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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自創刊以來，以提供公開且專業的學術交流園地為宗
旨，歡迎有創見、學術性的文稿。除了系上老師大力支持與投稿之外，也廣邀海
內外學有專長的學者加入我們的園地，本期並敦請季旭昇、陳益源、楊晉龍、韓
碧琴擔任校外編輯委員，落實嚴謹的審查制度，提昇本刊的學術水平。
本期收稿 13 篇，初審不通過 3 篇，通過初審之 10 篇分送二至三位相關領域
之校外審查委員，通過者 5 篇。總計本期共收稿件 13 篇通過 5 篇，通過率約為
38%，退稿率約為 62%。本期共刊登 5 篇論文，無本系專、兼任教師及博士研究
生之稿件，內稿率為 0%。
本期刊登之 5 篇論文包括：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廖棟樑老師〈哀歌：論
〈九章〉的情感書寫〉
、南通大學楚辭研究中心陳亮老師及南通大學文學院許應田
碩士生〈科學計量學視野下的臺灣《楚辭》研究（1947-2015）〉
、南華大學文學系
高知遠老師〈
「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文心雕龍》「樞紐論」中「情文
相應」之理論範型〉
、明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郭玲妦老師〈由「修己型家」至
「型方訓俗」——宋代士族重建家內秩序之理想析論〉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博士生徐偉軒〈韓愈典範的多元意義——從潮州韓祠出發的考察〉
，每篇論文均通
過外審，頗具學術價值。
本期能順利出刊，感謝所有論文投稿人、論文審查委員、本系全體同仁以及
研究生的投入，本刊將秉持嚴謹的專業精神，期盼能繼續受到校內外專家學者的
批評指導。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編輯委員會 謹誌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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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歌：論〈九章〉的情感書寫*
廖棟樑**
摘

要

〈九章〉與〈離騷〉同是屈原辭中哀歌「情境」的典範，由於〈離騷〉所表現
「情境」已超越詩人生命的現實歷程而可作為屈原辭的典型，加上被習稱「小離
騷」的〈九章〉時地、真偽與單篇是過去研究熱點，故而相關〈九章〉的整體、比
較研究較為薄弱。本文認為〈九章〉可視為「以類相從」之作，其篇幅長短、表現
形式和語言風格相近，情感表現亦大抵相同，且大都瀰漫著哀婉的悲歎以及追懷過
往事件情調的哀歌性質體現得更為充分。洪興祖《楚辭補注》云：「〈騷經〉之詞
『緩』，〈九章〉之詞『切』，淺深之序也。」發現二文的區別可謂極有見地，唯
「淺深之序」一語顯得籠統。本文即擬通過自稱代詞、發憤抒情、地可以怨等「構
形」層面的描述性分析，具體而微地闡述作為哀歌的〈九章〉有別於〈離騷〉之
「詞『切』」的情感書寫。需要說明的是，因為〈橘頌〉在〈九章〉中風格迥異且
獨具別格，與其他篇章之關係與聯繫的解讀尤其複雜，且可以獨立成文，故將另文
處理，本文暫不討論。

關鍵詞：九章、屈原、哀歌、情感書寫、離騷

*本文原於 2017 年 5 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主辦之「第 26 屆詩學會議──『楚辭學』學術研討會暨臺
灣端午文化論壇」發表初稿，承蒙講評人周益忠教授、與會學者以及兩位期刊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
見，謹此銘謝。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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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憑感傷的手法
使有限的對象變成無限。
──席勒：〈論素樸詩與感傷詩〉

一、前言
在《審美教育書簡》出版的第二年（1796），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寫就了〈論素樸詩與感傷詩〉，這是席勒最重要的一篇文藝理論論著。文章
指出，所謂「素樸詩」，即是「模仿自然」的詩，此時詩人與自然之間，是一種原
始的和諧的素樸關係。而所謂「感傷詩」，則是「表現理想」的詩，此時詩人失掉
了自然，所以在作品中千方百計地「尋求自然」，對自然的態度如同成人失去童年
一樣，是依戀的、感傷的。他說，這類作品中所描寫的自然「代表著我們失去的童
年，這種童年對於我們永遠是最可愛的；因此它們在我們心中就引起一種傷感」。1
接著，席勒還著眼於詩人對現實或理想的感情態度來劃分感傷詩的種類，由此產生
了諷刺詩、哀歌和牧歌等。席勒指出，哀歌（Elegy）與牧歌（Pastoral）完全一
樣，在理想和現實相結合，或者當理想超於現實之上的時候才會出現。如果理想是
引起悲哀的原因，也就是當理想在現實中已經消失、已不可能覓得時，人們就寫哀
歌；如果理想成了歡樂的對象，也就是它作為一種現實被發現時，其作品就是牧
歌。席勒認為，所謂「哀歌」，是理想被表現為不可企及，現實又無法忍受，因而
產生一種悲哀，但此種悲哀只應產生於追求理想所引起的熱情，而不能產生於感官
需要的滿足。席勒為哀歌確立了一種評價標準，即真正的哀歌決不能是針對一個有
限的外在對象。他以奧維德（Ovidius N. P）為例，說明個人的悲歡得失因為缺乏
力量、精神和高貴的品質而不能成為哀歌的內容，只有把「有限的東西轉換為無限
的東西」，悲歎一個內在的無限理想之後，如此，哀歌才具有詩的價值。2這個深刻
1
2

見朱光潛：《西方美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年 6 月），卷下，頁 456。
關於「哀歌」有二個意思，一是指稱詩體，二是「感傷」性質。席勒在這裡不是專講哀歌詩體，而是講表
達「感傷」的作品。本文藉著「哀歌」的提法，闡述〈九章〉的情感特徵及其書寫。〔德〕席勒著，繆靈
珠譯：〈論素樸詩與感傷詩〉，章安祺編訂：《繆靈珠美學譯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年 8 月），卷 2，頁 223-298。另參劉皓明：〈哀歌與箴銘體疏證‧體說〉，《荷爾德林後期詩歌（評注
卷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 4 月），頁 177-200。《楚辭》被視為哀歌，參見〔匈牙
利〕特克依‧費倫茨（F. Tökei，1930-2000）著，錢林森譯：〈論屈原二題〉，收入錢林森編：《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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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讓我們在分析中國悲哀性的作品時，得到了完全的類比而可證實。《楚
辭》無疑具有哀歌的性質，具有「崇高」價值，因為作為第一位詩人的屈原，告別
了林庚所謂《詩經》的那個「天真的童年」，而開始「知道悲哀」、認識命運，便開
始陷入生的苦痛，3「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所以，「心絓結而不解
兮，思蹇產而不釋」（〈悲回風〉），正是始於這種深化了的對於個體存在痛苦的理
解，卻又不是只流於個人悲傷的表達，哀歌也就產生了。英國傑出的《楚辭》學者
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也認為，《楚辭》中的詩歌內容可分成
兩類：「其中一類我稱之為憂鬱、哀怨的詩，抒發詩人對昏庸的君王，對殘酷的命
運，對腐朽、惡毒、不可理喻的社會所感到的悲痛和憤怒。」 4 霍克斯所謂「憂
鬱、哀怨的詩」
，即是沿用席勒所說的「哀歌」。
其實，中國古代學者也早已認識到《楚辭》的「哀歌」性質，如司馬遷（前
145-？）認為「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
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有著「讀〈離
騷〉、〈天問〉
、
〈招魂〉、
〈哀郢〉
，悲其志」5的情感體認。緣此，在情感體認上，前
人莫不敏感地體會而強調其悲憤哀怨的一面：
晉陶淵明（352-426）曰：
「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6

3

4

5

6

漢學家論中國文學──古典詩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 年 5 月），頁 75-83。陳世驤在
〈論中國抒情傳統〉中也稱《楚辭》為「楚地哀歌」（Ch’u Elegies），見張暉編：《中國文學的抒情
傳統──陳世驤古典文學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15 年 1 月），頁 4。
林庚：《中國文學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2 月），第五章，頁 51。另參見張淑香：〈抒
情自我的原型──屈原與〈離騷〉〉，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印：《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 年 12 月），頁 47-48。其他諸如［日］小川環樹：
〈風與雲──感傷文學的起源〉，收於氏著，周先民譯：《風與雲──中國詩文論集》（北京：中華書
局，2005 年 7 月）；［日］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譯：《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11 月）以及［德］顧彬著，馬樹德譯：《中國文人的自然觀》（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0 年 1 月）；顧彬著，刁承俊譯：《中國詩歌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等都有類似的看法。
另一類「我稱之為巡遊式的詩，描寫詩人的旅途經歷，其內容有時是真實的，但更多的時候是出於想像
的、超乎自然的旅途經歷」。見〔英〕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es）著，程章燦譯：〈神女之探尋〉，
收入莫礪鋒編：《神女之探尋──英美學者論中國古典詩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2
月），頁 36。
〔西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唐山出版社，2007 年 10 月），
〈屈原賈生列傳〉，頁 983；991。
〔晉〕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4 月），〈感士不遇賦〉，
頁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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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劉勰（465-522）曰：
「
〈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7
唐李白（701-762）曰：
「哀怨起騷人。」8
宋嚴羽（1191-1241）曰：「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洟滿
襟，然後為識〈離騷〉
。」9
明胡應麟（1551-1602）曰：
「惻愴悲鳴，參差繁複，讀之使人涕泣沾襟者，
〈九章〉等作是也。」10
清方東樹（1772-1851）曰：
「屈以窮愁。」11
這些論述把握住屈辭的抒情特徵，不足之處是語焉不詳，值得進一步具體分析。
審視《中國文學史》，一般總喜歡以「悲劇」稱呼〈離騷〉與〈九章〉這一組
詩歌。不過，根據亞里斯多德（Aritotle，前 384-前 322）的說法推而廣之，「所謂
悲劇，不是指一種特殊的文學體製，而是指一種特殊的故事（或情節）構造模式，
它可以將『行動中的人』透過文學的摹仿，達到某種特殊的藝術效果。」12按照這
個標準，〈離騷〉、〈九章〉的敘事成分極其稀薄，那是獨白中的偶然帶出的某些
時、地、事，而不是如西方所說的「情節安排」。那麼，〈離騷〉、〈九章〉只能說是
抒情詩，並且，「大都彌漫著一種哀婉的悲歎，以及追懷以往事件的情調。在這些
詩篇中，即使有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憧憬，它們也依稀地隱約地以這種哀婉的情調道
出。」13故而，以「哀歌」稱呼，更能貼近、精準道出〈離騷〉、〈九章〉的特質。
哀歌是廣義抒情詩之一種。И.C.科恩（И. C. Koʜ，1928-2011）指出，在抒情
詩那裡，「個體的自我感覺比在史詩中表現得更為有力，這可能是因為一方面抒情
詩產生於更加成熟的社會，另一方面在一切歷史條件下個體性都是首先通過描述情
緒體驗顯示出來（自我感覺先於自我意識），而抒情詩又恰恰是表現情緒的專長手
7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 年 2 月），〈辨騷〉，頁 47。
〔唐〕李白著，安旗注釋：《李白全集編年注釋》（成都：巴蜀書社，1990 年 12 月），〈古風〉其一，
頁 936。
9
〔南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 年 5 月），〈詩
評〉，頁 170。
10
〔明〕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年 10 月），頁 6。
11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年 6 月），頁 5。
12
呂正惠：〈悲劇與哀歌〉，收入左東嶺、陶禮天主編：《中國古代文藝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35。
13
張思齊：〈在比較的視域中從〈九章〉看楚辭的哀歌性質〉，《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
200 期（2008 年 4 月），頁 12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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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14同樣，卡西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說：「透過情緒的媒介，抒情
詩人使我們得以洞觀靈魂的深層，靈魂的這些深層向度，是詩人自己以及吾人以往
一直無法理會和無法接近的。」「每一個偉大的抒情詩人都讓我們認識到一種嶄新
的對世界之感受，他們把生命和實在以一種吾人以往見所未見的和無法想像的形態
顯示出來。」15確如其言，對於屈原，詩歌寫作不僅僅是情感抒發的自然形式，亦
是創造出一個為後世銘記的個體自我的一種藝術手段。「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
以自明」（〈惜誦〉
）
、
「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抽思〉）、「介眇志之所感兮，竊賦
詩之所明」（〈悲回風〉
）
，屈原如此昭告。的確，在他之前或同時，沒有中國詩人可
以創造出這樣多面且引人入勝的個體藝術形態。
再深入言，讓我們徵引蘇珊‧朗格（Susanne Katherina Langer，1895-1985）之
說為論，她認為藝術與人類情感生活有邏輯上類似的形式結構，是一種發展了的暗
喻，表現了人類情感意識自身的邏輯。《藝術問題》第四講「生命的形式」中她指
出，在藝術評論中廣泛應用的一種暗喻，便是將藝術品比作「生命的形式」（form
of life）。藝術是「生命的形式」
，藝術形式「必須與某一生命的形式相類似」，藝術
作品唯有以一種與生命基本形式相類似的邏輯形式呈現出來，才能激發人們的美
感。她又說：「關於生命形式的一切特徵都必須在藝術創造物中找到。」藝術形式
在本質上和生命結構是一致的：「你愈是深入地研究藝術品的結構，你就會愈加清
楚地發現藝術結構與生命結構的相似之處，這裡所說的生命結構包括從低級生物的
生命結構到人類情感和人類本性這樣一些高級複雜的生命結構（情感和人性正是那
些最高級的藝術所傳達的意義）。正是由於這兩種結構之間的相似性，才使得一幅
畫、一支歌或一首詩與一件普通的事物區別開來──使它們看上去像是一種生命的
形式；使它看上去像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用機械的方法製造出來的……」 16循
此，蘇珊‧朗格斷言：
假如它是一首優秀的詩篇，它就必然是一種表現性的形式，……這種表現性
形式借助於構成成分之間作用力的緊張和鬆弛，借助於這些成分之間的平衡

14

15
16

〔蘇〕伊‧謝‧科恩著，佟景韓、范國恩、許宏治譯：《自我論》（北京：三聯書店，1986 年 12 月），
頁 56。
［德］卡西勒著，關子尹譯：《人文科學的邏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 年 1 月），頁 202。
〔美〕蘇珊‧朗格著，滕守堯、朱疆源譯：《藝術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年 2
月），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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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平衡，就產生出一種有機性的幻覺，亦即被藝術家們稱之為「生命的形
式」的幻覺。17
這一段話有助於我們理解詩歌形式與「生命的形式」的關係。在此援引蘇珊‧朗格
的理論，是要強調屈原辭「哀歌」感傷的「構形」18，而此一感傷「構形」是與屈
原的情感生命密切相關。屈辭中所謂「惜誦」
、「抒情」的「抽思」之舉，指的乃是
對情感給以藝術的表現。「抒情」既是屈原託詩陳情心理動機的申明表白，同時更
是驚采絕艷的「哀歌」造藝動能。本文強調詩歌形式與「情感」、「情境」的綰合，
形式是「情感」
、
「情境」的呈現。
〈惜誦〉說：「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
明。」這個「重著」
，就是針對〈離騷〉而言的，
「重著」的文章與〈離騷〉有著不
可分割的關係，19顯然屬於〈離騷〉的類型，和〈九歌〉、〈天問〉等篇是不同性質
的。〈離騷〉與〈九章〉都是屈原辭中哀歌「情境」的典範。由於〈離騷〉所表現
的「情境」，已在相當深度和程度上，超越了詩人生命的現實歷程，而可成為屈原
辭的典型。加上，〈九章〉常被視為「最富有個人性、即時性和多樣性」的「組
詩」，20時地、真偽與單篇是過去研究的熱點，故而，對〈九章〉的整體研究相對
比較薄弱。21其實，〈九章〉（〈橘頌〉除外22）可視作「以類相從」，絕非「了不相
關之文」，不管是作品的篇幅長短，還是表現形式和語言風格大致相近，專就情感
表現言亦大抵相同，並且，哀歌性質在〈九章〉中體現得更為充分。總之，對〈九
章〉情感書寫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揭示屈原辭的哀歌情境。
17
18

19

20
21

22

〔美〕蘇珊‧朗格著，滕守堯、朱疆源譯：《藝術問題》，頁 143。
如同卡西勒指出文字藝術的創造，並不是一種「非自願的本能的反應」，而是一種「有目的性的」「構
形」過程，自有其「存在方式」與之所以「感染」人們的表現效果。見甘陽譯：《人論》（上海：上海
譯文出版社，1985 年 12 月），頁 181。
［清］屈復（1668-1739）《楚辭新注》云：「三閭忠而被謗，國無知者，〈離騷經〉之作，以自表明其
志。懷遷襄放，遠志彭咸，又作〈九章〉以自表明也。故首章曰重著以自明，末章曰竊賦詩之所明。苦
心真切如此。」見吳平、回達強主編：《楚辭文獻集成》（揚州：廣陵書社，2008 年 8 月），第 13 冊，
頁 9141。
楊義：《楚辭詩學》，《楊義文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0 月），卷 7，頁 371。
根據李誠、熊良智主編《楚辭評論集覽》（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0 月）書末附錄一、二：
〈楚辭研究論文總目〉及〈楚辭研究論文總目續編〉，從 1928 年至 2000 年，〈九章〉研究共有論文 254
篇，其中把〈九章〉作為整體研究的只有 44 篇，佔不到總數的五分之一。2000 年以降，重個別篇章而輕
整體研究的情形，似亦未有太大變化。
西方學者認為哀歌具有三方面的情感功能：悲悼、頌揚與安慰。那麼，剋就題目書寫而言，〈橘頌〉
「美盛德」的「頌揚」情感，自是哀歌的題中之義。關於〈橘頌〉將另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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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稱代詞
倘若認為「抒情」不只代表一種文體或主題，23而更多是表達一種心靈的狀態
或思想感情的動態，哀歌自然可以納入「抒情」的範疇，那麼，抒情經驗的「自我
感」便相當重要，幾乎所有為抒情詩定義的學術見解中，都必然先提到抒情的自
我，必然強調抒情詩是主觀的自我表達，是以第一人稱發聲，所謂「文學家切身地
反映的自我影像」。24相對於《詩經》描摹社會生活的集體存在樣貌，屈原辭則勾
勒出一幅自我心靈的起伏圖像，其中呈現濃烈而鮮明的個人抒情意識。
在抒情詩中，顯示主體姿態、形象和命運的切入點之一，即是「自稱代詞」的
使用，同時，自稱代詞在話語修辭結構中的位置，也往往是詩人情感生命的體現，
乃是作品意義得以顯揚的媒介；藉由作為抒情主體的自稱代詞，詩人的「抒情自
我」更得以開展與突顯。然而，在詩言志的觀念下，加以本於含蓄敦厚的信仰，傳
統詩歌大體常呈現「自稱代詞」的「我」的缺項情形：省略或隱蔽之主語，總是冀
望讀者自行從中補足語意、情境。《詩經》如此，屈原辭亦然。但尤值得注意的
是，〈離騷〉其中即使同時使用了大量的自稱代詞， 25 而飽含見疏之情、流離之
苦、故國之思的〈九章〉，屈原在主觀情志發抒之一，也體現在大量顯露自稱代詞
作主語，強調詩人個體自我。職此，作為抒情主體「我」的自稱代詞大量出現，
〈九章〉此一現象仍值得特別關注。「自稱代詞主語的大量使用使浪漫詩人屈原一
腔情懷得以淋漓酣暢地顯現」
，26這是屈騷美學和詩體韻律構思學上的一大特徵。
古代漢語中的自稱代詞，有「朕、台、卬、吾、我、余、予」等字。〈離騷〉
中可見之自稱代詞有五：
「余、吾、予、朕、我」，分別使用 51 次、26 次、4 次、4
23

24

25

26

關於「抒情」的界定，高友工〈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下）：經驗材料的意義與解釋〉云：「它並不是
一個傳統上的『體類』的觀念。這個觀念不只是專指某一個詩體、文體，也不限於某一種主題、題素。
廣義的定義涵蓋了整個文化史中某一些人（可能同屬一背景、階層、社會、時代）的『意識形態』，包
括他們的『價值』、『理想』，以及他們具體表現這種『意識』的方式。」見《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
集》（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 5 月），頁 83。
〔愛爾蘭〕喬伊斯（James Joyce）對抒情詩提出定義，認為抒情詩是「藝術家能切身地反映他的自我形
象的藝術形式」。引自 Alex Preminger,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Lyric”, p.462。陳世驤在〈中國的抒情傳統〉中，亦徵引喬伊斯的這個
定義。
參見拙著：〈抒情自我──論〈離騷〉的自稱代詞〉，頁 5。此文發表於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之「第
十五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文學研究的當代新視域」，2017 年 1 月 12-13 日。
王海龍：〈離騷句型結構的語義研究〉，《新文學》第 6 輯（2006 年 8 月），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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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2 次，總計 87 次，以「余」、「吾」二者為最多。27「余」字可用於主語、定
語、賓語，彼此數量相當，以居定語者稍多；「吾」字亦可用於主語、定語、賓
語，唯以主語佔絕對優勢；「我」字僅用於賓語；「朕」字僅用於定語。28檢視〈九
章〉中的自稱代詞，與〈離騷〉如出一轍，同義的人稱代詞多，且這些代詞出現之
次數亦多；可見在屈辭中，
〈九章〉和〈離騷〉屬於同一性質與類型。
〈九章〉的自
稱代詞共出現 62 次，除「予」字未見外，與〈離騷〉相同，亦以「余」、「吾」二
字使用最多。29茲分析如下：
「吾」字用於主語、定語、賓語，包括〈惜誦〉5 次、〈涉江〉8 次、〈哀郢〉3
次、〈抽思〉5 次、
〈懷沙〉2 次、
〈思美人〉7 次、
〈悲回風〉1 次。30
用於主語者，有居於首字、二字及中字三種情形，例如：
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惜誦）
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思美人）
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思美人）
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涉江）
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思美人）
用於定語者，也有居於首字、二字及中字三種情形，例如：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惜誦）
27

28

29

30

見〈抒情自我──論〈離騷〉的自稱代詞〉，頁 5。按：廖序東〈論屈賦中人稱代詞的用法〉統計〈離
騷〉中的自稱代詞，云「余」字出現 50 次，見《楚辭語法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 年 2 月），
頁 4。唯檢視〈離騷〉全文，應是 51 次。
見〈抒情自我──論〈離騷〉的自稱代詞〉，頁 9。又參見廖序東：《楚辭語法研究》，頁 4-10。按：
廖氏書中有稱主格、領格、賓格者，乃源於傳統英文文法術語。本文採用現代漢語用法，稱為主語、定
語、賓語。
根據廖序東統計，「余」字出現 25 次，「吾」字 31 次，用於主語、賓語、定語；「我」字出現 4 次，
用於賓語；「朕」字出現 2 次，用於定語。見《楚辭語法研究》，頁 10-12。
相較於〈離騷〉的自稱代詞使用，〈九章〉的確有某些現象不知如何解釋，比如〈惜往日〉與〈橘頌〉
皆未運用自稱代詞。在〈九章〉中，詩人用「我」用得是夠突出、夠典範了，所以我們特別提出來。但
他為什麼在用了那麼多的「我」的同時，又捨棄了那麼多「我」的表達，這種隱藏主語的形式表現，其
中有語法原因，有修辭原因，有邏輯原因，有音韻原因，有詩歌美學原因，甚而是政治或社會原因？這
是一個值得再深究和展開的課題，本文目前僅能揭明在古詩中自稱代詞主語不出現是一種常態下，詩人
突出自稱代詞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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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抽思）
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涉江）
用於賓語者，則有居於二字、中字的情形，例如：
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抽思）
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懷沙）
「余」字亦可用於主語、定語、賓語，包括〈惜誦〉5 次、〈涉江〉9 次、〈哀郢〉1
次、〈抽思〉5 次、
〈懷沙〉5 次。
用於主語者，居於首字、二字及中字之情形，例如：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涉江）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涉江）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惜誦）
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惜誦）
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涉江）
用於定語者31，只有居於二字與中字的情形，例如：
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涉江）
文質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懷沙）
用於賓語者，也是居於二字與中字的情形，例如：
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抽思）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惜誦）

31

其中「余之中情、余之從容、余之異采、余之所臧、余之所有」，屬於「S 之 N」及「S 之所 N」之結
構，與「余心、余馬、余車、余目」之「SN」結構不同。前者可為主語＋繫詞＋賓語的 NP（名詞詞
組），本文將二者一併納入統計。

-9-

10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三十五期

「我」字只用於賓語，包括〈惜誦〉1 次、〈抽思〉2 次、〈思美人〉1 次；「朕」字
只用於定語，包括〈抽思〉1 次、
〈思美人〉1 次，例如：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惜誦）
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抽思）
〈九章〉的自稱代詞就其用法言，可分三類：「余」、「吾」一類，「我」一類，
「朕」一類。「余」、「吾」能用於各格，「我」則只能用於賓語，「朕」則只能用於
定語；顯見「余」、「吾」一類使用最為活潑，主、賓、定語皆已全備。 32正是如
此，〈九章〉中的自稱代詞，「吾」字出現次數最多，「余」字次之。「吾」字出現
31 次，用於主語者 18 次，定語 8 次，賓語 5 次；
「余」字出現 25 次，用於主語者
8 次，定語 12 次，賓語 5 次；
「我」字用於賓語，出現 4 次；「朕」字用於定語，
出現 2 次。「吾」字之使用，以主語為多；「余」字之使用，以定語為多。
〈九章〉
使用「吾」字較之〈離騷〉為多，且以主語為主，並多居首字，難怪朱熹會有所謂
「『余』『吾』並稱，詳其文意，
『余』平而『吾』倨也」33的印象。
〈離騷〉之自稱代詞，有「點」的、「線」的甚至「面」的分布，〈九章〉諸
篇，亦可得見此情形，藉此，我們可以觀察自稱代詞在句中出現的頻率。「線」的
分布，如〈惜誦〉云：
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
此段言心中鬱悶憂愁、失意潦倒，苦陳無路，呼喊莫聞，其憂傷煩悶之情，無以名
狀，故而請厲神為其占卜。使用「余」字 4 次，分別用於主語中字、定語、賓語、
主語第二字；「吾」字 2 次，分別用於賓語、主語首字。在同有某種用法的代詞
32

33

廖序東更指出：「『余』『吾』也頗有不同處，『余』是全面發展的，而『吾』則主要用於主格；其次
用於領格，不帶『之』字；再次用於否定句中的賓格，置動詞前；不大用於動詞後的賓格，不用於介詞
後的賓格。」見《楚辭語法研究》，頁 14。
〔南宋〕朱熹：《楚辭集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第 19 冊，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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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而用「余」、時而用「吾」，這固然就是楊樹達所說的「避免重疊」34、廖序
東所謂的「語言諧和上的考量」 35，但是，「余」、「吾」的錯落使用，彼此就形成
了呼應回環，突出「抒情自我」形象。何況，扣除用於主語首字、請神占卜為之
者，其餘五者，即使為主語，亦非處於具有全權，能指令他人、能控制命運之地
位，剛好可以表現憂鬱不得志的情懷。又如〈抽思〉云：
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
此段言楚王態度驕慢，出爾反爾。其中「我」
、「吾」、「余」三個自稱代詞，五次皆
用於賓語，彼此遙相呼應，同樣表達身不由己、動輒得咎的窘狀。
至於塊狀的「面」的分布，可以〈涉江〉為代表：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虯兮驂白螭。
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
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
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
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
密集使用自稱代詞共十二處，有如司馬遷評價〈離騷〉「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讓
讀者深切地瞭解到主人公多麼強調自我、張揚個性，果若「冗餘」必欲使之簡練而
刪掉多處自稱代詞，我們會坐失抒情主體的情感意緒。其中，作為主語者六：位於
首字者三，明顯具有主導性，如「余幼好此奇服兮」表明自幼脩潔自好之堅持，
34

35

楊樹達《中國修辭學》論「變化」說：「古人綴文，最忌複沓。……欲逃斯病，恆務變文。」見《中國
修辭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12 月），頁 33。
廖序東說：「為了求音調的諧和，使用那麼多的代詞，而是不能不注意它們與上下之間語音上的配合
的。……當然屈原寫作的時候，選用哪一個代詞，驗之於口吻，是一下子就可以確定的。段玉裁於《說
文解字注》『我』字下注說：『論語二句而『我』、『吾』互用，毛詩一句而『卬』、『我』雜稱。蓋
同一『我』義，而語音輕重緩急不同，施之於文，若自其口出』，正與此處所說的意思相合。」見《楚
辭語法研究》，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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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方高馳而不顧」表明不為世人理解、決意離去之堅定，「吾與重華遊兮瑤之
圃」表明離去後神遊於仙境的自在無羈。位為第二字者如「旦余濟乎江湘」
，「旦」
字與時間有關，表示為時間所拘限。位為中字者如「乘舲船余上沅兮」
、「入漵浦余
儃佪兮」，亦同有受限於時間、條件之感（位於主語首字、第二字、中字之論，說
詳後文）。作為定語者四：「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苟余心其端直
兮」、「迷不知吾所如」
。
「步余馬」
、
「邸余車」接連出現，車馬緩行、停留之情狀，
與其後「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之語，讓人不由得思及後世江淹〈別
賦〉所云：「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棹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且
行且走，〈別賦〉乃因離情依依，〈涉江〉則為徬徨歧路，前途未卜。而「苟余
心」、「吾所如」云云，先云余心之端直，不畏身處避遠，其後卻又言此行不知何
往，惶惶無措；對於自我的掌握和信心，既是意志堅定也是迷惘困惑的，二者交
織，矛盾不已。作為賓語者有二：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前
者感嘆世道溷濁，無人理解其用心，後者則是哀嘆未來將往之處渺茫難測，「莫余
知」、「莫吾知」
，皆表達深沉的悲憤和怨愁。
根據前述，可見作為抒情主體的自稱代詞，在〈九章〉中已運用得淋漓盡致。
尚可進一步探討的是，作為主語的自稱代詞出現的位置，有時在句首，有時在第二
字，或者在句中，而如此安排並非僅是追求句法上的變化、語音上的協合。茲就自
稱代詞出現的位置分析之，約有三種型態：
余／吾○○○○○（○○）兮
余：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涉江）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涉江）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懷沙）
吾：
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惜誦）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惜誦）
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惜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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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虯兮驂白螭。（涉江）
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涉江）
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涉江）
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涉江）
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懷沙）
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思美人）
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思美人）
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思美人）
命則處幽，吾將罷兮。（思美人）
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悲回風）
王海龍指出：「在〈離騷〉中自稱代詞作主語居句首字型出現頻率最多。這類句法
表述的內容相對而言比較強烈。它一般都直抒胸臆。作者使用自稱代詞為主語作首
字時大多顯示出他有指令全權，能控制自己的命運。在這類句子中，抒情主體個性
力量強大，其生命力旺盛、氣勢奪人。可以推想，詩人採用此句型時感情強烈，氣
概汪洋恣肆，恨與愛都鮮明。」 36〈離騷〉以「余」字作為主語使用，其後所接
「固、既、雖、獨、猶、焉」等字，乃是安插於主語和主要動詞之間的副詞，是對
於動詞狀態的說明，尤其是當時、當地、當下的狀態與處境。若從「自我」的層面
而言，更可從中得見主語「余」字所展現的個人志意和決心。37按此觀察〈九章〉
中作為主語首字的「余」字，與〈離騷〉相同，其所接之「幼」、「將」
、「何」等，
是對其後動詞狀態的說明。「自幼」喜愛奇服、「將要」堅守正道、「有何」畏懼云
云，皆透露出自我意志和堅決的態度。
至於「吾」字，在〈離騷〉中居首時也作為主語使用，其後多接有祈使、命令
功能的「將」、「令」二字，前者顯出詩人的意願與決心，後者則具指令全權之意
味。檢視〈九章〉，在主語居句首的句子中，屈原使用「吾」字多於「余」字，除
了「聞」、「怨」字等動詞和作為連接詞之「與」字外，「方」、「將」、「使」等，皆
雖也是作為祈使或命令之用字，然而，其後接「至今」、「又何」、「不能」、「誰」、
「且」者，卻另有一種妥協、身不由己的感慨。可見詩人之主體性，相較於〈離
36
37

王海龍：〈離騷句型結構的語義研究〉，頁 109。
參見拙著：〈抒情自我──論〈離騷〉的自稱代詞〉，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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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所表現者，既有對自我意志的堅持，卻又不時流露無法全然掌握的心跡，二者
悖反充塞著個人激烈的情緒表達。
甲、○余／吾○○○○（○）兮
余：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惜誦）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涉江）
吾：
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思美人）
學者指出：「自稱代詞作主語居第二字在〈離騷〉句型中出現亦較多。在這類句型
結構中，自稱代詞作主語的情況一般在第一字規定的狀態約束下，……和第一型相
比，受制於時間、程度、狀態和情緒的情況比較明顯，表明了作者囿於一種局限而
對主觀意志抒發和表述的踟躕阻塞，體現了一種無奈和哀切的風格。」38〈離騷〉
中作為主語第二字的「余」字，前一字之「汩」、「夕」、「及」等，莫不表示「時
間」於主語的一種約束。高友工認為，「抒情詩」表達了一種心靈的狀態或思想、
情感的動態，它同時具有「自我感」（subjectivity）與「現時感」（immediacy）；39
因此，考察屈原辭中的「抒情自我」，必然不能忽略「時間」的影響。自稱代詞常
在「時間」軸上尋求「當下」（immediacy）的立足點，而詩人所意識的「自我」，
往往也受到「時間」的制約與限定。 40 以此考察〈九章〉中作為主語第二字的
「余」字，出現的頻率較之〈離騷〉為少，但位於此字前之「昔」字、「旦」字，
皆是與時間有關的描述。至於「吾」字，在〈離騷〉中作為主語第二字，同樣受限
於「時間」和「條件」，〈九章〉中僅有「惜」字一例，亦有受限「時間」之意：
「不及古人」
，詩的「時間」與個人的自我存在的搖盪心態相呼應。

