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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報序 

    《健行學報》第三十五卷第一期即將出刊，本期學報共收到 18 篇校內外投

稿稿件，其中有六篇通過審查，感謝審查委員的專業意見，也感謝編輯委員們不

辭辛勞的協助《學報》作業，在此謹致上最高敬意。 

    本期共收有電資類一篇、工程類一篇、商管類一篇、人文社會類三篇，以下

則大略介紹各篇內容： 

    首先，電資類部分，是趙怡翔的〈使用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於語者識別之研

究〉一文，提出了將T-norm 與GMM-UBM 嵌入進基於交叉似然比例(Cross 

Likelihood Ratio,CLR)測量法的架構中，並將其應用在語者識別的問題上。而

據實驗結果可以看出新提出的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的辨識率都優於傳統的

GMM-UBM 語者識別方法。 

     其次，工程類收有游峻一、楊潔豪共同發表之〈大地電磁法於溫泉地下

水之探勘－以台中某地為例〉，此文則被審查委員肯定是「相當有參考價值的

MT 探勘案例，特別是對一些中、小規模的工程公司，可提供一低成本而準確

度尚可接受的地球物理探勘實務技術參考」。 

    再則，商管類收有羅新興、羅景文、王彥蓁等三人共同發表〈職場員工是否

為主管FB好友對知覺主管支持與公民行為的影響─探討員工性別之調節效果〉一

文，旨在探討職場員工與主管為FB好友，對於組織支持和公民行為的影響，本文

頗受審查委員肯定，譽此論文為「有創意的研究主題」且「立論清楚明確」。 

    末則為人文社會類，共收三篇：分別為鍾曙華〈台灣英語學習者表達英文請

求母語語用轉移之情形〉一文，旨在探討台灣大學生，以英文表達請求，是否有

不適切的表達，或有語用轉移的情形，此研究可進一步提供語言教學與教科書設

計的參考，相當具有教學上之貢獻。又收有袁公瑜〈滿文側讀－從 見證康

熙帝早年對廢太子允礽舐犢之愛背後蘊藏的深刻期許（1675-1708）〉，本文充

分引用了滿文檔案，針對康熙皇帝與皇太子允礽（被廢前）的父子之情與相關政



治情勢，做了詳盡的剖析，審查委員以為「也是難能可貴的作品」。而丁如盈〈《紅

樓夢》鏡意象研究〉一文，則以《紅樓夢》的「鏡」為主題，從典籍中溯源「鏡」

的意涵，討論小說中三類鏡物品及其意象，旁徵博引，結構完整，理路清楚。 

    綜上，《健行學報》在校方重視及校內外專家學者踴躍投稿支持下，投稿件

數穩定，且通過率皆維持在百分之三十上下，足見編輯委員及審查委員的辛勞付

出，維持《健行學報》的學術水準，居功甚偉，在此萬分感謝。同時，我們歡迎

學術同好，多多賜稿，共同充實此一學術園地。 

 

 

                                《健行學報》編輯委員會  謹識 

                                     中華民國一○四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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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於語者識別之研究 

A Study of Cross Likelihood Ratio Measures for Speaker Identification 
 
 
 
 

趙怡翔 

Yi-Hsiang Chao 
健行科技大學應用空間資訊系 

助理教授 

yschao@uch.edu.tw 

 

摘  要 

在過去幾年，T-norm 與 GMM-UBM 為二種知名的基於對數似然比例

(Log-Likelihood Ratio, LLR)架構的語者驗證方法。在這篇論文中，我們提出了將

T-norm 與 GMM-UBM 嵌入進我們提出的基於交叉似然比例(Cross Likelihood 

Ratio, CLR)測量法的架構中，並將其應用在語者識別的問題上。與傳統的語者

識別方法做比較，我們提出的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多考慮了測試語句所建立的

測試模型也對用戶的登入語料做比對，來增加語者的辨識度，並可以對傳統的

語者識別的方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補償，尤其是在登入語料太短導致用戶語者

模型被建立得並不夠強健時。我們的實驗結果可以看出新提出的交叉似然比例

測量法的辨識率都優於傳統的 GMM-UBM 語者識別方法。 

 

關鍵詞：對數似然比例、交叉似然比例、語者識別、高斯混合模型、通用背景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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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ast decade, T-norm and GMM-UBM are two predominant log-likelihood ratio 
(LLR)-based speaker verification approache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to embed T-norm and 
GMM-UBM in the new framework based on cross likelihood ratio (CLR) measures with 
applications to speaker identification task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speaker 
identification methods, the proposed CLR measures can also introduce an extra likelihood 
calculation to test how well each client speaker’s enrollment data matches a test model 
produced by an input test utterance. It can provide some extent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conventional speaker identification method especially when the client speaker model is not 
robust. 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s based on CLR measures 
outperform the conventional GMM-UBM speaker identification approach. 
 

Keywords: log-likelihood ratio, cross likelihood ratio, speaker identification, Gaussian 
mixture model, universal backgroun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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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 
  生物認證(或稱生物辨識)(Biometrics)[1-2]是以個人的生理特徵或行為特徵來辨識或

驗證其身分的一門技術。舉凡需要確認使用者身分的場合都是生物辨識技術可應用的範

圍，例如門禁管制、電子商務及資料存取等，而網際網路及行動通信的普及造成資訊安

全防護之需求日益殷切，更確定了生物辨識技術未來的發展潛力。近幾年生物特徵身分

確認技術已引起各界高度的關注，而電腦軟硬體科技、數位信號處理及圖型識別等技術

的進步，更促成這類技術的蓬勃發展，包括：指紋、語音、人臉、視網膜、虹膜、簽名、

掌形及手勢等多種生物特徵都可以作為身分確認之依據。利用生物特徵進行身分確認的

好處很多，其中比較為大家所公認的優點包括：(1)偽造及破解困難、(2)使用方便、(3)
適用性廣泛。 

在生物辨識技術中，語者辨認(Speaker Recognition)[3]是利用人類 自然的表達方式

（即語音）作為辨識身分的依據。相對於基於其他生物特徵的身分辨識系統，語者辨認

技術具有方便使用的優點，特別是可藉電話或麥克風等透過電話線和網路進行遠端身分

辨識。未來銀行業務等電子商務、個人網路資料的存取與其他資訊服務的安全管制皆可

藉由語者辨認技術來達成。語者辨認依其使用目的不同，可分為二大類：語者識別

(Speaker Identification)與語者驗證(Speaker Verification)，如圖 1 所示[3]。 

 
 

(a) 語者識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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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語者驗證系統 

圖 1  語者辨認系統架構 

 
語者識別(Speaker Identification)必須事先對一組語者分別蒐集個別的語音，經由特

徵擷取(Feature extraction)將語音轉化為特徵向量(Feature vectors)後，再建立個別的語者

模型(Speaker model)；然後根據使用者的語音先轉為特徵向量，經由模型比對，從這組

已知的語者模型中，識別出說話者是誰。所以語者識別是從眾人中辨識出使用者的身

分，亦即問「我是誰？」(Who am I ?)。假設有 S 個用戶語者(client speakers)，我們可以

用下面的數學式子來表示[3]： 

)λ|(logmax argˆ
1

s
Ss

Ups


 ,                      (1) 

其中 U 是使用者的輸入語音， )λ|(log sUp 是語音 U 在第 s 個用戶語者模型 sλ 的對數似

然性(log-likelihood)，而第 ŝ 個語者即為我們識別出的說話者。一般表示語者模型 常用

的方法是用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 GMM)來描述[3]。假設我們將語音 U

表示成一串連續的特徵向量 } ,,{ 1 Too  ，且這一串連續向量滿足獨立同分佈(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 iid) [4]特性，則公式(1)的 )λ|(log sUp 可以由以下公式(2)計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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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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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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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λ|(lo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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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特徵向量 o
t
在語者模型 sλ 上的似然性(likelihood)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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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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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st oppop

1

)|()λ|( g ,                        (3) 

其中 s
mp ， Mm ,...,1 ，為語者模型 sλ 的第 m 個混合權重值(mixture weight)且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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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N Σμg 為 高 斯 混 合 模 型 sλ 裡 的 第 m 個 高 斯 分 佈 (Gaussian 

distribution)包含一個大小為 r1 的平均值向量(mean vector) s
mμ ，與一個大小為 rr 的共

變異數矩陣 (covariance matrix) s
mΣ ； 而 高 斯 密 度 函 數 (Gaussian density function) 

)|( s
mtop g 可由以下公式(4)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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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類的語者辨認問題稱為語者驗證(Speaker Verification)，語者驗證是用來鑑定處

理對象所宣稱之身分的真實性，亦即判斷「我就是我所宣稱的那個人」事件之真偽(Am 
I who I claim I am ?)，驗證的結果需回答“是/否”或“接受/拒絕”。所以語者驗證可看成是

一個假說測定(Hypothesis Testing)問題，對數似然比例(Log-Likelihood Ratio, LLR)是目前

常被採用的方法[3]，當使用者的語音 U 套入所宣稱之身分的目標語者模型(Target 
speaker model)得到的似然性與套入對應的反對模型 (Anti-model)或稱為背景模型

(Background models) 得 到 的 似 然 性 間 的 比 例 (likelihood ratio) 高 過 某 一 個 門 檻 值

(Threshold)，則判斷為真，反之為偽。我們可以將假說測定的二個假說：空假說(the null 
hypothesis, H0)與替代假說(the alternative hypothesis, H1)，定義如下： 

H0：語音 U 是由所宣稱的目標語者(Target speaker)所講的， 
H1：語音 U 不是由所宣稱的目標語者(Target speaker)所講的。 

而對數似然比例(LLR)的方法可用如下的數學式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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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其中 ,1 ,0  ),|( iHUp i  代表輸入語音 U 在假說 Hi 的似然性，而 代表門檻值。數學上，

H0 與 H1 可以分別用參數模型來描述，例如用高斯混合模型(GMMs)。 

在公式(1)中，傳統語者識別的方法僅計算測試語句 U 在每一個語者模型 iλ 上的分

數，因此語者識別效能的好壞將高度受所建立的語者模型強健(robustness)與否所影響。

在這篇論文中，我們企圖將語者驗證中廣為使用的 GMM-UBM [5]與 T-norm [9]這二種

方法引入至交叉似然比例(Cross Likelihood Ratio, CLR)測量法[11-13]中，並將 CLR 應用

到語者識別的問題上。與傳統語者識別的方法比較，除了計算測試語句在語者模型上的

分數外，我們所提出的方法多導入一個額外的計算，亦即訓練語句在每一個由測試語句

所建立出的測試模型上的分數，這樣的好處是當語者模型訓練並不夠強健時，訓練語句

在測試模型上的分數可以做一些補償效果。 

在這篇論文接下來的章節組織如下：第貳章將介紹在語者驗證中 廣為使用的

GMM-UBM 方法，第參章將介紹提出的基於 CLR(CLR-based)測量的語者識別方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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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章將討論我們的實驗結果， 後，在第伍章做出結論。 
 

貳、高斯混合模型-通用背景模型 (GMM-UBM) 
  高斯混合模型-通用背景模型(GMM-UBM)架構[5]是一種成功的語者調適(Speaker 
Adaptation)方法，已被廣泛地應用在語者辨認的問題上。此方法首先需蒐集大量背景語

者 (Background speakers) 的 所 有 語 料 (Speech corpus) ， 並 使 用 期 望 值 大

(Expectation-Maximization, EM) 訓 練 演 算 法 [6] 建 立 一 個 單 一 語 者 獨 立 (speaker 
independent)的高斯混合模型，稱為通用背景模型(Universal Background Model, UBM) 
[5] ， 此 模 型 希 望 可 以 用 來 描 述 替 代 假 說 H1 所 包 含 的 所 有 非 目 標 語 者 (Non-target 
speakers)。接者，當一個新的目標語者(Target speaker)登入時，再使用此目標語者的訓練

語料 } ,,{ 1 TxxX  ，利用 大事後機率(Maximum A Posteriori, MAP) [7]調適演算法將通

用背景模型調適成此目標語者的高斯混合模型。在調適過程中我們一般只調適高斯混合

模型裡的平均值向量參數，假設通用背景模型有M個高斯分佈， ),(~ mmm N Σμg ，

Mm ,...,1 ，則調適後的目標語者高斯混合模型的第m個平均值向量可以表示成 

mmmmm XE μμ )1()(ˆ   ,                          (6) 

其中 E
m
(X) 為訓練語料 X 在第 m 個高斯分佈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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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m 為一個可用來控制 UBM 的平均值向量 mμ 與期望值 E
m
(X)之間的平衡係數：  

,
),|(

),|(

1

1

rxmp

xmp
T

t t

T

t t

m








                           (8) 

其中 r 是一個可調整參數，而特徵向量 x
t
在第 m 個高斯分佈的事後機率表示成： 

,
)|(

)|(
),|(

1


M

i iti

mtm
t

xpp

xpp
xmp

g
g

                         (9) 

其中 mp 為UBM的第m個混合權重值，而 )|( mtxp g 的計算如公式(4)。 

GMM-UBM 架 構 具 有 機 器 學 習 (machine learning) 理 論 中 很 重 要 的 泛 化 能 力

(generalization ability)的優點，其調適後的目標語者模型可以識別在有限的訓練語料裡未

曾見過的目標語者的語音樣本。此外，調適後的目標語者高斯混合模型也擁有M個高斯

分佈，並保留與UBM相同的高斯分佈順序編號，當M值很大時，要計算像公式(3)的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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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數將非常耗時。有一種快速的分數計算方法(fast scoring approach)[5]已被提出，並

可應用在語者識別的議題上[8]，首先，我們先找出輸入語音的每個特徵向量o
t
在UBM的

M個高斯分佈上分數前C高的高斯分佈編號，記錄在二維陣列top[t][c]中，c = 1,…, C，其

中C << M，一般C值都設定成5。當我們要計算o
t
在任何一個由UBM調適出有M個高斯分

佈的語者高斯混合模型 sλ 的似然性分數時，我們只需計算o
t
在 sλ 中對應前C高編號的高

斯分佈的分數即可，公式表示如下： 

)|()|()λ|( ]][[top
1

]][[top
1

s
ctt

C

c

s
ct

M

m

s
mt

s
mst oppoppop gg 



 .     (10) 

一、對數似然比例測量法 

對數似然比例(Log-Likelihood Ratio, LLR)測量法[3]主要被用來解決假說測定的問

題，例如語者驗證。GMM-UBM架構[5]即是一個典型應用在語者驗證的對數似然比例測

量法，根據公式(5)，我們將數學式子改寫如下： 










, accept      

 accept     
 

)|(

)λ|(
log)(

1

0
UBM-GMM H

H

Up

Up
UL s




               (11) 

其中原本的H0與H1分別由目標語者的高斯混合模型 sλ 與通用背景模型來取代。從公式

(11)我們可以看出，當LGMM-UBM(U)的值越大，代表輸入語音U是由所宣稱的目標語者所

講的可能性就越高。 
另一種著名的對數似然比例正規化(normalization)方法，稱為T-norm [9]，也被廣泛

地應用在求解語者驗證的問題上。不同於GMM-UBM架構只使用單一通用背景模型來描

述H1，T-norm方法使用了一組來自N個具代表性的背景語者的訓練語料所建立的背景高

斯混合模型(background GMMs){Ω1, Ω2,…, ΩN}來描述H1，這N個具代表性的背景語者我

們稱之為同伴(cohort)[10]，主要用來模仿目標語者的冒充者。我們將T-norm的數學式子

表示如下： 

 /))λ|((log)(norm-T  sUpUL ,               (12) 

其中μ與σ分別為N個 )|(log nUp  ，n = 1, 2,…, N，的平均值(mean)與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參、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 
GMM-UBM [5]與T-norm [9]是近幾年來 被廣泛使用的語者驗證方法。在這篇論文

中，我們將把GMM-UBM與T-norm這二種方法嵌入到交叉似然比例(Cross Lik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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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 CLR)的測量法[11-13]中，並將CLR測量法應用到語者識別的問題上。 

一、GMM-UBM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 

交叉似然比例(Cross Likelihood Ratio, CLR)測量法主要是用來計算兩句輸入語音的

相似度或距離。假設有S個用戶語者，每個語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登入語料Us， Ss ,...,1 ，

利用MAP演算法將UBM Ω調適成自己的語者高斯混合模型 sλ ，根據文獻[12]，我們重新

設計交叉似然比例測量法的公式為： 

)|(

)λ|(
log

)|(

)λ|(
log),(CLRubm 





s

ss
s Up

Up

Up

Up
UU ,             (13) 

我們把公式(13)稱為GMM-UBM CLR測量法，其中λ是利用輸入語音U由UBM Ω所調適

出來的測試模型(test model)。我們可以看出公式(13)經由一對成雙的GMM-UBM公式所

組成，其中一個GMM-UBM相等於公式(11)。我們可以將公式(13)裡每一項目之間的關

係用圖2表示： 

 

 
圖2  GMM-UBM交叉似然比例測量法架構圖  

 
在圖2中，灰色背景區塊範圍涵蓋了傳統GMM-UBM語者識別的方法，它只根據輸

入語音U在每個語者模型 sλ 上的分數來判斷U屬於第s個語者所講的程度，但我們所提出

的GMM-UBM交叉似然比例測量法多導入一個額外的計算，亦即登入語料Us在測試模型

λ上的分數，這樣的好處是當登入語料Us太短使得語者模型 sλ 被建立得並不夠強健時，

多考慮Us在測試模型λ上的分數可以對辨識做一些補償效果。我們可以預期這樣的補償

在比較長的測試語音U的情況下對效能會更顯著。 
公式(13)可以清楚地看出具對稱性(symmetric)，亦即 

),(CLR),(CLR ubmubm UUUU ss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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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公式(13)的CLR值愈高，訓練語料Us與測試語句U的聲音就愈相似。因此，我

們可以將公式(1)這種依據傳統對數似然性(log-likelihood)的語者識別決策規則，重新闡

述成一個根據CLR測量法的決策準則: 

),(CLRmax argˆ ubm
1

s
Ss

UUs


 .                      (15) 

當我們將公式(13)代入公式(15)，因為對所有語者而言在公式(13)裡的 p(U | Ω)的值

都相同，在實作上我們可以忽略 p(U | Ω)的計算，而 p(Us | Ω)的值可以在登入階段

(enrollment phase)就已事先計算好，此外，測試模型λ可以經由MAP調適演算法快速產

生，而所有似然性值都可以應用公式(10)的快速分數計算方法求得，因此，我們提出的

使用公式(15)的語者識別新方法在測試階段(testing phase)的辨識時間並不會比使用公式

(1)的傳統GMM-UBM語者識別方法慢太多。 

 

二、具權重的GMM-UBM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 

在大多數的實際情況，測試語句U與訓練語料Us的長度並不相同，但U與Us的長度

不同對CLR測量法的影響程度在公式(13)中卻是一樣的。因此，我們進一步改良公式(13)
為一個具權重(weight)的GMM-UBM CLR測量法： 

,
)|(

)λ|(
log

)|(

)λ|(
log),(wCLRubm 





s

s
U

s
Us Up

Up
w

Up

Up
wUU

s
    (16) 

其中權重值 Uw 與
sUw 分別定義如下： 

s
U TT

T
w


 ,                                     (17) 

與  

s

s
U TT

T
w

s 
 ,                                     (18) 

其中 T 與 Ts 分別代表測試語句 U 與訓練語料 Us 的長度。在新定義的公式(16)中，我們

將 U 或 Us 的重要性量化成與其長度相關的權重值。若將公式(13)換成公式(16)代入公式

(15)，我們得出一個新定義的語者識別決策準則：  

),(wCLRmax argˆ ubm
1

s
Ss

UUs


 ,                       (19) 

當 T 與 Ts 的長度相同時，我們可以看出公式(19)將回歸成公式(15)。 

 

三、T-norm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 

除了 GMM-UBM，T-norm 是另一種知名的基於 LLR 架構的語者驗證方法，我們也

試著將 T-norm 與 CLR 測量法進行整合，並提出一種新的方法，稱為 T-norm CLR，可

應用在語者識別上，公式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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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λ,(),(CLR 21tnorm sss UTnormUTnormUU  ,        (20) 

其中  

ssss UpUTnorm  /))λ|((log)λ,(1  ,                (21) 

與 

 /))λ|((log)λ,(2  ss UpUTnorm ,                  (22) 

在公式(21)中， s 與 s 各別為第 s 個語者以外的 S-1 個語者的 log p(U | j)的平均值(mean)

與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其中 Sjs  ,1 且 sj  。而在公式(22)的平均值 μ 與標準

差 σ 是由 N 個具代表性的背景語者的 )|(log nsUp  ，n = 1, 2,…, N，所計算，其中每個

背景語者模型 Ωn 都是利用 MAP 演算法並使用自己的訓練語料由 UBM 調適而成。在實

作上，N 個背景語者與 S 個語者這二群是互斥的(mutually exclusive)，而 μ與 σ皆可在測

試階段前就已事先算好。我們觀察公式(20)是由一對成雙的 T-norm 公式所組成，因此

這一對 T-norm 也像 GMM-UBM CLR 測量法所描述的一樣具有互相補償(mutual 
complementary)的特性，以下我們定義一個根據 T-norm CLR 測量法的語者識別決策準

則:  

),(CLRmax argˆ tnorm
1

s
Ss

UUs


 .          (23) 

在實作上要將公式(20)代入公式(23)，平均值 μ 與標準差 σ 皆可以在登入階段時就

已事先計算，而所有似然性值也都可以應用公式(10)的快速分數計算方法求得。 

 

四、具權重的T-norm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 

與公式(16)的具權重的 GMM-UBM CLR 測量法一樣的理由，我們也發展出一個具

權重的 T-norm CLR 測量法： 

)λ,()λ,(),(wCLR 21tnorm sUsUs UTnormwUTnormwUU
s

 ,   (24) 

其中 Uw 、
sUw 、Tnorm1(U, s)與 Tnorm2(Us, )分別定義於公式(17)、公式(18)、公式(21) 

與公式(22)，而一個具權重的 T-norm CLR 測量法的語者識別決策準則我們定義如下： 

),(wCLRmax argˆ tnorm
1

s
Ss

UUs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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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驗 

一、實驗設定  

我們使用 XM2VTS 資料庫[14]的語音資料來評估我們提出的語者識別方法。

XM2VTS 資料庫的原始設計是用於語者驗證實驗，並將所有語者分成訓練(Training)、 
評估(Evaluation)與測試(Test)三個群組[14-15]。為了符合語者識別實驗，我們將資料庫

中所有 293 人1的語音資料改分為二個群組。第一個群組由原始訓練群組中 199 人組成

背景語者，我們使用這 199 位背景語者的所有訓練語料(training data)建立出一個含有

512 個高斯分佈的通用背景模型(UBM)，接著，每個背景語者再使用各自語料透過

MAP 演算法由 UBM 調適出共 199 個背景語者模型用來計算公式(22)中的 μ 與 σ。第二

個群組由原始的評估群組與測試群組合併後組成 94 人當成系統用戶(client)用來測試語

者識別效能，每個用戶皆有登入語料(enrollment data)可透過 MAP 演算法由 UBM 調適

出自己的用戶模型(client model)，而每個用戶的同伴(cohort)由其餘 93 人組成用來計算

公式(21)的 s 與 s 。 

在 XM2VTS 語料庫[15]中，每個人皆包含了約一個月時間蒐集分成四個時期

(sessions)的錄音檔，每個時期錄二輪(rounds)，每一輪皆錄製以下同樣三句話：  

(1)  “0 1 2 3 4 5 6 7 8 9”  
(2)  “5 0 6 9 2 8 1 3 7 4”   
(3)  “Joe took father’s green shoe bench out”  

每一句話皆存為一個語音檔，我們先將每句語音檔做 32 kHz 取樣(sampling)，再做特徵

擷取透過長度 32ms 的漢明視窗(Hamming window)每次位移 10ms 轉化為一連串的音框

(frames)，每一個音框是由 12 個梅爾頻率倒頻譜係數(Mel-frequency cepstral coefficient, 
MFCC) [6]與其第一階時間導數(time derivative)組合成 24 維度的特徵向量。 

為了突出我們提出的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對傳統 GMM-UBM 語者識別法在用戶僅

有較短的登入語句時對辨識率的補償效果，我們只採用每個用戶在 XM2VTS 語料庫中

第一時期第一輪的第一句或前二句當成登入語料(enrollment data)來建立用戶 GMM 模

型，而剩餘語料皆當成測試語料(testing data)用來評估語者識別系統的效能。我們將語

者識別實驗使用 XM2VTS 語料庫的配置情形用表 1 呈現。  

 

                                                 
1、資料庫中原有 295 人，但有 2 人(編號 313 與 342)的語料有部份損毀因而捨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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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XM2VTS資料庫配置 

時期 輪 94 位用戶語者 199 位背景語者 

1 
1 登入語料 

訓練語料 

2 

測試語料 

2 
1 

2 

3 
1 

2 

4 
1 

2 

 

二、實驗結果 

我 們 的 實 驗 分 成 二 個 情 景 ， 一 個 為 登 入 語 句 與 測 試 語 句 相 同 的 文 字 相 依

(text-dependent, TD)語者識別實驗，另一個為登入語句與測試語句不同的文字獨立

(text-independent, TI)語者識別實驗。要評估語者識別系統的效能，我們用了以下正確

率(accuracy rate)的公式計算：  

測試語句總數目

目辨識正確的測試語句數
正確率  ，         (26) 

我們實作了本論文提出的四種交叉似然比例測量法： 
(1)GMM-UBM 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標記成“CLR”) 
(2)具權重的 GMM-UBM 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標記成“wCLR”) 
(3)T-norm 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標記成“T-normCLR”) 
(4)具權重的 T-norm 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標記成“wT-normCLR”)  

與實作了傳統的 GMM-UBM 語者識別方法(標記成“GMM-UBM”)來當成評估系統的衡

量基準(baseline)。  

(一) 文字相依語者識別實驗 
我們將文字相依語者識別實驗各方法的正確率用圖 3 表示，在圖 3 中， 

“1utterEnroll”代表每位用戶僅用自己在語料庫中第一時期第一輪的第一句當成登入語料

來建立自己的 GMM 模型。“1utterTest”代表每句測試語句皆為表 1 測試語料(testing data)
裡每一輪的第一句，亦即文字內容皆與“1utterEnroll”相同。“2utterEnroll”代表每位用戶

僅用自己在語料庫中第一時期第一輪的前二句當成登入語料來建立自己的 GMM 模型。 
“2utterTest”代表每句測試語句皆由測試語料裡每一輪的前二句串成，所以文字內容與

“2utterEnroll”相同。因此，總共有來自 94 位用戶在 7 輪裡共 658 (947)句的測試語料用

做語者識別效能的評估。  
從圖 3 中，可以明顯看到我們提出的四種交叉似然比例測量法的語者識別正確率皆

優於傳統的 GMM-UBM 方法，亦即當登入語料太短(只有一句或二句)使得用戶語者模

型被建立得並不夠強健時，提出的交叉似然比例測量法多考慮了登入語料在測試模型

上的分數可以對辨識做一些補償效果。另外，由“1utterEnroll/1utterTest”的組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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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tterEnroll/2utterTest”的組合的實驗結果可推論出，登入語料與測試語句的長度愈長

能得出愈佳的效能。而我們也觀察到當登入語料與測試語句的長度相似時，“CLR”與

“wCLR”或是“T-normCLR”與“wT-normCLR”的效能似乎差不多，亦即有無加入權重值

因子的影響並不大。  
在表 2 中，我們列出了各種方法對於每個語者的平均建立時間與平均識別時間。平

均建立時間除了包含每個方法在用戶登入階段都需建立語者模型的時間外，在“CLR”
與“wCLR”的方法還包含了在登入階段可以事先計算圖 2 的 p(Us | Ω)的時間，因此比其

他方法稍微慢一些，但所有方法的平均建立時間都還是可以在 0.5 秒內完成。在測試階

段的平均識別時間除了包含每個方法都要計算圖 2 的 p(U | s)的時間外，提出的四種交

叉似然比例測量法還包含了建立測試模型與計算圖 2 的  p(Us | )的時間，在

“T-normCLR”與“wT-normCLR”的方法另外又多了計算公式(21)的 s 與 s 的時間，因此

平均識別時間較長，而“2utterEnroll/2utterTest”的組合又比“1utterEnroll/1utterTest”的組

合稍慢一點，但所有方法的平均識別時間都還是可以在 1 秒內完成。因此，我們提出的

交叉似然比例測量法雖比傳統 GMM-UBM 語者識別方法慢一點，但仍然具有系統即時

(real-time)回應的特性。 

  

81 81.15 81.3181.31

83.43

81.31

79.63

83.5983.5983.59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GMM-UBM CLR wCLR T-normCLR wT-normCLR

正

確

率

1utterEnroll/1utterTest 2utterEnroll/2utterTest 

 
圖3  文字相依實驗的語者識別正確率 

 

表2   文字相依實驗裡每個語者的(平均建立時間 / 平均識別時間) 

TD task 1utterEnroll/1utterTest  2utterEnroll/2utterTest  
GMM-UBM 0.17 秒 / 0.13 秒 0.28 秒 / 0.24 秒 

