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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5 年 10 月

吳子光擬作韓愈〈送窮文〉探析
田啟文

＊

摘 要

韓愈在唐憲宗元和六年任職於河南縣令時，曾作〈送窮文〉一篇，以描述生
活上貧困的遭遇，並藉由送窮儀式，表達希望擺脫貧窮的願望，但在五窮鬼表達
君子固窮之德的觀念後，韓愈接受了五窮鬼，繼續過著君子安貧樂道的生活。這
樣的一篇文章，在古典文學的發展上，有其特殊意義，首先它創造了五窮鬼的說
法，讓送窮習俗產生某種程度的改變；此外，它延襲著揚雄〈逐貧賦〉的寫法，
一方面以散體大賦的體製來傳達君子身陷貧窮的困境，一方面宣揚君子固窮的美
德。這篇作品引動後代許多文人續作送窮題材的文章，形成所謂送窮文學，進而
與民間送窮習俗相映成趣。苗栗古文大家吳子光，也模擬韓愈寫作〈送窮文〉，
文中的思想內容與寫作手法，和韓文相較之下，有因襲取法之處，亦有翻新獨創
之說，二文相互呼應，卻又各成特色。本文之撰述，即在探討二文間的因革變化，
一方面了解送窮文學的內涵與本質，一方面則能了解擬體文章的寫法與特色。

關鍵詞：台灣古典散文、吳子光、送窮文、擬作、韓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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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感謝審稿委員惠賜寶貴意見，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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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韓愈在唐憲宗元和六年（時年 45），任職於河南縣令，當時曾作〈送窮文〉
一篇，以抒發生活貧困之感。送窮本是中國古代以來流傳甚久的民間習俗，原本
「窮鬼」指的是「窮子」，祂乃是顓頊（高陽氏）之子，祂雖生在宮中，但卻天
生喜歡穿破衣，吃粥（糜）
，宮裡人都稱祂為「窮子」
。祂後來死在一條巷子內，
當天是正月三十日（晦日）
，此後人們便在此日以粥和破衣來祭祀祂，而形成「送
1

窮」的習俗。 不過在唐代韓愈〈送窮文〉之後，窮鬼的說法就新增了所謂「五
窮鬼」之說，在韓愈文章中，提到窮鬼有五，分別是「智窮、學窮、文窮、命窮
與交窮」
。2作品裡談到韓愈想送走這五位窮鬼，希望日子轉好不再貧困，但五位
窮鬼反而對韓愈曉以大義，透過詼諧逗趣的說詞，讓韓愈了解貧困處世的正面意
義，最後終於讓韓愈接受現實，不再強行送走五窮鬼。這篇文章的寫作，可說是
承繼了漢代揚雄＜逐貧賦＞的精神3，剖析著自身的貧困遭遇，並傳達出安貧樂
道的理念。在此之後，歷代有許多文章都在韓愈此文的基礎上進行延伸，創作出
許多與窮鬼（神）相關的詩文作品，例如唐段成式的〈送窮文〉4、唐王振的〈送
窮辭〉5、宋王令的〈送窮文〉6、宋趙湘〈迎富文〉7、明謝榛的〈窮居吟寄胡秀
8

9

才希顏〉
、
〈留窮詩〉 、清蔣士銓的〈題周令青在「迎窮圖」〉 、……等等，讓這
1

此事詳見（南朝梁）宗懍著，王毓榮校注，
《荊楚歲時記校注．晦日送窮》杜公瞻之注文。
（台
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 6 月，2 刷）
，頁 93。
2
窮鬼之名，除了「窮子」與「五窮鬼」外，尚有「窮女」與「窮神」之說。此詳見姜守誠，
〈「送
窮」考〉
，《成大歷史學報》，第 40 號（2011 年 6 月）
，頁 179-182。
3
韓愈〈送窮文〉傳承著揚雄〈逐貧賦〉的理念作法，誠如宋代黃庭堅所言：
「
（韓愈）
〈送窮文〉
，
蓋出於揚子雲〈逐貧賦〉
，制度始終極相似。」見氏著，屠友祥校注，
《山谷題跋校注．跋韓退之
送窮文》
（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出版社，2011 年 8 月）
，卷 8，頁 205。
4
此文收錄於（清）董誥編，
《全唐文》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11 月）
，卷 787，頁 3651。
5
有關王振的〈送窮辭〉
，此事載諸（宋）洪邁《容齋續筆》
：
「唐宣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紫邏
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為說，其文意亦工。」
（台北：新興書局，1973 年 7 月）
，
卷 15，頁 1969。
6
（宋）王令，《廣陵先生文集》
（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 6 月，宋集珍本叢刊本）
，卷 19，頁
132。
7
宋代趙湘的〈迎富文〉
，可說是韓愈〈送窮文〉的一種延伸，送窮與迎富，本是一體兩面的，所
以文中同時出現窮鬼與富神。文中富神對主人趙湘說：
「吾實其神，非窮之鬼。」此處富神表明
自己與窮鬼身分之差異。不過趙湘此文所迎的富神，並非常人心中榮華富貴之神，而是指注重品
德節操（仁、義、信、孝）的心靈上富有之神，這是此篇作品相當特殊的地方。此文收錄於李文
澤等編，
《全宋文》（四川：巴蜀書社，1989 年 6 月）
，卷 167，頁 771-772。
8
謝榛〈窮居吟寄胡秀才希顏〉
、〈留窮詩〉二詩，皆以韓愈所描寫的五窮鬼為素材進行創作。前
詩云：
「白頭自守攻《周易》
，家住蕩陰烟樹隔。寒蛩在壁夜何悲，窮鬼連床暗有益。心含寸天無
蔽雲，平生不羨〈送窮文〉
。眼中宦達幾凋謝，壠樹啼鳥空落曛。」詩中表現出讀書人淡泊名利，
不慕宦達的胸襟氣度，所以也不必特意送窮，每日只須研讀《周易》，便能愜意自適了。上述二
詩，分見（明）謝榛著，李慶立校箋，
《謝榛全集校箋》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 月）
，
卷 3、21，頁 122、902。
9
（清）蔣士銓，
《忠雅堂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3 月，續修四庫全書本）
，卷
25，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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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結合民間送窮習俗的文章，成為文人自嘲，或表達貧困理念的媒介，對於吾人
理解送窮習俗的內涵，以及歷代文士看待貧困的價值觀，都有莫大之助益。清代
苗栗的古典文學大家吳子光，亦曾擬作韓愈〈送窮文〉，以表達自身困頓貧窮之
際遇，不論是作品的內容思想，或是作品的形式藝術，都有極為可觀之處。這當
中，有承襲韓文之處，亦有別出新裁、自抒己意的觀點，一方面讓我們看到這類
「送窮」作品的沿革變化，一方面也讓我們看到吳子光擬作文章10的表現方式，
具有古文研究上的重要意義。
本文除了前言與結語之外，正文的部分，主要的研究重點有二：分別是擬作
（〈送窮文〉）所呈現作品內容之變化，以及擬作所呈現形式藝術上之變化。透過
本文的分析，相信對於吳子光看待貧窮的角度，以及其擬作韓愈古文的主要手
法，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認知，亦能從中窺見擬作文章的價值與作用。

貳、吳、韓二文在作品內容上之沿革變化
一、二文皆以摒斥五窮鬼來暗示自身的才華與人格特質
在韓愈〈送窮文〉中，提到五窮鬼，分別是智窮、學窮、文窮、命窮、交窮；
而吳子光〈送窮文〉亦談到五窮鬼，即遇窮、途窮、交窮、道窮、術窮。這當中
除了「交窮」一鬼名稱相同外，其餘四鬼名稱皆異。此外，韓、吳二人所言之五
窮鬼，其內在之習性也有所不同，也因此造成韓、吳二人在生活上展現出許多不
為世俗所接受的行為和個性，進而產生許多挫折和打擊。然而事實上，這些五窮
鬼所造成韓、吳二人在生活上許多不為世俗所接受的行為和個性，表面上看似一
種負面的影響，但其實這些行為個性，正是韓、吳二人透過摒斥五窮鬼，來暗示
自身的才華與人格特質。針對此一情形，且看下文之分析：
(一)韓文對五窮鬼的摒斥
韓愈〈送窮文〉談五窮鬼云：
主人應之曰：「予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
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
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
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
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祗
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行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
10

吳子光有多篇擬作前人古文的作品，除擬作韓愈〈送窮文〉外，尚有〈擬杜牧之罪言〉
、
〈擬前
人諛墓文〉
、
〈擬諛墓文〉
、
〈擬策秀才文〉等多篇作品，是吳子光古文的重要特色之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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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
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
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11
以上是韓愈所談的五窮鬼，第一為「智窮」鬼，祂讓韓愈剛強崇高，厭惡圓滑而
喜歡方正，以奸詐為恥，不忍心傷害別人；第二為「學窮」鬼，韓愈因祂而輕視
術數名物一類學問，喜歡探究幽微的道理，攝取各家學說之長，掌握其中的精神
要領；第三為「文窮」，祂讓韓愈文章的寫作，不只擅長一種技巧手法，而以怪
奇為特色，不過卻無法得到時人的認同，只能用來娛樂自己；第四為「命窮」鬼，
祂影響韓愈的個性，使韓愈的言行與外表不同，臉雖醜而心美，不喜歡與人爭利，
然而卻勇於承擔責任；第五為「交窮」鬼，祂讓韓愈待朋友以至誠，不過許多朋
友卻視韓愈爲仇敵。
以上是韓愈文中對五個窮鬼的斥責，這五個窮鬼一直纏著韓愈不放，祂們讓
韓愈的生活遭受許多困境。然而我們若仔細看，這五個窮鬼雖然被韓愈所排斥，
急於送走祂們以脫離困境，不過細究祂們所帶給韓愈的習性，卻幾乎都是正面
的，例如「惡圓喜方，羞爲姦欺」
、
「利居衆後，責在人先」
、
「磨肌戛骨，吐出心
肝，企足以待」……，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人格特質。既然五鬼帶給韓愈的人格
特質是正面的，那為何韓愈卻厭惡這些窮鬼？這是因為在紅塵俗世中，多的是貪
婪偏私之人，此時韓愈的正直人格，反倒成了他的致命傷，就如同高雅的屈原受
到眾人的排擠一樣。所以在這篇文章中，韓愈表面上在斥責五鬼帶給他許多不合
世俗的習性，造成他生活的困境，但其實韓愈是藉由摒斥五窮鬼來暗示他自身美
好的人格特質與才華。這些人格特質與才華，在其〈進學解〉一文中，多數也曾
出現。例如談「學窮」鬼時說：
「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
，這與〈進學
解〉一文藉弟子之口說自己：「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
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12是兩相呼應的。此外，他談到「文窮」鬼
時說：「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這與〈進學解〉中感嘆自身「文雖
奇而不濟於用」13有同樣意味。又談「交窮」鬼時說：
「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
足以待，寘我讎冤」
，這與〈進學解〉中藉弟子之口說：
「長通於方，左右具宜，
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14意思也是近

11

（唐）韓愈著，羅聯添校注，
《韓愈古文校注彙輯》
（台北：國立編譯館，2003 年 6 月）
，冊 4，
卷 8，頁 2976。案：本論文所引韓愈〈送窮文〉
，均以羅聯添此書之版本為主。由於韓愈〈送窮
文〉在本文中引用之次數極為頻繁，為避免行文之累，以下有再度引用韓愈〈送窮文〉者，將僅
在引文後，以括號標註引文於羅書中之頁碼，其餘版權資料則不再重覆加註說明。
12
（唐）韓愈著，羅聯添校注，
《韓愈古文校注彙輯》
，冊 1，頁 254。
13
同上註，頁 272。
14
同上註，頁 25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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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所以此文表面是在數落五窮鬼的不是，但其實是藉由五窮鬼所帶來的挫
折，來暗示自己正面的人格特質。宋釋契嵩說韓愈「託斯（指五窮鬼）以自諭」
15

，就是這個道理。
(二)吳文對五窮鬼的摒斥
吳子光〈送窮文〉之作，亦仿韓愈作品，造出五窮鬼的說法，而且加以斥責
批判，不過同中有異者，在於五窮鬼的名稱與內在習性，與韓愈說法是不大相同
的。其文云：
家固貧也，力不能具饘粥，兒女輩飢寒啼號，聲相聞而達乎窮巷。吳子搔
首嘆曰：
「吾其為窮鬼所錮矣。」傷哉!憶自六歲就傅，八兩讀詩，本不甘
自暴棄，乃家徒壁立，命與讎謀，殆董傳、徐渭之流亞也，如是者「遇窮」;
邑號朝歌，里名勝母，昔賢慎之，若龜筮焉，乃託足無門，點金無術，蜀
道難矣，路歧泫然，阮籍所以澆壘塊也，如是者「途窮」;合志同方，營
道同術，儒本各從其類，乃獨醒獨清，鑿枘齟齬，文章知己，如在天上，
信荃不詧余之中情矣，如是者「交窮」;少不自揆，謬以人心風俗為己任，
乃章甫適越，桀犬吠堯，中山靖王所以拊心也，如是者「道窮」;匡鼎解
頤，王衍設禪，昔賢云爾，乃陽虎貌似，蜀犬日狂，吾舌徒存，互鄉如醉，
渾沌所以難鑿竅也，如是者「術窮」。以茲五窮，乘天心之醉夢，世路之
險巇，而重以書生樸且拙之性，於是吳子之窮，遂如怒濤毒浪、嚴霜酷雪，
酆都十八重地獄，係纍幽囚，黯然不見日月，為天地開闢，廿一史儒林文
苑中，得未曾有之絕境。16
文中提到的五窮鬼，其一為「遇窮」鬼，祂造成吳子光「家徒壁立，命與讎謀」；
其二乃「途窮」鬼，祂讓吳子光「託足無門，點金無術」
，成為阮籍一類的人物；
其三為「交窮」鬼，祂讓吳子光「獨醒獨清，鑿枘齟齬，文章知己，如在天上。」；
其四為「道窮」鬼，吳子光因祂而「少不自揆，謬以人心風俗為己任」；其五為
「術窮」鬼，祂讓吳子光成為像西漢匡衡，西晉王衍一類，喜歡發表議論17，但
卻難立大功之人。這五鬼的名稱中，除了「交窮」與韓愈所言相同外，其餘四鬼
15

（宋）釋契嵩，
《鐔津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卷 19，頁 14。
16
（清）吳子光，
《一肚皮集》（台北縣：龍文出版社，2001 年 6 月，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本）
，
卷 11，頁 145-146。 案：本論文所引吳子光〈送窮文〉
，均以龍文出版社之版本為主。由於吳
子光〈送窮文〉在本文中引用之次數極為頻繁，為避免行文之累，以下有再度引用吳子光〈送窮
文〉者，將僅在引文後，以括號標註引文於龍文版書中之頁碼，其餘版權資料則不再重覆加註說
明。
17
吳子光喜歡發表議論的人格特質，在其〈袪弊之難〉一文中，亦曾自我揭露。該文說：
「余以
遼東白豕，馳騁論議，此中弊竇，不言可知。」見氏著，《一肚皮集》
，卷 1，頁 2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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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稱皆不同。不過有些窮鬼名稱雖然不同，但造成韓、吳二人的生活困境卻有
些近似，例如韓文中說「命窮」之鬼，讓他「責在人先」，這是說韓愈有勇於任
事、承擔責任的人格特質，這與吳文談「道窮」之鬼，讓他「謬以人心風俗為己
任」，是相互呼應的。
前揭曾提及韓文乃藉由摒斥五窮鬼來暗示自身美好的人格特質與才華，事實
上，吳子光這篇擬作，也有相同的意味。例如談「遇窮」鬼時，說自己「六歲就
傅，八兩讀詩」，就是在說明自己雅好詩文、博覽群書的才華；又其談「交窮」
鬼時，以「獨醒獨清」自況，這正說明他品性高潔的人格特質；至於「道窮」鬼，
祂讓吳子光「謬以人心風俗為己任」，這是表示吳子光有承擔責任，匡正天下的
志向。因此，吳子光此篇擬作也同韓愈原作一樣，都是透過摒斥五窮鬼來暗示自
身美好的人格特質與才華。
綜上所述，則吳子光在陳介窮鬼的內容上，同於韓文之處大抵有：一、窮鬼
皆有五位；二、兩人皆以擯斥窮鬼來暗示自身的才華與人格特質。至於不同之處，
則是五窮鬼的名稱，除了「交窮」鬼之名相同外，其餘四鬼皆有不同。不過有些
窮鬼名稱雖然不同，但對主人造成的影響卻是相似的，誠如前揭韓文的「命窮」
鬼，與吳文的「道窮」鬼，名稱雖異，但都讓主人具有勇於承擔責任的人格特質，
這是兩人在談論五窮鬼時，一個「異中有同」的地方。

二、二文皆對生活困境表達不滿
吳文與韓文，皆對窮鬼纏身表達了生活上所遭受的困境，這是相同之處，不
過兩人所感嘆與不滿的內容並不完全一樣。就韓文方面，或出之己口，或藉由五
鬼之口說出，表達了韓愈對生活上多種層面的困頓與不滿，這當中，有感嘆居住
環境不佳者，如「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有感嘆家中經濟不好者，如「太學四
年，朝齏暮鹽」、「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有感嘆內在涵養不足者，
如「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有感嘆文章不合時用者，如「不專一能，怪怪
奇奇，不可時施，祗以自嬉。」；有感嘆人際關係不佳者，如「磨肌戛骨，吐出
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
至於吳文所表達的生活困境，則有感嘆家中經濟不好者，如「家固貧也，力
不能具饘粥，兒女輩飢寒啼號，聲相聞而達乎窮巷。」
、
「家徒壁立，命與讎謀」；
有感嘆無貴人提拔者，如「託足無門」；有感嘆缺乏籌資或賺錢能力者，如「點
金無術」；有感嘆缺乏志同道合之知音者，如「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儒本各從
其類，乃獨醒獨清，鑿枘齟齬，文章知己，如在天上。」
；有感嘆空存報國之心，
但卻英雄無用武之地者，如「少不自揆，謬以人心風俗為己任，乃章甫適越，桀
犬吠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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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兩人對於窮鬼纏身所導致的生活困境，兩人感嘆的層面有同有異。就相
同的部分來看，大致有如下三點：一、兩人皆感嘆家中經濟不好、貧困度日；二、
皆感嘆自身缺乏知音好友，人際關係不佳；三、都自認文才好，但卻不合當世所
用，無發揮的空間。至於差異之處，韓愈認為自己「語言無味」，吳子光則認為
自己好發議論，就像「匡鼎解頤，王衍設禪」一般。韓、吳二人在文章中，花費
了很多篇幅來反映自身生活的困頓，主要原因，就在於兩人生活上的逆境都很
多，尤其寫作〈送窮文〉時，兩人皆非富貴顯達之士，當時雖然韓愈任職於河南
縣令，算是地方上的父母官，不過卻是因為得罪宦官而被降調，心情上難免也是
憤懣不平。而在此之前，他的仕途也頗多坎坷，他在貞元八年（792）第四次應
考時才考中進士，不過並沒有因此得到好官職，只能在地方上擔任一些小吏。直
至貞元十八年（802 年）
，韓愈才擔任國子監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803 年）擔
任監察御史，官運似乎有逐漸亨通之勢。不過當時因關中一帶旱災，他寫文章糾
劾京兆尹李實，於是被貶為廣東陽山縣令。後來唐憲宗即位，韓愈才得以回到京
城，並再次出任國子博士。不過後來爲了避禍，韓愈請求到洛陽任職，但是一樣
避不開禍端，因爲得罪了宦官而再次被降爲河南縣令，〈送窮文〉就是在擔任此
職時所寫。18在寫這篇文章之前，其仕途浮浮沉沉，稍微好一點時，又因直言肇
禍，多次被貶官降調，生活當然困頓不順，也因此藉由斥責五窮鬼，來抒發內心
不滿之情。至於吳子光，他的際遇又比韓愈更差，雖然博學多聞，才華洋溢，但
舉人及第（同治四年，1865）後，於同治九年（1870），本欲進京參與會試，卻
因疾病折磨而未能成行。光緒二年（1876）時，想再次搭船進京參與進士考試，
無奈颱風阻礙難以成行。此時年歲已高，吳子光自此絕意仕進，遂專力於文章事
業與教育事業，他在苗栗「文英書院」
、
「筱雲軒」教書，培養出丘逢甲、呂汝玉、
謝道隆……等一班文人名士。19這樣的一生，對於希望考取功名以顯耀門楣的士
子來說，當然是抑鬱難平的，因病、因天災而無法順利參加進士考試，想必是吳
子光心中深沉的痛，這股不平之氣以及生活上的種種困境，便透過這篇作品宣洩
出來了。

18

關於韓愈宦途事蹟，詳見前野直彬、齊藤茂著，文君妃譯，
《韓愈傳》
（台北：有成書業有限公
司，1989 年 7 月）
，頁 25-104。另見（宋）歐陽修等著，
《新唐書》
（台北：鼎文書局，1979 年 12
月，5 版）
，頁 5255-5265。
19
吳子光事蹟，可參考連橫，
《臺灣通史》（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4 月）
，
卷 34，頁 1149；施懿琳、許俊雅、楊翠，
《臺中縣文學發展史》
（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
年）
，頁 45-49；葉靜謙，
〈吳子光與「一肚皮集」中的臺灣風土探析〉
（台中：逢甲大學中文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9 年 6 月）
，頁 48-61；陳炎正，
《神岡鄉史》
（台中縣：台中縣詩學研究會，1981
年 8 月）
，頁 61-70；陳炎正〈一代鴻儒－吳子光〉
，此文收錄於氏著，
《神岡鄉土志》
（台中縣：
台中縣詩學研究會，1982 年 4 月）
，頁 97-101，隨後在文字稍作潤飾後，另載於陳茂祥，
《神岡鄉
志》
（台中縣：神岡鄉公所，2009 年 9 月）
，
〈人物篇‧吳子光〉
，頁 1306-1308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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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文均透過窮鬼之口表達君子固窮之德
韓文與吳文的謀篇布局，有甚多相似之處，在指責完五窮鬼之後，五窮鬼都
是一樣的反應，都是直言反駁韓、吳二人的批評，認為雖然祂們帶給韓、吳二人
窮困的生活，但卻為他們樹立美好的名聲，讓他們成為有道的君子，而與一般世
俗之人有所不同。對此，韓愈〈送窮文〉云：
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
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
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
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
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頁 2980）
這裡談到，五鬼對於韓愈的指責很不以為然，祂們認為君子之所以能與天道相
通，就是因為言行與世俗之人的習性不同，今天祂們纏著韓愈，讓韓愈的言行正
直，雖因此處處不見容於世人，甚至受到排擠，但這正能讓韓愈成為君子，能夠
樹立百世不滅的名聲。五窮鬼這樣的言論，正是在傳達君子固窮的德行啊﹗此種
透過窮鬼之口，表達君子固窮之德的布局方式，也出現在吳子光的〈送窮文〉中，
其云：
五鬼者，相與歛髮蹙額，涕唾流沫，為五體投地，久之，嚄唶曰：
「嗚乎!
士窮見節義，惡用事惘惘者為？今夫士人讀一卷書，矜奇弔詭，以博取人
間富若貴，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不知冥漠中有陰奪其魄者，吾輩即瞰其
氣燄之盛衰，以力制其死生之命。惟有道者能安命，斯能立命，而禍福之
說，不得而中之，若韓子是已。子才不逮韓遠甚，而不隕穫，不充詘，卓
然自立，以成一家風骨，則薛荔女蘿之靈爽，實式憑之，又奚患窮乎？（頁
147）
此處談到，現在世俗之人稍微讀點書，就自認為奇特，想求得人間的富貴，殊不
知冥冥之中會因貪欲而失去性命。五窮鬼認為，祂們雖讓吳子光身處貧窮，但「士
窮見節義」
，而且吳子光也因此「不隕穫，不充詘，卓然自立，以成一家風骨」，
在這種情況下，「又奚患窮乎？」由此可知，吳子光是透過窮鬼之口來詮釋君子
固窮的美德，同時也藉此自我揄揚，暗示自己有君子守窮的美德，這與韓文的作
法是相同的。
在韓愈與吳子光的文章中，二人對於窮鬼都有所批判，認為窮鬼為他們的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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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帶來負面的影響;然而窮鬼卻以君子守貧所呈現出來的道德情操來曉諭二人，
進而使二人拋開厭惡貧窮的想法，轉而接受安貧樂道的思想。其實這種人、鬼雙
方正、反觀點的論辯，都是來自於韓、吳二人心中的想法，因為窮鬼是韓、吳二
人自行杜撰出來的，所以窮鬼的言論本來就是韓、吳二人自身的言論。文章中一
邊批判窮鬼帶來的貧困生活，一邊卻又透過窮鬼來肯定自身安貧樂道的高尚情
操，前者代表韓、吳二人在面對生活貧困的壓迫時，所發出的吶喊與不滿，呈現
出世俗人士對於富貴顯達的渴望；至於後者，則是二人在渴望富貴顯達不成後，
於是轉變心念，改以守貧自適來彰顯自身的道德情操，藉以排解貧困生活下的悲
憤心理，這在心理學上屬於「防衛方式」中的「補償作用」20，代表韓、吳二人
的內心，一方面存在著如世人般對於名利富貴的想望，不過當所求不遂時，卻也
能轉變心意，能夠以堅守道德情操來表現自身的價值和成就，不會如邪佞小人般
茍且鑽營，以謀求私欲私利，寧願在道德情操的制約下，用安貧樂道的方式生活
著。這種持守正道，不以貧困為苦的生活態度，向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精神之一。
孔子曾讚揚貧苦自適的顏回說：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
哉!回也。21
文中對於生活貧苦，但卻不埋怨、不憂慮的顏回，發出了高度的讚歎。此外，他
又說：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22