38
39

40

王海龍：〈離騷句型結構的語義研究〉，頁 110。
高友工：〈文學研究的美學問題（上）：美感經驗的定義與結構〉，《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頁
22。
參見拙著：〈抒情自我──論〈離騷〉的自稱代詞〉，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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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余／吾○○兮
余：
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惜誦）
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涉江）
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涉江）
吾：
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涉江）
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哀郢）
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思美人）
自稱代詞作為主語而居於第四、五字之情況，仍多為時間句和條件句，「此類句型
作自稱代詞主語前除了有的用虛字『乎』外，基本上是三個字的結構。這三個字有
動賓形式，有介詞加時間詞形式，有連動式，有狀語加動詞的形式；有能願性表
達，有主謂倒裝式表達，有讓步性表達，而更多的是條件和時間性限定狀態。這類
句型雖然在量上較前二類少，但在內容上和表現手法上卻比它們複雜多了。」41在
〈離騷〉當中，此類情形或受制於時間，或受制於條件，或呈現連動、遞進結構的
狀態。此類主語居於句中的例子，對照上下文，其所表現之情境形態動蕩至極，苦
緒無端，愁思莫解，全然是剖心洞腑之言。 42同樣觀察〈九章〉，若合符節，其理
一也。時間的限定有「忽」
、
「甲之鼂」
，條件的限制有情感的「心鬱邑」，工具的指
定有「乘舲船」，〈九章〉則多了空間的約束，如「入漵浦」、「登高」與「入下」。
地方空間表明詩人存在條件，框入句中的主謂結構，尤反映詩人悽惋哀感的心靈圖
景與空間經驗。同時，作為中心語的「余」／「吾」出現在詩行倒數第三字，整齊
地標注了詩行的節奏點，音步是「一二一二」式，在句讀上多了一層轉折，聲氣的
41
42

王海龍：〈離騷句型結構的語義研究〉，頁 109。
受制於時間者，如「周流乎天余乃下」、「延佇乎吾將反」；受制於條件者，如「願俟時乎吾將刈」、
「歷吉日乎吾將行」等；至於連動、遞進結構的狀態表現，如「曾歔欷余鬱邑兮」、「忳鬱邑余侘傺
兮」、「溘埃風余上征」等；亦有「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這樣情感強烈、昭示心跡之例。參見拙著：
〈抒情自我──論〈離騷〉的自稱代詞〉，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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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起伏複雜化，便體現出一種詰屈聱牙、哽咽滯澀的效果。
總之，屈原〈九章〉寫作中的自稱意識恰恰是對自己命運的一次深層隱喻。

三、發憤抒情
現在已通用的「抒情」一詞，為屈原首創，屈原是情的張揚者。43〈惜誦〉開
篇即表明：「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蔣驥謂〈惜誦〉「蓋二十五篇之首
也」， 44此處隱括有全部作品「開場白」之意義。〈惜誦〉具有發憤抒情的情感特
徵，人們在解釋「惜誦」時，常引《詩經‧小雅‧節南山》篇中「家父作誦，以究
王訩」句來說明屈原作〈惜誦〉的用意。但誠如論者所指出的：「如果我們仔細比
較一下這兩句詩，我們也許會發現，這兩句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恰好表現了屈原
與《詩經》的創作目的與發抒情感的不同。『家父作誦，以究王訩』，『以究王訩』
是家父作誦的目的，家父個人的情感於詩中並不明顯；而屈原的『惜誦以致愍兮，
發憤以杼情』，此『誦』雖也如同家父的『作誦』，含有一種政治的功用，但『致
愍』就導致了『惜誦』後情感的轉向不是『以究王訩』而是進諫者個體因進諫而帶
來的內心憂憤了，因而『發憤以杼情』也就更多地帶有個體情感的色彩。」「如果
說儒家的『詩言志』著重於政教的、諷諫的社會功能，那麼屈原的『發憤杼情』說
則是側重於詩的主體個性的情感抒發與渲泄的作用。當然，屈原的『情』與後來陸
機所提倡的『詩緣情』之『情』還有一定的區別，屈原的『情』的情感實質，還包
含『言志』的政教成份，但是它又與儒家強調詩的社會諷諫功能不同，它強調的是
對自我情感尤其是自我悲怨情感的發抒。這種看似有著相同的詩歌內涵卻表現出不
同的創作動向或者說是創作目的，說明了屈原的詩歌創作已從政治的諷諫轉向了個
體的發憤抒情。這種創作重心的轉換，至少說明了詩歌創作業已溶入了創作者的個
性精神與主體感受。」45
因此，在屈原辭中，這種抒情的句子不時可見。他抱怨國君「不察余之中情

43

44
45

統計屈原作品〈離騷〉、〈九歌〉、〈九章〉、〈天問〉、〈招魂〉與〈遠遊〉等，「情」字凡 22 見，
其中，「婦子肆情」（〈天問〉）是對上古神問的敘寫，可以不論，另 21 見集中於〈離騷〉、〈九
章〉，〈離騷〉6 見，〈九章〉15 見。「情」的主體無一例外，均是抒情主人公。
〔清〕蔣驥：《山帶閣註楚辭》，《清人楚辭注三種》（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 年 9 月），頁 114。
王德華：《屈騷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9 月），頁 75-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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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反信讒而齌怒」
，只好「結微情以陳詞兮」、「願陳情以自行兮」，以至「焉舒情
以自行兮」。「中情」一詞值得注意，楊儒賓云：「此詞語在西元前三、四世紀的中
國雖然不算陌生，但只有屈原賦予此詞語詩的靈魂。」46屈原辭中言及「中情」之
詩句有：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離騷）
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離騷）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離騷）
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惜誦）
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達。（思美人）
「中情」者，衷情也。
「中情」一詞共五見，只見於〈離騷〉與〈九章〉，其中三見
都有「察余之中情」五字。屈原辭將「情」字與方位字「中」連結，是為裏、內
義，屬於空間之內，使得此「情」具象化、個人化，其意即是心中之情，用朱熹
語，便是「出於中心」。「屈原作品中有隱微難名、曲折幽晦的內在世界或心中世
界，他要顯之於外，從『中情』到『舒情』，這是屈賦之所以興」， 47特別是〈九
章〉之所以作。
在中國古代，《禮記》中「喜、怒、哀、惧、愛、惡、欲」的「七情」觀念，
為「中情」的範疇作了初步劃分。此外還有「六情」的說法，如《左傳‧昭公二十
五年》：「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荀子‧正名》：「性之好、
惡、喜、怒、哀、樂謂之情。」尋究屈原作品，其於遣詞造句上，「恐、哀、傷、
悲、惜、愁、怨、怒、懷、悔、悼」等表示感情色彩的詞彙大量地、反復地、交錯
地出現，其中以哀傷一類負面情感詞為最多，觸目皆是，司馬遷甚至以一「怨」字
概括之，兒島獻吉郎亦云：「一篇中多數的傷字、哀字、恐字、懷字、悲字、悔字
及長太息三字，皆不過怨字底化身。」48以〈九章〉為例，這些詩行是〈九章〉具
有哀歌因素的直接證據。姑舉關係字觀之：

46
47
48

楊儒賓：〈屈原為什麼抒情〉，《臺大中文學報》第 40 期（2013 年 3 月），頁 15。
楊儒賓：〈屈原為什麼抒情〉，頁 15。
［日］兒島獻吉郎著，孫俍工譯：《中國文學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 8 月臺一版）卷
下，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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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悲」字出現 7 次：
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哀郢）
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抽思）
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抽思）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悲回風）
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悲回風）
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悲回風）
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悲回風）

（二）「傷」字出現 9 次：
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涉江）
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抽思）
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抽思）
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抽思）
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懷沙）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懷沙）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悲回風）
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悲回風）
其他，「哀」字出現 9 次，
「憂」字出現 8 次，「愁」字出現 7 次，「怨」字出現 4
次，屈原不僅大量地使用諸如「悲、傷、哀、憂、愁、怨」之類的字眼，而且創造
了大批描述抑鬱情緒的詞彙，諸如「鬱邑、侘傺、歔欷、沉抑、屈心、抑志、煩
惑、悶瞀、鬱結、絓結、冤結、冤屈、蹇產、蹇蹇、鬱鬱、戚戚、忳忳、憂憂、怛
傷、煩冤、紆軫、沉菀、於邑、離愍」等以同義並列的方式構成雙音詞。有意思的
是，這些情感詞彙在〈九章〉之外的其他屈原作品（〈離騷〉除外）中極少甚至沒
有，然而，在〈九章〉中使用頻率卻極高，時而又可見重辭、重句的現象，且重
辭、重句不止體現在一章之內，如「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同時於〈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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郢〉和〈悲回風〉中出現，形成情感主調的反復迴旋，互生迴響，它們既為〈九
章〉帶來濃重的憂鬱色彩，那麼該詩篇勢必會因此具有哀歌的格調。
同樣是直接抒情，同樣是表現哀傷的情感，〈九章〉與〈離騷〉有著細微的區
別。試舉〈惜誦〉
、
〈惜往日〉中之詩句為例：
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
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惜
誦〉）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
而蔽隱兮，使貞臣為無由。（〈惜往日〉）
有如論者所分析：「這裡寫詩人的內心感情和主觀傾向不是概括說明，而是比較細
緻的具體描繪，是主觀感情的鋪敘。這與對於內心世界和主觀傾向多作概括說明的
〈離騷〉形成了明顯的對照。比如在這兩段中，直接描述內心狀態的詞語就有『鬱
邑』、『侘傺』、『煩惑』、『悶瞀』、『忳忳』等。不僅如此，還通過『煩言不可結而
詒』、『願陳志』、『退靜默』、『進號呼』、『恬死亡』、『使無由』等行動和心理的描
述，從多方面把詩人內心深處的思想感情和對於現實的態度深刻、明確地反映出
來。所以，在表現詩人的主觀傾向上，如果說〈離騷〉的特點是直接而概括，那
麼，〈九章〉的特點則是深微而具體。」49
抒情言志之作的〈離騷〉、〈九章〉，皆是充滿抑鬱憤懣之情的哀歌，在情感書
寫上，李炳海也指出另一差異：
「
〈九章〉多篇作品都對創作緣起作了明確的交待，
這種現象在〈離騷〉中是見不到的。」 50〈九章〉中即多達四篇作者直接現身說
法，揭櫫創作緣起。
〈惜誦〉開篇云：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
兮，指蒼天以為正。」結尾部分又寫道：「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反
復闡述創作乃是為了表白自己的忠誠可信，如此文章再三強調的「信而見疑，忠而
被謗」的怨憤也就有了憑據。
〈思美人〉在交待寫作緣由時寫道：「吾且儃佪以娛憂
49

50

趙沛霖、夏康達：〈試論〈九章〉的現實主義〉，《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 年第 2 期，頁
66。
李炳海：〈發憤以抒情的坦率表白和精心調遣──屈原〈九章〉對創作緣起的交待〉，《江漢論壇》
（2008 年 6 月），頁 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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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這篇作品寫於前往漢北途
中，詩人沿著河流徘徊，舒散憂悶，猶〈懷沙〉所云「舒憂娛哀」，呼應前面已有
之「遵江夏以娛憂」句；
「媒絕路阻」
、
「南人變態」
，貶謫途中，詩人只有寫作〈思
美人〉抒發憤懣之情。
〈抽思〉末尾的亂辭云：「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
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創作乃是為了自
救的需要，何以要如此？乃因為「與美人抽怨兮，並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
兮，敖朕辭而不聽」之故，這樣具體道出詩人思君、怨君悖反、矛盾的複雜情緒
來。〈悲回風〉開頭一段的結尾對於創作緣因也有如下表述：「眇遠志之所及兮，憐
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在旋風搖蕙的季節裡，詩人悲歎
那耿介高遠的志節不被世人理解，所以私下賦詩表白自己的心跡。〈九章〉標明創
作緣起的四篇作品，或首尾照應，或置於中間，或置於篇末，或置於篇首，相關詩
句在作品中的位置呈現多元化格局，這自然是屈原的精心安排，並且，無一例外都
是屬於諷諫批判為主、充滿抑鬱憤懣之情的作品，「這和抒情的強烈性密切相關。
這類批判性的作品，表達的情感通常都比較激烈，有的如同大山爆發，心中塊壘，
一吐為快。為這種情感基調所決定，有的詩歌不但要淋漓盡致地抒情，而且要把為
什麼如此行事的原因告訴讀者，即交待創作緣起，從而形成這類作品一種特殊的話
語形式」51以及更是直切的文風。
「心鬱鬱之憂思」，屈原的哀傷既是種壓抑又沸動的情，學者指出屈原為表達
這種情態，使用了一些特殊的修辭手法。52其中，圖寫聲貌的雙聲疊韻的聯綿詞與
重言字的疊用值得注意，因為聲音本是哀歌、抒情詩所強調的重要元素，「以字的
音樂作組織和內心自白作意旨是抒情詩的兩大要素。」屈原使用大量難以實證，只
能意感、音感的雙聲疊韻的聯綿詞和重言字，用以指涉、形容愁轉悲疊的重層心
緒。與〈離騷〉相比，〈九章〉更是充斥這些情態語詞， 53如歔欷、侘傺、鬱邑、
絓結、冤結、紆軫、蹇產、惝怳、儃佪、嬋媛、夷猶、煩冤、瞀容、鞿羈等等聯綿
詞，以及鬱鬱、戚戚、忳忳、懮懮、蹇蹇、煢煢、嗟嗟、凄凄、悄悄、悐悐等等或

51
52

53

李炳海：〈發憤以抒情的坦率表白和精心調遣──屈原〈九章〉對創作緣起的交待〉，頁 104。
如湯炳正：〈屈賦修辭舉隅〉、〈屈賦語言的旋律美〉，見《屈賦新探》（濟南：齊魯書社，1984 年 2
月），頁 292-369；384-406。陳怡良：〈〈九章〉修辭藝術舉隅〉，《屈騷審美與修辭》（臺北：文津
出版社，2008 年 10 月），頁 313-352。楊儒賓：〈屈原為什麼抒情〉，頁 16-17。
和《詩經》中的聯綿詞相仿，屈辭中的聯綿詞從語音形式上看，有雙聲、疊韻以及非雙聲疊韻三類；從
意義上言，也有用作名詞、動詞、形容詞三類。〈九章〉的聯綿詞多是雙聲疊韻的形容詞聯綿詞。

- 20 -

哀歌：論〈九章〉的情感書寫

21

摹物態、或狀情意、或諧聲響的重言詞，54大體都是形容詞而非名詞，全部都是用
來形容、刻劃心態，而且是「氣逆憤懣」、「蹇產不釋」的情感。〈九章〉使用情感
性聯綿詞與重言字之多，幾乎可以成為「情感詞庫」。 55不僅如此，這些情感語詞
都疊用相同的句式：或「ＡＢＢＸ○○」式，如「心鬱邑而侘傺兮」（〈惜誦〉）、
「心嬋媛而傷懷兮」（〈哀郢〉）、「蹇蹇之煩冤兮」（〈抽思〉）與「心鬱鬱之憂思兮」
（〈抽思〉）、「獨煢煢而南行兮」
（
〈思美人〉）、
「涕淫淫其若霰」（〈哀郢〉）等，這些
詩行都在句腰虛詞之前使用聯綿詞與重言字，從而構成「ＡＢＢＸ○○」式的韻律
節奏；或「○○○ＸＡＡ」式，如「好夫人之慷慨」（〈哀郢〉）、「固將愁苦而終
窮」（〈涉江〉）、「魂識路之營營」（〈抽思〉）、「中悶瞀之忳忳」（〈惜誦〉）、「悼來者
之悐悐」（〈悲回風〉）等這些在上句或下句句末位置使用聯綿詞或重言字的例子。
仔細觀察這些詩行，我們發現一般情況下，它們單獨出現在一個對句中的上句或下
句，而沒有在它的上下句中同時使用這種句式，這固然是「詩人一方面借助分布在
詩歌不同位置的這些詩行，遙相呼應，構成韻律上的疊用；另一方面又盡量避免連
續使用，從而使韻律錯落有變化」。 56然而，〈悲回風〉中卻出現上下句連續使用
「ＡＢＢＸ○○」式的情況：「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穆眇眇之無
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緜緜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
兮，翩冥冥之不可娛」等等，似乎讓詩人迴蕩起伏的心情表現得更加突出，無怪乎
學者以「臨絕之音」視之。總之，這兩種句式的疊用或使用，「不僅增加了詩歌的
韻律美，而且由於這些詩行分布在詩篇不同位置上，彼此就形成了呼應回環。」57
這樣縈回反復的詠歎特點，也就讓〈九章〉的抒情性更為強調。另外，與〈離騷〉
相同，屈原喜歡將表達情感狀態的修飾語提前至句首，如「忽乎吾將行兮」
、「紛郁
郁其遠承兮」
、
「忳鬱邑余侘傺兮」
、
「曾歔欷余鬱邑兮」等等，或一字，或三字，形
成「一二Ｘ二」式的韻律節奏，這些句首情態語，它們本是修飾句中動詞或對主語

54

55

56

57

根據韋金滿的歸納，〈九章〉使用的重言字、聯綿字較多，重言字共有四十四組四十九次，雙聲字共二
十八組三十六次，疊韻字則有二十七組三十三次。見〈試論屈原〈九歌〉〈九章〉之疊字及雙聲疊韻
字〉，《新亞學報》卷 20，頁 73-100。
楊儒賓說：「聯綿字《詩經》也用，但聯綿字只有配合屈賦那種曲折錯綜的形式，其迷離恍惚之神韻才
可破卷飛出。屈賦所用的情感性聯綿字之多，幾乎可以成為情感詞庫。」見〈屈原為什麼抒情〉，頁
17。
梁文勤：〈一唱三歎：句式的疊用和語義的反復〉，《屈賦的語言世界》（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10 月），頁 311。
梁文勤：〈一唱三歎：句式的疊用和語義的反復〉，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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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描寫的，就其句法結構來看，一班都是與其中心語緊鄰共現，表述為「吾忽乎
將行兮」、「郁郁紛其遠承兮」、「余忳鬱邑侘傺兮」、「余曾歔欷鬱邑兮」；但現在這
些情態語一律被置放於句首，造成句法的偏離，卻因此產生一則節奏的急切、再則
情感的著重與渲染之作用，具現詩人鬱邑難抒、無處釋懷的情緒狀態。以上聯綿
詞、重言字以及修飾語提前的現象，正如楊儒賓稱「這種句型傳達的意思是說：情
有優先性」。58
香草服飾在《楚辭》中出現之頻率是很高的。「〈離騷〉中不乏以香花芳草指代
賢才的詩句，至於抒情主人公本身，他雖然以多種方式與香花芳草發生關聯，但沒
有把自己直接寫成是香花芳草，沒有把香花芳草說成是抒情主人公的化身。到了
〈九章〉，情況開始發生變化，香花芳草和抒情主人公的關聯較之〈離騷〉更加迫
近。」59意象的指代更加顯豁、具體，喻體與本體等同，抒情主體直接將自己說成
是芳草，難分彼此，如〈思美人〉
、
〈惜往日〉兩度出現「芳與澤其雜糅兮」之語，
香花芳草即是詩人的化身。 60 緣此，人與香草合而為一，身體與物體等同，《楚
辭》中常提及編「結」香草的行為，形成一種「動─賓」句式，在〈九章〉中則被
擴展了，用以寫狀情感之糾結難排。按「結」有二義，一是「情結」之結，如云：
「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惜誦〉）「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
釋。」（〈哀郢〉）「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悲回風〉）一是「編結」
之結，如云：「固煩言不可結貽兮，願陳志而無路。」（〈惜誦〉，王逸注：「其言煩
多，不可結續。」
）
「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抽思〉，王逸注：「結續
妙思，作詞賦也。」）既有隱微難名的「中情」，又有絲縷纏續的「鬱結」，詩人把
內在的視而不可見、觸而無形跡、難解難消的愁思及其蘊結的抽象存在，賦予以具
體可視可感的絲結物質形態，以至「以織喻文」、編織藻采、組結辭令、造藝陳
情，從而大大增加其感染力。詩人對這兩種「結」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似性是深有體
會的，試看〈悲回風〉中的一段別開生面的鋪張渲染文字：

58
59
60

楊儒賓：〈屈原為什麼抒情〉，頁 17。
李炳海：《中國詩歌通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6 月），頁 510。
「芳與澤其雜糅兮」句已出現在〈離騷〉，詩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
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從上下文
的語境判斷，「芳與澤其雜糅兮」指的應該是抒情主體的佩飾，最後兩句「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
彌章」也可以證明。〈離騷〉是用佩飾的芳香與潤澤，象徵詩人峻潔的人格，間接表現抒情主體的超凡
脫俗、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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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若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
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
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思心以為纕兮，
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踴躍
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
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
聊。寧逝死而流亡兮，不忍為此之常愁。
詩人的心靈活動是懷、是思，相伴生的情感是哀、是傷、是愁苦，相伴隨的動作是
在歎息、在哭泣、在失眠、在徘徊。詩人此次編結進香花芳草中的，已不再喻示自
己芬芳高潔的才德與理想的不懈追求，而是綿綿不絕的憂思之心、愁苦之情。詩人
分明在用芳草香木編成一道憂愁的繩索佩帶於腰間，編成一張苦悶的羅網套裹於胸
腹上，這些衣飾將自己緊緊縛住，想擺脫也擺脫不掉。這是採用形象化的筆法，將
自己描繪成被思慮愁苦所纏繞的騷人形象。關於「糺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為
膺」句，湯炳正釋曰：「如『膺』之本義為胸，因而凡施於胸部的服飾，古亦多謂
之 『 膺 』。 如 馬 之 胸 飾 有 『 鉤 膺 』、『 鏤 膺 』， … … 而 人 之 用 以 絡 胸 者 亦 謂 之
『膺』，……可見屈賦的『編愁苦以為膺』，『愁苦』是本體，指苦悶纏繞於胸次；
『膺』是喻體，指衣飾之籠罩於胸臆之間者。正是這一共同特徵，才構成了本體與
喻體之間極其貼切的譬喻格。」
「其次，『糺思心以為纕』句，也是如此。因為古人
凡施於腹間之服飾多曰纕。……是帶之在馬腹者，其名為『纕』。至於屈賦的纕
字，則指人的服飾而言。除本例句外，如〈離騷〉『既替余以蕙纕兮』，『解佩纕以
結言兮』。這三處，王逸注皆只云：『纕，佩帶也。』其實，所謂『佩帶』，即指束
於腰腹間用以懸掛佩飾的帶子。……可見，著於『馬腹』的帶子曰纕，而著於人腹
的帶子亦曰纕。據此，則『糺思人以為纕』句，其中本體的『思心』，指滿腹憂思
而言；喻體的『纕』，乃指著於腹間的服飾而言。正是由於憂思的鬱結於腸腹間跟
佩帶的束縛於腰腹間這一共同特徵，才構成了主體與喻體之間緊相呼應的譬喻關
係。上述兩句的本意，跟其下文『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是很相似
的。」61正是「本體與喻體之間緊相呼應的譬喻關係」，錢鍾書故云：「人之情思，

61

湯炳正：〈屈賦修辭舉隅〉，《屈賦新探》，頁 296-297。又見昝風華：《風俗文化視閾下的先秦兩漢文
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年 10 月），頁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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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綿相續，故常語逕以類似縧索之物名之，『思緒』
、『情絲』，是其例也。……情思
不特糾結而難分解，且可組結而成文章。〈悲回風〉：『糾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
為膺』，……或言糾結，或言組結；牢愁難畔曰『結』，衷曲可申亦曰『結』。胥比
心能心所於絲縷纏續；
『糾思』
、
『編愁』，詞旨尤深。蓋欲解糾結，端須組結。愁煩
不釋，則條理其思，繹緝其念，俾就緒成章，庶幾蟠鬱心胸者得以排遣。」62「編
愁苦」以為文章，可說是對寫作的文構性的最早表述。〈九章〉正是以這種勃發於
自身心靈深處，鬱結蹇產、悲怨悱惻的主體生命情感體驗為創作底蘊，才使其作品
呈現出芳菲淒惻、纏綿流連的審美情境，以至於曠隔百世的讀者，亦能真切地感受
到屈原在其生命絕唱之中，那種令人危涕墜心的孤苦無告與思無所依。63

四、地可以怨
「謇」、「蹇」作為詩眼，確實傳神地道出屈原困境，使得詩的眼睛與讀者的眼
睛對視。根據學者的考察，古代把人生的艱難困苦用「蹇」字加以概括時，有行難
和言難之分，行難為蹇，言難為謇。屈原辭中既有表示行難的「蹇」，又有表示言
難的「謇」。從分布情況看，
〈離騷〉用「謇」字為多，而〈九章〉則是「蹇」字出
現的頻率較高。蹇字在〈離騷〉中出現一處，在〈九章〉中五處；謇字在〈離騷〉
中出現四處，在〈九章〉中二處。〈離騷〉多用謇字，〈九章〉多用蹇字。蹇指行
難，謇指言難，「〈離騷〉嘆言難多而行難少，〈九章〉嘆行難多而言難少，二者正
好相反。」「〈九章〉絕大多數篇章作於屈原流放期間，他飽受顛沛流離之苦，自然
深感行路之難，仕途之難，人生旅程之難。因此，他在作品中往往使用蹇字，用以
慨歎行難。至於言難呢？屈原當時作為流放者，已經沒有向君王進諫的機會，也找
62
63

錢鍾書：《管錐編（二）》（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 1 月），卷上，頁 365-366。
〔明〕黃文煥品〈悲回風〉曰：「就中言愁，複語百出，而愈複愈清，處處擒應，一線到底，不外兩
意：一曰愁之聚者欲其散而祛之也；一曰愁之散者欲其聚而銷之也。冤結內傷，隱伏思慮，鞿羈不開，
繚轉自締，調度不去，著志無適，絓結蹇產，皆為結聚難破之愁況；於邑不止，踴躍若湯，眇眇無垠，
芒芒無儀，漫漫不可量，綿綿不可紆，容容無經，芒芒無紀，馳委蛇也，漂翻翻也，遙遙也，潏潏也，
均為四散難收之愁緒。『氣於邑而不可止』之下，亟曰糺纕編膺，散者欲其聚而銷之也。糺編之後，亟
曰『隨飄風之所仍』，聚者又欲其散而祛之也。『踴躍若湯』之下，亟曰『撫佩衽以案志』，散者又欲
其聚而銷之也。『不開』、『自締』，則無繇銷而彌添其聚也。『眇眇』、『芒芒』、『漫漫』、『綿
綿』，則無繇祛而彌添其散也。」見《楚辭聽直》，吳平、回達強主編：《楚辭文獻集成》，第 7 冊，
頁 5002-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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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能夠理解自己的傾訴對象，因此，對於他來說已經不是言難，而是無法再發
言。謇字在〈九章〉中出現頻率低，其原因蓋出於此。」 64 試看〈九章〉運用
「蹇」字的情況：
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哀郢〉、〈悲回風〉）
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
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抽
思〉）

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
夷猶，宿北姑兮。（〈抽思〉）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
而不發。（〈思美人〉）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思美人〉）
從例句可以看出，〈九章〉出現的蹇字，確實表示行難之義。這種行難「有的來自
地理環境，有的來自楚王的昏庸，有的則是來自屈原內心的矛盾。所謂行難是廣義
的，既有身體行走遇到的障礙，又有心路不通的阻隔，無論身行還是心行，都令屈
原感到艱難。」65既然行難，〈九章〉就較之其他篇章多言作為地方場域的山水，
而山水也就深深帶有屈原「個人」的感傷色彩，這符合「人文地理學」66所謂每一
64

65
66

李炳海：《中國詩歌通史‧先秦卷》，頁 417。按：「蹇」字在〈九章〉中出現九次，「思蹇產而不釋」
句同時出現於〈哀郢〉和〈悲回風〉二篇，又因〈抽思〉亦有「思蹇產之不釋兮」，故李氏將三者視為
一事。又，〈思美人〉有「因芙蓉而為媒兮，憚蹇裳而濡足」之語，「蹇」通「褰」，為揭起之意，故
不採計。「謇」、「蹇」二字的語義，或有以聲為訓者，或有為句首語氣詞，然卻無法否定〈離騷〉多
用「謇」字、〈九章〉多用「蹇」字的情形。且訓為「行難」義，在文句中亦可通也。
李炳海：《中國詩歌通史‧先秦卷》，頁 416。
參見〔美〕段義孚（Yi-Fu Tuan）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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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地理，即他心中的世界，對他才最為切己的說法。王逸〈離騷經‧序〉言：
「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
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沉而死。」洪注：
「草，一作山。」67而劉勰則更為顯豁地指出：「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
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68在劉
氏看來，「論山水」已經和「敘情怨」、「述離居」、「言節候」一樣，既成為屈辭之
重要內容，山水和情怨、離居與節候在作品中相依相傍，無法剝離。由此，山水、
節候成為乘載情怨與離居的空間與時間。69向「地理」灌注情感，反過來再以「地
理」表達和記憶情感，70自然山水成為〈九章〉哀歌營造其抒情特徵的有效途徑，
第一次成為「抒情自我」的有機組成。所以，諸如〈懷沙〉亂曰：「浩浩沅湘，分
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王逸即注云：「言浩浩廣大乎沅湘之水，分汩而
流，將歸乎海。傷己放棄，猶無所歸也。」71沅湘奔湧，煙波浩渺，道路幽狹，遙
遙無盡，這正是逐臣眼中的山水，深染著他悲憤痛苦之情。〈涉江〉：「乘鄂渚而反
顧兮，欸秋冬之緒風。」詩人面對秋冬之際的餘風引發的是感歎。〈九章〉中的山
水總是攜帶著主體沉鬱的情感，因此，與〈離騷〉中的自然山水每每作為隱喻、象
徵的寄託載體而非審美觀照的對象出現在詩中有所區別。對〈離騷〉來說，山水是
「比」；對〈九章〉而言，山水是「興」。72

67
68
69

70

71
72

1998 年 3 月）一書。
〔東漢〕王逸章句，〔南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 年 6 月），頁 3。
〔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辨騷〉，頁 47。
姜亮夫先生於《楚辭通故》之中多次言及《楚辭》篇章形成與山水的關係，如「（〈九嘆〉）言屈原放
在山澤，猶傷念君，嘆息無已。所謂讚賢以輔志，騁詞以矅德者也。」又「（〈怨思〉）傷懷山中，原
野杳冥，歸骸舊邦，莫誰與語，長辭遠逝，乘相而去。」又「（〈遠遊〉）故凌大清，登崑崙玄闕……
復與古聖先賢，相值於靈山神水之間。」姜氏更為具體地分析《楚辭》篇章產生的環境，其「九嘆」、
「思古」、「遠遊」等行為，以及「逢紛」、「怨思」、「惜賢」、「愁苦」等情緒無不在屈子所徘徊
的楚地山水之間產生。見《楚辭通故》（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2 月），第 3 輯，頁 673；
674；676。另參孫旭輝：《山水賦生成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 12 月），頁
114-115。
美國學者姜斐德（Alfreda Murck）曾寫過一篇題目是「畫可以怨否」的文章，唐曉峰因此提出「地可以
怨否」的說法，強調賦予特定的地方以特定的情感，是一個文化地理的過程。見《人文地理隨筆》（北
京：三聯書店，2005 年 1 月），頁 69-71。
〔東漢〕王逸章句，〔南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頁 213。
譬如〈離騷〉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
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乍看起來描寫的似乎是田園風景，但其
實仍然只是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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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九章〉表達屈原「放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思罔極」的「蹇蹇」行
難，那麼，長期浪迹於江漢沅湘之間，作品的構形大體便呈現出遊覽紀行式特徵與
感物抒情式特徵。
遊覽紀行式特徵，主要指以〈涉江〉、〈哀郢〉
、〈懷沙〉為代表的結構類型，它
們都是根據詩人的行程來作為詩篇抒情的主軸，「身所盤桓，目所綢繆」，詩思、詩
情全是在時空的移動中展開的，譬如〈哀郢〉
：
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
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
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淩陽侯之氾濫兮，忽
翱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
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
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
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
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在這裡，詩人以細致的筆觸刻畫了離開郢都既愈來愈遠，而對它的思念亦愈來愈深
的情景，詩人「發郢都」、「通夏首」、「上洞庭」，這就是他沿江下浮，順波流亡的
大致路線。詩中提及一連串地名：「夏 首」、「龍門」、「洞庭」、「夏浦」、「陵
陽」……清楚標示出身經船行的方位，然而，一路車行的身軀卻同時被西向歸反的
神魂所拉挽，一路還引頸遠「望長楸」，反身回「顧龍門」，「惟郢路之遼遠兮」、
「哀故都之日遠」，戀戀不肯輕易離去。顯見，這些地名給予本詩空間框架，顯露
身處其中的主體之空間經驗，意味著因空間乖隔而相伴隨的是主體情感的波動，或
悲或愁，感慨不已。地理山水在此，其實是留戀不忍去的心情的渲染與象徵。亂
辭：「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這絕望的「望歸」哀嘆，挾帶著「鳥飛鳥
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的普世性，至今讀著仍令人「情事欲絕，涕泣橫集」。
〈涉江〉也是遊覽紀行式組構，由題目即可明白。詩歌由「涉江」的原因（前
結構），「涉江」的過程（主結構），「涉江」後的感想（後結構）和「亂辭」（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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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四部分構成。73主結構部分是對「旦余濟乎江湘」的具體展開，空間被置於
純粹的運動之中，變成了一種過程：詩人先「登鄂渚」，後「上沅江」，繼而「宿辰
陽」，最終「入漵浦」
，同樣是清楚標誌出身經船行的方位、遠近，仍然是一路車行
的身軀，卻同被西向歸反的神魂所拉挽，「當『行道』因為不停前進而拉出一條長
線時，『故鄉』就成了遙遠旅途彼端的一個點；這一個『永遠固定的點』與『不斷
延長的線』，形成『離去』與『歸返』的辯証。」 74由此而生徘徊不盡的悲苦，在
本詩中詩人進而對漵浦的山水景觀有了集中的描寫。在風景體驗中，自然與自我呈
現出一種奇妙的悖論關係：自我退回到內心的孤獨時刻，自然風景才能自由興現。
75