CLR 0.19 秒 / 0.43 秒 0.31 秒 / 0.76 秒 

wCLR 0.19 秒 / 0.43 秒 0.31 秒 / 0.76 秒 

T-normCLR 0.17 秒 / 0.56 秒 0.28 秒 / 0.89 秒 

wT-normCLR 0.17 秒 / 0.56 秒 0.28 秒 / 0.89 秒 



使用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於語者識別之研究 
趙怡翔 
                                                                                           

14 

(二)文字獨立語者識別實驗 
圖 4 表示了文字獨立語者識別實驗各方法的正確率。在圖 4 中，“1utterEnroll”與

“2utterEnroll”的定義與圖 3 一樣，而“1diffutterTest”代表每句測試語句皆為測試語料裡每

一輪的第三句，此文字內容與“1utterEnroll”或“2utterEnroll”皆不同。 “2diffutterTest”代

表每句測試語句皆由測試語料裡每一輪的後二句串成，所以文字內容與“1utterEnroll”不

同。與文字相依語者識別的實驗一樣，測試語料總共有 658 (947)句用來評估語者識別

的效能。  
圖 4 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提出的四種交叉似然比例測量法在文字獨立語者識別的實

驗下正確率一樣都優於傳統的 GMM-UBM 方法。若對“1utterEnroll/1diffutterTest”的組合

與“1utterEnroll/2diffutterTest”的組合的實驗結果做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在登入語料長度

相 同 的 情 況 下 ， 較 長 的 測 試 語 句 對 語 者 識 別 的 效 能 可 以 有 補 償 的 效 果 。 但

“1utterEnroll/2diffutterTest”的組合的正確率卻低於“2utterEnroll/1diffutterTest”的組合，

可以推論出增長登入語句比增長測試語句能改進語者識別的效能。另外，我們也觀察

到只有“1utterEnroll/2diffutterTest”的組合對權重值因子的影響較明顯。若進一步對圖 3
與圖 4 做比較，可以發現在我們的實驗裡文字相依語者識別的效能比文字獨立語者識別

的效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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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文字獨立實驗的語者識別正確率 

 

表3  文字獨立實驗裡每個語者的(平均建立時間 / 平均識別時間) 

TI task 
1utterEnroll/ 
1diffutterTest 

1utterEnroll/ 
2diffutterTest 

2utterEnroll/ 
1diffutterTest 

GMM-UBM 0.17 秒 / 0.13 秒 0.17 秒 / 0.24 秒 0.28 秒 / 0.13 秒 

CLR 0.19 秒 / 0.43 秒 0.19 秒 / 0.65 秒 0.31 秒 / 0.54 秒 

wCLR 0.19 秒 / 0.43 秒 0.19 秒 / 0.65 秒 0.31 秒 / 0.54 秒 

T-normCLR 0.17 秒 / 0.56 秒 0.17 秒 / 0.78 秒 0.28 秒 / 0.67 秒 

wT-normCLR 0.17 秒 / 0.56 秒 0.17 秒 / 0.78 秒 0.28 秒 / 0.67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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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列出了各種方法對於每個語者的平均建立時間與平均識別時間。在表 3 中可以

看 出 雖 然 “1utterEnroll” 與 “1diffutterTest” 的 內 容 不 同 ， 但 長 度 相 似 ， 因 此

“1utterEnroll/1diffutterTest”的組合在表 2 與表 3 中的平均時間是一樣的。另外，多考慮

權重值因子對於系統效能的影響除了在圖 4 中“1utterEnroll/2diffutterTest”的組合有提昇

語者識別正確率之外，在時間上從表 3 可看出多考慮權重值因子並不會增加每個語者的

平均識別時間。與文字相依語者識別的實驗一樣，所有方法的平均建立時間與平均識

別時間都可以在 1 秒內即時完成，我們提出的交叉似然比例測量法並不會比傳統

GMM-UBM 語者識別方法慢太多。 

 

伍、結論 
在 這 篇 論 文 中 ， 我 們 將 二 種 知 名 的 基 於 LLR 架 構 的 語 者 驗 證 方 法 ， 稱 為

GMM-UBM 與 T-norm，嵌入進我們提出的交叉似然比例測量法中，並應用在文字相依

語者識別與文字獨立語者識別的問題上。提出的交叉似然比例測量法對傳統的語者識

別的方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補償，尤其是在登入語料太短導致用戶語者模型被訓練得

並不夠強健時，多考慮了測試語句所建立的測試模型可以對語者的辨識度有了加分的

效果。實驗結果可看出我們提出的四種交叉似然比例測量法，分別為 GMM-UBM 交叉

似然比例測量法、具權重的 GMM-UBM 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T-norm 交叉似然比例測

量法與具權重的 T-norm 交叉似然比例測量法，其辨識率都優於傳統的語者識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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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地電磁法為一種頻率域的電磁波探勘技術，係應用自然界不同頻率的電磁

波入射地下，地下深度不同的各地層因岩性及構造等不同，造成地表接收其不同

之電磁感應，以此來區分地層特性，由於其測勘經濟及快速，對地下地層又具有

良好的解析能力，被廣泛的應用於斷層描繪、地下水探測、探討環境變遷、劃分

污染範圍、探礦調查等。近年來，因旅遊風氣盛行，對於溫泉地下水需求甚大，

然而開發溫泉地下水成本非常高，如能事先進行調查，評估當地是否適合開發溫

泉地下水，一方面減少鑿井失敗的風險，另一方面對於所需經費也可事先評估，

本研究以大地電磁法於台中大坑某山區探測為例，測勘結果與鑽井的成果比對結

果相符，印證大地電磁法於山區溫泉地下水調查確為一有效之方法。 

 

關鍵詞：大地電磁法、頻率域、探勘、溫泉地下水、鑽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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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gnetotelurics (MT) method is a frequency domain electromagnetic exploration 
technique. It is based on the electromagnetic responses of layers at different depth from an 
incident of natural electromagnetic waves with different frequencies. Th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surface can be recognized.  This technique has its economic and fast.  In additi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subsurface is good.  Therefore, it is widely used for identifying a fault, 
locating groundwater, mapping changes of a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mapping of pollution 
zone and exploring a mineral deposit etc. In recent years, tourism is very popular. The 
geothermal water has great demanded. However, drilling a geothermal well is very expensive. 
If a site is being investigated prior and evaluated th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roundwater springs, then the risk of failure of drilling can be reduced, at the same time, prior 
assessment of funding can be figured out. For example, a case study of MT survey was 
carried in the Dakeng, Taichung; the final MT result was verified by the post drilling. It 
indicates that MT technique is suitable applied to the groundwater exploration in the 
mountainous area in Taiwan. 
 
 
Keywords: MT, frequency domain, exploration, geothermal water, dr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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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文獻回顧 

傳統地球物理方法應用於探勘地下水方面，通常使用直流電阻法 [1][2][3]，其係將

直流或低頻交替直流電經由一對電極通入地層中建立人為電場。再藉由地表上另一對電

極量測其間的電位差，計算各半展距所對應之視電阻率，利用此視電阻率進行逆推，求

得地下地層真實電阻率，輔以現地的地質及水文資訊，研判地下水位置，然而因直流電

阻法的測深與展距相關，欲知較深之地下水，必須將展距拉長，因此在展距施展空間受

限(如山間地形、道路崎嶇不平、地面有阻礙物等時)，直流電阻法就會受限制。 
大地電磁法是一種頻率域的探測技術，主要量測天然的大地電流或電磁場進入地

層，地下地層對不同頻率之入射電磁波所產生的感應磁場與電場，由電磁場的比值大小

與相位，解析地下地層之電阻率分布，以作為研判地層形貌、岩性或地質構造的依據。 
由於大地電磁法施測時，僅需要六公尺見方以上的位置來設置感應電極棒與磁場，

故施測較不易受地形及地物影響，且探測深度係由降低頻率來因應；故野外施測容易，

探測深度大，目前成為應用廣泛的地球物理方法之一，早期大地電磁法因頻率較低，探

測深度較深，因此大都應用於較深層的基盤研究[4][5]，但工程對於淺地層需求殷切，

自 1996 年台灣引進第一部較高頻大地電磁法探測儀後，就被廣泛應於調查斷層 
[6][7][8]、沈積環境[9][10]、探礦[11][12]、海水入侵[13]、地下水 [14][15][16]等等，本

研究利用此方法進行溫泉地下水調查。 

二、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區位於台中市大坑地區，考量山區附近地形及經費因素，大部分地球物理方法

不符合測勘需求，故希望藉由施測較適宜於山區，且不需廣大之佈線腹地之大地電磁法

施測，提供較多地層訊息，以推斷 佳溫泉地下水出水之地層層段。 

三、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運用的研究方法與步驟如下： 
(一)收集研究區地質資料。 
(二)收集研究區大地電磁波資料。 
(三)進行分析及資料比對，以評估 有利出水之地下地層。 
(四)預估地下出水層與鑽探結果比較 

 

貳、儀器系統及理論 

一、 儀器系統 

使用美國 Geometrics 和 EMI 公司共同研發出的人控音頻大地電磁波法測勘儀

(EH-4) 。此電導率成像系統[17]在測勘時係利用天然或人為發射的電磁波訊號，進入地

下，在地表以接收儀接收地下地層對入射之電磁波訊號產生之感應電位及磁場，換算出

地下地層電導率，可獲得高解析率之地層電導率影像。此與傳統的直流電阻法（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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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ivity method）施測原理不同，直流電阻法係藉由加大電流極間距來加大地層深度的

探測，大地電磁波測勘則由降低接收電磁波之頻率而增加垂直測深。圖 1 為接收感應電

磁波訊號之野外施測裝置配置示意圖，有四個電極 ( 0xE 、 1xE 、 0yE 、 1yE  ) 和二個互

相垂直的磁極( xH 、 yH )，通過模擬終端(AFE)，所有 E 和 H 場輸出匹配偶合作訊號調整，

再從 AFE 偶合到 Stratagem 數據蒐集，並進行數位化、記錄、處理和顯示。EH-4 野外

測勘時可同時記錄互相垂直的電磁場分量，經過處理可以得到張量阻抗（Tensor 

impendance）及電阻率，用來解釋複雜的二維和三維構造。 

二、 基本理論 

理論上，在一均質等向性地層，電磁場之穿透深度（或稱皮深，skin depth）


2

skind [18]， 與  分別是地層的電導率與磁導率， 是電磁場的角頻率。在非

磁性地層 值接近 4π×10
-7
 H/m。皮深可以

f
d skin


503 計算之，其中為電阻率（歐姆

˙公尺），f 為頻率（赫）， skind 為皮深（公尺）。 

    皮深也可稱為測深，但有學者提出實際測深以 0.7 skind 計算[18]。從皮深方程式可知

探測深度和訊號之頻率的平方根成反比。頻率越低，探的越深。和地層的電阻率平方

根成正比。地層電阻率越高，探的越深。若以頻率 20 赫，電阻率 200 歐姆˙公尺，計

算得皮深為 1590 公尺，實際測深為 1100 公尺。 

    根據電磁學理論，一均質等向性無限厚度地層，在地表一組互相垂直方向的電場

與磁場，其電場與磁場之比值與地層電阻率的關係為 

2

2 y

x

H

ET


   

T 為訊號之週期， xE 為 x 方向的電場， yH 為 y 方向的磁場，x 方向與 y 方向垂直。實際

上大多數地層並不滿足無限厚度與均質等向性，因此以電場與磁場的比值計算出來的

電阻率稱為視電阻率，寫為 a  

2

2 y

x
a H

ET


   

通常視電阻率 a 會隨訊號之週期（頻率的倒數）而變，是因為較長週期的訊號反

應較深部地層的電阻率。某頻率的視電阻率並不代表某一深度的真實電阻率，它只是

一個綜合效應。需將各頻率的視電阻率經整合分析後方可得各深度的真實電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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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區域環境概述 

一、 測區位置 

研究區域位於台中市大坑之山坡地上（圖 2），由於基地內地上皆為建築物，干擾源

甚多（房屋、鐵欄杆、游泳池、現有造景等等），基地上皆無可施測之位置，為確實瞭

解本區地下地質情況，只能將測站移至預定井位旁之竹林內，進行一個高、低頻的大地

電磁法測勘，用以評估溫泉地下水之狀況。 

二、 研究區域地質 

基地位於台中市北屯區大坑，地表為階地堆積層（圖 3），地層由新至老分別為階地

堆積層、頭嵙山層、卓蘭層、錦水頁岩、桂竹林層，附近主要的構造為車籠埔斷層。 
階地堆積層：階地堆積層分布在區內各主要河流之沿岸，呈零星而側向不連續的分

布，一般為河床下切或側向遷移所遺留之舊河道堆積，不整合覆於較老的地層之上。由

未膠結之礫石為主，間夾透鏡狀薄砂層，層理面不明，偶可見到疊瓦狀的礫石排列，普

遍淘選度不佳，未受紅土化作用影響，推測為更新世晚期以後的堆積物（地調所台中圖

幅，2000）。[19] 
頭嵙山層：本層下部是以砂岩為主，上部是以礫岩為主。下部砂岩的岩性是以厚層

淡灰色膠結不良的粗粒砂岩為主，常形成厚約數十公尺的複合形砂岩，砂岩中常夾有礫

石，或其間夾有薄層礫岩層。砂岩內常出現大型交錯層及漂木，在厚層砂岩之間尚夾有

3 至 50 公尺不等的砂頁岩互層。至於本層中的礫岩層常呈塊狀，且構成峻峭懸崖或鋸齒

狀山嶺。礫石一般呈圓形至次圓形，礫徑以中礫(cobble)為主，成份則以石英砂岩 為

常見。礫石排列常無規則，部分可呈壘瓦狀構造。此外，礫岩層中常夾有透鏡狀或平板

狀的薄層細粒至粗粒砂岩。礫岩層厚度從十餘公尺至數十公尺不等， 厚可至數百公尺

（地調所台中圖幅，2000）。 
卓蘭層：以砂、頁岩互層為主，且砂頁岩比例（或砂岩出現頻率）與砂岩單層厚度

往上漸增，沈積物顆粒度也隨之變粗。砂岩呈淡青灰色或淡灰色，由細至粗粒的混濁砂

岩所組成。單層厚度約 10-50 公分，有時複合成數公尺的厚層砂岩，尤其在本層上部，

可見數層厚約十幾公尺的複合砂層（地調所台中圖幅，2000）。 
錦水頁岩：由厚層深灰色的泥岩及砂頁岩薄互層為主的地層，富含生物化石及生痕

化石。厚層泥岩中，通常夾有灰色凸鏡狀砂岩薄層，層厚約一公分左右，且其延伸性甚

差。砂岩主要為單層厚度小於 5 公分的風暴層，常具平行紋理、波狀紋理或低角度交錯

紋理（地調所台中圖幅，2000）。 
桂竹林層：本層可分為三段，(A)魚藤坪砂岩段：灰色至淡灰色極細粒至細粒泥質

砂岩，夾灰色至深灰色頁岩，中部為淡灰色中粒至粗粒砂岩，含有孔蟲及碳質物。(B)
十六份頁岩段：深灰色頁岩，略夾灰色極細粒泥質砂岩，含有孔蟲。(C)關刀山砂岩段：

淡灰色至白灰色中粒至極粗粒砂岩，夾灰色極細粒泥質砂岩，灰色極細粒鈣質砂岩及深

灰色頁岩，含有孔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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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 
    為避免干擾，測站位於基地旁之竹林內（圖 2），雖然已經盡量避開干擾物，但還是

會受到附近房屋、鐵欄杆、游泳池及現有造景建物等等影響，資料受一定程度的干擾，

低頻干擾較為嚴重，造成高、低頻資料稍有不同，主要因高頻探測深度較淺，對淺層解

析較佳，對較深層之地層解析較差。低頻探測深度較深，對淺地層解析度較差，但整體

地層電阻率趨勢還維持一致，可觀察地層是否具裂隙之情形。一般而言，在固結岩層中

地下水儲集在孔隙較大的裂隙帶，其電阻率通常較非裂隙帶低，然而泥層、頁岩、石墨

質岩層及金屬礦體也呈低電阻率性質，但不是溫泉地下水儲集帶。是以研判溫泉儲集構

造需電阻率構造與地質構造併合參研。茲將本次探測結果討論如下： 

一、 高頻部分（10 Hz~695000 Hz） 

為了解不同方向的成果除以 N 方向為第一次 X 方向，並將方向旋轉 45 度，原始資

料(圖 4)及各方向結果（圖 6）得知，地層稍有電阻率異向性出現。本次高頻測結果與之

前於本區域測勘的成果相比[20]，發現地層電阻率有稍微偏高的現象，造成之原因推測

可能與圍基地之圍牆鐵柵欄造成基地本身形成之等電位效應有關，其造成電場干擾，低

頻較高頻受干擾較嚴重，其可能為造成本次觀測地層電阻率偏高的原因。因本次測勘成

果高頻資料品質佳，其 phase 與 coherency 佳，雖然較附近過往測勘結果地層電阻率稍

高，但依然可作為判別含水層之參考。在 N 方向於深度 420 至 590 公尺有地層電阻率介

於 300~400 Ω-m，是地層電阻率較低的層段，但因地層電阻率稍高，研判是具少許裂

隙的岩層，根據地溫梯度估算，可能有溫度 22~26℃的少量地層水；於深度 660 至 790
公尺也有地層電阻率介於 300~400 Ω-m，是電阻率較低的層段，但因地層電阻率稍高，

研判是具少許裂隙的岩層，根據地溫梯度估算，可能有溫度 23~28℃的少量地層水。在

W 方向於深度 440 至 630 公尺有地層電阻率介於 140~200 Ω-m，是電阻率較低的層段，

研判是具裂隙的岩層，根據地溫梯度估算，可能有溫度 22~26℃的地層水。在 N45°E 方

向於深度 450 至 560 公尺有地層電阻率介於 200~300 Ω-m，是地層電阻率較低的層段，

但因地層電阻率稍高，研判是具少許裂隙的岩層，根據地溫梯度估算，可能有溫度 22~26
℃的少量地層水。在 N45°W 方向於深度 760 至 1,010 公尺有地層電阻率介於 300~400 Ω

-m，是地層電阻率較低的層段，但因地層電阻率稍高，研判是具少許裂隙的岩層，根據

地溫梯度估算，可能有溫度 24~30℃的少量地層水。 

二、 低頻部分（0.1 Hz~1000 Hz） 

為了解不同方向的成果除以 N 方向為 X 方向，並將方向旋轉 45 度，原始資料(圖
5)及各方向結果（圖 7）得知，地層有電阻率異向性出現。本次低頻測結果與之前於本

區域測勘的成果相比，發現地層電阻率有稍微偏高的現象，造成之原因推測可能與圍基

地之圍牆鐵柵欄造成等電位效應，造成電場干擾，導致觀測地層電阻率較之前為高，但

本次測勘成果資料品質尚可，仍稍可使用。由本次的測勘成果得知，低頻帶較高頻帶干

擾大，同頻帶之視電阻率（高、低頻測勘）大致相當，10 Hz 至 0.1Hz 呈視電率上升後

下降型，意示深部地層電阻率變高而後下降。在逆推結果中，高、低頻測勘結果之逆推

地層電阻率較高頻稍有不同，可能因高頻探測深度較淺，對深層資料較少，故資料內差

造成有資料平均後，地層電阻率提升，而低頻因在深部資料較多，故可參考資料較多。 



工程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五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第 23 頁 
Journal of Chien Hsin University, Vol.35, No.1 (2015) 

                                                                                            

23 

本次觀測中，因 W 及 N45°W 方向資料品質不佳，故本次不討論此兩方向之結果。

在 N 方向於深度 660 至 970 公尺有地層電阻率介於 300~400 Ω-m，是地層電阻率較低

的層段，但因地層電阻率稍高，研判是具少許裂隙的岩層，根據地溫梯度估算，可能有

溫度 23~28℃的少量地層水；於深度 1,350 至 1,540 公尺也有地層電阻率介於 140~200 Ω

-m，是電阻率較低的層段，推測為桂竹林層魚藤坪砂岩段，擁有少量水；於深度 1,540
至 1,570 公尺也有地層電阻率介於 100~140 Ω-m，是電阻率較低的層段，推測為桂竹林

層十六份頁岩段，較不含水；於深度 1,570 至 1,680 公尺也有地層電阻率介於 140~200 Ω

-m，是電阻率較低的層段，推測為桂竹林層關刀山砂岩段，擁有少量水；於深度 1,680
公尺以下，逐漸由桂竹林層再進入卓蘭層中，於深度 1,680 至 2,005 公尺有地層電阻率

介於 200~300 Ω-m，是地層電阻率較低的層段，但因地層電阻率稍高，研判是具少許

裂隙的岩層，根據地溫梯度估算，可能有溫度 28~36℃的少量地層水；於深度 2,005 至

2,070 公尺也有地層電阻率介於 140~200 Ω-m，是地層電阻率較低的層段，推測可能為

三義斷層之斷層帶所造成之低電阻率帶，其下方深度 2,070 至 2,370 公尺也有地層電阻

率介於 200~300 Ω-m，是地層電阻率較低的層段，但因地層較年輕（卓蘭層），研判是

具少許裂隙的岩層，根據地溫梯度估算，可能有溫度 30~38℃的少量地層水。 
在 N45°E 方向於深度 900 至 1,100 公尺有地層電阻率介於 400~500 Ω-m，是電阻率

較低的層段，研判是具裂隙的岩層，但因電阻率較高，含水較少，根據地溫梯度估算，

可能有溫度 22~26℃的少量地層水。其餘深度地層電阻率均高，含水機率較低。 

三、 綜合高、低頻資料研判 

綜合高、低頻之探測成果，研判本區有較多之地下水應在深度 450 至 560 公尺，此

深度在三個方向皆有破裂，含水機率較高，惟水溫可能不夠，即其未達國家溫泉法規在

溫泉孔孔口測得溫泉為攝氏 30℃以上；在深度 760 至 790 公尺，此深度在兩個方向皆有

破裂，含水機率較高，惟水溫可能未達國家溫泉法規之標準。於深度 1,350 至 1,540 公

尺，地層電阻率較低，擁有少量水，根據地溫梯度估算，推測可能有溫度 36~44℃的少

量地層水。另於深度 1,570 至 1,680 公尺，地層電阻率較低，擁有少量水，此段水水溫

應符合溫泉法規；深度 2,070 至 2,370 公尺，因進入較年輕之卓蘭層，根據地溫梯度估

算，推測可能有溫度 30~38℃的少量地層水。 
依此建議本基地之鑿井深度，第一目標應在深度 1,570 至 1,680 公尺，其溫度較高，

深度較淺，開鑿費用較低；第二深度應在 2,070 至 2,370 公尺，但此層位於較年輕的卓

蘭層中，評估水溫應較低，開鑿費用較高。 

四、 出水量評估 

以鑿井第一目標為出水量評估基準，根據受壓含水層依定量穩態抽水(constant 

pumping, steady-state) 

    
)(2

)/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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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wer,1978) [21] 

其中 T:導水係數，  

T=KD 
K：透水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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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含水層厚度 
Q：出水量 

r1,r2: 二觀測抽水井距離 

S1,S2: 二觀測井之水位洩降 
其地下水層應以砂岩夾泥質砂岩為主，(K 值約 10-6 ~10-5 cm/sec)，層厚度約 110 公

尺，水井井徑 2.5 英吋，初步推估出水量約 100~300 立方米／日。 

五、 鑿井結果 

在探勘結束後的四個半月後，完成鑿井工作。依鑿井結果發現，除淺部為階地堆積

外，至一千公尺內皆為砂頁互層為主之岩層。鑿井至深度 1,640 公尺，其地下水溫為 42
℃，達國家溫泉法規在溫泉孔孔口測得溫泉為攝氏 30℃以上，出水量約 200 立方米／

日，與評估值相當。 

 

伍、結論 
綜合以上的大地電磁法探測結果，配合地質構造一起研參，可以將地下水層構造尋

找出來，配合定量穩態抽水公式初估出水量，可以作為是否開發溫泉水的評估，在本基

地內藉由上述成果一起研參，評估溫泉地下水的位置，其與鑽井結果也相當一致，證明

大地電磁法配合地質研參，在對於溫泉地下水探勘確為一經濟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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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接收感應電磁波訊號之野外施測裝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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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區域位置與測點圖 

 

圖 3  基地地質圖(修改自台中圖幅，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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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圖 4 基地測站之高頻探測結果。 

(1)X 方向為南北向  (2)X 方向為 N45 ﾟ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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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圖 5 基地測站之低頻探測結果。 

(1)X 方向為南北向  (2)X 方向為 N45 ﾟ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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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測站高頻探測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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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們使用社交網路 Facebook(以下簡稱 FB)的頻率愈來愈高，FB 已經成為組織成員

非正式溝通的重要工具。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職場員工是否與主管為 FB 好友，對他知

覺主管支持與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並分析員工性別對員工是否為為主管 FB 好友與知

覺主管支持及組織公民行為關聯性的調節效果，以及員工性別對員工知覺主管支持與組

織公民行為關聯性的調節效果。本研究分析 197 份對偶問卷，獲得以下研究發現。首先，

女性員工與主管為 FB 好友的比例高於男性員工；其次，與主管為 FB 好友的員工知覺主

管支持與組織公民行為均高於與主管非 FB 好友者；最後，男性員工是否為主管 FB 好友

與組織公民行為的正向關聯性高於女性員工，並且，男性員工知覺主管支持與組織公民

行為的正向關聯性高於女性員工。本文討論研究發現的理論價值與實務管理意涵。 

關鍵詞：臉書、性別、自我揭露、知覺主管支持、部屬信任 

                                                 
1 通訊作者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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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Facebook (FB) has increased in popularity among people. FB 
has become a crucial informal communication tool for organization member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that being FB friends with a supervisor has on employees’ perceived 
supervisor support (PSS)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 The moderating 
effects that employee gender ha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ng FB friends with a 
supervisor and OCB were also analyzed. This study analyzed 197 dyadic questionnaires and 
obtain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employees who were FB friends 
with a supervisor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employees. Second, the PSS and OCB of 
employees who were FB friends with a supervisor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employees who 
were not FB friends with a supervisor. Finally,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being FB 
friends with a supervisor and OCB was stronger for male employees than for female 
employees. And,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SS and OCB was stronger for male 
employees than for female employee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Keywords: Facebook, gender, self-disclosure, perceived supervisor support, supervisor trust in 
subordi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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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資訊技術日益普遍運用，網路虛擬社群已經深刻影響人們的人際互動模式。網路社

群是指借助網路建構的虛擬空間，進行資訊共用與互動的交流平台，例如 BBS、聊天室、

論壇乃至新崛起的臉書(Facebook；以下簡稱 FB)及 LINE 等等，在網路社群平台上人們

可以自由討論、發表文章、分享相片、影片及其他動態。網路社群使得人們的視野變的

更加寬廣，有利於認識各種不同領域與族群的朋友，讓人們更能拓展人際關係，不僅縮

短了人與人之間的空間距離，也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更加密切。FB 除了可以主

動搜尋想找的對象外，FB 也可以告訴人們某個議題有多少人支持，某種想法或者論點

有多大的影響力(即：多少人按「讚」)，也因為如此，FB 可能成為人們的印象管理工具，

例如：透過資訊、照片或者發表文章來取得別人的認同。如果職場中員工將主管加入

FB 好友，然後與主管共同分享資訊、心情甚至隱私，員工是否因為與主管的非正式互

動增加而知覺主管支持 (perceived supervisor support；以下簡稱 PSS；Eisenberger, 
Huntington, Hutchison, Sowa, 1986).)呢？依據領導者 -成員交換理論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以下簡稱 LMX；Dienesch & Liden, 1986)，員工是否會透過情感的社會

交換關係，表現出更多利他的組織公民行為呢？ 
實證文獻指出，使用 FB 網路社群人們的資訊搜尋目的區分為被動瀏覽及主動搜尋

(Wise, Alhabash, & Park, 2010)。某些人加入 FB 僅僅上網瀏覽朋友的動態消息，自己相

對較少分享近況、觀點、照片、動態等相關資訊揭露行為；但是某些人在 FB 則會主動

了解特定朋友的近況，自己也會尋找特定對象分享心情或其他資訊揭露行為。過去實證

研究指出，女性與男性的社會性需求與自我袒露傾向不同(Semykina & Linz, 2007)，那麼

女性與男性員工在 FB 瀏覽資訊及自我揭露的行為是否不同?換言之，不同性別的員工是

否為主管 FB 好友的比例會有不同呢?此外，在華人傳統文化系絡的女性傳統性高於男性

(Farh, Earley, & Lin, 1997)，是否因此男性的社會交換公平敏感性高於女性呢?故本研究

希望探討男性或女性員工，何者更會因為是主管 FB 好友而更知覺主管支持及組織公民

行為?以及男性與女性員工何者更會因為知覺主管支持而更積極表現組織公民行為?以

上這些有關性別差異的議題，是為本研究主要目的。 

 