20

心理學上所謂的「防衛方式」
，張春興、楊國樞合著《心理學》一書說：
「個體在日常生活中，
經由學習的歷程，學會在遭遇挫折時盡量避免或減低焦慮的發生。換言之，個體由生活經驗中學
到某些應付或適應挫折情境的方式，因為這些適應方式在性質上是防衛的（防衛自我使不受焦慮
等的侵害）
，所以一般稱之為防衛方式。」由是可知，
「防衛方式」乃是幫助自我在面對挫折時，
能避開或降低焦慮煩惱的一種心理調適機制。而「防衛方式」運作時，有許多不同的表現方式，
其中一種便是「補償作用」。所謂補償作用，即是「個人所從事的某種有目的活動受到挫折，或
因個人某一方面有缺陷致使目的不能達到時，可改以其他成功的活動來代替，以彌補因失敗而喪
失的自信與自尊，此種防衛方式即稱為補償作用。」這種補償作用皆呈現於韓、吳二人的〈送窮
文〉中，二人文中皆批判窮鬼所帶來的貧窮生活，可見二人心裡是渴望如常人般享受富貴的；但
實際的生活上，卻因種種原因導致這項目的無法達成，心中於是產生了挫折感，此時二人卻假藉
窮鬼之口，表達了君子固窮的美德，企圖以此高尚情操來彌補無緣富貴的挫敗感，這正是「改以
其他成功的活動來代替，以彌補因失敗而喪失的自信與自尊」，這種作法就是心理學上的「補償
作用」
。以上關於「防衛方式」與「補償作用」之定義，詳見張春興、楊國樞合著，
《心理學》
（台
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4 年 3 月）
，頁 465、470。
21
（宋）朱熹，
《四書集注•論語》（台北：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10 月，2 版）
，卷 3
〈雍也〉
，頁 96。
22
同上註，卷 4〈述而〉，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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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前半段談到君子處世，即使吃的喝的都很簡單，但君子不以為苦，反而能從
中享受到樂趣，這代表的是君子應當正向面對貧苦的生活，並且能甘之如飴。至
於文章後半段，則表示如果要以「不義」的方式來得到富貴，那麼君子是不願為
之的，這代表的是君子當以道德節操為首要目標，當名利富貴與道德節操相衝突
時，君子應當選擇道德而捨棄富貴。這種重道德、輕名利的思想，孟子也有相同
的觀點，他在晉見梁惠王時，曾當面向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矣。」23可見在儒家的思想中，仁義道德是遠勝於名利富貴的。因此，當韓、吳
二人在富貴顯達無法如願後，便透過〈送窮文〉這樣的文章，藉由其中窮鬼的說
理，來展現自身安於貧困的人生觀，並間接彰顯個人所持守的道德情操，故清代
儲欣認為韓愈此文「自訴實自譽也」24。不過這種寫文章來感嘆自身窮困，而且
企圖把糾纏自身的窮鬼送走的作法，多少還是存在著不甘屈於貧困的念頭，似乎
未能完全達到以道德仁義為樂，不以貧困為苦的境界。所以元代王若虛曾批評韓
愈說：
「韓退之不善處窮，哀號之語，見於文字。」25以上的評論，是針對韓愈說
的，不過應當也適用於吳子光身上。這說明了一個真正不以貧困為苦的人，是不
會寫文章來訴貧、訴苦，甚至想將窮鬼送走的；雖然文中透過窮鬼的辯駁來闡揚
安貧樂道的思想，最後也不再排斥窮鬼，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鑿痕，仍是隱約可
見的。不過儘管如此，韓、吳二人的道德操守仍然值得肯定，寫文章訴說貧困之
苦，發發牢騷，呈現的只是韓、吳二人身為世俗人所普遍存在的物質意念而已，
並非是違法犯禁之事，誠如王若虛所言：
「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26反倒
是他們在面對貧困時，能夠堅持道德理念，不願為了富貴名利而折節行事，這實
在需要高度的道德感與自制力方能達到，這是必須予以肯定的。清代呂留良便引
董采評點之語讚揚韓愈「送窮，固窮也，韓公所以為君子人歟!」27吳子光在這方
面的表現也不下於韓愈，在仕途不順的狀態下，選擇守貧度日，並且致力於人才
的培育，為台灣培養出如丘逢甲這般傑出的文士，其成就亦同於韓愈，均在君子
名士之流。

四、韓文詳述「送窮」儀式，吳文則引韓文說法簡單帶過
在韓愈〈送窮文〉中，記載了送窮的儀式，其文云：

23

（宋）朱熹，
《四書集注•孟 子 》
（台北：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10 月，2 版）
，卷 1
〈梁 惠 王 上 〉，頁 205。
24
此語轉引自（唐）韓愈著，羅聯添校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
，冊 4，卷 8，頁 2984。
25
（元）王若虛，
《 滹 南 遺 老 集 》（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百部叢書集成本）
，卷 29，頁
4。
26
同上註。
27
（唐）韓愈著，
（清）呂留良選，
（清）董采評點，
《 唐 韓 文 公 文 》（清康熙間困學闇刊本）
，卷
1， 頁 29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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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糧，牛繫
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
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
朋挈儔，去故就新。」（頁 2968）
文中談到送窮的日子，是正月晦日（即正月三十日），而送窮的儀式，乃結紮柳
條爲車，捆草做成船，並裝上糧食，套好牛車，升起帆船，接著對窮鬼作揖三次，
並對祂們祝禱，希望祂們能在今天這個吉時良辰，好好吃一頓飯，喝一杯酒，然
後能帶夥伴離開這裡，重新去尋找一個新的住所。這裡所說送窮的日子，是正月
晦日，這與前揭《荊楚歲時記．晦日送窮》的說法一致，不過據姜守誠的考證，
送窮日尚有正月二十九日、正月初六日、正月初五日、除夕、正月初三日、正月
十五日等多種作法28，隨著時代與地區的不同，有著不同的變化。至於送窮儀式，
則不同於早期送「窮子」在巷子中祭祀「糜」與「破衣」的作法，而是以柳車（方
便其走陸路）、草船（方便其走水道）作為送窮鬼的交通工具，並以乾糧、酒作
為祭品，希望祂們趕緊到其它地方去。這樣的作法，反映了唐代當時的送窮儀式。
不過韓愈文中提到的送窮船屬於草船，其實在其他文人的作品或某些地區的風俗
中，曾提到草船之外的說法，例如段成式〈送窮文〉中，提到的是竹子做的船。
29

又《獲嘉縣志．歲時民俗》中提到：
「或作紙船，以酒酹之，投水中任其漂泊，

曰『送窮船』。」30說的是紙船。至於桃園市大溪，有一座「迎富送窮廟」，其送
窮儀式中的送窮船，則是類似金爐的作用，可讓信徒焚燒送窮疏文、咒文等。此
外，關於窮鬼的外型外貌，韓愈文中並未提到，所以作品所描述的送窮儀式中，
也沒有見到關於窮鬼造型的描繪，窮鬼此時是無形的存在。不過後來的送窮儀
式，逐漸有窮鬼具體的造型出現，人們以草人、木人、紙人等來代表窮鬼，或將
之置於送窮船中，隨河流漂走；或將之丟擲於門外；甚或有用鞭炮將其炸毀者，
代表的，都是希望讓窮鬼遠離人們的生活。31
以上是韓愈文中對於送窮日與送窮儀式的記載，關於這個部分，在吳子光的
〈送窮文〉中並沒有特別描述，他只是簡單地引述韓愈文章中關於送窮儀式的說
法，其云：「李唐時有五鬼為厲，昌黎韓子憫焉，命奴星結柳為車船，戲作送窮
文遣之。」
（頁 145），簡單的幾句話帶過，並未另外陳述送窮的相關儀式。雖然
在送窮儀式上，吳文並未有超出韓文之處，不過在送窮的結局上，吳文卻與韓文

28

詳見姜守誠，
〈
「送窮」考〉
，頁 185-192。
此文收錄於（清）董誥編，
《全唐文》
，卷 787，頁 3651。
30
見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年 12 月），頁 62。
31
詳見姜守誠，〈
「送窮」考〉
，頁 199-201。
29

11

真理大學人文學報第十九期

大不相同。韓愈雖然送窮，但文章的結局，卻是韓愈經五鬼闡述君子固窮之德後，
「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窮鬼）上座。」（頁 2982）所以最後
五窮鬼仍然繼續留在主人（韓愈）身邊。至於吳文，其結局雖也是五窮鬼向主人
（吳子光）闡述君子固窮之德，不過在話說完之後，五窮鬼「蹣跚躄躠，殷殷辭
主人，以其前据而後恭也，為衛而出之鬼門關外，其地距中國，蓋萬餘里云。」
（頁 148）這表示五窮鬼最後離開了吳子光，到了離中國萬餘里外的地方了。不
過這應當只是文章布局謀篇的一種技巧罷了，目的在於營造與韓文在內容上的差
異性，並非窮鬼真的離開了。因為吳子光雖然中舉，但終其一生並未飛黃騰達，
若窮鬼真的離開了，吳氏的生活應當會有很大的改善，但其實並不然，所以所謂
窮鬼離開的說法，應當只是文章布局謀篇的技法使用而已。

參、吳、韓二文所呈現形式藝術之變化
在形式藝術的表現上，吳文與韓文較明顯的差異性，主要是在文體的變化與
「引用」修辭的運用上。就文體的變化而言，韓愈〈送窮文〉的體製，基本上是
模仿漢代揚雄的〈逐貧賦〉而來，屬於漢代「散體大賦」的體製；至於吳子光的
〈送窮文〉
，某些地方延襲了韓文的寫法（主客問答的結構）
，但基本上它屬於散
體單行的古文體製。
所謂漢代散體大賦，它與騷體賦、小賦，皆屬漢代古賦的體製，其中散體大
賦屬於漢代古賦的主幹，而騷體賦與小賦則屬旁支。32散體大賦有幾項主要的特
徵，分別表現在文章結構與布局謀篇上。就文章結構而言，此類賦作喜歡採用主
客對話的方式構成賦文，而且喜歡韻文、散文並用的模式。至於謀篇布局上，其
首、中、尾三部分，各有常用的寫作形態，例如首段部分，常透過簡單的人物對
話，以開啟主、客言辭交鋒的序幕；中段部分，是賦文的核心內容，此時常由主
或客其中的一方發表言論，或是二者各自發表言論而構成的；至於尾段的部分，
常由主、客其中的一方，向另一方表示臣服來作為結束。以上幾項特徵，在韓愈
〈送窮文〉中幾乎都有所呈現。例如文章結構上，韓文採用了主（韓愈）
、客（窮
鬼）問答的方式，同時也採用韻文、散文並置的形態。據褚斌杰的說法，漢代散
體大賦若採用主客問答的結構，其首段、尾段是使用散文，中間部分則使用韻文，
而這些韻文常以四字或六字句為主，間雜以三、五、七言，或其他更長字數的句
子；若是非主客問答的結構，則常首段用散文，中間與結尾用韻文。33韓文屬於
主客問答之結構，依褚氏說法，其首段、尾段當使用散文，中間部分則應使用韻
32

關於漢代散體大賦、騷體賦與小賦的相關內容及特徵，詳見褚斌杰，
《中國古代文體概論》
（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12 月，3 刷）
，頁 84-88。
33
詳見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頁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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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今觀韓文寫法，其首尾二段，幾乎是散體單行的句式，偏於散文的寫法，而
其中間部分，多屬四字句為主的韻文，偶雜以其他字數之句子，這非常符合散體
大賦的格式。且看其中間部分窮鬼的言論:
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嚘嚶，毛髮盡竪，竦肩縮頸，疑有
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
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
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
太學四年，朝齏暮鹽，唯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
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
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
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頁 2973）
在這段文字中，除了「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二句，為六字句與五字句外，
其餘句子皆為四言之體，而且多數屬於韻文的形態。試看其押韻的情況，如其聲、
嚶、明、耕、名同屬庚韻；居、餘同屬魚韻；荒、鄉同屬陽韻；蒸、陵同屬蒸韻；
鹽、嫌同屬鹽韻；汝、語、去同屬語韻；船、捐同屬先韻；儔、不同屬尤韻；智、
避同屬寘韻。這種主客問答的結構，其中段文字以韻文方式表現，是漢代散體大
賦的常見公式。此外，其末段部分，乃主人被五窮鬼的言論說服，接受五窮鬼繼
續留在身邊，這種以其中一方被另一方說服的方式作結，也是漢代散體大賦的特
徵之一。
綜上所論，韓愈〈送窮文〉乃依漢代古賦之散體大賦的形式進行寫作的，故
其結構採主客問答的方式，而其首段、尾段使用散文，中間部分則使用韻文的形
態，所以基本上是一篇賦體文章。至於吳子光〈送窮文〉，則是以散體單行的古
文為主，雖然其間偶有穿插四字句，但並不講究押韻，基本上是古文的雜言體製，
這與韓文屬賦體文章不同。不過，吳文亦有「主客問答」的結構，這是與韓文相
同之處，也略微見到漢代散體大賦的痕跡，不過整體而言，仍應視之為古文體製
較為正確。
除了文體不同外，吳文在修辭技巧上，還有一點與韓文特別不同，那就是「引
用」的情況特別鮮明與頻繁。所謂引用，又稱「用事」，劉勰《文心雕龍》則稱
為「事類」34，它是指借用典故來表達文章之思想感情的一種修辭手法。而這被
借用以行文的典故，包含的範圍很廣，常見的有人物事蹟、書籍語句、民間文學、

34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
《文心雕龍注釋．事類》云：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
義，援古以證今者也。」（台北：里仁書局，1984 年 5 月）
，頁 705。
13

真理大學人文學報第十九期

寓言、景觀物象……等等，典故的運用豐富了文章的內容，也擴充了文章的廣度
與深度。歷代很多文人都提出過關於引用的理論，除了劉勰《文心雕龍》外，像
南朝鍾嶸《詩品》35、元代陳繹曾《文說》
、明代高琦《文章一貫》……等，都有
相關論述，其中《文說》將引用分為九種技法，分別是正用、反用、借用、暗用、
對用、扳用、比用、倒用、泛用36；
《文章一貫》則將引用分為十四法，分別是正
用、歷用、列用、衍用、援用、評用、反用、活用、設用、借用、假用、藏用、
暗用、逐段引證。37這些分法雖然有些過細，而且分類的依據並不清晰，不過卻
也可從中看出引用手法之細膩與多元。至於近人的修辭專書，也出現很多的討
論，例如黃麗貞《實用修辭學》38、黃慶萱《修辭學》39、陳望道《修辭學發凡》
40

、金兆梓《實用國文修辭學》41、王希杰《漢語修辭學》42、程希嵐《修辭學新

編》43、汪國勝等合著《漢語辭格大全》44、吳禮權《現代漢語修辭學》45……都
有專節進行分析，可見引用這項修辭技巧之重要。引用手法的運用，各家說法不
一，難定一宗，今綜合各家之說，對吳子光〈送窮文〉的引用方式，作一提挈式
的說明。首先，吳文的典故運用，在文章一開頭，就出現了「援用」的手法。所
謂援用，說法出現在明代高琦《文章一貫》中，其釋此云：「順引故事，以援本
題之所始。」46吳振國解釋這段話說：
「即在文章開頭，用典故來說明本文的主題。」
47

這種援用手法，在吳文一開始便已出現，其文章開頭說：
李唐時有五鬼為厲，昌黎韓子憫焉，命奴星結柳為車船，戲作送窮文遣之。
去後千餘年，而有吳子生蠻烟瘴雨之鄉，庽天風海濤之窟，日以曲編自娛，
此外不知有利名事，世目為書滛。家固貧也，力不能具饘粥，兒女輩飢寒
啼號，聲相聞而達乎窮巷。吳子搔首嘆曰：「吾其為窮鬼所錮矣。」（頁

35

（南朝梁）鍾嶸，
《詩品》云：
「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
（台北：久
博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 12 月）
，頁 41。文中所謂「應資博古」
、
「宜窮往烈」
，均是指用典
之事。
36
詳見（元）陳繹曾《文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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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頁 1343-1344。
37
詳見（明）高琦《文章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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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頁 2177-2178。
38
詳見黃麗貞，《實用修辭學》（台北：國家出版社，2004 年 3 月，增訂出版）
，頁 356-371。
39
詳見黃慶萱，
《修辭學》
（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3 月，增訂 8 版）
，頁 99-119。
40
詳見陳望道，《修辭學發凡》（香港：大光出版社，1964 年 2 月）
，頁 107-112。
41
詳見金兆梓，
《實用國文修辭學》
（上海：上海書店，1990 年 12 月，民國叢書本）
，頁 157-160。
42
詳見王希杰，《漢語修辭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4 月，2 刷）
，頁 416-419。
43
詳見程希嵐，《修辭學新編》（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7 月）
，頁 300-308。
44
汪國勝、吳振國、李宇明合著，《漢語辭格大全》
（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3 年 2 月）
，頁
557-582。
45
吳禮權，
《現代漢語修辭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 6 月，2 版）
，頁 289-303。
46
（明）高琦，《文章一貫》，頁 2177。
47
汪國勝、吳振國、李宇明合著，《漢語辭格大全》
，頁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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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文章一開頭，即引用韓愈寫作〈送窮文〉以自訴受窮鬼所困之事，來表達自己也
深受窮鬼迫害的困境。這種在文章一開始，便引用古代典故來為文章點出題旨的
手法就是「援用」。除了文章一開頭便出現的典故外，其餘的典故運用，多數出
現在第二段，亦即吳子光陳介五窮鬼那段。在這段文字中，出現了如下之典故－
「董傳」
、
「徐渭」
、
「邑號朝歌」
、
「里名勝母」
、
「託足無門」
、
「點金無術」
、
「蜀道
難」
、
「阮籍所以澆壘塊也」
、
「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
「獨醒獨清」
、
「鑿枘齟齬」、
「章甫適越」
、
「桀犬吠堯」
、
「中山靖王所以拊心」
、
「匡鼎解頤」
、
「王衍設禪」
、
「陽
虎貌似」、「蜀犬日狂」、「渾沌所以難鑿竅」等 19 個典故。在這段文字之後，又
有「二豎輩」
、
「五體投地」
、
「士窮見節義」
、
「不隕穫，不充詘」
、
「薛荔女蘿」等
5 個典故，若包含篇首所引韓愈撰寫〈送窮文〉之典，則通篇作品至少用了 25
個典故，數量不可謂不高。而這些典故的運用，其手法也相當多變。除了前揭所
謂「援用」外，還能看到「直引」
、
「變引」
、
「列用」等手法的使用。所謂直引，
吳振國解釋說：
「引錄時照錄原話而不加改動的叫直接引用，又叫直引。」48吳子
光〈送窮文〉言：「合志同方，營道同術」，這兩句話語出《禮記．儒行》篇49，
原文照錄，一字未改，此即「直引」的手法。在依照原貌引用語句之外，也有對
原語句進行增刪更改後再加以使用的，此即所謂「變引」50。在吳文之中，變引
的使用相當普遍，例如其文曰：「阮籍所以澆壘塊也。」這句話原文出自《世說
新語．任誕》：「王孝伯問王大：
『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
『阮籍胸中壘
塊，故須酒澆之。』」51可知「阮籍所以澆壘塊也」句，乃是由「阮籍胸中壘塊，
故須酒澆之。」二句改易融合而來，此即「變引」之法。再如其文中有「鑿枘齟
齬」句，此典原出《楚辭．九辯》
：
「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52吳
子光將這兩句組併成「鑿枘齟齬」句；又如文中有「不隕穫，不充詘」二句，其
文原出《禮記．儒行》：「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53吳子光將之刪
減文字，只以「不隕穫，不充詘」六字表達原文之意，這些都是「變引」法的運
用。
在「直引」
、
「變引」之外，吳文中還可見到「列用」的手法。所謂「列用」，

48

同上註，頁 562。
（元）陳澔，《禮記集說》（台北：世界書局，2009 年 6 月，2 刷）
，頁 322。
50
「變引」之說，詳見汪國勝、吳振國、李宇明合著，《漢語辭格大全》
，頁 563。
51
（南朝宋）劉義慶著，柳士鎮、劉開驊譯注，《世說新語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
年 10 月），頁 635。
52
吳福助，
《楚辭註繹》（台北：里仁書局，2007 年 5 月）
，頁 726。
53
（元）陳澔，《禮記集說》，頁 32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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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高琦《文章一貫》云：
「廣引故事，鋪陳整齊。」54這意思是說文人連續引用
多個相關的典故進行鋪陳寫作，以強化文意的手法。例如吳文云：「託足無門，
點金無術，蜀道難矣。」連續鋪陳三個典故，以表達自己無貴人提攜，不論是營
生或是仕途之路，都坎坷難行，不見成就。又如另段文字云：「乃章甫適越，桀
犬吠堯，中山靖王所以拊心也。」亦是連續引用三個典故，來表達自己英雄無用
武之地，只能韜光養晦的心情。再看另一段文字：「匡鼎解頤，王衍設禪，昔賢
云爾，乃陽虎貌似，蜀犬日狂，吾舌徒存，互鄉如醉，渾沌所以難鑿竅也」，短
短 8 句中，便鋪陳了至少 5 個典故，以表達他所謂「術窮」之境。這些例子，都
是「列用」的修辭技巧，也是用典的手法之一。
透過以上的討論可知，吳子光〈送窮文〉在文體上屬於古文，與韓愈〈送窮
文〉近於漢代散體大賦的體製不同，不過吳文卻模擬韓文使用主客問答的結構，
這是文體上異中有同之處。另外一個明顯的差異點，就是吳文中大量使用典故來
鋪陳作品，這是韓文中較少見到之處。事實上，吳子光寫文章喜歡使用典故，這
是他文章中的一大特色，此一特色同樣被使用在〈送窮文〉中，為文章的意境，
增加了一定的廣度和深度。

