者在敘述前先發表議論，以提示事件的主
題、意義、影響，然後引出敘述；3.邊敘邊議，即一面敘述，一面議論，
敘述和議論交叉進行，層層遞進。61
「先敘後議」與「先議後敘」，這兩者的差異點，只是「敘」和「議」出現的先
後順序不同而已；至於「邊敘邊議」，則是「敘」和「議」反覆交叉的出現，其
中一項出現的次數在二次以上。這種「夾敘夾議」的說法，與陳滿銘的「論敘」
法，是一樣的理論，都是指作品的篇章結構，是由事物的陳述－「敘」，與思想
理念的闡發－「論」（或叫做「議」），這兩個部分相互結合而成的。所以「先敘
後議」、「先議後敘」、「邊敘邊議」，也可稱作「先敘後論」、「先論後敘」、「邊敘
邊論」，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我們來看吳德功這四篇具有求進思想的作品，是如何運用「論敘法」
來建構其篇章的。首先，在〈東螺石硯記〉
、
〈觀榕根井記〉)、
〈遊龍目井記〉三
篇文章中，德功都是先針對事物（東螺硯、榕根井、龍目井）本身的特質，還有
它們困頓不順的遭遇進行描寫，最後才表達出求進的思想，這就是「先敘後論」
的寫作手法。不過這樣的布局方式，在〈竹瓶記〉一文中卻有了明顯的變化，這
篇文章一開始，便直接以求進思想作為起筆，用開門見山法62直接把文章的主旨
挑點出來。其文章開頭云：
今夫權奇倜儻之士，茍處在荒陬僻壤之間，難以表白於世，即罹處於通都
大邑，茍非有人物色之，亦終與草木同腐，此不獨人也，於物亦然。63
這是一開頭就點破文章的主旨，將求進的思想一語道破，所以這篇文章一開頭，
就以「論」的方式讓讀者掌握通篇的題旨。接著，他開始描述他去年秋天在二林
開墾時撿到竹節之事，並詳述此一竹節的外在形貌及成長的環境，此時是轉成「敘」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編著，
《漢語大詞典》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9 年 11 月）
，冊 2，
頁 1504。
61
莊濤、胡敦驊、梁冠群合編，
《寫作大辭典》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2 年 4 月）
，頁 256。
62
在篇章的結構中，文章開頭的寫法有很多種方式，其中所謂「開門見山法」，陳滿銘解釋此法
說：
「這主要是將主旨（綱領）開門見山的安排於篇首，作個統括，然後針對主旨（綱領）條分
為若干部分，以依次敘寫的一種類型。這種類型，就整個的篇章結構來說，古時稱外籀，今則通
稱為演繹。由於它具有直截了當的特性，所以在古今人的各類作品，如詩詞或散文裡，是相當常
見的。」見氏著，
《篇章結構學》，頁 188。李華對此法的解釋，比陳氏之說簡要，他說：「破題
法，又稱為開門見山法，就是文章一開頭即點出題目，或解說題意，或正面闡明主旨。這種方法
最為明朗有力，讓讀者一開始就明白作者意圖與主張。」見氏著，
《作文寶典》
（台北：偉文出版
社，2011 年 10 月）
，頁 4-3。
63
吳德功，《瑞桃齋文稿》，收錄於《吳德功先生全集》
，上卷，頁 5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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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運用了；最後，他再度發表議論，再一次提到求進的思想，他說：「又使不
過予為之賞識，裁成器具，日為牧子農夫所踐踏，亦常溷於塵埃中，此物（竹節）
亦難以表見。」此處又再轉為「論」法。因此此篇的篇章結構，是採取「論」→
「敘」→「論」的寫法，這是「敘論反覆穿插」的寫作方式，與另外三篇是「先
敘後論」的方式不同。
透過上述分析可知，吳德功在傳達求進思想時，其作品對於敘述和議論二者
的安排，是存在著布局上的變化的。王洪曾經解釋這種敘述、議論交錯運用的藝
術功能說：
敘、議結合，可以使敘述兼有評價、議理；而議論又兼有可感知的形象和
生動的情節等，這樣既能加深讀者理解敘述人物或事件的本質意義，又能
有利於讀者認識議論的實質和獲得深刻的印象。64
這段說法，正可用來說明吳德功在傳達求進思想時，其於作品敘述與議論交錯使
用上所作的安排，實有其寫作上的積極目的，也擴大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二、 賓主法
吳德功在傳達求進思想的人物安排上，也有所變化。在〈東螺石硯記〉
、
〈觀
榕根井記〉
、
〈竹瓶記〉三篇作品裡，都是透過吳德功自己的口中表達出求進思想，
但在〈遊龍目井記〉一文中，卻是透過土人之口來表達求進思想。其文云：
以余思之，何地無井，何井無泉，奚以取乎此井？奚以取乎此泉？蓋以他
