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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報序 

    新年伊始，寒冬方至，《健行學報》三十六卷第四期即將付梓，

感謝校內外投稿者賜稿，也感謝審查委員及編輯委員辛勤付出，本期

方得以順利出刊。 

    本期共有四篇論文通過審查，其中工程類一篇，人文社會類三篇，

茲將四篇論文大要簡略說明於下： 

    工程類通過審查的是游峻一、黃旭燦、楊潔豪、施輝煌的〈大地

電磁與重力法應用於台灣西北部關西構造研究〉一文，本文探討關西

背斜附近地區地下地質構造。以大地電磁法分析結果，發現沿張渝龍

1-1’測線附近，在背斜軸西側 2 公里，深度約 2,500 公尺處，有局部

地層呈現高電阻率狀態，推測在桂竹林層內，此高電阻率團往下逐漸

擴大至深度 6,000 公尺，推測經過地層為河排層、打鹿層、北寮層，

含油氣潛能機會較高，但此區塊並未向南延伸，由此研判關西背斜較

具油氣潛能之地區應在背斜北側附近地區。 

    其次人文社會類有三篇論文，第一篇為羅新興、梁成明之〈正向

思考對主觀幸福感和人際公民行為的影響—利他價值觀的調節效果〉，

本研究的議題是正向心理學所倡導的正向思考以及幸福感。本研究發

現，正向思考和利他價值觀對於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利

他價值觀對於人際公民行為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利他價值觀會增強

正向思考對於主觀幸福感的正向影響效果，但會減弱正向思考對於人

際公民行為的正向影響效果。本研究針對分析結果討論管理意涵並提

出未來研究建議。第二篇為徐菊清之〈王禎和小說的多語混雜現象分

析〉，本研究整理王禎和 1961-1993 年作品中混雜語的現象，並試圖

以霍米巴巴的混雜性概念作為理論架構來分析。歷來對於王禎和的研

究頗多，但單獨提出其語言混雜現象解釋的並不多見，可見本研究之

學術研究創意。第三篇為古慧嬋之〈從華嚴「相即相入」的觀點論中

國哲學之實踐〉，本文係從華嚴「相即」、「相入」的法界緣起觀來探



討，論及一切萬法的緣起因子，其彼此之間的生成條件與因素。透過

對這種緣起現象的理解，來體證萬法皆因相待而生，必須透過二元性

的因子彼此相依才能構成。 

    綜上，《健行學報》這個學術園地，因為全校師生的踴躍賜稿，

才得以茁壯，再次感謝所有支持《健行學報》的師生。 

 

 

     

                     健行學報編輯委員會  謹識 

 

                         中華民國一○六年一月 



工程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六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第 1 頁 
Journal of Chien Hsin University, Vol.36, No.4 (2017) 

                                                                                            

1 

大地電磁與重力法應用於台灣西北部關西構造研究 
Study of the Guansi structure in northwestern Taiwan by using MT and 

Gravity methods 
 

游峻一 1 

Chun-Yi Yu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副教授 

user15@uch.edu.tw 
 

黃旭燦 2 

Shiuh-Tsann Huang 
中油探採研究所 

專案經理 

楊潔豪 3 

Chieh-Hou Yang 
健行科技大學空防中心 

兼任研究員 

 

施輝煌 4 

Huei-Huang Shih 
中油探採事業部 
測勘處副處長 

 

摘  要 

台灣西北部之內麓山帶地質非常複雜，石油業以傳統探勘法描繪細部地下構

造較困難，特別是複雜封閉儲油構造，故必須藉構造地質和整合地球物理的資料

與解釋，方能建立較佳的地質構造模型。本研究利用本團隊開發之重力軟體及大

地電磁法測勘結果，探討關西背斜附近地區地下地質構造。開發之重力軟體的特

色為同時考量不同之地質參數限制條件，包括地層之密度、深度與傾角及斷層之

位置與傾角、地層及地層密度之連續性、等斷層距、固定模型參數等亦考量在內。

針對複雜地質構造地區，參考震測剖面及不同之地質解釋剖面，以基元建構地質

模型，作為初始密度模型。固定基元大小，應用開發之多變量重力逆推軟體，以

不同方式調整地層物理參數方式作逆推，以求出重力之理論值與觀測值密合度最

佳之地下密度摸型，可作為最佳之地質解釋模型，其地質構造模型大致與重力逆

推結果相當；大地電磁法分析結果，發現沿張渝龍 1-1’測線附近，在背斜軸西

側 2公里，深度約 2,500 公尺處，有局部地層呈現高電阻率狀態，推測在桂竹林

層內，此高電阻率團往下逐漸擴大至深度 6,000 公尺，推測經過地層為河排層、

打鹿層、北寮層，含油氣潛能機會較高，但此區塊並未向南延伸，由此研判關西

背斜較具油氣潛能之地區應在背斜北側附近地區。 

 