貳、研究假說推論 

一、員工性別與使用 FB 發展對偶社會交換關係 

社會交換理論（Blau, 1964）可以解釋員工與主管或者員工與組織間的互動行為，

該理論認為員工會依據長期的社會交換關係及互惠原則尋求與主管或組織交換關係的

平衡（Blau, 1964），也只有社會交換關係具有吸引力時，雙方的互動關係才會繼續（Munch, 
1993）。社會交換關係可以區分經濟性交換及社會性交換，在經濟性交換關係下，人與

人之間的交易著重於眼前利益的評量，交易關係的成立關鍵在於交易雙方對於對方所付

出的交易標的是否具價值而定，故雙方對於付出與所得的評量為交易決策之基礎；然

而，社會交換關係經常以信任為基礎，組織成員會期待自己所付出的信任與友善能在未

來獲得回報(Blau, 1964)。 



職場員工是否為主管FB好友對知覺主管支持與公民行為的影響──探討員工性別之調節效果 
羅新興 1  羅景文 2  王彥蓁 3 
                                                                                           

34 

過去實證文獻指出，男性與女性的性格特質與需求具有差異性，通常男性比較內控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且具有改變的挑戰性，而女性則相對比較外控(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且重視親和需求(Semykina & Linz, 2007)，並且，職場中的男性與女性的溝通風

格不同，男性經常利用溝通強調地位，女性利用溝通建立關係，男性視溝通為保持獨立

與維護社會地位的工具，但是對女性而言，溝通的目的在於發展關係、尋求支持與認同

(Tannen, 2001)。依據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社會交換包括經濟性交換與社會性交換，本

研究推測女性可能比男性更重是社會交換，而 FB 是當前職場與他人建立非正式社會交

換關係的重要工具，故推測職場女性員工相對於男性員工，會更積極與主管發展 FB 好

友關係的比例高於男性，故本研究提出假說 1 如下。 

假說 1：女性員工與主管為 FB 好友的比例高於男性員工。 

 
二、員工與主管為 FB 好友對知覺主管支持及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 

依據前述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信任是人際間社會交換的重要關鍵。而員工對主管

的信任來源包括以主管特質為基礎的信任以及以關係為基礎的信任(Dirks & Ferrin, 
2002)，前者例如主管的廉潔(integrity)、可靠度(dependability)、公平性(fairness)和能力

(ability)為基礎所建立的信任；後者則為部屬與主管社會交換關係品質。在社會影響的歷

程中，主管會影響員工的工作態度與行為表現(Steers & Black, 1994; Tepper, 2000；Wagner 
& Hollenbeck, 2005），當員工認為主管展現善意，表示員工相信主管確實願意善待與支

持員工(Mayer, Davis, & Schoorman, 1995; Whitener, Brodt, Korsgaard, & Werner, 1998），

員工對主管的態度也反映了員工對於組織的知覺（Costigan, Ilter, & Berman, 1998）。本

研究推測員工與主管為 FB 好友時，他會認為自己與主管具有非正式互動的關係，他會

認為可以獲得主管以關係為基礎的信任，無論是主管在 FB 邀請部屬加入好友或者部屬

邀請主管加入好友，與主管共同分享資訊、情緒甚至隱私，代表著主管部屬之間的互信

程度相對較高，所以這位部屬可能相對其他未在 FB 加入主管社群者，具有相對較高的

知覺主管支持。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說 2-1 如下。 

假說 2-1：員工是主管 FB 好友者知覺主管支持高於非主管 FB 好友者。 

依據領導者-成員交換理論的觀點(Dienesch & Liden, 1986)，員工與主管的社會交換

關係是互惠的，當員工知覺主管支持則會相對回報貢獻，而此貢獻可能包括了組織公民

行為。過去文獻指出主管對員工的信任會正向影響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Podsakoff, 
Mackenzie, Moorman & Williams, 1990)。因此，在 FB 與主管為好友的員工會相對於沒有

與主管為 FB 好友者，更為積極表現組織公民行為以回報主管的信任。因此，本研究提

出假說 2-2 如下。 

假說 2-2：員工是主管 FB 好友者表現組織公民行為高於非主管 FB 好友者。 

 
三、員工性別的調節效果 

華人社會的傳統觀念，雖然社會不斷地現代化，華人社會仍然存在女性的傳統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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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男性且男性的現代性高於女性之現象(Farh, et al.,1997)。因此，華人社會中的女性，無

論受到組織公平或者不公平的對待，他對組織的回報並無明顯差異；然而相對而言，男

性的付出比較會考量是否獲得等值回報，意即社會交換的公平敏感性可能較高。Farh 等

（1997)針對華人的實證研究也發現，男性的正義知覺與組織公民行為的正向關聯性高

於女性，而且員工的現代性愈高則正義知覺與組織公民行為的正向關聯性也愈強。上述

文獻似乎顯示男性比女性更具現代性，女性則相對具有較高傳統性且認命，導致男性員

工的知覺主管支持及組織公民行為，比較容易因為是主管 FB 好友而提高，女性員工則

相對比較不會因為是主管 FB 好友而提高知覺主管支持及組織公民行為。據此，本研究

推論男性員工與主管為 FB 好友對知覺組織支持及組織公民行為的正向影響高於女性，

同時男性員工會比女性員工更會因為知覺主管支持而表現組織公民行為。故本研究提出

假說 3-1、假說 3-2 及假說 4 如下。 

假說 3-1:男性員工是主管 FB 好友與知覺主管支持的正向關聯性高於女性員工。 

假說 3-2:男性員工是主管 FB 好友與組織公民行為的正向關聯性高於女性員工。 

假說 4:男性員工知覺主管支持與組織公民行為的正向關聯性高於女性員工。 

 

參、研究方法 

一、調查程序 

本研究針對職場的員工與主管均使用 FB 者為對象進行配對問卷調查，採用便利抽

樣方法蒐集資料，樣本來源有二，其一是在北部某科技大學的行政主管與職員間實施配

對問卷調查，其二是在上述科技大學的 EMBA 研究生及進修部大學生，在白天上班公

司擔任主管者。首先，拜訪有使用 FB 的職場主管，以主管問卷蒐集二位直屬部屬的組

織公民行為，其次，請主管交付部屬問卷給予該二位員工進行問卷調查，部屬問卷衡量

員工知覺主管支持，並且調查使用 FB 的情形，包括是否與主管為 FB 好友。配對問卷

分別置入封口有雙面膠的小信封，並且在問卷背面編碼以完成主管與部屬的問卷配對，

本研究提供受試者品以提高受試者配合意願。總計回收 197 份有效的配對問卷，員工受

試者中男性佔 26%、女性佔 74%；高中職以下者佔 12%、專科佔 16%、大學佔 54%、

碩士佔 18%；是主管 FB 好友者佔 48%、非主管 FB 好友者佔 52%；平均年齡為 31.58
歲，標準差 8.92 歲。 

 

二、變項衡量 

本研究所編製的知覺主管支持量表題項係修改自 Eisenberger, Huntington, Hutchison, 
& Sowa (1986)所編製的知覺組織支持(POS)9 題量表，本研究將原題目的「公司管理當

局」修改為「我的直屬主管」，例如「我的主管會關心我的福利」、「我的主管會在乎我

的意見」及「當我遇到困難時，我的主管會幫助我解決問題」等題目。有關主管問卷的

組織公民行為衡量則採用 Setton & Mossholder (2002)所編製的 14 題人際公民行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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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包括情感導向公民行為（共 6 個題目，例如：這位部屬會花時間傾聽同事的問題及

困擾）及任務導向公民行為（共 8 個題目，例如：當工作情況愈來愈糟糕時，為了幫助

同事，這為部屬會勇於承擔額外責任）。由於知覺主管支持與組織公民行為量表均翻譯

自英文，並且稍微潤詞以更符合台灣本土用語習慣，故將所蒐集的衡量資料進行探索性

因素分析，採用最大變異轉軸的分析結果詳如表 1。從表 1 的因素負荷量觀察，每個題

目的因素歸類清晰，且二個因素所累積的變異解釋量達 68.14%。 

 
表 1  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 

衡量題項 
因素負荷量 

知覺
主管支持 

組織公
民行為

1.我的主管很少關心我。(R) .48 .08

2.我的主管會主動關心我對工作是否感到滿足。 .68 .03

3.我的主管會關心我的福利。 .83 .15

4.我的主管會認同我的目標與價值觀念。 .87 .03

5.我的主管會在乎我的意見。 .86 .04

6.即使我盡可能做好工作，我的主管會告訴我失敗的原因。 .73 .07

7.我在工作中取得成就時，我的主管會以我為榮。 .84 .08

8.我的主管願意盡他所能的幫助我完成工作。 .88 .14

9.當我遇到困難時，我的主管會幫助我解決問題。 .86 .13

10.這位部屬肯花時間傾聽同事的問題及困擾。 -.05 .77

11.這位部屬關心同事的權益。 .13 .83

12.這位部屬會想辦法讓新進員工在團隊合作覺得受歡迎。 .05 .82

13.這位部屬即使有未完成的事，他仍對同事展現真誠關心。 .10 .85

14.當同事工作成功時，這位部屬會稱讚他們。 .12 .85

15.當同事心情不好時，這位部屬會試著讓他們開心。 .17 .81

16.當同事面臨問題時，這位部屬會努力去了解。 .06 .90

17.當同事必須抒發胸口的悶氣時，這位部屬會傾聽。 .08 .82

18.當同事一直缺席時，這位部屬會主動幫忙分擔業務。 .08 .84

19.即使同事沒有要求幫忙，這位部屬仍會幫助他解決困難。 .14 .88

20.工作超載時，即使不是他的工作，這位部屬仍幫助同事。 .15 .85

21.這位部屬總是會想辦法幫助同事解決工作相關的問題。 .08 .88

22.當事情變嚴重時，為了幫助同事，這位部屬會勇於承擔。 .06 .85

23.這位部屬會默默地協助同事完成工作。 .10 .80

註：兩個因素的累積便意解釋量為 68.14%；表中數字表因素負荷量；樣本數 N＝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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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流程 

本研究資料回收後剔除無效問卷(多題未作答或配對不全者)，然後進行編碼

(coding)。首先針對知覺主管支持與組織公民行為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確認題目的因

素歸類是否與預定衡量一致，並分析變項衡量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α)以檢測信度。

在進行假說檢定前分析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變項間的簡單相關，做為解讀後續分

析結果的參考，假說檢定分別採用卡方檢定、變異數分析以及階層迴歸分析，資料分析

時並將受試者的年齡及教育程度納入模型進行統計控制。 

 

肆、資料分析結果 

一、敘述統計與簡單相關分析結果 

本研究統計受試者的年齡、教育程度、性別、FB 好友與否、知覺主管支持及組織

公民行為的簡單相關，分析發現年齡愈高者教育程度愈低(r=-.35; p<.001)；且女性的年

齡高於男性(r=-.14; p<.10)；教育程度愈高者愈會表現組織公民行為(r=.12; p<.10)；女性

員工比男性員工更會表現組織公民行為(r=-.23; p<.001)；與主管為 FB 好友的員工會提高

他知覺主管支持(r=.34; p<.001)，並且表現更多組織公民行為(r=.13; p<.1)；員工知覺主

管支持愈高則表現愈多組織公民行為(r=.21; p<.01)。此外，知覺主管支持與組織公民行

為的量表內部一致性(Crobach’sα)分別為 0.92 及 0.97，信度良好。分析結果詳如表 2 所

示。 

 
表 2 研究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相關係數與量表內部一致性 

變項 Mean S.D 1 2 3 4 5 6 

1 年齡 31.58 8.92       
2 教育程度 2.79 0.88 -.35**      
3 性別 0.26 0.44 -.14+ 0.08     
4 FB 好友與否 0.48 0.50 .06 -.06 -.11    
5 知覺主管支持 4.24 0.89 .04 .02 .02 .34** (.92)  
6 組織公民行為 4.49 0.84 .01 .12+ -.23** .13+ .21** (.97) 

註：教育程度的高中職編碼 1、專科 2、大學 3、碩士 4；性別的男性編碼 1、女生為 0；主管

FB 好友者編碼 1、非主管 FB 好友者 0；括弧數字為內部一致性；+p<.1，**p<.01，

***p<.001；N=197。 
 

二、員工性別與主管 FB 好友的關聯性 

本研究利用卡方檢定假說 1「女性員工與主管為 FB 好友的比例高於男性員工」，資

料分析發現女性員工是主管 FB 好友的比例為 51%，而男性員工為主管 FB 好友的比例

為 39%，卡方檢定結果顯示卡方值為 2.43，p<.10，達邊際統計顯著。因此本研究所提

出的假說 1 獲得實證資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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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員工與主管 FB 好友對知覺主管支持及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利用一般線性模型(GLM)檢定假說 2-1「員工是主管 FB 好友者知覺主管支持

高於非主管 FB 好友者」及假說 2-2「員工是主管 FB 好友者組織公民行為高於非主管

FB 好友者」。模型在控制員工的年齡與教育程度的共變量之後，進行性別與 FB 好友的

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再將平均數、標準差的列聯表統計如表 3。檢定分析結果顯示員工

是主管 FB 好友者知覺主管支持(M=4.51)顯著(F=12.71, p<.001)高於非主管 FB 好友者

(M=4.01)；同時，員工是主管 FB 好友者組織公民行為(M=4.56)顯著(F=4.66, p<.05)高於

非主管 FB 好友者(M=4.27)。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說 2-1 及假說 2-2 均獲得實證資料

支持。 

 

四、員工性別對主管 FB 好友與知覺主管支持及組織公民行為關聯性調節 

本研究利用前述的一般線性模型的二因子交互作用分析檢定假說 3-1「男性員工是

主管 FB 好友與知覺主管支持的正向關聯性高於女性員工」及假說 3-2「男性員工是主

管 FB 好友與組織公民行為的正向關聯性高於女性員工」。雖然 FB 好友與性別對知覺主

管支持的交互作用顯著(F=2.70, p<.10)，但是表 3 及圖 1 顯示男性員工是否為主管 FB 好

友的知覺主管支持差異性(M 是 FB 好友=4.43；M 非 FB 好友=4.17)低於女性員工的知覺主管支持

差異性(M 是 FB 好友=4.58；M 非 FB 好友=3.85)，這項分析結果與本研究假說 3-1 的方向相反，

換言之，女性員工更會因為是主管 FB 好友而知覺主管支持，故本研究假說 3-1 未獲得

實證資料支持。此外，FB 好友與性別對組織公民行為的交互作用顯著(F=2.75, p<.10)，
表 3 及圖 2 顯示男性員工是否為主管 FB 好友的組織公民行為差異性(M 是 FB 好友=4.47；M
非 FB 好友=3.96)高於女性員工的知覺主管支持差異性(M 是 FB 好友=4.65；M 非 FB 好友=4.58)，意即

男性員工更會因為是主管 FB 好友而增加組織公民行為表現，故假說 3-2 獲得實證資料

支持。 

表 3 知覺主管支持與組織公民行為的平均數列聯表 

註：+p<.1，* p<.05，**p<.01；N=197。 

 

 員工與主管 FB 好友 
合計 

 否 是 
 Mean S.D Mean S.D Mean S.D 

  知覺主管支持    
性別       
女 3.85 0.10 4.58 0.10 4.22 0.07 
男 4.17 0.15 4.43 0.19 4.30 0.12 

合計 4.01 0.09 4.51 0.11   
  組織公民行為    

性別       
女 4.58 0.10 4.65 0.09 4.61 0.07 
男 3.96 0.14 4.47 0.18 4.22 0.12 

合計 4.27 0.09 4.56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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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FB 好友與性別對知覺主管支持的交互作用示意圖 

 

 

 

 

 

 

 

 

 

圖 2  FB 好友與性別對組織公民行為的交互作用示意圖 

 

 

四、員工性別對知覺主管支持與組織公民行為關聯性的調節效果 

本研究利用階層迴歸分析檢定假說 4「男性員工知覺主管支持與組織公民行為的正

向關聯性高於女性員工」。在控制員工年齡與教育程度的情況下，模式二的性別對組織

公民行為具有負向影響(β=-.24, p<.001)，表示女性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高於男性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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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主管支持對組織公民行為具有正向影響(β=.20, p<.01)，表示員工愈知覺主管支持

則愈會表現組織公民行為；模式三的性別與知覺主管支持對組織公民行為的交互作用顯

著(β=.18, p<.05)，交互作用示意圖如圖 3，分析結果與本研究假說 4 預期的一致，換言

之，男性員工更會因為知覺主管支持而表現更多組織公民行為，故本研究假說 4 獲得實

證資料支持。 

 

表 4  組織公民行為層級迴歸分析結果 

  組織公民行為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控制變項    

年齡 0.05 0.02 0.02 

教育程度 0.14+ 0.15* 0.12+ 

Facebook 好友 0.13+  0.04 0.05 

自變項    

性別  -0.24*** -0.24***

知覺主管支持  0.20** 0.22** 

交互作用    

性別×知覺主管支持   0.18** 

R2 .04 0.12 0.15 

F 2.38+ 5.39*** 5.73*** 

 

 

 

 

 

 

 

 

 

 

 

圖 3  知覺主管支持與性別對組織公民行為的交互作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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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綜合討論 

組織成員的職場互動機制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互動管道，近年來出現的 FB 資訊社

群已逐漸成為組織成員非正式互動的重要管道。主管與部屬除了正式的工作互動外，FB
為重要的非正式情感互動平台。本研究發現，女性員工會與主管發展 FB 互動關係的比

例高於男性員工，或許這跟女性的社會性需求相對較高有關，女性溝通的重要目的在於

情感表達與建立關係，所以可能相對男性會更希望運用 FB 平台與主管發展非正式的互

動關係。此外，人們在 FB 經常會進行自我揭露的資訊分享，尤其是分享自己的照片與

生活心得等個人隱私，或許男性要在 FB 自我揭露的傾向是相對低於女性的，因此女性

員工與主管是 FB 好友的比例高於男性。 
本研究依據男性比女性更重視社會交換的公平敏感性觀點，原本預期男性員工會比

女性員工更會因為與主管是 FB 好友而知覺主管支持，但是資料分析結果意外顯示，女

性員工比男性員工更會因為是主管 FB 好友而知覺主管支持。不過，研究資料顯示男性

員工比女性員工更會因為是主管 FB 好友而表現更多的組織公民行為，以及，男性員工

比女性員工更會因為知覺主管支持而表現更多組織公民行為。如果從性別主效果的資料

分析結果觀察，男性員工與女性員工知覺主管支持是沒有顯著差異的(男性呈現稍微

高)，但女性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顯著高於男性，表示女性員工會因為是主管 FB 好友而

知覺主管支持，但卻未必反映在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但是男性員工雖然組織公民行為

的表現相對低於女性員工，卻會因為自己與主管是 FB 好友而表現更多的組織公民行

為。換言之，男性員工如果知覺主管支持則積極表現組織公民行為，女性則相對沒有這

麼功利性的社會交換。這項研究發現與 Farh, et al.(1997)實證發現男性正義知覺與組織公

民行為的正向關聯性高於女性，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女性的傳統性似乎仍然存在於今

天社會。 

 

二、管理意涵與未來研究建議 

依據領導者成員交換理論(LMX)的觀點而言，組織中的圈內人(in-group)會相對比圈

外人(out-group)獲得更多的信任，並且願意為主管或組織做出更多貢獻。所以理論上，

管理者應該致力於讓每位部屬都認為自己是圈內人。本研究發現員工如果與主管是 FB
的好友則有助於知覺主管支持且表現更多組織公民行為，就管理實務上的意義而言，管

理者如果善用 FB 來建立與部屬的非正式互動平台，會有助於提高部屬知覺主管支持與

表現組織公民行為，故建議管理者可以透過 FB 或者其他社交網路平台(例如 LINE)，縮

短與部屬的距離並建立更親密的非正式互動關係，如此有助於提高員工更積極表現對組

織具有正面意義的角色外行為。此外，研究發現男性比女性更會因為是主管 FB 好友而

表現更多組織公民行為，並且男性也比女性更會因為知覺主管支持而展現更積極的組織

公民行為，然而本研究的資料分析卻發現，男性相對女性與主管建立 FB 好友的比例是

相對較低的，因此，建議管理者可以更積極地針對男性發展社交網路關係，如此有助於

男性部屬知覺自己是圈內人而展現更積極的正面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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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研究利用主管與部屬的對偶問卷，來迴避知覺主管支持與組織公民行為的共

同方法變異(CMV)問題，但是仍然無法排除部屬填答的知覺主管支持與 FB 好友二者關

聯性，受到共同方法變異的混淆。不過，還好員工與主管是否為 FB 好友是屬於事實的

衡量，相信共同方法變異問題應該不至於太嚴重。縱然如此，仍要提醒讀者這項研究限

制。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進一步詢問員工願意與主管為 FB 好友的主要動機，了解員工

與主管進行非正式互動的主要目的，究竟是情感交換的社會性目的或者印象管理的政治

性目的，並分析男性與女性員工與主管發展資訊社群關係的目的是否有差異，或許有助

於釐清本研究發現的背後真實意義。同樣的問題，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從主管的角度進

行探討，了解主管與部屬發展社交網路的主要目的，並分析男性與女性主管的目的是否

有差異。在釐清員工與主管發展資訊社群的目的後，或許未來就可以朝向主管與部屬性

別組成的相關議題探討。最後，本研究探討了員工性別的調節效果，或許主管性別也是

一個可能的調節變項，甚至性別組成也可能是潛在的混淆變項，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進一

步探討四種性別組成或者二種性別組成(同性別組成、異性別組成)的差異性，相信釐清

上述問題，有助於在資訊社群工具蓬勃發展的未來，更了解資訊時代的職場組織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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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大學生，以英文表達請求，是否有不適切的表達，或有

語用轉移的情形。資料蒐集來自於問卷調查與訪談。研究發現有些台灣大學生將

其母語表達的方式，直接使用於英文，造成有語用轉移的情形，其中包括有禮貌

用語、稱謂敬語等。例如：母語習慣用語“借”廁所，直接使用於英文，造成不

適切的語用轉移。此外,有些台灣大學生在表達請求時，傾向於使用外在修飾語，

會先解釋原因。反之，美國大學生通常傾向於先表達請求，再說明原因。其次對

於居上位者的稱謂，台灣大學生也會使用一些敬語，例如稱呼老闆等，反應出受

到母語禮貌用語表達的影響。研究並且發現親疏遠近，地位階層等因素，也會影

響所採用的請求策略。此研究可進一步提供語言教學與教科書設計的參考。 

 

關鍵詞：禮貌用語、外在修飾語、語用轉移、請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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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whether Taiwanese EFL learners transfer their native languag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showing pragmatic transfer.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written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s. Descriptive analysis was used to study the requests used by 
participants based on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learners transfer their first 
language pragmatic patterns, including L1 transfer, supportive moves and address forms. 
Some Taiwanese EFL learners tended to use “borrow your toilet” in the bathroom situation 
reflecting the use of conventional expressions used by the first language. In addition, Some 
Taiwanese participants used external modifications such as reasons before making a request. 
American native speakers tended to make requests and then offered explanations in situations 
such as noise. Moreover, Taiwanese participants tended to use “boss,” and “manager,” to 
show their politeness to the person who is superior to them. Americans were not found to use 
this addressee term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ocial distance, power, and degree of 
imposition between the interlocutors appear to affect the choice of request strategies. This 
study can provide insight into how learners make requests across cultures as well as aid in the 
design of textbooks.  

 
Keywords: conventional politeness; external modifications; pragmatic transfer; request 

strategies 

  



人文社會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五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第 47 頁 
Journal of Chien Hsin University, Vol.35, No.1 (2015) 

                                                                                            

47 

I. Introduction 
 Various cultures may have dissimilar usage rules for speech in social situations. When 
people employ request strategies unlike those of their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their meanings 
may not be conveyed effectively, and misunderstandings may occur because of different 
politeness strategies and social norms. Language must be used appropriately, enabling the 
requester to avoid offending the addressee. Therefore, comparing polite request strategies in 
various situations can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how dissimilar speech communities 
express politeness, and thereby prevent communication breakdowns.  
 Researchers have long recognized that one of the important areas of second language (L2) 
research focuses on exploring linguistic and pragmatic competence (Ellis, 1994) and 
determining how learners use speech acts (Murphy, 1995). The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of 
learners is frequently insufficient, and thus, the learners are unable to use request strategies 
that are appropriate (Ellis, 1992).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that the ability to speak 
grammatically does not ensure the ability to speak appropriately. Thus, developing pragmatic 
competence for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LF) learners is crucial.  
A. Research questions 

1.Do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transfer their first languag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2.How do Taiwanese and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make request in English?  
This study explored whether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transfer aspects of their first 

language (L1) to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how Taiwanese and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make 
requests in English.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Taiwanese EFL learners may transfer aspects of 
their first languag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due to their L1 sociopragmatic knowledge. It was 
then possible to explore their level of awareness of pragmatic patterns in making requests in 
English. It was also possibl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some types of request strategies reflect the 
participant’s perceived native socio-cultural rules. In addition, the study can help provide 
insight into how request strategies are utilized among cultures. 

 

II. Literature Review 
A. Cultural Value 
 Chinese and Americans employ various degrees of directness when requesting and 
refusing (Lii-Shih, 1986). Chinese tend to offer choices that imply vague commitment, a 
speech preference that may produce speech patterns involving indirect strategies that would 
not be used by Americans in similar situations. Shenkar and Ronen (1987) asserted that 
Asians tend to make decisions privately to maintain agreement, whereas Americans prefer to 
decide in public. Brown and Levinson (1987) stated that politeness includes determining 
people’s needs for face, including the need to be accepted (positive face) and to be able to 
minimize the degree of intrusion upon personal territory (negative face). 
 Brown and Levinson (1978) asserted that speech acts such as requests are essentially 
face-threatening. Unlike Americans, who emphasize directness and clarity, Chinese tend to be 
more indirect. Americans frequently prefer directness during social exchanges, and favor 
“getting to the point” or “getting down to business” (Lii-Shih, 1986). Lii-Shih maintained that 
Chinese tend to be polite, whereas Americans tend to be clear. In addition, social distance may 
affect the choice of request strategies. Chinese requesters are inclined to use indirect speech 
when the social distance is far. By contrast, Americans tend to use more direct speech with 
distant address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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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1983) proposed two categories of pragmatic failure, which refers to situations 
in which learners lack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therefore cannot communicate their meaning. 
For example, if a Chinese responds to an American native speaker by saying “it’s over” 
instead of “it’s closed,” the American might think that the business is bankrupt. In 
sociopragmatic failure, learners fail to notice what to say because of dissimilar social norms 
in each culture. For example, in response to a present received from an American, a Chinese 
might say, “you’re welcome,” which is incomprehensible to the American; the Chinese 
speaker failed to use the appropriate response in this situation, because Chinese conventional 
politeness was transferred to the target language. Thus, language learners must understand the 
pragmatic differences among cultures. Transferring native language rules to the target 
language may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s (Thomas, 1983). Negative pragmatic transfer is a 
complex phenomenon that requires further examination (Kasper, 1992). 
 
B. Relevant Studies on Speech Acts 
 Kim (1995) compared the request behaviors of Korean EFL learners to those of native 
Korean speakers and American native speakers, and found that negative transfer occurred 
when learners used external modifiers, differing from native speakers in use of strategy type 
and position; he attributed this phenomenon to sociopragmatic transfer. Lee-Wong (2002) 
explored the request strategies used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and observed that they 
emphasized terms identifying the social status and social distance of the addressee when 
making request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power and social distance ar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request strategy type and causing pattern variations. In addition, she noted that the 
degree of imposition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 stressing that Chinese prefer to employ a 
degree of directness when making requests and use the target language ineffectively. Such 
learners possess insufficient knowledge of pragmalinguistic and sociopragmatic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Yu (1999) studied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Chinese EFL learners, and perceived that 
Taiwanese speakers tended to be more direct in L1 and L2 than did American native speakers 
when making requests. In addition, he noticed that the EFL learner group employed 
conventionally indirect strategies that were similar to those used by native speakers. Moreover, 
Chinese EFL learners used various types of strategies that were not entirely native-like. In 
general, these findings seem to imply that learners have difficulty using proper language 
forms and functions.  
 Jalilifar (2009) investigated Iranian learners of English and Australian native speakers 
when making request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higher proficiency learners overused 
indirect request strategies, and lower proficiency learners misused direct request strategies; 
the native speakers employed various types of strategies. In addition, the Iranian EFL learners 
did not acquire enough socopragmatic knowledge to behave in a socially appropriate manner.  
 Gu (2011) investigated Chinese EFL learners who acquired pragmatic appropriateness 
during online communication by using explicit and implicit request strategi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learners progressed to a certain degree, and suggested the necessity to 
include consciousness-raising activities in class.  