井之泉，不如此泉之奇，一噴一珠，白亮如銀，可爽觀瞻，故古人選勝命
名，而列於八景之中焉。……土人聞余言，鼓掌而笑曰：「微先生言，不
幾埋沒此泉之美乎？」爰即事而記之。65
在這段文字中，吳德功扮演的只是一個稱讚「龍目井」的遊客角色，接著他藉由
土人所謂「微先生言，不幾埋沒此泉之美乎？」表達了他的求進思想，亦即此泉
能夠傳揚，是因為有先生（德功）的美言所致。所以此文求進思想的傳達，是當
地的土人，而非吳德功自己，這跟另外三篇由吳德功自述是不一樣的。這種另外
安排了其他人物(土人)來輔助自己，以突顯自身的求進思想，這種章法修辭，即
運用了所謂的「賓主法」。陳滿銘解釋此法說：
「定義」：運用輔助材料(賓)，來突顯主要材料(主)，從而有力地傳達出
主旨的一種章法。
「美感與特色」……去尋找輔助的「賓」
，以烘托出「主」，
64
65

王洪主編，
《古代散文百科大辭典》
（北京：學苑出版社，1997 年 8 月）
，頁 777。
吳德功，《瑞桃齋文稿》，收錄於《吳德功先生全集》
，上卷，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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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產生調和之美；而且有主有從，都是為了烘托出主旨而服務，這就會
形成繁多的統一，因而產生映襯與和諧美。66
在文中，吳德功是「主」
，而一旁的土人是「賓」
，在吳德功讚揚完龍目井的優美
景色後，一旁的土人(賓)代替吳德功(主)表達了求進的思想，這就是以賓來輔助
主，藉以突顯篇章主旨的手法，這就是賓主法的運用。這種賓主相互應和，藉以
強化主題，正呈現陳滿銘所謂「映襯與和諧」之美。
三、 正反法
所謂「正反法」，其實就是對比的運用。陳滿銘解釋此法說：
「定義」：將極度不同的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材料並列起來，作成強烈的
對比，藉反面的材料襯托出正面的意思，以增強主旨的說服力與感染力的
一種章法。
「美感與特色」
：正反法是在對比的原理上產生的，對比因為具
有極大的差異性，因而有鮮明、醒目、活躍、振奮的強烈感受。而且有「相
對立的形態」出現在篇章中，反而能使主體(正)的特點更突出，姿態更優
美。67
由上述說法可知，「正反法」其實就是一種對比修辭的運用，透過尋找性質相反
的事物來相互對照，藉以突顯主角的特質，並藉此強化篇章的旨趣。在吳德功四
篇求進思想的作品裡，他在書寫命運困頓之「物」時，常會穿插一些命運亨通、
有名之「物」來製造對比效果，也藉此證明其論點的正確性。例如〈竹瓶記〉一
文，當它在敘述這截醜陋彎曲，又無人搭理的廢棄竹節時，文中忽然提到漢代蔡
邕所製作的焦尾琴。其文曰：
蔡邕間人爨桐，其聲鏗然，裁之為琴，名為焦尾，至今傳為美談。68
焦尾琴，是中國古代四大名琴之一。根據《後漢書‧蔡邕傳》記載，當時吳地有
人在燒梧桐木，蔡邕從木頭燃燒的聲音，知道這是一塊製琴的好木頭，於是將木
頭搶救出來，並請工匠裁製為琴，果然聲音悅耳，但因尾部有燒焦痕跡，故名之
為「焦尾琴」。69吳德功在文中，特地寫到蔡邕焦尾琴之事，其實就是要利用有
名的焦尾琴，來「對比」命運蹇促的竹節，藉此證明有人眷顧之「物」便能成為
名品，便能跳脫悲苦的命運，這就是透過「正反法」的對比作用，來突顯他的求
陳滿銘，《篇章結構學》
，頁 112。
同上註。
68
吳德功，《瑞桃齋文稿》，收錄於《吳德功先生全集》
，上卷，頁 59-60。
69
范曄著，章惠康、易孟醇注譯 ，
《後漢書》
（長沙：岳麓書社，1998 年 7 月）
，卷 60 下，
〈蔡邕
列傳〉，頁 1607。
6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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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思想。接著，我們再看〈東螺石硯記〉一文。文中吳德功插入了一段有關於端
溪硯的描寫，他說：
明季時代，命太監取端溪硯，以供奉內庭文具，有時分賜翰林，此何如
貴重哉？70
這一段話，是介紹明朝端溪硯的珍貴性，這種硯台，除了是內廷所使用的文具外，
朝廷甚至還當成貴重禮品來送給翰林學士，其珍貴性可見一斑。吳德功在陳述命
運不佳的東螺硯時，為何要突然提到硯中的名品—端溪硯呢？這無非就是要製造
一種對比的效果，用珍貴的端溪硯，對比於命運困頓的東螺硯，藉以突顯他的求
進思想，也就是事物需要有人賞識才能顯揚於世，就像那受到重視的端溪硯一樣。
接著再來看〈觀榕根井記〉一文：