肆、結語
透過本文的分析，我們了解吳子光在擬作韓愈〈送窮文〉的表現上，就作品
內容的沿革變化上，存在著同中有異的現象。就相同的部分來講，第一，韓、吳
二人皆以摒斥五窮鬼來暗示自身的才華與人格特質，所以在述說五窮鬼所帶來的
生活困境時，每每透過這些困境，來暗示二人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第
二，二文所說的窮鬼皆有五位；第三，二文均透過窮鬼之口來表達君子固窮之德。
這些是兩人文章共同之處，但其同中有異者也不少，例如兩人都認為窮鬼有五，
但五窮鬼的名稱，除了「交窮」鬼之名相同外，其餘四鬼吳子光皆有不同之命名。
這點相當特殊，因為在韓愈〈送窮文〉之後，談到五窮鬼大抵皆以韓愈之說為主，
然吳子光雖亦談五窮鬼，不過名稱卻多數有異，這是他在送窮習俗上有所開創之
處。此外，兩人雖都抱怨五窮鬼所帶來生活上的困境，但感嘆的層面也有些許差
異，例如韓愈認為自己「語言無味」，吳子光則認為自己好發議論，就像「匡鼎
解頤，王衍設禪」一般。再者，就送窮儀式的記載而言，韓文寫得較為詳細，吳
文則單引韓文的說法簡略帶過。最後在送窮的結局上，吳文也與韓文大不相同。
韓愈雖然送窮，但文章的結局，卻是韓愈在聽完五鬼闡述君子固窮之德後，垂頭
喪氣地重新接納窮鬼留在身邊；至於吳文，其結局雖也是五窮鬼向主人闡述君子

54

（明）高琦，《文章一貫》，頁 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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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窮之德，不過在話說完之後，五窮鬼「蹣跚躄躠，殷殷辭主人，……為衛而出
之鬼門關外，其地距中國，蓋萬餘里云。」這表示五窮鬼最後離開了吳子光，到
了離中國萬餘里外的地方了。不過這種結局應當只是文章收尾的一種表現形式罷
了，目的在於營造與韓文的差異性，而非窮鬼真的離開了，因為吳子光雖有舉人
身分，但一生並未顯達，可見窮鬼並未真的離去。
除了作品內容的沿革變化外，就文體與寫作手法而言，也存在著一些相同與
差異之處。就文體而言，韓愈〈送窮文〉近於漢代的散體大賦，其結構採主客問
答的方式，而其首段、尾段皆使用散文，中間部分則使用韻文，基本上是一篇賦
體文章。至於吳子光〈送窮文〉
，則散體單行的古文，其間雖偶見四字句，但並
不講究押韻，基本上是古文的體製，與韓文屬賦體文章不同。不過，吳文也採用
「主客問答」的結構，這有模擬韓文之處。至於寫作手法上，吳文與韓文最大的
差異性，在於大量使用典故來鋪陳作品，這種喜歡用典的寫作手法，在韓文中較
少見到。
透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得知，一篇成功的擬作文章，作者自身的文筆必須極
具功力，才能在前人作品的固定框架下，還能帶給讀者若干不同的感受與收穫。
這其中必然要對前人作品有所承襲，才能成就所謂擬作之體；但承襲之餘，也要
有所創新，才能給人一新耳目之感，而不致流於陳陳相因之作，就這些說法而言，
吳子光這篇擬作是相當成功的。事實上，擬作的文章，其所以產生，乃植基於文
學的「共鳴作用」。所謂共鳴作用，就是作家表現在作品中的思想感情，能夠引
起讀者的理解、迴響與認同，進而激發讀者內心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感情，這是一
種讀者欣賞作品的收穫和愉快，也是作家創作成功的一項重要指標。而共鳴作用
之所以能夠成立，就在於讀者與作家擁有共同的生命經驗，所以才能透過作品理
解作家所寄託的思想感情。中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曾經說：
我也想到了一個作家最能讓人感動的部分，就是引起共鳴的部分。一個讀
者看書讓他感動的地方，也是讓他引起心靈共鳴的部分。共同的生活經
驗、共同的心理經驗，使作家能夠進入到後期的再度創作，進入到跟自身
生活經驗，跟他所了解的生活進行對比、聯想，在文學的創作當中，是一
種非常美妙的奇遇。55
這種美妙的奇遇，就發生在韓愈與吳子光的身上，吳子光因為閱讀韓愈的〈送窮
文〉，對比、聯想到自身的窮困，於是起了強烈的共鳴作用，感受到自己就像那
55

莫言這段話，見 2014 年 12 月 17 日「光明日報電子報」
，新聞標題「文學與人生——諾貝爾文
學獎獲得者莫言與勒克萊齊奧談文學共鳴」
，記者鄧暉、晉浩天根據記錄整理。網址：
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4/1217/c83083-262223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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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一樣，雖然飽讀詩書、才華洋溢，但一生為窮鬼所糾纏，以致於生活困頓，
在這種強烈的共鳴下，於是模仿韓愈寫下了〈送窮文〉，兩篇文章前後輝映，傳
達了君子希望脫離貧窮，但又能在貧窮中守住君子之德的崇高風骨。我們深切相
信，這種共鳴作用不僅促成了擬體文章的成立，同時也會激發更多讀者認同與學
習文人在作品中所留下的節操與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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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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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韓愈〈送窮文〉、吳子光〈送窮文〉
韓愈〈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糧，牛繫軛
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
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
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
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嚘嚶，毛髮盡竪，竦肩縮頸，疑有而
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
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
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齏暮鹽，唯
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
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
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
露，敢不迴避!」
主人應之曰：「予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
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
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
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
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
影與行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
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
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
「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
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
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
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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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子光〈送窮文〉
李唐時有五鬼為厲，昌黎韓子憫焉，命奴星結柳為車船，戲作送窮文遣之。
去後千餘年，而有吳子生蠻烟瘴雨之鄉，庽天風海濤之窟，日以曲編自娛，此外
不知有利名事，世目為書滛。家固貧也，力不能具饘粥，兒女輩飢寒啼號，聲相
聞而達乎窮巷。吳子搔首嘆曰：
「吾其為窮鬼所錮矣。」
傷哉!憶自六歲就傅，八兩讀詩，本不甘自暴棄，乃家徒壁立，命與讎謀，
殆董傳徐渭之流亞也，如是者「遇窮」;邑號朝歌，里名勝母，昔賢慎之，若龜
筮焉，乃託足無門，點金無術，蜀道難矣，路歧泫然，阮籍所以澆壘塊也，如是
者「途窮」;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儒本各從其類，乃獨醒獨清，鑿枘齟齬，文
章知己，如在天上，信荃不詧余之中情矣，如是者「交窮」;少不自揆，謬以人
心風俗為己任，乃章甫適越，桀犬吠堯，中山靖王所以拊心也，如是者「道窮」;
匡鼎解頤，王衍設禪，昔賢云爾，乃陽虎貌似，蜀犬日狂，吾舌徒存，互鄉如醉，
渾沌所以難鑿竅也，如是者「術窮」。以茲五窮，乘天心之醉夢，世路之險巇，
而重以書生樸且拙之性，於是吳子之窮，遂如怒濤毒浪、嚴霜酷雪，酆都十八重
地獄，係纍幽囚，黯然不見日月，為天地開闢，廿一史儒林文苑中，得未曾有之
絕境。
於時，天陰雨昏黑，漏盡燭跋，峭風慘淡，襲衣袂，膚欲皺。微聞窓外，若
嗤若嘆，若揶揄，狀類失意相慰藉。少頃，復有聲啾啾然，如哭如訴，語詀讘不
可曉，余知其為二豎輩也。三揖而進之，曰：「咄子必來，我受其無咎。」俄足
音跫然，五鬼者相與歛髮蹙額，涕唾流沫，為五體投地。久之，嚄唶曰：
「嗚乎!
士窮見節義，惡用事惘惘者為？今夫士人讀一卷書，矜奇弔詭，以博取人間富若
貴，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不知冥漠中有陰奪其魄者，吾輩即瞰其氣燄之盛衰，
以力制其死生之命。惟有道者能安命，斯能立命，而禍福之說，不得而中之，若
韓子是已。子才不逮韓遠甚，而不隕穫，不充詘，卓然自立，以成一家風骨，則
薛荔女蘿之靈爽，實式憑之，又奚患窮乎？言畢，五窮鬼蹣跚躄躠，殷殷辭主人，
以其前据而後恭也，為衛而出之鬼門關外，其地距中國，蓋萬餘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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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Eliminating Poverty by Wu Ziguang
Imitating that of Han Yu
Tian Chi-Wen＊

Abstract
Han Yu took office of the magistrate of Henan province in A.D. 811 during the
realm of Emperor Xianzong of Tang Dynasty. He wrote an article named Eliminating
Poverty to describe his poverty and desire to get rid of it via poverty eliminating ritual.
After the Five Poverty Ghosts expressed the idea that a gentleman should take delight
in poverty, Han accepted it and continued to be contented in poverty and devoted to
spiritual things. This article had special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
literature. First, it created the concept of the Five Poverty Ghosts and changed poverty
eliminating ritual to some extent. Second, it inherited the writing techniques of Yang
Xiong in Poetic Prose of Expelling the Poverty which on the one hand expressed the
poverty of a gentleman via prose, and on the other hand praised the virtue of taking
delight in poverty. It provoked many offspring literati to write articles on the topic of
eliminating poverty and formed the so-called Eliminating Poverty Literature which
enhanced the meaning of the folk custom of eliminating poverty. Wu Ziguang, a
litterateur of Miaoli County, Taiwan, imitated Eliminating Poverty of Han Yu and
wrote another article with the same title. Wu inherited the content and writing
techniques of Han while proposing unique and novel ideas. The two articles enhance
the beauty of each other with respective an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was
designated to explore the inheritance and changes of the two articles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and nature of Eliminating Poverty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writing techniqu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mitating articles.
Keywords: Taiwanese classic prose, Wu Ziguang, Eliminating Poverty, imitating
article, Han Yu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lethei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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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人如蚊：晚明文學場域中的山人現象
蕭旭府

摘 要

晚明時期，文壇瀰漫了一股「山人崇拜」的流行風潮，「嘉隆、萬曆間，布
衣山人以詩名者十數」
，山人成為此時期在朝仕紳以及在野文人們在「文學場域」
（literary field）中標榜自我風雅及品味（taste）時的一種表徵。因此，吾人在檢
視晚明文學流變等諸議題時，對於山人現象的理解便有其必要性。本文試圖從山
人的溯源出發，進而對於晚明山人的構成背景、山人現象興起的原因以及特徵等
面向進行探究。本文的目的，希望在晚明時期山人流行現象此一歷史事實的基礎
上，藉由「山人現象」的爬梳、探究，能夠對於晚明相關文學議題之探討，有其
補足之效，並進而對於當時文學場域的狀況有更全面的理解。
關鍵詞：山人、晚明、文學場域、文人、隱士



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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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晚明時期，文壇瀰漫了一股「山人崇拜」的流行風潮，「嘉隆、萬曆間，布
衣山人以詩名者十數」1，山人成為此時期在朝仕紳以及在野文人們在「文學場
域」（literary field）2中標榜自我風雅及品味（taste）時的一種表徵。此群體於文
壇大量湧現，致使文人擁有山人名號成為一種流行的風尚。上自曹僚郎署，下至
市井山林，
「山人奔走於天下，成為此一時期較為奇特的文化現象」3。近來諸多
論述者在講述此一時期的文學現象時，亦多以「山人文學」與此時期的社會變遷
加以討論4。的確，從嘉靖晚期、隆萬時期以至於明亡（1644）
，此一群體可謂大
量湧現於社會中：
詞客稱山人，文士稱山人，徵君通儒稱山人，喜遊子弟稱山人，說客辯卿、
謀臣策士亦稱山人，地形、日者、醫、相、訟師亦稱山人。5
由此可見，山人現象或多或少影響到了整個文學潮流的走向以及造成文壇文學潮
流的轉變。夏允彝（1596-1645）在總結明代文學時曾言：
唐宋之時，文章之貴賤操之在上，其權在賢公卿，其起也多以延獎，其合
也或贄文以獻，挾筆舌權而隨其後，殆有如戰國縱橫士之為也。至國朝而
操之在下，其權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聲相引重，其成也以其書示人而人
1

〔清〕張廷玉等，
《明史‧文苑傳》
（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列傳 175，卷 288，頁 7385。
此處所謂的「文學場域」，乃借用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
的「場域」
（fields/champs）理論的概念，布爾迪厄以此論述了十九世紀時期整個法國巴黎文壇的
狀況。
「場域」為其社會學理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何謂「場域」？就布爾迪厄而言，所謂的
「場域」並非是一個如同籬笆所建構起來實際地域，或者是一個具象、實際的空間，其所指涉的
乃是一「社會空間」
，是一個以權力所建立的權力場（field of power）
，一個類似於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的抽象概念。
「場域」乃是由各種社會位階、身份以及職務所建構出來的空間。若以中
國文學史中所使用的詞語來解釋，「場域」類似於所謂的「壇」
、
「界」等概念。詳見於〔法〕布
爾迪厄、華康德（L. D. Wacquant）著；李猛、李康譯，
《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引導》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1998 年），頁 134。
3
徐林：
〈明中後期隱士與山人之文化透析〉
，
《西南師範大學學報》
，卷 30，第 4 期（2000 年 7
月）
，頁 137。
4
近年來中國學者以及日本學者在關於晚明文學的研究中，有許多以「山人」為主題的論文發
表；中國大陸學者像是趙軼峰〈山人與晚明社會〉
、李聖華〈晚明山人與山人詩〉
、黃卓越〈明正
嘉年間山人文學及社會旨趣的變遷〉
、牛建強〈明代山人群體的生成所透射出的社會意義〉
、徐林
〈明代中後期隱士與山人文化透析〉等皆是；而日本學者金文京發表的〈晚明山人之活動及其來
源〉
、
〈明代萬曆年間の山人の活動〉以及〈晚明山人俞安期的活動〉等等，皆是以山人所引發的
文化現象來檢視當時這些文人們的活動以及所產生的影響。此外，也有一些專著，以專章論述山
人的現象，例如李聖華的《晚明詩歌研究》便將山人詩人列為論述晚明詩壇時的一個重要因素。
更甚者，張德建的《明代山人文學研究》更是專以山人作為此一時期影響文學、文化的重要因素。
5
〔明〕錢希言：〈山人高士〉，《戲瑕》（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
雜家類》，1995 年），冊 97，卷 3，頁 5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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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能非。6
所謂「至國朝而操之在下」，意味著文壇權柄的轉移，從館閣、郎署逐漸下移至
山林。此與李夢陽（1472-1528）所言「真詩乃在民間」7的觀點，似也不謀而合。
此「詩在民間」
、
「詩在布衣」的論調，顯示出當時的文學場域中，在野文人在此
論調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那麼，山人之風是否也是造就上述現象及論點的
因素之一呢？錢謙益（1582-1664）曾說：
本朝布衣以詩名者，多封己自好，不輕出游人間，其挾詩卷，攜竿牘，遨
遊縉紳，如晚宋所謂山人者。嘉靖間，自子充（吳擴）始，在北方則謝茂
秦，鄭若庸等，此後接跡如市人矣。8
從錢謙益所謂「接跡者如市人矣」的描述，多少點出了當時明季山人流行的情況。
在當時，號為「山人」可說是此一時期文人在文學場域中的流行，甚至是其立足
於文壇生存的重要憑藉。此點從《萬曆野獲編》中對於此現象的描述，亦可略知
一二：
山人之名本重，如李鄴侯僅得此稱。不意數十年來出游無籍輩，以詩卷遍
贄達官，亦謂之山人，始於嘉靖之初年，盛於今上之近歲。9
上文陳述了山人於嘉靖、萬曆時期大量湧現於文壇，成為文學場域中的流行的事
實。然而，此一時期的山人與傳統所謂隱居山林的山人不同，他們隱於市廛，在
王公貴族等名門間遊移，藉由山人隱逸之清名，以詩文書畫為資，干謁權貴，獲
取生活之資。因此，他們雖有隱逸之名，然卻無隱逸之實。從現實的角度而言，
這些文人在文學場域中藉由「山人」此位階（position）之便，在文學場域中，
挾其一技一書，創造出由山人身份所衍生的象徵性資本（symbolic capital）10的
經濟價值，以期在文學場域中獲取自我生存的空間。的確，在當時擁有山人名號，
對於不具功名的文人在文學場域中的生存扮演著重要的關鍵，成為文人在文學場
域中自抬身價的一種方便手法。
6

〔明〕夏允彝，〈岳起堂稿序〉，收於〔明〕陳子龍著；
〔清〕王昶等輯，
《陳忠裕公全集》
，
（嘉
慶八年簳山草堂本），卷首。
7
郭紹虞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第 3 冊，頁 55-56。
8
〔清〕錢謙益撰，
〈吳山人擴〉
，
《列朝詩集小傳》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丁集上，
頁 454。
9
〔明〕沈德符，
「山人名號」
，
《萬曆野獲編‧山人》
（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卷 23，頁 585。
10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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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在文學場域中，一個典範作品、人物或者是流行現象的構成條件，
除了取決於人物本身的獨特性（像是身份、文學特色等等）外，整個時代氛圍造
成整個文學潮流的流行，以及閱聽群眾的需求等外圍因素，都足以影響整個文學
潮流的走向。然而，在文學場域中誰決定諸如文學現象、文學典範人物等等的代
表性？除了文人本身自我認同的特質外，場域中掌握權力的宰制者（agents）——
像是文壇盟主、評點者以及出版商，甚至是居於消費端的讀者階層（readership）
等等，都有可能影響整個文學場域中作者階層（authorship）其創作走向及作品
的品味。他們的論述、評價都足以成為影響處於此文學場域中的文人其地位與價
值的重要依據，藉由這些「有意義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之認定，讓吾人
理解某人或某群體於所處文學場域中之定位、價值及影響力。順此，我們可以推
論在晚明嘉靖、萬曆時期，「山人」成為此一時期文人群體在文學場域中謀得一
席之地，且成為眾人評價他們的重要依據。
承上所述，
「山人」的確成為此時期諸多文人尋求「自我認同」
，並創造己身
於文學場域中之價值以及「被認同」的一個象徵性符碼。關於晚明時期文學場域
中「山人現象」的論述，便也在此脈絡中於焉成立。職是，在探究晚明文學潮流
的成因時，「山人現象」及其典範人物當被列入需要討論的範疇之中。錢謙益曾
言：「萬曆間，布衣山人，豪於詩者，吳門王伯穀、松陵王承父、及嘉則三人為
最。」11可見，山人已成為討論當時文人定位時的選項之一，這樣的狀況，從沈
德符（1578-1642）於《萬曆野獲編》將「山人」專列一條，亦可資佐證：
按相門山人，分宜有吳擴，華亭有沈明臣，袁文榮有王穉登，吳門有陸應
揚。諸人俱降禮為布衣交12。
以文中所舉的王穉登（1535-1613）為例，
「相門山人」的確成為日後文學評論者
描述他的第一印象，即便後來因山人名聲於文壇日趨下流，因此他個人並不承認
自己是個山人，甚至曾言道：「王生不願為山人，而嘯之者如虎。」 13 然而，世
人視王穉登為山人一員的看法，已然如《萬曆野獲編》將其歸於山人之列，成為
日後人們談論其身份時的一個「刻板印象」。但是，不可諱言地，此山人身份的
確成為王穉登立足於當時文學場域中的一個重要資本。
綜上所述，在嘉靖以至萬曆時期，山人現象於文學場域中的流行事實，當無
疑義。那麼，吾人在檢視晚明文學流變等諸議題時，對於山人現象的理解便有其
11

同註 8，〈沈記室明臣〉，《列朝詩集小傳》
，丁集中，頁 497。
同註 9，「恩詔逐山人」，《萬曆野獲編‧山人》
，卷 23，頁 584。
13
〔明〕王穉登，〈王繼孺太史〉，《王百穀全集‧評釋謀野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
書叢刊‧集部別集類》）
，冊 175，卷 4，頁 40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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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順此，本文試圖從山人的溯源出發，進而對於晚明山人的構成背景、山
人現象興起的原因以及特徵等面向進行探究。本文的目的，在當時山人流行現象
此一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希望對於晚明時期相關文學議題之探討，能有其補足之
效，並進而對於當時文學場域的狀況有更全面的理解。

貳、山人名號釋義及溯源
「山人」一詞究竟自何時開始？所代表的意義又為何？再者，晚明時期所謂
的「山人」又有何異同？這些當是吾人討論晚明山人時需先釐清、爬梳的問題。

一、山野草民之代稱
關於「山人」之名，最早當首出於《左傳》之記載：
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14
在箋注中稱：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山人猶山虞也。」而注解中稱「山人」為「虞
官」
，故又稱之為「山虞」
。可見其所指乃官員之職稱，掌管山地政令，也就是管
理山林的官吏。《荀子‧王制》中亦言：「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15此處
所言，山人當指「山居之人，身居草野的百姓」，而此似乎應是早期所謂山人之
原義。16
然而，至唐宋以降，山人似乎除了指稱山野之民外，也有開始作為某些「技
術性職業」的稱呼，諸如醫生、星卜等等。然而，此時期的山人並不是詩人墨客，
或隱逸者的雅稱。此點從唐宋文集諸史料中可以獲得證明，諸如李泌（722-789），
「精究易象，長於詭道」17；陸游（1125-1210）於〈新裁道帽示帽工〉則將製帽
的匠人稱為山人18；更甚者，連盜墓為業者亦被稱山人 19 。簡言之，無論是「山
14

〔周〕左丘明著；〔晉〕杜預集解；〔日〕竹添光鴻會箋，
《左傳會箋》
（台北市：鳳凰出版社，
1977 年）
，昭公四年，卷 21，頁 8。
15
〔周〕荀卿著；
〔清〕王先謙撰，
〈王制第九〉
，
《荀子集解》
（台北市：世界書局，1961 年）
，卷
5，頁 103。
16
隋代之前，所謂的山人之身分多以「山野草民」指稱。在史書記載中可以發現諸多例證，例
如《晉書‧桓彝傳》中言：
「蘇峻之亂也，
（桓）彝糾合義眾，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會以郡兵寡弱，
山人易擾……。」詳見於〔唐〕房玄齡等著，
《晉書‧桓彝傳》
（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卷
74，頁 1940。而於〈蔡豹傳〉中言及尚書令刁協奏曰：
「臣等伏思淮北征軍以失不逮，金方盛暑，
且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百夫不當。」
（同前書，卷 81，頁 2111）
。再者，
《魏
書‧李洪之傳》中亦言：
「（李）洪之芟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
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擾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遣之。」詳見於〔北齊〕魏收，
〈李
洪之傳〉
，《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卷 89，頁 1919。
17
〔宋〕沈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130，頁 3620。
18
陸游於詩中寫道：「山人手對雖難及，老子頭圍未易量。」詳見〔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
《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卷 39，頁 2495。
19
陶宗儀於〈神人獅子〉中曾言：「山人封生業盜冢。」可知此山人以盜冢為業。見於〔元〕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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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之官」、「山野草民」抑或將其歸類於「醫生、星卜」之屬，關於山人一開始
所指稱之身分，似乎當與所謂的知識份子無關。

二、隱逸文人之雅稱
除上述作為職業之指稱以及所謂的山野之民外，山人之意涵似也包括了所謂
的「在野士人」，意即所謂「隱逸之流」。此與後世指稱的「山人」，其意義已相
當接近：
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鈞往游之，珪曰：
「殿
下處朱門，由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20
孔珪（447-501）即孔稚珪，其人「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21文中之山人即
有隱者之意。此外，〈明僧紹傳〉中亦載：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
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并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
齊建元元年冬，徵為正員郎，稱疾不就。……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
鑿壤以遁。若辭不荻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見栖霞寺而
居之，高帝以為恨。昔戴顒高臥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22
可見，此一時期的山人，已有隱者之義。當然，隱士在中國的歷史中可謂淵遠流
長，而此處所謂的山人似恰好也具備了隱逸的特質。庾信（513-581）於〈幽居
值春〉詩云：「山人久陸沉，幽徑忽春臨。」23此處所謂的「山人」，即指避世之
隱者，與後世對於山人的看法，已頗為類似。唐初王勃 (649 左右-675 左右)〈贈
李十四〉詩中，其一曰：「野客思茅宇，山人愛竹林。」24 此處「山人」與「野
客」對舉，詩中所指也許是樵夫獵戶之屬，也或許是退隱山間之讀書人。杜甫
（712-770）在〈過南嶺朱山人水亭〉中所言：「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
欹滿樹，細水曲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19，頁 234。
20
〔唐〕李延壽，〈衡陽元王道度附繼子鈞傳〉
，
《南史》
（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卷 41，頁
1038。
21
同註 20，〈孔稚珪〉
，《南史》，卷 48，頁 840。
22
同註 20，〈明僧紹傳〉，《南史》
，卷 50，頁 1241-1242。
23
〔梁〕庾信，
《庾子山集》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 年）
，卷 4，
頁 466。
24
〔唐〕王勃，
《王子安集》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 年）
，卷 3，
頁 85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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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題中的「朱山人」當應指一位隱居的知識份子。簡言之，前述對於山人的看