Overall, the aforementioned studies are mainly related to pragmatic transfer.  
These studies also showed that some EFL learners do not have enough sociopragmatic 
knowledge and have problems with using appropriate expressions when making requests. 
These studies implied that they have difficulty obtaining pragmatic knowledge and must 
acquire pragmatic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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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Method 
A.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college students while participating in this study.  American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were taking courses or learning languages at college in Taiwan.  All the 
participants volunteer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The study sample comprised 80 
participants: 40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and 40 American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44 
women and 36 men). The mean age of the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was 20.4 years (SD = 
1.68) and the mean age of the Americans was 22.1 years (SD = 2.53). The mean length of 
time the Taiwanese students had spent learning English was 8 years and 8 months (SD = 2.34), 
and they had spent a mean of 1 year and 2 months studying in the U.S. (SD = 1.53).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evaluate their own oral and written proficiency when they 
filled in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the questionnaire. When evaluating their oral and 
written proficiency, 11 and 14 Taiwanese participants rated their oral and written English 
ability, respectively, as intermediate; two participants rated their oral English ability as 
advanced and two participants rated their writing ability as advanced. Twenty-seven learners 
evaluated their oral proficiency as beginner and 24 learners evaluated their writing 
proficiency as beginner.  

 
B. Procedure   
 Although collecting data in natural situations is beneficial, controlling variables and 
anticipating the incidence of a certain speech act is difficult (Grass & Houck, 1999). Several 
scholars have contended that employing the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is the most effective 
data-collection method (Lee-Wong, 2002), and also specifies appropriate norms (Nelson, 
Garson, Batal, & Barkary, 2002). Some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written responses to 
situations can be similar to the semantic formulas used in oral language. Beebe and 
Cummings (1985) indicated that written responses can be applied to classify semantic 
formulas and study proper sociolinguistic speech acts. For example, they noted that 
participants’ written responses were consistent with responses given during natural situations. 
To avoid numerous limitations, the data in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through natural 
observation, a written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ragmatic 
patterns occurring when making requests in English and explored whether these patterns 
reflecte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rules of the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first group (40 Taiwanese students) 
answered a questionnaire in English, as did the second group (40 American students). Twenty 
participants (10 Taiwanese and 10 American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be interviewed. 
Each interview continued for approximately 30 minutes.  

The questionnaire consists of ten items. Some questions were adapted to the previous 
study and some were developed based on observation occurring in real life situations. As 
Brown and Levinson (1978) sugg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akers, relational power 
and level of face threat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determining the use of politeness strategies. 
Simulated natural situations were employed to formulate items based on variables such as 
social status and social distance. Most of the situations involved people with equal status, 
such as acquaintances in the cases of noises and the kitchen. To determine whether social 
distance affected the choice to be direct when making requests, items 2, 3, 5, and 6 were 
designed based on unequal social distances, including familiar and unfamiliar addressees. 

Most of the situations (Appendix A) included people with equal statuses, such as 
acquaintances and friends (items 5 and 6). One situation (item 4) included a request fro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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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 in a low position (e.g., a subordinate) to someone in a high position (e.g., a manag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terlocutors were described to imply the intended social 
distance. One pilot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ddition, 32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respond to the questions orally. Their responses at a later date were similar to their written 
responses. 

 
C. Data Analysi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transferred their native 
languag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To enhance awareness of how American native speakers 
make requests in contexts, and facilitat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EFL learners, this 
study ascertained whether Taiwanese college EFL learners and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presented requests differently. In addition, this study determined the polite request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two groups.  

The study is qualitative analysis. Descriptive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requests made by the Taiwanese and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The data analysis included 
identifying the frequency of semantic formulas and request strategy types that the participants 
used during conversation. In the data analysis, the different request strategy types, whose 
frequencies were recorded,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a series of semantic formulas.  A 
semantic formula refers to “a word, phrase, or sentence that meets a particular semantic 
criterion or strategy; any one or more of these can be used to perform the act in question” 
(Cohen, 1996, p.265). For example, want statements may include semantic formulas such as 
“I’d like” or “I want.” Frequency of semantic formula is calculated by the total number of a 
given semantic formula used in a given situation which is divided by the total number of 
subjects in each group (see appendix C)    

The coding scheme developed by Blum-Kulka and House (1989) was adopted to analyze 
request strategy types used in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studies. Requests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category, such as conventional indirectness and directness. Conventional 
indirectness is a frequently employed request strategy (Blum-Kulka et al.). For example, in 
the money scenario, the requester asked: “Because I have a problem, Could you lend me 
money?” This was coded as reasons (supportive move: grounder) and query preparatory 
(conventional indirectness).  In another example of exchanging the night shift, the 
participant made a request “Because I have something to do that day, I want to exchange the 
night shift.”  This was coded as “explanation” and want statements.”  Other examples 
include “Please keep quiet.” and “Stop the noise.” These were coded as “downgraders” and 
mood derivable (imperatives).  

 

III. Findings and Discussion 
A. L1 Transfer       
 Research on Chinese EFL learners has suggested that the learners transfer L1 pragmatic 
patterns, including type of strategy and directness. Negative transfer may result in 
nonnative-like characteristics and hinder communication (Hassall, 2003; House & Kasper, 
1987; Kasper, 1992; Kasper & Blum-Kulka, 1993). Regarding L1 transfer, the results of the 
current study indicated that when Taiwanese learners completed the English requestive goals, 
pragmatic transfer of request strategies from their L1 occurred, including want statements, 
forms of address, and request sequence. As Wang (2012) observed, learners’ pragmatic 
transfer may result from L1 interference and lack of sociopragmatic knowledge and exp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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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Other studies have reported similar results relating to transfer of directness strategies and 
lexical and syntactic structures by English learners of Korean (Byon, 2004) and English 
learners of Indonesian (Hassall, 2001, 2003). In the current study, learners tended to rely on 
strategy types they frequently used in their L1, including want statements (“I want”; Table 1) 
in a restaurant scenario (45% TE vs. 13% AE). Similar to the observation by Gu (2011), want 
statements, a strategy frequently used in Chinese, were favored by the participants. Gu 
claimed that various aspects of pragmatics are universal and adults heavily depend on their L1 
and common pragmatics. 

The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tended to use want statements more frequently than did 
native speakers in a restaurant scenario, indicating pragmatic transfer, a transfer from their L1 
syntactic structur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Americans favored “I’d like” (45% AE vs. 15% TE), 
“Can I have” (35% AE vs. 18% TE), or “I’ll have” (18% AE vs. 0% TE) when ordering food. 
Eight interviewees said that Chinese typically say, “I want this one” (wǒ yào zhè ge) when 
ordering food. For example, one Taiwanese participant said, “I want this cake. Please.” (TE: 
S7). By contrast, two American participants said, “Can I hav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AE: S7) and “I’d like a salad” (AE: S7).  
 The overuse of “Can you borrow me money?” by the EFL learners might suggest they 
lack pragmatic competence and were unable to apply pragmalinguistic forms to make a proper 
request. In addition, “Can you borrow me your toilet?” indicated pragmatic transfer by the 
learners (35% TE). One Taiwanese interviewee explained that in Chinese, “Can I borrow your 
toilet?” (kěyǐ gēn nǐ jiè ge cèsuǒ ma?) is a transfer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Americans tended 
to say, “Can I use your bathroom?” Some Taiwanese students transferred aspects of their L1 
to the target language, exhibiting pragmatic transfer, as in the examples, “Can I borrow the 
toilet?” and, “Can you borrow me money?”  
 The Chinese qíng (please) suggests politeness and is used to achieve the effect similar to 
the English model “could” and “would” (Hong, 1999).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used the 
modality marker “please” (Table 2) in the initial position as a mitigating device in a kitchen 
scenario (33% TE vs. 0% AE). Five Taiwanese interviewees said they tended to say “qíng,” 
which was a transfer from conventional Chinese politeness, to be polite. Eight Taiwanese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they used please in requests to express politeness. Americans tended 
to say, “Can you please,” in this situation. For example, the Americans said, “Can you please 
clean the kitchen?” (AE: S9). By contrast, one Taiwanese participant tended to use please in 
the initial position; for example, “Please clean the house” (TE: S9). 
 In addition to the polite expression qíng, honorifics are added as an internal modifier in 
Chinese. Titles such as “Mr.” and “Sir” indicate respect for authority, and were used 
frequently by the EFL learners. Five interviewees explained that Chinese tend to say “boss” 
and “manager” out of deference to a superior. Americans were not observed to use these terms; 
however, Taiwanese participants used these titles for people in higher positions. For example, 
they said, “Boss, I want to take a day off. Can I?” and, “Manager, I would like to take a day 
off.” 
 Supportive moves were used when the degree of imposition increased. Grounders or 
reasons 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supportive move employed during requests. Yu (1999) 
indicated that Chinese EFL learners use external modifications, such as reasons, slightly more 
frequently than do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nd use internal modifiers, such as, “would it be 
ok,” substantially less frequently, a phenomenon that can be attributed to L1 transfer.  In 
Chinese, external modification is a required choice, whereas internal modification is not 
compulsory when making requests; English is the opposite (Faerch & Kasper,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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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participants made requests using a sequence of prerequest supportive moves 
followed by the request. 
 Similar to the findings of Wang (2012), Yu (1999), and Zhang (1995), in this study, the 
EFL learners made requests using supportive moves, such as reasons (Table 3), as 
presequences in the kitchen scenario (35% TE), and the Americans preferred postsequences in 
the noise scenario (33% AE), indicating pragmatic transfer. Two Taiwanese participants 
offered reasons before making requests, as in the following examples: “The kitchen is too 
messy. Can you clean up the kitchen after cooking?” (TE: S8) and, “Because this is so messy, 
[so] you should clean it up” (TE: S8).  By contrast, American native speakers began with a 
request, and then offered explanations in situations such as the noise scenario. For example, 
one American participant said, “I’m sorry (sir/ma’am), would you mind keeping it down a 
little more?” and then provided the reason, “I’m having a hard time sleeping. Thank you” (AE: 
S10). 

Syntactic transfer which is a direct translation from first language to the second language 
including word order also occurred in the written data.  Examples can be found as follows.  
“Although I want help you, but I have thing need to do.” (e.g. Although I want to help you, I 
have something which needs to be done.) “Because I have not money, so I can’t borrow you.” 
(e.g. Because I don’t have any money, I can’t lend any to you.) “Can you change me night 
shift for me?” (e.g. Can you exchange the night shift with me?) 

 
B. Conventional Indirectness  
 Regarding how Taiwanese and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make request, social variables 
may have affected their use of request strategies. Distance, power, and degree of imposition 
contributed to the selection of request strategies. The selection of request strategies depended 
on the range of social distance. Similar to the results reported by Jalilifar (2009), the results 
implied that the most frequently employed request strategies by the Taiwanese and American 
students were query preparatory phrases, including (ability) “can you” and “could you” 
(Tables 4 and 5). When addressing someone unfamiliar, the EFL learners tended to use “could 
you” more frequently than did Americans (28% TE vs. 10% AE) in the scenario pertaining to 
asking for a day off. In the interviews, ten participants said they were taught that using “could” 
is more polite than using “can.” In addition, learners used query preparatory phrases such as 
“would you” (23% TE vs. 8% AE) and “could you” (15% TE vs. 8% AE) with unfamiliar 
addressees more frequently than did Americans in the night shift scenario, possibly because 
the EFL learners practiced these expressions in class more frequently. American participants 
tended to use the formulaic expressions, “Do you know by any chance” or, “Do you happen to 
know” (43% AE vs. 0% TE) (Table 6) when asking directions, whereas the Taiwanese 
students did not. In addition, both groups tended to use the phrase “excuse me” (57% AE vs. 
28% TE) with strangers before making a request when asking direction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learners preferred to use indirect request strategies when the 
social distance was far, as in the scenarios pertaining to borrowing money and the night shift 
(Tables 4 and 5). By contrast, toward familiar addressees, learners tended to speak more 
directly (Table 7), as in the scenario involving borrowing money (0% AE vs. 38% TE). Hong 
(1999) claimed that the more familiar the speaker is with the addressee, the more 
appropriately the speaker will make conventionally direct requests. One Taiwanese participant 
used more direct speech toward familiar addressees, simply stating, “Give me money” (TE: 
S3). By contrast, Americans appeared to use the indirect “can you” more frequently toward 
familiar addressees (53% AE vs. 18% TE) than towards unfamiliar addressees (38% AE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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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TE) in the scenario of borrowing money. Eight American participants explained that if 
they we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addressee, they would use more direct speech.  
 In addition, relative social status affected learner strategy choice. Both groups tended to 
use indirect speech, such as “could you” (10% AE vs. 28% TE), toward people in higher 
positions in the scenario involving asking for a day off. Regarding the power relation between 
interlocutors in both groups, the lower the power of the requester, the more indirect the 
request strategies were. Americans varied their wording using “Would it be possible,” “I was 
wondering if,” and “Is it ok if I” when asking for a day off (28% AE vs. 0%TE) toward a 
superior; for example, “Would it be possible to switch shifts with you on this day?” (AE: S6). 
The Taiwanese students did not employ these types of request strategies. 
 Moreover, when the degree of imposition increased in noise scenario, other types of 
supportive moves, such as disarmers (e.g., “I’m not trying to be an inconvenience to you”), 
were added to the request. The Americans tended to use a disarmer such as “I don’t want to be 
an inconvenience to you” (20% AE vs.0 % TE) to express they had difficulty agreeing with 
the addressee. A few American native speakers mentioned that if the request would cause 
unease because of imposition, they would say, “Sorry, I don’t want to bother you…,” whereas 
the EFL learners did not.  
 The Taiwanese students seemed to be unfamiliar with this type of strategy. They did not 
vary their request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variables in various situations, and 
tended to use request strategies such as “can you” toward unfamiliar superiors when asking 
for a day off (40% TE vs. 20% AE). Kecske (2000) observed that EFL learners differed from 
American native speakers in aspects such as oversimplification. Warga (2005) indicated that 
intermediate L2 learners of French used formulaic expressions less frequently than did native 
speakers and did not use formulaic expressions in certain contexts. The Taiwanese learners 
seemed to overgeneralize stereotypes of the target culture, using this type of request form and 
relying on formulae to communicate in dissimilar situations, whereas native seekers tended to 
employ more diverse types of formulae.  

C. Direct Speech  
 A few participants in both groups occasionally used a command when their rights were 
being challenged, as in the noise scenario (Table 7). The EFL learners used this strategy more 
frequently than did the Americans (13% AE vs. 30%.TE), and were more direct with their 
speech than were Americans, possibly because they felt their rights were violated; thus, more 
direct speech was used, as in the example, “Shut up!” (TE: S9).  
 Regarding language proficiency, Wen (2013) found that advanced Chinese learners 
seemed to be aware of speech act strategies based on social factors in various situations. In 
the current study, a few learners seem unaware of the formulaic expression, “would you,” and 
instead used, “would I,” which was inappropriate; for example, “Would I take a day off?” 
“Would I have an exchange one day with you?” This mistake was possibly attributable to their 
lower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lack of exposur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formal training.  
 The Taiwanese participants did not vary their request strategies as frequently as did the 
American native speakers. The EFL learners relied on their L1 sociopragmatic knowledge 
when speaking to familiar addressees, as in the bathroom scenario. Lower language 
proficiency learners might prefer direct or shorter speech (e.g., “Turn down the noise”). 
Contrary to the findings of Ma (2008), this study found that proficiency seemed to affect 
choice of request strategy. As Wannaruk, (2008) points out that the transfer occurrence is 
affected by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low proficiency learners may directly trans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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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first language from their response. 

D. The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Teaching 
 Failure to make proper requests may be confusing or even offensive to the listener. Thus, 
being aware of how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make requests in various contexts can enable 
EFL learners to engage in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Jalilifar (2009) claimed 
that most Chinese EFL learners are incompetent because they lack formal training. Thus, 
teaching pragmatic knowledge can enable them to develop pragmatic competence. Teachers 
must teach learners various request strategies based on dissimilar factors, including variables 
such as power, social distance, and degree of imposition.  
 Wang (2012) suggested that social contexts afford learners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and learn more native-like linguistic behavior. In addition, teachers must systematically 
impart pragmatic knowledge and improve teaching content to inclu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oliteness and speech act performance. Schmidt (1983) asserted that a consciousness-raising 
approach to teaching pragmatic knowledge can enable learners to focus on areas of 
pragmalinguistics and sociopragmatics. As Ma (2008) indicated, consciousness-raising is 
crucial to improving EFL learners’ pragmatic competence and facilitating use of appropriate 
politeness strategies. Tan and Farashaiya (2012) suggested that using effective teaching 
techniques can broaden learner awareness of formulaic expressions in learning contexts. 
Transferring L1 to the target language occur because EFL learners may believe that speech 
acts are universal in all languages. Thus, being aware of the polite requests used by dissimilar 
speech groups can enable learners to determine pragmatic usage among cultures. 
 

IV. Conclusion 
 The study investigated how Taiwanese and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make requests. 
Similar to Wang's (2012) study, in this study, learners transferred pragmatics from L1 
pragmatic knowledge, employing want statement, the frequent use of honorifics, and 
presequencing of reasons before making requests. In addition, social variables may have 
affected their choice of directness and strategies. The greater the social distance, the more 
polite were the Taiwanese participants; the Americans exhibited the opposite. Moreover, 
toward a perceived superior, both groups tended to use more indirect speech, reflecting 
respect for people of higher status and lessening the imposition of the request.  
 Some Taiwanese participants did not vary their use of request strategies, suggesting that 
they lacked the pragmatic knowledge necessary to make requests according to diverse social 
variables and situations. The study finding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Delen and Tavil (2010), 
who emphasized the lack of request strategy variety used by EFL learners. Several researchers 
(Ellis, 1992; House & Kasper, 1987, 1994; Trosborg, 1995) have suggested that EFL learners 
use less varied syntactic and lexical modifiers, and use them less often than do native speakers. 
Th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observation of Kasper and Schmidt (1996), who proposed 
that sociopragmatic knowledge must be developed by L2 learners if they are to use 
appropriate strategies and linguistic forms in differing social contexts.     
 Learners might experience communication breakdowns caused by transferring L1 
strategy types when making requests with members of the target culture. This study can draw 
attention to the critical cultural dimension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Language teachers 
should emphasize the target language’s cultural norms. In particular, learners should become 
aware of the pragm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native culture and the target culture. A polite 
request in the learner’s culture may not be appropriate or acceptable in the target culture. T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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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ragmatics can facilitate understanding of request strategy use among dissimilar 
cultures. This study can clarify how Taiwanese EFL learners use polite request strategies and 
the problems of pragmatic transfer that hinde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results can 
be a reference for language teaching related to pragmatic knowledge and textbook design. 

Explicit instruction is necessary to make sure that learners do not show impoliteness to 
their interlocutors due to lack of exposur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norms (Cohen, 1996 and 
Tateyama, 2001). Contrasting the two cultures’ use of request strategies would allow them to 
learn that certain types of strategies would be more appropriate in a certain situation. 
Audiovisual media including contextually proper forms can be used in class combined with 
practice situations based on the norms of L2 culture (Wannaruk, 2008). Kasper (1997) points 
out that when learners use a second language, they need to increase pragmatic consciousness 
and sensitivity. Learners should be exposed to language environment, not only grammatical 
forms but also socio-cultural rule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hus, they can develop their 
linguistic and pragmatic competence and help improv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dditional research investigating requests and other factors, such as gender, can further 
shed light on this topic. More research can be conducted to explore other variables and verify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sults. This study was limited to college students; future 
studies can be expanded to include other fields of participants, such as colleagues to gain 
deeper insight into their pragmatic behavior when engaging in various speech 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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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Social distance and social status of request situations 

Situation  Social distance Social status 
1 low equal 
2 high equal 
3 low equal 
4 high high 
5 high equal 
6 low equal 
7 high low 
8 high equal 
9 high equal 
10 high equal 
 
Appendix B.  Questionnaire 
1. You are in your friend’s home. You would like to go to the bathroom, so you ask your 

friend…  
2. You would like to borrow $US 50 from your friend whom you don’t know well. You 

ask... 
3. You would like to borrow $US 50 from your friend whom you know well. You ask…  
4. You work in a trading company. You would like to take a day off. So you ask your 

manager whom you don’t know well…  
5. You work in a chain store 7-11. You would like to work the night shift for one day.  You 

want to talk to a colleague whom you don’t know well and get him to exchange a day 
shift with you. You ask your colleague…  

6. You work in a chain store 7-11. You would like to work the night shift for one day.  So 
you would like to talk to your colleague whom you know well to get him to exchange a 
day shift with you. You ask your colleague…  

7. You go to a restaurant and would like to order food. You talk to the waiter about what 
food you would like to eat. You say to the waiter… 

8. You want to go to a train station and need to ask a stranger for directions. You ask the 
stranger…  

9. A new roommate just moved in. You would like to ask this roommate whom you don’t 
know well to clean up the kitchen after cooking because it is messy. You ask the 
roommate… 

10. Your neighbor makes noise after 12 pm which makes you wake up. You go to ask the 
neighbor whom you don’t know well to stop the noise. You ask the neigh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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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C.  Some request strategy types 

Table 1. Want statements (“I want”) 

 AE TE 

 N % N % 

Bathroom 1 3 4 10 

Money(+) 0 0 2 5 

Money(-- ) 0 0 1 3 

Day off 1 3 13 33 

Night shift(+) 0 0 3 8 

Night shift(--) 0 0 10 25 

Restaurant 5 13 18 45 

Direction 0 0 1 3 

Kitchen 0 0 2 5 

Noise 0 0 0 0 
 Note: Total N: AE=40. TE=40.  AE: American English speakers, TE: Taiwanese  
speakers of English,  Percentages were computed by dividing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each group responding to the situation by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in that group 

 

 

Table 2. Downgraders (“Please”) 

 AE (the initial position) TE (the initial position) 
 N % N % 
Bathroom 0 0 1 3 
Money(+) 0 0 0 0 
Money(--) 0 0 3 8 
Day off 0 0 2 5 
Night shift(+) 0 0 1 3 
Night shift(--) 0 0 6 15 
Restaurant 0 0 0 0 
Direction 0 0 2 5 
Kitchen 0 0 13 33 
Noise 0 0 7 18 
Total N: AE = 40, TE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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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Grounders or Reasons 

 AE (request+ reason) TE (reason + request) 
 N % N % 
Bathroom 0 0 2 5 
Money(+) 11 28 9 23 
Money(--) 7 18 12 30 
Day off 12 30 13 33 
Night shift(+) 13 33 7 18 
Night shift (--) 12 30 13 33 
Restaurant 0 15 4 10 
Direction 4 10 8 20 
Kitchen 3 8 14 35 
Noise               13 33 5 13 
Total N: AE = 40, TE = 40. 

Table 4. Query preparatory (“Can you”) 

 AE TE 
 N % N % 
Bathroom 13 33 14 35 
Money(+) 15 38 25 63 
Money(--) 21 53 7 18 
Day off 8 20 16 40 
Night shift(+) 16 40 18 45 
Night shift(--) 21 53 14 35 
Restaurant 14 35 7 18 
Direction 11 28 8 20 
Kitchen 12 30 10 25 
Noise 16 40 20 50 
Total N: AE = 40. TE = 40.  

Table 5. (“Could you) 

 AE TE 
 N % N % 
Bathroom 1 3 2 5 
Money( +) 2 5 8 20 
Money(－) 4 10 5 13 
Day off 4 10 11 28 
Night shift(+ ) 3 8 6 15 
Night shift(－) 5 13 1 3 
Restaurant 0 0 0 0 
Direction 4 10 9 23 
Kitchen 4 10 6 15 
Noise 7 18 2 5 
Total N: AE = 40, TE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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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Do you know by any chance”) 

 AE TE 

 N % N % 
Bathroom 0 0 0 0 
Money(+) 0 0 0 0 
Money(--) 0 0 0 0 
Day off 0 0 0 0 
Night shift(+) 0 0 0 0 
Night shift(--) 0 0 0 0 
Restaurant 1 3 1 3 
Direction 17 43 0 0 
Kitchen 0 0 0 0 
Noise 0 0 0 0 
Total N: AE = 40, TE = 40. 

Table 7. Mood derivable (imperatives) 

 AE TE 
 N % N % 
Bathroom 0 0 0 0 
Money(+) 0 0 2 5 
Money(--) 0 0 15 38 
Day off 0 0 0 0 
Night shift(+) 0 0 1 3 
Night shift(--) 0 0 2 5 
Restaurant 0 0 0 0 
Direction 0 0 0 0 
Kitchen 1 2 2 5 
Noise 5 13 12 30 
Total N: AE = 40, TE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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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礽舐犢之愛背後蘊藏的深刻期許（1675-1708） 
Emperor Kangxi’s Deep Expectations of the Deposed Crown Prince  
yūn ceng Revealed from his Father Love for him in his Early Years 

(1675-1708)-- from a Manchu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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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1675），康熙帝二十二歲時，冊立年甫兩歲、嫡

出的皇二子允礽為皇太子，這是清史上頭一次皇帝生前立嗣，也是僅有的一次。

允礽，這位對清朝政治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政治人物，為後人所熟知的是其「不

法祖德、暴戾淫亂」被康熙帝兩廢的罪名。連帶地他也因此，被描述為是個「文

才武略，一無可取」的廢物，允礽真是如此庸劣、不受康熙帝疼愛嗎？若不以人

廢言，從允礽人生路上的追求與幻滅行為軌跡中瞭解，《清史稿》記載「通滿、

漢文字，嫻騎射，從上行幸，賡詠斐然」，顯示了他聰穎受教。康熙三十五年，

御駕親征噶爾丹，允礽曾署理政事，《聖祖實錄》記載他「居守京師，處理政務

井然有序，舉朝大臣皆稱其善。」這些文字雖不無溢美之詞，但多少反映了允礽

頗有幹才的一些真實性。事實上在允礽第一次被廢前，長達三十三年的皇太子生

涯裡，根據《康熙起居注》記載，不論是記述的篇幅，還是記述康熙帝與允礽的

互動生活實感，文字中流露出的全是體現康熙帝對允礽深厚感情的依戀與期望，

幾乎允礽每一次生命中的蛻變都深印康熙帝內心。本文希冀透過儒家父子親情本

位的觀點，聚焦康熙帝與允礽倆人早年間在部份滿文奏摺上的往來互動主軸中的

文化軌跡、親情綿延及背負民族未來願景中的深意，剖析他們父子在傳承儒家「親

親」、「尊尊」等級秩序規範下，所傳達出帶動滿族社會向上力量中的使命傳承與

建構滿族精神價值觀的意涵實踐。 

 
關鍵詞：康熙帝、允礽、滿文奏摺、滿族精神價值、康熙起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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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ecember 13, 1675 (the 14th year of Kangxi) when Emperor Kangxi was twenty two, 
he officially appointed yūn ceng (the second son born of the queen) as crown princ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nd also the only one in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emperor appointed 
the candidate inheriting the throne before his death.yūn ceng is a politician hav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who is known to the 
posterity because of his title of crown prince revoked twice by Emperor Kangxi by reason of 
his violation of the rules established by Qing’s ancestors, violent and promiscuous. In addition, 
he was also described as a figure completely useless no matter in polite letters or in martial 
arts. Was yūn ceng really so mediocre and unruly that Emperor Kangxi did not love 
him?Actually, we can find out some clues to prove that yūn ceng is clever, bright and glad to 
accept advice from his behavioral trajectories of pursuit and disillusionment in his lifetime 
and the text of the Draft History of Qing (清史稿) describing that he was proficient in Manchu 

and H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pt at riding and Shooting as well as brilliant in ruling a 
nation”. In the 35th year of Kangxi, when Emperor Kangxi planned to personally lead a 
punitive expedition to Galdan (噶爾丹), he had asked yūn ceng to stay in the capital for 

handling political affairs. However, his capability of ruling the nation was praised by most 
courtiers that time. This passage of history has been specified in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Qing Kangxi (聖祖實錄). Though the said words may be more flatteries than the truth, they 

more or less reflect the authenticity of yūn ceng being a capable person. In describ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Emperor Kangxi and yūn ceng in daily life over a long span of thirty 
three years before yūn ceng was deposed by Emperor Kangxi first time, the full text of 
Kangxi Qijuzhu (康熙起居注) has reflected Emperor Kangxi’s strong attachment and deep 

expectations of yūn ceng , which causes yūn ceng’s life transformations all were deeply 
imprinted in Emperor Kangxi’s mind.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analyze that the heritage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eror Kangxi and his son yūn ceng following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concerning “Loving family members” and “Respecting ancestors” may 
create a force driving the Manchu society to progress upward and 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the practice of the spiritual values of the Manchu through the interactions of the Manchu 
memorials delivered to and fro between Experor Kangxi and yūn ceng in Kangxi’s early years 
as well as its extended cultural trajectories, family stretches and profound meaning of carrying 
national vision for the future from a Confucian family based perspective. 
 