猶憶廈門榕林風景，亦一株古榕，枝幹下垂，蒙蘗生根，如數十株，根盤
結成洞，為廈門八景之一。惜此地僻居山野，日與村夫牧豎相對，絕少文
人賞識，故隱而不彰歟？然亦不如榕林有高臺亭榭，以壯觀瞻；有怪石嵯
峨，互相點綴。為記以表彰之。71
此處特別提到廈門的榕林景觀，認為它的景色也和榕根井的樣貌差不多，都有枝
葉繁茂，氣象萬千的榕樹為主角。不過榕林貴為廈門八景之一72，是人們旅遊造
70
71

吳德功，《瑞桃齋文稿》，收錄於《吳德功先生全集》
，上卷，頁 87。
同上註，頁 100。

72 吳德功文中所說的廈門榕林，應是廈門榕林別墅之景，而非廈門八景之一，德功之說恐有誤；
不過向來八景之說，說法紛陳，各地八景常非定制，筆者以下對於德功所言「榕林」之推論，只
是就目前所能搜尋到的文獻進行分析，尚不敢視為定論。
案：今查尋廈門八景，並無德功所說廈門榕林一景。依江林宣〈嘉禾名勝記序〉的說法，廈門有
大八景與小八景之說，前者是「洪濟觀日」
、
「篔簹漁火」
、
「鼓浪洞天」
、
「陽台夕照」
、
「虎溪夜月」
、
「五老凌霄」、
「鴻山織雨」、
「萬壽松聲」
；後者為「金榜釣磯」
、「白鹿含烟」
、「金雞曉唱」
、「龍
湫塗橋」
、「天界曉鐘」
、「萬笏朝天」
、「中岩玉笏」
、「太平石笑」
。江氏序文，收錄於黃日紀、江
煦著，付虹等人校注《嘉禾名勝記．鷺江名勝詩鈔校注》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 年 7 月）
，
頁 4-5。審諸上述廈門大八景或小八景，皆無榕林一景，既然榕林非廈門八景之一，依筆者個人
推測，吳德功文中所說的廈門榕林，指的應該是清代黃日紀所建的「榕林別墅」
，蔡文恭後來將
它題為「榕林」
。在許多文獻及詩文作品裡，都有書寫到榕林別墅之景，如清代台南進士許南英，
有〈冬日遊鷺島榕林〉一詩：
「久聞黃氏舊林皋，今日登臨第一遭。海氣萬重天外畫，江山一覽
客中豪。榕因送籟聲偏永，鶴不驚寒嘯愈高。自少能詩曾擱筆，不期從此再抽毫。」見氏著，
《窺
園留草》
（台北：龍文出版社，1992 年 3 月，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本）
，頁 19。周凱《廈門志》
則說：「鳳凰山，去城南里許，在望高山北，相去數百步。山下成市，上為榕林別墅，國朝黃日
紀所築，因山麓多古榕，蔡文恭新題曰『榕林』。有境塘、洗心堂、石詩屏、釣鼇亭、小南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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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的勝地；但榕根井卻因地處偏僻，少人聞問，所以「隱而不彰」。這裡特地描
寫享有盛名的廈門榕林，目的就在於跟彰化的榕根井形成強烈對比，兩者其實都
擁有絕佳的榕樹景觀，但廈門榕林得到人們的肯定，享有高知名度；而榕根井地
僻人疏，少有人關注，就形成兩者命運高低的不同。透過這樣的對比，再次證明
不論是人或物，都需要有人賞識才能名揚天下。
以上所援引的三篇作品－〈竹瓶記〉、〈觀榕根井記〉、〈東螺石硯記〉，吳德
功都是透過尋找比作品主角（竹瓶、榕根井、東螺石硯）更有名氣的事物來進行
高低貴賤的正反對比，然而〈遊龍目井記〉一文卻恰恰相反，吳德功反而找了較
不具名氣的古月井和紅毛井來進行對比，藉以突顯主角龍目井的泉水特色。其文
云：
土人曰：「井在荒村竹叢中，常有士人來觀，皆云此景不甚佳，先生何必
觀乎？」……因憶前聞友人言：「慕八景之勝來觀此泉，恒云，此井在荊
棘中，又少高臺傑閣，以相掩映，只有相思樹裏，蟬聲與樵歌相和。至其
地，惟兩石可少坐，餘無長物，洵所見不如所聞也。」…… 蓋以他井之
泉，不如此泉之奇，一噴一珠，白亮如銀，可爽觀瞻，故古人選勝命名，
而列於八井之中焉。不然，八卦山麓，有古月、紅毛二井，何不取以列八
景耶？土人聞余言，鼓掌而笑曰：
「微先生言，不幾埋沒此泉之美乎？」73
文章前半段，吳德功透過土人的話與朋友對龍目井的評語，來表達世人對列名彰
化八景的龍目井之負面觀感。接著文章後半段，吳德功企圖為龍目井平反，藉以
提升此井形象。首先他描繪了龍目井的泉水之美，正所謂「一噴一珠，白亮如銀，
可爽觀瞻」
，然後再運用「正反法」
，以八卦山麓未被列入彰化八景的古月井和紅
毛井來當作對比對象，以證明能被列入八景的龍目井，實有其優異佳妙之處。透
過「正反法」的對比，徒具八景盛名卻未受世人喜愛的龍目井，形象瞬間有了改
變，土人因此而回應德功說：「微先生言，不幾埋沒此泉之美乎？」可見吳德功
的話，讓土人對龍目井的印象產生了正面的提升。
以上所引四篇文章，都使用了「正反法」來建構篇章，透過對比的作用，讓