法，已與明代的「山人」之取意頗為接近，然而，當時「山人」是否已成為某一
「社會角色」之稱謂，則似無明確定論。
《萬曆野獲編》言：
「山人之名號本重，
如李鄴侯僅得此稱。」26李鄴侯便是唐朝的李泌。唐肅宗在位（756-761）時：
「曾
欲賜官於李泌，泌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是。出陪輿輦，眾指曰：『著黃者聖
人，著白者山人。』」27文中所謂「著黃聖人」即是肅宗，
「著白山人」則為李泌。
順此，據《萬曆野獲編》所言，明朝人所謂的正宗山人，應是指李泌之類「不任
官職而負清望的士人」。從李泌的例子看，山人一詞，應包含著對廟堂的某種關
照，他們具備入仕的某種資格，但卻不為官場名祿所羈絆。唐以後文獻中的山人，
便很少指前述隋代之前一般山間的獵戶樵夫之屬，而特指社會上「某類標榜不入
仕的知識分子」。28此後，以山人指稱隱居之知識份子遂成定稱。

三、以詩謁客者
除了上述「名實兼至」的山人外，尚有一類「有山人之實，無山人之名」者。
此類文人利用隱於山林作為獲得功名之捷徑，這些「隱於山林」的文人，便希冀
藉此受君所召。唐代文人盧仝（約 795-835）曾隱於終南山。終南接近京師，以
利君王之徵召，而其後果然被召入仕。當盧仝在山之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
駕隱士」。後來司馬承禎（647-735）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
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觀之，仕宦之捷徑耳。」29 可見，即使這群文
人並無山人之名，然這類「沽清名以釣實利」的行為方式，後來被宋明泛濫起來
的山人們所襲取，成為吾人今日認定之山人特質之一。
根據宋人方回（1227-1307）所言：
「慶元、嘉定(1195-1224 年)以來，乃有以
詩人為謁客者。干求一二當塗之書，謂之潤匾，附以詩篇，動得千萬緡。如宋廉
父一謁賈似道，得楮幣二十萬，以造華屋是也。錢塘湖山此輩千百成群，往往雌
黃士大夫，口吻可畏。」30此類詩人謁客之行徑，便被視為所謂的「自亦山人之
類」31。他們雖不以「山人」為名，但以詩文干謁權貴，謀取財富的行為，實是
世人認定晚明山人行徑的主要內容，而其「詩人」的背景，也是晚明山人所必須
25

〔清〕楊綸，《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頁 519。
同註 9，「山人愚妄」，《萬曆野獲編‧山人》
，卷 23，頁 586-587。
27
〔宋〕歐陽修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卷 139，頁 4632。
28
此外，陳登原另外提到其他與「山人」的命名稱義有關之人；其中，他引述宋人王明清在《揮
塵後錄》的敘述：
「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自號太白山人」
。這是把「山人」做堂名、道號之類使
用，和自稱「某某道人」
、
「某某先生」
、
「某某子」之類並無區別。這種名號，陳氏認為和其人的
實際社會地位身分並無特別的關係。他稱這一類人為「有山人之名而無其實」
，似乎頗為得當。
（北
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144。
29
同註 27，〈盧藏用〉
，《新唐書》
，卷 123，頁 4375。
30
〔清〕厲鶚，
《宋詩紀事》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 年）
，頁 503。
31
陳登原：《國史舊聞‧第三分冊》，頁 14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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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素質。因此，「以詩謁客」似乎已成為後世認定明代山人的一種標準。向
上追溯，可以發現在宋朝其實已有逕以山人為名者，此與晚明山人顯為同一類人
物。宋人王辟之（1031-？）便曾描繪此類山人的狀況：
往歲有丞相薨于位者，有無名子嘲之。時出厚賞，購捕造謗。或疑張壽山
人為之，捕送府。府尹詰之，壽云：「某乃於都下三十餘年，但生而為十
七字詩，鬻錢以糊口，安敢嘲大臣。縱使某為，安能如此著題？」府尹大
笑，遣去。32
而錢謙益所謂的「本朝布衣以詩名者，多封己自好。不輕出遊人間。其挾詩卷，
攜竿牘，遨遊縉紳，如晚宋所謂山人者」33 中的「晚宋山人」，其意與王辟之所
言相同。可見，宋代以山人之名謀生的知識分子，即使當時還不很盛行，然實際
已與晚明時期的山人意義相近。簡言之，從方回所言「以詩人為謁客者」，以至
於錢謙益所說的「晚宋山人」實與晚明山人一脈相承。

四、附庸風雅者
除上述在野的文人外，以「山人」為名號的士大夫也頗多見，而這樣的狀況
尤其以明代後期最為興盛，成為此時期文學場域中的特殊現象。的確，在當時文
學場域中，除了隱居不仕，以及不具功名的諸生等布衣文人外，在朝為官者，也
紛紛「自號山人」以為雅事，諸如王世貞（1526-1590）自稱「弇州山人」
，黃省
曾（1496-1546）自稱「中南山人」
，袁宏道（1568-1610）自稱「石公山人」等，
皆為名例。這群在朝為官者自號為山人的心態，一方面或許是欽慕這群不具功名
的文人的自在，一方面或許則是附庸當時文壇興起的山人現象流行的結果。他們
起而效尤的結果，的確對於山人勢力的興盛，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雖然，這群
「附庸的山人」，他們以山人為道號，不過是一種標榜心態的展現，且與沈德符
所言那些作為社會階層的「出遊無籍輩」相異；然而，不論是名副其實抑或附庸
風雅者，可以肯定的是，在當時文學場域中佔有一席之地的這群文人群體，其好
自稱為山人的現象，的確與當時作為社會階層的「山人」的泛濫有相輔相成的關
聯。
從上所述，從歷代山人各種定義的演變可以發現，「山人」可以是一種職業
的稱呼，也可作為一種身份的代稱，甚至可作為文學場域中一個位階的象徵。而
晚明文學場域中所指稱的「山人」，其意與原始山野之官或山野草民之本義大異
其趣。晚明的山人群體綜合了歷代山人之特色，具備了前述山人的種種特徵，在
32
33

〔宋〕王辟之，
《澠水燕談錄》
（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卷 10，頁 123。
同註 8，〈吳山人擴〉，《列朝詩集小傳》
，丁集上，頁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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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場域中形成一特殊群體，山人名號普遍成為在野棄絕功名之文人之雅稱，在
晚明文學場域中他們藉此位階獲得生存的空間。「山人」以及其所衍生的現象，
對於晚明文人以及文學場域而言，不僅僅是一種身份，它更是文人在文學場域中
標榜風雅的重要象徵與資本。

參、晚明山人群體之構成
晚明文學場域中的山人群體，乃是由不同階層、類型的士人所構成的群體。
當分析在文學場域中這樣的一個群體之構成時可以發現，上從失勢、罷職的官員，
以及具有功名身份的進士、舉人，下至在野棄巾之布衣，似乎都加入了此一群體
的行列。此造成此一群體於明代中晚期後，形成一股風潮。
對於傳統的知識份子而言，「學而優則仕」是一條不變的鐵律，是其展現理
想抱負的最佳途徑，對於功名的取得，即便方式不同，然實別無二致。「出仕為
官」成為歷代知識份子一生追求奮鬥的目標，此乃是他們其所處場域中的一種生
存心態（habitus）。34
綜觀明代文人獲取功名的方式，主要當是透過科舉考試，所謂「十年寒窗無
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文人功名身份的取得，便由這條既定且嚴密的科考制
度下的軌跡獲得。眾所周知，在科舉的場域中，從最下一層沒有功名的「生員」、
「諸生」，透過考試獲取「鄉試」的資格，進而經過一層層的考驗，最後才有狀
元及第的結果，其箇中甘苦，可見一斑。35然而，即便科舉之路的漫長艱辛，此
公車之路的確是讀書人獲取政治出仕之途的必要關鍵。此點也可以從明代諸多女
子的墓誌銘中，記載許多婦女如何持家，去供養一個不事生產的男性，使其安於
不斷地考試的事蹟可資證明。再者，從此類敘述中對於這些婦女的行為多毫無意
外地褒揚的事實看來，亦可證明科舉一途，的確是讀書人最為重視並可以藉此試
圖翻身的主要管道。
然而，在這條科舉之路上，許多沒有功名的讀書人卻也由於經濟因素，被拒
於科考之門或必須自動放棄科考之路。十嶽山人王寅（生卒不詳）曾歎：「十上

34

同註 2，布爾迪厄的 habitus 一詞，一般普遍將其翻譯成慣習、習慣、習態、宿習等。然似乎
未能全面將其內涵呈顯。本文依據高宣揚先生曾直接就教於布爾迪厄本人之說法，認為將其翻譯
為「生存心態」似較為允當。布爾迪厄的生存心態概念，一點也不等同於人們所說的「習慣」
、
「習
氣」或類似的各種描述主觀意識、心裡或情感的傳統概念。……而是把「生存心態」當作行動者
的行動風格、心情、情感和行為模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有緊緊地和行動者的語言使用心
態和文風聯繫在一起，使「生存心態」變成行動者的精神狀態、舉止心態、品味愛好、語言風格
和行動模式的總和，不僅成為行動者的行動的不可分離的構成部分，而且也成為行動者所處的社
會環境和歷史條件的內在結晶。因此，布爾迪厄在談到「生存心態」概念的翻譯時，一再地強調：
不能將它翻譯成「習慣」(habitude)；必須充分地翻譯出它的雙重結構及特質。詳見高宣揚，
〈生
存心態的雙重結構及其雙向運作〉，《布爾迪厄》
，頁 192-217。
35
同註 1，《明史‧選舉志一》，卷 69，頁 1675-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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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受，破產家漸貧。徒然七尺身，兩失至無成！」36最後他不得不退出科舉之
路。所以，許多布衣在嚴酷的現實中，不得不退出這樣的競爭。晚明時期，退出
這條為官之路的讀書人，在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動下，為求生存，便加入了山人的
行列。是故，不具功名的文人們成為山人者，日益增多，在當時形成一股不可抵
擋的潮流。
山人群體的成員，雖也包含具功名者，然其中絕大多數的社會身份是布衣，
亦即所謂的沒有功名身份者。王世貞曾云：
「吾所與布衣游者三人：俞允文仲蔚、
謝榛茂秦、盧柟次楩。」37李維楨 （1547-1626）也論及其所交游的布衣者有王
承父、葉茂長、曹子念、方仲美、余羨長等。他們也都因為「皆布衣崛起，無所
因藉，稱山人殊當」。38此外，從俞憲（生卒不詳）的《盛明百家詩》、華淑（生
卒不詳）的《明詩選》中所收錄列舉的山人作品，也可以看出當時山人於文學場
域中的流行狀況。39
從上所述，此一時期文學場域中自稱為山人者眾，即使李維楨曾說：「今之
山人稱詩者在所不乏，余不識其人，即識其人，或故為博子員弟子，或入太學上
舍，于山人名義不類。」40他認為，沒有功名身份的布衣稱之為山人才恰當。然
而事實上，綜觀晚明時期以「博士弟子員以及入為太學上舍」而為山人者，實在
是非常普遍。是故，李氏的觀點，可說是狹義的說法，縮小了山人群體的外延。
換言之，山人中也有一部份所謂的諸生，因為鄉試未中，所以加入山人行列；例
如徐渭（1521-1593）、王寵（1494-1533）即考了八次，陳繼儒（1558-1639）考
了一次。也有的身份為貢生，像是梁辰魚（約 1521-1594）
、王穉登。他們處於相
當尷尬的處境，正如黃姬水（1509-1574）所言：「夫人生不能恢帝紘，翼王室，
康濟兆民以樹功當代，則矯志食力，為陳仲、徐孺之流，如〈伐檀〉詩人所已矣。
若乃染迹黌校，夫既潦倒于三場二試，而復潔身賁尚，是猶女子許字而守貞，不
可得也。悲夫！悲夫！人之所遭如是，進退維谷哉！」41這些文人，不論本人同
36

〔明〕王寅，
〈廣情詩〉
，《十嶽山人集》
，
（台南：莊嚴文化事業，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
集類》
，1997 年），冊 79，卷 1，頁 154。
37
〔明〕王世貞撰；沈雲龍編，〈俞仲蔚集序〉，
《弇州山人四部稿》，
（台北市：偉文圖書出版，
明代論著叢刊，1976 年），卷 64，頁 3119-3120。
38
〔明〕李維楨，〈何無咎詩序〉，《大泌山房集》（台南：莊嚴文化事業，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別集類》，1997 年），冊 151，卷 24，頁 35-36。
39
萬曆戊午（1618）華淑取俞憲的《盛明百家詩》並匯集其所未見，輯為《明詩選》十二卷，
卷首附《盛明百家詩選姓氏爵里》
，其中標明了山人的在宣德年間（1426-1435）史鑒、沈愚，弘
治年間（1488-1505）孫一元，嘉靖、隆慶間（1522-1572）謝榛、沈明臣、盧柟、俞允文、張之
象、吳擴、沈仕、黃克晦、王寅、莫叔明、宋登春、呂時臣、周天球、童佩、顧聖之，萬曆間（1573-1620）
葉之芳等皆為此類。
40
同註 38，
《大泌山房集》
，冊 151，卷 24，頁 35。當中言及：
「交游中若吳人王承父、葉茂長、
曹子念、方仲美以及俞羨長皆布衣崛起，無所因，藉稱山人，殊當而又皆善詩，以為無多才天下
寡二。」由上之山人以詩為技的特徵，然也看出他並沒有將王百穀同置於當時流行山人之列中。
41
〔明〕黃姬水，〈白下集序〉，《白下集》（台南：莊嚴文化事業，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
34

山人如蚊：晚明文學場域中的山人現象

意與否，在當時多被認定為以所謂的「山人身分」行於文學場域，且成為時人對
其評價時的依據。因此，除了真正放棄科考，以詩文投贄公卿，並以此謀生者被
稱之為山人外，這群曾經具有博士弟子員的文人們亦被稱之為「準山人」42。
此外，即使是已經高中舉人、進士等較高功名的讀書人，他們一旦罷職或不
出仕為官，在沒有充足的資產供其生活所需的情況下，也有走上山人之路的。王
世貞曾言：「士大夫罷官，武弁不得志，太學諸生不獲薦，亦自附於山人以暫實
其橐。」43此類人物如屠隆（1543-1605），他曾中進士，任知縣，升禮部主事，
然因事被罷職，從此之後便依于公卿，過著山人的生活；張鳳翼（1527-1613）
也曾考為舉人，一直沒有出仕為官，也沒有考中進士，後來便棄巾為山人。以上
種種，說明了當時各種不得志的文人成為山人，在當時是甚為普遍的事實。或也
因上述這些文人群體及具有「指標性」的文人加入山人的行列，造成自嘉靖後期
以至於萬曆時期，山人現象興盛於當時的文學場域。然或也因此，造成萬曆時期
山人之風日趨下流的狀況，此點從沈德符於《萬曆野獲編》中，描述當時山人氾
濫之情況，便可窺知一二：
近來山人偏天下，其寒乞者無論，稍知名者如余所識陸伯生名應陽，雲間
斥生也，不禮於其鄉。少時受知於申文定相公，申當國時，藉其勢攫金不
少；吾鄉則黃葵陽學士，及其長公中丞稱莫逆，代筆札。然其才庸腐，無
一致語。時同里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陸羨且妒之，詈為咿啞小兒，聞
者無不匿笑。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寫所作詩一卷餉余，且曰：
「公其珍之，
持出門即有徽人手十金購去矣。」余曰：「誠然。但我獲金無用。」顧旁
立一童曰：「汝衣敝，可挈往市中博金製新袍，便可拜謝陸先生。」語未
皆畢，大怒而去。又一閩人黃白仲名之璧，慣游秣陵，以詩自負，僦大第
以居，好衣盛服，躡華靴，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橐中窘
甚，輿者索僱錢，則曰：
「汝日掆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尚敢索錢耶？」
輿夫曰：「公貴人也，無論舁五體以出，即空舁此兩靴，亦宜酬我值。」
彼此爭言不已，觀者群聚。有友過其門，聞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尊
其足，兩說皆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輿夫掩口而去，此鍾伯敬客白下親
見者，此輩之愚妄，大抵如此。44

集類》
，1997 年），冊 186，卷首。
42
張德建：〈明代山人群體的產生、構成及發展階段〉
，
《明代山人文學研究》
，
（長沙：湖南人民
出版社，2005 年），頁 56-57。
43
〔明〕王世貞；王雲五主編，〈盛朝遺事〉，
《觚不觚錄》（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叢書集成
簡編》
，1965 年），頁 16。
44
同註 9，「山人愚妄」，《萬曆野獲編‧山人》
，卷 23，頁 586-587。
35

真理大學人文學報第十九期

文中大抵描述了萬曆時期山人之愚妄行徑，而其形象的確也日漸趨於負面，此從
萬曆皇帝於萬曆二十九年（1595）時，曾經下詔，盡逐在京山人：
恩詔內又一款，盡逐在京山人，尤為快事。年來此輩作奸，妖訛百出，如
〈逐客鳴冤錄〉僅其小者耳。昔年吳中有〈山人歌〉，描寫最巧，今閱之
未能得其十一。然以清朝大慶，溥海沾浩蕩之恩，而獨求多於鼠輩，謂之
失體則可，若云已甚，恐未必然。45
換言之，至萬曆晚期，山人已然成為無行文人之代稱，與之前名人雅士們爭相自
號為山人的狀況大為不同。更甚者，史籍中某些被稱之為山人代表的文人們，隨
後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
先達如李本寧、馮開之兩先生，俱喜與山人交，其仕之屢躓，頗亦由此。
余嘗私問兩公曰：「先生之才高出此曹萬萬倍，何賴於彼而惑暱之？」則
曰：「此輩以文墨餬口四方，非獎借游揚，則立槁死矣。稍與周旋，俾得
自振，亦菩薩普度法也。」兩公語大都皆如此。余心知其非誠言，然不敢
深詰。近日與馬仲良交最狎，其座中山人每盈席，余始細叩之，且述李、
馮二公語果確否，仲良曰：
「亦有之。但其愛憐，亦有因，此輩率多儇巧，
善迎意旨，其體善承，有倚門斷袖所不逮者，宜仕紳溺之不悔也。」然則
弇州譏其罵坐，反為所欺矣。46
王世貞曾說：「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嘩伍者，青衿之能卷堂者，山人之能罵
坐者，則上官即畏而奉之如驕子矣。」 47謝肇淛（1567-1624）也曾云：「才名驕
人，間亦文人之常。惟近世一種山人，目不識丁，而剽竊時譽，傲岸于王公貴族
之門，使酒罵座，貪財好色，武斷健訟，反噬負恩，使人望而畏之。」48甚至當
時被視為山人重要代表人物的王穉登也在〈答王太史胤昌〉中也說：
夫丘壑之謂何，以羶行以相襲，此雲霞所以蒙垢，芝桂因之厚顏哉！甚者
罵座以為豪舉，使氣以當俠節，輿臺廝養橫若穎川，賤門傖父狂如正平，
45

同註 9，「恩詔逐山人」，《萬曆野獲編‧山人》卷 23，頁 584。此指今年十月冊封皇太子及諸
王詔，內云：「近來風俗專以私揭匿名，或虛捏他人姓名，陰謀巧計，無所不至，久不申飭，致
令四方無籍棍徒，罷閑官吏，山人游客，潛住京師，出入衙門，撥置指使，及左道邪術，異言異
服，扇惑挾詐，是非顛倒，紀綱陵夷，甚為政蠹。今后緝事衙門，不時驅逐訪拿（實錄本年十月）
。
46
同註 9，「山人愚妄」，《萬曆野獲編‧山人》
，卷 23，頁 587。
47
同註 9，「山人愚妄」，《萬曆野獲編‧山人》
，卷 23，頁 587。
48
〔明〕謝肇淛著；沈雲龍主編，
《五雜俎》
（台北：偉文圖書出版公司，1977 年）
，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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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刀泉貨，市于攫而不顧；請謁借交，墦于乞而靡恥。49
事實上，除了發現山人之風日趨下流外，從上述沈德符等輩對於山人之的批評也
反映出，山人於當時流行的盛況以及世人對於山人之欽羨之真實情況。因此，當
吾人在探究晚明文學流變的相關議題時，除了具有功名的文人以及指標性文人外，
遊走於文學場域中的「山人」，實也是不可被忽略的一個群體。

肆、晚明山人現象興起之因素
晚明嘉、隆至萬曆時期的文壇，山人在文學場域中形成了一特殊的「文化群
體」（culture group），此現象與此時期的文學場域中，詩的主流從館閣轉移至民
間山林互為呼應，「詩在民間」成為文壇中的流行現象：
唐、宋以來，翰林尚多書畫醫卜雜流，其清華者，為學士耳。至前明朝專
以處文學之臣，宜乎一代文人盡出於是……而一代中赫然以詩文名者，乃
皆非詞館……并有不由科目而才名傾一時者，王紱、沈杜、沈粲、劉溥、
文徵明、蔡羽、王寵、陳淳、周天球、錢穀、謝榛、盧珃、徐渭、沈明臣、
余寅、王穉登、俞允文、王叔承、沈周、陳繼儒、婁堅、程嘉燧、或諸生，
或布衣山人，各以詩文書畫表見於時，并傳及後世。回視詞館諸公或轉不
及矣，其有愧於翰林之官多矣。50
上述所言，可以看出詩歌在晚明文學場域中的主導權從館閣、曹僚轉至山林的狀
況；此外，也可以看出的是文人們從政治場域轉移自文學場域中尋求權力的角力
爭奪。而這些當然也與當時整個時代氛圍影響到知識份子對於出處進退的抉擇息
息相關。傳統知識份子藉由政事展現理想，實為常態。然而，由於政治昏暗、科
舉之路難行以及溢額問題，中舉也不必然有官可當，再加以經濟型態的轉變等因
素，使得這些晚明文人已無法如古代知識份子瀟灑地「有道則出、無道則隱」。
此外，由於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於至正二十四年（1364）曾敕中書省：
「今
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非
在上者開導引拔之，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眾者，參
軍及督都府具以名聞。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其事。」51他以薦舉
鼓勵知識份子出仕，禁止知識分子自視清高，拒絕為國家服務。因此，隱士之名，

49

〔明〕王穉登，
《謀野集》（台北：國家圖書館，明江陰郁氏玉樹堂刊本微捲影本）
，卷 2。
〔清〕趙翼，〈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
，
《二十二史劄記》
（北京：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
1985 年）
，冊 3551，卷 34，頁 718。
51
同註 1，《明史‧選舉志三》卷 71，頁 171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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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惟不能用來作為「終南捷徑」，反倒可能成為引禍之根。因此，此也造成明代
「隱士」之名並不流行的結果。52然而，當晚明文人面對當時混亂的政治情勢以
及在經濟結構變動等諸多因素的衝擊下，「棄巾」隱然成為當時文人選擇的主要
選項之一，這些不願被拒於官場或不願為官的在野文人，在顧及律令以及經濟問
題等因素之考量下，士人們便選擇以「隱於塵、隱於市朝」的另類歸隱模式，以
所謂的「心隱身不隱」的山人為名，遊走於達官貴人與市井之間，如此除了可以
擁有清高之名外，又可擁有穩定的經濟來源。綜上諸多因素，山人現象便漸成為
晚明文壇的一股風潮，山人群體也在此於焉成形。
對於山人群體之興起、生成的因素，張建德於〈明代山人群體的產生、構成
及發展階段〉53一文中試圖從「政治制度對於士人出路選擇的影響、文化變異對
士人生存方式的影響、經濟因素對士人生活道路選擇的影響、下層士人謀生方式
與山人生活道路的選擇」等面向去探討山人群體之興起，藉由社會環境以及當時
文人其身份之轉變歸結出山人興起的原因看來，山人現象之所以形成可以說是多
重且複雜；政治、文化、經濟等因素皆應是討論整個山人興起之背景時需考量的
問題。若以文學社會學的觀點而言，整個晚明「文藝社會」，亦即在當時所謂的
文學場域中，這一股「山人現象」究竟如何引領成風？探究其源，當時整個晚明
社會興起一股奢侈以及競相標榜的風氣，應是促成整個文壇形成「山人崇拜」之
現象以及興起最重要的原因。否則，實在無法理解這群「既無官爵以降世人，又
無財富以驕眾人」的文人群體，在整個社會、經濟、政治變動下的晚明社會，何
以能跳脫如在晚宋時期也曾出現，身份類似的「江湖詩人」其曇花一現之命運。
換言之，造成這股風潮的原因，大致而言，應是在文學場域中，世人們對於聲名
歆羨，造成整個讀者階層的擴大、郎署仕紳的附庸推舉以及超凡脫俗之形象等等
因素，因而導致了文學場域中山人盛行的結果。