Keywords：Emperor Kangxi, yūn ceng, Manchu memorials, The spiritual values of the 

Manchu, Kangxi Qiju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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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一個王朝，兩百六十八年的國運，在華夏源遠流長的五千

年歷史中，所佔時間並不長，但卻開創出華夏文明史上少見，令百姓安居樂業的「康、

雍、乾」盛世。 

    康熙帝（                     ，elhe taifin hūwangdi ）（1654-1722），是清朝的

第四位皇帝，也是滿人進關後的第二位皇帝。他是中國歷史上的明君聖主之一，蒙古人

稱他為（                  ，Amuhūlang han）
1
，意為太平的皇帝。 

    康熙帝一生，據《清史稿‧后妃傳》記載，共有三十二位計名的妃子，其中被冊封

為皇后的僅三人，依先後順序，三位皇后分別是孝誠仁皇后赫舍里氏（1653—1674），

她是輔政大臣索尼孫女，長康熙帝一歲，皇太子允礽之母；康熙四年（1665）五月二十

二日，十一歲的康熙帝，在孝莊太皇太后懿旨下，與赫舍里氏結婚，赫舍里氏賢良淑德，

稍稍年長於康熙帝卻成熟得多，或許她既是一個年少的皇后，又充當了姐姐的角色，康

熙帝對她一直懷有不尋常的感情。
2
她輔助康熙帝治內，深受孝莊太皇太后喜愛，享年二

十二歲。 

    第二位是孝昭仁皇后鈕祜祿氏（1653-1678），第三位是孝懿仁皇后佟佳氏（?-1689）。

這三位皇后與康熙帝琴瑟和鳴，在生活上先後帶給康熙帝很多快樂。 

  康 熙 六 年 ， 十 三 歲 的 康 熙 帝 初 為 人 父 ， 其 榮 妃 為 他 生 下 第 一 個 兒 子 承 瑞  

〈           ，，ceng šui〉，承瑞活了三年，就離開人間。 

  康熙八年（1669），赫舍里氏為康熙帝生下第一個嫡長子承祜〈             ，ceng 
hū〉，承祜命好壽不長，來不及長大成人，就赴黃泉道。隨後惠妃和榮妃兩人，也分別

為 康 熙 帝 再 添 皇 子 ， 名 字 分 別 是 承 慶 （          ， ceng king ） 和 賽 音 察 渾

（            ，saincahūn），但是這倆位小皇子，同樣在小小年紀就相繼揮別人世。） 

    康熙十一年（1672），惠妃生下康熙帝第一個庶長子允禔（         ，Yūn  jy），

禔「jy 」，滿文音讀「支」。
3
兩年後皇后赫舍里氏為康熙帝生下嫡長子保成，隨即她因

難產逝於坤甯宮。康熙帝為皇后赫舍里氏難產而死難過，輟朝五日。嬰兒則托保嬰之神

（                   ，forifodo omosi mama）的鴻福，幸運的保成存活下來，他就是

後來被冊封為皇太子的允礽（     ，Yūn  ceng）。「礽」，廣韻音「仍」，滿文奏摺

讀如「in ceng」，實錄避雍正帝御名諱作「yūn  ceng 」，「ceng」，音成，不讀礽。
4
 失

去慈母赫舍里氏的陰影，絲毫沒有影響允礽孩提生活上的幸福。 

    康熙十四年（1675）十二月十三日，康熙帝二十二歲時，為了國家長治久安，為了

感懷逝去的孝誠仁皇后，他打破滿俗舊制，冊立年甫兩歲、尚在繈褓中的嫡出皇二子允

礽為皇太子，這是清朝歷史上頭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由此可見，允礽在康熙帝心中

的份量。 

    立皇太子詔書全文為： 

   『自古帝王繼天立極，撫御寰區，必建立元儲，懋隆國本，以綿宗社無疆之休。朕

                                                 
1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頁 50。Amuhūlang han 是蒙古語，與滿文 elhe taifin 意同。 
2 吳秀良著，張震久譯，《康熙朝儲位鬥爭記實》，頁 21。 
3 莊吉發，〈清文國語─ 滿文史料與雍正朝的歷史研究〉，《清史論集（二十）》，頁 123。 
4 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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纘膺鴻緒，夙夜兢兢，仰惟祖宗謨烈昭垂，付託至重，承祧衍慶，端在元良。 

嫡子胤礽，日表英奇，天資粹美。茲恪遵太皇太后、皇太后慈命，載稽典禮，俯順輿情。

謹告天地、宗廟、社稷。於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授胤礽以冊寶，立為皇太子，正

位東宮，以重萬年之統，以繫四海之心。』
5
同時復詹事府，作為東宮僚屬，升內閣侍讀

學士孔郭岱、翰林院侍讀學士陳廷敬、並為詹事府詹事，遣官告祭天地太廟社稷，頒詔

中外，儀式莊嚴而隆重。 

    康熙帝之所以在此時立二歲的允礽為皇太子，總結有二個因素：其一是康熙帝即位

以來，他的統治思想與施政內容受到漢文化影響，立嫡長子為皇太子，正是康熙帝以崇

儒重道為治國方針的具體落實；其二，此時正值三藩之役期間，立皇太子可藉此展現統

治者對戰事的樂觀態度，達到團結漢族士大夫，安定人心的戰略目的。
6
 除了上述因素

之外，康熙帝立太子也是一種孝行，如建儲敕令所述，立允礽為太子係“恪遵懿旨”
7
 

 

貳、少年時期德才兼備的儲君教育 
    自夏代「啟」開始家天下的局面以來，天子之位從禪讓制變成世襲制，後來確立了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嫡長子繼承制。因此開國帝王對儲君的培

養，一直受到歷代王朝的特別重視，“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的觀念更是深入人心。
8
   

    康熙帝熟讀儒家典籍，對未來準備接班的儲君教育有獨到見解；允礽身為太子，自

幼不僅有乳母、針線上人、燈火上人、哈哈珠子等專人服侍照顧飲食、起居等，吃、穿、

住、行的各種生活上特殊待遇；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在參與朝廷禮貴尊尊的各種官式朝

儀活動記載上，允礽班序、位次也較其他皇子們更受到皇父重視，而頻繁的出現於官方

奏摺及行政文書之中。 

    得到皇父從家、國歷史不同角度，雙向發展出儒家規範性價值取向教育的允礽，身

份上具備了萬人稱羨的優質條件，在聰明才智上也稟賦過人。從確立他太子身份起，康

熙帝親自耐心教導他識字讀書，言傳身教啟蒙他儒家聖賢之四書五經，期望他開物成

務，在「聖王之政」的德行、學識上出類拔萃，待日後接棒治國之用。
9
允礽勤奮好學不

負「重」望，讓康熙帝對他的上進表現深感滿意，這些高要求為他後來的成長奠定了人

格基礎。  
    康熙十七年（1678）十一月，不明的原因，允礽患了一種名叫痘瘡，會致人於命的

疾病，這種病發在全身，像豆子大小的膿皰病毒，具高度傳染性；在明末八旗兵進關時，

曾經肆虐過八旗兵，造成八旗兵丁大量的死亡。因此允礽出痘，宮中大為緊張，康熙帝

瞭解此病涉及太子生命存亡的嚴重性，因此儘管國事繁忙，日理萬機之餘，除派御醫全

力為他悉心醫治，還親自處在醫療照護允礽的生活場域中，承擔起作父親的責任，陪伴

                                                 
5《清聖祖實錄》，卷 58，頁 758。 
6 楊珍，《清朝皇位繼承制度》，頁 141-147。 
7《清聖祖實錄》，卷 58，頁 13。轉引自吳秀良著，張震久譯，《康熙朝儲位鬥爭記實》，頁 27。 
8 趙錫成，2013，〈明代儲君養成制度探析〉，《魅力中國》，期 5，頁 45-46。 
9 康熙帝諭諸皇子及領侍衛內大臣、滿洲大學士尚書、侍郎、學士等：「允礽乃皇后所生。朕煦嫗愛惜、

親加訓諭。告以祖宗典型。守成當若何。用兵當若何。又教之以經史。凡往古成敗、人心向背、事事精

詳指示。」，《康熙朝實錄》，卷 233，康熙 47 年 9 月庚寅。 



人文社會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五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第 67 頁 
Journal of Chien Hsin University, Vol.35, No.1 (2015) 

                                                                                            

67 

照應允礽，做他精神支柱。  
    允礽出痘之時，正巧碰上清朝入關後，首次面臨前所未見的統治中國危機，蔓延十

省的三藩之亂戰火越勦越烈。建國「大周」，建元「昭武」的三藩之亂首惡吳三桂，雖

已因患重病於八月十七日在湖南衡州去世，但「大周」國百官諸將夏國相、馬寶等人擁

吳三桂之孫吳世璠繼帝位，繼續與清軍在戰場上作殊死鬥；另外據臺澎奉明正朔的鄭

經，也伺機高舉反清旗幟，跨海出兵騷擾福建沿海，兵燹大清半璧江山的難分勝負膠著

戰局，不但令康熙帝焦慮憂煩，也造成人心惶惶國家社會動盪不安。 
   康熙帝一邊忙著運籌帷幄勦敵，一邊分心操勞出痘的允礽病情，舉措顯示了他對太

子的重視與關懷。兩個禮拜後允礽度過危險期，痊癒後，康熙帝卸下身心功能上所承擔

的劇烈羈絆，遣官感謝上天庇佑，同時下詔向天下臣民宣示皇太子痊癒之喜訊。10諭曰：

「自古帝王紹隆景祚，首重國本。既建元儲，毓德於青宮。尤喜沖齡，茂膺夫嘉祉。推

恩寰宇，用洽輿情，甚盛典也。茲皇太子出痘，仰荷天地、祖宗眷佑，已經痊癒，朕心

欣悅，率土同歡。遣斯純嘏之祥，宜有鴻恩之沛。應行事宜。」並嘉獎悉心醫治允礽之

太醫院官員們出色的醫術。 
    康熙帝對皇太子的重視，不全是言傳身教，在選太子師上也有與眾不同的獨到見

解，他認為跟品行端正有深厚儒家知識的人學習，他們的種種處事態度能在潛移默化

中，影響允礽內心有德、處事以德的高尚品格修養。 
    康熙十八年，允礽六歲時，康熙帝令大學士張英和李光地為皇太子師，又命大學士

熊賜履授以性理諸書。11同時指定暢春園「無逸齋」為允礽書房，寓意皇太子讀書要勤

奮努力，不能有一日暇逸；12他常常抽空去「無逸齋」，例行性的隨機檢視允礽讀書情形，

詢問皇太子師，允礽是否將書讀熟，讀熟能否背誦等等，並細看皇太子之楷書。13康熙

帝曾當眾講明自己一天中有兩件要事，一是問太皇太后安，另一件即是過問皇太子的學

業情況。14康熙帝透過接觸的近距離觀察允礽，表達其對允礽勤勉勵學的督促鼓勵之用

心。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15皇子們的教育與普通學院教育的最大區別，在於皇子們的

教育是為了培養未來的君王或輔政大臣，他們不論是做為未來的君王或輔政的大臣，都

要學習治國之道和領導統御謀略，他們學習的不僅僅只是來自於現實面的政治接觸，更

需要從歷代留下來的經典中借鑒歷史，吸取從政經驗。康熙帝擔心允礽長於深宮之內，

所以要他讀經史，拓廣治國安邦的思想深度，瞭解從古至今，歷代各國存和亡的互相因

果關連，為鞏固清室基業奠定基礎。 
    在康熙帝和皇太子師們的嚴格教誨下，善解人意的允礽學習態度非常認真，在其人

格形成時期，他惕厲自我修養己德，待人接物不恃貴縱恣，在這種積極性格衍化出的堅

強意志與前進動力的聯合驅使下，他的潛能完全發揮，學習成果完全符合康熙帝要求做

為一個皇太子該有的文武雙全標準。允礽謹守「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教養價值觀構

                                                 
10 198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頁 389-392。 
11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1991。卷 227(諸王六) ，頁 7823。 
12 陳捷先，《康熙寫真》，頁 52。 
1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冊 2，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641-1644。 
14 愛新覺羅‧胤礽，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view/99785.htm。 
15《孟子‧離婁章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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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出的質樸形象。讓朝中官員對康熙帝善於從歷史長河中，擷取睿智的言傳身教學習之

道的聖明，齊聲頌揚。 
   「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16，在孝德

倫理的根基上，中國廣土眾民，各地人們對後事的處理方式，因時代、信仰、民情差異

而有所不同。康熙帝精研儒學，思想觀念與漢人接近，治國重視自身以德教化；康熙十

九年五月初三日為仁孝皇后赫舍里氏逝世六周年祭日，康熙帝命允礽往祭其母，希望他

按儒家之禮祭祀，表達對其母在心靈上的傳承追思，展現以孝教化天下的義理表率。 
   《康熙起居注》記載，康熙二十年（1681）二月十五日，定遠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

率軍與征南大將軍賴塔率廣西大軍會合，兩路分進衝破大周軍阻擊，取得決定性戰略勝

利。捷報傳京，康熙帝覽奏，想到三藩之亂指日可平，日後國家重歸一統，千萬疾苦百

姓可以安居樂業，出征的兵丁們可以解甲歸鄉屯田。擊敗「大周」軍的多重意義，讓他

高興之餘，親自在親王、大臣等面前宣讀漢文捷報，命皇太子宣讀滿文捷報，「皇太子

年甫八歲，宣讀之聲極其清朗。」17  
    父子齊聚朝廷殿堂，雙聲帶的大聲向滿漢文武百官、天下子民宣佈戰爭的勝利，康

熙帝向臣子們展示的是他們父子君臣分享驕傲事情的溫馨一面，情形顯示他除了為允礽

營造政治表演的舞臺，還做出樹立皇太子威信的政治宣示；命允礽用滿語宣讀捷報的深

層隱喻政治意義，就是公開向包括由譜系、歷史、語言、以及文化等各種身份脈絡建構

出傳統等級秩序的滿臣群體，做政治生命共同體的重大宣示，昭示日後帝業交給允礽，

滿臣群體應明白奴才的本份，忠心負起做奴才的責任。因為康熙帝雖然漢化很深，但其

心中，滿人是自己人忠誠可靠，值得信任託負，在朝廷內，佔據了最多的高級職位，享

有比漢人更大的權力；漢官是外人，這種與身俱來的身份框架認同，雖因統治策略的現

實不能強調，但滿漢間的畛域之分，康熙帝還是有意識地把持自我，理解維持滿洲人獨

特身份的重要性。因此針對朝廷滿、漢大臣共處的官場，他從大局著手，藉由滿漢語的

捷報宣讀，做出延伸自己意志的政治宣示，希望允礽能像自己當年登上皇位時一樣，首

先就有滿族大臣忠實的支持。對於皇帝出於歷史使命下的佈局謀略，深得弦外之音的滿

族大臣惟命是從，康熙帝能從這些細微小事上想著允礽未來的謀政之心，可以窺出他對

身為允礽父的喜悅與對他寄予厚望的用心。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允礽沒有隨行，行抵江寧駐蹕，收到允礽的請

安摺，得知他已讀完四書，康熙帝欣然賦詩道：「先聖有庭訓，所聞在詩禮，雖然國與

家，為學無二理，昨者來江東，相距三千里，迢遙薊北雲，念之不能已，凌晨發郵筒，

開緘字滿紙，語語皆天真，讀書畢四子，齠〈髫〉年識進修，茲意良足喜，還宜日就將，

無令有間止，大禹惜寸陰，今當重分晷，披卷慕古人，即事探奧旨，久久悅汝心，自得

芻豢美。」18「詩」是中華民族最鮮明的文化特色之一，從心有所之，必形於言的「詩

言情」表達思想情感的功能觀之，康熙帝賦詩提到「披卷慕古人，即事探奧旨」，内心

想法說出的是一種對允礽在學習上既自豪又鼓勵的充滿愛與厚望的諄諄教誨，顯然，他

對允礽的學習進度很滿意。 
    從一本由曾任嘉慶朝禮部和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銜的鐵保（1752-1824）奉旨編

                                                 
16《孝經注疏》正文，卷二，士章第五。 
17《康熙起居注》，冊 2，頁 779。 
18 [清] 清聖祖，《清聖祖御製文集．初集》，卷40，8b-9a，〈江寧駐蹕皇太子啟至請安兼報讀完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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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由嘉慶帝賜名為《熙朝雅頌集》的詩作總集，19所收錄之允礽的二十四首詩來論允

礽學問修養，允礽受的教育應該是全方位，他不但多才多藝，還很博學，以他在瞻仰盛

京宮闕時，寫的詩「瞻仰盛京宮闕念祖宗創業艱難恭賦── 
祇命趨遼海，崔巍仰舊宮。莊嚴天氣肅，盤踞地圖雄。念昔開王業，乘時奏武功。  
師征方自葛，城淢又遷豐。一劍風塵際，三陲指顧中。神威宣率土，求莫協蒼穹。  
式廓彌增壯，維垣遂克崇。八門連閫域，雙闕拄高空。曳珮千官入，輸琛百國同。  
兵農旋定制，禮樂漸移風。爰及純熙介，逾看景歷融。中原欣定鼎，故里抱遺弓。  
陶複追家室，舂陵望鬱葱。星辰咸拱北，王氣本從東。幸是餘休渥，還令後裔蒙。  
聖慈垂闓澤，敕遣諭微躬。遠歷關山峻，來親祀典隆。丕基勞櫛沐，奕葉荷帡幪。  

松檟靈祇護，枌榆社飲通。有懷長不寐，明發惕淵衷。」來看其志向，詩中緬懷祖先創

業艱難，所刻畫出對祖先垂留後代之辛苦用心，後人當有勤奮守住祖宗江山壯志之思維

的詩學思想、價值和意義看，此立足於故鄉土地上，帶有濃厚家族傳承意識創作的詩，

作品意蘊不凡，也足以證明允礽無愧於康熙帝對他人品才能的稱讚。20 
    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文華殿重修竣工，經筵之禮後，21允礽奉旨在滿漢眾經筵講

官面前，以純真孩子視角，朗聲闡發所習儒家四書五經的心得，聲韻鏗鏘有力論述切題

得體，表現超過同齡兒童的成熟平穩，皇家教育薰陶下長大的自信，符合康熙帝寄予其

突顯作為皇儲的形象，深得大臣們讚譽。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九至十三日間，達哈塔、湯斌、耿介、起居注官侍候皇太子於

無逸齋讀書，《起居注冊》中紀錄了這五日內，皇太子學習的具體內容，頗值得細察。

這五天具體的學習內容與步驟，節錄如下表： 

 

 

 

 

                                                 
19《熙朝雅頌集》全書共 134 卷，收入了從清初至嘉慶朝的 534 位滿洲八旗、漢軍八旗、蒙古八旗詩人，

全部 6000 餘首的詩的詩作總集來看。 
20 允礽的 24 首詩分別為「入山左境，見流移歸複，宿麥被壟，喜而有作」、「塞垣對月」、「恭和御制

見龍行」、「上苑觀燈」、「塔山」、「過開山廟」、「黃河」、「淵鍾齋觀魚」、「太液新柳」、

「陪駕幸五臺山」、「金蓮花」、「恭侍聖駕閱視河堤」、「湖心亭」、「玉蘭」、「牆燈」、「賦

得青歸柳色新」、「吳中農家多藪菜春深黃花偏野偶賦」、「竹花」、「慶雨」、「菩薩頂疊月」、

「榴花」、「飛來峰」、「瞻仰盛京宮闕念祖宗創業艱難恭賦」、「讀性理有感」。鐵保輯，1992，

《熙朝雅頌集》。 
21「經筵」是古代帝王為研習經史而設置的御前講席，帝王的品德關係著天下的安危，因為所有行政的運

作、人才選拔等最後的決定權全繫於帝王一身，因此由儒臣向帝王講授經史，用意在於從儒家經典中

給予帝王一定的規諫及行事的準則，以限制君權無限的擴張。清之時，將經筵分為大經筵與小經筵；

大經筵是每月進講，小經筵是每日進講，因此小經筵又稱日講。簡承禾，《康熙「日講書經解義》研

究》，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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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皇太子無逸齋讀書日程表 

 六月初九日 六月初十日 六月十一日 六月十二日日 六月十三日 

溫 

故 

知 

新 

 

朗誦《禮記》數節、
經義一篇……斌即
至案前跪，皇太子 

以書付斌，斌捧 

接，皇太子背誦不
遺一字，斌以硃筆
點定新書讀一過，
退至原立處。 

 

朗誦《禮記》數 

節、經義一篇， 

令湯斌近案前，斌
跪，皇太子以書付
斌，斌捧接，皇太
子背誦不遺一字，
復讀新書。 

 

 

巳時……皇太子朗
誦《禮記》數節、
經義一篇，湯斌乃
捧書跪聽皇太子背
誦。皇太子復讀新
書。 

 

 

 

朗誦《禮記》數節、
經義一篇各數遍。
命湯斌執書背誦…
湯斌啟曰：「新上
《禮記》或逐篇挨
讀，仰摘取誦讀？」
皇太子曰：「檀弓
亦逐篇盡讀，無所
避忌。」湯斌遂以
硃筆點定新讀 

《禮記》數節及經
義一篇，進呈皇太
子。 

朗誦《禮記》數 

節、制義一篇各 

數遍，背誦訖， 

湯斌前跪，進本 

日所讀書，用硃 

筆點訖。 

 

 

 

皇 

帝 

視 

察 

上出御無逸齋，問
湯斌等曰：「皇太
子背書能熟否？」
斌奏曰：「甚為純 

熟。」皇太子侍 

立榻傍，捧進所讀
書於上前，即背立
誦所讀書，不遺一
字如初。 

皇太子寫楷書 

一紙，約數百字。
辰時，皇上駕至，
皇太子率諸臣至堦
下恭迎，上至齋中
升座，顧起居注官
曰：「爾等觀皇 

太子讀書何
如？」……隨取 

皇太子楷書細觀。

 

 

 

 

 

 

寫 

滿 

、 

漢 

字 

時盛夏初伏，溽暑
炎蒸，皇太子凝神
端穆，冠服嚴整，
儀度從容，伏案作
書，持筆甚敬，而
湯斌、耿介常常昏 

倦， 幾至顛僕……
書完，以所書漢文
數百字、清文一
章，令諸臣觀。 

日已正中，甚 

暑，皇太子不揮 

扇，不解衣冠， 

端坐無惰容，而 

達哈塔、湯斌、 

耿介不能支持，斜
立昏盹而已。皇太
子隨又寫清書一紙
畢，令達哈塔近前
校對。 

皇太子寫楷書 

千字文一紙，令湯
斌觀之，隨付伊
圖、高裔同視。……
皇太子復寫清書一
紙，付伊圖等視
之。 

 

巳時，皇太子倣帖
書漢字一篇，臨池
正容端坐，連書數
百餘字，一筆不
茍，付湯斌看，皇
太子又書滿字一
幅，令達哈塔看。
達哈塔啟曰：「書
法較前秀美，書法
秀美，皆精熟之故
耳。」 

巳時，皇太子作 

書。書完，以所 

書漢文示湯斌 

等……又以清 

字一章命觀。 

 

朗 

誦 

一 

百 

二 

十 

遍 

命諸臣坐，諸臣叩
頭就坐，皇太子朗
誦《禮記》數節，
計百有二十遍，顧
湯斌曰：「《禮記》
已讀過百二十遍
矣，今所讀經義係
溫舊書，應讀幾
何？」斌啟曰：「請
照常。」皇太子復
讀經義如數。 

又溫誦《禮記》 
數節、經義一篇，
各一百二十遍。 
 

讀《禮記》八遍即
背，凡背三次，雖
至熟，必以一百二
十遍為度，經義亦
如之。 
 
 

將新讀《禮記》及
經義復朗讀數遍，
即付湯斌執書背
誦，又每篇反覆一
百二十遍，時當盛
暑，自朝至暮，皇
太子端坐朗誦，極
其恭謹，毫無惰
容，左右諸臣莫不
肅然。 
 

皇太子讀《禮 
記》， 讀未數 
遍，即能背誦， 
諸臣皆歎服，又 
讀完一百二十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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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 

箭 

侍衛張侯苑中，皇
太子出門外堦下
立，左右奉弓矢，
皇太子御射三回，
中者甚多。 

命皇太子、皇長 
子同射，皇太子 
中三箭，皇長子 
中二箭。 

皇太子射箭，矢十
發，凡八中的。 
 

晚刻，出無逸齋
前，習射三次，射
法精妙，發多中
的。 
 

溫讀制義畢，皇 
太子從容下 
堦，引弓矢而 
射，諸臣環觀， 
連中九矢。 

試 

講 

皇太子謂斌曰：「爾
可於書中隨意拈
出，予為講說。」
斌指《大學》湯之
盤銘曰一節及《中
庸》回之為人也一
章、修身則道立一
節……斌復指舜其
大知也與一章，皇
太子亦為講說，斌
啟曰：「何謂兩
端？」時已薄暮，
皇太子復令斌指
書，斌啟曰：「天
道暑熱，皇太子用
功太多，請休息。」
皇太子從之。 

 皇太子復坐無 
逸齋，授湯斌四書
一部，曰：「汝檢
出難者，予為講
解。」湯斌遂 
檢出樊遲問知 
一章、康誥曰克明
德一章、仲尼祖述
堯舜一章、惟天下
至聖一節、其為氣
也二節。皇太子講
解，聲韻頓挫鏗
鏘，詞不繁而精義
奧旨無不畢露。 

皇太子曰：「聖人
二字予何敢當？予
若不親講，則皇父
問及， 何以奏
對？」湯斌乃就榻
前摘出《中庸》內
知斯三者一節、《論
語》內知者樂水一
章、又舜有天下選
於眾一節、又《孟
子》內分人以財謂
之惠一節，皇太子
開卷即講，毫不思
索，言簡意賅。 
 

皇太子命湯斌 
曰：「爾可展 
書，拈出某章， 
以便予講解。」 
斌辭不敢，皇太 
子強之，斌乃進 
前，跪指《大學》
所謂治國一 
節，《論語》道 
之以政、吾十有 
五而志於學二 
節，皇太子講 
解，口無停滯， 
洞中理解。 
 

資料來源：《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乙卯條至十三日己未條。 

轉引自鄭仲烜，《清朝皇子教育研究》，頁136-138。 

 

  青少年時代的允礽，托皇太子的尊貴身份及皇父的重視；在康熙二十七年底，孝莊

太皇太后去世周年之際，跟隨康熙帝在皇長子允禔、皇三子允祉等陪同下往謁暫安奉

殿，以示對太皇太后的孝思，同時祈求太皇太后庇蔭先人基業。身負慎終追遠神聖使命

的允礽，從容的得體表現，實踐了父皇以身作則弘揚孝道文化規範脈絡中的期盼，以及

增強皇室家庭間孝悌互愛親情的宣揚，和穩定社會結構秩序的政治意圖。 

 

參、青少年時期隨侍父皇的表現 
    康熙帝除了按部就班教導允礽學習古來帝王入繼大統後，尊崇儒家，以德化民治國

法典的瞭解。還要他瞭解《書經》22中的仁君治民之道和《孟子》裡的事君治民之責。

同時還利用各次「木蘭秋獮」或「南巡」「東巡」「西巡」的機會身教，命允礽扈從隨侍

左右，從中學習軍事演練的武備戰略知識及政治上「震威綏藩」的外交藝術。 
    「木蘭秋獮」〈                             ，Bolori Muran de abalame genembi〉
23是清代一種具多重使命、有突出意義的隆重盛典，「木蘭」是滿語，漢譯為「哨鹿行圍」。

按照中國古代禮儀，皇帝四季狩獵分別稱為春蒐、夏苗、秋獮與冬狩；春天是動物繁殖

                                                 
22 書經又叫《尚書》，《尚書》的要旨是闡明仁君治民之道。其傳本有三種。一是《今文尚書》，二是《古

文尚書》，三是《偽古文尚書》。《尚書》體例，孔安國分為典、謨、訓、誥、誓、命等六種。典，是「常

法」的意思；謨，就是謀，指的是謀略，也就是施政方針；訓，是訓戒，具教導之意；誥，是「佈告」，

具有曉諭臣子百姓、祭告宗廟神祇之意；誓，是軍中告誡將士的文辭；命，就是「令」，是國君對臣子

發布的命令的意思。 
23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頁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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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季節，打獵時要選擇沒有懷孕的禽獸，所以稱為「蒐」。夏天莊稼在地，打獵時為保

護莊稼，所以稱為「苗」。秋天是萬物收穫的季節，「獮」就是殺的意思。「狩」是圍收

的意思，也就是說冬天行獵不必有選擇。24 
    對清朝統治者來講，「木蘭秋獮」活動最大的意義是寓狩獵之名行軍事演練之實，

康熙帝在木蘭圍場〈              ，Muran i aba〉25，教育滿族子弟，上至宗室王公

貴族，下至普通八旗兵丁，都需全力以赴，通過圍獵活動，鍛煉剽悍驍勇的尚武精神，

提高沙場奔馳搏殺戰鬥力。26另外一個重要目的，則是為了治理在人數上遠遠超過自己

的漢族，也為了從根本上掃除來自西北的邊患，清朝的統治者採取尋找盟友的策略和態

度，綏撫少數民族，與包括蒙古在內的邊疆民族密切合作，通過圍獵活動，結成夥伴強

化把國家認同置於種族認同之上。  
    木蘭圍場設置於康熙二十年（1681），除了二十一年和三十五年那兩年康熙帝未前

往秋獮外，其餘年年康熙帝都前往今承德一帶，那座總面積廣達一萬餘平方公里的圍

場，進行「木蘭秋獮」的圍獵習武活動；康熙帝的各皇子們，隨著年歲增長，都陸續跟

隨康熙帝參與聲勢浩大的「木蘭秋獮」。允礽得利於自幼按時學習弓馬騎射的堅持不怠，

使他在隨扈康熙帝參與「木蘭秋獮」大典時，得以披甲戴盔展現英姿颯爽的精神氣慨和

出眾的騎射本事，讓康熙帝十分滿意他展現滿州崇武精神中所發揮的榜樣風範。 

    康熙帝在位期間，三次東巡的時間分別是康熙十年、康熙二十一年和康熙三十七

年，目的是祭祖。西巡共六次，時間是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和九月、康熙三十七年、康熙