作品的主題思想更加鮮明、醒目，有利於讀者的理解和掌握。其中〈竹瓶記〉
、
〈觀
半笠亭、三台石、百人石、蹋雲徑、漏翠亭、披襟臺、摩青閣、漱玉峰、榕根洞，亦靈阿、賦閒
亭、芃島諸勝。……墅中詩刻，自蔡文恭至周凱四十有二人。文恭銘榕林池石曰：『一拳一勺，
具山川意。時出雲雨，澤及萬類。』
」詳見周凱，
《廈門志》
（台北：大通書局，1995 年，台灣文
獻叢刊本）
，頁 23。周《志》中的記載頗為詳細，有榕林的主人、地理位置，還有榕林的各處景
點，其中有提到「披襟臺」
、
「釣鼇亭」
、
「半笠亭」
、
「賦閒亭」
、
「三台石」
、
「百人石」
、
「榕林池石」
等景色，這與吳德功描寫榕林之景有「高臺亭榭，以壯觀瞻；有怪石嵯峨，互相點綴。」是相當
近似的；另外還提到有「榕根洞」
，這與吳德功描寫榕林之景有「根盤結成洞」也是相互呼應的。
因此筆者以為，德功文中所說的榕林，或是指黃日紀所建的榕林別墅，亦即蔡文恭所題之「榕林」
。
73

同上註，頁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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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根井記〉
、
〈東螺石硯記〉等三篇作品，吳德功都是透過尋找比作品主角更具名
氣的物品來進行高低對比；然而〈遊龍目井記〉一文卻剛好相反，吳德功反而找
了較不具名氣的古月井和紅毛井來進行對比。其作法雖有不同，但其使用「正反
法」所產生的對比效果卻是一樣的，都成功的提升了作品中主角物品的正面形象，
也成功傳達了物品（或人）需要得到賞識才能揚名的求進思想。
(四)知覺轉換法
在這四篇求進思想的作品裡，吳德功對於作品中「物」的描寫，每篇幾乎都
使用到「知覺轉換法」。陳滿銘解釋此法說：
「定義」：在篇章中描摹不只一種的知覺，藉此展現創作者對大千世界多
面認識的一種章法。
「美感與特色」
：人的任何一種知覺活動，都離不開感
覺，因此人的感覺器官接收客觀世界的訊息，經過審美心理的運作後，就
產生了種種的知覺美。在這之中，視覺和聽覺出現的次數最頻繁，與美的
關係也最密切，因此這兩種知覺特稱為「美的知覺」；不過在各種知覺之
間，都是彼此輔助的，而且最終都會匯歸為「心覺」，在心覺中獲得內在
統一，這才是目的與極致。74
可見知覺轉換法，是一種對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五種感官知覺進行
描寫，並盡可能交替性書寫，以營造文章美感變化的一種寫作方式。陳氏文中亦
提到，這些知覺的描寫中，以視覺與聽覺出現最為頻繁，但其他的知覺「都是彼
此輔助的」，同樣具有重要性，亦不可忽略。
在吳德功這四篇作品中，篇篇都有這種知覺轉換的描寫，為節省篇幅，今各
篇皆僅援引小段文字，藉以窺其端緒。如〈竹瓶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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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此處對竹節的陳述，多數是視覺的描寫，但也有觸覺的形容，如「雨淋」(有濕
冷之感)、「日曝」(有灼熱之感)、
「質堅」(有堅硬之感)。接著，再看〈東螺石硯
記〉一文：
其石堅而不滑，潤而不燥，其色或青或紫，或水波紋，或萬點青，與廣東
肇慶府端溪略同焉。76

陳滿銘，《篇章結構學》，頁 107-108。
吳德功，《瑞桃齋文稿》，收錄於《吳德功先生全集》
，上卷，頁 59。
76
同上註，頁 87。
7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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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多談視覺，但亦有觸覺的描寫，如「堅而不滑」、「潤而不燥」，說的都是皮
膚的觸感。再看〈觀榕根井記〉一文：
北有出水山之側面，下有小溪，橫穿而過，插入山壁，亦枝葉紛披，蓋分
觀之如十餘株，總言之，實一株枝幹所出也。予乘輿過此，爰命停下，時
當夏天，炎氣薰蒸，此處日光不下穿，暑氣為之一消。予取泉觀之，清如
壺水，兼以微風徐來，濤聲謖謖。77
此文多數是寫視覺之感，然亦有聽覺(濤聲謖謖)與觸覺(炎氣薰蒸、暑氣為之一消)
的描寫。再看〈龍目井記〉一文：
一泓清澈，於水泉，由井底噴上，至水面始破，如萬斛明珠，纍纍魚貫而
出，令人目不暇給焉。……只有相思樹裏，蟬琴與樵歌相和。78
此處亦以視覺之形容為主，然「蟬琴與樵歌相和」句則是聽覺的描寫了。