關鍵詞：重力逆推、大地電磁法、關西背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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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othill belt of northwestern Taiwan has a complex subsurface geological structure; 
the detailed subsurface structure is hard to be delineated by using the conventional 
exploration techniques; especially for a complex reservoir. Therefore combination of the 
structural geology, various geophysical data and effective interpretation techniques must be 
used to establish a better geological structure model.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combined the 
gravity result using our gravity inversion program with MT survey result for delineating a 
complex subsurface geological structure area in Guansi anticline. The features of our 
multi-source inverse program encompass the functions of allowing the variation of geological 
constraints such as bed densities, depths and dips, and locations and dips. The continuity of 
layering densities and boundaries, constant fault throws, and some fixed model parameters are 
also included.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an inversion in the gravity data, we use 
blocks to construct an initial density model by referring the seismic section and/or geological 
interpreted model and then fix the size of each block. By using our multi-source program, we 
observe that the physical parameters of the blocks are continuously being modified during 
inversion. The best-fitting interpreted geological model is the one that the observed and the 
computed gravity anomalies are well-matched, and the subsurface geological model. The 
gravity inversion result is comparable to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model. MT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local high resistivity zone within the Kueichulin Formation, it starts at a depth of 2500 
m along the line chang1-1, 2 km west of Guansi anticline. Then the zone passes through the 
Hopai formation, Talu shale and Peiliao formations and gradient large with the depth, it ended 
in the depth of 6000 m. It is being considered to be a potential reservoir. Since the zone is not 
extended southward, a potential reservoir may confine in the north of Guansi anticline. 
 
Keywords: gravity inversion, MT, Guansi anti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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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灣地區地小人稠，能源大部分都仰賴進口，根據 104 年經濟部能源局統計，自產

能源占 2.16%，進口能源占總供給量 97.84%，台灣能源極度仰賴進口。故如何提高自有

能源成為一個重要課題，除了發展再生能源外，以新的探勘技術及地質解釋方法來尋找

台灣地區可能的儲油構造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根據楊耿明等(2007) [1]建立關西-竹東-番婆坑-寶山-錦水-出磺坑-八卦力-細道邦-卓

蘭等井各地層之有機富集度(S2 vs TOC)以及有機物類型和成熟度(HI vs Tmax)關係，分

析結果顯示，較佳的生油岩層為：河排層、石底層、木山層和五指山層之煤與煤頁岩，

其中石底層、木山層和五指山層之煤與煤頁岩足以生成大量之油氣。楊潔豪等(2007) [2]
利用重力研判關西地區具有油氣的潛能很高。本區地質非常複雜，具有複雜的封閉構

造，震測資料亦少，導致目前對該區之地下構造解釋受限制。如以重力及大地電磁法資

料為輔助，對地下構造解釋成效將可提升，其成果不僅能驗證震測資料建立之地質構造

模型，進而協助解析震測不足或不良地區之地下地層構造。 
劉雪軍（2003）[3]在人工源電磁技術在油氣勘探中的應用一文中指出，油氣勘探能

否取得良好的地質效果，除了根據不同物性、地質條件合理選擇方法和技術外，還決定

於多種物化探、地質、鑽探手段的綜合運用。綜合物化探方法(重磁電化等)能從多個側

面反映勘探目標的屬性，而其中的電磁法，尤其是人工源電磁法又佔據了重要的地位。

隨著儀器的持續改進、正反演模擬技術的廣泛採用、計算速度的快速提高和新方法新理

論的不斷完善，人工源電磁法在油氣勘探中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 
徐新學（2006）[4]在大地電磁測深法在南方海相碳酸鹽岩地區油氣勘探中的應用研