四十一年、康熙四十二年和康熙四十九年，目的是去五臺山禮佛。南巡則從康熙二十三

年九月首次巡視江浙始，又先後於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三十八年二月、四十二年正月、

四十四年二月、四十六年正月進行了五次「南巡」〈                    ，Julergi be 

giyarimbi〉；康熙帝南巡時檢視黃、淮水利設施、周覽民情、察訪吏治及尊孔崇儒的作

為，讓允礽學習從不同角度的視野看待皇父，修文教、行仁義籠絡江南知識分子，潛移

默化強化對清廷的認同感與向心力的政治智慧，康熙帝身體力行用意明顯是要允礽把從

書本上學得的知識實務化，此舉對允礽治國理政的成長很重要。 
    康熙帝巡幸塞外去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沿途行宮等地，接見來自蒙古各地的王

公貴族和其他少數遊牧民族部落領袖，從事安撫籠絡情誼，順便稽查地方瞭解民情，將

複雜的政治事務，轉化為以增進族群團結為目的政治理想實踐。他去比較多的草原是喀

喇沁草原、翁牛特草原和科爾沁草原，在天蒼野茫草原景色中，他會帶著已成年的皇子

跟隨身旁見習長見識，讓他們充分認識到宗教和諧在促進國家團結中所能發揮的微妙作

用。 
    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康熙帝巡幸科爾沁草原，太子允礽隨同護駕，學習朝廷推動肄

武綏藩，融合宗教、文化民族認同之恩威並施政治策略，對維護清朝治理天下正當性的

                                                 
24 木蘭秋獮,www.1736.cn。 
25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頁 789。 
26 活躍於康熙朝宮廷，深得康熙帝賞識和信任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張誠在《張誠日記》中指出：「韃靼

人認為打獵象徵著打仗；並且認為一個人不會打獵，在戰場上也是要失敗的。就在這個理論的指導下，

皇帝常將其手下由於不懂打獵和不會管理獵人的重要軍官撤職。」 [法] 張誠著，張寶劍等譯，《張誠

日記》，頁196。張誠憑其在蒙古前後八次的遊歷見聞，寫成《韃靼紀行》(Voyage dans la Tartarie)一書，

為研究韃靼史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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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深意與精神。這種深臨其境特殊的經歷，培育出允礽與其他皇子們迥然不同的政治

格局、視野與心路歷程。  
    從現存康熙朝四十年代的滿文檔案看，蒙古王公們歷年派出使者，向康熙帝、皇太

后及皇太子允礽問安、進貢，每次還帶來他們的母福晉和福晉們對皇太后的問候及貢

品。他們貢獻禮品的順序，依次為皇帝、皇太后、皇太子〈有時皇太子排在皇太后前〉，

反應出玄燁、孝惠皇太后、允礽等三人在蒙古王公的心目中分別佔有的位置。27 
    明末清初時，蒙古地區受到中間一條戈壁沙漠的影響，分為三部份；即戈壁以南的

漠南蒙古(今內蒙古) ，屬於這部的有科爾沁、杜爾伯特、喀爾喀、察哈爾、土默特等部；

戈壁以北的漠北蒙古(今外蒙古)，又稱為喀爾喀蒙古，他們是車臣汗、土謝圖汗、三音

諾顏等部；戈壁以西的是厄魯特蒙古(今新疆的一部分)，厄魯特蒙古分成和碩特、準噶

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四大部，其中以準噶爾部最為強大。各部落政治上處於互不統

屬的狀態，彼此間為了掠奪牲畜、財富，經常爭戰。 
  十七世紀中葉，準噶爾部巴圖爾琿汗王死後，其子僧格克紹箕裘；康熙十年〈1671〉，

僧格被其異母兄弟策臣所殺，其六弟噶爾丹〈          ，G'aldan〉(1644—1697) 聞訊

不服，於康熙十二年〈1673〉自藏返歸奪取了準噶爾部的統治權，打出復興準噶爾光榮

的旗號，有步驟地統一了厄魯特蒙古諸部。 
  噶爾丹雄才大略，先兼併漠南蒙古的其他部落，再向東打敗漠北蒙古諸部，成為橫

跨外蒙與新疆的最大勢力後，提出與康熙帝分庭抗禮的「聖上君南方，我長北方」28的

對等國家地位論述要求。康熙廿七年，噶爾丹再向清政府進行言語和軍事上挑釁。康熙

帝聞悉，親帥大軍深入漠北征剿，展現消除外患的決心與毅力。 
  康熙二十九年八月，雙方在烏蘭布通（今內蒙昭烏達盟克什克騰旗南境）展開激戰，

清軍在血戰中奮戰不懈，加上得到蒙古其他部落協助，擊潰準噶爾軍。 
    康熙三十四年，政治位階上，在其他皇子面前為「儲君」，在康熙帝面前為「臣」

的允礽，隨著年紀漸增，進入青年時期。康熙帝為了讓允礽明瞭家庭的社會功能與學習

承擔起延續人類生命的責任；冊封都統、伯石文炳之女石氏（瓜爾佳氏）為皇太子妃，

讓兩人完成人生階段重要的過渡與銜接歷程。康熙帝為允礽選妃的事，充分流露出康熙

帝對允礽的父愛，是發自內心而全面付出的呵護。 
    康熙三十五年（1696）正月，噶爾丹捲土重來，康熙帝諭臣工：「朕踐祚以來，無

日不以軍民為念，雖未嘗加大恩於民，而撫綏有年，想天下臣民必皆愛戴，是我內地可

以無虞，如京中事，則皇太子已長，可料理之，乘此時而朕親往征之，亦一良會也。29」 
    二月，康熙帝再度率師從京城出發，出擊噶爾丹；同時指令二十二歲的太子做鎮京

師代理朝政，命各部院奏章聽從太子指示處理，如發生重要之事，大臣議定後，奏啟太

子。30允礽受命近百日代父綜覽朝政恪盡職守，成功達成父皇交辦理政之任務，沉穩表

現讓康熙帝十分滿意。六月，康熙帝再勝噶爾丹，大軍自塞外凱旋回朝，允礽聞訊親率

大學士阿蘭泰、戶部尚書馬齊、禮部尚書佛倫在諾海河朔親迎康熙帝。 

                                                 
27 楊珍，《康熙皇帝一家》，頁 126。 
28《平定朔漠方略》，康熙四十七年，溫達等編纂，共四十八卷，記載康熙帝三次出兵漠北，征討蒙古噶

爾丹反清之事。收入台灣商務版四庫全書，卷7，頁29。 
29《御製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冊 4，卷 20，頁 1527。 
30「代行郊祀禮；各部院奏章，聽皇太子處理；事重要，諸大臣議定，啟皇太子。」（《清聖祖實錄》卷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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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帝親征在外，將政務交給太子及輔佐太子的官員，目的雖在訓練皇太子熟知國

事，但也有宣示允礽儲君地位高高在上的意義。而允礽出於思念考量下，急於率大臣前

往迎接自漠北戰場凱旋而歸皇父的恭敬態度，顯示了允礽謹守規矩外的細心和觀察力敏

銳的一面。康熙帝理解允礽藏在細微舉動中對皇父的敬愛，但「監國」「入總萬機，出

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31的責任重大，從居安思危的歷史教訓看，皇帝和國之

儲君都不在京城，在錯綜複雜的政局中，容易發生政治危機和動亂，故命太子先還。  
    此時太子的威望幾乎與康熙帝不相上下，曾在大將軍費揚古麾下參加昭莫多之戰的

甘肅提督振武將軍孫思克，他個人的經歷說明了太子的地位，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十七日

孫思克進京朝覲，受到康熙帝接見，召見時太子坐於皇帝左側，皇長子允禔及其他皇子

坐於御座之下，滿洲諸王及文武官員則侍立一旁。康熙帝讚揚年邁的孫思克將軍，並問

能否讓允礽看一處他因傷留下的疤痕，太子看罷驚訝不已，在離開京城前，孫思克到太

子宮中拜訪，太子賜他一輛四匹馬的車，說將軍年邁，歸途遙遠，謹將君父賜他的馬車

相贈，孫離京時，太子又命領侍衛內大臣率三十名上三旗衛士護送他出城十里。此前，

官員們僅向皇帝請安或辭行，而現在卻要向太子履行同樣的禮節，人們都明白，允礽隨

時可能繼承皇位。32 
    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康熙帝給允礽的硃批中說：「皇太子所問，甚周密而詳盡，

凡事皆欲明悉之意，正與朕心相同，朕不勝喜悅。且汝居京師，辦理政務，如泰山之固，

故朕在邊外，心意舒暢，事無煩擾，冀此豈易得乎？朕在此凡所遇人，靡不告之。因汝

之如此盡孝以事父，凡事皆誠懇肫切，朕亦願爾年齡遐遠，子孫亦若爾之如此盡孝，以

盡事汝矣。因稔知爾諸事謹慎，故書此以寄。」允礽具有全面綜理政務的能力，這是康

熙帝長期培養訓練的結果。33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康熙帝率軍奔寧夏，三征噶爾丹，仍命太子留守京師；

親征儀式場面盛大士氣高昂，法國傳教士白晉隨行，他在其著作《康熙帝傳》中，對允

礽有如下的描述：「此刻年已二十三歲的皇太子，他那英俊端正的儀表，在北京宮廷裡

同年齡的皇族中是完美無缺的。他是一個十全十美的皇太子，以致在皇族中，在宮廷中

沒有一個人不稱讚他，都相信有朝一日，他將像他父親一樣，成為中華帝國前所未有的

偉大皇帝之一。」34白晉的看法應非僅是外交辭令，因為允礽年輕，他在儀禮中展現的

朝氣蓬勃神情和自信風采，可能是被誇讚的另一個原因。  
    得益於康熙帝系統性的皇子教育，允礽的聰慧，不僅展現在漢文化傳統治國平天下

的經書思想、方略和制度上的學習，鮮為人知的是他在西洋天文曆算知識的研習上，也

很早就紮下深厚根基，一份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七日，〈皇太子允礽奏報觀測京城日

食情形摺〉顯示，「……，據欽天監奏報，今年閏三月初一日辛已，除將日食分秒時刻

及初虧復圓方位，先行具奏外，三月初一日經儀器測得，辰時頭三刻八分自正西偏南始

虧，已時頭一刻七分食甚，已時正一刻七分自正偏東北復圓，臣等詳閱天象書云，三月

日食，絲、棉、帛、布價漲，楚地多凶。辛已日食，與議後宮，若食婁星，則否戒結黨

之臣。〈朱批：有箴戒結黨之言，可言之。〉事關觀測日食，故謹具奏聞。臣於是日，

                                                 
31《魏書》正文·〈列傳第 23-崔浩〉。  
32 吳秀良著，張震久譯，《康熙朝儲位鬥爭記實》，頁 58。 
33 楊珍，《康熙皇帝一家》，頁 342。 
34 白晉著、馬緒祥譯，《康熙大帝傳》，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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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皇父所賞三層玻璃小鏡自鳴鐘千里眼觀日，食不至十分，陽光牆影、人影俱見，甚為

明亮，並非昏黑，唯在東北隅見星一顆，再將日食圖與於二十一日京城邸報同發，命交

安多、張常住，又備一份賚送。〈朱批：有先送者，何必又送。安多與朕亦議，觀此地

日食情狀，即曾斷言京城未必全食約餘數秒，果然應言，此情閔明鄂為何不寄來？僅送

一張無用之圖紙耶？〉再……。〈朱批：朕體安善，皇太子可好？〉」35。 
中國古代，某些星星的出現，常被視為代表皇帝施政上的一些吉凶徵兆。允礽藉著

天象，溝通君臣父子之間的施政見解闡述，其努力用心讓人聯想到，他深得康熙帝喜愛，

除了托皇太子身份外，好學且能適應康熙帝為政之餘，對西方科學幾何、代數和天文歷

算的愛好，知道懂得與迎合康熙帝學術興趣唱和默契之重要，這些作為或許是他得蒙聖

眷之深層原因。 
    根據《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書中的記載與統計，在整整康熙三十五年三月至

隔年四月間，皇太子允礽在京師宮中先後呈給皇父康熙帝的滿文奏摺共七十八件，而康

熙帝在塞外軍中先後「硃諭」皇太子的滿文諭旨則有三十八件。這些皇太子允礽的奏摺

及摺內「硃批」，與康熙帝「硃諭」皇太子的諭旨，除有關用人行政軍情等軍國大事外，

有許多則係家書瑣細。36「硃諭」顯示康熙帝在戎馬倥傯時刻，還能善盡父職的職責與

實踐為允礽設想的愛，這種蘊含薪火相傳精神的責任感與舐犢深情，確實表現出其獨特

的期許意義和價值。 

 

肆、滿文奏摺中流露出的父子親情實感 

青年時期的允礽，自幼跟隨皇父身邊學習，受盡了父親疼愛；從一份康熙三十六年

四月二十一日的奏摺和一份五月初二的上諭中，我們清楚的見證他們父子倆躍然紙上的

彼此關心文字。 

圖一奏摺中允礽提到皇父大捷的喜事，高興的要給皇太后祖母報喜。另外以天候將

變，盼康熙帝趁暖早回京。 

圖二康熙帝諭允礽，表示自己外出日久，故甚為眷念允礽，特地帶回親手射獵之

Giyo（狍子），餽贈皇太后及皇太子，還特別提及在炎熱天氣下，不知獵物 Giyo 能否完

好送達，如果變味亦未可料，千萬不要說所送之物不好。 

允礽的奏摺與康熙帝的諭旨，字裡行間悄悄流露出彼此關心對方的父子親情，讓人

看了很容易就感受到貴為天子的康熙帝父慈和允礽子孝的生活實感。
37
  

 

 

 

                                                 
3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1996，《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頁 161。閔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

（1639-1712），耶穌會會士，比利時人。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耶穌會會士，比利時

人，兩人皆是天文學家，都曾先後出任清朝掌管觀察天文，並推算曆法的欽天監監正。 
36 劉家駒，《儒家思想與康熙大帝》，頁 335-336。 
37《宮中檔康熙朝奏摺滿文諭摺第二輯》，頁 53-56 及 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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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允礽上奏康熙帝的滿文問安摺 

 
 
 
 
 
 
 
 
 
 
 
 
 
 
 
 
 
 
 
 
 
 
 
 
 
Hūwang taidz amban in ceng n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an ama i tumen elhe be gingguleme baimbi，duin biyai  
orin emu i honin erinde isinjiha 
Hesei bithede，hūwang ho i tun jubki de buhū、 
ulgiyan 、ulhūma bi，bira de nimaha elgiyen akū， 
bicibe sargaburakū38 niongniyaha umesi elgiyen juwe  
dalin de sakda asigan haha hehe jalufi hengkilembi 。 
 Monggoso kesi be hukšere horon de gelerengge umesi  
ten de isinaha be bahafi donjiha ，  
  Han ama emu siran i ilan mudan jasei tule genefi  
girkūhai jiduji G'aldan i uju be  
皇太子胤礽謹奏 

恭請皇父萬安， 

竊照 4 月 21 日未時奉旨，黃河島洲有鹿、豬及野雉，河中雖然沒什麼魚兒游來游去，

野鴨倒是很多，河兩旁聚集許多跪叩迎駕的男女老幼，蒙古人感恩懾威之至，欽此。臣

聽聞了，皇父接連三次親征塞外，終於如願以償取得噶爾丹首級還 

                                                 
38 此處應是 sargaburakū 才對，也就是 bo 漏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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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e de acabume bahafi gajihangge cohome  
Enduringge bodohon，abkai horon de  
Abka 
Na  
Mafari miyoo aisilame acabufi ere jalan de ainaha  
  seme bata sere gisumbe donjirakū oho te  
Han ama i gūnin i baita wajiha，amban meni gūnirengge  
ere ilan mudan de  
Enduringge gūnin fayabuha，beyen jobohūngge hon dabanaha be dahame halhūn be amcame 
erdeken ging hocen de jifi  
Abkai cira be selame hargašaki jai Hūwang taidz si  
maka adarame fekuceme urgunjembini sehebi amban bi  
 

，這是聖上神機妙算加上天地幫忙及祖宗保佑，從此世上再也聽不到敵人這句話，皇父

也沒有要操心的事了。臣等想，這三次讓聖主太過費心了，趁著天暖早日回京，讓我們

愉悅瞻仰天顏。 

又奉御批，皇太子為什麼如此高興，欽此。臣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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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un i mejige be donjiha inenggi menerefi ambasai 

ojoro be ulhirakū，juwe inenggi gulhun，buda  

inu jeci ojorakū，amu inu isinjirakū， 

amban teile mini urgunjere anggala urgun i mejige be  

Taiheo mama de wesimbume geneki serede nei tso men tule geren fihefi yabure jugūn baharakū 

injere urgunjedere  

jilgan na durgembi jai arsalan wei jaisang， 

duin biyai orin de ging hecen de isinjiha， 

fonjiha jedzi be wesimbume unggihe sebatan baljur ere  

ucuri an i sain， 

Hese be dahame hebe acafi gisurehe jedzi be inu  

wesimbume unggihe erei jalin galai wesimbure bithe  
大捷的喜事，高興的發了呆，整整兩天吃不下飯也睡不著，不但臣高興，所有官員們也

很興奮，爭先恐後要給皇太后祖母報喜。當時內左門外塞滿了人，歡笑之聲驚天動地，

又阿爾薩蘭魏紀桑於四月二十四抵達京城，將請安摺子呈奏。塞巴探巴勒柱爾這一陣子

還好，遵旨開會後，把開會摺子呈奏，為此親筆手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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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fi gingguleme  

wesimbuhe   

elhe taifin i gūsin ningguci aniya duin biyai orin emu i  

honin erinde isijiha orin juwe i bonio erinde jurambuha 

Juwe baita be gamcifi unggire  

jakda jursuleme arahakū 

謹奏。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未時至，22 日申時齎送。 

    

朱批：你把兩件事夾在一起寫〈你沒有將公、私兩件事情，分開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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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二，康熙帝諭允礽在內蒙的見聞滿文上諭 

 

Hese Hūwang Taidzi de wasimbuha, Bi mini  

duleke aniya Huhu hoton de genehe  

jugūn39 be majige muden seme，kubuhe lamun， 

kubuhe fulgiyan，gulu fulgiyan i coohai ba i  

dulimbade bisire jugun be jihe，Monggoso i  

banjirengge bayan ，dade erin sain ofi  

umesi simengge，G'aldan be waha urgun  

arame jiderengge  Jugūn de fihekbi， 

Jugūn i juwe ergi alin de giyo40 
諭皇太子 

    朕去年到呼和浩特，因去程有點彎曲，故繞道鑲籃、鑲紅和正紅三旗軍隊間駐地道

路而來。 

  蒙古人生活富裕，加上又逢太平盛世，因此很熱鬧，前來道賀斬殺噶爾丹者塞滿路

兩旁。道路兩旁似鹿但體型較小的 Giyo 很多 

                                                 
39 juhūn 是口語，jugūn 是書面語。 
40 Giyo 是口語，書面語是 Gio，是一種似鹿但體型較小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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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giyeken bi ，gūwa Gurgu inu bi  

ging hecen ci tucikei giyo yali  

bahafi jekekū ofi alimbaharakū selaha， 

Gingguleme  

Hūwang Taiheo de giyo emke，orom41 i jergi  

buyarame jaka juwe hiyase，hūwang hūwa  

ts' i emu šoro，durgi fei sede  

giyo emke，orom i jergi buyarame jaka  

juwe hiyase，hūwang  hūwa ts'i emu šoro， 
也有別的獸類，自出京以來都未嚐到 Giyo 肉，真是不舒服。 

謹送皇太后 Giyo 一隻，奶皮子等小東西二匣，黃花菜一筐。 

給宮內妃子們 Giyo 一隻，奶皮子等小東西二匣，黃花菜一筐。 

                                                 
41 Orom 奶皮子是口語， 書面語是 oromu，奶皮子做法是將牛奶煮於鍋中，待滾過兩三下後，將火關熄，

牛奶中的油脂會自動往上飄，結成一大片。撈出後放於茶裡喝，味道很好，有助消化，深受滿、蒙遊
牧民族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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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ūwang Taidzi de giyo emke，unggihe  

hiyase42 i dulo ，erin halhūn be dahame， 

sain i isinara gūwaliyara be boljoci ojorakū,  

mini  inengge goidame tule bifi kidume  

unggihe be ume ehe sere, bi tofohon ci  

dosi ging hecen de urunakū isinambi, 

   erei jalin cohome wasimbuha 
    

elhe taifin i gūsin ningguci aniya sunja biyai ice juwe 
 
給皇太子 Giyo 一隻。 此時節氣候炎熱，捎去物品會否變味很難預料，朕外出日久，甚

為眷念。所送物品不要說不好，朕將於 15 天內回抵京城，為此特諭。                     

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42 Giyase 應是 hiyase 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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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從「人類動機學」的角度看，人類每項行為的背後，都有其動機存在。仔細觀看康

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與五月二日這兩份滿文奏摺，會發現康熙帝諭中展現了以天下

為己任的使命感精神，同時他也希望以王道、仁政的思想啟發允礽、教導允礽接受時代

賦予允礽的使命和挑戰。  

    首先是康熙帝諭中流露出為了維繫清皇朝統治權不墜，他策馬大漠勦敵平叛。沿途

未遇敵時，他在呼和浩特蒼茫大地上巡獵，寓打獵訓練軍隊的作戰能力。隨機獵得麅子，
43
立刻想到要跟允礽分享喜悅，父子雙方間隔著大漠，卻能靈犀連心互為對方著想，顯

示父子親情雖說是天生的，但是康熙帝透過允礽童年時，親子之間的互動相處付出關

懷，加上成長歲月中的無私照顧，相當大影響了允礽的心理和品格發展。因此與允礽培

養出較其他皇子們更緊密的親情，這點，雖然清史稿記載很少，但卻是研究早期清代政

治發展中不可忽略的一點。 

    全諭不見任何說教成份，但是從側面視角可解讀出，他期望允礽做個德學兼備的皇

太子，這種儒家文化教養模式的情感表達，詮釋出康熙帝照顧在人生之路上往前行的允

礽，以身作則嚴格要求他以民族大業為己任，這種勇於承擔國家興亡的歷史使命和民族

傳承責任，讓人從其教子方法中得到不同的生命價值體會與智慧啟迪。 

    其次，大捷之餘，康熙帝想到來自蒙古科爾沁草原的嫡母孝惠皇太后（1641-1718），
44
她幼年離家入宮嫁給順治帝（1638－1661）後，終身未再重回故里，對家鄉的一草一

木情景思念很深，為了撫慰其離鄉之情，康熙帝仔細將征途接觸的蒙古地理、民情、風

俗等實際情況都藉由諭旨，要皇太子詳盡稟告孝惠皇太后；生逢大清盛世，因此這些地

區的蒙人，生活比以往有所明顯改善，沿途街道熱鬧人潮擁擠，即可證明她兒子治下的

蒙古子民，生活富裕安康，這些活生生交融著喜樂故事的多方面民情世態景象，有助孝

惠皇太后感受到腦海中的美好家鄉回憶，解除鄉愁。 

    孝是中國傳統主流文化精神的根源，中國歷代各朝的統治者都會利用「孝道」教化

百姓，希望藉由孝行感染力的渲染影響人們，進而事君以忠，達到齊家治國的目的。康

熙帝將身歷目睹關於蒙古的詳細之事，稟告孝惠皇太后，那份心意代表了他身體力行，

實踐了儒家思想身為人子關心嫡母的大孝，意思淺顯意義卻大，彰顯出「有覺德行，四

國順之」的幸福和諧景象。 

    第三，康熙帝把擊敗準噶爾，取得噶爾丹首級，解決了國家安全威脅的事告知皇太

子，讓他分享皇父的勝利。同時，他利用這次親征之事告知皇太子，治國不能固步自封，

須有居安思危意識，當國家安全面臨挑戰時，縱是讀聖賢書明禮儀的天潢貴冑，也要拿

出開拓進取精神，勇敢走上戰場維護國家領土完整，這種弘揚傳承先人所創基業上的責

                                                 
43 麅子 gio 是滿文書面語，滿文口語是 giyo，又叫狍子(Capreolus )，是分佈於蒙古、東北和新疆等地山

區常見的一種體型較小的鹿科草食動物，棲息在疏林帶，多在河谷及緩坡上活動。狍體小如羊，肉細

嫩鮮美，體長 100～140 公分，重約三十至四十公斤，後肢略長於前肢，冬毛為灰白色至淺棕色，夏毛

短而薄。視覺佳，嗅覺和聽覺敏銳，跑速很快。狍子性情膽小天性好奇，喜食灌木的嫩枝、芽、樹葉

和各種青草，在野生環境中，壽命約 12 年～14 年。 
44 孝惠皇太后即順治帝第二位皇后博爾濟吉特氏，她是孝莊太皇太后姪孫女，入宮時年僅 13 歲，長康熙

帝 12 歲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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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使命感，是一種有擔當的高貴情操，反映出康熙帝審時度勢的非凡膽略和果斷，他傳

達允礽這個信念，盼他學習並昭示未來能克紹箕裘。  

    康熙帝的諭，最後反映了滿族的英雄狩獵史觀。清朝未建國前，早期滿族人在漫長

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常年從事放牧狩獵，騎射行圍是滿人創造個人榮譽中的一種行為表

現，其意義不僅在於肯定自己、鼓勵自己，更深層的價值意涵是由其串連起與族人共享

利益融合的合作精神，這種涵蓋回饋族人傳承精神的共同信念，為滿人建構出維繫族群

團結與長遠發展中的生命線核心價值。康熙帝用行動示範滿人先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

奮鬥精神，目的是要激發、砥礪允礽瞭解過去，帶動滿族社會向上的力量及建構這種歷

久彌新的滿族精神標識的深意。 

     從儒家倫常秩序的文化規範傳衍角度看，康熙帝與允礽的父子關係，從他早年關

心、愛護、教育允礽，不論是學業上的成長、還是政治上的成長，刻意培養他接班維繫

清帝國的永續，都和懷念皇后赫舍里氏之心分不開。因控制欲、支配欲和對兒子的高期

望值，父子兩人在情感上發展出相互依賴關係，那時康熙帝的父親形象是一種被允礽崇

拜，充滿愛的光芒的溫情慈祥，而康熙帝也在盡皇父的責任中，充分地體驗到自己在人

倫中的存在價值。這份蘊含著血緣與家族光輝的親情孝思，相信在允礽謹守謙退之節的

人格成長中，留下很大影響。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對照允礽九年後，因官員趨附，

漸成妨礙君權的新行政中心，而被康熙帝廢黜太子位，不免讓人感嘆，這一切或許與朝

廷政治的鬥爭、滿族文化的反動、允礽本身的缺陷及康熙帝個人漢化的態度有關。
45
 然

諸般種種，顯示生命就如月之陰晴圓缺般玄妙，令人難料。 

  

 

 

 

 

 

 

 

 

 

 

 

 

 

                                                 
45 陳捷先，《康熙寫真》，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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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紅樓夢》全書一百二十回，約有二十九回的內容描寫出現與「鏡」相關的

字詞，可見「鏡」的物品與意涵，在曹雪芹的小說創作中有其相當的重要性。曹

雪芹的《紅樓夢》對鏡有不同的側寫。若將《紅樓夢》裡出現的「鏡」類物品加

以分析，大抵可分為三大類，一是日常生活用的梳妝鏡與隨身小鏡，二是象徵賈

府富貴大家的怡紅院中大型穿衣鏡、三則是道士神秘送給賈瑞的「風月寶鑑」。

本文擬以書中「鏡」的名稱、功能，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文化意象加以探討。鏡子

的歷史由來已久，從銅鏡到玻璃鏡，除了生活實用性質之外，在中國的宗教信仰

與文學創作，常出現其蹤影，也衍伸出許多文學的象徵意義。在《紅樓夢》一書

中所出現具象和抽象的鏡子，其背後的文化意象包括了「鏡裡自戀自憐」、「鏡

花水月」、「鏡中真假虛實」幾種，最後歸結到「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

還無」的書中主旨。 

 

關鍵詞：《紅樓夢》、風月寶鑑、鏡意象、鏡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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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ao Xueqin’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ords referring to “mirror” can be 
found in twenty nine chapters at content description. The item and the implication of “mirror” 
indee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novel. Cao wrote mirrors in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is the pocket mirrors or the vanity mirrors used in everyday life. The 
second category is the big wall mirror in Yihong Garden, the villa of the rich Jia family. The 
third category is Fengyue Baojian, a precious mirror Jia Rae received from a mysterious taoist 
priest. In this article, the writ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names, functions and cultural contents 
of the mirrors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the Chinese 
learned to use mirrors. They appeared in many religious writings and literature works. Along 
with their practical usage, they also expressed many symbolic meanings.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mirrors came in physical and abstract dimensions. They represented different 
cultural images, like narcissism, unrealistic views, the reality-illusion binary……, and all 
correspondent with the motif of the novel: “ Truth becomes fiction when the fiction’s true; 
real becomes not-real where the unreal’s real.” 
 