一、慕名標榜的心態
大凡一個風尚的興起，其最基本的原因當是由於他迎合了社會多數人的心理
需求。在晚明文學場域中，整個社會的需求由於商人階級的興起，社會瀰漫一股
尚奢的風氣，再加上士人地位之下降等因素，文人地位不若往昔，因此造成在野
文人藉由本身善於詩文的資本，去迎合這群商人欲攀附風雅的需求，此點由整個
詩文活動的「世俗化」可見。此一時期的社會被多數學者認定是處於一個「狂歡
奢靡、縱欲」的末世氛圍之中。「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尚，雖逾制犯

52

同註 1，〈隱逸傳〉
，《明史》。按，傳文中僅收隱士十一人，卷 298，頁 7623-7632。
同註 42，
《明代山人文學研究》
，頁 24-53。總歸筆者之論點，大體而言，筆者認為山人之興起
吾人應可試從「幕僚制度的變動、隱逸的困難以及經濟變動」等因素來做一整全的探討。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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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不知忌也。」54換言之，傳統的價值觀在潛移默化中逐漸被顛覆。資本經濟
至上的價值觀，凌駕在所有知識份子所建立的傳統價值觀之上，顛覆了整個社會
結構，建構出一個以商業為主的新秩序，原有的四民秩序逐漸鬆動。《南吳舊話
錄》曾載錄《東軒筆錄》中的一則軼文，其大意敘述一名大賈打算擇婿，館師便
推薦了一位「觀其風範必能師表一方」的書生富春山，然卻被富商譏嘲一番：
「秀
才能如其姓也，已為僥倖，何論其餘？蓋不足也！」55此類貧寒之士淪為商賈取
笑對象的故事，當時可謂屢見不鮮。財富成為社會新指標，士不再是昔日引領社
會的唯一宰制者，商人的崛起以及商業活動主導了文學場域的流行。因此，在政
治場域中失勢且社會狀況也時不我予的情境下，這群在野文人群體便試圖從文學
場域中以「山人」之名，藉由所謂的「文藝活動」來提升自我的身份地位。山人
身份成為其生存的有利位階，因而山人現象便成為當時的一股風尚。沈明臣
（1518-1596）
「棄去文學，而終為山人」56；
「萬曆間，山人布衣豪於詩者，吳門
王百穀、松陵王承父，及嘉則三人為最。」 57王穉登於隆慶初年再次入試京兆，
然當時除了政治情勢之不利於他外，整個政治氛圍之不可為，再加上中式者溢額，
諸此種種，促使他毅然棄巾。58當時眾多文人便如前述沈明臣、王穉登之輩，放
棄功名，藉由「棄巾」歸隱於市廛，以獲取有利位階，在文學場域中尋求自我立
身之地。在此一末世之際，此舉既能保有隱士之清名，又挾其詩文之技，在整個
結構變動的社會中，謀求生存，可謂一舉兩得。更甚者，藉其高名更可以遊於名
公巨賈之門，品論風雅，高談時政，除了王穉登輩的「相門山人」外，明末的陳
繼儒更被稱之為「山中宰相」59，這些人可以說是晚明時期山人群體中的佼佼者。
綜上所述，此風尚的流行乃根於整個晚明社會對於文藝作品之需求的基礎下
所形成的現象。整個文學場域中，讀者階層的擴大，形成了以詩文為業的山人階
層。順此，山人群體們為迎合市井需求，因而大量的通俗作品便湧現於文學場域

54

〔明〕張瀚撰；蕭國亮點校，
《松窗夢語‧風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卷 7，
頁 123。
55
〔清〕李元罡編，《南吳舊話錄》（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卷下，頁 235。
56
〔明〕俞憲，
《盛明百家詩》
（台南：莊嚴文化事業，
《四庫存目叢書集部‧總集類》
，1997 年）
，
冊 306，卷全，頁 1。
57
同註 8，《列朝詩集小傳》
，丁集中，頁 497。
58
同註 1，
《明史‧文苑傳》中曾述及：
「徐階當國，頗修憾於煒。或勸穉登弗名袁公客，不從。」
列傳 175，卷 288，頁 7385。此外，根據《皇明貢舉考》中所描述隆慶元年（1567）的鄉試。最
初，穆宗採用議者建言，兩京鄉試，監生考卷各自革去皿字號，於是南監中式者僅有數人，比照
舊額要減少四分之三，既經放榜揭曉之後，考試官王希烈、孫鋌等至國學謁文廟，而監生落榜下
第者，高達數百人。群聚喧噪於文廟門內，等候王希烈等出來時向其爭訴，語氣甚為不遜，巡城
御史與江都御史各遣人喝止，久之方才散去。詳見〔明〕張朝瑞輯，
《皇明貢舉考》
（台南：莊嚴
文化事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政書類》
，1996 年）
，冊 269，卷 1，頁 37-38。
59
〔明〕程嘉燧於〈陳眉公七十贈詩〉言：
「山中宰相神仙策，海上園公綺季心。」
《松圓浪淘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995 年）
，冊 1385，卷 18，頁 727。
39

真理大學人文學報第十九期

中；所謂：
「情之所向，俚下亦可；才之所下，博綜猥瑣亦可。」60昔日作為「雅
文學」代表的詩文作品，漸成為商人階級品評風雅、互相標榜的商品，其俗世化
的狀況可見一斑。在此時空氛圍下，文人棄巾為山人，以詩文技藝求取生存之資，
成為一種現象，而晚明瀰漫著奢靡、標榜風雅的社會趨勢，便給了這群在野文人
們於文學場域中一個生存的舞台。

二、仕紳大夫之推舉
明代山人成為一個顯著的社會現象，大致而言，應始於嘉靖初期，至萬曆間
大盛。現象之產生除了前述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動、商品需求等因素外，仕紳大夫
之附庸以及推舉或多或少也有些許關連。一時之間，山人稱號成為文學場域中的
風雅流行，郎署仕紳們，無不以自擁山人名號為雅事。再者，郎署仕紳們與山人
之間的交往也蔚然成風；像是李維楨、馮夢禎（1546-1605）都與山人皆過從甚
密；申時行（1535-1614）與王穉登則互稱兄弟。61 袁煒（1508-1565）也曾對王
穉登之詩文發出「吾不恨與周旋」62之讚嘆。山人游於名門巨室，其佼佼者為達
官貴人座上佳賓，甚至寄食其家。嘉靖以後的首輔，除了張居正（1525-1582）
外，大多與山人有密切往來。嚴嵩（1480-1567）與吳擴（生卒不詳）相善，徐
階（1503-1583）與沈明臣交好，袁煒、申時行與王穉登為友。其他如禮部尚書
王世貞，不僅結交大批山人，而且自己也自稱山人。這些山人在文壇中，也或多
或少具有其一定之影響力。諸如王穉登在吳中，與首輔申時行被稱之為「二老」、
「江南三大老」63，其家符所謂「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 64 即使
在《萬曆野獲編》中，沈德符對此「哂其太誇」，然不可否認的，由此敘述實已
證實他於當時吳中文壇中的影響力。錢謙益的《列朝詩集小傳》中便言：
伯穀為人通明開美，妙于書及篆隸，好交游，善結納，譚論娓娓，移日分
夜，聽者靡靡忘倦。吳門自文待詔歿後，風雅之道，未有所歸。伯穀振華
啟秀，噓枯催生，擅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閩粵之人過吳門者，雖胡賈窮
子，必蹐門求一見，乞其片縑尺素然後去。申少師以元相里居，晚年頗交
相推重，軒車造門，賓從填咽兩家巷陌，殊不相下。65
60

〔明〕屠隆，〈與友人論詩文〉，《由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
集類》
，1995 年），第 1360 冊，卷 23。
61
〔明〕申時行，〈王徵君百穀先生墓表〉，
《賜閒堂集》（台南：莊嚴文化事業，
《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集部別集類》，1997 年），冊 134，卷 22，頁 465-466。
62
同註 1，《明史‧文苑傳》
，列傳 175，卷 288，頁 7385。
63
〔明〕曹學佺，〈南有堂詩集序〉
。收於王穉登，
《南有堂詩集》
（台北：國家圖書館，明崇禎丙
子年陳克懋刊本），卷首。
64
同註 9，「山人對聯」，《萬曆野獲編‧山人》
，卷 23，頁 586。
65
同註 8，〈王較書穉登〉，《列朝詩集小傳》
，頁 48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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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維楨也曾論述提及王穉登於當時受歡迎的狀況：
學士欲行其詩若文者，非先生序不取徵；自王公下逮齊民，思顯親不朽者，
非先生竹石金帛之篇不愜意；二氏欲興其教、新其宮，官私有事于關梁道路，
若古勝蹟者，非先生疏不檀施；法書名畫，古鼎彝器與技能工巧，青樓歌舞，
依倚就聲價者，非先生品題不踊貴；筐篚包匭，上交私覿，陳庶侈者，非先
生手筆不為腆。……人過吳中，或不見先生則共嘲曰俗子，而閩粵間尊鄉之
尤甚。販夫持先生八尺尺輻歸，鄉人迫欲得之，酬善賈數倍。上晚年，命中
貴人，四出采榷，爭致寶玉奇玩曰孝順物，先生詞翰居其一焉。無論諸藩王
若元勳大帥，即水西思明諸酋，朝鮮安南諸國，若雞林購元白詩，新羅寫馮
定碑矣。環先生而居者，借其名以贗售不至餬口四方。66
這群山人群體，在這些仕紳、郎署的推舉下，山人的社會地位漸漸提高。李維楨
便描述王穉登：
「為家孝子弟弟，為世大儒高隱俠士，為知交死友，為藝苑盟主，
為鄉祭酒，為宗門護法，為湖海導師……至于負海內之名，而以年享之，極人間
之樂而以後人成之，造物忌盈，獨先生多取，今之世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矣。」
67

，茅元儀在〈先友七子詩，王百穀徵君穉登〉詩中言：「待詔久謝世，風流在

徵君。」68將他與吳中文壇領袖並舉，由此可見其聲名之隆。
綜上所述，除了山人王穉登、陳繼儒等典範人物的引領，的確使得山人階層
於文學場域中形成了一股風潮外，當時的仕紳大夫的附庸風雅以及推舉，確實也
是造成此股風潮的重要原因。

三、超凡脫俗形象之標榜
「隱逸清高」可以說是山人自身所認定的社會形象之一，而這樣的形象於文
學場域中實有助於山人崇拜的現象之擴散及渲染。再者，由於山人自身放蕩不羈
的行徑，飄忽不定的行蹤，的確也對其形象增添許多神秘色彩。袁中道（1570-1623）
曾言：「今之所謂仙者，分之則山人，合之則仙也。」69 此話混同了山人與仙人
之稱，暗示其間的異曲同工之妙。再者，從這群被稱為「人仙」的傳統來看，山
人們長壽、快樂的狀態而被引伸所具的長生的形象，也使得晚明時期以「山人」
66

同註 38，《大泌山房集》，卷 88，頁 545。
同註 38，《大泌山房集》，卷 88，頁 545。
68
〔明〕茅元儀，
《石民江村集》
（北京：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別集類》
，1997 年）
，
冊 70，卷 7，頁 426。
69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墨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
卷 49，頁 143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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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雅名的文人群體，熱衷於訪仙求道。70王穉登於《采真集》中即描述其訪求仙
人之經歷。丁戊山人傅汝舟「中歲好神仙」71、「晚慕仙家服食之術」72。再者，
太白山人孫一元（1484-1520）自負有「羽化之術」加上「善說玄虛，又膚瑩渥
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仕紳們「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於門
矣！」73此外，明人野史雜叢中也記錄許多類似的故事；像是《客座贅語》所描
述的尹山人，具有未卜先知，出神入化之伎倆74；又如《湧幢小品》中所載自稱
「九華山人」之髯翁「騎一鶴凌空飛去」75。總上所言，山人給予晚明時期的世
人們一種「其稱山人，必有道氣」76之長生、飄逸之意象。而這樣的形象，無疑
給予市井凡夫對於山人之崇拜，同時也與諸多好言黃白之術的士大夫暗合，此現
象應也是此時期山人現象興起的原因之一。
簡言之，晚明山人興起的因素非止於一端。大體而言，山人群體的湧現，與
明代的政治經濟狀況、文化制度、社會變遷以及思想潮流等因素皆有著密切的關
連。此一時期山人群體大量湧現絕非偶然，其既「接承前代士人的特性」又「具
有不同於其他時代的特徵」。當然，這樣的現象出現，可以歸結成乃由於此一時
期未具功名的士人對其生存的一種抉擇；或是制度化的，或是個人化的，或是傳
統影響下的，綜合了這些因素，因此造就了晚明山人大量湧現的結果。

伍、晚明山人的生存特徵
山人現象的興起，可以說既是特殊歷史環境下造成的結果，也是士人整體命
運變遷中的一個環節。既然說此乃晚明時期文人們選擇生存的一種方式，那麼，
這群山人如何於文學場域中生存？其特徵又是為何？此當是理解山人現象時，必
須釐清的問題。

一、以詩文為業
歷來知識份子無不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奉為圭臬，冀望自
己藉此能名留青史。然而，晚明時期，知識份子處於政治昏暗的時代，為官者在
政事上無法展現理想，未具功名者也苦於無晉升管道。是故，士子們似乎便藉由
「立言」以期自我仍有留芳萬世之可能。士人好名，自古皆然。而晚明時期士子
們沈湎於一股標榜好名的氛圍之中，更是猶過之而無不及。歸隱於山者好名，禪
70

趙宗誠：〈「長生成仙」新解〉
，《宗教學研究》
，第 4 期，2005 年，頁 21-22。
同註 8，《列朝詩集小傳》
，丙集，頁 331。
72
同註 8，《列朝詩集小傳》
，丙集，頁 331。
73
〔明〕李夢陽著；沈雲龍主編，〈太白山人傳〉
，
《空同集》
（台北：偉文圖書公司，1976 年）
，
卷 57，頁 1617。
74
〔明〕顧起元撰；張惠榮校點，
《客座贅語》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年）
，卷 8，頁 290-292。
75
〔明〕朱國禎撰；王根林校點，
《湧幢小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卷 17，頁 404。
76
同註 70，〈「長生成仙」新解〉，
《宗教學研究》
，頁 21-22。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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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亦好名，這些隱逸者，喜著書立言；佛僧者，喜開堂說法，這亦是好名的結果。
由此可知，晚明時期，隱者觀念不再是「身將隱，焉用文之」地不求聞達，而是
希望別人知道他的名聲。這或也是「布衣山人」77自號的動機之一。此當可以解
釋當時士人們大量講學、刊刻自己的著作示人的原因為何。李贄（1527-1602）
在與其友人焦竑（1540-1620）的信中曾經提及：
今之所謂聖人者，其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異耳。幸而能
詩，則自稱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詩，則辭卻山人而以聖人名。幸而能講良
知，則自稱曰聖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卻聖人而以山人稱。展轉反
復，以欺世獲利。78
李贄於信中批判了當時的讀書人基本上都是「欺世獲利」者，而其中，他認為「能
詩」是當時那些自稱山人者的一項特徵。此點吾人從錢謙益所輯錄的有明一朝詩
人的《列朝詩集小傳》中，其中所選錄名為山人的詩人多達 61 人，亦可作為佐
證。簡言之，「能詩」當為當時山人的基本技能。這群李贄口中的山人，是相對
於所謂「能講良知」的儒生，他們拋棄了儒學，絕意於科舉，全然以「詩文」技
能作為謀求自我生存的工具。
二、大隱於市廛
面對世變，士人常於「仕」與「隱」之間徘徊。整個中國歷史中，知識份子
多以儒家的積極入世為其依歸。面對政治動盪，士人們也可「隱居以求其志」，
因此，身處亂世時，士人們多選擇了隱於山林，此歷代皆然。有明一朝建國初期，
由於太祖朱元璋為控制天下英才，於洪武十八年（1385）冬所刊布的《大誥》中
列有「寰中士夫不為君用」79的律令，對於儒生們的控制，較前朝可謂有過之無
不及，而此致使知識份子無法恣意地隱於山林。到了明代中晚期後，由於種種外
在因素致使政治環境更加惡化，加以科舉溢額，仕途難為；再者，即使在朝為官，
也由於政治環境惡劣，官場險惡動則得咎。除了政治因素外，由於經濟結構的改
變，士人們也無法毅然決然地隱遁於山林之中。律令的限制加上經濟條件種種因
素，實讓這群士子們面臨了自我生存時，進退維谷的窘境。那麼，何以此一時期
77

日本學者鈴木正在〈明代山人考〉一文中，將山人區分為冠帶山人以及布衣山人。前者為在
官或罷官的仕紳大夫，後者為純粹的入仕文人。詳見明代史論叢委員會編，
《清水博士追悼紀念‧
明代史論叢》（東京：大安出版社，1962 年）
，頁 375-389。
78
〔明〕李贄，
〈又與焦弱侯〉
，
《焚書》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
，卷 2，頁 31-32。
79
按，此乃明太祖親自寫定的刑典。包括《大誥》
、
《大誥續編》
、
《大誥三編》三部分，統稱《御
制大誥》
。《明史》中也曾述此條例對於不願為官的讀書人的迫害：
「及十八年大誥成……。貴溪
儒士夏伯啟叔姪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王謨被徵不至，皆誅而籍其家。
『寰中士夫不為君用』
之科所由設也。」同註 1，詳見，《明史‧刑法二》
，志 70，卷 94，頁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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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們卻勇於「棄巾」
，並大聲宣示不再汲汲於「公車之業」？深究其主要原因，
應是由於商品經濟的興起。此一時期商人地位的竄升，商人們競附風雅，詩文、
書畫成為標榜的工具。以當時的文學重鎮吳中而言，袁宏道曾稱吳中：「詩畫如
林，山人如蚊。」80可知當時吳中社會之時尚。在這樣的社會風潮下，恰使這群
飽讀詩書的在野士人，可藉由販賣詩文的經濟活動成為其生存的另一條出路，創
造出他們在社會中的價值。是故，以「山人」之名隱於市廛，成為他們的抉擇，
山人群體便日漸興起於文學場域之中。他們因而放棄了政治場域中的功名之路，
轉而在文學場域中獲得自我生存之價值。棄巾隱居於市塵，既能達到符合律令之
要求，又能藉此獲取高士清名，並且藉此高士之姿，「挾一書一詩」游於高官巨
賈之門，穿梭其間，自販風雅，實為一舉兩得之事。以王穉登為例，他於京兆兩
試失利後「卜一畝宮，名庵半偈，名堂解嘲，讀書與著書日富，臺使郡國長吏四
方之客，無貴賤賢愚，輻湊並進。」81陳繼儒棄儒之後，一度結廬小昆山，名聲
大振，甚至有「山中宰相」之稱這些都是名例。因此，隱於市朝，似成為當時大
部分山人的特徵之一，甚至在當時，人們為此「隱」之型態做出合理的解釋以及
分類，甚至稱此為「大隱」之舉：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隱；又有所謂充隱，通
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而不適，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
避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蹤跡混俗，不異眾人，如東方
朔之類是也；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類是也。……然予觀白樂
天之詩云：「大隱在朝市，小隱在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則隱
又有三者之不同矣82。
隱於市塵的山人階層，成為此一時期文學場域中的特殊現象。眾人的競相仿效也
致使此風氣日趨下流。所謂的「山人行徑」已成為對此群體的一種負面評價，像
是張鳳翼便曾作〈山人歌〉來諷刺山人；朱國楨（1557-1632）也曾云：
一山人多酒過罵人，輒自命曰：富貴浮雲。余曰：「且與汝仔細講聖人言
語，切不可截頭尾輕用。只如此句，上有『不義』二字，故他是浮雲；下
有『於我』二字，故我可浮雲。他若富貴而義，則彼是傾雲，又對我者是

80

同註 69，〈王以明〉
，《袁宏道集箋校‧錦帆集》，卷 4，頁 223。
同註 38，〈徵君王百穀墓誌銘〉
，《大泌山房集》
，卷 88，頁 544。
82
〔明〕都穆，
〈隱說〉
，
《聽雨紀談》
（台南：莊嚴文化事業，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
，
1997 年）
，冊 102，頁 217。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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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我者孔夫子也，亦何可浮雲？其人嘿然，第曰：「道學先生。」83
此可說是對於山人的行為做了最直接的的指刺。當然，對於晚明山人，就其學問、
人品、謀生手段、藝術造詣等等而言，實應可以分成若干品類。並非全然都是前
述的無行之徒。晚明山人中，具俠義之風者甚多。以王穉登為例，在《明史》中
便述及：「王世貞以同郡友善，顧不甚推之。及世貞歿，其子坐事繫獄，穉登
傾身救援。人皆多其風義。」84後七子的謝榛（1495-1575）也曾經「脫盧柟於獄」
85

。諸此種種，屢屢見於史傳記載中。這些人的俠行義舉，當也是造成山人因而

盛行於一時的原因之一。依此亦可發現，山人並非僅如同萬曆皇帝於「恩詔逐山
人」中所形容的那些無行文人，全出於招搖撞騙。從上所述，先撇開對於山人隱
於市廛之行徑作任何價值性的判斷，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江南的文人名士們，樂
於「心隱身不隱」地隱於市朝，藉由掙得的高士美名，販賣風雅，獲得生存之資。
這樣的行徑，的確讓他們在整個文學場域中，可以佔得較高之位階以及主導權，
進而突顯出自身於文學場域中的特徵、地位以及價值。

三、出遊打秋風
出遊是山人的另一特徵。《列朝詩集小傳》中所提及的山人，極少閉門索居
者。然而，他們的出遊並非僅是飽覽山水風光。基本上，他們的出遊，一是遊於
山川名勝，二則是遊於巨室大戶之門。出遊的目的，前者似乎是為了滿足離塵出
世的追求，而後者則是滿足對世間繁華的追求。事實上，其生活的來源便在於其
交遊網絡之中。因此，山人的境界在於出遊而不在於歸隱，在於入世而不在於出
塵。他們以出遊為樂，隱逸只是一種形式，所謂「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
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虛聲盡力誇。獺祭詩文充著作，蠅營鐘鼎潤煙霞。
翩然一隻雲中鶴，飛去飛來宰相衙。」86此對於山人出遊形象之描述可以說是相
當鮮明。
此外，由於書院講學之風盛行，我們可以看到晚明時期的知識分子普遍喜好
遊學、結社，這股風潮至明末達至高峰。這些黨社中人，或以才學，或以道德相
標榜，其所關切的實際仍是廟堂中事。而相對於這些儒士們，山人與社會名流交
遊的重要原因，乃在於這些人是他們的衣食之源。錢謙益曾述其高祖叔父錢希言：