以上所援引，只是每篇文章的一小段文字，但已可充分感受到吳德功對於「知
覺轉換法」的運用。在這些作品中，有視覺、聽覺、觸覺的轉換性書寫，當他接
觸客觀的事物時，他能將自身感官所體會到的細微情狀，透過適切的文字表達出
來，讓讀者在閱讀時，彷彿身上的器官也在這些事物上巡禮了一回，是那麼真實，
那麼身歷其境，這是運用「知覺轉換法」所營造的藝術效果。這些知覺感受的描
繪，亦即陳滿銘所言：「經過審美心理的運作後，就產生了種種的知覺美。」

伍、

結論

透過本文的分析，可以知道在吳德功的心中存在著一種求進思想，亦即「不
論人或物，在世上都需要有力人士的賞識才能名揚天下，否則只能與草木同腐而
凐沒不彰。」吳德功這種求進思想，起因於中國歷史人物的啟發，從歷史人物的
遇或是不遇，了解到君子需要上位者的提拔才能一展長才，否則一旦懷才不遇，
即使有心報效國家，到頭來也只是有志難伸而已。在吳德功的人格特質中，他充
滿著治世濟民的情懷，他有許多人生的理想想要完成，尤其是教育事業和社會慈
善工作，更是他念茲在茲的志業。無奈在清領時期，吳德功七次參加鄉試皆告失
利，無法獲得功名，因此也難以正式進入國家行政體系來服務社會。期間雖與地
方仕紳從事一些慈善工作，如擔任育嬰堂董事、倡捐設立節孝祠；或是偶獲地方
官員賞識而接受一些任務的委託，如主修《彰化縣志》
、撰述《戴案紀略》與《施
案紀略》
，還有籌設聯甲局並擔任正管帶以抵抗日軍。然而吳德功畢竟不是國家
77
78

同上註，頁 99。
同上註，頁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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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行政體系的官員，這些偶而接任的工作，並無法有效紓解德功治事濟民的熱
切情懷，此時其懷才不遇的濃烈心情，更深化了心中的求進思想。這情況到了日
治時期終於有了轉變，日治初期日本政府即有意網羅台籍知識分子加入地方行政
行列，以協助日人管理台灣，吳德功便是被網羅的對象之一。然而因為初期日本
用人政策並不妥善，而且吳德功也很擔心被日人利用而罹禍，於是一開始拒絕日
人的攏絡而選擇隱居。不過隨著日本政府任用台人的政策日益改善，加上日本部
分官員政績卓越讓吳德功逐漸改變對日人的態度，而願意與日本政府交流，並於
1897 年接受日本政府所頒授的「紳章」，以及接受彰化辨務署的「參事」職務，
從此正式進入地方政府的行政體系，也從而逐步實踐其經世濟民的理想，尤其在
教育事業與慈善事業的經營上，他建立了很多事功。透過日本政府的賞識提拔，
吳德功的求進思想在此時得到了明顯的實現，有效彌補了他在清領時期懷才不遇
的困頓和遺憾。
吳德功撰寫這四篇具有求進思想的作品時，有其一定的書寫模式以及篇章修
辭上的技巧。就書寫模式而言主要有兩點：一是先尋找具有特色，卻聲名不顯之
「物」為書寫對象，以便形塑此物未遇明主的困頓形象；二是透過「感物言志」
的手法，將由感「物」而興發出來的「志」
（求進思想）
，透過借喻和聯想力的使
用而轉向於「人」，於是此物未遇明主的困頓形象，便轉而成為君子懷才不遇，
有志難伸的形象了，此時困頓的君子便亟需上位者來賞識提拔，才能獲得施展抱
負的地位和舞台。吳德功求進思想的傳達，就在上述兩點書寫模式的連結下，成
功的建立起來。
至於傳達求進思想的篇章修辭技巧，本文透過陳滿銘《篇章結構學》的分析，
發現吳德功運用了論敘法、賓主法、正反法、知覺轉換法等多種技巧，手法相當
多變。雖然這幾種修辭技巧也常見於其他的文學作品，但是因為這幾種修辭技巧
的運用，讓這四篇具有求進思想的作品，其主題旨趣更加明確，藝術手法也更加
精彩，基於此一事實，此節的研究也自有其學術上的價值。
施懿琳教授在其研究中提到，吳德功的生命裡具有一種「明哲保身」的思想。
筆者認為這是一種「消極」的處世態度，至於吳德功的求進思想，呈現的則是一
種「積極」的處世態度，這兩種處世態度融合在一起，再加上他想要推廣社會慈
善工作，以及延續漢文教育的熱忱，可能就促使他逐漸往日本政府靠攏。「明哲
保身」思想，讓他選擇不跟日人激烈對抗，藉此保全自己的性命，這雖然是一種
消極的處世態度，但卻很務實，因為只有留下性命才有辦法推展慈善工作及漢文
教育啊﹗至於吳德功的求進思想，呈現的則是一種積極的處世態度，這態度充分
展現了他的企圖心，他想要在世上有一番作為，所以最後可能因此選擇與日人交
好，藉由日人的賞識以得到施展抱負的空間。事實上，吳德功在與日人交好後，
確實非常努力推動著他的理想，施懿琳說：
除了主講「台中師範學校」
、
「青年同志會」外，吳德功也參與許多地方性
的組織，如「古月吟社」
、