：
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

這裡所描寫的，是詩人進山途中的苦難和艱辛，它是「感傷的自然」，是情感上
「哀傷的投影」。作者從地理形勢、氣候條件切入，極力渲染當地自然生態的惡
劣。崇山峻嶺，連綿不斷，上聳雲天，下有急流，山巒險阻，林木參天。山高而林
密，故日月遮蔽；林深而蹤杳，故虎嘯猿啼。尤其是深秋初冬，萬物肅殺，山霧瀰
漫，細雨濛濛，甚或寒風勁吹，霰雪紛揚。漵浦，在詩人的筆下，不只是幽深淒
寂，而簡直是險惡而遐荒了，藉以透露出身遭放逐的詩人的孤獨悲苦。從山水詩史
來看，這八句寫景佳構也已經有了完整的格局，體現了山水攝取的整體性，縱然在
全文仍只是片段，但其全觀性的描寫，濃墨重彩的全景畫面，似可以作為一首獨立
「山水詩」。 76 對照〈哀郢〉與〈涉江〉自然與自我的區別，用德國學者顧彬
73
74
75

76

任強：《屈原〈九章〉研究》（蕪湖：安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 年 5 月），頁 54。
廖美玉：《回車：中古詩人的生命印記》（臺北：里仁書局，2007 年 2 月），頁 5。
〔日〕栖谷行人將這一風景體驗的悖論理論化為「價值的顛倒」。按照他的看法，風景是和孤獨的內心
狀態緊密連接在一起的，只有在那些對周圍的外部環境中的東西表示「漠不關心」時，風景才得以發
現。見氏著，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3 年 1 月），頁 12。另參考胡
繼華：《浪漫的靈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 12 月），頁 420。
錢鍾書稱這些片段，「皆開後世詩文寫景法門，先秦絕無僅有。……竊謂《三百篇》有『物色』而無景
色，涉筆所及，止乎一草、一木、一水、一石，……《楚辭》始解以數物合布局面，類畫家所謂結構、
位置者，更上一關，由狀物進而寫景。」見《管錐編（一）》，卷上，頁 358。王國纓也認為與《詩經》
之個別景物相比，「詩人屈原」的視野隨著無限的空間或距離而擴張、伸展，舉目所見已非一山、一
水、一花、一木，而是自然宇宙山水雲樹的整體意象的組合。」見氏著：《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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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gang Kubin，1945-）的觀察，
〈哀郢〉
「一開頭便寫出了詩人自己的哀傷，這
哀傷並非來自自然，而是來自人間，只是借用自然的畫面來作自我表現罷了。然而
這裡（〈涉江〉
）的哀傷並不是預先確定的，它是自身經歷的結果。因此可以說哀傷
（T）是自然（N）的函數（f）：T=f（N），而在別的例證中（〈哀郢〉），自然
（N）卻是哀傷（T）的函數（f）。」77總之，不管是預先確定的的，抑或是自身經
歷的結果，二詩「所寫的景直接呈現，所抒發的感情也直接表達，二者平行並列，
而不是使所要抒發的感情處於潛隱狀態。」78
如果說，屈原的遊覽紀行式的特徵細分可有實遊與虛遊兩大類，實遊如上述
〈哀郢〉、〈涉江〉可以為例。至於虛遊，「自然或多或少是虛構的，或者說有些真
實的自然現象被用進了虛構的情境之中；還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楚辭》中也
有……完全幻想式的自然。」 79在虛遊中，〈離騷〉表現的是神遊，而〈九章〉則
是以夢遊為主。古代有「夢為魂遊」的說法，夢是被壓抑的欲望的潛意識狀態下的
表現，往往具有一定的象徵性。〈九章〉「中的『夢遊』，可能真是詩人所作『夢』
境在詩中的展開，也可能詩人並未真正做『夢』，但借托『夢』的形式來抒寫情
態。」 80 直接標明為「夢」的，如〈惜誦〉云：「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
杭。」表現出詩人欲登天而無梯、思通君而無路的悲哀。詩人對過去夢境的追憶，
其實就已表明了夢境的寓意。也有不標明為「夢」，但實際上寫的是夢境的，如
〈抽思〉云：「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
星。願徑逝而未得兮，魂識路之營營。」夢境中詩人深情地眷戀著自己的故土，卻
無法歸去，惟有夢魂急切飛回郢都，偏又難辨方向，徑逝不得，何其慘痛！又如
〈悲回風〉之：「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淩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
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
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上高巖」句或可
解作現實描述，但以下各句卻進入超現實，蔣驥言：「此下皆預設魂遊之境。」 81

77
78
79
80

81

聯經出版公司，1986 年 10 月），頁 44。
〔德〕顧彬著，馬樹德譯：《中國文人的自然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1 月），頁 43。
李炳海：《中國詩歌通史‧先秦卷》，頁 499。
〔德〕顧彬著，馬樹德譯：《中國文人的自然觀》，頁 46。
潘嘯龍：〈論屈賦情感宣泄的「托遊」方式〉，《詩騷詩學與藝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5 月），頁 209。
［清］蔣驥：《山帶閣註楚辭》，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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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完全幻想式的自然」
，幻想在此乃是「感傷的手法」，詩人鬱鬱不快、戚戚不
解，黑夜中夢魂「翩冥冥」之飛行亦難以娛心，更河況又忽而醒來，空留悵惘。
日人小尾郊一（1913-2004）說：「感傷地眺望自然，以《楚辭》為始。」「楚
辭（屈原）中自然描寫的特徵，是它的抒情性與感傷性。」82顧彬也認為《楚辭》
的「作者是從自己的激情、自己的感情世界出發觀察自然的，又因為哀傷是《楚
辭》的基調，所以這種觀察也就是哀傷向自然的投影。」83。這種自然的情思化便
是〈九章〉的特色，再舉〈悲回風〉為例，開篇：「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
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四句，自然讓人聯想到〈古詩十九首‧東城
高且長〉的「回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但是，正像
黃文煥在《楚辭聽直》中說：「雖未隕物之形而已隕物之性，暗中潛移，奪其情
質。」 84 屈辭本多以香草自喻，這裡詩人卻體察到回風搖蕙「暗中潛移奪其情
質」，一方面寫了回風搖蕙的痛哀，另一方面更寫出了詩人自己情質不變的「荼薺
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最深沉的情感。接下詩句：「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
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鳥獸、草苴、魚葺鱗、蛟龍，莫不打
上了詩人內心「冤結」的傷感之情；它既是詩人的審美對象，又是詩人情感的引發
物。「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這
四句更進一步為詩人的情感表現塑造了一個典型環境，「聞省想」三個感官動詞的
連用，表現著詩人「耳聽、目視、心想皆寂默也。」85想見詩人流放中寂寞孤獨之
悲的深沉，詩人的情感與空曠寥廓的環境渾然一體。「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
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
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八句狀物寫聲，雙聲聯綿詞的疊用，極寫江面的動
蕩，不正是屈子此刻欲進而無所從、欲退無所止的激蕩思緒的表現麼？「觀炎氣之
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句中其一「觀」一
「窺」一「悲」一「聽」的感官書寫，又無疑是詩人「心踊躍其若湯」的具現。由
82

83
84
85

［日］小尾郊一著，邵毅平譯：《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11 月），頁 9。
〔德〕顧彬著，馬樹德譯：《中國文人的自然觀》，頁 41。
［明］黃文煥：《楚辭聽直》，《楚辭文獻集成》，第 7 冊，頁 4978。
姜亮夫：《屈原賦校注》（臺北：文光圖書公司，1974 年 8 月），頁 508。姜亮夫申述曰：「上句景響
無應，形與聲皆無應也，此客觀事象，聞省想句，以聲領此一事狀，聞者聞此聲也，省者省此聲也，想
者想此聲也。此即聲入於聽覺，驚而察之，察而有所思憶。」見〈屈子思想簡述〉，《楚辭學論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12 月），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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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這些山水描寫，給人感受更多的已不只是自然山水本身，而是詩人內心的跌
宕。詩裡風景地表達了屈原憂思之深、之廣，
「一切景物皆著我之色彩」，楚地山水
深深浸染著詩人哀怨悲愴的感傷色彩。本詩先是寫荒涼之景，再抒傷懷之情，往後
形成中國詩固定寫景抒情的模式。總之，在〈九章〉的哀歌中，「自我與外界的關
係被轉化為心靈與世界的互動往還」
，
「其間情與景，心與物內外周旋生化的活動過
程與狀態，形成一種揭示自我心境的抒情景觀」。86

五、結語
亞里斯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說：「有識之士總是力求在題材的性質所
允許的範圍之內，盡可能精確地尋求每一類事物的細微差別。」87人們對《楚辭》
的關注太久太多，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提出過、審視過、回答過。要想在這一研究領
域提出一個哪怕是自以為新的問題，都更需要盡其所能地從《楚辭》的文本、命題
間尋求「細微差別」
。王逸在章句楚辭作品時，曾將屈原的〈離騷〉稱之為「經」，
而將其它作品視之為「傳」。像〈九歌〉、〈天問〉這些作品能否與〈離騷〉構成經
與傳的關係，頗讓人懷疑，但是，若僅就〈九章〉而言，其與〈離騷〉的關係，倒
真有些類似於經傳之間的緊密契合，有時，我們甚至稱〈九章〉為「小離騷」。 88
〈九章〉最基本的情感內涵，已為〈離騷〉所涵蓋，加上朱熹說：「今考其詞，大
抵多直致無潤色。」89讀者自然就不太在意二者的「細微差別」。對於〈九章〉與
〈離騷〉的不同，洪興祖《楚辭補注》早已有云：
「〈騷經〉之詞『緩』
，〈九章〉之
詞『切』，淺深之序也。」 90他發現兩者之間的區別，是很有見地的，但將其原因
歸結為「淺深之序」，卻顯得籠統。本文藉由「哀歌」的認識而通過「構形」特徵
的描述性分析，具體而微地闡述作為哀歌的〈九章〉有別於〈離騷〉之「詞
『切』」的情感書寫。屈原以著一種別於《詩經》「素樸詩」的方式，用感情的哀
86
87

88

89
90

張淑香：〈抒情自我的原型──屈原與〈離騷〉〉，頁 54。
轉引自［美］M. H.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著，酈稚牛、張照進、童慶生譯，王寧校：《鏡與
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 月），第一章引詞，頁 1。
［明］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卷 4〈九章〉有云：「陸時雍曰：〈九章〉……即〈離騷〉之疏。」見
吳平、回達強主編：《楚辭文獻集成》，第 23 冊，頁 16156。
［南宋］朱熹：《楚辭集注》，《朱子全書》，第 19 冊，頁 87。
［東漢］王逸章句，［南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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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但非情感本能的直接渲泄，構形地把「靈魂的深層向度」、「生命和實在」揭露
出來，那是潛入人生的極底深奧後之觀照與體味所生發湧出的一種憂生憂世的悲
情，因而使他的抒情充滿了對人生的種種體驗，具有不局限於政治的更深廣的內
涵。就此而言，屈原對〈九章〉之書寫，正如席勒所說，是「憑感傷的手段，使有
限的對象變成無限」的精神，91「哀歌」於焉具有崇高的倫理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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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Elegies: On the Emotional Writing of
The Nine Elegies
Liao Tung-Liang*（廖棟樑）
Both The Nine Elegies and Li Sao are epitomes of the Situation of Elegy in Qu
Yuan’s prose poems. The Situation of Elegy revealed by Li Sao has overstepped the poet's
real life and become a typical example of Qu Yuan's prose poems; at the same time, The
Nine Elegies are often regarded as a group of poems, and the creation date and site, the
authenticity of each poem, and the single studies of each elegy are hot topics in previous
studies. Consequently, the overall study of The Nine Elegies has been relatively weak in
the past. As a matter of fact, all the poems of The Nine Elegies are sequenced in
categories, and the length, the form of expression and the language style of each poem
are similar, as well as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s; yet the nature as elegies are reflected
more sufficiently in The Nine Elegies. Hong Xingzu made some knowledgeable remarks
on Qu Yuan’s prose poems in his ChuCi BuZhu, in which he said, “The diction of Li Sao
is soothing, while that of The Nine Elegies is press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is
in the sense of propriety”. However, the remark of the sense of propriety is to some
extent ambiguous. This paper will elaborate in detail the “pressing” emotional writing in
The Nine Elegie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Li Sao, by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self-pronouns, the angry lyrical songs and the expression of resentment through the sites
of writing in the poems.

Keywords: The Nine Elegies, Qu Yuan, Elegies, Emotional Writing, Li Sao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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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計量學視野下的臺灣楚辭研究
（1947-2015）
陳亮*

許應田**

摘

要

高秋鳳的〈楚辭研究在臺灣（1947-2009）〉是目前考察臺灣楚辭研究歷史與現
狀最為全面詳實的一篇文章。本文在高文的基礎上，重新調研了臺灣楚辭學文獻，
特別是期刊論文，經過文獻搜集、查重，篩選出一千多條題錄，整理成〈臺灣楚辭
研究論著目錄〉
。選擇 1947—2015 年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中收錄的關於楚辭研究
的論文與專著，嘗試運用詞頻、共詞、社會網絡分析及信息可視化等科學計量方
法，對臺灣地區六十多年來楚辭的研究現狀、研究主題、研究力量分佈、研究水準
及整體概況和特徵進行了計量分析和視覺化識別。高文是臺灣學者研究臺灣的學術
史，身在其中多有體悟；本文則從外部視角觀察臺灣，依靠統計分析盡量客觀公
正。兩文視角不同，方法不同，但可以相互印證，相互補充，互為表裡，更好地展
現臺灣的楚辭研究狀況。

關鍵詞：楚辭、臺灣、計量分析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3&ZD112）、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5CZW012）
*南通大學楚辭研究中心副教授
**南通大學文學院碩士生
感謝東海大學中國文系吳福助教授對本文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吳福助教授的〈陳亮、許應田〈科學計量學
視野下的臺灣《楚辭》研究（1947-2015）〉讀記〉（《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19 期，2017 年 7 月），
從方法論層面對本文的撰寫與進一步探索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給我們很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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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論
臺灣楚辭研究的開始，據高秋鳳〈楚辭研究在臺灣（1947-2009）〉 1所言為臺
靜農 1947 年 9 月 1 日於《臺灣文化》
（第 2 卷第 6 期）發表的《屈原<天問>篇體
制別解》2。我們通過檢索發現，同年 1 月 1 日《臺灣文化》（第 2 卷第 1 期）刊登
了沈天華〈讀郭沫若著屈原研究管見〉 3 ，這篇文章討論了「亂」字，辯駁「放
流」非「放浪」等問題。關於臺灣楚辭研究史何時開端，我們將另外撰文進一步討
論。目前，我們將統計的時間範圍定於從 1947 年 1 月 1 日開始。
此後，臺灣的楚辭研究文獻逐漸增多，出現了很多專業的楚辭學者、楚辭研究
重鎮以及楚辭研究新方法新思想。在這六十多年的時間裏，臺灣對楚辭的研究主要
涉及到哪些領域？其主要研究力量的分佈狀況、研究水準及整體研究概況如何？對
這些研究的探討應該是相關學者和研究機構所普遍關心的問題。臺灣楚辭研究目錄
編纂有史墨卿〈中國近三十年楚辭論文索引〉4和余崇生〈近三十年國內外所見楚
辭論文目錄〉5，另外對臺灣楚辭研究現狀介紹较為全面的文章还有高秋鳳的〈楚
辭研究在臺灣（1947-2009）〉。在此基礎上，我們重新調研了臺灣楚辭學文獻，經
過文獻搜集、查重，篩選出一千多條題錄，整理成「臺灣楚辭研究論著目錄」 6。
在此基礎上，我們用定量的方法對臺灣楚辭研究整體狀況作比較客觀和系統的描述
和判斷。本研究從科學計量學的角度，對臺灣六十多年來的楚辭研究進行計量分
析，以期盡可能全面地展現目前臺灣對楚辭的研究狀況，發現一些用其他研究方法
難以發現的問題。

1

2
3
4
5
6

高秋鳳：〈楚辭研究在臺灣（1947-2009）〉，《雲夢學刊》第 31 卷第 6 期（2010 年 11 月），頁 3448。
臺靜農：〈屈原<天問>篇體制別解〉，《臺灣文化》第 2 卷第 6 期（1947 年 9 月 1 日），頁 1-2。
沈天華：〈讀郭沫若著屈原研究管見〉，《臺灣文化》第 2 卷第 1 期（1947 年 1 月 1 日），頁 4-6。
史墨卿：〈離騷引義〉，臺北：華正書局，1984 年 9 月，頁 174-215。
余崇生：〈楚辭研究論文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85 年 1 月。
陳亮，許應田：〈台灣楚辭研究論著目錄（1947-2016）（一）〉，《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1 期
（2017 年 9 月），頁 32-73。陳亮，許應田：〈台灣楚辭研究論著目錄（1947-2016）（二）〉，《東海
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2 期（2017 年 10 月），頁 23-41。此後又有訂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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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與資料收集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基本方法為：利用計算機數據挖掘技術，綜合運用詞頻分析、社會網
絡分析、信息可視化等科學計量學方法，對論文研究的主題分佈，論文發表的年代
及作者、機構與期刊分佈等計量分析和視覺化識別。本研究主要運用文獻管理軟件
NoteExpress7、文獻題錄信息統計分析工具 SATI8、社會網絡分析軟件 NetDraw9
等，梳理出關鍵詞、作者、期刊等潛在關係，挖掘出有效的研究動態關聯信息。

（二）資料收集
本研究的資料獲取方法為：選擇臺北的「國家圖書館」館藏目錄查詢系統、臺
灣書目整合查詢系統、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臺灣人社引文資料庫、中國文化研
究論文目錄系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華藝線上圖書館、典藏臺灣、中
國期刊全文資料庫、凌網等數據庫，在「關鍵詞」和「篇名」欄目中輸入楚辭相關
詞彙，時間選擇在 1947—2015 年，然後剔除其中不規範或者信息不完整的研究性
質文章，以求查全率和查準率的最大化。資料條目收集的範圍為臺灣地區的期刊所
載楚辭論文、臺灣高校所培養的博、碩士論文以及臺灣學者在大陸所發表的楚辭論
文，內容包括論文的題名、作者、機構、關鍵詞、發表期刊、發表時間等。本研究
資料最後的更新時間為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最後得到 1243 篇相關論文，其中包括
1168 篇期刊、會議論文以及 75 篇博、碩士論文。另查詢、搜集出 133 部臺灣學者
的楚辭著作。另外，我們也注意到臺灣學者曾用西文或日文撰寫博士論文 4 篇：
（1）陳炳良：《楚辭與中國古代巫術》，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論文，1973
年。
（2）陳次雲：《九歌：重新審視中國古代巫術》，美國南加州大學博士論文，
7

8

9

文獻管理軟件 NoteExpress 是由北京愛琴海軟件公司開發，其核心功能涵蓋“知識採集、管理、應用、挖
掘分析”等知識管理的環節。
文獻題錄信息統計分析工具 SATI 是由浙江大學劉啟元、葉鷹等人開發，它支持計量分析、共現分析、聚
類分析、多維尺度分析、社會網路分析等多種文獻分析方法。
社會網路分析軟件 NetDraw 是由美國肯塔基州立大學 Gatton 商學與經濟學院管理系 Ateve Borgatti 教授
開發，以其形象直觀的圖形化顯示功能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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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3）曾珍珍：《神話的歷史化：屈原的詩歌及其遺產》，美國華盛頓大學博士
論文，1992 年。
（4）黃麗雲：《臺灣における「端午扒龍船」の研究――長崎ペ-ロン及び沖
繩ハ-リ-との比較を通じて――》，兵庫教育大學連合大學院博士論文，2008 年。
還有用西文或日文發表的論文 7 篇：
（1）王靖獻：
〈衣飾與追求--〈離騷〉〈仙后〉比較研究〉，《淡江評論》第 7-8
卷，1971-72 年。
（後收入《楚辭資料海外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2）陳炳良：〈〈離騷〉的悲劇主題〉，《新亞學術集刊》第 1 卷，1978 年。
（後收入《楚辭資料海外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3）陳次雲：〈〈九歌〉的英譯問題——以〈湘君〉為例〉，《臺大文史哲學
報》第 41 期，1994 年，第 83-147 頁。
（4）曾珍珍：〈一首自我指涉的寓言詩：將〈橘頌〉讀作屈原的詩藝宣言〉，
《東華人文學報》第 1 期，1999 年。
（5）黃麗雲：〈屈原宮と臺北洲美里龍舟文化祭〉
，
《國學院雑志》第 109 卷 1
號，國學院大學，2008 年。
（6）黃麗雲：〈臺北洲美里龍舟文化祭--屈原宮との関系〉，《現代臺灣研究》
第 33、34 號，臺灣史研究會事務局，2008 年。
（7）黃麗雲：〈政権の象徵としての龍舟文化：屈原崇拝をめぐる國際比較〉
，
《伝承文化研究》第 9 號，2010 年。（
《雲夢學刊》2010 年第 4 期發表中文本）
限於體例，以上這 11 篇外文文獻並不納入本次計量分析的資料之中，在此予
以說明。

三、研究結果
（一）期刊論文的統計分析
1 論文總量分析
對博、碩士論文以外的 1168 篇期刊論文進行統計分析，其中每一年度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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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篇數如圖一所示；大致以十年為一個單位區間，除了 1950 年之前所發表
的五篇論文以及無法考證發表時間的四篇論文外，年份區間對應的論文數參見圖
二。

圖一

圖二

1947—2015 年間年度論文篇數散點圖

1950—2015 年間發表的研究論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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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與圖二資料表明，臺灣的楚辭研究從 1947 年開始逐漸增多，其中在
1960—1969 年及 1970—1979 年這二十年內，保持著每十年兩百多篇的發文量。但
在八九十年代發文量有所下降，直至新世紀的前十年，楚辭研究顯現出噴薄之勢，
十年之內的發表總量有 242 篇，僅 2006 年就達到了 43 篇的發文量，這是臺灣楚辭
研究的論文數量又一高峰。近年來，楚辭研究熱度雖有所下降，但發文量每年仍維
持在十篇以上，統計得出在 2010—2015 年間的發文量已有 100 篇，未來五年尚未
可知。總的來說，臺灣學界對於楚辭研究呈趨熱狀態。研究數量的激增，往往與學
者的研究動向、期刊陣地引領或者文化環境息息相關。比如在六十年代，繆天華在
《中國語文》上發表大量《九歌》譯釋文章，楊胤宗分別在《建設》《人生》等雜
誌上發表楚辭相關的箋考、釋義文章，蘇雪林的「離騷新詁」也在《中國一周》上
面連續推出；七十年代，史墨卿在《建設》《中國國學》等上面發表系列論文；新
世紀以後陳怡良、蘇慧霜、陳煒舜等學者接連發力，發表了大量論文，這些是促成
某些年份論文篇數激增的重要原因。
2 所發表的期刊分佈
統計顯示，1168 篇論文分佈在 306 種期刊上，其中收錄 1 篇的期刊有 196
種，發表 2 篇的期刊有 42 種，發表 3 篇的期刊有 23 種，發表 4 篇的期刊有 11
種，發表 5 篇及以上的期刊有 34 種。現選取論文發表數排名前十的期刊，見圖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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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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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量前十的期刊

學術期刊是研究成果面世的重要載體，臺灣學者對於楚辭的研究通過《大陸雜
誌》《建設》等期刊得到展現。《大陸雜誌》創刊於 1950 年，該刊以「純學術研
究」為辦刊宗旨，在期刊成立後的前二十年裏就發表楚辭學術論文三十多篇，聚集
了張壽平、劉秋潮、何錡章等楚辭研究專家。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建設》雜
誌是楚辭研究的重要陣地，楊胤宗、史墨卿等學者在上面頻頻發文，為楚辭學的發
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新世紀後，
《國文天地》《先秦兩漢學術》等刊物發表臺灣學者
的楚辭研究作品逐漸增多。總的來說，臺灣並沒有相對穩定的發表楚辭研究成果的
學術刊物，在楚辭研究這一塊發文量較高的期刊往往帶有一定的偶然性。比如《興
大中文學報》的楚辭論文主要撰稿者是興大中文系的王淑禎，《中國語文》是臺灣
師範大學的繆天華，一旦作者不在上面發文，那麼相關研究成果就會斷層。近年
來，臺灣楚辭研究學者與大陸楚辭研究的互動愈加頻繁，積極參加各類學術研討
會。《中國楚辭學》是中國屈原學會的會刊，主要刊登學會所主辦學術會議的論
文。臺灣學者的名字在《中國楚辭學》上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高。另外《雲夢學刊》
《職大學報》等大陸期刊所常設的楚辭研究專欄也屢見臺灣學者的論文。《雲夢學
刊》由湖南理工學院主辦，該校所處的岳陽市是屈原後期生活之地，故重視地方文
化，并且在所辦學報上常設「屈原研究」欄目。《職大學報》自 1992 年開闢「楚辭
研究專欄」以來，刊登了大量相關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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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臺灣楚辭研究學者的計量與分析
對六十多年來臺灣楚辭研究學者進行統計，有利於對其整個學術群體有一個大
致的了解。我們運用 SATI 統計作者發文量，并通過表一展現出統計結果。
表一 作者單獨發文總量排名表（頻次>=10）
序號
作者
頻次
序號
89
（1）
蘇雪林
（9）
52
（2）
楊胤宗
（10）
26
（3）
魯瑞菁
（11）
25
（4）
蘇慧霜
（12）
24
（5）
陳怡良
（13）
23
（6）
陳煒舜
（14）
23
（7）
廖棟樑
（15）
23
（8）
史墨卿

作者
傅錫壬
高秋鳳
張壽平
彭毅
繆天華
許又方
張正體

頻次
19
17
13
12
11
11
11

通過統計得到，發文量 5 篇以上的作者共 23 人，3 篇以上的作者共 43 人，2
篇以上的作者共 97 人。表一所示的 15 人是從 1950 年以來臺灣楚辭學研究的中堅
力量，雖然論文的發表量並不能完全決定楚辭學者影響力的高低，但能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臺灣楚辭研究學者的大致梯隊。從蘇雪林、繆天華、楊胤宗、史墨卿、彭
毅、傅錫壬，到陳怡良、高秋鳳、廖棟樑、魯瑞菁、蘇慧霜等學者，他們或師生相
承、或彼此取資，共同促成臺灣楚辭研究的薪火相傳。
4 關鍵詞統計和研究熱點分析
針對從數據庫檢索出來的沒有關鍵詞的論文，我們根據其題目與內容確定關鍵
詞。然後我們再對關鍵詞進行統計，1243 篇期刊論文共有 813 種關鍵詞，對頻次
出現三次以上的關鍵詞進行圖四所示的詞雲展示；詞頻排名前 30 的高頻關鍵詞表
則見於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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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關鍵詞詞雲（頻次>=3）
表二

高頻關鍵詞表（排名前 30）
關鍵詞

詞頻

關鍵詞

詞頻

屈原

328

哀郢

11

楚辭

220

楚辭學

10

離騷

150

湘君

10

九歌

102

王逸

9

九章

42

明代文學

9

天問

41

蘇雪林

8

屈賦

18

山鬼

8

詩經

17

楚辭章句

8

國殤

16

辭賦

8

招魂

15

湘夫人

7

漁父

15

抽思

6

體制

14

箋義

6

神話

13

橘頌

5

遠遊

13

新詁

5

宋玉

11

洪興祖

5

為了便於圖形的展示，對圖四裡面的個別關鍵詞做了手動調整。由圖四和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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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SATI 軟件分析的資料可觀察出，這些關鍵詞總的來說比較分散，與總的關鍵
詞數量相比，只使用一次的關鍵詞有 645 种，占所有關鍵詞的 79.3%。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六十多年來臺灣的楚辭研究中所涉範圍較為分散的特徵。但也有相對集
中的地方，比如說反映《楚辭》文本作品的關鍵詞頻次普遍較高，「體制」「新詁」
「箋義」等高頻關鍵詞也說明了臺灣的楚辭研究注重文本內容、挖掘文本含義的特
徵。
通過高頻關鍵詞我們可以對臺灣學界的楚辭研究重心有一個概覽，同時，針對
突發詞的出現，通過進一步資料採擷，我們可以了解到關鍵詞背後的潛在語義關
係。我們通過社會網絡分析軟件 NetDraw，對每一年度排名前十的高頻關鍵詞進行
統計，試圖找出其中的突發詞，以解釋在某一時間段的研究熱點。在觀察年度高頻
關鍵詞後，發現除了「楚辭」
、
「屈原」等高熱度詞彙外，1967 年以後「九章」「體
制」等詞彙不斷出現，2006 年「明代文學」研究的頻次突增等。經過 NetDraw 生
成的知識圖譜，我們發現針對「體制」的研究，主要出現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其
主要原因是張正體從造詞、結構、音韻等角度來對楚辭的體制進行辨識；「楚辭
學」、「明代文學」的出現在新世紀後，源於陳煒舜對於宋明時期高元之、周用等人
的楚辭註本的考述，進而可以追溯到他在香港中文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明代楚辭
學研究》，也表明楚辭學史研究逐漸受到重視。這些突發詞都反映在特定時間段的
學術熱點，對這些信息的進一步挖掘與分析顯得很是必要。

（二）博、碩士論文的統計分析
經過統計，臺灣研究楚辭的博、碩士論文共有 75 篇，其中博士論文 6 篇、碩
士論文 69 篇。傅錫壬的《楚辭語法研究》於 1965 年發表，這是臺灣第一本研究楚
辭的碩士論文，也是兩岸第一本研究楚辭語法的專著。六篇博士論文分別是：
（1）尹順：《楚辭九歌巫儀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金榮華指導，1987
年。
（2）高秋鳳：
《天問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王熙元指導，1991 年。
（3）廖棟樑：
《古代楚辭學史論》
，輔仁大學，王金淩指導，1997 年。
（4）吳旻旻：《香草美人傳統研究──從創作手法到閱讀模式的建立》，國立
臺灣大學，何寄澎指導，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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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蘇慧霜：
《騷體的發展與衍變研究》，東海大學，李立信指導，2005 年。
（6）林雅琪：《魏晉南北朝對《楚辭》的接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林文
欽、陳怡良指導，2015 年。
對於這些博、碩士論文以每十年為一個階段，可分為六個階段，見表三。
表三

博、碩士發表論文篇數
時間區間
論文篇數
3
1960—1969
6
1970—1979
7
1980—1989
13
1990—1999
27
2000—2009
19
2010—2015
從每個時間段來看，臺灣楚辭研究的博、碩士論文隨時間推展而呈現遞增狀

態。90 年代過後，基本上每年都有博、碩士論文發表，發表量最多的一年是 2008
年，有 7 篇之多。就各個高校機構的情況而言，楚辭學碩士最早產生在臺灣大學，
而培養楚辭學研究生最多的高校是臺灣師範大學。就各個高校發表篇數來看，臺灣
師範大學 17 篇，輔仁大學 8 篇，成功大學和臺灣大學各 7 篇，東海大學 6 篇。就
指導博、碩士論文的導師，按照篇數多少來算，陳怡良 8 篇，高秋鳳 5 篇，廖棟樑
4 篇，臺靜農、王熙元各 3 篇。
參照高秋鳳〈楚辭研究在臺灣（1947-2009）〉，楚辭研究可分為十六種途徑。
對 75 篇論文進行分類統計後，可得到如表四所示的主題表：
表四
博、碩士論文主題表
序號
途徑
作
者
1 聲韻研究 陳文吉
2 語法研究 傅錫壬、蔡妮妮
宣釘奎、陳曉雯、林國偉、
3 神話研究 林慧瑛、王窈姿、邱寶珠、
陳逸根
4 音樂研究 林雅琪
施淑女、高秋鳳、張忠智、
5 源流研究
蘇慧霜
6 楚文化研究 尹順、邱宜文、黃碧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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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導師
篇數
1
陳新雄
2
臺靜農、竺家寧
彭 毅、高秋鳳、陳怡良、
7
高秋鳳、鍾宗憲、柯金虎、
王三慶
1
陳怡良
臺靜農、王熙元、陳怡良、
4
李立信
3
金榮華、高秋鳳、陳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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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途徑

作

者

對應導師

王愛國、王淑禎、張春榮、
高秋鳳、詹詠翔、邱寶珠、
分篇專門研
詹雅真、曾尚志、朱芳儀、
究
盧又榕、蘇毓玲、曾紫雲、
游芷薇

王靜芝、王禮卿、王更生、
王熙元、陳怡良、柯金虎、
靳萍萍、吳福助、黃建業、
蘇佩萱、高秋鳳、文幸福、
高莉芬

施淑女、楊宿珍、陳吟秋、
8 文學的賞析 林佳樺、曾偉銘、吳旻旻、
詹詠翔、陳逸根、莊孟融
9 美學研究 陳怡蘋、陳逸根
楊宿珍、張玲敏、謝崇熙、
10 作者研究
曾紫雲
陳妙華、李紫琳、彭定源、
11 專題研究 賴怡君、游麗芳、李珮慈、
莊孟融、張偉恩
全蘭英、高秋鳳、蘇慧霜、
12 比較研究
簡怡美、林慧秋

臺靜農、王熙元、徐信義、
蔡宗陽、黃陶陶、莊雅州、
陳怡良、王三慶、鄭毓瑜
劉千美、王三慶
王熙元、王金淩、林麗月、
文幸福
李豐楙、許又方、鄭毓瑜、
廖棟樑、柯金虎、高莉芬、
鄭毓瑜、余崇生
李鍌、王熙元、黃忠慎&李
威熊、高秋鳳、曾啟雄
繆天華、李溫良、莊雅州、
包根弟、傅錫壬、王美秀、
廖棟樑、廖棟樑、許又方、
陳怡良、李紀祥、陳煒舜、
王金淩、金周生&林慶勳、
廖棟樑、王美珠、林文欽&
陳怡良

7

黃志高、李溫良、吳旻旻、
蕭夏暖、楊美娟、張敏慧、
吳燕真、鄭雅婷、廖美娟、
13 楚辭學研究
柯混瀚、張勤瑩、謝惠懿、
廖棟樑、柯懿芝、吳奕正、
林信宇、林雅琪
14 古史辨證
15 書目編纂
16 篇章辨偽