83

同註 75，《湧幢小品》，卷 17，頁 404。
同註 1，《明史‧文苑傳》
，卷 288，頁 7389。
85
同註 1，此乃源於盧柟因其「為人跅馳，好使酒罵座」
，因而惹禍入獄的事件。當時謝榛入京
師，見諸貴人，泣訴其冤狀曰：「生有一盧柟不能救，乃從千古哀沅而吊湘乎！」平湖陸光祖遷
得浚令，因榛言平反其獄。詳見，《明史‧文苑傳》
，卷 287，頁 7375。
86
〔清〕黃協塤，〈山人〉，《鋤經書舍零墨》
（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叢書集成三編‧文學類》
，
1996 年）
，冊 76，卷 3，頁 138。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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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遊浙東、荊南、豫章、屠長卿、湯若士諸公皆稱之，自以為秦川貴公子，不
屑持行卷，飾竿牘，追風望塵，僕僕於貴人之門，而又不能無所干謁，稍不當意，
矢口漫罵，甚或行之筆牘，……以是遊道益困，卒以窮死。」87由此看來，對於
山人們而言，「遊必有方」，且「遊亦有道」，否則其將生存無路。向來喜與山人
交遊的李維楨、馮夢禎（1548-1595）便曾說：
「此輩以文墨糊口四方，非獎藉游
揚，則立槁死矣。稍與周旋，俾得自振，亦菩薩普度法也。」88「出遊」對於山
人之重要，由此可見一斑。換言之，出遊實是山人的重要特徵之一。他們確也以
此因而擺脫生活困境。像是崑崙山人王光胤：「初入都也，客淮南李公春芳所。
時世宗齋居西宮，建設醮壇，敕大臣制青詞一聯，懸於壇門。春芳使山人為之，
山人走筆題曰：
『洛水靈龜初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通乎道，
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
聲聞於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李以進呈，深加獎賞。由是公卿互相延
譽。本傳謂大臣應制青詞多假山人手者……雕蟲為山人諱也。」89
由此可見，山人因寄食於人，故不免對高官顯貴加以逢迎。是故，時人常譏
此輩勢利。從人們常將山人遊於名門富室，藉由詩畫等文人雅事為媒介以求取生
計來源的行為稱作「打秋風」
、
「打抽豐」可窺知一二。張岱曾揶揄陳繼儒，陳氏
曾出了個上聯：
「太白騎鯨，采石江邊撈夜月。」而張岱回對云：
「眉公跨鹿，錢
塘縣裏打秋風。」看似譏諷，然也如實地描述出其遊於名門富室的行徑。90此外，
李贄也曾在與焦竑的書信中對於這些打秋風的山人批判：
黃生過此，聞其自京師往長蘆抽風，復跟長蘆長官別赴新任。至九江，遇
一顯者，乃舍舊從新，隨轉而北，沖風冒寒，不顧年老生死。既到麻城，
見我言曰：
「我欲遊嵩、少，彼顯者亦欲遊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
然顯者俟我於城中，勢不能一宿。回日當復到此，到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
茲卒卒誠難割捨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惴其中實為林汝寧好一口
食難割捨耳。然林汝寧向者三任，彼無一任不往，往必滿載而歸。茲尚未
厭足,如餓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為遊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寧
之抽風來嗛我；又恐林汝寧之疑其為再尋己也，複以捨不得李卓老，當再
來訪李卓老，以嗛林汝寧。名利兩得，身行俱全。我與林汝寧幾皆在其術
中而不悟矣，可不謂巧乎！91
87

同註 8，〈錢山人希言〉，《列朝詩集小傳》
，丁集下，頁 632-633。
同註 9，「山人愚妄」，《萬曆野獲編‧山人》
，卷 23，頁 587。
89
〔清〕梁章鉅，
〈故事〉
，《楹聯續話》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年）
，卷 1。
90
〔明〕張岱著；云告點校：〈自為墓誌銘〉
，
《瑯嬛文集》
（長沙市：岳麓出版社，1985 年）
，卷
5，頁 199-201。
91
同註 78，〈又與焦弱侯〉，
《焚書》，卷 2，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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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於他在信中直指這群山人，其行徑可鄙如同商賈：
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賈，既已可
鄙矣，乃反掩抽風而顯嵩、少，謂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山人
者，名之為商賈，則其實不持一文；稱之為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故
可賤耳。92
山人「以詩謁客」的打秋風伎倆，於李贄的描述中可謂姿態畢露。晚明當時這類
對於山人打秋風的行徑提出看法的論述，可以說是層出不窮。先不論此行止適當
與否，此行徑實確已成了此時期山人的特徵之一。不論是社會上層的山人，藉詩
畫等文人風雅事為媒介以遂行其求財之目的，甚至在社會的下層，亦有類似之行
徑。
《醒世姻緣傳》中，曾經寫到了一個山人童定宇：
「一字無聞卻戴巾，市朝出
入號山人；搬挑口舌媒婆嘴，鞠聳腰臀妾婦身。謬稱顯路為相識，浪說明公是至
親；……輕輕騙去許多銀。」93小說中的描述童氏「遊道」也以書畫為因由，然
主要卻是賣房中藥。不論如何，其目的仍殊途同歸，為求薄利生存罷了。此外，
張岱曾於《陶庵夢憶》中寫到，揚州人養幼女為「瘦馬」賣給人為妾時，山人也
會參與其間：「……如其意，則肅客歸。歸未抵寓，而鼓樂盤擔，紅綠羊酒在其
門久矣。不一刻而禮幣糕果俱齊，鼓樂導之去。去未半裏，而花轎、燈、擎燎、
火把、山人、儐相、紙燭、貢果、牲醴之屬，門前環侍。」94從張氏所言，山人
在此之角色，類於儐相一類。簡言之，尚不論其論述真確與否，此「打秋風」的
行徑，確實成為此時期山人的一個特徵。

陸、結論：山人於晚明文學場域中之歷史意義
山人雖然不是晚明時期才產生的歷史產物，然綜觀中國文學史的發展，晚明
文學場域中的山人現象，情況可謂最為特別。此現象的產生，與當時的時代氛圍
有極密切的關係，並非是偶然發生的。「山人名士的繁榮，大概都在季世」 95 。
在歷史發展中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山人，回溯既往，我們可以發現，山人產生一
開始是由於避世的需求，到政治穩定之後便逐漸銷聲匿跡；以明朝為例，明初即

92

同註 78，〈又與焦弱侯〉，
《焚書》，卷 2，頁 31-32。
〔清〕西周生輯；李國慶校注，〈童山人脅肩諂笑，施珍哥縱欲崩胎〉
，
《醒世姻緣傳》
（北京：
中華書局，2005 年）
，第 4 回，頁 41。
94
〔明〕張岱，〈揚州瘦馬〉，《陶庵夢憶》（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小
說家類》
，1995 年）
，冊 1260，卷 5，頁 360-361。
95
阿英著；柯靈主編：〈明末的反山人文學〉，
《阿英全集‧夜航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卷 4，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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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有些山人，其基本為元朝的遺民，由於不願意改事新朝，因此以山人之名避
世。到了弘、正間，山人幾乎絕跡。到了嘉靖初年，山人大量興起，「出游無籍
輩，以詩卷遍贄達官」96者漸多，至萬曆間可以說是達於極盛。這群晚明山人以
能詩為特徵，遊歷于達官富室、以打秋風為謀生手段。探究其興起原因可以發現，
山人在晚明的盛行可以說是由於在經濟繁榮條件下，對於高雅文化的普遍追求；
而政治黑暗、科舉入仕道路的壅塞、佛道思想流行造成的出世心理和心學思潮等
影響，亦造成此風流行的結果。山人可說是儒生與文人的混合，他們極為個人主
義式的強調自我、任情適性。作為一個寄生的階層，山人之主流的社會行為乃為
謀食所需而汙。誠如王穉登自述：「上不為寒蟬之潔，下不為壤虫之污。」97 這
些在野文人加入山人行列，不過是為了自身於社會中的生存而採取的手段。傳統
文人將「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98作為立身之理想，所謂「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99晚明時期，在面對國家制度的鬆懈，政治黑暗，敗亡日近的時代
氛圍中，知識分子在這種情境中，普遍感受到某種未來的不可預測；面對末世，
身為文人若仍投身政治，可謂既難以救時，也易於自汙，甚至還要背上「君辱臣
死」的責任；加上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動、經濟環境的改變，對於國家所鼓勵的科
舉入仕道路之外不免張望，由此種種可以看出，晚明山人之盛，反映了知識份子
脫離傳統儒家人生道路的傾向。這樣的傾向反映出時代的需求，因此便造成了文
人們「棄儒就賈」的抉擇。此一時期朝野上下皆以不仕為清高，以自號山人為高
雅之象徵，甚至矯枉過正地公然炫耀的狀況看來，可以看出何以山人成為此一時
期文學場域的特殊現象。而這種自我標榜、不為世絆的心態反射於文學上，也可
以看出對晚明飄逸閒適的文風似也頗有影響。
簡言之，山人成為晚明文學場域中的現象，是由於政治、經濟、思想、社會
等諸多因素所造成的結果。從政治思想的層面來看，由於政局不穩造成中國傳統
隱逸思想在明後期的湧動；加上陽明心學的影響，以及佛道等出世宗教的導引，
也造成知識分子任情適性和交遊的風氣。此外，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由於知識分
子入仕出路的狹窄，政治黑暗，和包括在朝士大夫和在野士人在內的知識分子對
「清雅」文化生活的追求，間接地反映出士大夫在風物繁華而政綱不振局面下，
嚮往超越現實的心態。再者，山人雖然以清雅出塵相標榜，然而在經濟上，他們
實際上為一個寄生的階層。因此，創作趨向不免流於世俗之需，其風致也就不免
為謀食所汙，流於造作，乃至種種措大乞兒狀態成為時人的話柄。像是《萬曆野

96

同註 9，「山人名號」，《萬曆野獲編‧山人》
，卷 23，頁 585。
〔明〕王穉登，《王百穀全集‧廣長菴主生壙志》（北京：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集
部別集類》，1995 年），冊 175，頁 267。
98
〔宋〕朱熹撰，
《四書章句集注‧孟子盡心》
（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卷 13，頁 351。
99
同註 98，〈述而第七〉，《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
，卷 4，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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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編》所提：
近年詞客寥落，惟王百穀巍然魯靈光，其詩纖秀為人所愛，亦間受譏彈。
如其初入京試內閣紫牡詩中一聯云：
「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煙。」
極為袁元峰（煒）相公所賞，因成知己。同邑周幼海長王十年，素憎王，
因改「袍「為「脬」、「殿「為「屁「以謔之，兩人遂成深仇。100
即便如此，不可否認的是，此一時期的山人階層，在當時特殊的政治、社會背景
下，既無法「有道則現」，亦不能「無道則隱」的兩難狀況下，選擇隱於市廛，
轉向以詩文、書畫謀生，實際上已然構成了一個新的職業文學創作者階層。而從
上述《萬曆野獲編》對於山人及其文學創作與活動的描述可以理解，在當時的文
學場域中，他們實也有其一定的影響力。
本文藉由山人身份之溯源、山人現象興起原因之探究，以及山人在文學場域
中的生存與文學活動等議題的探究發現，晚明山人現象的興起與流行，乃是由於
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因素綜合影響下的結果。或許，從道德角度去評定這群
在當時甚至後世視為無行文人的負面評價確是事實；然而，從山人群體在當時文
壇活躍的事實看來，他們也的確多少影響了當時文壇的風尚以及主流文學的創作
方向。由此看來，在檢視晚明時期的文學流變、文化現象等相關議題時，山人以
及山人現象，理所當然應該是其中不可缺席及忽略的一環。如此，本文對於當時
晚明山人現象的討論，便也有其一定程度上的意義。

100

同註 9，「王百穀詩」，《萬曆野獲編‧山人》
，卷 23，頁 58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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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rend of Hermits in the Literary Field During the
Late Ming Period
Hsiao Hsu-Fu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Ming period, especially from the middle of Jia-Jing regime to
Wan-Li regime, the rise of trend of hermits in the literary field. A group of people in
the literary field called “the recluse/hermit” (shanren 山人) had bloomed in the
stratum of “intellectuals” (shi 士). It seemed that the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and had
an impact on every aspect of society during that period.

Becoming a “hermit” was a

vogue and represented the taste for the literati in the literary field. Therefore, it was
necessary to mention the trend of hermit when discussing about the literary thesis
during the late Ming period.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impact of hermit to the

literary field and why the trend of hermits rose in the literary field during the late
Ming period.
Keywords: the hermit, the late Ming period, the literary field, literati, the
recl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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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と日本の産業連携推進の現状と課題について
林冠汝

要

旨

本論文は，台日産業連携の台日企業に与えるメリットとその推進の背景,台
日双方の産業連携に対する誘致政策と措置，「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促進プロジ
ェクト」の日本における政府,地方自治体と産業などに対する影響,台日産業連
携の展望とその課題などについて探求してきた。研究結果としては,2011 年に
台日双方が産業連携政策を推進して以来,台日双方の，政府間や産業間の連
携・交流が以前より盛んになっている。台日間の相互投資・貿易は 2011 年以
前より著しく増加してきた。台湾 TJPO と連携・交流している日本の地方自治
体も増加する傾向にあり,また,産業間の産業連携覚書（MOU）と基本合意書
（LOI）などを締結した件数も次第に増加している。台湾側が実施した台日産
業連携架け橋プロジェクトは，日本側に対してインセンティブを供与しており，
その目標も達成しつつあり，投資誘致政策の推進がほぼ成功であったと評価で
きよう。これからも,台日双方の政府が産業投資誘致政策を推進しつづけるこ
とが期待される。
これからは,アジアへ進出し始める日本の中小企業が多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
れる。しかし，日本企業，中でも日本の中小企業には，東南アジアの事情に通
じる人材やアジア市場を開拓する能力が不足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台湾のグ
ローバル戦略の積極性と国際経営に関するノウハウの高さもある。日本の中小
企業にとってもこの地域での国際経営を成功させるために，台湾企業とのアラ
イアンスが 1 つの選択となりつつある。そのため,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プロジ
ェクトの推進で,台日双方の企業が互いに弱みを補完し,強みを強化し,結果的
に産業競争力が向上することが期待できる。しかし，現在のところ,日台産業
連携の発展に関してまだいくつかの課題が残されている。台日産業連携の発展
を促進し，台日双方が Win-Win の関係となっていくために，台日双方の産業連
携の今後の発展に対して改善策を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る。
キーワード：台日関係，産業連携，産業提携，アライアンス，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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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はじめに
2010 年 6 月に台湾は，中国と「両岸経済協力枠組協定（ECFA）」1を締結した。
ECFA 締結後,台湾と中国の間の貿易障壁が低くなり,その結果,台湾の対中輸
出,投資の拠点としての価値が高まっている。台湾政府は，台日の産業・企業
交流・合作を誘発し,台日企業が共同で中国市場を開拓する「ゴールデン・ト
ライアングルの連携モデル」を形成することを前提に，2011 年 11 月 24 日に
「台日産業合作搭橋促進方案（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プロジェクト）」を立案策
定し,行政院（内閣）がこれを 2011 年 12 月 16 日に認可した2。今年（2016 年）
は，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の推進期限になる。そのため,台湾側が実施した台日産
業連携誘致政策は,日本側に対して十分なインセンティブを与えられたか,ま
た，日本における政府,地方自治体,産業などが，この政策に対してどのような
対応策を講じているのかを見ることが,重要なテーマになる。また,台日産業連
携誘致政策が日本の台湾に対する投資促進にプラスとなり，加えて,相互の貿
易投資の推進に寄与したかといった点も,注目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本章では，先ず，台日産業連携の台日企業に与えるメリットとその推進の背
景を分析し,続いて,台日双方の台日産業連携に対する誘致政策と措置を探求
し,そして，「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促進プロジェクト」の日本における政府,地
方自治体と産業などに対する影響や，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の推進実績を検討する。
最後に,台日産業連携の展望とその課題について述べる。

二、日台産業連携のメリットとその推進の背景
(一)台日産業連携の台日企業に与えるメリット
台湾企業と日本企業が連携した場合，双方企業に与えるメリットには何があ
るであろうか。日本朱炎（2010）3「日台企業アライアンスの新展開」による

1

2010 年 6 月に台湾は中国と「両岸経済協力枠組協定」
（中国語の正式名称は「海峡両岸経済
合作架構協議」,英語名は「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であるので,
以下では「ECFA」と呼ぶ。）を締結した。
「ECFA」とは,中国と台湾間の経済連携協定（Economic
Partership Agreement,EPA）に類する文書を指す。
2
〈日系企業の台湾投資,今年 400 件超へ〉,Ｙ’ニュース,2011 年 11 月 28 日。
（http://www.ys-consulting.com.tw/news/34021.html）。
3
朱炎〈日台企業アライアンスの新展開〉,《日台ビジネスアライアンス研究会報告書》,日本
貿易振興機構海外調査部中国北アジア課,2010 年,pp.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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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日台企業アライアンスには日本企業にとって以下のメリットがある。①台
湾企業が中国で構築した生産拠点と販売ネットワークを利用できる。②日本企
業が台湾企業から IT 製品などを OEMODM 調達することは，日本企業にとって
低コストで良質な製品と部品を調達でき，コストを低く抑えることによって競
争力を高めることができる。③台湾企業が中国で築き上げた政府との関係，人
脈,また人材を活用し，苦手となる政府との折衝，労務管理を台湾企業に任せ
ることができる。④日本企業は台湾企業の人材を中国ビジネスに活用すること
で，中国のマーケットビジネス慣行の理解不足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⑤テス
トマーケットとして台湾でまず事業を展開し，経営ノウハウを蓄えてから，将
来的に中国，またはアジアへの事業展開を図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に対して，
台日企業アライアンスは台湾企業にとって以下のメリットを享受することが
可能である。①日本企業から技術を獲得できる。②日本企業への製品と部品納
入，または OEM・ODM 供給は，台湾企業にとって生産拡大の意義が大きい。③
台湾企業にとって，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企業との合弁は一種の保険でもある。し
たがって,台日企業アライアンスは中国では,台日企業双方とも大きなメリッ
トを享受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
続いて,天野倫文（2010）4「アジア国際分業と日台アライアンスの戦略」に
よると，経済発展が著しい中国，東アジアにおいて台湾企業へのプレゼンスは
強まっている。また，台湾はちょうど東アジアの中心に位置しており，中国や
東南アジアとの関係も深く，日本や米国などの先進国企業は，戦略を立てる際
にその立地優位性に注目してきた。それに，台湾のグローバル戦略の積極性と
国際経営に関するノウハウの高さもある。日本企業にとってもこの地域での国
際経営を成功させるために，台湾企業とのアライアンスが 1 つの選択となりつ
つである。
以上に指摘されたように，日本企業が中国や東南アジアへ事業展開する場合,
他の外国企業よりも，台湾企業と連携する方の成功率が高いと思われる。また，
台湾とは，数十年間に渡る関係もあって，日本企業と台湾企業の間では，相互
理解がしやすく，共同で事業を行う上での基盤が形成されている。加えて，日
本企業と台湾企業は経営において，それぞれ優位性と弱点とをもっており，協

4

天野倫文〈アジア國際分業と日台アライアンスの戦略〉,《日台ビジネスアライアンス研究会
報告書》,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海外調査部中国北アジア課,2010 年,pp.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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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すれば，相互にメリットを享受することが可能な状態にある。

(二)台湾と日本の産業連携推進の背景
台湾政府が台日産業連携を推進した背景はつぎのようであった。第一に,日本は,台湾に
とって重要な貿易・投資相手国であり，長期の最大貿易赤字国でもある。1952 年から 2015
年までの期間では,対台湾外国人投資金額及び件数は,各々第 4 位と第１位を占めている)5。

第二に,台湾産業は,以前から日本の先端技術や精密な部品・設備などに依存し
ており,1980 年以降には,台湾政府は,日本の資本と技術を導入するための優
遇政策を採用してきた。第三に,ECFA 締結後,台中両岸での貿易・投資が自由
化したため,台湾の対中輸出,投資の拠点としての価値が高まっており,これが
外国企業を台湾国内へ誘致するよい契機となった。第四に，台湾は,ECFA を締
結して以降,これに影響を受ける産業の衝撃を緩和した。また,国内産業の弱み
を補強し,競争力を向上させるため,台湾と外国産業・企業と連携することが必
須の戦略となった。2001 年に中国が WTO に加盟した後,日本企業が台湾企業と
連携して,中国市場へ展開し,成功した事例が多く見られたことも,台湾産業・
企業が,欧米諸国企業よりも日本企業との連携を優先した理由と考えられる。
日本側が台日産業連携を推進した背景は，次のようであった。第一に,2011
年には日本企業は「六重苦」6に直面し,また,タイ水害の影響を受けたため,生
産戦略,サプライチェーン,海外進出先などの経営戦略を調整し直す企業が増
えている。第二に，日本国内市場の縮小と国内外市場の競争激化の影響を受け
て,市場の拡大しているアジアへ進出し始める日本企業が多くなっている。そ
の中で,中小企業の進出が増加傾向にある。しかし,日本の中小企業は,アジア
市場を開拓する能力が不足しているので,台湾企業のグローバル戦略への積極
性と国際経営に関するノウハウの高さを活用し，台湾企業とのアライアンスを
考えることが 1 つの選択肢となりつつある。また，台湾は中国と言語や生活習
慣に共通点があるので,日本企業は台湾企業と連携して,中国へ進出する方が
容易で,成功率も高いと考えられた。第三に,近年，日本政府は国内産業を振興
し,地域内産業集積を維持活性化させるために,積極的に対内投資促進政策と
5

経済部投資審議委員会の 2015 年度の統計によると,1952 年から 2015 年までに,日本の対台湾
投資金額と投資件数は全外国人対台湾投資金額と投資件数の第 4 位と第一位となっており,
各 13.67％と 20.89％に占めている。
6
日本産業は地震,津波,原発事故,電力供給問題,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崩壊,円高などの「六重
苦」の産業課題に直面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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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資支援策の策定を行っている。また,震災後,アジアと先進国へ向けて,
「日本への対内投資促進」や「観光・経済文化交流会」などのセミナーを開催
している。第四に,2013 年に安倍内閣は「三本の矢」経済財政政策に取り組ん
でいる。その一つである「民間投資を喚起する成長戦略」では,地方産業の発
展を積極的に推進し，国際市場を開拓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な財経政策であった。
上述のようなことを契機に,台湾と日本双方は，産業連携を促進することにし
た。

三、台日産業連携に対する政策と措置
(一)台湾の台日産業連携に対する政策と措置
台湾政府は，台湾と日本の産業・企業交流・合作を誘発し,台日両国が互い
に企業の投資を促進するために,いくつかの具体的な行動を進めた。まず,2011
年 9 月に台湾と日本が「台日投資協定」を締結した7。続いて,2011 年 11 月に
台湾政府は「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プロジェクト」を立案策定し8,このプロジェ
クトによる下記の支援体制を構築した。
1.組織の設置：図 1 に示すように,台日間の産業・企業連携を推進するために，
行政院が「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政策調整委員会」を設立し,経済部が「台日
産業連携推進本部」を組織して,産業，学者，官員などの専門家の集まる会
議を設けた。また，経済部工業局に「台日産業連携促進オフィス」を設置し
た。この台日産業連携促進オフィスは，各機関にある対日サービスの窓口と
してまとめ,対日の単一サービス窓口とし,その下で,「総合サービス課」,
「企業プロジェクト課」,「日本サービス窓口」などの三つの組織を設けた。
この三つの組織が担当する業務は図 1 に示した通りである。
2.資金,技術,工場などへの支援：毎年 9,500 万 NT ドル（約 2 億 4,200 万円）
の予算を計上し,また,工業技術院による 4 億 5,000 万 NT ドル規模の「台日
企業創設投基金（ベンチャーファンド）」を立ち上げている。それに,経済部
中小企業処によるプロジェクト,経済部技術処及び工業局による研究開発

7

〈台日投資協定,22 日に署名へ促進・自由化目指す〉,朝日新聞社,2011 年 9 月 20 日。
(http://www.asahi.com/international/update/0919/TKY201109190394.html.)
8
林冠汝〈
「日産業提携架け橋プロジェクト」実施以降の台日産業提携に対する影響〉
，
《台湾日
本研究》,第 8 期号,2014 年 10 月,pp.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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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への援助金支給,さらに,台日産業がイノベーション分野で協力する
ための台日産業創作新園区（TJ パーク）を設置した。加えて,経済部に所属
する工業技術院などの技術研究センターが台日企業の連携に対して技術開
発の支援を行っている。
図1