究提出，大地電磁(簡稱 MT)為主體的電磁方法，具有穿透能力強、不受高阻層遮罩、

對低阻層反映敏感、適於在南方崎嶇山區工作等優點，在南盤江(主要為滇黔桂地區)北
部地方 MT 資料的基礎上，劃分了泥盆紀、石炭-二疊紀和三疊紀三個主要地質時期的

沉積相帶分佈；在探測低阻岩層空間分佈的基礎上，發現了具有優越生油條件和儲集性

能的“盆包台”、台內槽盆、臺地邊緣等有利區帶；在追蹤泥質蓋層、研究構造層起伏

變化的基礎上，圈定並研究了十餘處構造異常，其構造顯示也獲得地震成果的驗證，說

明 MT 解釋成果具有一定的精度。 
何在浩（2010）[5]，運用大地電磁法儀器測勘苗栗鐵砧山與出磺坑的向斜、背斜及

深部油氣生產層之電阻特性，發現苗栗鐵砧山背斜與出磺坑背斜的油氣生產層（在鐵鉆

山背斜 3,500 公尺深(亦即在打鹿砂岩)的位置呈現高電阻分佈；深部具油徵的木山層

(3,900-5,400 公尺) 亦出現高電阻率。 
劉祜等（2015）[6]運用了音頻大地電磁測深法在探測修武盆地頁岩氣目標層黑色泥

葉岩中的應用效果，利用 AMT 探測得到的電阻率斷面，從深至淺劃分了五個電性層，

查清了羅洞向斜地層結構和斷裂構造的發育特徵，AMT 探測結果為修武盆地頁岩氣遠

景預測及評價、頁岩氣探井的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據。 
故本研究運用大地電磁與重力法研究關西構造，希望運用大地電磁與重力結果，配

合井及地質資料的控制，研判關西構造中可能儲油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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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傳統二維重力順、逆推之研究，係將地下異常體以多邊形模型基元來分割及計算，

所用方法建立於體積分與面積分間關係式；如 Talwani et al. (1959) [7]、 Corbato(1965) [8]

等。亦有將地下異常體多邊形模型簡化為長方形來計算(Mogan and Grant, 1963) [9]，逆推

計算是運用 Taylor series 與 gradient 技巧內插，保有所需之地層特性，同時以 Lagrange 

multipliers 法加入適當之限制，或再加入適當權數(Weighting)，使重力觀測值與模型計算

之理論值密合(Marquardt,1963[10]; Backus and Gilbert, 1970[11]; Moritz, 1977[12]; Saron et al., 

1977[13]; Menichettl and Guillen, 1983[14]; Last and Kubik, 1983[15])。亦有運用統計逆推

(Stochostic inverse)以雜訊方差(Noise covariance)控制實測值之雜訊(Franklin, 1970[16]; Yeh 

and Yeh, 1982[17])。但不同的物理參數組合，就有不同的逆推解，有的可能很相近，有

的可能有完全不同的面貌。近年來專家系統之開拓，在知識域建立許多法則，提供解釋

者面對之問題有一比對之規則﹙Waterman, 1986﹚[18]。 

目前台灣學術界及國外商用之重力逆推軟體(如 Yeh and Yeh; Geotools 等)，多將異常

體之幾何形狀簡化成矩形方塊之組合(Tanner, 1967) [19]，固定矩形方塊大小，並給予各

矩形方塊一密度值(稱起始模型)，計算異常體模型之理論重力異常值(稱順推計算)。由之

觀測重力異常值與順推計算出之理論重力異常值的差值，利用逆推理論，可計算出各矩

形方塊密度修正量，再調整各矩形方塊密度，重新以順推計算新異常體模型之理論重力

異常值，再計算觀測重力異常值與理論重力異常值之差值，再逆推計算各矩形方塊密度

修正量，再次調整各矩形方塊密度，如此順推及逆推交互計算，不斷調整密度，直至觀

測重力異常值與地下異常體模型之理論重力異常值之密合最佳，此時異常體模型即為最

佳之密度模型。起始模型設定、控制密度修正量的範圍及雜訊處理，將影響最後成果(地

層密度分佈)。以矩形模型基元來順推，作理論重力異常值計算，雖計算速度甚快，但

較適於地下構造變化不太大之地區，在複雜地質地區作重力順、逆推時常難以獲得較佳

之結果。 

本研究參考 Tsai (1990) [20]，所開發之重力軟體，其特色為同時考量不同之地質參

數限制條件，包括地層之密度、深度與傾角及斷層之位置與傾角、地層及地層密度之連

續性、等斷層距、固定模型參數等均考量在內。為了研究複雜地質地區的地質構造，達

到有效逆推計算，以固定異常體大小，調整密度方式之線性逆推結果為初始模型，再以

參數都調整作逆推，對複雜地質地區之地下地質解釋可獲較佳結果，相關的理論可參考

Yu et al.(2009) [21],有助於了解台灣關西構造附近地區地下複雜地質構造。 

大地電磁法使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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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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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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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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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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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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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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大地電磁波法過去廣泛運於於斷層調查(鄭榮卿等，1996[24]；游峻一等，