篇數

13

9
2
4
8
5

17

無
無
無

根據表四可以看出臺灣的博、碩士論文研究途徑幾乎涵蓋了楚辭研究途徑的十
六個方面，其中楚辭學研究與分篇專門研究方面頻次最高，分別有 17 篇和 13 篇。
臺灣的博、碩士論文從數量上和品質上來說皆甚為可觀。在楚辭研究領域如音樂、
神話、聲韻、美學、比較等諸多方面都有所涉及，且大多有較高的水準。這些論文
的成果，一方面如邱宜文、黃碧璉等人的碩士論文，被周建忠、湯漳平主編的《楚
辭學通典》加以著錄；另一方面，很多博士、碩士已經成長為導師，將楚辭學研究
薪火相傳，以高秋鳳、廖棟樑等人為代表。值得一提的是，在筆者搜集整理出的
133 種臺灣楚辭學研究著作當中，由這些博、碩士研究生所著的就有 29 種，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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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的五分之一，足見博、碩士培養成績的顯著。另外，這些博、碩士論文中有 8
種是在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出版，可見該社在推動學術著作出版方面作出的貢獻。

（三）學術研討會的統計分析
在 1168 篇期刊、會議論文中，會議論文有 93 篇。現對目標文獻作對應的時間
變化散點圖，以期有一個直觀感受。

圖五 會議論文時間變化散點圖
除了紀念論文集收錄楚辭研究的相關論文以外，以楚辭為主題的論文第一次出
現在學術會議上是 1981 年傅錫壬在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上發表的〈從莊子思
想析論屈原之死〉。從圖五中我們可以觀察出在某些年份會議論文的發表量激增，
大致有三個時間點應給予關注，分別是 1996 年、2005 前後以及 2010 年前後。究
其背後原因，是源於 1996 年 12 月於臺灣政治大學召開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
會、2005 年 11 月在輔仁大學召開第四屆先秦兩漢學術研討會，以及在大陸定期舉
辦的楚辭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前兩者是在臺灣召開的與楚辭密切相關的學術會
議，而後者則是在新世紀以後臺灣學者們參加楚辭學術會議的重要渠道，論文內容
涉及到楚辭學、比較研究、神話、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是兩岸學者交流、分享楚
辭研究成果的重要方式。特別是在 2010 年後，臺灣學者與外界交流愈加頻繁，在
許多與楚辭相關的國際研討會上屢見臺灣學者身影，其中以魯瑞菁和蘇慧霜兩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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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代表，為臺灣楚辭研究的發展與傳播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四）專著的統計分析
根據檢索所得的著作目錄，從 1947 年到 2015 年之間共有 133 部臺灣地區的楚
辭著作刊印或發行。通過計量軟件 NoteExpress 分析，可得到如圖六所示的時間—
—著作數量散點圖和圖七所示的作者所發著作頻次圖（頻次>=3）
。

圖六

時間——著作數量散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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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51

作者所發著作頻次圖

根據圖六的散點圖我們可知，1960 到 1979 的二十年和新世紀以後的這些年，
著作發表量最高。這與先前圖一所展現的論文發表量的動態變化是一致的。在作者
所發表的著作頻次統計中，排名靠前的幾位著者與表一中作者單獨發論文總量排名
靠前的學者大抵吻合。
著作最能體現出學術成績，臺灣地區六十多年來對於楚辭的研究百花齊放，同
樣也顯示出其自身的特色與側重。對於前文所述的楚辭研究十六種不同途徑，除了
在音樂研究上有所缺失，其餘均有涉及。經過統計，對這 133 部作品信息進行熱點
分析，可以窺探出近乎一半的著作是對楚辭的作品進行釋義、箋注等，對象以楚辭
名篇《離騷》
《九歌》
《九章》為主。其次是在專題研究這一塊，對植物、地名的考
證與探討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如《屈賦草木研究》《楚辭植物圖鑑》《楚辭地名辯
證》等著作。再者就是對於楚辭作者的研究，以屈原研究為核心，圍繞其生平、系
年、思想等方面進行梳理，這一塊研究與作品釋義一樣，主要集中在上個世紀。新
世紀後，對於楚辭學史研究的加強，是臺灣楚辭研究的趨勢，這方面以蘇慧霜和陳
煒舜兩位楚辭學者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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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體研究特徵與不足
本研究借助計算機數據挖掘技術，在儘量保證查全率、查準率最大化的前提
下，從科學計量學的角度，綜合運用詞頻、信息視覺化等科學計量學的方法，獲得
了一些較為客觀的研究結論。總的來說，臺灣楚辭研究呈現出如下幾個特徵：第
一，這六十多年來臺灣的楚辭研究未有斷層，雖然在八十年代研究進入低谷，但仍
有相當數量的成果面世。到了九十年代以後，無論是期刊論文的發表量還是博、碩
士論文和著作的數量都有了很大提升，這與臺灣教育的發展，碩士、博士生人數的
逐年遞增，以及學術出版的繁榮都有密切的聯繫。第二，臺灣學者的楚辭研究依託
學術期刊得到展現，但並沒有相對集中的楚辭研究期刊陣地。但是，對於臺灣學界
而言，沒有集中的陣地，同時也意味處處都有陣地，發表楚辭研究成果的期刊種類
很多，可以多元選擇，從容選擇。第三，楚辭研究在臺灣高校中薪火相傳，培養了
一代又一代專家學者。臺灣師範大學堪稱楚辭學重鎮，其次還有輔仁大學、臺灣大
學、成功大學、東海大學等，皆培養了很多楚辭研究人才。臺灣楚辭學者年齡結構
分布情況，就發文總量排名前十五位的學者而言，三十年代出生的學者有史墨卿、
彭毅、傅錫壬，四十年代生有陳怡良，五十年代生有高秋鳳、廖棟樑，六十年代生
有魯瑞菁、許又方、蘇慧霜，七十年代生有陳煒舜。由此可見，青年人才的培養仍
存在一定問題。隨著陳煒舜離開臺灣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臺灣高校七十年代後生
的代表學者還暫付闕如。第四，注重對楚辭作品的本體研究是臺灣學者的特點，作
品的真偽、作品內容、藝術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得到了深度挖掘與拓展。不過，大量
注釋本、箋注本的出現，也不可避免產生低質量的重複勞動問題，希望能夠產生代
表當代學術水平的高質量楚辭注本。第五，臺灣學界近年來愈發注重與外界的交
流，經常參加各種國際會議，並參加在大陸舉辦的學術會議，在一定方面促進了臺
灣楚辭研究的發展。臺灣的楚辭研究還需要加強團隊合作，培養老中青相結合的人
才梯隊，推動跨學科研究，拓展新的學術增長點。總體來說，六十多年來，臺灣楚
辭研究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績，可以預見未來前景也是樂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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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aiwan’s Chu C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Metrology
Chen Liang*

Xu Ying-Tian**（陳 亮、許應田）

"The Study of Chu-Tzu in Taiwan (1947～2009)" written by Professor Gao Qiufeng
is now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articl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about the study of Chu Ci in Taiwan. Based on this article, our paper
reinvestigates the literatures of Chu Ci study in Taiwan, especially the journal articles.
After collecting and checking these literatures, we screened out more than 1000 items and
finally integrated into "A catalogue of the works on the study of Chu Ci in Taiwan ". We
chose papers and significant books on the study of Chu Ci, embodied by the index system
of periodicals in Taiwan from 1947 to 2015. Trying to use the scientific methods of
measurement like word frequency, co-word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we set up econometric analysis and distinguished visually in the status,
topics, effort and level of the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global feature
of the study of Chu Ci in Taiwan in the past 60 years. Gao’s article is an academic history
of Taiwan scholars studying Taiwan, and many of them are aware of it. In this paper,
Taiwan is observed from an external angle of view, relying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as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as possible. The tw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but can
verify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forming an integral part to show academic research in
Taiwan better.

Keywords: Chu Ci, Taiwan, econometric analysis
* Associate Professor, Research Centre of Chu Ci, Nantong University.
** Master Graduate Student,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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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
——《文心雕龍》
「樞紐論」中「情文相應」之理論範型

高知遠*
摘

要

本文提出「情文相應」之說，以「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這組概念作為主
要討論對象。試圖透過這樣的討論，釐析《文心雕龍》內在之理論範型，如何透過
「情」、「文」兩端，將創作主體與文本主體串接起來。因此，本文首先梳理了《文
心雕龍》之概念結構，分析其由「道之文」轉換為「文學」之概念轉移，進而將
「文學」之核心原則，相對區分為「縱向創作過程」之理論範型與「橫向文本對
應」之理論範型等兩部分，並提出相應於「縱向創作過程」的生發原則與自然原
則，及相應於「橫向文本對應」之相應原則與新變原則等四大原則。企圖透過這樣
的解析，有效解碼《文心雕龍》之理論範型之生成及其型態。

關鍵詞：文心雕龍、樞紐論、理論範型、情文相應

*南華大學文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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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理論範型」意指理論系統內部之原則框架。就《文心雕龍》來說，這種原則
框架首先面對的是整體架構的問題，從〈序志〉篇之論述可以發現，《文心雕龍》
應相對分為「樞紐」
、
「文體」
、
「文術」與「文評」等四端，此四端應為一有機之整
體，既分別談論文學之根源、文體之實踐、表現方法之原理及運用、以及文學接受
之視角，另外亦相互支援、貫串與補充，透過各篇之概念加以聯結，以充分展現理
論主體對於文學概念之價值本原，及其落實為文學觀時之展向。 1而這種文學觀之
展向內在必有一核心結構，用以規範整體理論系統。是以考察《文心雕龍》對於這
種核心結構之提出，則必須回歸「樞紐論」之論述來加以解碼。
《文心雕龍》之「樞紐論」是以〈原道〉、〈徵聖〉、〈宗經〉、〈辨騷〉與〈正
緯〉等五篇組構而成。代表著文學之價值根源、典範與典律。正如〈序志〉篇中所
說的：「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
亦云極矣 。」2可以發現，所謂「樞紐論」之架構乃是架基在以「道」為根本；以
「聖人明道之作為」為師；以「聖人明道之著作」為典範，並且參酌《緯書》與楚
騷相異於經書正典外之文采表現及通變，將文學之核心原則予以定位之貫通說
法 。在此貫通說法中，又以〈徵聖〉篇所說的：「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 3這
組概念，應視為文學之所以如此產生以及表現的理論範型。是以劉勰對於這組概念
所給予的定位是：「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4可見，其乃將之視為文學創作的
終極規律，5透過這種終極規律之提出可以發現，「志足而言文」與「情信而辭巧」

1

2
3
4
5

例如王更生就將之區別為「文章之原出於自然」、「聖製雅麗文必宗經」、「文不滅質博不溺心」與「文
律運同日新其業」等四類，分別對應於「自然」、「宗經」、「情采」與「通變」等四種文學觀。（王更
生：《文心雕龍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年 10 月），頁 409—416。
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 年 5 月），頁 916。
《文心雕龍注釋》，頁 17。
《文心雕龍注釋》，頁 17。
相類似的看法，徐復觀在《中國文學論集》中亦曾提到：「〈徵聖〉篇第一大段從『夫作者曰聖』起，到
『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止，乃引古典中的相關語言，以證明聖人在『政化』、『事績』、『修
身』三方面皆有『貴文之徵』，並順便點出聖人所貴之文，乃『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這是他
憑聖人已標出論文的宗旨。」（徐復觀《中國文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2001 年 12 月），頁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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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相對分為兩個部分：其中「志足而言文」是一種生發原則，代表著情志與情性
下貫為文章時之理論範型；而「情信而辭巧」則是一種相應原則，意謂著當主體之
情志與情性下貫為文章，其內容與展陳型態必須相互呼應之理論範型。此兩者分別
透過文學之創生結構與表現結構來架構出《文心雕龍》之理論系統，必須進一步闡
明，以釐析其內在概念之意涵。
除此之外，透過這組概念之提出亦可看出，歷來從「文質關係」的對應上， 6
注意到《文心雕龍》應為一「文質並重」之看法， 7 應有重新估量的空間。因為
「情信而辭巧」是立足在「志足而言文」的基礎上提出的，是以《文心雕龍》顯然
並非一專注於「文本」
（text）之理論，其理論架設涉及了創作主體之內在情志與情
性兩端，特別是「內在情志下貫為文本中之主體意識，而情性影響文本之形式表
現」之思維，雖然在「樞紐論」中尚未進一步發揮，但是考察其於「文體」、「文
術」與「文評」中之說法，這樣的概念是相當清楚的，因此以「文質並重」之說加
以概括似乎不夠精當。8是以，基於能夠有效解釋《文心雕龍》之理論範型，本文
遂擬以「情」代「質」
，提出「情文相應」之說，9目的在於將「主體情志與情性下

6

7

8

9

在中國文學發展中，「文質關係」始終反覆進行著辯證性替換，從「詩言志」到「詩緣情」，從「為政教
服務之文學」到「表現自我情性」之文學，繼而針對六朝文學過分講究形式而產生繁采寡情之現象進行反
思。「文」與「質」的代換與整合，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文論對於文學概念之意識框架所要處理的焦點。正
如顏崑陽在《六朝文學觀念論叢》一書中所提到的：「這種『文質』的問題，基源上雖在於從『禮』反省
到人存在的本質與表現；但在歷史文化的進程中，這種『文質』問題卻不斷觸機而現，發生在各種人文活
動中，尤其是文學創作。」（顏崑陽：《六朝文學觀念論叢》，（臺北：正中書局，1993 年 2 月），頁
18。）
譬如沈謙在《文心雕龍之文學原理與批評》中提到：「文學之演變，其始也尚質，其繼也驅文，嗣則文質
並重，彥和立說，折衷群言，而歸結於質文合一，斯為篤論」（沈謙：《文心雕龍之文學理論與批評》，
（臺北：華正書局，1990 年 7 月），頁 33。）然而，其繼之也談到「為情而造文」、「為文而造情」與
「質文合一」等問題，顯然這裡的「質」必須包含作者情志之「質」。但是當「質」與「文」聯稱使用，
容易讓人與「文」相對，而認為其所說的是文本形式中之「內容」。是以本文提出「情文相應」之說，即
一方面可以避開這樣的疑慮，一方面可以將由「情」而「文」這樣的理論原則亦納入理論範型的結構之
中。
顏崑陽在〈論魏晉南北朝文學觀念及其所衍生諸問題〉一文中說到：「討論文學作品中的『質』，往往就
等於討論文學主體創作的『質』；從究極上來說，這是同一問題。」（顏崑陽：《六朝文學觀念論叢》，
（臺北：正中書局，1993 年 2 月），頁 19。）理論上的確如此，不過那是因為中國歷來在使用「文質」
之說時，缺乏「作者已死」的概念。但是如果單從語言的使用邏輯來說，則「質」應當相對於「文」來
說，指的是「內容」。而將此「內容」與作者這個主體的道德情志連結起來，是一種對於語言使用上的引
申設想，如若單就「文質並重」而言，其侷限是明顯的。
「情文相應」這個詞為本文始創，用以說明《文心雕龍》對於文學創作一事所提出的理論框架。然而，這
種框架之概念並非劉勰獨有。從文學史的發展來看，應從「詩言志」開始即有相類似的概念產生，及至
「詩緣情」的概念提出，則無論「詩」所對應的是「志」或是「情」，皆含藏著由創作主體之意識下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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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為文章」這樣一個動態過程考慮進去，以作為《文心雕龍》一書之理論範型的闡
釋結構。這裡，「情」所代表的是「創作主體」之情感思理與氣質樣態，而「文」
則意謂著「文本主體」之結構形式與文辭表現。就生發型態而言，必然是由情而
文，透過創作主體對於「文學」之「認知」而下貫為文本；而就表現形態來說，則
是基於創作主體對於「文學」之「認知」而落實為創作技巧之展現，進而透過「情
在文中」以產生「情在文外」之效果；是以就接受效應來說，則逆向的由文而情，
一方面觀文以知文本中之寫作技巧的繼承與新變，一方面透過這樣的文辭展現洞悉
創作主體之情性與情志。可見，「情」與「文」是「文學」內在趨向的不易原則，
透過探討「情」與「文」間的結構關係，應可更為清晰的解碼劉勰於《文心雕龍》
中之理論思維。
基於上論，本文遂擬從《文心雕龍》一書中之立論本源進行探討，透過引入
「情文相應」之概念，考察「情文相應」之本源如何由聖人寫作經書之明道典範與
典律，轉換為常人寫作內在情志之範式與原則，進而分別解析「志足而言文」與
「情信而辭巧」之說，討論「情文相應」之範式與原則如何成為一種理論框架。企
圖透過這樣的解析，相對清楚而深刻地闡釋《文心雕龍》之概念核心。而這種概念
核心對於《文心雕龍》整體理論系統之建構，顯然有著更為根源性的規範作用。

二、
「道沿聖以垂文」之典範原則與典律原則
《文心雕龍》之寫作，原是為了對治「辭人愛奇，言貴浮詭」之現象，因而透
過「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之方法，企圖為文學找到一個核心原則。是以「樞
紐論」在《文心雕龍》中之功能在此，即規範出一個價值本源，並以表現此價值本
源之作品做為典範，以此典範之表現方法做為典律，進而使其演化出文學表現時之
理論範型。
對於這種理論範型之演化，劉勰首先是將其置放於「道」化為「載道之文」的

文本主體，而文本主體又表現著創作主體之意識的概念思維。乃至於在整個六朝文學自覺的語境下，亦對
於這樣的概念多所掘發。然而，由於本文主要側重於《文心雕龍》〈樞紐論〉對於文學之理論基架的提出
與概念邏輯之推演，本不擬從外緣社會母體或文化背景釐析「情文相應」這個觀念的演變與發展。是以關
於「情文相應」觀之脈絡與演進，日後若有機會，當以另篇論文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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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結構上。即〈原道〉篇中所提出的：「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 10這樣
的概念。透過此概念可以清楚地發現，劉勰在此是將「道」、「聖」與「文」分別視
為「形上主體」、「傳道主體」與「經典主體」等三種，「形上主體」透過「傳道主
體」落實為「經典主體」，而「傳道主體」又因「經典主體」而表現出「形上主
體」。可見，從「形上主體」下貫的這個層面來說，由「形上主體」到「經典主
體」是藉由下貫而生發的；而從「經典主體」之內容的這個層面而言，則「經典主
體」又與「形上主體」對應，藉由「傳道主體」之下貫得以獲得表現。如是，道的
表現過程遂一式三分，在「本乎道」的前提下，提出「師乎聖」與「體乎經」這樣
的理論依據，即以「道」做為一種價值根源；以「聖人」垂文明道之行為做為寫作
範式；以「經典」明道之功能做為文本之結構原型，分別從聖人表意之依據、行為
與成果來論述文學之典範原型。
這種典範原型基本上是以「五經」之呈現型態為本。正如〈宗經〉篇中所說：
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
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
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
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以立體，據事制範，章條纖
曲，執而後顯，採掇片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
詳備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11
顯然，劉勰在此是透過分析五經之學的語言表現，將《易經》、《書經》、《詩經》、
《禮經》與《春秋》等五經視為文學典範。12從劉勰對於這些典範的描述可知，其
一方面以「道」為本源，將其下貫為文本中之情志內容，一方面則講究此情志內容
之表現，譬如談《詩經》時的「藻辭譎喻，溫柔在誦」，又或者是談《春秋》時的
「婉章志晦」，在在顯示了《文心雕龍》既側重於內容必須載道之前提，亦注意到

10
11
12

《文心雕龍注釋》，頁 2。
《文心雕龍注釋》，頁 31。
徐復觀認為：「五經在中國文化史中的地位，正如一個大蓄水庫，既為眾流所歸，亦為眾流所出。中國
文化的『基型』、『基線』，是由五經所奠定的。五經的性格，概略的說，是由宗教走向人文主義，由
神秘走向合理主義，由天上的空想走向實用主義。中國文學，是以這種文化的基型、基線為背景而逐漸
發展的。」（徐復觀《中國文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2001 年 12 月），頁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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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表現之重要性，而這種「情文相應」之思想從典範的這個層面來說，意謂著經
典之展現乃是「傳道主體」將「形上主體」下貫為「經典主體」之產物。如是，則
「經典主體」必然具有「傳道主體」意識中之「形上主體」，而這樣的典範型態在
《文心雕龍》裡應視為一種正典，其主要內容是以「明道」為主的。
再者，從典律的這個層面而言，則〈宗經〉篇中的「六義」之說，應視為一種
典律原則，劉勰認為：
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
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13
這裡所謂「六義」之說，即分別透過內容上的「情深」、「事信」與「義直」，及形
式效能上的「風清」
、
「體約」與「文麗」兩端，對應於形式表現上的「不詭」、「不
雜」、「不誕」、「不回」、「不蕪」與「不淫」。展現出一種內容與形式偕重之思維。
這種內容與形式偕重之思維的最終目的，即創造出一種「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
遠」的文學表現。所謂「辭約而旨豐」意指的是一種「含蓄」的典律模式，而「事
近而喻遠」則是一種「意在言外」的典律模式。此兩者為一整全之概念，「辭約」
是整體的表意前提，而喻遠則是在「辭約」這樣的前提下所構成的指意效能。兩者
互相搭配，則表現出了經書這種「正典」所呈現出的典律原則。
然而，《文心雕龍》對於文學具有某種藝術性之自覺顯然是辯證且深刻的，是
以其並不拘泥於正典，而是在正典之外，同時慮及文學之藝術性與通變性的辯證關
係，是以「樞紐論」除了〈原道〉
、
〈徵聖〉與〈宗經〉等三篇關及儒家正典之理論
外，尚有〈正緯〉與〈辨騷〉兩篇針對典律之表現與創變進行補述。相對於「五
經」這種典範正統，〈正緯〉與〈辨騷〉是以「奇」與「變」等兩種概念立設於
「樞紐論」中。是以〈序志〉篇中提到「酌乎緯，變乎騷」，意指緯書那種雖然
「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之表現形式，可以酌採其「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的部
分；而相應於此，則楚騷之意義在於「變」，「變」的概念於《文心雕龍》之理論脈
絡裡，必須與「通」合觀，即一方面繼承，一方面創造。正如劉勰所提到的：「觀
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 」14所謂「取鎔經意」指的
13
14

《文心雕龍注釋》，頁 32。
《文心雕龍注釋》，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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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於典範繼承的部分；而「自鑄偉辭」則是就其表現技巧之演進來說。
由是，則以經書為典範，以經書明道之表現為典律，進一步將外在形式與演進
觀一同加入典律的建構中，則《文心雕龍》之典範原則與典律原則，遂可透過「道
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這樣的說法來解釋清楚。透過這樣的解釋可以發現：
「道」、「聖」與「文」之間具有一種先後關係，即「道」是先存的，繼而透過
「聖」而下貫為「文」
。因此，
「文以明道」可說是此先後關係的必然效果，其代表
著就經典而言，「文」與「道」間同時具有一種對應關係是外文而內道的。換言
之，如果說「道」是「傳道主體」意識中之「形上主體」的話，那麼當此「形上主
體」下貫為「經典主體」
（道沿聖以垂文），則該「經典主體」之表現勢必理所當然
地對應於「形上主體」
（聖因文而明道）。
這種經書典範的發生結構，在《文心雕龍》中，是用以設立一個寫作範式，以
類轉為文學表現之發生結構。正如〈徵聖〉篇中提到：「論文必徵於聖，窺聖必宗
於經」那樣，劉勰顯然意圖將文學產生之根源，上溯至聖人垂文明道之模式，進而
透過這樣的模式說明文學型態之產生。是以，這裡「道」所代表之「形上主體」必
須轉換為創作主體內在之情志意識；而「聖」所代表之「傳道主體」意指文學作者
本身；最後「文」所代表之「經典主體」則替換為具有藝術性之文學作品。因此，
「形上主體」下貫為「經典主體」，而「經典主體」又對應於「形上主體」之範
式，必然轉化為〈原道〉篇中所說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之範型，此範
型亦可相對分為兩部分：首先就「心生而言立」來說，其所對應的是聖人垂文明道
之結構，亦即「言立」來自於「心生」一如「垂文」是為了「明道」那樣，於是聖
人以經典傳道之道統，遂正式轉換為創作主體寫作文學之原型，15然而「經典」向
來不被視為具有文學藝術性之功能，如何讓側重於載道之經典向文學轉換，涉及了
語言的表現模式。因此，劉勰在此遂讓其一以貫之，透過「言立而文明」之說建構
出由「心生」到「文明」這樣一整個自然連貫的創生過程。此一創生過程的前半部
強調了情先（心生）而文後（言立）的下貫關係，而後半部則導入了語言表述之確
立（言立）與追求藝術性表現（文明）之對應關係。如是，則「心生而言立」之關
係在此遂得以進行藝術性轉換，由「言立」之下貫原則過渡為「文明」之表現原
則。
由此可見，由「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之說，轉移為「心生而言立、
15

這裡「原型」一詞意指將聖人寫作經書以傳道之模式，視為是文人藉由文字符號表現情志之原始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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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立而文明」之論，《文心雕龍》之理論範型，遂也由「形上主體」與「經典主
體」間的下貫及對應關係，轉換為「情志主體」與「文本主體」間的下貫及對應關
係。這種下貫與對應關係本文將其稱為是一種「情文相應」之理論範型，其意涵可
以相對分為「志足而言文」之「生發原則」與「自然原則」，及「情信而辭巧」之
「相應原則」與「通變原則」等兩部分，底下將進一步進行解析。

三、
「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之概念結構
文學之所以為文學，必須藉由內容與形式兩端相應組成。單有內容不足以成為
「文學」，「文學」做為一種藝術的有機體，並不只是訴求於表意上之理知，更多的
是訴求於呈象時之感知。是以內容必須投入藝術化的形式之中，透過這樣的形式來
產生美覺。同理，光有形式亦不足以稱之為文學，因為如此將成為一個形式的空
殼，繁采寡情，正如六朝時的文學語境那樣。
是以，為了改正當時采濫辭詭之現象，劉勰於是引道入文，16企圖透過「道」
的情志意識與範型，從自然天文之道轉換為人文之道，因而提出：「心生而言立，
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17這樣的說法。此說法可以相對分為兩部分加以說
明：首先「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指的是文學的生發過程，從創作主體的感知
意識落實於文字載體之中，而此文字載體又以合適的形式表現創作主體的美覺感
知，進而成為一種具有藝術性之文本主體，當這兩方面的條件同時滿足，即為劉勰
理想中之文學。再者，這種理想文學的產生是自然而然的，所謂「自然之道」既可
相對分為「自然而然之理型」與「自然的道理」等兩個層次，18劉勰兼而取之，並

16

17
18

「引道入文」乃李師正治之創見，其依據「道」的簡易、不易與變易等三義，創設了「引道入文」之新
說，將《文心雕龍》之理論規範分為「自然」、「體要」、「經典」與「通變」等四大原則。（李正
治：〈《文心雕龍》引道入文的理論效應〉《文學新鑰》第六期，（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2007 年 12
月），頁 1—26。）
《文心雕龍注釋》，頁 1。
關於《文心雕龍》中的「自然之道」，徐復觀認為：「自然一詞的另一演變用法，乃是作形容詞或作副
詞用，或作由形容詞副詞而來的名詞用。凡具有某種條件，即會產生某種作用，出現某種現象或結果
的，在尋常語言中，便常以『自然』一詞加以形容；與『當然』、『固然』的用法，約略相近。其意義
指的是自自然然地如此。」（徐復觀《中國文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2001 年 12 月），頁
391。）顯然，徐復觀是從詞性的角度解釋《文心雕龍》中的「自然之道」，認為其不代表任何特定的思
想內容，只是「前件與後件的密切關係」。這樣的說法顯然有些武斷，因為考察《文心雕龍》中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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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做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之說所以如此產生的原則與規範。
在這樣的認知前提下，遂可以理解劉勰在〈徵聖〉篇中，何以將「志足而言
文，情信而辭巧」稱之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19顯然，其乃對應於「心
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這種符合於「自然之道」的創作律則，而成為一種《文心
雕龍》中，用以表現「情文相應」這種概念結構的理論範型。這種理論範型承接
「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之概念而來，加入了創作主體充足的思理、信實
的情感與藝術性轉化等因素，進而落實為一種將文學之生發原則投入文學之相應原
則的概念結構，必須進行解釋，以鑿深這種理論範型之意涵。

（一）「志足而言文」之生發原則與自然原則
「志足而言文」這個概念，必須就字面上先行說明。所謂「志足」是指創作主
體內在之情志意識，而「言文」則是將此情志意識下貫為文章。是以「志足而言
文」之「而」應當作「而後」解，亦即必須在情志充沛的情況下，再來考慮文學創
作。如是，則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其意指的是文學創作之時，創作主體先而後
文本主體的外在結構。這種外在結構具有兩個層次必須釐析：首先是理論根源的問
題；再者則是理論原則的問題。
就理論根源來說，「志足而言文」這個概念的產生，乃是為了對應〈序志〉篇
中所提到的：「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綉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
濫。」20而來，進而「引道入文」，希望能透過將「道」與「載道」之範型導入文
學理論的建構之中，以此導正「言與志反」、「為文而造情」進而「言貴浮詭」之現
象。是以「道」之呈現既是表現框架亦是價值根源，其具體表現為一種「自然之
道」，並以這種自然之道的範式向「人文之道」類轉，正如〈原道〉篇中所說的：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

19
20

可以發現，這裡的「自然之道」是接續「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
綺，以鋪地理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文心雕龍
注釋》，頁 1）等自然景物的「道之文」而來，是以這裡的「道」必然是某種透過自然加以表現的形上主
體，如是，則「自然」一詞所意指的，當不會是如徐復觀所說：「不代表任何特定思想內容」（徐復觀
《中國文學論集》，頁 391。）。
《文心雕龍注釋》，頁 17。
《文心雕龍注釋》，頁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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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
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
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21
這裡的「自然之道」就內容與形式相搭襯之表現型態來說，顯然是一種內容與形式
相呼應之結構，譬如「麗天之象」透過「日月疊璧」進行表現；而「理地之形」則
藉由「山川煥綺」加以展示。可以發現，外在華美的表現形式皆是為了呈現某種內
在意旨，這是自然之文呈現其理則時之樣態。而就「自然之道」如此表現之過程而
言，則意指在時間線性上，先具有某種形上主體，進而落實為形下之自然景態，正
如先有某種書寫意識繼而落實為文字，復而展現出藝術型態的創作過程那樣。
如是，像「日月疊壁」這種「垂麗天之象」的「道之文」，便在「形式對應內
容」與「自然而然形成」兩端，成為創作行為之律則與典範模式，於是推演出「心
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這樣的創作流程。其中，「心生而言立」是
就其創生義而言，而「自然之道也」是就其根源義來說。兩者間的概念應視為是一
種由「自然之道」規約並且成為範式之理路，橫向複製為文學創作時之表現過程。
這種表現過程首先必須從時間性加以定位，其主要表現為「創作主體」與「文本主
體」間的貫串關係。其中，若以「文本主體」之文本性為主，側重於文本之表達而
構建出創作主體之意識內容，那麼則會產生「先文後情」之效應，即文本性的被強
調，使得創作主體之意識內容附著於文本主體的詭譎華麗底下。這種表現是劉勰所
反對的，正如〈情采〉篇中提到：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
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
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
者淫麗而煩濫。22
從「淫麗而煩濫」這樣的說法可以發現，劉勰顯然不同意「為文而造情」之作法，
而主張「為情而造文」，其根據便是來自於「樞紐論」中所提出的「心生而言立」
21
22

《文心雕龍注釋》，頁 1。
《文心雕龍注釋》，頁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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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自然之道。透過側重於「文本主體」的意識主體性，使得「文本主體」為此
意識主體而服務，於是產生「先情而後文」之效應，即創作主體的意識內容被強
調，而「文本主體」之目的在於有效的表現出意識主體，這種「心生而言立，言立
而文明」的表現方式，將創作主體之意識內容下貫為文本主體之概念，也就是本文
所謂的「生發原則」
。
是以，進一步探討這種「生發原則」，可以發現其內在本質除了來自於「自然
之道」的發展特性，必須依循「為情而造文」之生發原則，表現為一種自然而然的
下貫結構外，還包含了將自然之「道」轉換為文學表現之內在意識，正如〈原道〉
篇中所說的：
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
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
《河圖》孕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 ，丹文綠牒之華，誰
23

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可見，在劉勰的概念中，文學之典範（經典）乃是由天地之心（自然）而來，其所
表現的是天地間之神理。那麼，當典範之典律生成，則文學亦應趨向其典範之基
型，目的是為了在言志抒情外，還能夠展現自然之「道」，如此才能像〈原道〉篇
中提到孔子編訂六經時所產生的效果那樣：「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24
從上所論，那麼可以深入闡發「志足而言文」這個概念之意涵，在《文心雕
龍》中，應可相對釐析出「生發原則」與「自然原則」等兩部分。其中「生發原
則」意指的是主張創作次序必須由創作主體之情志意識下貫為文字，以避免為文造
情之現象；而「自然原則」則是取「道」之自然義的表現形態，認為這種「由創作
主體之情志意識下貫為文字」之程序，才符合於「自然之道」自然而然之本質。除
此之外，「志足」一說亦應納入自然之「道」來加以思考，以涵納「道」之「志」
為「志足」的表徵，進而將這種儒家道統式的載道思想回歸到以「情志下貫為文
23
24

《文心雕龍注釋》，頁 1。
〈原道〉篇中說到：「至若夫子繼聖，獨秀前哲，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性情，組織辭令，木
鐸啟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文心雕龍注釋》，頁 2。）然
而，從「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可以發現，這種「自然之道」的引入，並不單單只是形態上的
引入，同時也具有「灌輸思想」與「影響社會」這樣的道德理想，應該加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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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創作律則上。如是，則「志足而言文」之說遂通過「生發原則」與「自然原
則」這樣的結構，將「志足」之理想內容與「志足」而後「言文」這樣的程序，組
構為一種「縱向創作過程」之理論範型。