「台日産業提携架け橋プロジェクト」の推進体制

行政院「台日産業提携架け橋プロジェクト」方案

行政院台日業提携架け橋政策調整委員会
（委員長:行政院指名の政務委員）
経済部台日産業提携推進本部
（本部長:経済部部長（大臣）
）

役割：政策指導,各省
庁の調整

役割：統制・推進,
監督・審査,
臨機応変な対応

台日産業提携推進オフィス（TJPO）
（所長:経済部工業局局長）
副所長 :工業局副局長

副所長:駐日副代表
執行長:工業局副局長
副執行長:資策會 副執行長

総合サービス課

企業プロジェクト課

日本サービス窓口

1.日本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体との連絡
2.「行政院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政策調整委
員会」及び「推進委員会」幕僚作業
3.各機関による台日産業連携推進作業の調
整
4.台日産業連携の調査・研究及び推進戦略
立案
5.「台日産業連携戦略フォーラム」の開催
6.台日産業連携情報システムの運営
7.台日企業連携データベースの確立
8.台日産業連携推進 PR 及び日本での交流
イベント

1.単一サービス窓口の設置
2.台日産業連携案件の開発
3.個別案件のフォローアップ
4.「インベスト台湾サービスセンタ
ー」或いは各関連産業のタスクフ
ォースと協力して投資案件を処理
5 日本の産学官との関係の維持
6.台日中小企業連携促進
7.台日企業へベンチャーキャピタル
ファンドの提供
8.台湾での日台企業交流活動の開催

1.「台日産業連携推進
オフィス」の現地相
談窓口の設置
2．台日産業連携案件
の連絡業務サポー
ト
3.台日産業交流イベ
ントのサポート

出所：台日産業連携推進オフィスが提供した〈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プロジェクトの推進〉（2014 年 1 月）
パワーポイントから作成した。

3.進スケジュールと誘致産業：推進スケジュールは垂直分業から水平分業まで,
大企業から中小企業までを対象に促進することにした。産業連携の推進形態
は,表 1 に示すような多種産業連携である。また,誘致対象産業は，航空，半
導体機械，グリーンエネルギー，バイオテクノロジー，デジタルコンテン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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ハンドツールなどの 6 つの戦略産業である。さらに産業連携推進方法は，図
2 に示すように,「合意形成」，「人脈深化」，「資源統合」，「地方強化」の４
つの方法を推進している。
表1
連携種類
連携形態

「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ブロジェクト」による台日産業連携の形態

事業経営連携

R&R・デザイン連携

生産製造連携

マーケティング連携

・投資

・技術移転

・委託設計製造

・ブランド

・合弁
・資本連携
・買収

・知的財産
・コンテンツ作成
・ブランド開発
・クロスライセンス
・商品デザイン
・著作権ライセンス

・委託製造
・部品供給

・市場開拓
・プラント輸出
・物流
・チャネル

出所：台日産業連携推進オフィス〈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ブロジェクトの推進〉パワーポイント,2014 年 1
月,p.4。
図2

台湾政府の台日産業連携推進方法
人脈深化

合意形成

せい
政府側の交流
チャンネルを構築

大手日本企業の連携を促進

台日成果
を PR

示した通りで

HP による台日
PR を行うこと

台日産業協力
覚書を調印

示した通りで

台日架け橋会議を
開催（経済部/経産
省/日本地方政府）

台日連携推進
の成果を PR

日本大手商社の連
携を深めること

日本大手製造会
社との連携を拡
大

日本産官との連携ネ
ットワークを拡げる
こと

中長期の連携浅
酌を企画するこ
と

産業チェ
―ン断裂
を補う

地方強化

資源統合
政府のシンクタン
クを担当
トレンドの研究と
戦略分析

台日産業推進業務
の調整会議を開催

日本地方の優秀な企業との連携を促進

単一のサービ
ス窓口の設置

工業局の幕僚作業
台日産業連携推進
チーム委員会議

産業の高
付加価値
化

台湾の対日資源
を統合

日本各地の工商団
体との交流を促進

日本地方の産業
クラスターと連
携

日本各地の産業
推進組織の設置

日本地方政府
と連携

産業の構
成を高度
化
新興重点
産業の発
展を支援

出所：張啓裕〈台日産業協力架け橋推進の現況〉パワーポント, 台日産業提携オフィス,2015 年 7 月,ｐ.10。

4.達成目標:台湾経済部は，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を遂行した後,5 年間（2012 年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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ら 2016 年までに）で 500 件の契約を成立させる。日本の台湾に対する投資
金額は 300 億ドル,台湾の輸出金額は 500 億 NT ドル増加し,また,日本の台湾
に対する購入金額を 3 兆億 NT ドルとするに至り，それに,日本企業が台湾市
場で株の発行意向を高めるなどの目標を掲げている。
したがって,台湾政府は，プロジェクト関連の組織を作り,資金,研究開発な
どの支援に注力している。また,日本との交流・宣伝を強化するため,2011 年
から台湾国内における本土系企業や日系企業に対して,「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
プロジェクト」や「台日中小企業連携」などに関するセミナーを行い,そし
て,2011 年から,約 30 日本の地方自治体との連携・交流を推進してきた。

(二)日本政府の台日産業連携に対する政策
日本政府は，台日産業連携に対する特別な誘致政策には取り組んでいない。
しかし,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以降,日本の内外投資環境の変化の中で,特に震
災後,日本政府は，国内産業を振興し,地域内産業集積を維持・活性化させ,事
業の国際化の展開や産業連携を計るために,積極的に対内投資促進政策と海外
投資支援策に取り組んでいる。次に世界金融危機後の日本の対内投資促進政策
と海外投資支援策について分析する。
1.対内投資促進誘致策
日本政府の 2010 年の「新成長戦略」によると9,「アジア市場の一体化のた
めの国内改革,ヒト,モノ,カネの日本への流れを倍増させる」という目標を設
定し,また,アジア等の成長力を取り込み,日本経済の活性化に資することを目
指すため,2011 年 12 月 22 日に国家戦略会議で「アジアの拠点化・対日投資促
進プログラム」を決定した。このプログラムは，2020 年までに 30 件の高付加
価値拠点の増加,外資系企業による雇用者数 200 万人の増加などの目標を設定
している。その目標を達成するため,第一に,立地補助金,税制10などのインセン
ティブの措置，第二に,国際戦略総合特区11,復興特区等の活用，第三に,社会資

9

経済産業省ホームページの「貿易投資促進」を参考にした。
（http://www.meti.go.jp/policy/investment/index.html）。
10
2011 年法人税の 5％引き下げ,アジア拠点化・國際戦略特区の認定を受けた企業に対する所
得控除（20％）が決定した。2010 年は法人税が 42.0％であり,EU の 35.0％,OECD の 34.％,
アジアの 28％などより高い。
11
日本経済の成長エンジンとなる産業や外資系企業などの集積を促進するため,特別な措置を
実施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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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整備,規制の見直し,ジェトロのワンストップサービスの強化など，第四に,
教育,医療などに係わる外国人の受け入れ環境整備，第五に,ジェトロなどによ
り国内外での情報発信の強化などの 5 つの柱に取りくんでいる。
さらに,外国企業の事業を円滑化し,対日直接投資を促進するため,国と地方
自治体の行政手続きの窓口一元化及び英語対応の窓口を設置している。また,
ジェトロの「対日投資・ビジネスサポートセンター（IBSI）」は，外資系企業
に対してワンストップサービスを提供・支援している。その上,震災後の東北
地域を逸早く復興させるために,日本政府とジェトロは，国内外で「震災後東
北投資促進」のセミナーを行っている。
また,2013 年に内閣会議で「日本再興戦略」を決定し，2020 年における対内
直接投資残高を 2012 年末の 17.8 兆円を 35 兆円へ倍増させるという目標が掲
げられた。この「日本再興戦略-JAPAN is BACK」では，対内直接投資の活性化
のため，「特区制度の抜本的改革」，「政府の外国企業誘致・支援体制の抜本
強化」，「国際会議など「MICE」誘致体制の構築・強化」，「高度外国人材の
活用」などの施策に取り込んでいる。それに，2015 年 7 月に「アジア拠点化
推進法」（2012 年の公布した）を修正し，グローバル企業が日本で新たに行
う研究開発事業及び統括事業に対し,「所得税特例（外国親会社が付与するス
トックオプションに対する課税の特例）,資金調達支援（中小企業投資育成株
式会社による資金調達支援）,特許出願早期審査（特許出願の審査・審理を迅
速化）,特許料軽減（特許発明に係る審査請求料と特許料を 50％軽減）,投資
手続短縮（対日投資等の事前届出の審査期間を短縮),在留資格審査迅速化（就
労予定の外国人の在留資格認定証明書の申請に係る審査を迅速化）などの措置
を講じている12。
2.対外投資支援策
近年,日本企業は，グローバル需要の取りこみと地域経済活性化,産業構造の
転換への対応が必要になっている。そのため,日本政府は「海外展開支援」13と
「クール・ジャパン戦略」の推進に取り組んでおり,特に経営資源が少ない中
小企業が主な支援対象となっている。まず,海外展開支援策についてみる。中
12

〈新成長戦略実現 2011〉,産業経済省のホームページを参考にした。
（http://www.meti.go.jp/topic/data/growth_strategy/jitsugen2011.html）
13
〈ジャパン海外推進事業 海外展開プロジェクト 説明資料〉,経済産業省クリエイティブ産
業課,2010 年 12 月。
（http://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mono/creative/111214_13pj.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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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庁は，中小企業の海外展開に対するアドバイス（ジェトロ,中小機関,
日本工商会議所），販路開拓支援（ジェトロ,中小機関など），グローバル人
材の育成と確保（経済産業局,中小機関，日本工商会議所など），進出する国・
地域情報の提供（ジェトロ,外務省など）,金融面（日本政策金融金庫,商工組
合中央金庫,信用保証協会など）の支援を強化している」14。
次に「クール・ジャパン戦略」15についてみよう。2010 年以降経済産業省は
「クール・ジャパン戦略」を推進している。「クール・ジャパン戦略」として
は,日本のクリエイティブ産業の海外展開支援,輸出の拡大や人材育成,知的財
産の保護などを図る官民一体の事業も展開されている。その推進組織はいくつ
かある。一つは「クール・ジャパン室」が設置されており,戦略産業分野であ
る日本の文化・産業の世界進出促進,国内外への発信などの政策を企画立案及
び推進している。二つ目は「クール・ジャパン官民有識者会議」を経済産業省
主催で,日本文化の対外ビジネス展開や市場開拓を検討する会を有識者と関係
省庁参加で開催している。三つ目は「コンテンツ特区」を設置し，国外から人
材を集めようとしている。対象業種については 18 項業種16が選ばれた。また「ク
ール・ジャパン海外展開プロジェクト」の実施により,「文化と産業」,「ウチ
とソト」,「ネットとリアル」,「異業種と職種間」などへの海外連携を推進し
ている。その達成目標は 2020 年までに,世界市場からの 8～11 兆円の獲得を目
指している。

四、台日産業連携推進の現状と成果
「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プロジェクト」を推進してから，もう 4 年を経過して
いる。次に台湾と日本双方の連携・交流の動向を探求し，台日産業連携の推進
実績を検討する。

(一)台湾政府と日本政府との交流
以前から,台湾は，日本にとって見れば貿易取引規模と投資規模はまだ小さ
14

平成 24 年度中小企業関係予算案等のポイントを『クールジャパン戦略』,経済産業省,2012
年から引用。
15
経済産業省クリエイティブ産業課《クールジャパン戦略》,経済産業省,2012 年。
16
広告,建築,美術,骨董品,工芸,デザイン,ファッション,映画,ビデオ,TV ゲーム,音楽,舞台芸
術,出版,コンピューターソフトウェア．サービス,テレビ,ラジオ,家具,食器,ジュエリー,文
具,食品,観光などの業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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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し，台日双方には，正式な国交関係もないので，日本政府は，台湾側の台日
産業連携政策に対して，これに見合った対等な政策や措置を策定していなかっ
た。ところが，2011 年 3 月 11 日に発生した東日本大震災に対し，台湾側から
は，破格の各種支援（義捐金役 200 億円以上，28 人の救援隊派遣，大量の物
資提供等）が提供されたので，台湾亜東関係協会と日本交流協会は ， いくつ
かの大きな展開を取り出した17。
特に，台日双方の産業連携の協力関係を強化するため，2012 年 11 月 29 日
に台湾亜東関係協会と日本交流協会は ，
「日台産業連携架け橋ブロジェクトの
協力強化に関する覚書」
（MOU）を締結し，下記の項目に合意した。①中小企業
及び日台の地方ブロジェクトの協力関係を強化する。②製造業分野だけではな
く，サービス分野など幅広い産業分野にわたり協力関係を強化する。③台日双
方政府側による協力産業に,風力発電，太陽光発電，電気自動車，LED 照明，
金物，機械部品，電子設備，デジタルコンテンツ，バイオ医療，情報サービス，
電子商務取引などの 11 項目の特定産業を選定した。さらに，2015 年 11 月に
台湾亜東関係協会と日本交流協会は ， 「所得に対する二重課税回避と脱税防
止協定」を締結した。この協定は，台湾と日本の企業が相手方に投資して得ら
れた株式配当などの収入に対して 20％から 10％課税されるのみと定めている
18

。上述した日本政府が先頭に立って台日産業連携政策を採り出したので，日

本の地方自治体も台日産業連携政策を推進しやすくなったのである。

(二)台湾政府と日本の地方自治体との交流
「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プロジェクト」の実施以降，台湾政府は，台湾国内 ・
外における本土系企業や日系企業に対して，「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プロジェク
ト」などに関するセミナーを行っている。これに対して，2011 年から 2015 年
12 月にわたり，約 20 県の地方自治体が，台湾を訪問し，県内への投資誘致と
観光誘致セミナーを行った。さらに，台湾との交流を緊密にするため，2013
年 1 月 8 日に富山県は「富山県駐台商務協進連絡処」を設置し，2013 年 4 月

17

18

「台湾情報」の「日台関係」
，公益財団法人交流協会のホームページ
（http://www.koryu.or.jp/ez3_contents.nsf/12/F3CE8A140E14BA4649257737002B2217?Ope
nDocument）の資料から作成した。
〈台日二重課税回避協定を承認〉,2015 年 12 月 11
日,http://japanese.rti.org.tw/news/?recordId=3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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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静岡県は，「静岡県台湾事務所」を設置した。日本の地方自治体が，積極的
に台湾と交流をしている目的は，県内で主な役割を果している中小企業が市場
と雇用を確保し，県内の産業構造を転換するために，県内企業を台湾市場へ展
開させ，また，台湾企業との連携を促進し，さらに，台湾市場経由で中国や他
の地域へも進出することを狙うことである。
表2

台湾工業局と日本地方産業集積や地域との交流-2014 年 11 月までの実績

地方自治体

締結日期

連携・交流したい産業

民生化工

バイオ，医療，繊維，
食品

三重県，静岡県，福井県，富山県，石川県，愛媛県，
大阪府，栃木県，千葉県，埼玉県，群馬県，宮崎県，
広島県，秋田県

金属及び電機

グリー，手工具，運送
機械

兵庫県，大阪府，京都府，和歌山県，愛知県，岐阜県，
静岡県，熊本県，茨城県，高知県，東北地域

半導体，コンテンツ

沖縄県，宮崎県，大分県，福岡県，九州地区，山形県

サービス業

福島県，関東地域

電子情報
サポート技術情報

出所：工業局《工業局103年度專案計畫期末執行成果報告》，2014年12月31日，p.42。

表3
地方自治体

台湾と日本地方自治体の産業連携覚書の締結状況－2012 年～2015 年
締結日期

連携・交流したい産業

三重県

2012 年 7 月

機械，食品加工，医療器材

和歌山県

2014 年 2 月

繊維，食品加工

秋田県

2015 年 8 月

電子部品，自動車部品，リサイクル

高知県

2015 年 9 月

リサイクル

愛媛県

2015 年 10 月

醫療

出所：2015 年 8 月 25 日に TJPO を訪問聴し聴取した時の内容を整理したものである。

TJPO の資料によると，表 2 に示すように，2015 年 12 月までに，TJPO は約
30 県の産業集積・産業団体と連携・合作の関係を結んでいる。表 3 に示すよ
うに，5 県の地方自治体と産業連携覚書（MOU）を締結し，また，この 5 県に
おける特色ある産業及び地方中小企業と台湾産業・企業との連携・交流を促進
させようと考えている。それに，台湾政府と産業連携覚書を締結していない愛
知県や静岡県などの県との交流・協力も積極化している。特に，その中では，
三重県は，
「官・学・産」という三角連携の形態を構築し,海外展開政策支援を
行っているので，他の地方自治体より台湾との産業，学術，観光，文化などの
多面的な交流・連携が盛んになっている19。そのため,台湾と三重県の産業連携
の事例は,台湾と他の地域との連携や交流時における,参考モデルとなってい
19

林冠汝〈台中 ECFA 締結の台日産業提携の発展―三重県からの視点を中心にして―〉,《人文
学報》,真理大学人文学院,2014 年 10 月,pp.12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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るのである。

(三)台湾と日本の産業連携・交流
次に台日双方の産業連携覚書（MOU）と基本合意書（（LOI）の締結状況につ
いてみてみよう。表 4 に示すように，2012 年 3 月までに,約 22 の台湾産業・
企業と約 23 の日本産業・企業は,事業経営,研究開発設計,生産製造と市場マー
ケティングなどの分野で連携し,また,約 35 件の産業連携覚書（MOU）と基本合
意書（（LOI）を協定した。産業別には 6 つの戦略産業に分散している。台湾政
府に所属している技術研究機関（工業技術研究センター，台湾金属センター，
資策會，紡績研究所など）も日本の産業・企業との連携・協力を行っているこ
とが見て取れる20。以下に,2012 年 3 月以降の，産業別にみた台日産業連携の
重要事例をいくつか取り上げることにする。
表 4 台湾と日本産業企業の協定している MOU と LOI の現状-2012 年 3 月までの実績
単位：件
国別

航空

半導体
機械

グリーンエ
ネルギー

デジタルコ
ンテンツ

バイオテク
ノロジー

ハンド
ツール

3

1

2

5

2

9

22

企業

2

0

1

3

1

9

16

協会など

1

1

1

2

1

4

3

2

7

2

5

23

4

3

2

5

2

5

21

種業別
台湾

日本
企業
協会など

2

合計

6

2

注：1.「台湾企業」は，ほぼ中小企業である。これに対して日本企業は，ほぼ大企業が占めている。
2.「協会など」は産業協会,政府に所属している研究技術センター,財団法人などの機関である。
出所：2012 年 2 月から 3 月までの中小企業商機媒合整合サービスホームページにより整理したものであ
る。

1.金融方面
台湾の中国信託商業銀行は，2012 年 12 月に日本の東京スター銀行を買収し
て以降，2015 年 6 月までに 27 行の日本の地方銀行と業務を連携している21。
2.醫療科技方面
2012 年 9 月に台湾和鑫バイオ会社と日本中部医療株式會社22，2013 年 12 月
に工業技術研究院と日本東北経済連合会，2014 年 4 月に大同薬品工業（奈良
県葛城市）と台灣大江生醫（TCI），2015 年 7 月に台湾中美兄弟製藥と日本万
20

林冠汝「ECFA 締結の台湾経済・産業に対する影響と政府の対応策」
『名城論叢』,名城大学経
済経営学会,2013 年 3 月 15 日,pp.144-146。
21
今日新聞網站:http://www.nownews.com/n/2015/06/22/1725136。
22
同注（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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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製藥，2015 年 9 月 に 台 湾 国 光 バ イ オ 会 社 と 北里第一三共ワクチン株
式 會 社 23が 産 業 連 携 覚 書 （ MOU） を 締 結 し ， 台湾現地市場や日本市場向け
に薬 品 や 医療食品や医療器材などを共同開発している。
3.機 械 と 運 送 機 械 方 面
2014 年 2 月に台湾華德動能科技と日本 PUES EV 株式会社は，電気ミニバス
を研究開発する，高達能源科技と日本 PUES

EV は，電気自動車の電池交換シ

ステムを研究開発する，2014 年 3 月に台湾最大の情報サービス企業誠実情報
と日本ＡＭＩＹＡは，4Ｇのデータネットワークの運用を解決するといった内
容の，連携覚書（MOU）を締結した。2014 年 9 月に日本ソニーエナジー・デバ
イスと台湾立凱電能科技は，產業連携覚書（MOU）を締結し，立凱の主導で台
湾において動力用リチウムイオン電池と電池モジュール工場を設立し，ソニー
エナジーが生産能力の一部と技術サービスを提供することを計画している。
2015 年 12 月に富強鑫精密工業と日本松浦機械の台湾支社の台湾積層製造会社
は，3D 形状の水路技術を共同開発し，それに金属 3D プリント技術を導入する
基本合意書（（LOI）を協定した24。
4.半 導 體 方 面
台湾の資策会は，日本の沖縄県と情報科技（IT）産業連携覚書(MOU)を締結
した。2015 年 9 月 17 日に台湾電子設備協会（TEEIA）が日本の熊本県工業連
合会と業務連携に関する覚書（MOU）を協定し，台湾の電子設備産業が半導体，
精密機器，ディスプレイ，産業ロボットの分野で熊本県と密接に協力し，また，
双方では共同で第三国市場を開拓していくことを目指す25。
5.通 信 情 報 方 面
2014 年 2 月に台湾の財団法人資訊工業策進会と沖縄県産業振興公社は,IT
関連ベンチャー連携覚書を締結し,双方の IT 関連ベンチャー交流を活発化さ
せ,IT 関連ベンチャー連携を加速させ,協力関係を構築していくことにした26。
2015 年 1 月 に 日 本 講 談 社 と 台 湾 崴 智 資 訊 会 社 は ， 共 同 で Media Mation
MX4D™システム（メディアメイション エムエックスフォーディー）システムの
23

聯合財經網頁: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724/1174527-台日藥廠攜手-共構跨國防
疫網。
24
工業局《工業局 103 年度專案計畫期末執行成果報告》,2014 年 12 月 31 日,pp.135-162。
25
台湾電子設備協会のホームぺージ
（http://www.teeia.org.tw/jp/press_more.php?c=1&no=16&y=2015）,2015 年 9 月 4 日。
26
公益財団法人沖縄県産業振興公社のホームページ：
（http://okinawa-ric.jp/news/backnumber/9698.php）,2014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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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施設を開発する産業連携覚書(MOU)を協定した27。2015 年 4 月に,日本 NEC
は，世界最大の電子機器受託生産（EMS）事業者である鴻海グループとデータ
センター事業での協業に合意した28。2015 年 11 月に台湾工業局と日本電気株
式会社（NEC）と基本合意書（（LOI）を締結し，大規模なデータ分析，クラウ
ドコンピューティング，ネットワーキング及び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情報等の情報
を交流することにした。2015 年 7 月 に 日 本 の ㈱ カ プ コ ン と 台 湾 の「 財 団
法 人 資 訊 工 業 策 進 会 台 日 産 業 推 進 セ ン タ ー 」 が 産 業 連 携 覚 書 （ MOU）
を 締 結 し ，双 方 が 共 同 で 産 学 協 力 を 推 進 し ，国 内 の デ ジ タ ル 関 連 の 人
材 の ,デ ザ イ ン と ア ー ト 分 野 の 国 際 化 能 力 を 引 き 上 げ て い く と 共 に ，
台湾企業と連携し，第三国市場を開拓していくことを計画している。
ま た ，エ イ ベ ッ ク ス ・グ ル ー プ ・ホ ー ル デ ィ ン グ ス ㈱ は ，台 湾 の 智 崴
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と「新興の文化コンテンツ製品の開発協力覚
書 」 を 締 結 し た 29。
「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プロジェクト」は,5 年間で 500 件の契約を成立させ
るという達成目標を立てている。上述したように，2011 年以降，台日双方の
MOU と LOI の締結件数は増えているが,達成目標の 500 件と比べると,まだ遠い。
しかし台日産業連携の事例は，企業,研究機関，產業協会，政府に属す機関な
どの法人機関機構間の連携・協力をも含んでいる。今のところ,企業規模別に
は,大企業間の事例が多く，逆に中小企業間の事例は少ない。連携産業別にみ
ると，ほぼ台日双方政府が促進している 11 項の産業が中心である30。近年は，
金融，医学器材と医療品，バイオ，デジタル，運送機械，機械及び半導體など
の産業の事例が増加している。上述したように,MOU と LOI は締結が始まって
いる。和鑫生技会社と三重縣中部医療株式会社の「桌上型 X 光檢測機(CNX 50a)」
は成功し，2014 年 12 月に日本で郵便局と商品検査機関と対象としての市場の
開拓が始まった31。以上のように,2011 年以降,台日双方が台日産業連携政策を
27