Keywords : Fengyue Baojian, mirror image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unrealistic 
views  

 
 

 

 

 

 



人文社會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五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第 89 頁 
Journal of Chien Hsin University, Vol.35, No.1 (2015) 

                                                                                            

89 

壹、前言 
《紅樓夢》別名《石頭記》、《金陵十二金釵》、《情僧錄》和《風月寶鑑》，其

源各異；其中《風月寶鑑》一稱，出現在開卷第一回「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

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

題曰《風月寶鑒》。」
1
風月指男女之情，寶鑒是寶鏡的意思。書中注釋則有甲戌本眉批：

雪芹舊有《風月寶鑒》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覩新懷舊，故乃因之。
2
甲戌本「凡例」云，《紅樓夢》又曰《風月寶鑒》，是戒妄動風月之情。 

   《紅樓夢》全書一百二十回，約有二十九回的內容描寫出現與「鏡」相關的字詞，

有梳妝臺上的梳妝鏡和可隨身攜帶的菱花小鏡、賈寶玉的住所怡紅院裡的穿衣鏡，以及

道士給賈瑞的「風月寶鑑」，其名各有異同，其用亦殊。前人關於《紅樓夢》鏡意象的

研究或著眼在「風月寶鑑」的探討，或只擇其部分「鏡」像加以剖析。本文擬以全書中

「鏡」的名稱、功能，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文化意象加以探討。 

 

貳、典籍中之鏡 
尚未發明鏡子之前，古人常以水為鏡，映照整飾自我的容貌儀態。根據考古的出土

文物推論，鏡子 早出現於西元前二千多年，為我國青銅器時代初期，即為銅鏡。一說

鏡子為軒轅黃帝所發明，在《道藏．軒轅皇帝》中記載：「帝因鑄鏡以像之，為十五面，

神鏡寶鏡也。」
3
在北宋王黼《宣和博古圖》中也提到：「昔黃帝氏液金，以作神物，於

是為鑒，凡十有五，採陰陽之精，以取乾坤五五之數，故能與日月合神明，與鬼神通其

意，以防魑魅，以整疾苦，歷萬斯年，而獨常存今也。」
4
以上之說，意指鏡子不單用來

端莊修飾容貌衣著，還隱含著驅邪避魔的特殊功能。 

銅鏡以戰國、兩漢和唐代尤為著名。古銅鏡常在背面雕飾美麗的花紋，例如戰國的

山字紋鏡、漢代的神獸鏡，以及唐代的海獸葡萄鏡。它們都已鑄造精緻，形態多元，紋

飾華麗，也多刻有銘文。西漢中期出現〈長相思〉銘文：「長相思，毋相忘，長富貴，

樂未央。」蘊含男女相思之情，更增添了鏡子的藝術價值，也常被當作男女相思訂情之

物。 
《說文解字》：「鏡，景也。」《段注》：「景者光也，金有光可照物謂之鏡。此

以疊韻為訓也。鏡亦曰鑒，雙聲字。」
5
鑑，大盆也。一曰：「鑑，諸也，可以取明水於

月。」徐灝《段注箋》：「鑑古只作監，從皿，以盛水也。因其可以照形而監察之義出

                                                 
1
 [清]曹雪芹撰、馮其庸等校注（2003）。《紅樓夢校注》（全三冊）（初版七刷）。臺北：里仁書局。頁 5。

本文以曹雪芹前八十回《紅樓夢》與高鶚後四十回本為研究範圍，主要以馮其庸等校注的《紅樓夢校

注》為研究文本。選擇此版本的原因如下：此書前八十回以庚辰本為底本，輔以其他脂本為主要參校

本。後四十回以程甲本為底本，輔以程本其他早期刻本為參考本。以下出現之《紅樓夢》故事引文，

皆引自此版本。為使行文流暢，僅在文末註明回數與頁數，不再另行加注。 
2
 陳慶浩編著(1886)。《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再版)。臺北:聯經書局。頁 12。 

3
 《正統道藏》第八冊。〈軒轅黃帝．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一〉。正統道藏電子文字資料庫。

（http://hanji.sinica.edu.tw/）。 
4
 〔北宋〕王黼《宣和博古圖》。卷二十八「鑑總說」。 

5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2002)。《圈點段注說文解字》(再版)。臺北:萬卷樓出版社。7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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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其後範銅為之，而用以照形者，亦謂之鑑，聲轉為鏡。」
6
鏡子因為可以反觀自身，

常被引申出有警示、勸誡之意，如《詩經‧大雅‧蕩》中就提到「殷鑒不遠」
7
，而歷史

上 有名的是唐太宗哀悼諫臣魏徵的「三鏡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

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

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8
除了真實的鏡子可以整飭服裝容貌外，「以古為鏡」和「以

人為鏡」，更擴大解釋鏡子的深層意涵。 
由於銅鏡的廣泛使用，衍伸出許多文學的象徵意義，成為小說創作時的一種觸發物

件。如唐初傳奇小說《古鏡記》寫道：隋朝為官的王度，因得一面神奇特異寶鏡，能隨

日月昏明，在江湖上除魔斬妖，消災解難，卻在隋朝滅亡前夕，古鏡突然悲鳴失蹤。故

事內容雖然荒誕卻隱含歷史象徵，也引出中國人認為銅鏡可以「鑒史」、「照邪」的觀念。
9陳朝樂昌公主與徐德言夫妻破鏡重圓的故事、神魔小說中的避邪或照妖的鏡子……

等，銅鏡漸漸被賦予了更多的社會文化以及文學象徵的意義。 
 

參、《紅樓夢》裡的「鏡」 
曹雪芹的《紅樓夢》對鏡有許多不同面貌的描寫。若將《紅樓夢》裡出現的「鏡」

類物品加以分析，大抵可分為三大類，一是梳妝鏡與隨身小鏡，二是怡紅院中大型的穿

衣鏡，三則是道士神秘送給賈瑞的「風月寶鑑」。 

 

一、梳妝鏡 

古今中外，生活用鏡小至掌心大的隨身鏡，大至可映照全身的穿衣鏡，基本的功能

就是攬鏡自照、端正容貌和衣著。古時便有梳妝臺，不論男女皆會坐在梳妝鏡前裝飾自

己的髮妝儀容，尤其是女子常端坐鏡前，仔細端詳裝扮自己容貌，因此不論是在詩、詞、

曲、賦或小說創作中，甚至是畫裡，皆常看到美人攬鏡的姿態。在《紅樓夢》裡，有許

多回本描寫到寶玉、黛玉等人在鏡前映照容貌的神情姿態。 

 

（一）房裡梳妝鏡 

寶玉是個富家公子，梳洗整裝都有隨身婢女照料。可他也不避嫌的一大清早跑到黛

玉房間，還順勢在她的鏡臺前漱洗梳頭： 

 

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臺旁邊，只見紫鵑、雪雁進來伏侍梳洗。（第二十一回， 

頁 326。） 

 

因黛玉的鏡臺兩邊有許多妝奩物，他順手拿起來賞玩，又順手拈了胭脂想要試擦，被史

                                                 
6
 〔東漢〕許慎著、李翰文譯著(2006)。《說文解字》(二刷)。北京:九州出版社。頁 1144。 

7
 《詩經‧大雅‧蕩》。漢川草廬電子資料庫（經籍類）。（http://www.sidneyluo.net/b/b03/025.htm）。 

8
 《舊唐書卷七十一．列傳第二十一．魏徵傳》。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頁2561。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70^1124235695^22^^^1@@563618862）。 
9
  中國文化研究院網站（中國銅鏡藝術．古鏡情．小說中故事中的銅鏡）。 

  （http://hk.chiculture.net/php/frame.php?id=/cnsweb/html/2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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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雲看見，「一手掠著辮子，便伸手來『拍』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

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才改過！』」（第二十一回，頁 326-327。）由此更可以看出

寶玉在眾ㄚ鬟面前常是自在且淘氣的，且對於許多女性物品深感興趣。 
寶玉對身旁服侍他的眾ㄚ鬟，並沒有展露出高不可攀的主子氣息，反而常和她們拌

嘴、嬉鬧。寶玉還曾幫麝月箆頭： 
      

寶玉笑道：「咱兩個做什麼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 

什麼事，我替你箆頭罷。」麝月聽了便道：「就是這樣。」說著，將文具鏡匣搬 

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的梳篦。（第二十回，頁 318。） 

 

此舉被晴雯撞見，惹得她諷刺的說：「交杯盞還沒吃，倒上了頭了！」寶玉也鬧著晴雯

說「你來，我也替你箆一箆。」又說晴雯愛磨牙，又跑來抱怨: 

 
      寶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寶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裏就

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向鏡中擺手，寶玉會意。（第二十回，頁 318。） 

 

這個對鏡箆頭的生活場景，生動而細膩地展現了賈寶玉的「閨閣良友」的性格身份。
10
寶

玉身為主子，竟可以不顧身分與性別之隔，反倒體貼的替丫鬟梳頭，表現出他對身旁這

些婢女們的疼惜之情。透過鏡中所映照出來的影像與相視而笑的默契，更是一種真誠的

情感交流。 

   《紅樓夢》中描寫黛玉照鏡的情節很多，例如第九回寫道寶玉準備上學讀書，走到

黛玉房中辭行，恰巧看見黛玉「在窗下對鏡理妝」。（第九回，頁 155。）賈母親至怡

紅院裡賞海棠，黛玉知道後「略自照了一照鏡子，掠了一掠鬢髮，便扶著紫鵑到怡紅院

來。」（第九十四回，頁 1464-1465。）第四十二回裡寫到因為湘雲差點從椅子上掉下

來，眾人發笑。此時寶玉發現黛玉的妝髮略微凌亂，便偷偷以眼示意，展露出他總心思

細膩的體貼關懷著週遭的女子，尤其是面對自己心儀的黛玉，更自然而然多了一些關注： 

 
寶玉和黛玉作個眼色兒，黛玉會意，便走至裏間將鏡袱揭起，照了一照，只見兩 

鬢略鬆了些，忙開了李紈的妝奩，拿出抿子來，對鏡抿了兩抿，仍舊收拾好了， 

方出來……。（第四十二回，頁 653。） 

 
晴雯幫寶玉送了兩條舊絹子給黛玉，黛玉心思纏綿，研墨蘸筆，在那兩條絹子上寫

了三首情詩，詩中字字句句，將自己的情感悲思表露無遺，寫著寫著黛玉也心思激動，

面臊臉紅起來：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

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卻不知病由此萌，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著帕子思索，

不在話下。（第三十四回，頁 525。） 

 

                                                 
10

 季學源(2012)。《紅樓夢服飾鑑賞》。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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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以孤女之姿寄住賈府，基於禮貌自當打扮整齊得宜；平日與寶玉互通情愫、情誼交

流時，黛玉更常照鏡端視自己發紅的嬌羞容貌；尤其是情意受阻時，又會對鏡流淚傷懷、

顧影自憐： 

 
    那黛玉對著鏡子，只管呆呆的自看。看了一回，那淚珠兒斷斷連連，早已濕透了 

      羅帕。正是：「瘦影正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第八十九回，頁 1405。） 

 
第五回裡提到賈珍之妻尤氏因寧府花園梅花盛開，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入府

賞花。賈蓉之妻秦可卿帶著疲倦的寶玉至府中歇息，一進房裡，富貴豪奢的家飾擺設映

入眼簾： 
       

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盤內盛著 

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同 

昌公主製的聯珠帳。寶玉含笑連說：「這裏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 

仙也可以住得了。」說著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第 

五回，頁 83。） 

 

由秦氏的室內擺設就可發現賈府的富貴程度，但上述之「寶鏡、金盤、木瓜、寶榻、連

珠帳、紗衾、鴛枕」自然不可能是上述時期的物品，脂硯齋評論說道這些描寫都是「設

譬調侃耳，若真以為然，則又被作者瞞過。」那作者為何要如此描寫呢？以「武則天當

日鏡室中設的寶鏡」為例，此說法源於「高宗時，武后作鏡殿，四壁皆安鏡，為白晝秘

戲之須」的典故。在明代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六〈春畫〉條裡提到：「春畫之

起當始於漢廣川王。……唐高宗鏡殿成，劉仁軌掠殿下謂一時乃有數天子。至武后時，

則用以宣淫。」
11

 

 

此傳說有所不同，一說是唐高宗、一說是武則天建造鏡殿，朱鶴齡認為是「武 

則天建造鏡殿，這就進一步渲染了武氏的宣淫。12  

 

也就說作者故意用一系列香豔風流的器物，甚至是房中「細細的甜香」，來渲染調侃秦

氏房中陳設極盡華奢，其用意有二說：一說為用以暗示秦氏生活的淫靡奢侈，以塑造秦

可卿的人物形象，如借用武則天「用(寶鏡)以宣淫」等人的風流韻事，來暗隱秦可卿生

活淫亂；二說則反駁此論點，認為作者曹雪芹應當本意不是諷刺秦氏，而是賈珍、賈蓉

父子。 

 

 

 

 

                                                 
11

 〔明代〕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六〈春畫〉。開放文學電子資料庫。

（http://open-lit.com/listbook.php?cid=26&gbid=346&bid=15350&start=0）。 
12

 季學源(2012)。《紅樓夢服飾鑑賞》。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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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隨身小鏡 

  古代銅鏡中，六角形的或背面刻有菱花的，稱作菱花鏡;或曰古鏡映月則發光影如

菱花，因名菱花鏡，簡稱菱鏡、菱花。
13
菱花鏡有大有小，大的就是桌上梳妝鏡，小的

則小巧方便隨身攜帶。 

除了房間裡的桌上梳妝鏡和穿衣鏡外，寶玉也有隨身攜帶小鏡子的習慣。在第五十

一回中，寶玉曾跟紫鵑拿了一面小菱花鏡： 

 

紫鵑聽說，方打叠鋪蓋妝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裏頭有三兩面鏡子， 

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旁邊，睡著好照，明兒出門帶著也輕 

巧。」（第五十七回，頁 891。） 

 

到了一百一十三回，正值賈家多事之秋時，寶玉突然想起他曾經跟紫鵑拿走這面小鏡

子，也憶起紫鵑對他的情誼： 

 

      寶玉見屋裏人少，想起：「紫鵑到了這裏，我從沒合他說句知心的話兒，冷冷清 

清撂著他，我心裏甚不過意。他呢，又比不得麝月秋紋，我可以安放得的。想起 

從前我病的時候，他在我這裏伴了好些時，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子還在我這裏， 

他的情義卻也不薄了。如今不知為什麼，見我就是冷冷的。（第一百十三回，頁 

1704。） 

 

透過寶玉跟紫鵑拿的小菱花鏡一事，我們可以看出寶玉個性中纖細的一面，雖然後來兩

人因為黛玉過世而不若往日熱絡，但也能透過贈鏡一事來映照兩人的情誼。 

「菱花」一詞在《紅樓夢》裡，除了是鏡子的代稱外，另外一個涵義是指甄士隱的

女兒甄英蓮，後來被薛寶釵改為「香菱」，又被改為「秋菱」。在《紅樓夢》第一回裡，

僧人指著英蓮對其父甄士隱說此女「有命無運」，並念出「慣養嬌生笑你痴，菱花空對

雪澌澌。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煙消火滅時」四句詩，正是她悲慘命運的寫照。（第一

回，頁 7-8。）英蓮三歲時在元宵節賞花燈時被拐走，十二、三歲時，先是賣給了馮淵，

後又由薛蟠收納為妾，被薛蟠的妻子夏金桂強迫改名為「秋菱」， 後折磨病死。香菱

名在金陵十二釵副冊，判詞是「根並荷花一莖香，平生遭際實堪傷。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第五回，頁 86。）雖然在高鶚續書中，夏金桂欲毒死香菱卻反將

自己毒死，香菱被扶為正妻，產下一子後遂夭亡。（第一百二十回，頁 1797。）這樣的

結局明顯與判詞和甄英蓮意喻「真應憐」的創作原意不符。「香菱」就是「菱花」，這

個故事中 早出現的薄命女，其人物命名表示她是一朵清香的菱花，卻也蘊含著她的命

運宛如一面菱花鏡，映照著自己和賈府的死亡與興衰。 

 

                                                 
13

 孫邈主編(2005)。《紅樓夢鑑賞辭典》。香港:漢語大辭典出版社。頁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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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穿衣鏡 

在大觀園中賈寶玉的房間怡紅院裡，裝置了一個大型穿衣鏡，鑲嵌在壁中可活動，

在當時應屬上乘之進貢品，非富貴人家或任官獲賞者難以擁有或親眼所見。《紅樓夢》

裡描寫了三次初見此鏡的情形或心情。 

第十七回大觀園剛落成時，賈政帶領大家四處參觀，穿衣鏡第一次登場： 

 

  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羣人，都與自己的形相一樣，──卻是一架玻 

璃大鏡相照。又轉過鏡去，益發見門子多了。（第十七回，頁 264。） 
 

賈芸第一次進到怡紅院，初次看見這個大穿衣鏡： 

      

      賈芸聽得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閃灼， 

卻看不見寶玉在那裏。一回頭，只見左邊立著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 

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丫頭來說：「請二爺裏頭屋裏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 

忙答應了。（第二十六回，頁 408。） 

 
賈府的豪奢富裕程度，從穿衣鏡到自鳴鐘、西洋自行船、眼鏡、西洋的茶具和酒具、進

口布料，還有許多外國的食物如洋糖、洋煙、洋酒，甚至是外國的家禽家畜，在在都顯

示其豐厚的政治與經濟實力。 

 

這兩處提及鏡子，描寫雖然簡單，但各有側重。前者點出正面照鏡子的效果，相 

當逼真，是當時國內還較少見的玻璃鏡。後一次，沒有寫賈芸正面照鏡子，他這 

樣一個窮親戚頭一次拜會寶玉，在屋外還能從容，能看看匾額之類的，但一到屋 

內，就不免緊張，但是，寫鏡子背後轉出兩個丫鬟，足以說明這面鏡子之大，起 

到了屏風的作用。
14
  

      這不僅是從賈芸眼中看寶玉的居室佈置和排場，而且也是借助貴公子的奢華氛 

圍反襯同族子弟的貧賤寒微。一架穿衣鏡將鏡外人與鏡後人隔成兩個世界。
15
 

 

對這面穿衣鏡有更詳細描寫的是在第四十一回。劉姥姥喝酒迷了路，誤闖寶玉的房間，

醉眼迷濛之際瞧見了這面鏡子： 

       
      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轉去，只見他親家母也從外面迎了進來。劉姥姥詫異，忙 

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一位姑娘帶你進來的﹖」 

「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裏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第四十一回，頁 

639。） 

 

                                                 
14

 詹丹(2006)。《紅樓夢的物質與非物質》。頁 117。 
15

 俞曉紅(2004)。〈紅樓說鏡〉。《紅樓夢學刊》，第 3 輯。頁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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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著，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劉姥姥便伸手去羞他的臉，他也拿手來擋，兩個對

鬧著。劉姥姥一下子卻摸著了，但覺那老婆子的臉冰涼挺硬的，倒把劉姥姥嚇了一跳，

才猛然想起： 

 

「常聽大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呢罷。」說畢伸手一摸， 

再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 

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

不意劉姥姥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第四十

一回，頁 639。） 

 

不只是鄉下老婦劉姥姥初見這面大鏡被弄糊塗了，甚至是賈政等人，也是難得見過這麼

大的玻璃鏡。寶玉甚至也在睡寐中，看見大鏡中的自己而恍惚驚嚇： 

 

      襲人在旁聽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寶玉在哪裏﹖」此時寶玉雖醒， 

神意尚恍惚，因向門外指說：「才出去了。」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 

眼細瞧，是鏡子裏照的你影兒。」寶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 

自己也笑了。（第五十六回，頁 879。） 
 

所以在《紅樓夢》多次提到「鏡栿」之類的布，平時用以蓋住鏡子，尤其是大穿衣鏡特

別需要，源於古人認為鏡子會吸攝人的魂魄，當然用布將鏡子遮住，也才不會突然照到

鏡子受到驚嚇，或導致做了惡夢。 
 

三、風月寶鑑 

    《紅樓夢》又名《風月寶鑑》，典故源自書中第十二回「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

祥正照風月鑑」此篇故事。賈瑞色迷心竅，盲目瘋狂的追求著王熙鳳，王熙鳳兩番設圈

套整治，賈瑞次次被騙，落得生了場重病，藥石無醫。忽見一跛腳道人拿了一「風月寶

鑑」，叮嚀只可照看背面，賈瑞多次被正面的熙鳳所誘，體虛而亡： 
 

那道士歎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 

說畢，從褡褳中取出一面鏡子來──兩面皆可照人，鏡把上面鏨著「風月寶鑑」 

四字──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幻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 

妄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來，單與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孫 

等看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 

你好了。」……賈瑞收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倒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 

想畢，拿起「風月鑑」來，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裏面，唬得賈瑞連忙 

掩了，罵：「道士混帳！如何嚇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著，又將 

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裏面招手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的覺得進了鏡子， 

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床上，噯喲了一聲，一睜眼，鏡子從手 

裡掉過來，仍是反面立著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 

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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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拿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 

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只說了這句，就再不能說話了。（第十二回， 

頁 193-194。） 

       

賈瑞初次罹病「當不只是兩番凍惱奔波所致，更是心頭魔難卻的痼疾所招致」
16
，但是

當他得到跛足道人的寶鏡與警示時，卻仍屈服於男性慾望、沉迷於情色風流之中，終於

自招滅亡。       

 

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早毀此物，遺害於世不小。」 

遂命架火來燒，只聽鏡內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 

來燒我﹖」正哭著，只見那跛足道人從外面跑來，喊道：「誰毀『風月寶鑑』， 

吾來救也！」說著，直入中堂，搶入手內，飄然去了。（第十二回，頁 194-195。） 

 

己卯本《脂評》便針對他臨死之際仍心繫鏡子的痴狀，加以評論說：「可憐，大眾其來

看此。」又評「好知青塚骷髏骨，就是紅樓掩面人」
17
是也。 

 

      通過跛足道人的介紹，說明風月寶鑒為何物，是何來歷，有何功效，在道士的口 

中，這不是一面普通的鏡子，來歷不凡，有「濟世保生之功」，作為實物的風月 

寶鑒是如此神奇，賈瑞的病拖了將近一年，幾十斤草藥吃下去，不見任何起色， 

何以一面鏡子就能治好呢？《紅樓夢》寓意深刻，不會憑空出現這麼一段描神畫 

鬼的情節，作品中屢次出現太虛幻境、警幻仙子、仙姑、跛足道人、癩頭和尚， 

這些情節人物也不是消遣之作，遊戲之筆。《紅樓夢》，以夢寫實，以假語村言 

敷衍真實人生，所以這些夢幻、神奇的情節完全是作者寫實的手段，是作者為了 

提醒讀者不要被表像迷惑的工具。
18
  

 

回溯到《紅樓夢》又名《風月寶鑑》，其風月情事並非單指賈瑞一人，而是泛指在整個

故事中，眾多違背人倫情理的風月情慾。 

 

      在《紅樓夢》中，一僧一道手持的風月寶鑑所體現的意義相對來說比較集中和明 

朗，就是對於男女風月之事的一種瞥示。風月寶鑑雖然在賈瑞病危時才出現，但 

此前，當寶玉神太虛幻境時，警幻仙子加之於寶玉的一番言行，已經體現出風月 

寶鑑的意義。特別寶玉在秦可卿的臥室中所見，書中寫到「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 

鏡室中設的寶鏡」，而傳說中武則天對風月之事極為迷戀，似乎也為風月寶鑑的 

出現做了鋪墊。
19  

 

                                                 
16

 林青蓉(1990)。《傳統小說中鏡與影之研究》。逢甲大學碩士論文，收錄於曾永義主編的《古典文學 

研究輯刊 15》，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 年 3 月。頁 64。 
17

 陳慶浩編著(1886)。《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236。 
18

 蘇倩(2010)。〈論俞平伯的「鏡子說」與「風月寶鑒」〉。《語文學刊》(基礎教育版)，第 9 期。頁 106。 
19

 詹丹(2006)。《紅樓夢的物質與非物質》。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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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月寶鑑的正反兩面，一面是美女誘惑，一面卻是恐怖骷髏。作者採用諷刺、懲戒

加上擬人的手法來加深這個鏡子的神祕之處。賈瑞照鏡時鏡子裡並沒有反射出他自己的

形貌，有違鏡子的功能設計，所以鏡中的影像正是他內心的慾望幻想。過度沈淪於背德

縱欲的幻影之後，賈瑞終至自取滅亡。 

 

肆、「鏡」意象 
  因鏡子能夠照見物品，古人也賦予了鏡子很多神奇的功能，許多志怪小說中都提到

了鏡子神奇的法力。從六朝志怪《洞冥記》、《拾遺記》，唐傳奇中的《古鏡記》等為

發端，到後世的神魔小說中，也多賦予鏡子神奇的法力，如《西遊記》、《封神演義》

等。幾千年來鏡子的神奇功能不斷得到繼承，並被演繹著，影響範圍也不斷擴大。
20
鏡

的神祕功能也來自兩方面。中國古代有一種傳說，認為鏡是一種天意的象徵。另外還有

一種傳說則是從鏡可鑑物的功能上想像出來的，人們認為，鏡子是「金水之精，內明外

暗」，所以一切危害於人的魑魅魍魎都不能在它的面前隱匿。它既是天意所附，又有剋

妖之效，於是，人們便賦予它「神」的性質，稱之為神鑒或照妖鏡，用它來驅鬼辟邪，

並想像出了種種故事來說明它的靈驗。
21
此外佛典裡也常出現「明鏡」，以喻人之心性

本質光明清淨如鏡。《紅樓夢》書中也出現寶玉和黛玉、寶釵等人，在思辯禪宗神秀與

惠能的偈語公案:神秀認為「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惠能主張「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第二十二回，頁

346。）兩首偈語中的明鏡都用來比喻心性。 

   

      在鏡中看見自己，發現自己，需要一種主體將自己客體化、能夠分辨什麼是外、 

什麼是內的心理操作。……自我和自我的關係，以及熟悉自我，是無法直接建立 

的，它仍舊受限於看與被看的相互作用。……觀看鏡中的自己，有許多方式：懷 

帶恐懼、羞怯、喜悅、滿足或蔑視……。22 

      有光景便有映照，便有象徵意義和文學意象，也便有了曹雪芹《紅樓夢》中傳統 

銅鏡新型玻璃鏡的東西文化交融。23 

 

我們知道鏡子可以照出真實的影像，也認為鏡像為虛像，不可盡信。這樣虛實矛盾

的心境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便引發出多樣意象的蘊涵。 

一、鏡裡自戀自憐 

    不管是隨身小鏡或是桌上鏡臺，或是可以映照全身的大穿衣鏡，其 基本的功能就

是端正自我的儀表。故端詳境中人，有人深以出眾的容貌而竊喜自戀；有的卻感嘆空有

如花美貌卻未覓的良人佳緣；更有許多詩詞描寫已婚婦女空閨待婿，常照鏡傷懷。因此

歷代有許多詠鏡詩，用以描寫跟鏡子有關的典故或其功能，而女子照鏡自憐傷神的閨怨

詩也應運而生。如梁簡文帝蕭綱的〈愁閨照鏡〉一詩：「別來憔悴久，他人怪容色。只

                                                 
20

 張偉麗(2011)。〈《閱微草堂筆記》之「大圓鏡」意象考〉。《文津學志》，第四輯。頁 360。 
21 

葛兆光(1989)。《道教與中國文化》。臺北:東華書局。頁 105-106。 
22

 Sabine Melchior-Bonnet 著、餘淑娟譯(2002)。《鏡子》。臺北:藍鯨出版有限公司。頁 23。 
23

 孫雋寶子(2011)。《論文學鏡意象中的「我」》。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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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匣中鏡，還持自相識。」
24
詩人李白作有〈代美人愁鏡〉一詩：「明明金鵲鏡，了了玉

台前。拂拭交冰月，光輝何清圓。紅顏老昨日，白髮多去年。鉛粉坐相誤，照來空淒然。」
25
薛逢〈追昔行〉：「嫁時寶鏡依然在，鵲影菱花滿光彩。夢裡長嗟離別多，愁中不覺顏

容改。」26詩中充滿美人遲暮之嘆。 

    《紅樓夢》裡的寶玉和黛玉 常出現照鏡的描寫，有時是為了的修飾容貌髮妝；尤

其是要去與心上人或長輩見面之前，總特意整理儀容，在服飾上精心打扮，盼望可以留

下美好的形象。寶玉照鏡時多半有丫鬟隨侍在側的梳洗整妝，黛玉則多「對鏡理妝或梳

頭」。當寶玉被賈環潑了蠟燭油，臉上起了泡，擔心的猛照鏡子時，黛玉聽聞這個消息，

連忙趕來探望： 
 

只見寶玉正拿著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的藥。林黛玉只當燙的十分 

利害，忙上來問怎麼燙了，要瞧瞧。寶玉見他來了，忙把臉遮著，搖手叫他出去， 

不肯叫他看。──知道他癖性喜潔，見不得這些東西。（第二十五回，頁 392） 

 