「觀月會」以及一九一七年創設，一九一八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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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徵文的彰化「崇文社」，在在都對推展漢文化而嘔心瀝血，對彰化地區
傳統文化之保存與推展，可謂厥功甚偉。79
又說：
……吳德功對社會福利所費的心力，假如不是因為與地方官員建立良好的
關係，官方的支援力量就未必如此之大了。80
由是可知，吳德功選擇與日人交好，確實有利於他在社會慈善工作與漢文教育上
的推動。這樣的行為，正逐步實踐著他的求進思想，亦即「人活在世上，必須得
到有力人士的賞識，才能施展抱負，才能顯揚於世。」日人在他的心中，或許便
是那個賞識他的伯樂，能夠提供他施展抱負的舞台，所以透過日人支持他能夠為
台灣社會做出更多貢獻，為台灣百姓謀求更多福祉。我們要了解吳德功的一生，
以及他與日人之間的友好關係，本文所探討的求進思想，是值得被關注的。這樣
的思想放在那樣的時代，到底是對？是錯？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或許有人
認為，吳德功即使是為了求得施展抱負的舞台，希望為台灣人多做一些事，但他
與日人(一個異族統治者)交好，已經失去了文人該有的民族氣節。但是筆者認為，
若不是完全為了謀取私利，而是企圖推展台灣的社會慈善工作，以及推廣漢文教
育，而不得不（或必須）與日人交好，這樣的變通作法，以及衡量他所實際創造
出來的事功，吳德功仍然值得被肯定。是以施懿琳教授在〈從〉文中對吳德功所
持的觀點和評價，筆者感觸極深，亦深表認同。畢竟看待一位先賢，可以切入的
角度很多，端看我們是以何種層面作為立論根據，就會得到不同的回饋與結果，
這其間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有的只是價值觀上的異同而已。

79
80

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
，頁 401-402。
同上註，頁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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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kung Wu’s Idea of Pursuit of Progress and Method for
Conveying it in His Ancient Writings
Tian Chi-Wen
Abstract
Among the ancient works of Te-kung Wu Juei Tao Chamber Poetry Anthology, four
contain the idea of progress, that is, “No matter which person or thing, they cannot
become renowned to the world unless they win recognition from powerful people,
otherwise, they will only rot and disappear like grass and trees without being known
to the world. The four works are respectively “The Story Of Traveling Longmu
Well”,“The Story of Bamboo Bottle”, “The Story of Watching Ronggen Well”and
“The Story of Dongluo Inkstone”. The idea of pursuit of progress reflected the active
attitude and philosophy of life of Te-kung Wu, and it might be one of the reasons why
he chose to rely on the Japanese. He hoped that the appreciation and promotion from
the Japanese could help advocate his personal ideas. In addition to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s of his idea of pursuit of progress, this study also intended to analyze the
causes and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his idea of pursuit of progress. Moreover,
Te-Kung Wu wrote these 4 works using some fixed writing models and rhetorical
skills of various chapters, which were also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The investigation
in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at the causes of his idea of pursuit of progress included the
inspiration from Chinese historical figures, his repeated failures in the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his frustration of being unable to fulfill his ideals in spite
of his talent, which deepened his idea of pursuit of progress. Eventually, due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appreciation of his talent and appointment, he apparently
fulfilled his idea of pursuit of progress and thus achieved many successes. He used
two writing models to convey his idea of pursuit of progress: one was to search
nameless “objects” with strong features as the writing objects; the other was to use the
method of “expressing emotions using objects” to covey his idea of pursuit of
progress to “people” through “objects.” Lastly, in terms of the rhetorical skills of
various chapters that convey idea of pursuit of progres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structure of various chapters” and discovered multiple skills and versatile approaches
used by Te-kung Wu, including narrative method, guest-host method,
positive-negative method, perceptual transformation method, etc.
Keywords: Taiwanese classical prose; idea of progress; Te-kung Wu, Juei Tao
Chamber Poetry Anthology; Changhua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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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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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專長
領域

相關研究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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