（二）「情信而辭巧」之相應原則與新變原則
如果說「志足而言文」是就創作主體之意識先而文本主體之呈現後，這種「自
然原則」下之「生發原則」所提出的；而「情信而辭巧」則涉及了「言立而文明」
之說，將其結構相對分為情志內容與文辭表現等兩個部分。前者確立了情與文的下
貫關係，而後者則確立了情與文的對等關係，兩者本為一理論意識之整體，必須站
在「生發原則」的前提下，對於「情信而辭巧」之概念加以考察，才能有一較為深
入而準確之理解。
是以所謂「情信而辭巧」應當分別對應「內容」與「形式」兩端，在「情感內
容必須信實」的基礎上，提出「文辭形式必須巧麗」的美學要求。是以「情信而辭
巧」之說顯然是接續「志足而言文」的看法，將情感之信實視為來自於「志足而言
文」這種生發原則的下貫效應。如是，則創作主體之情志先而文字之表現在後，文
字是用以展陳創作主體之內在情感，如此前提下，文字表現遂成為了文學從記錄系
統向藝術系統轉換之關鍵。因此說是「情信而辭巧」，目的在於一方面承接「志足
而言文」這種為情而造文之生發原則：另一方面，則透過「而」這個字做為「情
信」與「辭巧」間之連接，解釋為「又」的意思，也就是在情感的信實之外，同時
亦強調形式表現之巧麗。
這種情感內容與文辭表現對應之形式，本文稱為是一種「相應原則」，這種
「相應原則」可以從「典範」與「典律」兩端進行考察。首先就「典範」來說，劉
勰認為聖人之文之所以必須遵守，來自於聖人之文具有四種特徵，其提到：
夫鑒周日月，妙極幾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
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25
這裡「簡言以達旨」
、
「博文以該情」、「明理以立體」
、
「隱義以藏用」等四組概念，
25

《文心雕龍注釋》，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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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相對分為「旨」、「情」、「理」、「義」等四組敘述內容，透過「簡言」、「博
文」、「立體」與「藏用」等四種方式分別進行表現。而這樣的結構又可簡約為「正
言」與「精義」
、
「體要」與「微辭」等兩組，即將「精義」與「體要」及「正言」
與「微辭」相應，進而提出：
「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26這樣的說法。
可見，在劉勰的概念中，聖人之文的表現即為一種情志內容與創作表現對應之典
範，這種典範透過「宗經」之概念下開為「情深而不詭」
、
「風清而不雜」
、
「事信而
不誕」、「義貞而不回」、「體約而不蕪」與「文麗而不淫」等六種典律。此六種典律
基本上可以由內而外、兩兩相對的分為「情」與「風」、「事」與「義」、「體」與
「文」等三組。其中「情」指的是內在情感，而「風」則是此內在情感之外在表
現；「事」指的是文中之事象，而「義」則是這種事象之類義；「體」應指文體，而
「文」則是展現此文體的表現形式。由此可見，劉勰在此之安排乃是將其層層推擴
開來，既分別講述各義間之要點，亦在義與義中分隔出層次與內涵。透過這樣的分
解可以發現，內在之「情」
、
「義」與外在之「風」
、「事」、「體」、「文」皆是對等而
重要的，這種「情」與「文」對等重要之觀念即為「情信而辭巧」之要義，即在創
作主體意識下貫之前提下，將創作主體的情志意識轉換為內容。如是，則內容必須
與形式表現對應起來，從一種主體情志的下貫模式，轉換為情志與文辭表現的對應
模式。
這種「情志與文辭表現」的對應模式，在「樞紐論」的框架中，基本上已透過
〈原道〉、〈徵聖〉與〈宗經〉等三篇文章大致建構完成。然而對於怎樣的形式，以
及形式美的內在規律，則有待〈正緯〉與〈辨騷〉等兩篇文章來進一步申說。在
「樞紐論」的架構裡，〈原道〉、〈徵聖〉與〈宗經〉等三篇應視為文學之正典，而
〈正緯〉與〈辨騷〉則是文學之奇變。正典針對當時綺靡之文風提出文學的價值根
源、典範與典律；而「奇變」則是相對於「正典」而言，藉由〈正緯〉與〈辨騷〉
兩篇，提示除了經書的典律之外，事類與文辭表現的重要性及典律的流變性。 27其

26
27

《文心雕龍注釋》，頁 18。
正如王少良在《文心管窺》中，透過「通變」這個概念所分析的那樣：「事實上，完整地來看待《文
心》全書論文綱領的『文之樞紐』五篇的關係，就體現為『通』與『變』的關係，簡言之：〈原道〉、
〈徵聖〉、〈宗經〉三篇是闡述文章所本的事義典則、風格雅正等『質』的論題；而〈正緯〉、〈辨
騷〉兩篇則是文辭艷麗、風格華美等『文』的論題。五篇是一個整體，有通有變，通者為『正』，變者
為『奇』，以『通』為本，以『變』為用，最後以達成文質統一的理想風格為目標，這是『執正馭奇』
總的原則的具體表現。」（王少良：《文心管窺》，（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 12 月），頁
209。）此論見甚為精彩，可以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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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緯〉篇可說是〈宗經〉篇之補充，在文學必須「宗經」的概念下，將經典
這種明道型態之價值根源轉換為文學藝術之形式追求，因而提出以緯書中之事類與
文辭來作為文學表現之典範模式。其提到：
若乃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
28

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

可見，就文學理論而言，劉勰在此所側重的其實是緯書在事類之取用與文辭華美等
兩部分。因為這兩個部分「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特別是文辭華美，應是「文
章」顯然「益於」也「異於」經典的部分。由此可見，《文心雕龍》之創生雖是為
了對治「辭人愛奇、言貴浮詭」之現象，然而，實際考察其理論意識卻可以發現，
劉勰並未因為想要矯正文學在表現形式上之瑕病，就全然忽視「形式」的重要性，
反而從經典中尋找其表現形式所具有的文學性特徵，加以類化為文學表現之祖型。
然而，劉勰同時也意識到這種祖型的表現不應該是一成不變的。因此引入「楚
騷」作為文學「新變」的代表，透過「變乎騷」之說，由「辨」而知其「變」，於
「樞紐論」中加入「通變」的概念，指明經書與楚騷間的四同與四異，說明文學之
演進其實是一方面繼承、一方面新變的：
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
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虯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
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
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女戎｝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
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
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
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
彼，語其夸誕則如此。29
這裡，同於典範者，分別是「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意」與「忠怨之
28
29

《文心雕龍注釋》，頁 50。
《文心雕龍注釋》，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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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而異於典範者，則是「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與「荒淫之
意」。透過這樣的比較，劉勰企圖點出楚騷中，那種「雖取鎔經義，亦自鑄偉辭」
的「通變」現象，亦即哀志與傷情的書寫內容應該是有某種層次的繼承關係；然而
在引事用語的表現形式上，楚辭所用的「詭異之辭」與「譎怪之談，卻有別於典範
之書寫面貌。其中差異最大的，應該在於「形式美」的部分，正如〈辨騷〉篇中所
說的：
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
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瑰詭而〔惠〕（慧）巧；招魂
〔招隱〕
（大招）
，耀豔而深華。30
從「朗麗」以哀志、
「綺靡」以傷情、
「瑰詭而慧巧」與「耀豔而深華」等四項可以
發現，前兩者是分別就哀志與傷情的表現來說的，而後兩者則專指形式。而以其
「朗麗」、「綺靡」
、
「瑰詭而慧巧」與「耀豔而深華」等用詞明顯可知，楚騷與經典
的不同，正在於這種華美而誇張的表現形態。這種表現形態即為所謂的「辭巧」，
其本質是不斷流變的。
是以綜上所論，則「情信而辭巧」應相對區分為「相應原則」與「通變原則」
等兩個層次。所謂「相應原則」是承襲「志足而言文」這種生發原則而言，談文學
內容與形式的相互搭配；而「通變原則」則是就形式一端來說，談典律的流變性
質。如是，則「情信而辭巧」中之「辭巧」，在強調形式美之外，又加入了這種形
式美須隨著時代演進而創新表現之思考。這樣的思維無疑是《文心雕龍》中十分精
彩的部分：即文學必有典範，而典範產生典律，但典律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必須不
斷新變才能夠開出藝術的成果。通過這樣的說明，則「情信而辭巧」一說，遂可視
為是一種「橫向文本對應」之理論範型。

五、結語
本文主要以《文心雕龍》之「理論範型」做為討論對象。所謂「理論範型」意
30

《文心雕龍注釋》，頁 64。

- 69 -

70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三十五期

指將《文心雕龍》的理論系統視為劉勰在建構其理論主體時，某種概念原則之衍
生。此概念原則涉及了理論主體對於創作主體與文本主體間的對應結構之闡釋，是
以本文提出「情文相應」之說，試圖透過分析「樞紐論」中，典範與典律之轉移與
建構，從「明道之文」轉為「文學之文」這樣一個過程切入，對於「樞紐論」所傳
達之理論範型進行解碼。
於是發現，在「樞紐論」的結構裡，所謂〈原道〉、〈徵聖〉與〈宗經〉等三
篇，是以儒家經典作為文學創作之祖型，將經典載道之精神看作是文學的價值根
源，進而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這種形上主體、傳道主體與經典主體
三分之方式，對於文學典範的建構加以闡發。然而經典這種載道之文畢竟不是文
學，文學自有其藝術性要求。是以，劉勰遂在此進行了一種轉化，透過「心生而言
立，言立而文明」這樣的概念，將「形上主體」轉化為「情志主體」、將「傳道主
體」轉化為「創作主體」
、將「經典主體」轉化為「文本主體」，另外加入〈正緯〉
與〈辨騷〉等兩篇與經典之「正」相對之「奇」，用以說明事類與文辭形式及其新
變於典律上之重要性。如是，則一整個「情文相應」之框架，遂進一步確立為「情
志主體」與「文本主體」間的下貫及對應關係。
這種「情志主體」與「文本主體」間的下貫及對應關係，在《文心雕龍》中，
可以「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這種「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來加以概括。
所謂「志足而言文」可將其視為是一種生發原則與自然原則，即以創作主體內在之
情志下貫於文章，如此一來，方符合於順應自然、凡為文者皆因情而造文的自然之
道。相應於此，則表現此情志之方法及規律，遂可透過「情信而辭巧」之概念來加
以說明。所謂「情信」應是承繼「志足而言文」而來，因為主體之情志下貫，所以
文章中之情志必然是信實的。是以「情信而辭巧」之重點在於「辭巧」與「情信」
間的對應關係，在劉勰的概念中，
「情信而辭巧」是一種藝術性轉化，
「情信」規範
著「辭巧」，而「辭巧」是為了表現「情信」
，這種形式上的相應原則，其內質並非
是一成不變的，即所謂「辭巧」會隨著時代不斷新變，因此，文學之典範與典律，
必須在一方面繼承，一方面創新的前提下，才能夠產生新的文學。可以說，劉勰在
這一方面的體會十分深刻。
綜上所述，所謂「情文相應」之理論範型，應可以圖式表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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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情文相應」這一個概念乃是劉勰從明道之文轉換為文藝之文時所定
位的一種核心範型。此核心範型由於必須以創作主體之情志發動，因此，「情文相
應」之「情」，遂由一種情志下貫之生發原則投射為情與文相互規約之相應原則。
此下貫原則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創生過程，而此相應原則，則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更
易。透過此四大原則的確立，可以有效說明《文心雕龍》之理論，乃是架基於這樣
的概念下，進而落實為「文術論」與「文評論」中之理論建構。至於「情文相應」
之概念如何貫串於「文術論」與「文評論」中，則有待另闢文章加以申發。
事實上，所謂《文心雕龍》之理論範型，其實從其書名中已可見出端倪。所謂
「文心」意指的是「為文之用心」
，而「雕龍」則意指「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
一為強調寫作文章時創作主體的意識作用；一為強調文本效能時文本主體的組織結
構。這兩個類項在《文心雕龍》一書都有進一步發揮，當「文心」加上「雕龍」，
其理論展向遂可以相對區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以「文心」下貫為「雕龍」之呈
現；一個是使「文心」與「雕龍」呼應。此兩者可以分別對應為「志足而言文」與
「情信而辭巧」等兩種概念，從「主體意識下貫」到「將此意識轉換為文本藝術」
之角度，使文學的建構與表現統合起來，透過「志足而言文」所以「情信而辭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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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Respond Form’s Theoretical
paradigm in Core theory of “The
Literature Mind：Elaborations”
Kao Chih-Yuan*（高知遠）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statement of "emotional respond form", The concept of
"thoughtful and then writing literature, feelings of true and language gorgeous" as the
main object of discussion. Trying to use this discussion, analysis of " The Literature
Mind：Elaborations " inherent theoretical paradigm, how through "emotional", "form"
two parts, the author and works connect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irst collated the
concept structure of " The Literature Mind：Elaborations ", and analyzed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form of" "Tao" to "literature", and then divided the core
principle of "literature" into "vertical creation Process theory "and" horizontal text
corresponding to the theoretical type "and other two parts,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vertical creation process" of the "germinal principles" and "natural
principles"And the corresponding principle of "horizontal text correspondence" and "new
change principle".Attempting to explain the formation and pattern of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 The Literature Mind：Elaborations " through this analysis

Keywords: The Literature Mind：Elaborations（文心雕龍）,Core theory（樞紐
論）,Theoretical paradigm（理論範型）, Emotional Respond Form
（情文相應）

* Assostant Professor,Department of Literature,Nan-Hua University

- 74 -

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三十五期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2017 年 12 月

由「修己型家」至「型方訓俗」
——宋代士族重建家內秩序之理想析論

郭玲妦*
摘

要

族譜與家法作為一種特殊體裁，表面是為了維持家中秩序、確立族人輩分等
級、協調職責；然實際上，就族譜纂修的動機與家法的樹立，有時反映的並非家族
中全部的事實狀況，反倒是撰寫者對當時社會狀態不滿的呈現，以及撰寫者的意識
型態與終極理想的書寫。本文乃欲闡述宋代士族在傳統儒學「家國一體」的概念
下，企盼透過纂修族譜以「敬宗收族」，以及由「修己型家」至「型方訓俗」的家
法樹立，冀望經由「治家」以達成「治國」的終極目標。

關鍵詞：宋代士族、家國一體、敬宗收族、家法、族規

*明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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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1910-2005）研究中國傳統社會時，曾提出「差序格
局」，認為中國鄉土社會是以宗法群體為本位，人與人間的關係是依遠近親疏的不
同等級之親屬關係所布出去的網絡；1父子、兄弟、夫妻、婆媳、姐妹、妯娌、姑
嫂等親族，不僅名分區分清楚，而且按長幼尊卑等關係，內外有別，上下有序，各
安其位，使其有秩序地在同一個空間裡生活，方能將「家內秩序」擴大到社會、國
家，做為建構社會等級與國家秩序的基礎。因此，傳統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多數會倡
導家族內部之家長制的治理權，強化族內長幼尊卑之等級秩序、孝悌忠義之道德倫
理，冀望透過人倫明、家族立、國家固的「家國一體」、「家國同治」之理念施行，
以求社會秩序穩定，而國家得以長治久安。
趙宋立國以來，五代政權倏忽興亡、君臣易位、武將鴟張、綱紀紊亂、尊卑失
序、道德淪喪，種種秩序崩壞亂象，殷鑒不遠；因此，重建理想的家國秩序，始終
是滿懷社會理想、
「以天下為己任」2的宋代士人念茲在茲的任務。本文乃欲析論宋
代士人在傳統「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3的「家國一體」概念
下，進而主張透過恢復古代宗法，重建家族組織，冀望通過敬宗收族、纂修族譜、
樹立家法，以尊祖睦族、孕育孝悌精神、凝聚族人向心力，並在家法族規的約束
下，不僅「修己型家」
，讓家內秩序井然有序，更企盼也能「型方訓俗」，將治家理
念推之於治鄉安民與治國安邦，使同鄉鄉親及全國百姓皆能遵守的禮法準則，藉由
家內秩序的重建，以建構理想的社會秩序，達到國家長治久安的目標。

二、傳統「家國一體」概念的闡述
中國自古以來，家與族伴生，家受族的制約，成為社會裡最基礎的自治單位；
1

2
3

費孝通「差序格局」之相關論述，載〈鄉土中國〉，收入《鄉土中國與鄉土重建》（臺北：風雲時代出版
社，1993 年 11 月），頁 22-29。
〔元〕脫脫：《宋史．范仲淹傳》（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5 月），卷 314，頁 10275。
〔漢〕鄭玄：《禮記鄭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 6 月），卷 14〈祭統〉，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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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傳統儒家「家族本位的政治」4觀念下，治家與治國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如孟
子云：「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5因為「天下之
本在國」，而「國之本在家」，所以《禮記．大學》乃提出「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
「家齊而後國治」6的理念，並云：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
而成教於國。7
另外，宋儒朱熹（字元晦，1130-1200）講得更為具體：
有公家之政，有私家之政。士君子修一家之政……家政修明，內外無怨，上
下降祥，子孫吉昌。移之于官，則一官之政修，移之於國與天下，則國與天
下之政理……家政不修，其可語國與天下之事乎！8
上述有關「國之本在家」、「家齊而後國治」「家政不修，其可語國與天下之事」的
論述，皆清楚地闡明了傳統儒家對「家國一體」關係的認知，及對「家國同治」觀
念的揭示。
因此，「從儒家思想來看，其政治思想的本質是力圖把『家』內的秩序形態廣
泛地擴大到整個國家秩序中，以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 9所以，對於統治
者，以及維持國家秩序的官員來說，「家族是天下的原型（Prototype）」「天下乃大
的家族，家族為小的天下。故稱國為國家，稱天下為天家，又謂之天下一家。」10
唯有成功的治家經驗，方可推而廣之用於治國、平天下，所謂「其為人也孝弟，而
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11而且「君子之事親孝，
4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9 年 7 月），頁 40。
〔清〕焦循：《孟子正義．離婁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9 年 7 月），卷 14，頁 12。
6
〔漢〕鄭玄：《禮記鄭注》，卷 19〈大學〉，頁 9。
7
〔漢〕鄭玄：《禮記鄭注》，卷 19〈大學〉，頁 12。
8
〔宋〕朱熹：《朱熹集．家政》（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年 10 月），外集卷 2，頁 5752。
9
〔日〕尾形勇著，張鶴泉譯：《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6 月），頁 248。
10
〔日〕桑原 藏著，宋念慈譯：《中國之孝道》（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0 年 10 月），頁 13。
5

11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李學勤主編：《論語注疏》（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 月），
卷 1〈學而篇〉，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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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12因為在家盡
孝者，在國就會盡忠，忠於尊長、君王而不犯亂；對兄長敬悌者，則對長官、君王
敬順。所以，在傳統儒家的論述中，清楚地看到治家為治國的基礎演練，如果連一
家一族都無法安置者，豈能談論治國之理呢？因此，多數統治者皆深刻體會「家國
一體」的關係，而將政治與倫理結合，使得政治倫理化、倫理政治化，將「家」與
「國」緊密結合成為不可分割的一體，以達政權穩固、國家長治久安之目的。
宋王朝建立之始，面對唐末五代以來，「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 13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 14政治動盪、社會
紛擾，導致門閥宗族制瓦解，人倫關係弱化、禮教觀念淡薄的亂世社會。因此，趙
宋立國後，統治者以「乘五代之庛國，化百年之污俗，以為非孝弟不足以敦本」15
為鑒，而士大夫亦有感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
異類合為父子。」16是家毀族崩、社會秩序大亂的潛在危機。因此，為了重建理想
社會秩序，宋代統治者與士大夫們在傳統「家國一體」的觀念下，乃急於倡導家族
倫理道德規範的重建，欲藉由「家內秩序」的重建，以達社會秩序安定、國家長治
久安的終極目標。
例如，宋太祖於建隆四年（963）詔竇儀（字可象，914-966）等人所制定的
《宋刑統》中，即有諸多條例是明定家族內尊長、卑幼間的義務與權利，17並以法
律懲罰父母在而別籍異居者，18旌表累世同居共財的大家族，標榜「冠冕百行莫大
於孝，範防百為莫大於義」、19「厚人倫者莫大於孝慈，正家道者無先於敦睦」；2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李學勤主編：《孝經注疏》（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
月），卷 7〈廣揚名〉，頁 55。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義兒傳》（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 11 月），卷 36，頁 385。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唐廢帝家人傳》，卷 16，頁 173。
〔宋〕王禹偁：〈諸朝賢寄題洪州義門胡氏華林書齋序〉，載《小畜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8 年 9 月），卷 19，頁 271。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義兒傳》，卷 36，頁 385。
據郭東旭《宋代法制研究》一書中有關「宋代的婚姻家庭法」研究顯示，《宋刑統》中將家族親子關係
分為二大類，一是以血緣關係產生的親生父母子女關係，以及因收養、繼承關係所產生的法律確認之親
子關係，二者均有法律明定的尊長、卑幼間之權利和義務，違者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河北：河北大
學出版社，1997 年 4 月），頁 420-472。
例如《宋刑統．戶婚律》載：「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諸取父母喪，生子
及兄弟別籍異財者，徒一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 10 月，卷 12，頁 5-6。）
〔元〕脫脫：《宋史．孝義傳序》，卷 456，列傳 215，頁 13386。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6 年 10 月），〈刑法〉二之一，頁 6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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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藉由強化家族群體的凝聚力，以在當時動亂初平的情況下，能作為穩定社會秩
序的重要基礎。
再者，北宋時部分士人亦在總結唐末五代衰亡之原由，以及思考國家穩定發展
的前提下，乃將解決辦法指向「家」與「國」之間的關係上；如范祖禹（字淳夫、
一作純父、純甫，1041-1098）《唐鑑》在總結唐代滅亡之原由時說：
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
內難」
；逼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
21

「閨門無法」，故「不足以正天下」，天下失序，王朝不保；范祖禹顯然將帝王的
「家內秩序」與「國家秩序」整體觀之。另外，范仲淹（字希文，989-1052 年）
則提出：
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
後孝悌大興焉，何不定之有！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22
「將成其國，必正其家」，這種由「內以治家」到「外以治國」的觀念，也正是追
求「內聖外王」的宋代士人之共識。

三、「敬宗收族」理念的強化
關於「敬宗」與「收族」
，據《禮記．大傳》論「人道親親」曰：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
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

21
22

〔宋〕范祖禹：《唐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10 月），卷 12，頁 12。
〔宋〕范仲淹：〈易義〉，載《范文正公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年），卷 5，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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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23
可知國家秩序由家內人倫秩序的重建開始，「敬宗」是族人能對上尊祖，尊己所出
之祖，進而敬重當代之族長，強調族內長幼尊卑人倫次序；「收族」則是對下通過
族譜排輩以收攏族人，使族人有秩序地相處而不離散。在「家國一體」的概念下，
「宗廟嚴」一方面不僅可以上以敬宗，下以收族，增強族人對家族的向心力，以安
定家內秩序；另一方面，當社會中的多數宗族能緊密聯繫，受到尊崇時，推而廣
之，乃能實現「重社稷」
「愛百姓」「刑罰中」
「庶民安」
「財用足」
「百志成」
「禮俗
刑」，
「然後樂」適足以締造祥和安樂家國社會的理想。
入宋以來，「家」與「國」原本是「私」與「公」的兩個場域，因科舉選士制
度的改革，使宋代的士人有更多的機會得以透過科舉這一橋樑進入政治結構中，得
以將私領域的「家」與公領域的「國」更有效地串連，並強化與執行「家國一
體」、「家齊而後國治」的理念。因此，「治家」成了宋代士人「治國」的實習場
域，誠如張載（字子厚，1020-1077）所云：
管攝天下之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學、係世族與立宗
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
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24
宋代士人這類「收宗族」
、
「明譜學」
、
「係世族」、
「立宗子法」使族人不散、家族永
傳、而「宗法若立」
、
「朝廷大有所益」的主張，得到朝廷與官府的支持與鼓勵，無
論是精神上的旌表獎勵，或物質與經濟上的賜粟帛、免賦稅的優惠，凡此於《宋
史．孝義傳》中時有所見，甚至是法律上也會對破壞家族制度者加以刑罰；因而以
「敬宗收族」為特點的宗族制度乃逐漸於宋代社會發展起來，並成為一股強大的力
量，推動宋代「以官僚士大夫為核心的宋代地主階級紛紛編修譜牒、興置族產、制
定家法族規，創辦族塾義學，完善宗族祭祀，倡導『尊尊』、『親親』、『敬宗』、『收

23
24

〔漢〕鄭玄：《禮記鄭注》，卷 10〈大傳〉，頁 12。
〔宋〕張載：〈經學理窟．宗法篇〉，載《張子全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6 年 9 月），卷
4，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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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形成治家治族的社會風氣。」25
不過，無論是「上以敬宗」
，或是「下以收族」
，當中的至要關鍵，則在於族譜
的纂修與家法的樹立；有了族譜，不僅祭祀祖先有了依據，族內尊卑長幼之排輩也
有了根據，強化了敦宗睦祖的血緣關係意識；而家法族規的樹立除了能維護家族內
部的等級秩序，也是統理族內諸多事務、及確立家族永續發展的依據。

四、強調「敬宗收族」理念的私修族譜風氣
自古以來，聚居的家族為記錄其家族傳承與族人身分關係，乃編有族譜或宗
譜，或稱世譜、家譜、家傳、家乘等，又統稱為譜牒。宋人陳著（字子微，12141297）曾言：
古者有氏族，則宗事為莫重，其世家至自置宗簿、宗尉如有司。然世降而
下，宗法廢，人心漓；貧富忌，則貧者不得為族；官民分，則民者不得為
族；聚散疎密之不齊，則散者疎者不得為族，甚而服未盡而以途人視。等而
上，益遠益可知已，于是乎族不可無譜。26
古代氏族、世家「以宗事為重」
，乃「自置宗簿、宗尉如有司」，以收攏族人、管理
族務與維持族內人倫關係；爾後宗法廢，族譜不修，致使人心離散，「民者不得為
族」，關係疏離而忘祖。陳著在上文中所述，即明確地道出了族譜具備收攏族人、
維持宗族制度的功能。
事實上，中國族譜的由來悠遠，溯其端緒，早於周代已有；據《周禮》所載：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27

25
26

27

王善軍：《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 月），頁 20-21。
〔宋〕陳著：〈王氏族譜序〉，載《本堂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5
冊，1982 年），卷 37，頁 176。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李學勤主編：《周禮注疏．春官．宗伯下．小史》（臺北：臺灣古籍
出版社，2002 年 1 月），卷 26，頁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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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周代已有專職史官以載錄帝王諸侯世系，以「奠繫世，辨昭穆」為修譜之主要
目的，一般平民百姓則無權擁有。不過，「到春秋戰國時，隨著宗法制度的徹底崩
潰，與它相表裡的原始的譜牒也跟著衰絕。東漢以後到唐代，隨著世家大族式家族
制度的興起，反映和維繫這種家族制度的譜牒又盛行起來。」28尤其在魏晉南北朝
的門閥制度下，譜牒成了朝廷錄取官宦與士族婚配的主要依據，為世家大族之血統
證明，所以是纂修族譜風氣最盛的時期；而且為防止冒充祖先出於先賢以圖謀官
職，所以朝廷會對世族譜牒進行考察和編修，以訂真偽。唐代太宗時，為打擊舊世
家大族妄自尊大的氣勢（主要是山東門閥世族），並提高唐王朝自己的門第（關隴
世族），曾對宗族譜牒大量勘察，興師動眾，重修《氏族志》，將全國姓氏定出等
級，並改以皇朝宗室為首，外戚次之，以大大提高皇權地位。
然隨著唐末五代政治與社會的動亂，世家大族去鄉離散，譜牒紛紛毀壞流失；
宋．鄭樵（字漁仲，1104-1162）於〈氏族略〉云：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
譜系。……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
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
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29
由鄭樵此言可知，譜牒毀壞流失之因，除了時代的動亂、世家大族去鄉離散外，
「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譜牒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更是主要因素。因為
趙宋立國以來，朝廷不僅擴大科舉取士與任官途徑，且政策以拔擢孤寒為主，30仕
宦之人不必仰仗其家族聲望與權勢，朝廷已無稽察譜狀的必要，所以也不復詔修各
姓氏譜錄，而出現如鄭樵所述「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的狀況。故宋．陳傅良（字
君舉，1137-1203）於〈答林宗簡書〉即云：
28
29
30

徐揚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論》（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11 月），頁 421-422。
〔宋〕鄭樵：《通志》〈氏族略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3 月），卷 25，頁 439。
例如，宋代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載：「仁宗朝，流內詮引改京官人李師錫，上覽其薦者三十餘人，問
其族系，乃知丞相王德用甥婿。上曰：『保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才，今但薦勢要，使孤寒何以
進？』……帝之照見物情，抑權勢、進孤寒，聖矣！」（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年 1 月），卷 1，頁
12。
再如，宋代朱弁《曲洧舊聞》載：「仁宗於科舉，尤軫聖慮，孜孜然惟恐失一寒畯也。」（北京：中華
書局，2002 年 8 月），卷 1，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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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國初，以行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為閩蜀唐漢偽官者，往往
慕化從順，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31
「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明確地道出趙宋立國之初，譜牒因與政治前途脫節，
而失去其重要性後的現象。32
不過，宋代在世族制度崩解、舊式門閥譜牒荒廢後，官修族譜失去了原有的重
要性，但宋代士人「家國一體」的理念下，以「治家」為「治國」的實習場域，極
力宣揚「宗子法」，倡導「敬宗收族」理念、恢復宗法制度、重建宗族組織的風氣
下，取而代之的是民間私修族譜的風氣盛行。例如宋．張載 （字子厚， 10201077）即提出：
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
家，骨無統，雖至親恩亦薄。33
族大必繁，這是家族繁衍的必然現象，而族譜則是維繫家族血緣關係的主要紐帶。
然唐末五代以來，譜牒廢，人不知來處，無血緣至親之情，又豈能傳百年之家；正
因為無族譜詳載，族人則易散亂，所以宋代士人乃紛紛起而纂修族譜，使族人能知
其所出，明辨世系，強化祖宗崇拜，凝聚族人情感，以達敬宗收族之目的。士人的
倡導，官方的認同，於是乃促成了民間私修族譜風氣的盛行，所以明代丘濬（字仲
深，1421-1495）即曾指出：
古者設官以奠繫世，唐以前皆屬於官，宋以後則人家自為之，當時有廬陵歐
陽氏、眉山蘇氏二家譜，今世士夫家亦往往倣而為之。34

31
32

33
34

〔宋〕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年），卷 35，頁 183。
龔鵬程〈族譜與政權的關係〉一文從族譜的政治功能性角度切入，提出「族譜，是族中血統關係的紀
錄，原應以倫理意義為其本質及目的。」但是「其起源、體例、功能、修撰活動以及隱含之價值觀，均
與政治關係密切、複雜。而周末宗法封建崩潰、唐宋之際世族社會變遷、和清末民初帝制結束西潮沖
擊，都使族譜的意義和功能，產生了變化。」該文詳述了族譜與政治的關係，可供參考。（載《文化、
文學與美學》，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8 年 2 月），頁 327-347。
〔宋〕張載：〈經學理窟．宗法篇〉，載《張子全書》，卷 4，頁 9。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2-713 冊，1983
年），卷 53〈治國平天下之要．明禮樂．家鄉之禮下〉，頁 626-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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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前多由朝廷官府公修譜牒，即便是上流社會的世家大族士大夫欲自修族譜，也
須要通過官府的審查與認可；然「宋以後則人家自為之」，由皇室、士族、至庶民
百姓，皆可自行纂修自家譜牒，所以清代錢大昕（字曉徵，1728-1804）亦曾云：
「至宋而私譜盛行，朝廷不復過而問焉」，35譜牒不再是上流階層的專屬權利，這
是中國譜牒發展史上的一大轉變。不過，宋代雖然民間私修族譜風氣盛行，朝廷少
有過問，但也並非人人都可以修譜，一般是由家族中具有威望與德行的士大夫負責
族譜的修纂，或委託士大夫幫忙纂修族譜。例如，歐陽修《歐陽氏族譜》、蘇洵
《蘇氏族譜》、曾肇《曾氏譜圖》、司馬光《臣僚家譜》、王安石《許氏世譜》等，
皆是宋代著名士大夫纂修之譜。明代丘濬則以為諸多宋代士大夫纂修的族譜中，以
「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二家譜，今世士夫家亦往往倣而為之」最為重要。
歐陽修與蘇洵，約莫同一時期，於宋仁宗皇祐、至和年間（1049-1056），有感
於「子孫眾多，譜隨親疎宜有詳略」，36分別著手纂修自家新族譜，完成了《歐陽
氏族譜》和《蘇氏族譜》。歐陽修以為「使有譜焉……雖百世之遠，而祖考不忘，
宗族不散，尊祖敬宗之心將油然興矣。」37蘇洵則提出「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
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
其勢宜忘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焉。」 38雖然歐陽修的〈歐陽氏譜圖〉與蘇洵的
《蘇氏族譜》「二家之法，厥各不同，歐陽氏則世經人緯，取法於史氏之年表；蘇
氏則系聯派屬，如禮家所為宗圖者」， 39然所體現的皆是宋代士大夫所倡導的敬宗
收族之理念，及勉勵族人懷有人倫孝悌之心，則是一致的，誠如明．王褘（字子