寶玉是家中受寵的少爺，那俊美的臉被燙傷，親人不捨自己也擔憂。黛玉也知寶玉此時

應該不想讓她看見這受傷的模樣，故也不勉強，但掩不住關懷之情地詢問傷勢。「黛玉

想看看燙得重不重是愛的表現，寶玉不讓黛玉看，也是愛的表現；所不同的是，寶玉不

想讓黛玉看到自己燙傷後的臉，是怕損害自己在黛玉心中的美好形象」
27。 

    寶玉贈絹，黛玉在上面寫了三首情詩，詩句中充滿濃濃自憐閨怨之意，不由的情思

羞怯，臉紅心熱，透過鏡中瞧見自己「腮上通紅」，更是心緒激情，拿著帕絹上床。 
黛玉的外貌形象正如曹雪芹所描寫：「兩彎似蹙非蹙罥烟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

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

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第三回，頁 53。）此時相思滿懷、嬌羞

臉紅的黛玉自己照了照鏡子，想要瞧瞧為何面熱身熱，鏡中人桃紅滿臉更是美麗，而「一

時方上床睡去」則表示黛玉在鏡前端詳了好一會兒，有照鏡自戀自憐之感。 

    若是閨中女子無心照鏡打扮，表示相思之苦，如徐幹〈情詩〉：「君行殊不返，我

飾為誰容？鑪薰闔不用，鏡匣上塵生。」
28
明鏡生塵的意象，就用以暗喻閨怨。此外攬

鏡自照也常被視為女子自傷青春年華不再，哀愁容貌消逝，或有鏡中人形單影隻之苦。 

    寶黛兩人的愛情無法獲致圓滿的結局，當黛玉知道兩人有緣無分之際，心思不再裝

扮容貌，而自呆呆地望著鏡中的自己： 

 

      次日，黛玉清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呆的坐著。……那黛玉對著鏡子， 

只管呆呆的自看。看了一回，那淚珠兒斷斷連連，早已濕透了羅帕。正是：「瘦 

影正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第八十九回，頁 1405。） 

 

                                                 
24

 此詩收錄於南朝徐陵所編集的《玉臺新詠》卷十。《玉臺新詠》共 10 卷，收錄東周至南朝梁時的詩歌

共 769 首，多為男女閨情之作。 
25

 李白：〈代美人愁鏡〉其一，收錄於《全唐詩》卷一百八十四。 
26

 薛逢：〈追昔行〉部份摘錄，此詩收錄於《全唐詩》卷五百四十八。 
27

 李軍均(2004)。《紅樓服飾》。頁 87-88。 
28 

徐幹〈情詩〉部份摘錄，此詩收錄於《玉臺新詠》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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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卿』是誰？不是別人，而是鏡中的自己。這時，黛玉感到美好的自我行將毀滅，

萬恨千愁，無限惋惜，顧影自憐，如作永訣」
29。林黛玉的的形象並非一直都是愁苦悲

傷的，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故事的推演，尤其與寶玉的愛情的波折，讓她的體更虛、心

更悲。 

    寶玉和馮紫英、蔣玉菡飲酒作詩比賽時，寶玉說道： 
       

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 

      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 

（第二十八回，頁 441。） 
     

寶玉接著唱道女兒酒令其一〈紅豆詞〉： 

    

      咽不下玉粒金蒓噎滿喉，照不見菱花鏡裏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 

      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第二十八回，頁 441。） 

 
詩句中描寫女子喜見鏡中美裡的容貌，卻愁苦獨守空閨， 後鏡中人是瘦是憔悴，也無

心端詳，道出許多閨閣女子之閨怨愁思。 
    寶玉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鮫縠一幅，用楷字寫成了一篇〈芙蓉女兒誄〉以祭弔晴雯： 

 

      眉黛烟青，昨猶我畫;指環玉冷，今倩誰溫？鼎爐之剩藥猶存，襟淚之餘痕尚漬！ 

鏡分鸞別，愁開麝月之奩；梳化龍飛，哀折檀雲之齒。（第七十八回，頁 1244。） 

 

「鏡分鸞別，愁開麝月之奩」乃寫第二十回寶玉替麝月篦髮之事。〈芙蓉女兒誄〉道盡

寶玉對晴雯的不捨悼念之情，卻也寓含著一個美人卻早夭，命運堪憐的悲傷。 
 

二、鏡花水月 

   鏡子映照的事物，隨著時間流轉，總有一天會消逝無蹤，故我們常以鏡中花、水中

月來感嘆人生的情愛、富貴、功名轉眼成空： 
    在第五回「遊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中，寶玉在夢裡神遊太虛，見

到「金陵十二釵正冊」和「金陵十二釵又副正冊」。書裡幾首詩句預告了十二金釵的人

生結局，又看見聽見《紅樓夢》原稿裡的〈終身誤〉、〈枉凝眉〉、〈恨無常〉、〈分骨肉〉、

〈樂中悲〉、〈世難容〉、〈喜冤家〉、〈虛花悟〉、〈聰明累〉、〈留餘慶〉、〈晚韶華〉、〈好事

終〉、〈飛鳥各投林〉十多首曲調。其中〈枉凝眉〉和〈晚韶華〉裡寫道： 
      

〈枉凝眉〉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 

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第五回，頁 91。） 

                                                 
29

 子旭(2007)。《解讀紅樓夢》。臺北:額爾古納出版。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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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曲子從寶、黛的愛情理想因變故而破滅，寫林黛玉的淚盡而逝」
30
，意旨閬苑仙

葩的黛玉和美玉無瑕的寶玉之間的「木石前盟」， 終如鏡花水月般消逝。 

 

      〈晚韶華〉鏡裏恩情，更那堪夢裏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 

再休提繡帳鴛衾。只這帶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 

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兒孫。 

      氣昂昂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 

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第五回，頁 92。） 

 

「鏡裏恩情，更那堪夢裏功名」意思是說賈珠在世時和李紈夫妻恩愛，但賈珠早亡，夫

妻之情已成鏡中虛像、似光影消逝，空留其名。李紈在賈府成為遵守封建禮教、與世無

爭的榮國府寡婦，只好含辛茹苦，教導兒子賈蘭讀書考取功名，誰料功名富貴也如同夢

境一樣虛幻！李紈因兒子賈蘭當了高官而得到誥封，然人生無常賈蘭猝死，徒留誥命夫

人之虛名。 

    在〈飛鳥各投林〉中有云： 

 
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裏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

欠命的，命已還；欠泪的，泪已盡。冤冤相報實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

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第

五回，頁 93。） 

 

這首詩總結以上人物與紅樓一夢的結局，清楚的預告了故事的安排， 後「落了片白茫

茫大地真乾淨」，人生徒留一片白茫茫，富貴情恨皆成空，暗指人生宛如鏡中影，轉眼

虛無。 

       
      鏡子做為書中姑娘們日常使用的小道具，便蘊涵著寶玉心繫女孩子的性格特點， 

怎奈這種充滿生命蒸汽的人間之情逃不了鏡花水月的結局。
31
 

 
    不止「金陵十二釵」的命運多舛，書中人物多逃離不了悲劇性的結局。所有的富貴、

功名、美貌、情愛等世俗所欽羨之事，終究淪為鏡花水月消逝無蹤。 

第十三回秦可卿託夢給鳳姐時說：「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

跌重』。」「否極泰來，榮辱自古周而復始，豈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於榮時籌畫下

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常保永全了。」（第十三回，頁一九九。）無奈秦氏夢裡的囑

咐並沒有被鳳姐牢記採用，注定權貴富豪的賈家逐漸走向「樹倒猢猻散」的衰敗之途，

權貴一時的奢豪之家，也宛如鏡花水月般的消逝。 

 
 

                                                 
30

 蔡義江(2004)。《紅樓夢詩詞曲賦鑑賞》。北京:中華書局。頁 71。 
31

 孫雋寶子(2011)。《論文學鏡意象中的「我」》。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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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鏡中真假虛實 

《紅樓夢》中屬於真正的鏡子主要有幾種，一個是來自太虛幻境的神界器物「風月

寶鑑」，一個是怡紅院中的西洋奇器「大穿衣鏡」，其它則屬於桌上梳妝鏡和隨身攜帶

的小鏡子。 

 

鏡子映照實體所造成的影像，左右相反，前後相對，如此一來，所產生鏡裡與鏡 

外的位置對立，便產生了「虛」與「實」二者之間的相互對照，因此，在虛實二 

者之間游移的多重性，便產生了許多詮釋的空間。
32 

 

此外，書中的賈寶玉本身、賈寶玉和甄寶玉兩個「甄賈」寶玉，甚至是劉姥姥這個

人物角色，他們或許兩相映照、或許角色本身就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現實生活的各種

面相，都可視為抽象的鏡子。 

賈瑞痴迷於王熙鳳，卻被整出一場大病。跛足道人給了一個太虛幻境空靈殿的警幻

仙子所製、正面反面皆可照人的「風月寶鑑」，「專治邪思妄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

勸誡賈瑞只照鏡子背面，但背面出現一骷髏令人驚駭，正面卻是心儀的鳳姐揮手勾引，

美人掩飾死亡的可怕，卻也催化了貪婪的情慾。賈瑞選擇縱慾一再入了鏡，幾番雲雨後

絕精而亡。骷髏是什麼意思？馮其庸教授解讀是警醒世人，從美色中見骷髏，於富貴時

見貧窮，於繁華時見凋零。脂硯齋評語：「好知青冢髓髏骨，就是紅樓掩面人。」
33
鏡

中虛幻的鳳姐是墮人於淫樂的索命鬼。賈瑞自己被鏡中虛境所迷而亡，家人反倒欲燒毀

鏡子。難怪鏡子也大嘆不公:「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

賈寶玉在「太虛幻境」看見四個大字，一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對

聯，正指人生真假難辨，如鏡裡鏡外真假虛無總成空。風月寶鑒的「以假為真」說的是

賈瑞沉溺於慾望導致真假不分，本想藉此鏡來治病，卻反到加速了死亡。 
 

「風月寶鑑」更深邃之處在於她的哲學意蘊。這是一面寶鏡，它有正反兩面，它 

是普遍存在於事物中的矛盾對立面的辯證統一。真假、善惡、美醜、生死都統一 

於一身。明乎此，你就可能生，反之，你就可能死。賈瑞已病入膏肓，但他拒絕 

用這面寶鏡來照一照自己的本質，宙視、正視自己病入膏肓的根本原──思邪、 

妄動，反而反其道而行之，於是在誤謬中越陷越深，終於不能自拔，自己毀滅了 

自己。
34 

 

怡紅院中的大穿衣鏡，平時都用鏡袱蓋著，但有時可能會忘了。白天都可能會被鏡

中影所恍惚難辨，何況是在睡眼惺忪或光線黯淡的夜晚，更容易誤判鏡中的影像，而受

到驚嚇。寶玉也曾在半夢半醒中，誤指鏡中人就是自己。 

 

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說小人屋裏不可多有鏡子。小人魂不全，有鏡子照 

                                                 
32

 方冠中、彭子芸(2013)。〈從「虛幻」到「超脫」的《紅樓夢》鏡像──兼論一個「新夢」的可能〉。 

《國文天地》，第 29 卷第 5 期，頁 37。 
33

 陳慶浩編著(1886)。《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236。 
34

 季學源(2012)。《紅樓夢服飾鑑賞》。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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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睡覺驚恐作胡夢。如今倒在大鏡子那裏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 

往前去，天熱困倦不定，那裏想得到放他，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是先躺下照著 

影兒頑的，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的；不然如何得看著自己叫著自己的名 

字﹖不如明兒挪進床來是正經。」（第五十六回，頁 879-880。） 

 
因為古時人們懼怕鏡子可攝人魂魄，故睡覺時要避開鏡子之說由來已久。寶玉在夢中看

見甄寶玉，醒來時看見鏡中的自己，兩眼頓時辨識不清： 

 

他對著大鏡子睡覺，夢中見到了甄寶玉，恰好甄寶玉也在做夢尋他(第五十六 

回)，真假寶玉相會，尚不知真假，卻喜不自勝。兩人既同名同貌又同癡性，一 

甄一賈，分明是自我的影子。假作真時真亦假，蓋甄寶玉時為賈寶玉的影子。
35
 

 

寶玉時常在鏡中整理容貌衣著，鏡中人自然就是自己，但曹雪芹卻又塑造一個名

字、容貌相似的甄寶玉，先聽聞其名，又在夢中相遇， 後真的親眼所見。甄賈寶玉看

似相彷，其心思稟性卻迥然不同。甄寶玉其實是假的寶玉，賈寶玉才是真寶玉，寶玉終

於在夢與鏡的朦朧虛假之中，找到真實的自己。詹丹認為「當他夢見甄寶玉也在做著夢

見賈寶玉的夢時， 終使他陷入了不辨真假的困惑中，以致他在夢想的邊緣，又產生了

進入鏡子的衝動，想抓住自己的影子。」
36
兩個寶玉「一甄一賈」，賈寶玉在未見到甄寶

玉之時念茲在茲，還在夢裡相見。等到有機會碰上一面，卻發現思慕之人竟然也是個「祿

蠹」（第一百十五回，，頁 1725。），熱烈期盼的心情轉為冷淡失望。可見虛像可能是

幻像，真實成像反倒戳破想像的空間，殘酷的把真相（像）顯露出來。 

賈府做燈謎娛樂，賈寶玉所出的謎題是「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打一用物」
37
此謎面的典故源自於《孟子‧萬章》裡的故事：舜有一個同父異

母的弟弟象，他曾想謀害舜，但舜做了皇帝後，仍然不計前嫌的疼愛他，即是「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之意，即以鏡子的特點來暗喻寶玉的個性。 

       

它頗能象徵寶玉心繫女孩子的性格：為麝月蓖髮、為晴雯治病；對青春、對少女 

的熱愛:不僅講了許多「女子水作，男人泥作」的天言天語，更用一種好奇、樂 

意體驗的熱情參與進女兒集體，如偷吃胭脂、問紫鵑討鏡子。特別是對黛玉關心 

備至，上學前親自向對鏡理妝的黛玉作辭，挨打後不忘送帕傳情。……除卻對黛 

玉的眷戀，寶玉對很多女孩有歉疚感，絳珠仙子還淚說何止適用黛玉一人呢：寶 

玉為鴛鴦之死也痛哭一場，為晴雯之死而撰寫且歌且哭的〈芙蓉女兒誅〉。從此 

「鏡分鸞別，愁開麝月之奩」。欠了情，還了淚。然後沒有情，就沒有存在的價 

值，這種罪過乃是社會與人生的罪過，寶玉的懺悔則是思念與慰藉，屬於撫慰靈 

魂的人性內容。38
  

 

                                                 
35

 子旭(2007)。《解讀紅樓夢》。頁 190。 
36

 詹丹(2006)。《紅樓夢的物質與非物質》。頁 118。 
37

 見《紅樓夢》（三民書局版）第二十二回，頁 237。 [清]曹雪芹撰、饒彬校注(2001)。《紅樓夢》（上）

（下）(二版二刷)。臺北：三民書局。 
38

 孫雋寶子(2011)。《論文學鏡意象中的「我」》。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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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賈府猜燈謎活動，每人所出之謎題含意，都隱涵著出題者的性格特質或人生命

運的發展，而寶玉的謎底就是鏡子。也就是作者曹雪芹在進行賈寶玉這個人物創作時，

在許多發展脈絡中，把寶玉當做一面鏡子，這面鏡子「隨著女性憂而憂，隨著女性喜而

喜」
39
，映射出大觀園中的眾多女子形象。 
 

正因為賈寶玉在大觀園中充當了這樣的一個角色，所以他所居住的怡紅院，不但 

靠近大門，構成總攬大觀園的重要格局，且特意設計佈置了這樣一面大鏡子，強 

調了其作為「總一園之看」（脂硯齋評語）的特殊意義。通過他映照出女性生活 

價值和理想，也確立起自我的生活和理想。
40  

 

透過寶玉的日常生活作息和與他人的互動模式，以及他的眼所觀看之物，口所說之事，

正像一面鏡子清楚的映照出大觀園裡的眾生百態百思，也處處展現出真實人生的富貴喜

樂，隨之反照出來的是貧困悲哀。 

劉姥姥在《紅樓夢》中，五次進出榮國府。第一次是帶著孫子板兒到賈府來攀交情，

從鳳姐那得了二十兩銀子回家過年；第二次是帶些家中作物來感謝鳳姐，結果被留在賈

府作客三天，好好地遊歷了一回大觀園，還幫鳳姐多病的女兒命名「巧姐」， 後還被

賞了百餘兩銀子和各色乾菓點心、衣飾；第三次是在賈府被抄家後，接受彌留中的鳳姐

託孤女兒巧姐；第四次是在鳳姐死後，適時救出差點被賣掉的巧姐，帶到鄉間躲藏。第

五次是在得知寶玉、賈蘭科舉中第，並且賈家被復官大赦之時，將巧兒帶回賈府。高鶚

的第一百十九回裡寫道， 後劉姥姥更將巧兒婚配給一位「新進科試中了秀才、姓周的

富家之子」。（第一百十九回，頁 1783。） 
    雖然劉姥姥的角色在全書篇幅不多，但卻是在富貴奢華的賈家生活中，唯一出現的

一個樸實純真的鄉下老婦。一奢一窮，一貴一淡，從劉姥姥的眼中看見賈家從奢豪顯貴

之大家，終至衰敗凋零。劉姥姥第一次進入賈府是卑微的求援者，第二次拿些農家作物

來答謝，之後反倒成為救援者。劉姥姥像一面鏡子，映照對比出賈府的種種，如：以劉

姥姥的貧窮映照出賈家的豪奢；以劉姥姥的樸實映照出賈家靡爛；以劉姥姥的知恩圖報

映照出賈家親族的勾心鬥角;更透過劉姥姥的眼睛，清楚地映照出賈家被抄前後的人情

冷暖、家族興衰的對比情景。 

劉姥姥乃一個村婦，自然不可能看過像怡紅院穿衣鏡這般大型的鏡子，況且又在醉

酒迷濛之際，於是誤認鏡中人為自己的親家母。詹丹認為作者這段故事的鋪陳有其背後

的意義，他認為劉姥姥心裡並不認同也非真心，願意讓人把花插了一頭供大家取樂
41
此

外，郭玉雯認為劉姥姥嘲笑鏡中的親家母的裝扮，其實是在嘲弄自己： 

 

      劉姥姥之所以醉臥也經過一番深有意味的曲折，首先她是在「眼花頭眩」的迷路 

      狀況下，誤闖進怡紅院的；穿過「月」洞門，橫渡一帶碧瀏清「水」，後來看見 

      「鏡」裡親家母戴了滿頭的「花」，合起來正是「鏡花水月」。……劉姥姥看見鏡 

中自己，竟然不認得，還以為是親家母，又笑她沒死沒活戴了一頭，等於嘲笑了 

                                                 
39

 詹丹(2006)。《紅樓夢的物質與非物質》。頁 119。 
40

 詹丹(2006)。《紅樓夢的物質與非物質》。頁 120。 
41

 詹丹(2006)。《紅樓夢的物質與非物質》。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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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所有房舍似乎只有怡紅院有面大鏡子，暗示寶玉整日所面對的無非是假 

相，連他自己也是，但他經常沉迷其中，甚至流連忘返，執空為有，認假為真。 

劉姥姥被鏡所困而無法脫身，在胡亂摸索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機括，掩過鏡 

子，找到出路。寶玉最後應該也能識破假相而悟道，至於對劉姥姥這個村婦而言， 

其心渾全未分，既無所謂迷也無所謂悟，自然而已。42
  

 

小說通過劉姥姥這面特殊的鏡子，分別映照出了他們各自的不同的特徵，甚至他們一些

平時很不突出的性格因素，也都因有了有關劉姥姥的情節而得到了突出和烘染，從而收

到『一筆多能』的藝術功效。
43
劉姥姥在大觀園裡，感覺是個格格不入的角色，卻擁有

真實世界的純真本性、善良性情，她像是一面澄清的鏡子，對照出富貴人家虛假面相與

深層腐壞。 

 

伍、結語 
    《紅樓夢》全書一百二十回，出現與「鏡」相關內容描寫約有二十九回，可見「鏡」

的物品與意涵，在曹雪芹的小說創作中有其特別的重要性。 

    鏡子的歷史由來已久，從銅鏡到玻璃鏡，除了生活實用性質之外，在中國的宗教信

仰與文學創作，常出現其蹤影。 

 

鏡子與宗教思想及民間傳說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並融入了複雜的文化內涵。從 

此，鏡子具有了豐富、多樣、神奇的藝術和美學原理，鏡子意象拓展了文學的藝 

術想像空間，增強了作品中的藝術張力。
44 

 

《紅樓夢》全書所述的鏡子約可分為日常生活用的梳妝鏡和隨身攜帶的小鏡，還有

象徵賈府富貴大家的怡紅院穿衣鏡，以及道士給賈瑞的「風月寶鑑」。 

    從鏡子照射人物的功能來說，人們在照鏡時的意欲為何、心思為何，甚至是鏡中所

看之像真假為何，似乎是一連串的心理過程所轉變而來的。 

 

      從鏡子的妄想到鏡子的啟示，從虛假的映射到充滿想像力的象徵，視覺的隱喻常 

被引用，以致轉化它們的意義。人為了看自己而看著鏡中的自己，但他看著自己 

的鏡子卻給予他超過外表或外表之外的東西，是一種他對自己神秘的和變形後的 

理解。
45

 

 

寶玉的鏡子、黛玉的鏡子和大觀園的鏡子等，這些都是真正的鏡子。映照出來的是

人物的容貌神態，甚至於是心情思緒，或羞或憐，或悲或喜，反射出各姿百態，也是本

心的澄清。怡紅院裡的穿衣鏡，多次讓初見的人真假難辨，糢糊了現實與真實之別。 

   

                                                 
42

 郭玉雯(2001)。《紅樓夢人物研究》(二次修訂)。臺北:里仁出版社。頁 402。 
43

 張慶喜、劉永良(2001)。《紅樓漫說》。香港:三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頁 121。 
44 

金芝鮮(2008)。〈論《紅樓夢》中的鏡子意象及其象徵內涵〉。《紅樓夢學刊》，第 6 輯。頁 293。 
45 Sabine Melchior-Bonnet 著、餘淑娟譯(2002)。《鏡子》。臺北:藍鯨出版有限公司。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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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子是現實生活中人們所熟悉的東西，是用來照人的，作用很簡單，看自己是否 

衣冠整齊，是否需要修飾，這也可以說明人在鏡子面前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而 

且是真實的、沒有經過加工的一切，所以才能達到「正衣冠」的目的。也就是說， 

鏡子能如實地反映站在自己面前的一切。沒有虛假，沒有謊言，讓所有的一切無 

可逃避。46
 

 

跛足道人借給賈瑞的「風月寶鑑」，更是結合歷朝對於「鏡」這個物件的獨特功能

再現，但它不是王度照妖辟邪的古鏡與《西遊記》裡的照妖鏡。「風月寶鑑」鏡裡的「骷

髏」不是真實世界的妖魔，而是虛幻的心魔。如果不能勇敢面對它， 後終究招致滅亡。 

在《紅樓夢》一書中所出現具象和抽象的鏡子，其背後的文化意象包括了「鏡裡自

戀自憐」、「鏡花水月」與「鏡中真假虛實」，全都環繞著太虛幻境上的對聯「假作真

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第五回，頁 84。）作為書中主旨。鏡子材質脆弱易破裂，

也暗喻幻境易碎。從賈政貶官、寧國府被抄、賈母歸天、鳳姐病逝到寶玉出家，印證了

秦可卿給王熙鳳托夢時所說的「盛筵必散」的道理，賈府的官場榮耀與經濟繁華，終究

如南柯一夢，整個家族「盛即必衰」，快速走向覆滅頹衰的結局。 

《紅樓夢》中是個真假交疊的世界，大觀園是真而太虛幻境是假；但對現實世界而

言，大觀園卻是個虛構的風花雪月世界。正如〈枉凝眉〉裡吟道：「一個是水中月，一

個是鏡中花」。真真假假，皆在千古的鏡子反射影像流傳著。 

 

                                                 
46

 蘇倩(2010)。〈論俞平伯的「鏡子說」與「風月寶鑒」〉。《語文學刊》(基礎教育版)，第 9 期。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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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夢」的可能〉。《國文天地》，第 29 卷第 5 期，37-42。 

[2] 金芝鮮(2008)。〈論《紅樓夢》中的鏡子意象及其象徵內涵〉。《紅樓夢學刊》，

第 6 輯，293-310。 

[3] 俞曉紅(2004)。〈紅樓說鏡〉。《紅樓夢學刊》，第 3 輯，84-99。 

[4] 張偉麗(2011)。〈《閱微草堂筆記》之「大圓鏡」意象考〉。《文津學志》，第四輯，

359-364。 

[5] 陳麗如(2012)。〈論古典小說「鏡象書寫」的兩度裂變──《古鏡記》與《紅樓夢》〉。

《興大人文學報》，第 49 期，77-108。 

[6] 蘇倩(2010)。〈論俞平伯的「鏡子說」與「風月寶鑒」〉。《語文學刊》(基礎教育

版)，第 9 期，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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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站資料 
[1] 中文在線百科（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梁詩卷二十二）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206428） 

[2] 中國文化研究院網站（中國銅鏡藝術）

（http://hk.chiculture.net/php/frame.php?id=/cnsweb/html/20509）。 

[3] 正統道藏電子文字資料庫（http://hanji.sinica.edu.tw/）。 

[4] 開放文學電子資料庫（http://open-lit.com/list.php）。 

[5] 漢川草廬電子資料庫（經籍類）（http://www.sidneyluo.net/b/b03/025.htm）。 

[6]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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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行科技大學《健行學報》徵稿辦法 

92 年 12 月 15 日 92-1第四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7 年 9 月 17 日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訂  
民國 97 年 6 月 17 日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8 年 9 月 16 日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9 年 9 月 15 日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1年 6月 13日校務會議通過修訂名稱 
中華民國 102年 10月 16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1條 健行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術研究及技術研發，提高學術及技術水準，

促進國內外專業知識交流為宗旨，特辦理健行學報（以下簡稱本學報）。 

第 2條 本學報每年出版四期（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出版），分為兩部分，一為學術研究，

一為技術報告。學術研究部分歡迎海內外學界之電資、工程、商管及人文社會學者專

家投稿，技術報告部分僅限本校教師投稿。中文稿件以不超過二萬字為原則，外文稿

件不超過二十頁為原則(含摘要、註釋、圖表及參考文獻）；稿件字數過長者，將不予

採用。 

第 3條 本學報刊載未曾出版於國內外刊物或學術會議專集之論著。翻譯文章、專題報導或其

他非學術性作品（如隨筆、心得、小說、詩歌、戲劇等），恕不刊載。  

第 4條 本學報全年徵稿，來稿採隨到隨審，論文稿件由本刊編輯委員會進行初審，通過後係

採二階段雙向匿名審查方式，送請兩位相關領域專家審查，其審查名單由編輯委員會

推薦。  

第 5條 論文中牽涉版權部分（如圖片及較長篇之引文），請先取得原作者書面同意，本學報不

負版權責任。  

第 6條 來稿所用文字，以中文、英文、日文為限。  

第 7條 來稿請用電腦打字（敬請惠寄一份書面稿件及 word格式電子檔至本學報電子郵件信

箱），頁碼按次序標明，格式如本學報論文排版規定。  

第 8條 來稿請於首頁註明作者中英文姓名、所屬之機關名稱及職稱、聯絡電子信箱，並附投

稿基本資料表。  

第 9條 凡投稿本學報，應有中、英文題目，並附三百字以內中、英文摘要及中、英文關鍵詞。  

第 10條 來稿一經刊登，版權即歸本學報所有。凡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投稿論文經本

學報刊登後，即授權本刊以非專屬授權之方式收錄於電子資料庫中，並得為重製、公

開傳輸、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為符合資料庫之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

變更。投稿刊登者，除致贈當期學報乙冊及抽印本五份、單篇刊登論文 pdf檔外，恕

不另奉稿酬。  

第 11條 來稿一經送審，除專案簽准者，不得撤稿，非特殊理由而自行撤稿者，除需自付該篇

審查費用外，尚需以書面撤稿聲明書提出(掛號交寄本編輯委員會)。審查結果需修正

者，作者須於期限內回覆修正稿件及修正說明，逾期視同撤稿。  

第 12條 來稿請寄 320 桃園縣中壢市健行路二二九號健行科技大學《健行學報》編輯委員會收。 

聯絡電話：（03）458-1196 轉 3115 傳真：（03）2503890  E-mail: 

aaoffice.j@uch.edu.tw。  

第 13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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