台灣商會聯合資訊網（http://www.tcoc.org.tw/articles/20150123-ea5083e1）,2015 年 1 月
23 日。
28
台灣商會聯合資訊網（http://www.tcoc.org.tw/articles/20150123-ea5083e1）,2015 年 1 月
23 日。
29
經濟部工業局網頁:http://www.moeaidb.gov.tw/external/ct 風力発電,太陽光発電,電気自
動車,LED 照明,金物,機械部品,電子設備,デジタルコンテンツ,バイオ医療,情報サービス,
電子商務取引などの 11 項目の特定産業である。lr?PRO=pda.NewsView&id=18040。
30
風力発電,太陽光発電,電気自動車,LED 照明,金物,機械部品,電子設備,デジタルコンテンツ,
バイオ医療,情報サービス,電子商務取引などの 11 項目の特定産業である。
31
2015 年 9 月 11 日と 2015 年 12 月 14 日に和鑫生技会社を訪問調査した時の内容を参考に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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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に促進している効果が徐々に出てきている。

(四)台湾と日本の相互投資と貿易
「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促進プロジェクト」は,対象期間中に累計で,日本の台
湾に対する投資金額は 300 億ドル,台湾の輸出金額は 500 億 NT ドル増加すると
いう達成目標を掲げている。ここでは,台湾と日本の相互投資·貿易動向から推
進実績を検討してみる。先ず，相互投資についてみる。表 5 に示すように，2011
年に台湾は日本と「台日投資協定」を締結し，続いて，「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
プロジェクト」の誘致措置を実行している。その後，日本の台湾に対する投資
も著しく増加している32。2012 年から 2015 年までに日本の台湾に対する総投
資金額は約 210.05 億ドルに達しているので,達成目標の 300 億ドルに近づいて
いる。これに対して，上述した日本の政策に対応し，2011 年以降，台湾の対
日投資が増加している。しかし,日本の対内投資誘致政策は，台湾企業に対し
て誘致効果が高くなかった。その原因は,対日投資誘致対象産業が，ほぼ高付
加価値産業を中心としているため，先端技術を外国に依存している台湾企業に
とっては利用できる機会は少なかったである。
表5

台湾と日本双方の相互投資の状況－2008 年～2015 年
単位:千 US ドル

台湾の日本に対する投資
項目
年度

投資件数

投資金額

日本の台湾に対する投資

投資件数

投資金額

成長率

成長率

2008

23

52,105

-20.69%

2009

20

102,750

2010

22

40,648

2011

21

252,347

2012

35

2013

25

2014
2015

投資件数

投資金額

投資件数

投資金額

成長率

成長率

176.94%

1,828

8,203,435

-18.32%

-46.52%

-13.04%

97.20%

1,696

4,788,993

-7.22%

-41.62%

10.00%

-60.44%

2,020

3,798,680

19.10%

-20.68%

-4.55%

520.81%

2,264

4,903,901

12.08%

29.09%

1,089,349

66.67%

331.69%

2,704

5,547,319

19.43%

13.12%

170,499

-28.57%

-84.35%

3,186

4,924,480

17.83%

-11.23%

50

680,020

100.00%

298.84%

3,534

5,751,213

10.92%

16.79%

35

303,795

-30.00%

-55.33%

3,740

4,782,003

5.83%

-16.85%

出所:《104 年 12 月統計月報》，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のホームぺージ：
http://www.moeaic.gov.tw/system_external/ctlr?PRO=PublicationLoad&id=246。

また,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の 2015 年の統計によると33,2012 年以降，台湾
と日本の相互投資産業は，製造業（電子部品製造業,電力設備製造業,化学材料
32

2013 年と 2015 年に国内外景気の低迷の影響を受けて,台湾と日本の相互投資が急に減少して
いる。
33
《104 年 12 月統計月報》,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のホームぺージ：
http://www.moeaic.gov.tw/system_external/ctlr?PRO=PublicationLoad&id=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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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金属製品製造業）,金融及び保険業,卸売・小売業,不動産業,科学及び
技術サービス業，宿泊施設や食事サービス業などの産業に集中している。2009
年の中華研究院の研究34によると，台中 ECFA 締結以降,プラスチック，機械，
鋼鉄，石油及び煤製品，自動車及びその部品，非鉄金属などの製造業，及び商
品販売，住宅サービスなどのサービス業の生産量が増加すると予想されている。
したがって,ECFA 締結以降,台日産業連携誘致政策の推進で,台湾と日本の企
業は，ECFA 締結のメリットを享受し,生産量に良い影響を与える産業への投資
が増加している。概して言えば,台湾と日本双方の主な投資産業が似っている
ことにより,台湾と日本双方の間に水平産業分業という形態が形成されて来て
いるようである。
次に台日の相互貿易についてみよう。長い間，台湾は，日本の部品，機械，
材料などに依存してきた。しかし，上述したように，台中 ECFA の締結及び台
日産業連携誘致政策の投資促進効果を享受するため，日本の台湾に対する投資
が盛んになっており,そのため，台湾の対日輸出が増加しており,また,台湾の
日本に対する貿易赤字が減少しつつりある。表 6 によると,2012 年から 2015
年までの間に台湾の対日本輸出金額累計が 10.5 億 US ドル(約 330 億 NT ドル)
に達しており,その達成目標(500 億 NT ドル)に遠くないと見られる。これに対
して，日本からの輸入金額は減少する一方であり,その輸入金額は 2011 年の
522 億 US ドルから 2015 年の 387.1 億 US ドルに減少している。この原因の一
つは,台湾の会社が台湾での日系企業から商品を調達する傾向になりつつある
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もう一つは，ECFA の締結以降，台中双方の関税が引き下
げられているので，一部の台湾の企業は中国にある日系企業や台系企業から商
品を調達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ある。そのため，表 5 に示すように，日本
からの輸入金額とその成長率が減少し続けている。これに反して,中国からの
輸入金額とその成長率は，増加傾向となっている。ちなみに,中国からの輸入
金額は 2010 年の 359.5 億 US ドルから 2015 年の 441.90 億ドルへと大幅に増加
した（表 6 参照）。

34

中華経済研究院（2009 年）が GDAP モデルにより研究,分析した研究報告を参考に,ECFA 締結
の台湾経済産業に対する影響を探求する（中華経済研究院編集著《両岸経済合作架構協議
之影響評估》,2009 年,pp.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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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台湾と日本及び中国の相互貿易の状況-2010 年～2015 年
単位：億 US ドル

項目

日本

年度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輸出金額

180.10

182.30

189.90

192.20

199.00

192.80

輸出金額の成長率

24.21％

1.22％

4.17％

1.21％

3.54％

-3.12％

輸入金額

519.20

522.00

475.70

431.60

416.90

387.10

519.20％

0.54％

-8.87％

-9.27％

-3.41％

-7.15％

輸出金額

769.40

839.60

807.10

817.09

821.20

712.20

輸出金額の成長率

46.69％

9.12％

-3.87％

1.34％

0.40％

-13.27％

輸入金額

359.50

436.00

409.10

425.90

480.40

441.90

輸入金額の成長率

中国

2010

輸入金額の成長率
47.22％
21.28％
-6.17％
4.11％
12.80％
-8.01％
出所：〈經濟統計指標電子書〉，経済部統計処のホームページ
（https://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ContentLink.aspx?menu_id=7710），2015 月 1 月 31 日。

五、台日産業連携の展望と課題
(一)台日産業連携の展望
「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プロジェクト」は，実行してからもう 4 年を経過して
いる。2015 年 8 月の TJPO への訪問調査によると35，
「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プロ
ジェクト」を実行してから,台湾と日本の相互投資·貿易に対する促進効果がブ
ラスになったので,「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プロジェクト」は，2016 年に満期に
なっても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を続けていく可能性が高いと思われる。
また，筆者は，2012 年 7 月から国内外での日本官・学・産の専門家に台日
産業連携の発展についてインタビューしたが,その調査結果によると，台日産
業連携誘致政策は台日企業にとってインセンティブがあり，台日産業連携の発
展させていく可能性が高い。また，台日産業連携は，台日企業にとっても相互
にメリットを享受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め，台日企業アライアンスを結ぶインセ
ンティブが高まっている。それに，日本企業は国内市場の縮小と円高の影響を
受け，市場の拡大しているアジアへ進出し始める企業が多くなっており，さら
に,中国で投資に失敗した企業が他の市場への転換を考える企業も多くなって
いるため，それが,日本企業が台湾企業と産業連携を推進するよい契機となっ
ている。また，今後海外へ進出していく日本企業の中には,ノウハウの少ない
中小企業も多くなるので，台湾企業と連携し，台湾企業のグローバルなネット
ワークを活用すれば，中国市場や他の国・地域市場を開拓できる可能性が高く
なる。加えて，台湾投資環境の整備は,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他の国より進んで
35

2015 年 8 月 25 日に台日産業連携推進オフィス（TJPO）をインタビュー調査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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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り，また信頼感と親日感も高いので，日本企業にとって台湾企業との連携は
安心できる。
本論文は 2013 年 8 月に愛知県企業に対しても，台日産業連携の発展に対す
る視点を中心にアンケート調査をしたが,36調査結果では「台湾政府との連携・
交流を積極的に促進すれば,両国産業連携・交流は発展する」（42.11％）が第
1 位であり，「台湾市場が大きくないので,台湾市場からスタートし,台湾を拠
点にその他の国を開拓していくべきであろう」が第 2 位であり（36.84％），
「両
国産業に対してインセンティブがあるので発展していくであろう」」
（22.81％）
などと答えている企業が多くなっている。これに対して,「両国の相互貿易規
模が大きくないので,日台産業連携の発展が限られる」（14.04％）と答えた企
業のほうが低かった。ところが,「その他（わからない）」と答えた企業も
15.79％も占めているように,台湾の投資環境や投資情報を知らない日本企業
は多い。この点については,将来改善される必要がある。台湾内需市場は大き
くないという否定的な意見に対しては,まず将来，台湾市場でスタートし，そ
の後,これをベースにして,他の国・地域市場を開拓していくのが日本企業と台
湾企業双方が勝てる戦略,であることを強調していくことが大切であろう。

(二)台日産業連携の発展の課題
2011 年に台日双方は，台日産業連携誘致政策を推進して以降,台日双方の交
流,相互投資·貿易などは以前より盛んになっている。しかし,この研究の一環
として,アンケート調査や訪問調査を行った結果,台日産業連携の発展にはい
くつかの障害があることが判明したので，台湾側はこれに対する改善策に取り
組む必要があろう。その障害とは,まず,「対外経済貿易関係」面では,第一に,
台湾投資環境や台日産業連携誘致政策を知らない日本企業がまだ多いこと。第
二に,台湾が急いで他の国・地域と FTA を締結しなければ,台湾の他の国との貿
易障壁が多く残り,これがネックになること。第三に,台湾は中国の一部である
と見られていて,他の国との FTA が締結しにくくなっていること。第四に,中国
と台湾間の貿易を自由化し,外資系企業を誘致するインセンティブを高めるた
め,今後 ECFA で合意した早期収穫リストにおける産業と品目の範囲を拡大し,
また他の「商品貿易」,「サービス貿易」，「貿易救済措置」，「紛争解決」など
36

林冠汝〈三重県の企業と愛知県企業の台日産業提携に対する視点の比較〉
，
《名城アジア研究》,
名城大学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Vo1.6No.1,2015 年 3 月,pp.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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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障害事項についてもタイムリーに交渉を進めていくべきこと,などである。
また,「国内投資環境の改善」面では,第一に,台湾では,日本側に対する支援の
政府機関窓口が分散しすぎているので,サービス窓口を一本化すべきこと。第
二に,台湾で調達できない技術,部品,材料などの輸入関税率が高いので,技術,
部品などの輸入関税率引き下げを検討すべきこと。第三に日本企業がスムーズ
に台湾へ進出できるために,日本企業に向けの文献を日本語版で用意すること,
などである37。
日本側にもいくつかの障害があり,その改善が期待されている。第一に，台
湾は日本にとっては重要な貿易パートナーではないので，日本では台湾の投資
誘致政策，投資環境などの情報の提供や企業進出の支援体制が欧米，中国，東
南アジアなどの国々のそれに比べ不十分である。第二に，台湾は日本と正式な
外交関係を締結していないので，台湾政府は日本政府以上に地方自治体と対等
な連携・交流をすることが難しいのが現状である。台湾政府は，地方自治体と
の間で一層の交流・連携の促進政策を練る必要がある。しかし，今のところ,
台湾と産業連携覚書（MOU）を締結している地方自治体は 5 県のみであり，台
湾投資環境や台日産業連携誘致政策を知らない地方自治体や企業がまだ多い。
第三に,日本の地方自治体は台湾と産業連携を促進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るが，以
下の点で,対応できる仕組みと資源が不十分である：①日本の地方自治体にお
ける台日産業連携担当の仕組みの構築,②台湾投資環境に関する情報の発信,
③台日産業連携に対応できる人材の提供,④中国語や英語に対応できる人材の
提供,⑤海外展開に対する中小企業支援機関の仕組みの強化,⑥台日産業連携
政策の進捗に対応する予算の確保,などである。第四に，近年,市場拡大してい
るアジアへ進出し始める日本の中小企業が多くなっている。しかし,日本の中
小企業は,アジア市場を開拓する能力が不足している。すなわち，パートナー
探し,対象連携産業選定，海外進出に必要な人材の確保,外国語への対応,投資
環境の情報入手困難,などの深刻な課題がある。これに対して,日本企業からは,
地方自治体,中小企業支援機関,ジェトロなど関係機関からの,現在以上のサポ
ートが強く期待されている38。

37

林冠汝《台中 ECFA 締結以降の台日経済·貿易及び台日産業提携·交流の動き》,致良出版
社,2015 年 1 月,pp.118-119。
38
前掲書,2015 年 1 月,pp.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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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おわりに
総じて,2011 年に台日双方が台日産業連携政策を推進して以来,台日双方の，
政府間や産業間の連携・交流が以前より盛んになっている。台日間の相互投
資・貿易は 2011 年以前より著しく増加してきた。台湾 TJPO と連携・交流して
いる日本の地方自治体も増加する傾向にあり,また,産業間の連携覚書（MOU）
と基本合意書（LOI）などを締結した件数も次第に増加している。進出企業の
ターゲット市場も,台湾市場,或いは台湾企業や台湾子会社を経由して,中国市
場や第三国市場の開拓を目指すものとなっている。このように,アジア・ゴー
ルデン・トライアングル（台湾・日本・中国（あるいは他のアジア新興国））
が形成されつつあると見られる。台湾側が実施した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プロジ
ェクトは日本側に対してインセンティブを供与しており，その目標も達成しつ
つあり，投資誘致政策の推進がほぼ成功であったと評価できよう。これからも,
台日双方政府が台日産業投資誘致政策を推進しつづけることが期待される。
ところが,台日間の台日産業連携の事例は,今のところ,国際展開能力が高い
大企業の割合が高い。これからは,アジアへ進出し始める日本の中小企業が多
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る。折しも，ASEAN+1 と ASEAN＋3 などの貿易自由協定
が成立しつつあり ASEAN は日本と台湾双方にとっても主な貿易投資相手国に
なっている。しかし，日本企業，中でも日本の中小企業には東南アジアの事情
に通じる人材やアジア市場を開拓する能力が不足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台湾
はちょうど東アジアの中心に位置しており，中国や東南アジアとの関係も深く，
また，台湾のグローバル戦略の積極性と国際経営に関するノウハウの高さもあ
る。日本の中小企業にとってもこの地域での国際経営を成功させるために，台
湾企業とのアライアンスが 1 つの選択となりつつある。さらに，台湾投資環境
の整備は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他の国より進んでおり，また信頼感と親日感が高
いので，日本企業にとっては台湾企業との連携は安心できる。台湾企業と連携
し，台湾企業のグローバルなネットワークを活用すれば，中国市場や ASEAN
やその他の国・地域市場を開拓できる可能性が高い。
そのため,台日産業連携架け橋プロジェクトの推進で,台日双方の企業が互
いに弱みを補完し,強みを強化し,結果的に産業競争力が向上することが期待
できる。しかし，現在のところ,日台産業連携の発展に関してまだいくつか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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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が残されている。台日産業連携の発展を促進し，台日双方が Win-Win の関
係となっていくために，台日双方の台日産業連携の今後の発展に対して以下に
述べるような改善策を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る。
まず,台湾側からの改善策を検討しよう。第一に，台日産業連携誘致政策の
情報発信を強化する必要がある。調査結果によると，多くの日本における政府
機関，地方自治体，日本企業は台湾側の台日産業連携誘致政策についての情報
をあまり知らない。したがって，台湾政府は日本側に対し，これらの情報の発
信を強化すべきである。第二に，台湾と日本の地方自治体間との交流・連携の
促進が必要である。台湾は日本と正式な外交関係を締結していないので，台湾
政府は日本政府以上に地方自治体と対等な連携・交流をすることが難しいのが
現状である。台湾政府は日本の地方自治体との間で一層の交流・連携のために
政策を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れを考える場合，三重県と台湾との産業交流・
連携事例が他の地方自治体にとって一つのよいモデルとなる。第三に，台日投
資誘致対象産業を見直す必要がある。現在，台日産業連携誘致政策の対象誘致
産業は 6 つの戦略産業のみである。しかし，台湾側は，日本政府の推進する政
策や地方自治体の産業発展特性と台湾産業構造の特性とをマッチさせるのに，
相応しい対象誘致産業を地道に選び出す必要がある。第四に，台湾の国内外投
資環境の改善と整備を進める必要がある。先に述べたように，対内投資環境の
改善については，日本企業に対する支援窓口を統一・単一化し，また，日本語
と日本財経などに熟達した人材を育成し，日本企業に向けての文献を日本語版
で用意することなどが，早急に実施されるべきであろう。続いて，対外貿易関
係の改善については，台湾の産業競争力を向上させるために，積極的に中国以
外の国・地域と FTA 協定などを進め，今後 ECFA で合意した早期収穫リストに
おける産業と品目の範囲を拡大し,また他の「商品貿易」,「サービス貿易」,
「貿易救済措置」,「紛争解決」などの障害事項についてもタイムリーに交渉
を進めていくべきであろう。
次に日本側からの改善策をあげよう。第一に，国内向けに,台湾投資環境に
関する情報の発信を強化する必要がある。日本では台湾の投資環境に関する情
報の提供と，支援体制の強化を望みたい。第二に，日本の地方自治体と台湾と
の一層の交流・連携の促進策策定を期待する。台湾と日本の地方自治体との交
流のためには，相互の産業構造を検討するセミナーや，それにもとづい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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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連携セミナーなどを台湾と日本双方で開催し，相互の理解を図るなどの
地道な努力が必要となろう。第三に,日本の地方自治体では以下のような台日
の産業連携に対応できる仕組みと資源を強化すべきであろう。①地方自治体に
おける台日産業連携の仕組みや体制を強化する。②台日産業連携誘致政策に対
応する充実な予算を確保する。③台湾に,「駐台商務協進連絡処」やサポート
デスクを設置する。④台日産業連携に対応できる人材を育成する。⑤中国語や
英語に対応できる人材を育成する,などである。第四に,海外展開に対する中小
企業支援機関の仕組みを強化する。日本の中小企業は海外へ進出する経験と資
源が不足しているので,海外へ進出する場合の障害になる。そのため,海外展開
に対する中小企業支援機関の仕組みを強化し,中小企業に対して連携可能性が
高いパートナー,海外投資奨励政策,投資環境情報,対応できる人材などの提供
を推進すべきであろう。特に,中小企業はジェトロ,日本の地方治自体における
海外投資担当機関,中小企業支援機関,国内銀行などの機関からの支援に対す
る期待が大きいので,この機能向上を望みたい。日本の中小企業は海外へ進出
する経験と資源が不足しているので,海外へ進出する場合の障害になる。その
ため,海外展開に対する中小企業支援機関の仕組みを強化し,中小企業に対し
て連携可能性が高いパートナー,海外投資奨励政策,投資環境情報,対応できる
人材などの提供を推進すべき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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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台灣與日本推動台日產業合作的現況與面臨課題
林冠汝

摘

要

台灣政府為促進台日產業的合作與交流，在 2011 年 11 月推動「台日產業合
作搭橋推動方案」
，此方案將在 2016 年到期，以致台日雙方產業合作與交流的實
績，將是此計畫存續或政策調整的重要參考依據與注目的焦點。因此本論文首先
探討台日產業合作對台日雙方產業的利基與推動背景；接著說明台日雙方在台日
產業合作採取之推動政策與輔導措施；最後分析此方案推動後對日本的政府、地
方政府及產業等之影響與因應對策，以及台日產業合作的發展課題與未來展望等
內容。
經過本研究分析結果，
「台日産業合作搭橋推動方案」推動後，台 日 雙 方 的
合 作 與 交 流 轉 趨 熱 絡 ， 台日雙方產業或機構簽署産業連携覚書（MOU）と基
本合意書（（LOI）的件數也明顯增加。尤其在 日 本 地 方 政 府 當 中 ， 三重縣與
台灣在 2012 年 7 月共同簽署產業 MOU 後，三重縣與台灣的合作採取「三角連結
(產官學)」的推動模式，加上雙方政府有政策與措施做為後盾，因此雙方在產業、
文化、學術及觀光等創造許多實質的交流與合作。且三重縣為促進縣內中小企業
與台灣企業合作，加速中小企業國際化，於是提供許多企業媒合與交流的機會，
因此三重縣內中小企業在政府政策誘因的帶動下也展開來台尋找合作夥伴。因此
台日雙方政府正在推動促進中小企業的產業合作，未來台日雙方政府是否能提供
適切的輔導措施與創造媒合的商機，將是台日中小企業合作的成敗關鍵。同時，
未來台灣政府宜加強與日本地方政府的交流與合作時，三重縣與台灣所推動的
「三角連結(產官學)」的推動模式，將可作為台灣與日本的其他地方政府交流與
合作的參考與借鏡。
關鍵字:台日關係、產業合作、台日經貿、策略聯盟、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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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n the Status Quo and Confronting
Issues of Taiwan-Japan Industrial Alliance
Lin kuan-ju

Abstract
Back to November of 2011 Taiwan has initiated “Taiwan-Japan Industrial Bridge
Program” to enhance Taiwan-Japa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As the
duration of the program is coming to an end in year 2016, whether the program is to
continue or make any shift in direction lies in the actual progress of both parties in
their industrial cooper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mutual
benefits and background of the industrial bridge program, then the author of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olicy and concrete measures taken by the two parties. Finally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gram on Japan, including its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industries is analyzed; the future prospect and foreseen difficulties of both sides are
explored as well.
Results of study show that after implementing the above program, both Japan
and Taiwan entered a more active mode in mutu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and that
the article number of MOU or LOI agreed on both parties also shows an increasing
curve. Among the local governments of Japan, in particular, Mie Prefecture since the
signing up of MOU has adopted the model of “triangular alliance of
government-industry-academia”. Both countries as a result create quite an extent of
substantial achievement in terms of their industrial, cultural, academic interaction, as
well as cooperation in tourism. Moreover, Mie Prefecture provided many
opportunities for the mediating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its enterprises and those of
Taiwan, with the aim of stimula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its
small-to-medium-sized enterprises. Various small-to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the
prefecture, encouraged by such government policy, has travelled to Taiwan to look for
business partners.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government of both Taiwan and Japan ar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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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 of promoting cooperation among small-to-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
key to its success lies in the fact that whether both governments can provide proper
guidance and opportunities. It is suggested that Taiwan further strengthen its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Japan government; the model of triangular alliance of
government-industry-academia brought up by Mie Prefecture will be a good model of
reference in the enhancement of mutu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local governments of
Taiwan and Japan.
Keywords: Taiwan-Japan relations, Industrial cooperation, Taiwan-Japan trade,
Industrial alliance,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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