35
36

37

38
39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臺北：新興書局，1985 年 3 月），卷 12〈郡望〉，頁 268。
〔宋〕歐陽修：〈歐陽氏譜圖序〉，載《歐陽修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3 月），卷
3，頁 113。
〔宋〕歐陽修：〈衡陽漁溪王氏譜序〉引王某之言，文集未收錄，今據《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
版社，2006 年 8 月），卷 728，頁 342。
〔宋〕蘇洵：〈譜例〉，載《嘉祐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 10 月），卷 13，頁 1。
〔明〕王褘在〈陳氏族譜序〉中對〈歐陽氏族譜〉和〈蘇氏族譜〉的評述，載《王忠文公集》（臺北：
藝文出版社，百部叢書集成初編第 95 輯，1966 年），卷 4，頁 29。
關於歐陽氏族譜與蘇氏族譜之異同，〔清〕萬斯大曾指出：「考歐譜采史記表、鄭氏詩譜，依其上下旁
行，作為譜圖。其五世則遷，實古者小宗之法，故其圖上自高祖，下至玄孫，而別自為世。蘇譜明言從
小宗之法，故其譜自高祖而下，而高祖之父遂遷。兩家所本則同，而其異者，歐譜則別為世者上承高祖
為玄孫，下系玄孫為高祖，凡世再別，而九族之親備，是其譜世增而不世變。蘇法凡族人適子，易世皆
自為譜，同高祖者其譜同遷高祖之父，而世存先譜，子孫得合而考之，其譜世遷而世變。要而觀之，歐
譜合收而易考，蘇譜散見而難稽。」（載《學禮質疑．宗法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第 129 冊，1983 年），卷 2，頁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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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1322-1374）所云：
及論其所為同，則皆使人均重其本之所自出，有尊尊之義焉，各詳其支之所
由分，有親親之道焉。尊尊親親之意盡，而譜法備矣。是故宗法既廢之後，
聖人敘天倫、繫人心、明教原、敦政本之遺意，猶粲然於族譜見之，君子之
有志於存禮者，其忍復置而弗講乎。40
可知，在「宗法既廢之後」，有志於修人倫、明教化、端正社會風氣的士大夫之理
想，乃「猶粲然於族譜見之」；所以，雖然歐陽修與蘇洵兩人修譜之法各異，不過
兩人藉修譜以「敬宗收族」，重建家內秩序的目的卻是一致的，所謂「皆使人均重
其本之所自出，有尊尊之義焉，各詳其支之所由分，有親親之道焉。尊尊親親之意
盡，而譜法備矣」。因此「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二家譜」不僅開創了宋代民間私
修族譜之先河，更在修譜方法上，總結前人修譜之體例與原則，而另創新譜法，從
而奠定了元明清以來各家修譜之基本體例，後世之族譜大都奉其體例而有所增損，
即前文中明代丘濬所云「今世士夫家亦往往倣而為之」，所以「自宋以來，為族譜
者，首歐陽氏、蘇氏」
，41世稱歐、蘇體。
在宋代，士人家族以《歐陽氏族譜》和《蘇氏族譜》所定之譜例為典範，隨著
時間的推移，一步步發展成一套包含譜序、譜例、世系圖表、世系本紀、族規家
法、祠堂記文、義田義莊、人物傳記和藝文著述等內容豐富、形式靈活的族譜。大
抵上，宋代的族譜具有三項主要的功能與特色：
一是收攏族人，凝聚家族血緣情感，以達敬宗睦族之效。宋人稱「家有譜所以
別生分類以著不忘，非欲相誇以門地也」，42族譜不僅是家族發展的文字記錄，更
具有凝聚家族意識「別生分類以著不忘」的作用，以族譜纂修者為中心，據「凡遠
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43的纂修原則，而將所有具血緣關係的族人以族
譜收攏之，強化族人向心力，以凝聚家族意識；總之，宋代譜牒「敬宗收族」的目

40
41

42

43

〔明〕王褘：〈陳氏族譜序〉，載《王忠文公集》，卷 4，頁 29。
〔清〕萬斯大：〈宗法八〉，載《學禮質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
冊，1983 年），卷 2，頁 461。
〔宋〕李石：〈代家德麟作重修家譜序〉，載《方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第 297-298 冊，1970 年），卷 10，頁 21。
〔宋〕歐陽修：〈歐陽氏譜圖序〉，載《歐陽修全集》，卷 3，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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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是極為明確的。
二是詳載家族親疏關係、尊卑長幼等級秩序之依據。由於宋代族譜不再是血統
尊卑的根據，也不再是政治地位的憑藉，所以其內容偏重於族內關係，世系、尊卑
長幼、婚姻、親疏遠近之人倫關係的載錄，乃為撰譜之主要內容，因為有了族譜方
得以知枝葉之分合，世系之源流，長幼之倫序；因此，「雖族屬疏遠，長幼尊卑，
按此譜（族譜）歷歷殆可見矣。若夫水源木本，培植深固，支流柯葉，蕃衍盛大，
亦在乎基之於前而有顯諸後矣」。44所以，「族譜之作，所以推其本，聯其支，而尊
尊親親之道存焉」
。45
三是施行族權，做為維護族內秩序的依據。誠如宋代諸位修譜者所自述：「觀
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46、「觀吾譜者，尊祖睦族之心，可以油然
而生矣」47、「士之出於千載之下，區區欲本其所生，以支綴其宗族者，無他，姑
自養其孝弟雍睦忠厚惻怛之心而已矣」48；所以宋代許多族譜會將具備德行、擁有
孝行的族人列傳，作為族人學習的榜樣；同時族譜中所附載的族規、祠規、遺則、
家法、家訓之類，除了殷殷勤誡族人孝悌之義，亦給了族長訓飭和評議族人之事曲
直與處罰的權力，以此維護族內秩序，正所謂「傳其家教，以為修身處世之法者
也。與昔日用之於別貴賤，分清濁者，迥然不同矣」。49
綜上所述，宋代的族譜功能已從過往官修時代「為政府用人政策和宗法貴族、
世族、士族政治服務」， 50以別選舉、定婚媾、明尊卑之政治社會性，轉變為家族
自行私修的具體家族發展資料記錄，其「複雜體例，能夠全面地反映家族歷史，表
現出宗族的社會地位。它的宗族史和宗法倫理的內容，被宗族上層用作對族人進行
思想倫理教育的教材，也是個人修養的工具，起著維繫和強化作為社會群體的宗族
和家庭的作用，也就是說，這時族譜主要能夠發揮社會功能」。 51因此，宋代族譜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宋〕文天祥：〈燕氏族譜序〉，載《文山先生全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年），卷 9，頁 206。
〔宋〕歐陽修：〈衡陽漁溪王氏譜序〉，文集未收錄，今據《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年 8 月），卷 728，頁 342。
〔宋〕蘇洵：〈蘇氏族譜〉，載《嘉祐集》，卷 13，頁 2。
〔宋〕方大琮：〈方氏族譜序〉，載《鐵菴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二集，1971
年），卷 31，頁 4。
〔宋〕游九言：〈原譜〉，載《默齋遺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卷下，頁 18。
此段引文乃盛清沂於〈當前編修家譜之體例〉（載《臺灣文獻》29 卷 4 期，1978 年 12 月，頁 47）一文
中，對宋代歐陽修〈歐陽氏譜圖序〉中自述作譜動機所作之評論。
馮爾康：《中國古代宗族與祠堂》（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 年 9 月），頁 204。
馮爾康：《中國古代宗族與祠堂》，頁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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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備的實質意義較之前代更為廣大深遠。其次，北宋以來，不論是豪門右族，或
庶民百姓，皆得以纂修族譜，各姓族譜皆屬平等，無分尊卑，此乃譜牒發展史上之
一大轉變，意義非凡。最後，就宋代士大夫纂修族譜的動機與目的，相較於魏晉隋
唐時期，亦有明顯的不同；由於入宋以來的族譜，不再是謀取政治利益的工具，與
唐以前「尚官」、「尚姓」，乃至「尚詐」 52的族譜性質截然不同；因此，宋代士大
夫纂修族譜首重敬宗收族，蘊涵著凝聚宗族意識、明定人倫次序、強化道德教化的
重要目的，這是中國族譜發展裡十分重要的轉變。

五、「修己型家」與「型方訓俗」的家法樹立
現今所謂「家法」，又稱家約、家訓、家誡、家範、家儀、族規等，是家族中
長輩為族人制訂的生活規範，「因為將族人團聚起來後，族大人多，關係複雜，勢
必要訂立一些規範族眾之間的相互關係、約束族眾行為的規章制度，這就是最初的
家法族規。」53因此，家法的樹立乃是安頓「家內秩序」的有效準則，得以使「男
女有別、長幼有序」，不同等級的家內關係，皆能在同一生活空間裡有秩序、和諧
地相處。
中國的家法族規發端於何時，現已不可考證出具體的年代。不過，據現存史料
所載，家族中的領導者為了維持必要的族內秩序，以便在艱難的環境中生活，或是
持續地保有家族榮景，皆有必要訂定明確的規範以約束族人，防止少數肆意妄為的
族人，破壞家族群體的生存條件。例如，《尚書．酒誥》載「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
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土物愛，厥心臧。」54周文王告誡
子孫們不要常飲酒，飲酒則要有酒德，不可醉飲而失德，並且要惜物而心存善念。

52

53
54

馮爾康並進一步指出：「當然，家譜維持族權，進而維護政權，從這個角度看，近古族譜也有著某種政
治功能。不過與中古以前的政治作用內容並不一致，這也是應當分辨清楚的。」（頁 205）
〔唐〕柳芳〈氏族論〉云：「夫文之弊，至於尚官；官之弊，至於尚姓；姓之弊，至於尚詐。隋承其
弊，不知其所以弊，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里無衣冠，人無廉
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引自
《新唐書．儒學中．柳沖傳》附錄，臺北：鼎文書局，1985 年 2 月，卷 199，頁 5678-5679）
徐揚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論》，頁 102。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李學勤主編：《尚書正義．酒誥》（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1
年 9 月），卷 14，頁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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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據《大戴禮記》載，武王踐阼三日，即向其師姜尚請教有「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
乎？」姜尚答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齋）矣。」武王果真戒齋三日後，
穿上朝服，端坐於堂，誠心聆聽姜尚誦讀丹書道：「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
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武王聞後，戒慎恐懼，將其言記錄於各種生活用品上，作為座右銘，用以自警與告
誡子孫。55此外，《史記．貨殖列傳》則載「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
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中率。」 56在秦代擔任小吏的任公即明訂「家
約」，以規範族人日常生活之行為。以上所述，皆是早期的家族規範，是後世成文
的家法族規之雛型；不過，這樣的「家法」概念，卻是經過漫長的歷史觀念演變而
來，是個複雜的問題。57
「家法」一詞，始見於漢代，原是指漢儒治經學，訓詁句讀各有師承，例如魯
恭因講誦《魯詩》，「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 58漢代所形成
的「諸經為業，各自名家」59的治經現象，師傳授，徒稟承，一字不敢出入，所謂
「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60由此可知，「家法」一詞於漢代原指儒生師徒講習
傳授經典章句的一家之學。61
魏晉南北朝時，世家大族身處動亂時代，為維持門第長盛不墜，子孫能在險惡
55

56
57

58
59

60

61

高明：《大戴禮記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 3 月），〈武王踐阼第五十九〉，頁
223-224。
〔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 2 月），卷 129，頁 3280。
關於「家法」觀念的演變，可參考費成康：《中國的家法族規》（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年 1 月），第一章「演變」。張國剛：〈漢唐「家法」觀念的演變〉，載牟發松主編：《社會與國家關
係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2 月），頁 66-73。吳麗娛：《唐禮
摭遺—中古書儀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 11 月），第七章之「『家法』一詞的淵源、變化」
小節。王善軍：《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 月），上篇第三項
「家法族規」。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 9 月），第一章「家法與國法的混溶」。臧健：〈宋代家法的特點及其對家族中男女性別角色的認
定〉，載鄧小南編《唐宋女性與社會》（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 8 月），上冊，頁 275-298。
〔南朝劉宋〕范曄：《後漢書．魯恭傳》（臺北：鼎文書局，1978 年 11 月），卷 25，頁 878。
〔南朝劉宋〕范曄《後漢書．徐防傳》載：「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
曰：『……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唐代章懷太子李賢
注釋「家法」曰：「諸經為業，各自名家。」卷 44，頁 1500-1501。）
〔南朝劉宋〕范曄《後漢書．左雄傳》載左雄上疏言郡國舉孝廉「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
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唐代章懷太子李賢注曰：「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版次同註 58，
卷 61，頁 2020。）
所以，清代王鳴盛於《十七史商榷．漢書二十一．師法》即云：「漢人重師法如此，又稱家法，謂守其
一家之法，即師法也。」（臺北：大化書局，1977 年 5 月），卷 27，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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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中持續簪纓不絕，乃紛紛致力於撰寫子孫立身處世的家訓教材；不僅形成了家
訓創作的熱潮，62也促使「家法」一詞出現新含義，而與禮法門風之義等同。例
如，南朝梁．沈約（字休文，441-513）於《宋書．王弘傳》載：
（王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
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為王太保家法。63
世族高門為維持門戶，舉止行儀謹守禮法，而其管理家族內部事務的規章與治家之
法則，即所謂的「家法」，也多為後人仿效；文中所言之家法，即與「禮法」同
義，已不同於漢儒治經學的章句「家法」之義，顯示著儒家經典轉而內化為士族門
閥之家法；對此，
《宋書．傅隆傳》中有清楚的說明：
（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太祖以新撰《禮論》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
「……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尊，父子
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
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播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
其樂之五聲，
《易》之八象，
《詩》之《風雅》
，《書》之《典誥》，《春秋》之
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諸儒各為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
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
植、鄭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充
斥兼兩，摛文列錦，煥爛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
一於四海，家法參駮於縉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64
南朝劉宋．傅隆（字伯祚，369-451）認為漢代「諸儒各為章句之說」且「各自名
家」，然諸經皆「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以經學為禮法之本，各家釋經
雖異，然傳承之功皆同；在南北朝時，在國家法定的禮法未統一之時，即「國典未

62

63
64

例如，〔曹魏〕王昶《王氏家訓》、〔晉〕嵇康〈家誡〉、〔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等。因此，至
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門閥之家的家法，已有明確的文本化的現象。
〔南朝梁〕沈約：《宋書．王弘傳》（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 2 月），卷 42，頁 1322。
〔南朝梁〕沈約：《宋書．傅隆傳》，卷 55，頁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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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四海」，而「家法參駮於縉紳」
，士族門閥之家各以其獨特的家法獨立於國家禮
法之外，不僅相互標榜，更有標新立異之勢，即所謂「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
法」。65另外，由傅隆所言，亦可以看出儒家經學內化為士族門閥之家族禮法的過
程。
至唐代文籍中，則屢見以禮法、家法治家的記載。例如，唐代房玄齡（字玄
齡，578-648）所撰《晉書．劉毅傳》載「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
親屬數十乘，載酒食而行。」66唐代韓愈（字退之，768-824）於〈興元少尹房君墓
誌〉載「祖諱肱，為虢州司馬；父諱巒，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 67唐代李翱
（字習之，774-836）為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士瓊撰寫墓誌銘時，稱盧君三子在喪
父後皆「號慕祗守，不失家法」。68諸如此類以「家法」為治家禮法的表述，於唐
代文籍中時而可見，且多為官僚士大夫家族用以標榜門戶的手段，是官僚士族們各
自維持家族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的努力。所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序》中
即云：
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殞
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嗚呼，其
亦盛矣！然其所以盛衰者，雖由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孫。69
可見家法被視為門族的標誌，是世族社會的靈魂所在；不同的官僚士族「各修其家
法」，不僅是為了標榜門戶「以門族相高」，更企盼在講究家世背景、姓望分明的時
代裡，其「材子賢孫」能在家法實踐中，而「不殞其世德」，官僚世族才能保有顯
赫的政治與社會地位。因此，這樣的家法除了治家禮法上的意義外，也等同於家族
門風，即唐人所謂「虔守家法，祗荷門風」。70

65
66
67

68

69

70

〔唐〕房玄齡：《晉書．庾峻傳》（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 7 月），卷 50，頁 1396。
〔唐〕房玄齡：《晉書．劉毅傳》，卷 45，頁 1281。
〔唐〕韓愈：〈興元少尹房君墓誌〉，載《韓昌黎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3 月），卷
6，頁 212。
〔唐〕李翱：〈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君墓誌銘〉，載《李文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第 1078 冊，1983 年），卷 15，頁 179。
〔宋〕歐陽修：《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序言》（臺北：鼎文書局，民國 1985 年 2 月），卷 71，頁
2179。
〔唐〕權德輿：〈謝贈先祖尚書禮部郎中表〉，載〔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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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國時期，武夫悍將當道，以勇武建業，目無法紀，視「禮樂文物皆虛器
也」；71易姓改朝太速，政局動盪，社會混亂，世族子弟多流亡遷徙，致使門第消
融，世家大族日趨式微。大體而言，五代十國時期，四方雲擾，禮法頹廢，道德淪
喪，「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72士族欲善保家族門風實非易事，治家禮法僅靠
少數士族保留下來，例如《新五代史．王延傳》稱「延為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
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焉。」73
趙宋立國之初，君臣總結晚唐五代衰敗之現象，以為「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
多猾夏之亂」，74故在思考國家穩定發展的前提下，主張「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
下，其可得乎？」，75乃自覺地強調「祖宗家法」，76欲「按祖宗故實，校當世之治
有所不逮者」，77著意於強調祖宗的威靈，藉祖宗神聖之權威而對繼承者的行為加
以約束，以防範弊端，穩定內政，為治國準則。78而且為凝聚君臣一心，宋太祖登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2001 年 6 月），卷 486，頁 4968。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楊邠傳》，卷 30，頁 333。
〔宋〕歐陽修：〈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載《歐陽修全集》，卷 2，頁 51。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王延傳》，卷 57，頁 664。
〔宋〕范祖禹：《唐鑑》（版次同註 21），卷 1，頁 1。
〔宋〕歐陽修：《新唐書．僖宗皇帝紀》，卷 9，頁 281。
所謂「祖宗家法」，據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書研究指出：「作為儒家禮制的核
心，祖宗崇拜的原則與實踐對於中國古代的政治、法律、社會等諸多方面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在宋
代，這種原則與實踐凝聚為所謂『祖宗之法』。圍繞『祖宗之法』，在宋代曾有許多不盡相同的提法，
例如『祖宗法』、『祖宗家法』、『祖宗之制』、『祖宗典制』等等。諸多說法的共同之處，在於對本
朝前代帝王所施行法度中一以貫之的精神之追念與推崇。」（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 9 月，頁 1。）鄧小南提出宋代「『祖宗之法』精神原則的確立，應該說是奠基於、開始於宋朝的太
祖、太宗時期。」（頁 9）而宋朝士大夫對於「祖宗法」、「祖宗之法」、「祖宗家法」的明確提出，鄧
小南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13，明道二年十二月丁未條，記載著仁宗針對監察官員除授之事對於宰相
李迪的批評：「先是，宰相李迪除二人（按：指張沔、韓瀆）為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
也。……上曰：『祖宗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惶恐。遂出沔、
瀆。」以為當始見於宋仁宗親政之後，參鄧氏該著，第五章〈「祖宗之法」的正式提出〉。
關於宋代「祖宗家法」對政治影響，另可參考鄧廣銘：〈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載《中
華文史論叢》1986 年第三輯，頁 85-100。鄧小南：〈「正家之法」與趙宋的「祖宗家法」〉，載《北京
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4 期，頁 73-85。鄧小南：〈「祖宗故事」與宋代的《寶
訓》、《聖政》—從《貞觀政要》談起〉，載《唐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頁 95-116。
《宋史．孫甫傳》載：「是歲，詔三館臣僚言事。甫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
論述以為諷諫，名《三聖政範》。」（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5 月，卷 295，列傳 54，頁 9839。）
鄧廣銘於〈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一文中提出「奪取政權之初，在內部，必須控制篡奪成
風的局勢，在外部，必須結束分崩離析局面，而且還必須防範它們重演。所以，趙匡胤在即位之後，在
政治、軍事和財政經濟諸方面的立法，都貫串著一個總的原則，那就是：以防弊之政，為立國之法。」
（載《中華文史論叢》1986 年第三輯，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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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之初，即下詔書宣布：
革故鼎新，皇祚初膺於景命；變家為國，鴻恩宜被於寰區。更賴將相王公，
同心協力，共裨寡昧，以致昇平。凡百軍民，深體朕意。79
在「變家為國」、君臣「同心協力」觀念的宣揚下，不僅宋太祖身先垂範，為帝王
之家制定「祖宗家法」，作為帝王之家務處置原則，以及治理國家事務所遵奉的精
神；80其次，士大夫們在家國意識與社會責任下，更視國家為家族之放大，治國先
治家，紛紛制定各式家法、族規，期許在家法、族規約束下，家族內部能先營造出
一種上下尊卑次第井然的氛圍，以及強化族中子弟節義、忠君、報國的思想，如此
一來，士族子弟從小即在自家場域裡學習養成對擁有權威者（族長、君王）忠誠、
恭順的基礎，父子關係轉換為君臣關係，對族權的敬畏轉換為對皇權的恭順，如此
便使「君尊臣卑」思想得到強化，巧妙地將「家」與「國」，原是兩個「私」與
「公」的領域串聯起來。
在「家國一體」的觀念下，普遍的宋代士大夫視國家之事為「吾家之事」， 81
欲藉由家內秩序的重建，以達社會秩序安定、國家長治久安的目標，誠如張載（字
子厚，1020-1077）所言：
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82
因為「近承家法，皆易知而易行」， 83所以宋代士大夫將儒家三綱五常的理想、篤

79

80
81
82
83

所以，宋太宗即位後，曾下詔曰：「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
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宋代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9 月，卷
17，頁 382。）宋真宗在位期間，更明確地直言：「朕每念太祖、太宗丕變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
人，實有深意。朕謹遵聖訓，紹繼前烈，庶警學者。」（宋代李攸：《宋朝事實》，臺北：文海出版
社，1967 年 1 月，卷 3〈聖學〉，頁 104。）大抵上，自覺地以「祖宗家法」為治國基本方略，以防範
弊端，穩定內政，成了宋初治理朝政之共識。
〔宋〕宋綬、宋敏求編纂：《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卷 1〈帝統一．即位．
太祖即位赦天下制〉，頁 1。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年 9 月，頁 67。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年 9 月），卷 1，頁 5。
〔宋〕張載：《張子全書．宗法》，卷 4，頁 9。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崇儒七》，第 57 冊，頁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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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信、崇忠孝的信條，透過家法的樹立與執行，落實於族人日常生活行動中，從而
在建立井然有序的家內秩序之同時，亦能由內而外，藉由「保其家」「立其族」，以
達「固其國」之目標。歐陽修（字永叔，1007-1072）云：
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厚，施於
為政而篤，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之金石，□（示）之後世……豈獨俾子
孫之不隕也哉！84
歐陽修所述，正是宋代士大夫將治家理念外延為治鄉、治國理想的縮影；士大夫們
將「事親」與「事君」連繫起來，將治家之法推之於治鄉、治國，以家內秩序的安
頓，作為建構社會秩序、國家政治秩序的基礎。所以，司馬光（字君實，10191086）即倡導禮法不僅是約束一家一族之成員，更要推而廣之，使同鄉百姓皆能受
到薰陶：
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
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
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
得之而不亂哉！85
因此，《四庫全書》評論司馬光《家範》時云：
其節目備具，切於日用，簡而不煩，實足為儒者治行之要……司馬溫公以之
觀於是編，其型方訓俗之規，尤可以概見矣。86
另外，《四庫全書總目》則稱該書「猶可見一代偉人修己型家之梗概也」。 87由此可

84

85
86

87

〔宋〕歐陽修：〈太常博士周堯卿墓碑〉，該文於歐氏文集未收入，可參考《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北
京：北京圖書館出版，2003 年 3 月），冊一，頁 254。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4 月），卷 11〈漢紀三〉，頁 375-376。
〔清〕紀昀等編纂：《四庫全書．家範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6
冊，1983 年），頁 657-658。
〔清〕永瑢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家範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4 月），卷 91，頁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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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司馬光寫作《家範》一書，不僅是要「修己型家」，更要能「型方訓俗」
，將家
法族規擴展成同鄉鄉親及全國百姓皆能遵守的禮法準則。再如南宋史堯弼（字唐
英）則云：「士大夫有家法，而子孫能世守，往往可以傳後世，風州里。」 88士族
之家能樹立家法，
「可以傳後世，風州里」，在某一層面而言，家法儼然具有國法之
有效地控制社會秩序，督促百姓謹守社會規範之功能性。凡此種種，皆顯示宋代士
族之家法，並非僅是私家內室「為家法戒子孫」89的單一治家原則，在士大夫強烈
的社會責任、家國意識下，更大的理想目標是要能作為安邦治國之道。
其次，若由士人家族發展角度觀之，入宋以來，隨著門閥制度的瓦解，在士庶
界線轉趨淡化的激烈競爭環境中，宋代士族之家自覺當樹立「正家之法」，「以義方
訓其子，以禮法齊其家」， 90 才能確保家風之整齊、世祚之綿延。誠如宋．趙鼎
（字元鎮，1085-1147）所云：
吾歷觀京洛士大夫之家，聚族既眾，必立規式，為私門久遠之法。91
「立規式」，即樹立家法族規，方為士人家族「私門久遠之法」。宋．胡寅（字明
仲，1098-1156）亦曾云：
漢、唐而後，士大夫家能維持累世而不敗者，非以清白傳遺，則亦制其財
用，著其禮法，使處長者不敢私，為卑者不敢擅。凡祭祀、燕享、喪婚、交
際，各有品節，出分出贅之習不入乎其門，而相養相生之恩浹洽於其族也。
92

士大夫家族想要維持「累世而不敗」，與其家法的樹立是分不開的；既要「制其財
用」，更要「著其禮法」
，使族內長幼尊卑人倫之序各安其位、各盡其事，而族內各

88

89
90
91

92

〔宋〕史堯弼：〈簡池守孫公哀詞〉，載《蓮峰集》（臺北：四庫善本叢書館，四庫善本叢書初編集
部，1959 年），卷 10，頁 22 下。
〔元〕脫脫：《宋史．陳兢傳》，卷 456，頁 13391。
〔宋〕司馬光：《家範．祖》（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 年 6 月），卷 2，頁 77。
〔宋〕趙鼎：《家訓筆錄．序》，《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年 1 月），第三編之六，頁
72。
〔宋〕胡寅：〈成都施氏義田記〉，載《斐然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12 月），卷 21，頁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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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事務「各有品節」
，依族規禮法執行。
因此，在「善為家者，必立為成法，使之有所持循以自保」93的觀念下，宋代
士族紛紛投入撰寫成文的家法、家訓、族規之類的作品，並在雕版印刷技術成熟發
展的推波助瀾下，家法、家訓、族規之類的作品走出了私人話語空間，直接面向廣
大的民間社會，成為普遍社會話語，是建立並維護民間社會秩序的準則。所以，不
僅官僚士族有家法族規，連庶民家族亦重視家法規約，男女尋找婚配對象時，亦
「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94甚至「士大夫之家的家法被借鑒吸納，
進入『天子之家』」，95成為君臣於朝廷之上時而議論與稱頌之事，如宋太祖就曾極
力推崇竇儀（字可象，914-966）兄弟，以為：「近朝卿士，竇儀質重嚴整，有家
法，閨門敦睦，人無讕語，諸弟不能及。僖亦中人材爾，偁有操尚，可嘉也。」96
也曾對柳開（字仲塗，948-1001）云「聞爾治家嚴而平，如朕治天下也」。97宋太宗
即位後，也曾讚賞賈黃中（字媧民，941-996）「端謹能守家法，廉白無私」。98真宗
不僅曾清楚地表明自己「謹遵聖訓，紹繼前烈」99的意向，也對治家能謹守家法的
士大夫特別予以關注，如曾對「敦睦宗族，不隕家聲」100的李宗諤（字昌武，9651013）云：「朕今保守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101真宗此言，明確地將帝王
的「治國」與士大夫的「治家」等列齊觀。由此亦可得知，士大夫致力於家法的樹
立與推行，不僅影響了家族內部人倫秩序的和諧與族中事務施行之順利，也往往因
治家嚴謹、恪守家法而受到君主的賞識與擢用，進而直接關係到士大夫政治前途的
發展。

93

〔宋〕熊禾：〈江氏族譜序〉，載《勿軒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8
冊，1983 年），卷 3，頁 798。
94
〔宋〕司馬光：〈婚儀上〉，載《溫公書儀》（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卷 3，頁 1。
95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頁 65。
96
〔元〕脫脫：《宋史．竇儀傳．附錄竇偁傳》，卷 263，頁 9098。
97
〔宋〕柳開：〈宋故中大夫行監察御史贈秘書少監柳公墓志銘〉，載《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
社，2006 年 8 月），卷 128，頁 400-401。
98
〔元〕脫脫：《宋史．賈黃中傳》，卷 265，頁 9162。
99
〔宋〕李攸：《宋朝事實》（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 1 月），卷 3〈聖學〉，頁 104。此事亦記載於
〔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7 月），卷 3〈祖宗聖訓．真宗皇
帝〉，頁 24。
100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9 月），卷 6，頁 122。
101
同前註。
此事於《宋史》，卷 265〈李昉傳．附錄李宗諤傳〉則載記：「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
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頁 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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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存有「在家為賢子，在官為能吏，而在朝廷為良士」102的觀
念，因此，在「家國一體」的認定下，以及士大夫重建社會秩序的理想下，貫徹傳
統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治國理念，於是「有宋一代，皇帝以家法治國，
士大夫以家法保守門閥，蔚蔚成風。」 103帝王之家謹守「祖宗家法」，以防範弊
端，穩定內政；因此，明代陳邦瞻（字德遠，1557-1623）於《宋史紀事本末》敘
言曰：
大抵宋三佰年間，其家法嚴，故呂、武之變不生於肘腋；其國體順，故莽、
卓之禍不作於朝廷；吏以仁為治，而蒼鷹乳虎之暴，無所施於郡國；人以法
相守，而椎埋結駟之俠，無所容於閭巷。其制世定俗，蓋有漢唐所不能臻
者。104
陳邦瞻明確地道出宋代「三佰年間，其家法嚴」「人以法相守」的時代特性。正是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裡，宋代士大夫在「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與渴望重建
社會秩序的心態下，士人家族致力於家法的樹立，不僅以家法嚴謹相稱頌，更將原
是私門之內的家法族規外推，以治家之法安鄉、治國，乃成了宋代多數士大夫心目
中的理想狀態。另一方面，基於家族長遠發展的考量，當然也冀望在家法樹立與執
行中，能培養出更多「孝謹恂恂，行稱於家，材見於事」105的賢子賢孫，從而有利
於家族社會聲望的維持與世祚的綿延。
大抵上，現存宋代士人家族之家法的篇目，多以家訓、家範、族規等為題，而
體例形式上則多承繼前代之訓誡文的文體，而內容上多為族人生活中應當遵守的禮
制與規範為主，並將「禮」與「法」融合，增強規範的效度。前輩學者曾指出「家
法是世族社會的靈魂，而通過家法，世族文化遺留的影響是深遠的。」 106入宋以
後，士人家族之家法隨著家族組織的興盛與儒學禮教的重建而繁榮發展，雖然體例
尚不一，內容也未盡完備；不過，宋代士人對家法族規的重視，反映了他們對理想

102

103
104
105
106

〔宋〕曾肇：〈韓宗道墓誌〉，載〔清〕王旭：《金石萃編》（臺北：臺聯國風出版，1964 年 7 月），
卷 142，頁 2723。
王善軍：〈宋代真定韓氏家族研究〉，載《新史學》1997 年第 8 卷第 4 期，頁 130。
〔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敘言》（臺北：鼎文書局，1978 年 3 月），頁 1192。
〔宋〕曾肇：〈韓宗道墓誌〉，載〔清〕王旭：《金石萃編》，卷 142，頁 2722-2723。
吳麗娛：《唐禮摭遺—中古書儀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 11 月），頁 215。

- 96 -

由「修己型家」至「型方訓俗」——宋代士族重建家內秩序之理想析論

97

社會秩序的看法，透過「禮」與「法」的融合，將傳統儒家思想與文化灌輸於族
眾、鄉民，成為端正社會風氣、穩定國家體制的重要媒介，其影響不僅限於有宋一
朝，更啟迪了明清時期之家族制度與家法族規的建構與內容的完善。至明清時期的
家法，不僅保留宋代以禮治家的理念，更多出許多懲治違規的條款，其「法」的意
義與成分更趨著重，私門內室之「家法」成為與朝廷之「國法」相表裡，107充當朝
廷統治思想以控制民間社會的現象更趨明顯。

六、結語
綜觀本文，族譜與家法作為一種特殊體裁，表面是為了維持家中秩序、確立族
人輩分等級、協調職責；然實際上，就族譜纂修的動機與家法的樹立，有時反映的
並非家族中全部的事實狀況，反倒是撰寫者對當時社會狀態不滿的呈現，以及撰寫
者的意識型態與終極理想的書寫。
趙宋王朝在社會風氣敗壞與宗法關係紊亂之際立國，面對當時「世道衰，人倫
壞」108的種種社會亂象，讓急於走出五季動盪陰霾、重建社會秩序、安頓國家體制
的趙宋君臣們，在傳統「家國一體」的理念下，紛紛主張恢復古代宗法，欲由安定
家內秩序為起始，以創造理想社會秩序，進而謀求國家之長治久安。尤其是以「以
天下為己任」109、滿懷社會理想的宋代士大夫，更是紛紛起而倡導傳統儒學的復
興、重建宗族制度，纂修族譜，貫徹敬宗收族理念，欲在眾多社會單位裡最基礎的
家族組織中，將其理念安置於家法的樹立與家教的厲行之中，冀望經由「治家」以
達成「治國」的終極目標。
族譜的纂修與家法的樹立是重建宗族制度與家內秩序的重要內容，前者記載著

107

108
109

對此現象，學者葛兆光以為「父子之情、手足之情而擴展到社會，成了君臣之義、朋友之誼，而內外有
別、上下有序，也就成了建構社會等級制度的基礎，使得社會不至於混亂。但是，這背後也有隱藏的深
刻問題，就是說，當這種所謂的親緣和親情被放大化、絕對化了的時候……當這種家庭、家族的秩序放
大為國家政治秩序，並且擁有絕對正確性而不可違逆的時候，國家便不僅優先於家庭，而且優先於個人
了。這樣，從親情開始構建的社會秩序，反而走向了絕情的極端。……所以古代中國形成了『絕對的和
普遍的皇權』（unconditional and universal Kingship）。」（載《中國古代社會與文化十講》，香
港：商務印書館，2003 年 3 月，頁 192-194。）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義兒傳》，卷 36，頁 385。
〔元〕脫脫：《宋史．范仲淹傳》，卷 314，頁 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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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世系與族人親疏關係，是尊祖與收攏族人的重要依據，更是考證家族發展的重
要史料，誠如古人所云：「門戶之盛衰與福祚之修短，蓋可于家乘驗之矣。」 110後
者則確立出全體族人當共同遵守與勵行的規範，使家內秩序有條不紊，方能進一步
致力子弟才行的培養，以維持家祚之繁興，如前輩學者研究顯示：「一個家族能延
綿數百年，其聲華上足以抗衡天子，下足為士流所景仰，必其對於家族之保持有別
具心裁者在。此種心裁，端家法之嚴謹，與子弟習學環境之優異，使子弟熏陶習染
於家範書史之中，而自成才德也。」111再者，宋代的士族不僅以家法嚴謹相稱頌，
更將原是私門之內的家法族規外推，以治家之法安鄉與治國，是多數士族心目中的
理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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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ideal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family order for the
Song Dynasty scholar
Kuo Ling-Feng*（郭玲妦）
Family tree and family law are made as a special genre in order to maintain family
order and make sure everyone's seni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family. In fact, this
motivation sometimes does not reflect all actual family status, but it presents the writer's
ideology and ultimate ideal to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tries to elaborate how
Song Dynasty scholars with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concept not only build up their
families but also rule the country well according to revise their family tree and set up
family law.

Keywords: Song Dynasty scholar, Integration of nation and family, Draw out
family tree in order, Family law, Family regulations

* Project teache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in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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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典範的多元意義
——從潮州韓祠出發的考察*

徐偉軒**
摘

要

本文從潮州韓祠切入，透過對韓愈典範形成的歷史背景與韓愈本身的性格與學
行，以及知識分子與民間信仰的互動等角度，更全面地探討韓祠興盛的原因與歷史
意義。本文認為，潮州韓祠承載了「賢牧守」式的儒家實踐典範，而本地潮人的崇
拜，加強了此典範的流傳，最後這個典範成為了士與民共同建構的「集體記憶」，
在韓愈典範的演變與流傳中，韓祠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場域，因著韓祠所提供的線
索，吾人可以更多的瞭解韓愈典範的多元意義及其價值。

關鍵詞：韓愈典範、潮州韓祠、民間信仰

*本文初稿完成後，蒙臺大中文系方介教授，與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修改意見，使本文更臻完善，筆者獲益
良多，感荷無任，用申謝忱。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現任致理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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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韓愈（768-824）這樣特出的歷史人物，其典範固非僅古文一端。現今吾人所
熟知的思想史論述，基本上習慣以「大敘事」的宏觀哲學模式建構史論，韓愈之學
說，在大敘事的思想史系統中，被認為是粗淺而幼稚的階段，因而價值並不甚高。
反觀文學史中的韓愈，因其文章之高妙，復古革新，「文起八代之衰」，其地位之崇
高難以撼動。如此一來，我們對韓愈只留下了「文學家」的形象。這樣的印象是很
普遍的，但也是相當奇怪的，以哲學史大敘事的模式定位歷史人物自有其脈絡，但
這脈絡脫離個別歷史情境太遠，韓愈這樣的歷史人物，應該要置放在客觀的歷史情
境中審視，才能夠更為正確地展現他的形象、思想與價值。 1關於歷史人物的典範
意義，黃俊傑先生曾經通過宋儒強調堯舜的聖王典範的方式說明，其言：
這些具有典範意義的歷史人物是儒家思想中的所謂「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以堯、舜、禹最為儒者所稱道。這三位聖王
的舉止與行為，是歷代儒家（特別是宋儒）提出哲學論證時的重要參考架
構。2
又言：

1

2

如勞思光先生就哲學角度評價韓愈學說，認為「韓氏自身乃一文人，其談理論問題亦不過作文章而已，於
一切理論分際皆未深察。」甚至言其「對哲學問題之無知，實可笑也。」（見氏著：《中國哲學史（三
上）》（臺北：三民書局，2007 年），頁 26-27）就哲學問題本身來說，勞先生的評價有其道理，然而如
余英時先生曾言「現代哲學史家研究道學（即宋明儒學），正如金岳霖所說，首先『是把歐洲哲學的問題
當作普通的哲學問題』，其次是將道學『當作發現於中國的哲學。』至於各家對道學的解釋之間的重大分
歧，則是由於研究者所採取的歐洲哲學系統，人各不同。……哲學史家關於『道體』的現代詮釋雖然加深
了我們對於中國哲學傳統的理解，但就宋代儒學的全體而言，至少已經歷了兩度抽離的過程：首先是將道
學從儒學中抽離出來，其次再將『道體』從道學中抽離出來。至於道學家與他們的實際生活方式之間的關
聯則自始便未曾進入哲學史家的視野。」（見氏著《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2004
年），頁 26）吾人熟悉將哲學概念抽象出來然後作哲學史大論述的方式，然而對於歷史情境與人物本身
卻有相當的距離。
黃俊傑：〈儒家歷史敘述的特質：宋儒集體記憶中的聖王典範〉，收入氏著：《歷史思維、歷史知識與社
會變遷》（臺北：時報出版社，2006 年），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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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以堯舜這種「典範人物」為中心，進行歷史論述，但是，歷史敘述常常
只是他們進行哲學思考的工具，他們喚醒或重現典範人物的事蹟與經驗的目
的，在於論證典範人物行為中所呈現的規範有其普遍必然性。3
宋儒對堯舜這種具有典範意義的歷史人物的尊崇是通過其歷史敘述建立人間秩序
的。黃俊傑先生對宋儒尊崇堯舜的論述，正可以做為考察韓愈的借鑑。
北宋知識分子曾經經歷過一段尊崇韓愈的時代，通過尊崇韓愈，將之視為典範
人物，同時「重現典範人物的事蹟與經驗」，這也是一種透過韓愈典範來指導當代
思想與規範的方式，而且是韓愈典範形成的第一個重要階段。不過，黃俊傑先生在
同文又言宋儒「敘述堯舜的事跡時，都是在儒家社群的脈絡中進行敘述」。 4也就
是說，這些「集體記憶」的「集體」，是有限定範圍的。而韓愈卻不然，韓愈在後
世有一個特別的據點，即潮州韓文公祠，此祠是當今最古老的主祀韓文公的廟宇，
其緣韓愈治潮，有功於百姓，而潮人至今祭祀不絕，甚至潮州山水俱姓韓。自潮州
韓文公祠始，數百年間，嶺南一代供奉韓愈之祠廟林立，可稱為嶺南一帶的「韓愈
信仰」，此風甚至因潮州客家人而傳播至臺灣。韓愈祠在後世帶出的韓愈信仰，其
影響之社群跨越了知識份子與一般百姓，同時也超越了地方性小範圍的先賢崇祀。
因此，筆者認為，因著潮州韓愈信仰的緣故，韓愈典範的「集體記憶」之來源便不
只是儒者，潮州百姓也當加入其中。是故，韓愈典範的形成，並不止於儒家知識分
子內部，潮州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然潮州韓愈信仰同時也是相當特殊的現象，潮州為何會興起鼎盛韓愈信仰，且
歷久不衰？5近人饒宗頤曾提出閩學與蜀學之士的推崇，以及宋代理學發達導致韓
愈地位提高而說明之；6李志賢則從宋代祠廟政策的改變為韓愈信仰提供的空間而

3
4
5

6

黃俊傑：《歷史思維、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頁 71。
黃俊傑：《歷史思維、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頁 79。
潮州類似韓愈這樣的先賢祠在歷史上甚多，但除了韓愈祠之外，幾乎沒有流傳下來者，考清代《潮州府
志》可知，潮州一帶歷史上曾建有「元公祠」、「十相祠」、「陽明祠」、「九賢祠」、「賢守祠」、
「郭祠」、「薛祠」、「郡公祠」、「李黃二祠」、「王祠」、「江公祠」等祭祀周敦頤、王陽明、歷代
宰相、郡守、名士先賢之祠，清代皆已「久廢」，惟韓公祠獨存，可知韓愈信仰在潮州的歷久不衰。見
《潮州府志》卷 25，「祀典」（《中國方志叢書》第 46 輯，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頁 448。
饒宗頤：〈宋代蒞潮官師與蜀學及閩學─韓公在潮州受高度崇敬之原因〉，《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
第十四冊‧潮學（下）（臺北：新文豐，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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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 7 ，兩說對於韓愈信仰的生成都甚有啟發性。然而韓愈信仰的原因與文化意
義，應非僅止於此，還有許多問題，例如知識分子之意識與百姓之尊崇，不見得一
致，那麼潮州百姓所景仰的韓愈，與學術主流中的韓愈，有何異同？學術主流的韓
愈與潮州百姓景仰的韓愈之間，有著什麼樣的互動關係？就大傳統與小傳統的角度
來看，難道僅只是官方對民間的影響嗎？那麼為何其他儒者或其他地方沒有這樣歷
久不衰的崇祀現象呢？又或是韓愈在潮州之治績，為何會造成韓愈在潮州被接受
呢？這些恐怕不是單就「理學」或「古文」之思想文學史脈絡可以簡單說明的，而
需要通過更完整、更綜合性的考察，因此本文希望能夠綜合宋代尊崇韓愈的背景、
韓愈在潮州的形象與各方面所產生的影響，探討潮州韓愈信仰形成的更完整的原
因，進而希望可以理解韓愈典範內容與流傳的不同面向。

二、建道統、闢異端：韓愈典範建構之背景
（一）北宋初期對韓愈的推崇：「儒門健將」的形象
北宋為韓愈典範樹立的重要階段，陳寅恪（1890-1969）先生曾經對韓愈的歷
史定位做過如下評述：
退之發起光大唐代古文運動，卒開後來趙宋新古文之文化運動，史證明確，
則不容置疑者也。……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
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
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
也。8
此評價切中肯綮，殊無可疑，而韓愈開有宋一代之文化學術史之新風氣，關鍵在古
文運動。然而古文運動實際上並不只是文學技巧上的除舊佈新，實際上古文運動與

7

8

李志賢：〈唐人宋神：韓愈在潮州的神話與神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41 卷
第 2 期（西安：陝西師範大學，2012 年 3 月）。
陳寅恪：〈論韓愈〉，《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三人行出版社，1974 年），頁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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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復興運動是息息相關的，不能單純以文學史目之。
宋代儒學發展，在道學家完成其心性論與譜系之前，北宋知識分子經歷過一段
尊崇韓愈的時期，這是韓愈典範形成的重要階段。同時因為北宋重視經世致用的風
氣，與韓愈本身的形象契合，因此這段時期的知識份子如柳開（948-1001）、孫復
（992-1057）、石介（1005-1045）、歐陽修（1007-1072）、曾鞏（1019-1083）、王安
石（1021-1086）、蘇軾（1036-1101）等，皆在很大程度上對推廣韓愈的文學與思
想、發展古文運動有所幫助。9而關於陳寅恪先生所說韓愈作為「關捩點」的角色
的看法，余英時先生的研究可資深入理解，余氏認為韓愈開創的古文運動，是宋代
儒學在「重建秩序」的目的下所經歷的第一個階段，第二階段則為王安石為相時領
導的改革運動與其「新學」，第三階段則是二程至朱子的「道學」哲學形上學的建
構，並認為「這三者之間貫穿著一條主線，即儒家要求重建一個合理的人間秩
序」。10
這個秩序重建的歷程最始是古文家所提出的「堯舜三王治人之道」的理想，而
最初建構儒家聖人譜系的，則是韓愈，即〈原道〉中所言：
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
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11
而韓愈的開創價值除了譜系的建構，另以尚有兩點為要，一是「闢異端」，二是
「尊孟」。是故，韓愈開闢了古文運動與儒學復興的坦途，其心性論哲學雖然並未
深入12，但他以「闢佛老」自任，而有如孟子般的「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勢，在
9

重視經世致用是北宋士人的特色，影響所及，制度、文章、經學史學等俱然，何寄澎先生認為北宋士人重
視經世致用的原因，來自於對國勢艱難的自覺，以及對佛教流行的反動。參見氏著：《北宋的古文運動》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1-24。此外，王基倫先生並從文學接受的角度，指出從柳開等
到歐陽修、蘇軾，不只繼承了韓愈的道統，同時也發展獨立有特色的文章，從而將文統與道統合一，因此
將宋代古文運動提升到新的境界。見王基倫：〈韓愈散文的讀者接受意義〉，收入氏著：《唐宋古文論
集》（臺北：里仁書局，2001 年），頁 40-41。
10
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2004 年 7 月），頁 73。
11
﹝唐﹞韓愈：〈原道〉，﹝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世界書局，2002 年），頁 18。
12
二程子對韓愈即早有哲學深淺上的批評，如其言「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搏得
親切，直似知道，然卻只是搏也。」見《二程語錄》卷十 12，轉引自吳文治：《韓愈資料彙編》（臺
北：學海出版社，1984 年），頁 142。然而這樣的評價基本建立在二程兄弟所欲建構的深化的儒家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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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化身為崇高的儒家精神領袖，柳開即言：
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13
孫復言：
噫，聖人不生，怪亂不平，故楊、墨起而孟子闢之，申、韓出而揚雄距之，
佛老盛而韓文公排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為夷狄矣。14
又如王安石言：
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
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15
將孟子與揚雄、韓愈在堅持儒道、術修志定的形象上並列，這樣的形象，可以被認
為是北宋這段時期儒家知識分子對韓愈看法的代表，然而韓愈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形
象，並非宋人平添。以下則再簡單申論韓愈「兼善天下」之儒家思想內涵，以更深
刻的了解北宋對韓愈推崇的原因。

（二）經世致用之風氣與韓愈「兼善天下」之精神
如上文所言，韓愈在北宋作為儒家的精神領袖存在，韓愈在潮州立祠享祀也是
在此背景之下產生。又如前文所言，若欲了解歷史人物的內在思想與外部表現之間
的關係，則必須先了解人物之思想基底與歷史情境。韓愈在文化史上之價值，昔陳
寅恪先生（1890-1969）論之極精，陳氏〈論韓愈〉以六點述之，今撮其大要則

13
14
15

上，因此對於韓愈思想有所批評，但對於韓愈以排佛老之舉作為儒家象徵領袖的外在人格典範，二程子
並未與王安石等有異。
﹝宋﹞柳開：〈應責〉，《河東先生集》卷 1，轉引自《韓愈資料彙編》，頁 72。
﹝宋﹞孫復：〈儒辱〉，轉引自《韓愈資料彙編》，頁 80。
﹝宋﹞王安石：〈送孫正之序〉，《臨川先生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1 年 8 月），頁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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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建道統，闢異端」；二、「倡古文、去陳言」；三、「獎掖後學，發揚師
道」。16此三點前人悉論之甚詳，此處俱可從略。唯一欲提出者，是韓愈表現這三
點背後所持之信念，即「兼善天下」
，韓愈所尊之孟子即言：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
囂。」曰：
「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
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
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
（
《孟子‧盡心上》
）17
得志，實際上即得位，而得位，已非「為王」，而是得到國君（統治者、上位者）
之用。得志者，即以道化百姓，澤加於民；而不得志者，則依然以「無終食之間違
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態度修己之身，進而使自身之道德典範顯耀於當
世，則亦有間接教化之功。另外孟子所言末兩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中，「獨善其身」一語後世或認為是明哲保身的自了漢行徑，韓愈即用後世之
義18，然而孟子當不會前後矛盾，此處「獨善其身」者，亦必有「見於世」之用，
此處互文見義，不可直解之。這幾句話即涵蓋了「內聖外王」的終極模式，同時又
根據現實的限制與否，指點了士人進退出處的態度。
韓愈對孟子此一指導，蓋躬身貫徹之，韓愈之所以應舉、求仕、干謁、即為了
「得志」以行聖人之道。上文所言韓愈干謁求官之作，與對應制之作的寬容，亦俱
本於此。並且在韓愈所處的時代，因為科舉的關係，士人向高官干謁，風氣如此，
雖賢者不以為恥，臺靜農先生即曾就韓愈向貪暴之官李實上書歌頌之事言：
這種行徑，若衡之以儒家出處之義，不免為白玉之瑕；然就唐代士風觀之，
則不足怪。以見這種風氣的流行，雖賢者也不以為恥。19

16
17
18
19

陳寅恪：〈論韓愈〉，《陳寅恪先生論文集》（臺北：三人行出版社，1974 年），頁 1281-1292。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臺北：大安出版社，2008 年 9 月），頁 492。
見下引〈圬者王承福傳〉文。
臺靜農：〈論唐代士風與文學〉，收入羅聯添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臺灣學生書
局，1979 年 3 月），頁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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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風氣如此，韓愈更有理由將干謁之文中的諂諛之語合理化，此其所言「時有感
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者也。並且韓愈晚年官高祿厚，
同時又有平淮西、撫鎮州之功，文名亦冠天下，此當其實現志向之一隅。此外韓愈
提攜後進，也是此一態度的延伸。但在此同時，韓愈亦未因富貴而移其志，仍然堅
守聖道，〈論佛骨表〉以高官犯顏被貶，即堅持為君、民行正道之展現。另外韓愈
早年仕途不順，「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 20當此時，可說是「不
得志」，但他也未生退隱之心或喪志之意，他的態度是：
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
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21
此處所言，與孟子「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也？」（《孟子‧公孫丑下》）22如出一轍，蓋對己所持道有極強信心。另外如〈答
侯繼書〉言：
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
始不為進，而眾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23
向友人申明自己在不得志時，依然能夠自強不息，而之所以要持續的自強不息，是
因為心繫天下百姓，
〈後廿九日復上書〉即言：
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
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24
這樣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至尚文之有宋一代，成為知識份子普遍的態度，不能不說
有韓愈的影響在內。韓愈是不能接受明哲保身的自了漢行徑的，他在〈圬者王承福
20
21
22
23
24

﹝唐﹞韓愈：〈上宰相書〉，﹝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161。
﹝唐﹞韓愈：〈重答張籍書〉，﹝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141。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348。
﹝唐﹞韓愈：〈答侯繼書〉，﹝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172。
﹝唐﹞韓愈：〈後廿九日復上書〉，﹝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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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文末就表明了這個立場，其言：
愈始聞（按：王承福之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
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
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
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
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予
者，故予為之傳而自鑒焉。25
韓愈不認同王承福的「獨善其身」
，說他「自為也過多，為人也過少」
，此處之「為
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實踐也。這樣的態度與理念，使得韓
愈無論在得志或不得志時，都能保有對聖道的堅持，以及對社會國家的責任感。而
此具體表現，則透過發揚師道、獎掖後進而擴充其效果。逆言之，則韓愈之所以孜
孜不倦於提攜後進者，即因為此理念的堅持，這便是韓愈所操持的古之道，不論得
志與不得志，韓愈皆一以貫之。其在師道之聲望，至憲宗元和十五年任國子監祭酒
時而大盛，李翱〈韓公行狀〉即言：
（韓愈）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為
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26
綜上所言，韓愈以繼承儒家聖人所傳道統者自居，一生力闢異端，同時求得君行
道、養民教民，亦終有所成。同時無論顯達與否，皆堅持此道，所謂「得志，澤加
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之信念也。並發而為形大聲宏、本深葉茂之文，欲以
文章作為彰明聖道之用，因而努力教導後生、提攜士子，率眾學古聖人，終身不移
其志，並保有對社會國家之責任感，以及對百姓之同情心。這樣的形象正好與重視
「經世致用」的北宋士人風氣一致，此所以北宋士人目之為儒家精神領袖，而學之
不輟也。最後，再借黃進興先生之言，總結這兩節的重點：

25
26

﹝唐﹞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55。
﹝唐﹞李翱：〈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轉引自《韓愈資
料彙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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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排釋老」與「孟軻拒楊墨」是宋初儒學流行的基調。27
若以上文黃俊傑先生的話來說，此「排佛老」之韓愈，亦即宋儒對韓愈的「集體記
憶」。而此「集體記憶」來自於韓愈本身之儒學思想，與兼善天下的性格，依此進
路，當能更深入理解韓愈典範建構初期的狀況與原因。最後還有一件不得不提的要
事，即元豐七年（1084）時，朝廷以孟子配享孔子，並以荀況、揚雄、韓愈三氏從
祀孔廟28，更可知韓愈地位之崇隆，臻至高峰。宋代以降，透過尊孟與尊韓之間的
互動，轉入更深刻蓬勃的儒學復興運動，則非本文所能論矣。而上文所言，是北宋
對於韓愈推崇的背景，而韓文公祠即在此背景下建立，下文即進入韓愈在潮事蹟與
韓祠之沿革。

三、潮州韓愈信仰與韓愈典範之關係
（一）潮州韓文公祠沿革
潮州韓文公祠，創建者為北宋初期名臣陳堯佐（963-1044），於宋真宗咸平年
間（998-1003）所設。陳堯佐的時代較之古文健將歐、王、蘇等人都早，其因「言
事忤旨，降通判潮州」，至潮州後，「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以風示潮人」。堯佐
曾受召同修《三朝史》、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為翰林學士，拜樞密副使，宋
仁宗時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八十二卒，贈司空兼侍中，諡文惠。29這樣一個
文士名臣，至潮州之後，居然除修建夫子廟之外，又「闢正室東廂」，為韓愈之
祠，並書〈招韓文公文〉30，以模擬〈招魂〉的寫作方式尊崇韓愈。文中所言與上
引孫復、王安石語如出一轍，再次印證了北宋時期知識分子對韓愈的看法。〈招韓
文公文〉中，強調韓愈的「功」與「德」，使儒道傳行，與孟軻為侶，是將之目為

27
28
29

30

黃進興：《儒教的聖域》（香港：三聯書店，2015 年 12 月），頁 126。
韓愈入祀孔廟的時間與相關事件，可參《儒教的聖域》，頁 129-130。
﹝元﹞脫脫等：《宋史》卷 284 列傳 43（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源，書號 10189，
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頁 2894。
﹝宋﹞陳堯佐：〈招韓文公文〉，《永樂大典》卷 5345。轉引自曾楚楠：《韓愈在潮州》（廣州：暨南
大學出版社，2015 年 5 月），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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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聖人之道之健將也。
此後至哲宗元佑五年（1090），潮州知州王滌將韓祠遷至州城南七十里附近，
並改祠名為「昌黎伯韓文公廟」。落成之後，王滌邀請時任知揚州軍州事、龍圖閣
學士蘇軾為之撰碑記31，此碑記即著名之〈潮州韓文公廟碑〉，當中言：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
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32
又言：「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
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等
等，與上文所言北宋時期尊韓之旨相同，惟此處有一特值注意者：當時王滌為何要
突然將韓文公廟獨立於夫子廟之外？這似乎可以與上文所言元豐七年（1084）時，
以孟子配享孔子，並以荀況、揚雄、韓愈三氏從祀孔廟的事件聯繫起來。這是韓愈
配享孔廟之始。配享孔廟是儒者無上的光榮，同時「從祀制正可相當忠實的反映儒
家主流思想的動態」33，王滌將韓愈廟獨立出來，在韓愈入祀孔廟的尊榮上錦上添
花，亦為順勢之舉，韓愈在北宋的崇高聲望，表露無遺。同時此亦表現了韓祠之興
建，並非僅是單純的地方百姓崇仰所產生者，治潮的知識份子在此地倡導、引領此
一崇祀的力量亦不能忽略。
韓文公廟最後一次遷徙，是在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知州丁允元將之從城
南遷至東山（今韓山）之處，丁允元也因此次遷修韓文公廟的事蹟，致使乾隆時期
將之配享於韓愈之側。34此次遷徙後，歷八百年不再遷移，惟經歷過多次大修，根

31

32

33

34

此處據曾楚楠：《韓愈在潮州》所言，相關歷史可參看《潮州府志》卷 25 祀典（《中國方志叢書》第 46
輯，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頁 447-448、柯萬成：《韓愈與唐代文化論叢》（臺北：花木蘭出
版社，2011），頁 151。
﹝宋﹞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
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1865。
黃進興：《儒教的聖域》，頁 198。明末韓愈的地位便已不再如此崇高，王廷相甚至上書議罷韓愈從祀，
其原因大致在將孟子學說推至極致的陽明學已為人所詬病。通過「尊孟」而入祀的韓愈，竟亦因為「尊
孟」的陽明學差點被逐出孔廟。說參黃書頁 113-154。
﹝清﹞鄒朝陽：〈太守丁公配享碑記〉（乾隆二十七年立），轉引自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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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1986 年的重修碑記中的記載，光「舉其大者」即有二十九次之多，35而留下不
少文字紀錄。另外原王滌所建之城南祠，淳祐三年後，漸轉為書院，供奉孔子、顏
回、曾子、子思，並立韓愈專祠附祀。至於丁允元所建之韓山祠，則在康熙年間起
建昌黎書院於其側。36城南祠與韓山祠，俱因韓愈崇奉而在當地展現了儒學興教的
功能與價值。
現今韓祠，除主祀韓愈外，並有趙德、陳堯佐、丁允元陪祀。潮州韓愈信仰，
以韓祠為中心，同時尚有許多與韓愈有關的名勝古蹟，今舉其要者，如相傳為韓愈
手書之〈白鸚鵡賦碑〉，為清代潮州知府龍為霖偶得善本並摹刻者，原本在筆架山
韓文公祠內，現鑲入景韓亭正壁。又有相傳為韓愈手植之橡木，今稱為韓木，列於
「潮州八景」之內。此外尚有「鳶飛魚躍碑」
、「靈山寺留衣亭」、「祭鱷舊址」等後
人根據文公事蹟鑄造出來以為紀念者，37為數甚多，此不畢舉，觀諸遺跡，可知潮
人奉文公之虔盛也。
此外，韓祠自創建以後，歷代多有士人關注與書寫，上引蘇軾〈韓文公廟
碑〉，即為最早者，而韓祠之碑記，可使吾人對潮州韓愈信仰之情形，有更深入的
了解。對於潮人所以崇仰韓愈之問題，蘇軾之碑文即曾云：
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
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
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
水專在是，豈理也哉？」38
初步說明了韓愈之風，影響潮州士人百姓，是不能以地域限制者。此說雖籠統的頌
揚韓公之德，然亦首先解釋了潮人崇韓的問題。此處所謂「韓公之神」之內容，固
以上文所言北宋一般知識分子對韓愈崇仰之形象而言也。然而文中之所以有此設
問，即潮州崇韓之特殊性早存之一證，時至南宋，詩人劉克莊亦有〈潮州修韓文公
廟〉一文，列於蘇碑之次，文中有言：
35

36
37
38

吳南生撰書、商承祚篆額：〈重修韓文公祠碑記〉，此碑現立於韓祠內北廊北壁，轉引自曾楚楠：《韓
愈在潮州》，頁 110。
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73。
相關遺跡，可參看曾楚楠：《韓愈在潮州》第三章。
﹝宋﹞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張志烈等：《蘇軾全集校注》，頁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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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權位尚微，世代遙遠，斯文入人肝脾，去思浹人骨髓，血食數百年如一
日，余行天下，惟韓廟為然。公在潮僅閱七月而去，而潮人奉嘗至今，悽愴
如見。至於登覽之山，手植之木，猶起敬起愛未已，此豈智力所能致哉！39
亦同樣表現了潮州崇韓之特殊，而劉克莊讚嘆的說「此豈智力所能致」，固以潮人
崇仰韓愈之特殊，興起士人成就典型的景仰情緒。
此外，潮州韓文公祠中有不少士人留下的重修或增修時的紀錄，祠內現存最早
的石碑，是明代潮州郡守王源所撰之〈增修韓祠之記〉，其言韓愈為潮人所懷念的
原因40，對韓愈之頌讚已近乎神化，所謂「豈惟六七百載潮人之不能忘，千百載天
下人之所不能忘也」一語，與蘇文忠語如出一轍，蓋皆以文公乃普世之典範，非僅
為潮人崇仰者。
此即又透顯一問題，既然韓愈之典範非惟潮人當遵奉者，何以惟潮人崇仰至
此？王源提出的答案，所謂「忠誠霽君」、「勇壓強梁」、「排異門而歸正路」者，基
本上是以上文所言韓愈典範的第一個意義論之，而「興學範民。存恤孤煢，逐遠惡
物」者，即言韓愈在潮事蹟。惟韓愈之所以成儒門典型，而為潮人所崇奉至此者，
王源似亦未能深論之，即以「殆亦有陰騭協相之資」為言耳。
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韓祠重修，有〈重修韓祠碑記〉流傳，此重修碑
記，較之王源之文，更具體的標誌了韓愈在潮之功績，且將其囑趙德興學之事，與
孔子相比，認為「與夫子之啟憤發悱教無類何異？」41這裡的詮釋與強調於眾碑記
中甚為少見，然大體來說，仍與王源之文並無太大出入。
康熙二十年（1681）
，潮州知府林果庵蒞潮之後重修韓祠，並有碑文言：「吾於
是嘆公之造潮深，而潮之邀惠於公也厚矣」，此語正點出了韓愈與潮州之間深厚的
關係，同時標舉「賢牧守之事」、「小民之情」、「鄉士大夫之責」三者而論潮州韓
祠，亦甚為有見。今觀上引宋明清三代較為重要的韓祠碑記，即大致可知潮州韓愈
信仰之風貌。潮人景仰韓愈，百世血食，以致山川草木俱姓韓，建祠塑像，傳之千
百載，歷代碑記又以文公治潮事蹟言之，固已有別於後世惟重韓愈文學之印象，而
韓祠本身究竟如何成為知識分子與百姓共同關注並建構韓愈典範的場域？此則須從
韓愈治潮事蹟來探討。

39
40
41

﹝宋﹞劉克莊：〈潮州修韓文公廟〉，轉引自《韓愈資料彙編》，頁 509。
﹝明﹞王源：〈增修韓祠之記〉，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99。
﹝明﹞林熙春：〈重修韓祠碑記〉，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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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潮州韓愈崇祀的原因探討
1、韓愈貶潮背景：
「儒門健將」與地方的接觸
上文已知，作為「大勇衛道」的儒門健將的韓愈，是韓愈典範建立初期的第一
層意義。而這樣的韓愈，到了潮州，究竟有什麼樣的作為，使得潮州韓愈信仰興
起？首先要先考察韓愈貶潮之背景。
韓愈貶潮，事在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緣憲宗迎佛骨，韓愈挺身而諫，冒
犯皇帝而遭貶謫，42上書之時，韓愈因平淮西有功，升任刑部侍郎，本以為自己有
功受寵，此次卻冒犯天威，皇帝大怒，事情鬧得頗大，導致「人情驚惋」，《新唐
書》則言「中外駭懼」。 43憲宗本來要殺他，但因同年進士崔群與其他國戚諸貴為
韓愈求情，乃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因上書言事被貶潮州，大受打擊，除因己所堅行之道未能被皇帝接受，同
時又認為此行遠至南方，不知何時能再回朝廷，更不知性命得存與否，憂思愁緒，
難以解消，如〈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一詩所寫：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朝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雲
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44
韓愈向遠來探望他的姪孫韓湘訴苦，且說他大概是要來收他的屍骨，其中慘然，令
人一慟。又〈武關西逢配流吐蕃〉一詩云：
嗟爾戎人莫慘然，湖南地近保生全。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45
對途中所遇發配吐蕃之人說，湖南與吐蕃總是較近，我今去潮州，離長安八千里，

42

43

44

45

﹝五代﹞劉昫等：《舊唐書》卷 160 列傳 110（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源，書號
10287，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頁 2102-2103。
﹝宋﹞歐陽脩：《新唐書》卷 176 列傳 101（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源，書號
10182，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頁 1576。
﹝唐﹞韓愈：〈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8 月），頁 1097。
﹝唐﹞韓愈：〈武關西逢配流吐蕃〉，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頁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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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知何時能回。當中悽苦，著實難訴。這些因為貶潮而發的詩作甚多，其詩旨皆
類，即潮州遠矣，不知何時得回；遭天子所棄，不知如何自容。而且其幼女韓挐亦
病死在貶潮途中，人生大痛，孰過於是？貶潮一事，對韓愈來說，可謂打擊至大。
然而韓愈畢竟非自怨自艾、一蹶不振之徒，如〈瀧吏〉一詩中所表現的自解之言：
（吏言）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各有守。不知官在
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奸敗群倫。
（韓言）叩頭謝吏言，始慚今更羞。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
訶，嗟實頗有之。不即金木誅，敢不識恩私。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於
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46
此即欲自我寬慰之語也。此外，至潮以後，又以如椽之筆，上書向憲宗道歉，因此
韓愈實際上只在潮州待了八個月，即移袁州刺史。47又過了不到一年，因穆宗即位
恩赦，乃調回長安，任國子監祭酒，轉兵部侍郎。自此，韓愈又回到了廟堂之上，
品秩日高，而以顯達終。在韓愈的一生中，除了早年不得志於科考外，壯年時最大
的打擊即為貶潮。然而貶潮一事，正反映了韓愈堅持聖道，敢作敢為的勇氣。以刑
部侍郎之高官，面對君臣一致佞佛的現象，韓愈敢於提出抗議，雖身死而不悔，其
勇大有豪俠之風，這在此後撫鎮州一事亦可證。48同時貶潮之事也可看出他無論何
時皆保有儒家知識分子對社會國家極強的責任感，以及對百姓的同情心，觀其在潮
之治績可明。
2、韓愈在潮之作為：
「賢牧守」形象的建立
韓愈在潮，雖僅八月，其治績，要之即「利民除害」與「延師興學」二者。上
46
47

48

﹝唐﹞韓愈：〈瀧吏〉，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頁 1109-1110。
據羅聯添先生考證，韓愈於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至潮，至十月二十四日授袁州刺史。參羅聯添：
《韓愈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77 年 11 月），頁 106。
穆宗長慶二年（822 年），韓愈受命前往鎮州向殺田弘正以自立的王廷湊宣撫，啟行之後，元稹即向穆宗
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蓋當時君臣咸以為王廷湊將殺韓愈。然而韓愈至鎮州，卻能不畏強藩示
以軍威，義正詞嚴，不辱君命，其勇與論佛骨無異。當時河北一帶與唐王室基本上是兩個集團，陳寅恪
先生即言「長安天子與河北鎮將為對立不同之二集團首領」，安史勢力在河北既深且久，人習胡俗，驍
勇善戰，田弘正即久居河北，「官封代襲，刑賞自專」，王廷湊殺弘正，而韓愈能致君命如此，實在是
具有相當大的勇氣。河朔之胡化與歷史變遷，參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北：里仁書局，
2008 年 3 月，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合刊），頁 17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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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引林果庵以「賢牧守之事」稱韓愈治潮，其實早在蘇軾受邀為韓文公祠傳碑時即
言：
此古之賢守留意於教化者所為，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49
本節即考察其「賢牧守」之作為。韓愈至潮時，言潮州：
在廣府極東。去廣府雖云二千里，然來往動皆逾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
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
日夕發作。50
似乎潮州是個未開發的瘴癘之地，然而此〈潮州刺史謝上表〉固稍因求情而為誇張
之辭，實際上韓愈至潮州時，當地並非如此落後，曾楚楠考察唐代潮州的產業與人
口，認為中唐時潮州農產發達，手工業興盛，同時建築工藝水平亦佳，又因鹽產豐
富，港居要津，海上交通亦有相當基礎。最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安史之亂導致人口
大量下降時，潮州因為地處邊陲，戰爭影響少，開元時期潮州戶數僅九千三百餘，
至元和十四年，戶數已一萬有餘，這說明了潮州當時擁有相對穩定的社會成長。51
此外，大歷十三年潮人趙德已登進士第，宰相常袞在德宗初年即被貶至潮，興學教
士，則文化教育方面，潮州亦非全未開化。
因此，韓愈所面對的潮州，是一個地處邊陲，雖有一定民生文教基礎，但亦亟
待開發之處。他在潮州最有名的事蹟為除鱷魚，此即以除鱷之事開始考察韓文公治
潮之功。韓愈除鱷之事，
《新唐書‧韓愈傳》記云：
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
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
（〈祭鱷魚文〉
，此略）

49
50
51

﹝宋﹞蘇軾：〈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張志烈等：《蘇軾全集校注》，頁 6525。
﹝唐﹞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642。
見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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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之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52
此處所述，或有誇張神話之嫌，然韓愈除鱷的重點，也非韓愈如何除鱷，而是韓愈
關心民生的心態。如上文所言，潮州一地，彼時民生上有相對穩定的發展，而韓愈
初至潮州，即「問民疾苦」，潮人以鱷魚答之，可知鱷魚必為潮人心腹之患，歷久
而未除者。韓愈甫至，即問民以疾苦，民告知以鱷魚，又當即處置之。此即可證上
文所言韓愈為儒家踐履之道的充分執行者，以及其學聖人為民除害之素志。無論遭
逢上怒之時，韓愈內心如何惶恐，其學行依然貫徹。皇甫湜即言：
震怒天顏，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者，亦
允蹈之者邪！53
韓愈貶潮，以此一以貫之之道，又能當即對治潮人心腹之患，表現了對百姓的同情
心，潮人必感佩之。而潮州自古多鱷患，並未因韓愈除鱷而止，上文所言創建韓祠
之陳堯佐，亦曾在潮州戮鱷魚，據《宋史‧陳堯佐傳》記載：
（潮州）民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
之，命二吏拏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鱷弭受網，作文示
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54
堯佐並為此事作〈戮鱷魚文〉
，而言：
余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為過也。55
可見堯佐是有意學韓愈，正好趁此事件有所發揮，北宋士人對韓愈的尊崇亦又一
證。由此而可見韓愈在潮州之功績，有其示範作用，陳堯佐通過類似的事件，又將

52
53
54
55

﹝宋﹞歐陽修：《新唐書》卷 176 列傳 101，頁 1577-1578。
﹝唐﹞皇甫湜：〈韓文公墓誌銘〉，轉引自《韓愈資料彙編》，頁 34。
﹝元﹞脫脫等：《宋史》卷 284 列傳 43，頁 2894。
﹝宋﹞陳堯佐：〈戮鱷魚文〉，《永樂大典》卷 5345，轉引自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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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典範再次彰顯於潮州。
韓愈於潮，除鱷魚之外，亦重視民生，並贖放拐賣之奴隸，皇甫湜〈韓文公神
道碑〉記曰：
先生臨之，若以資遷。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鱷魚稻蟹，不暴民物。掠賣之
口，計庸免之，未相值，輒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轉刺袁州，刺袁州如
潮。56
當中贖放奴隸之事，
《新唐書》記為刺袁州時所為：
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
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57
觀皇甫湜〈神道碑〉言「刺袁州如潮」，兩文相參，則知潮袁二州應皆有贖隸之
事。而就上所引文看，所贖放之奴隸，來源頗為不同。潮州所贖之隸，是掠賣之人
口，袁州所贖主要是自賣之人口。李季平研究指出：「自賣和掠賣良人為奴，乃是
唐代奴婢特別是私屬奴婢的重要來源。」而李氏透過大量史料，詳細地考察了唐代
自賣或掠賣之隸的來源，主要是因為戰亂與貧寒，百姓不得已賣身為奴；只是在來
源上，可能是自己向官府貴族售賣，也可能是受到武力逼迫或誘騙而賣身。58無論
是自賣或掠賣之隸，都反映了貧寒的社會問題。韓愈之贖隸，可稱德政。曾楚楠則
更指出，在潮州以武力掠賣之隸，「夷獠」是主要對象。有權勢者掠賣這些少數民
族為奴，往往造成族群之間的對立。是以韓愈贖放奴隸之舉，「不但是維護法制、
移風易俗的需要，其實也是緩和民族矛盾，鞏固統治的重要措施。」59同時，因為
當時對於奴婢擁有數的限制，使得奴隸供不應求，因此，「代買奴婢還是被流放官
56
57
58

59

﹝唐﹞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轉引自《韓愈資料彙編》，頁 32。
﹝宋﹞歐陽修：《新唐書》卷 176 列傳 101，頁 1578。
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126-142。關於唐代奴婢制度與問
題的專門研究，還可參濱口重國：《唐王朝の賤人制度》（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6 年 10 月）；孟昭
庚：〈唐代的奴僕問題〉，收入中國唐史研究會編：《唐史研究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李天石：〈試論唐宋時期奴婢的雇傭化趨勢〉，《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
社，1993 年）等等。
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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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向京師當權者獻媚取寵的一條捷徑。」 60而韓愈不取焉，概皆贖之。因此，在
潮、袁贖隸之事，除是身為刺史對一般百姓與少數民族之德政，更可見其品格操
守，不以被貶而有異。
又韓愈於潮，有〈祭神文〉五首。當中第一、二首祭大湖神，第三首祭城隍，
第四首祭界石神，第五首又祭大湖神，皆為祈晴謝神之文。當中關心農桑，為民請
命之情，如第二首言：
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獲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
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
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61
至淫雨既霽，韓愈又祭以謝神，如第四、五首所言：
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休庇於人也，敢不明受其
賜！
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
神之德，夙夜不敢忘。62
當中皆將天氣陰晴，責在刺史，冀神降休。此類為民祈晴或祈雨之「罪己」性的祭
祝文，唐代以來多有，不惟文公如此。惟此處祭神文所反映者，除韓愈以聖人之
教，養民教民之道為本，關心百姓農桑生計之意外，同時也印證了上文皇甫湜所言
「洞究海俗」之用心。
唐代嶺南，多崇鬼神，民人多「有病不求藥」
。唐代張鷟《朝野僉載》言：
嶺南風俗，家有人病，先殺雞鵞等以祀之，將為修福，若不差，即次殺豬狗
以祀之，不差，即次殺太牢以禱之，更不差，即是命，不復更祈，死則打鼓

60
61
62

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13。
﹝唐﹞韓愈：〈潮州祭神文〉，﹝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335。
﹝唐﹞韓愈：〈潮州祭神文〉，﹝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33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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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鐘於堂，比至葬訖。63
此俗一直到宋代亦然，所謂「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64者也。韓愈祭神，目
的雖為祈雨，與服藥治病無關，然而事無大小，悉以禱神，嶺南風俗，由此可知。
韓愈祭神文中，多言以「特羊庶羞之奠」
、
「柔毛剛鬛清酌庶羞之奠」
、
「少牢之奠」
饗神，可見此祭神之習俗，是韓愈與百姓共行者，並且如〈祭神文〉第一首祭大湖
神所言：
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
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
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
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65
韓愈甫到潮州，人吏尚未相知，即祭大湖神，此大湖神於祭文中凡三見，可見是當
時潮州主要的神祇。韓愈一開始雖未親自往祭，然而剛上任即有此行為，相信是因
為能先了解潮州風俗民情的結果，此皇甫湜所以言文公「洞究海俗，海夷陶然」者
也。另外值得特別注意者是，百姓祭神以太牢，韓愈五首祭文，最多以少牢，最少
以乾肉或一羊，可見韓愈在民俗饗祭之時依然能尊重祭禮之隆殺，此亦不能不說是
一種教民化民的示範。以上所謂「利民除害」者，以下即言「延師興學」。
韓愈在潮，先是除鱷，爾後祭神止雨，進而延師興學，教化百姓。蘇軾〈潮州
韓文公廟碑〉言：「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然後「至於今號稱易
治」者也66，實則此語略有誇張，實際上趙德早在大歷十三年即登進士第，又建中
年間，宰相常袞貶潮州，已經積極「興學教士」67，因此實際上韓愈至潮州前，潮
州的文教事業已有一定基礎，韓愈所為，是以己身行止垂範後人，其〈潮州請置鄉
校牒〉云：

63

64
65
66
67

﹝唐﹞張鷟：《朝野僉載》（清畿輔叢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源，書號 09772，合肥：黃山書社，
2008 年），頁 11。
﹝元﹞脫脫：《宋史》卷 284 列傳 43，頁 2894。
﹝唐﹞韓愈：〈潮州祭神文〉，﹝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335。
﹝宋﹞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張志烈等：《蘇軾全集校注》，頁 1865。
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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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
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
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
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
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
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官，專勾當州學，
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
廚饌。68
此處韓愈所見，是「州學日廢久」的景況，因此請置鄉校。同時延攬本地進士趙德
攝海陽縣尉，專門負責州學之事。其言「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
以供學生廚饌」
，曾楚楠考《唐會要》而知此處「百千」，乃韓愈八個月的俸祿。在
「大官謫為州縣，簿不治務」69的習慣下，韓愈居然願意提供自己八個月的俸祿為
潮人興學，不能不說是相當了不起的行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為何韓愈治潮，尤其是興學，被後世接受與崇仰的程
度，有別於他人，如同樣在此興學，且任職更久的常袞？此則不能不述及韓愈與趙
德的關係。關於趙德其人，後世有潮州八賢之說，趙德即八賢之首、潮州文宗，後
世配享於韓祠。韓愈在潮時，曾以文授德，趙德曾經編纂《昌黎文錄》，是最早的
韓愈文集之一。清朝屈大均所編《廣東新語》載：
趙進士德，海陽人。唐元和間，韓愈刺潮州，牒請攝尉海陽為衙推官，專勾
當州學督生徒，於時潮之學者，翕然奮興，以進士明經貢於朝廷者，歲有其
人。……愈常以平生所為文授德，德飢餐渴飲其中，沛然滿足，因為〈文錄
序〉一篇，愈見而稱善。比愈改官袁州，欲與俱行，謝不往，愈亦高其風
操，作詩相別。……德崛起海隅，節概文章，卓有植立，為潮學者之所宗，
固非待昌黎而後興者。今以配享韓山，稱為天水先生，俎豆勿替。噫嘻！其

68
69

﹝唐﹞韓愈：〈潮州請置鄉校牒〉，﹝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722-723。
﹝唐﹞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轉引自《韓愈資料彙編》，頁 32。又韓愈上〈論佛骨表〉而被貶潮
前因平淮西有功而任刑部侍郎，據《舊唐書‧職官志》所載吏部侍郎為正四品上，確為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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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豪傑之士也哉！潮之文自德而始，有文錄一〈序〉，可與《昌黎集》並
傳。70
離潮時贈詩，詩云：
我遷於揭陽，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
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
遷宜春，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71
韓愈對趙德相當認同，上引〈請置鄉校牒〉即云趙德「沉雅專靜，頗通經，有文
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可見趙德的學術觀念與
韓愈相當類似。韓愈並佩服其氣質與品行，離潮時甚至想要請他一道，不過趙德此
時當已年老，上文有言趙德於大曆十四年登進士第，距韓愈至潮已四十年，趙德或
當略長於韓愈（韓愈時年五十二歲），因此願意留在家鄉，此處韓愈當有以「鄉先
生」之德敬之之意。72並且趙德本身即文章宗匠，所謂「潮之文自德而始」，「固非
待昌黎而後興者」，然而其所以能得到天水先生之號，配享韓山，亦不能不說是因
韓愈的關係。同時韓愈透過趙德的推崇，在潮州地區深化了他的影響，趙德〈昌黎
文錄序〉云：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
雜。其《傳》曰：「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
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燋爍，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
手持目覽，饑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誌於斯，將所以
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近遇次之為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為請益
依歸之所云。73
70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趙進士文》（清康熙水天閣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源，書號 16812，
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頁 175-176。
71
﹝唐﹞韓愈：〈別趙子〉，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頁 1175。
72
﹝唐﹞韓愈：〈送楊少尹序〉，﹝清﹞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頁 290。文中言楊巨源晚年為官於
鄉曰：「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
73
﹝唐﹞趙德：〈昌黎文錄序〉，轉引自《韓愈資料彙編》，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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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德以地處偏遠，平時當無法如韓愈至潮授文之時，得觀韓文之全豹，因此一旦得
之，便「飢食渴飲」般地捧讀，後即編集韓文，並作此〈序〉，使韓文存於潮州。
此〈序〉再次申明韓愈一生所堅持的建道統與闢異端兩者，此雖則不願「盜其影
響」而言「請益依歸」，其典範與影響也必然透過趙德而傳播於潮州地區。因此，
是時韓愈以文名與師名稱天下，潮州士人，能趁此機會，親睹其風采，又能得其傳
授，同時又與本地耆彥交好，進而使潮州有了「因學韓而興學」的良好傳統。74所
以潮州士子才能「翕然奮興，以進士明經貢於朝廷者，歲有其人」。其所設立鄉
校，效用能大於常袞與他人所設者，原因或在此。75甚且當地仕紳如趙德者，在後
世也因從祀，與韓愈共構了信仰的場域。
綜上所言，韓愈之為潮人崇拜，一來是當時學術風氣使「儒門健將」之形象受
到大力推崇，二則其在潮州有著「賢牧守」的行為表現，此蘇軾所敏銳標舉之「賢
牧守」形象，正是潮人推崇韓愈的主要原因。

（三）信仰的聯繫：韓祠興盛的意義與其對韓愈典範流傳的貢獻
綜合上文之論述，韓愈之典範，樹立之初即北宋士人推崇之「建道統」與「闢
異端」之「儒門健將」之典範，這時的尊韓氣氛，是潮州韓祠創建的背景，然而韓
祠被創建，同時也強調了韓愈之「賢牧守」之形象。
韓愈治潮一事，如上節所言，是對社會的責任感和對百姓的同情心的表現，而

74
75

曾楚楠：《韓愈在潮州》，頁 16。
另外韓愈在潮州，還有與僧人交往的紀錄，韓愈曾遺三書請大顛僧來府一敘，韓愈離潮時，亦留衣作
別，可見韓愈待人之道，不以道不同而滅情也。潮人之崇奉韓愈，必與此有關，大顛本是當地高僧，禪
名播於嶺南。《潮州府志》載其「大歷中與藥山惟儼並師事惠照禪師於西山，既復與之同遊南越，參石
頭希仙和尚，得大無畏法……得曹溪之緒，門人傳法者千餘人。」（見《潮州府志》卷 30「人物‧
釋」，頁 651-652。） 而韓愈與之交遊，留衣作別，潮人當有感懷。同時如上文所引〈與孟尚書書〉一
文，除申明了韓愈對大顛的肯定之外，也表現了韓愈強烈的衛道精神居然不以貶潮為侮，再三申明，一
以貫之，如此，則潮人何由而不感佩？另外傳宋代偽作之〈韓文公別傳〉曾以大篇幅書寫韓愈與大顛晤
談之內容，大致以大顛點化文公為旨。姑且不論此文所記真假，此文所記已在禪宗史上作為一樁公案流
傳。饒宗頤即言：「〈韓公別傳〉對北宋文壇有一定之影響，造成學術史、宗教史上一段公案，此書為
元刊本，得祥邁增注，更值得研究，允宜廣為流布，以供參考。」（見饒宗頤：〈論元．祥邁注〈韓文
公別傳〉〉，《第三屆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 年 8 月。） 宋代以後潮州無
論儒佛之徒，當受此文之影響，則韓愈對大顛求教之言，與留衣之舉，亦必然受到潮人的傳播與欽敬，
考慮到潮州當地民間宗教信仰興盛的情況，則大顛對韓愈典範在潮之接受與流傳，應當與趙德一樣，有
著相當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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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潮即展現了韓愈作為儒家知識分子，學聖人之道，養民教民之志的實踐作為。北
宋士人所尊崇之儒門健將的韓愈形象，是「建道統、排佛老」的韓愈，其背後是基
於「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的思想基底、實踐準則，而韓愈真正
強烈表現此道的場域有二，其一是師道，其二為「治民」，師道即如上文所述，此
不再言。然而師道所面對的依然是單純的士人社群，韓愈得以真正實踐其以聖人為
本的養民教民的理念，乃是做地方官時，而此實踐即表現在治潮上，而這樣的典
範，對後世有著相當的影響。余英時先生曾言漢代循吏在儒學史上的意義：
宋、明的新儒家在義理的造詣方面自然遠越漢儒，但是一旦為治民之官，他
們仍不得不奉漢代的循吏為最高準則。別的不說，他們以「師」而不以
「吏」自居便顯然是直接繼承了漢代循吏的傳統。程、朱、陸、王無一不是
一身而兼為兩種「師」
。76
言宋儒作為「治民之官」時所奉準則，遠求於漢代的循吏，固然是非常合理的宏觀
歷史詮釋，然而筆者以為，韓愈的賢守式的典範，對於宋儒的影響，因著時代與學
術背景來看，或許當更為明顯、親切。韓愈在潮州之治蹟已見上述，這些事蹟絕對
稱得上是基於自覺的教化意識而產生者，韓愈之德加諸潮州，展現的即是賢牧守養
民教民之意識，韓愈作為這個意義上的典範絕對當之無愧，加上其自身之文名，更
將此一典範強化於後世之印象。是以韓愈治潮之事蹟，或有其一定程度的儒學史上
的意義，因為是這個場域具體的將此一典範呈現在歷史中。我們雖然不能說韓愈治
潮八月，對當地有多巨大的貢獻，然而如同余英時先生所言：
循吏本身所產生的直接社會影響也許是微弱的，他們所樹立的價值標準則逐
漸變成判斷「良吏」或「惡吏」的根據。77
韓愈的類似漢代循吏賢守式典範樹立的價值標準，至宋儒基於「建道統、闢異端」
的尊韓環境下，連帶被彰顯、強調，此即為何宋代士人陳堯佐、王滌、丁允元在潮

76

77

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
司，2013 年 1 月），頁 256。
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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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屢次大修韓祠之因。雖則韓愈被潮人所接受並非此時方興，然此時特別建立在
「治潮」之上的地方性韓祠，乃是這種價值標準與崇拜之情的具體化，所以通過韓
祠所強調的韓愈典型，必不只是「建道統、闢異端」而已。試想，上文所引陳寅恪
先生所說退之乃「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後轉舊為新關捩點之人物」，余英時先
生論宋代儒學復興運動，是因著韓愈的起點而開展，那麼眾所周知的范文正公「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類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宋代士風，又如何能
略過韓愈治潮的示範影響？在人人知韓崇韓的時代，士人知地方事治民時，心中能
不興起韓愈治潮的圖像？若宋儒僅知「建道統、闢異端」的韓愈，則入祀孔廟已為
榮極，何以要在潮州大興韓祠？此則可知「韓愈治潮」的示範，可以說與「建道
統、闢異端」的韓愈形象一樣，納入尊韓的宋儒所建構的「集體記憶」之中。而這
個記憶，在當時有著保留並延續儒家治民的的實踐性格與價值標準的歷史意義，南
宋的道學家本身亦相當重視治民實踐，尤其是教化百姓，余英時先生曾言：
新儒家的「經世」在北宋表現為政治改革，南宋以後則日益轉向教化，尤以
創建書院和社會講學為其最顯著的特色。由於這一轉變，新儒家倫理才逐漸
深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發揮其潛移默化的作用。78
筆者相信，韓愈在這個士風的形成上，應起到一定程度的示範作用，只是道學發
展，韓愈在這部分的典範便被掩蓋了，但依然在潮州被保留下來，我們也可以說這
是一種典範主體的移植。但宋代在道學大興以前的士人其實是有相當程度意識到韓
愈在此所扮演的示範性腳色。北宋石介即曾引劉槩《韓吏部傳論》而論之曰：
介讀青州劉槩《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群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
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之
湫，鱷魚為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使吏部立巖廊輔元首，施
其道而化天下之暴戾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也。鱷魚可化，況於人
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79

78
79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頁 331。
﹝宋﹞石介：〈辨謗〉，《徂徠石先生文集》卷 8，轉引自《韓愈資料彙編》，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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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之功」與「吏部之道」，指的皆是實踐性的作為。另外蘇軾在受邀為韓文公
祠傳碑時言：
此古之賢守留意於教化者所為，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80
可見北宋士人對於韓愈刺潮之事蹟，是理解並肯認其作為儒家「賢牧守」教化百姓
的作為的。至南宋道學宗師如朱熹、陸九淵等俱曾在地方興辦書院、社會講學，此
吾人所熟知。如陸象山死前，曾知荊門軍十六月，徐復觀先生說他「以講學的態度
來做官」，而具體建樹如「整理簿書」、「新築城」、「整理財稅」、「整理武備」、「重
視治安」、「興學校」、「勤耕稼」、「置醫院官」等，皆簡易有效，而達到「政教並
流，士民化服」的成果。81象山所為，比韓愈更多、更精確有效，可知象山是熟知
經濟之務者。類似之歷史事蹟與言行，舉不勝舉，此種對社會國家之責任感，固宋
代士人共有者。我們雖然不能說宋代士人的治民作為全是受到韓愈的影響和啟示，
但是從本文的考察來看，韓愈刺潮的循吏作為，在北宋通過尊韓的背景而被關注、
推崇，在此一典範之形成上發生過一定作用。北宋大臣陳堯佐為韓愈在潮州建祠、
王滌擴建、蘇軾撰碑，而言公「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可知這是北
宋的崇韓帶動了潮州韓愈信仰的發展。然後這個信仰也不只被侷限在潮州一地，反
而回過頭來影響了主流文人社群，同時也加強了韓愈典範的崇高性與多面性。
潮州百姓如此崇仰韓愈，看在後世儒者眼中，絕對是忻慕不已的，見韓公被潮
人崇奉千百年，當有「儒者應若是」之想望，上文引歷代士人對韓祠的書寫，即表
現了這種心情。可以說韓祠是作為尊崇韓愈的典範具體化的重要據點，同時也因為
韓祠的興隆，導致了韓愈典範的多面性的保存與流播。另外這裡牽涉到韓愈做為崇
拜對象時，士人與百姓之間的層次差異，當略論以明之。
韓愈在潮州，從先賢的崇祀，演變為地區性的信仰，此中轉折在蘇軾〈潮州韓
文公廟碑〉中即可見，碑云：

80
81

﹝宋﹞蘇軾：〈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張志烈等：《蘇軾全集校注》，頁 6525。
徐復觀：〈象山學述〉，收入氏著：《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 年 9 月），頁
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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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82
如此看來，宋代潮州百姓之祀文公，已將之視為民間宗教的神祇，而不只是對先賢
的崇敬，則韓愈廟不只做為文人對先賢奉祀之祭祀場域，同時也開始跟民間信仰合
流，影響所及，不再只是識字的知識份子，而及於黔首黎元。潮州韓愈信仰的由
來，首先是上對下的傳播，即知識分子的崇拜帶動百姓的崇拜，這兩者崇拜的意識
是不同的。此層次上之差異，陳榮捷先生將之分為「祭」與「拜」，其言：
與其將中國人的宗教生活分為儒、釋、道三個部分，還不如將它分為兩個層
次來的正確。這兩個層次一個是尋常百姓的層次，一個是知識已開者的層
次。……無知百姓拜神主要是祈求神的保佑，尤其是保佑兒女，祈求財富、
長命。知識已開者的崇拜不在祈福，而在表示崇敬。……這兩個層次用
「拜」與「祭」這兩個字來分辨也許最為恰當。民間百姓是「拜」……知識
已開者則是「祭」
。83
這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模式，可以作為韓愈信仰在潮州的發展之理解，陳堯佐、王滌
之建祠祀公，目的在表示崇敬，然而此祠一建，則百姓亦作為信仰建構的參與者，
因此從「祭」擴展到「拜」
，但是因為韓愈的關係，「祭」與「拜」在同一個場域結
合，換句話說，韓愈典範的不同面向，通過一個信仰的場域被聯繫起來，並互相影
響。
此處可簡單梳理宋朝之祠廟政策概況以明之。宋朝初年，即開始進行將地方性
祠廟納入祀典的過程，也就是官方通過祀封承認地方性祠廟的過程。這當中有許多
複雜的中央與地方的互動，以及對於「正祀」籍「淫祀」的判斷問題。但簡單來
說，這並非單向的由朝廷承認或不承認地方性祠廟。在符合儒家經典的祭祀對象因
而主動成為正典之外，地方性的祠廟也可以主動申請獲得祀封而納入正典，這又牽
涉到地方勢力以及祠神是否「靈驗」的因素。美國漢學家韓森曾研究指出，中國祠
神信仰有「惟靈是從」的特質，並言：「就理論而言，祀典理應是排他性的，但在

82
83

﹝宋﹞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張志烈等：《蘇軾全集校注》，頁 1865。
陳榮捷：《現代中國的宗教趨勢》（臺北：文殊出版社，1987 年），頁 18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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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他卻包容了所有可以證明自己靈驗的神祇。」84另外除了「靈驗」作為納
入祀典的重要考量之外，地方性的神祠通過討封而納入祀典，也代表了地方對中央
朝廷歸順的結構性意義，皮慶生言：
封賜地方神祠是宋廷順應地方社會信仰現狀的明智之舉，這一制度以具體的
祠神信仰為中心，將地方社會、州縣官府、轉運司、朝廷聯繫起來，大量在
地方社會有影響力的神祠獲得朝廷封賜的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對朝廷的信仰
準則和相關價值觀念的認同，申報、核實與批准程序的背後，體現的是朝廷
對地方社會的控制。85
就以上所論來考察韓文公祠，首先，韓愈必然並非作為「淫祠」而存在，因為建
造、修葺者，俱是蒞潮大臣所主事，是由上而下的動力；然而如同蘇軾所言「水旱
疫疾」，民眾皆向韓愈祈禱者，則韓愈在民眾心中，乃有其「靈驗」之處。然而韓
愈本身作為「先賢」人物，此「靈驗」乃是後來成為祠神之後方才產生者，而因為
此靈驗而造成的崇賜興盛，與其他地方性祠神有同樣的結構性因素，因此，我們不
能單純只說是因為閩、蜀之士提倡86，而認為其信仰之興盛與典範之建構全部是由
上而下的單向進行。
宋以後的儒者，對「建道統、闢異端」的韓愈已不親切，他們之所以會不斷的
在潮州「祭韓愈」，且在碑文中不斷地對「韓愈至潮僅八月，除鱷興學，百世血
食」流露景仰之情，是韓愈「賢牧守」作為的示範作用所造成的，並非單純因為
「古文宗師」的崇仰而來。而「祭」向「拜」的拓展，則加強了韓愈形象的民間
性，也擴充了信仰的層次與廣度；「拜」向「祭」的回饋，亦加強了「祭」的力量
在此之延續。此又可參照上文所引康熙年間增修碑記中「賢牧守之事」、「小民之
情」、「鄉士大夫之責」三者之間的關係觀之。
「賢牧守之事」是韓愈的作為，「小民
之情」是民間崇拜，「鄉士大夫」則是「賢守」示範的接收者與「崇拜」的傳播
84

85
86

﹝美﹞韓森著、包偉民譯：《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上海：中西書局，2016 年），頁
87。
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280。
饒宗頤：〈宋代蒞潮官師與蜀學及閩學─韓公在潮州受高度崇敬之原因〉，《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
集》第 1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2003 年），頁 1280-1286。饒先生是潮學重要推動者，也是甲骨學
與國學宗師，其言閩學及蜀學與潮學之關係，有其考證之功，然而就韓愈本身在潮受到崇敬的原因，恐
非一個面向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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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簡單來說，此現象所反映者，即若無民間「拜」的力量，則單靠「祭」是無法
保留韓祠的，但在此同時，韓祠亦經多次大修，每次傾壞，俱有賴來潮郡守以及鄉
紳重建，因此「祭」的力量同時也領導著「拜」的方向。「祭」與「拜」之間的互
動，使韓愈典範在潮州通過被建構的「賢守」此一中心點，保留了更為多元的意
義。也就是說，韓愈在潮州被崇拜千百年，是知識分子與地方百姓共構者，而韓愈
典範的不同意義，也通過這個場域被聯繫起來。
總的來說，在中古儒學復興的道路中，除了形上學的思考與探究之外，儒學一
直都有著很強的實踐性格，自古傳承下來的儒家養民教民的實踐理念，是以儒學自
許的士人不能避免的責任，尤其到了北宋，因為經世致用風氣的影響，使得韓愈在
此思想文化史的發展路程中，因為正好有一具體治績，加上自身的文名，讓此一賢
守典範被附加在韓愈典範中，具體化於潮州韓祠，透過本地潮人的崇拜，又加強了
此典範的流傳，而韓愈在潮州當地的地位又愈顯崇高，最後這個典範，在此一「賢
守」式的富民教民的儒學理念的形成上，成為了士與民共同建構的「集體記憶」的
一部分。由此觀之，韓愈之典範對宋代儒學思想文化的影響，絕非僅是文學宗師與
儒學復興的開端者而已。

四、結語
韓文公一生以儒者自律，今吾人側重其古文成就，恐未能窺文公典範之全豹，
及其影響之多方也，筆者不揣淺陋而欲申論者在此。今整理上文所論，以為結語。
一、韓愈的一生所為，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礎上，而其一生奉行實踐之指導原
則為孟子中所言「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並以此志提倡師道、
發揚古文。韓愈的形象因此態度顯得積極而勇敢，也一直保有對社會國家的責任
感，和對百姓的同情心。
二、韓愈基於一生奉行的準則，能以高官犯龍顏，論佛骨而貶潮，雖然恐懼不
安，仍能照拂百姓，治潮八月，除鱷、祈晴、贖隸、興學。加上韓愈文名冠天下，
通過與潮州文宗趙德良好的關係，讓他的文章、典型俱能在當地被接受並流傳。
三、韓愈在北宋，因為「建道統、排異端」的象徵意義，與古文運動的風起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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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加上經世致用風氣的形成，使之成為士人心中的儒家精神領袖。因此崇拜韓愈
的大臣陳堯佐等在潮州為之立祠，從此，韓愈與潮州的關係愈來愈深。宋代的這些
知識份子在韓愈所草創的道路上努力前進，也收穫了很好的成果，潮州的韓祠，也
不斷的被擴建，韓愈的信仰也在當地越來越興盛，進而普及到一般百姓之中。
四、潮州韓祠，是因為北宋尊韓的氛圍而產生，然而建立在「治潮」之上的地
方性韓祠，當中的韓愈典型，不只是儒家社群中的「建道統、闢異端」的儒門健將
形象，同時也包含了「賢守治民」的儒家實踐示範。「韓愈治潮」的典範，在尊韓
的北宋被治潮的知識份子具體化於韓祠，也因著士人百姓的祭拜而保留下來。北宋
士人對地方的建設，以及後世道學家將政治改革轉向社會講學，除了為人所熟知的
思想內部的發展以及經世致用的學術風氣之外，韓愈的示範性作用，應當也在這個
過程中起到一定的影響。
綜上所言，可知韓愈典範的形塑過程相當多元，其內涵與側重者亦代有不同。
首先是北宋因著「建道統、闢異端」之儒家精神指導而來者，其實踐在「師道」、
「古文」，以及「治民」
。北宋尊韓，將「建道統、闢異端」的韓愈作為典範人物，
進而指導儒學思想的發展方向，這是北宋重視的韓愈典範，惟後世因為道學譜系與
心性之學的完成，使韓愈之貢獻被道學掩蓋，同時其儒家精神領袖的崇高地位亦不
再。自此以降數百載，僅「古文」因文公自身成就而獨秀，其文之偉大亦在此，這
可以說是一種韓愈典範的轉移。不過，在北宋尊韓的時代，韓愈「賢守治民」的典
範也同時被強調，此即潮州韓祠創建的原因。而此一典範，雖然未能夠明顯的在宋
代以後的士人治地方事時看出其直接影響，但石介與蘇軾等對韓愈治潮的理解，已
能說明宋代士人對此的基本態度。同時通過韓祠本身，我們可知韓愈作為儒家實踐
教化之典範並未因為學術主流的轉移而消失，反而藉著民間信仰的力量而保留下
來。同時因為民間的保留，使得後代的知識份子作為「治民之官」時，有一個想
望、忻慕與學習的場域。
因為潮州韓祠的關係，使吾人有一個新的理解韓愈典範的進路，韓愈典範的各
種複雜多元的內涵，還有許多值得吾人探索者。另外對於國家意識與民間祠廟之間
的關係，如雷聞先生認為的，是還有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 87，然而就韓文公祠來
看，民間信仰與國家意識兩者，其實是不能簡單一分為二，而都是鐵板一塊的。就

87

雷聞：〈唐宋時期地方祠祀政策的變化──兼論「淫祠」與「祀典」概念的落實〉，《唐研究》第 11 卷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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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考察者，潮州韓文公祠在這個研究面向上，具有相當的特殊性，依然值得吾
人再繼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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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rious meanings of Han Yu’s
paradigm──though studying Han’s
Temple in Chaozhou
Hsu Wei-Hsuan*（徐偉軒）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lourishing reason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Han’s
Temple in Chaozhou comprehensively, thoug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Han Yu’s
paradigm form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 and folk religion. Han’s
Temple in Chaozhou passed down the ‘Xian-mu-shou’ style of Confucian practical
paradigm and the local’s worship strengthened the spread of it. At last, it became a
collective memory which was constructed by literati and civilians. Han’s Temple is a
special field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and circulation of Han’s paradigm. Therefore,
though Han’s Temple, we can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various meanings and value of
Han’s paradigm.

Keywords: Han Yu, Han’s Temple in Chaozhou, paradigm

* Ph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ChenChi University. Adjunct Lecturer in Chihlee
Unirversity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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