2005[25]；Unsworth et al., 2000[26]；Cheng  et al., 2006, 2008) [27] [28]、沈積環境(游峻一

等，2002) [29]、探礦(Chouteau et al., 1997 [30]；Strangway et al, 1973) [31]、海水入侵(Ritz 

et al., 1997) [32]、地下水調查(Bartel, L.C., 1991 [33]； Giroux et al., 1997 [34]；游峻一等， 

2006， 2007) [35] [36]、溫泉探勘(游峻一，2013) [37]等等，其成果十分豐碩，本研究運

用於協助尋找油氣最佳潛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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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區域地理與地質環境概述 
本研究測區位於關西鎮，根據鎮公所的地理簡介，關西鎮位於新竹縣之東北方，為

牛欄河與鳳山溪匯流之處。東為錦山裡鳥嘴山鄰尖石鄉，西為東平里老庚寮連新埔鎮，

南為玉山里三重坑接橫山鄉，北為東平里南坑鄰桃園市龍潭區。西面為帶狀平地，其餘

東南北三面連峰，多為丘陵起伏之山坡地。東西長 21 公里，南北寬 14.4 公里。本次研

究區域集中於關西鎮市集的東西兩側及其以南的地區，南北及東西各約五點五公里範圍

的區域(圖 2)。 
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壢圖幅[38]及竹東圖幅[39]顯示研究區地表地質由西向東分

佈為沖積層、臺地堆積層、楊梅層（照門段及照鏡段）、卓蘭層、二鬮層、大埔層、南

莊層等等。主要的構造為大平地斷層、竹東斷層、石門斷層、暗潭向斜、湳湖背斜、新

城斷層等等。 
沖積層：主要由礫石、砂及泥所組成。（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壢圖幅，2001） 
臺地堆積層：主要由礫、砂、泥等無膠結之堆積物組成，混雜無淘選可言。（中央

地質調查所中壢圖幅，2001） 
楊梅層：主要由礫岩、砂岩及泥岩之互層組成，其中砂岩成分較多。（中央地質調

查所中壢圖幅，2001） 
卓蘭層：主要由砂岩及泥岩之互層所組成，砂岩呈淺灰色、淡青灰色及黃灰色等，

主要為細粒亞混濁砂岩及混濁砂岩和少量的石英砂，膠結疏鬆。（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壢

圖幅，2001） 
二鬮層：主要由厚層細粒砂岩所組成。（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壢圖幅，2001） 
大埔層：主要由厚層及塊狀砂岩組成，砂岩之細微性由中粒至粗粒，砂岩常含泥質。

（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壢圖幅，2001） 
根據中油公司在關西附近依照地表地質調查及井資料所繪製的三條地質剖面（圖

2），關西背斜位於竹東油氣田東北方約 10 公里，軸向為北北東，背斜長約 8 公里、寬

約 6 公里，為一個近似對稱背斜構造，構造有較陡峭的背斜及向斜，地質構造上十分複

雜，其具有隱伏背斜，十分具有儲油氣之潛力。 

 

肆、結果與解釋 
    本研究分成兩部份，一為運用本研究團隊自行開發之「多參數重力逆推」軟體處理

關西構造地下地質構造，另一方面與中油人員討論過後，在重點地區採取大地電磁法測

勘，以瞭解重點地區電性地層構造。 

一、重力部分 

應用新發展之重力軟體順、逆推探討關西背斜附近地區，軟體考量不同之地質參數

限制條件，作順推與逆推之計算，共選取三條地質剖面作為研究(圖 2)，因此三條剖中

油公司均已依照地表地質調查或井柱控制，為簡化問題，本研究地層厚度依據中油公司

提供的地層剖面為準，由地層密度變化來瞭解地層變化情況，茲將結果分述如下： 

（一）順推研究 

順推為將地質模型建立後，依照所在地的地層密度及厚度會產生一個理論值，若實



工程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六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第 7 頁 
Journal of Chien Hsin University, Vol.36, No.4 (2017) 

                                                                                            

7 

際觀測較理論值為大，在地層厚度固定的狀況下，代表可能地層密度設的過小；反之，

則代表地層密度設定過大。 

本研究地層密度訂定係根據竹東、關西地區相關之 PS-14、EL-1 及 CTU-26 井井下

地層密度資料為主，加以參考鄰近地區相關研究資料獲得（謝世雄等,1972[40]；潘玉生，

1965[41]），地質資料主要參考由中油公司所提供相關文獻資料及關西附近地區相關研究

文獻所獲得（毛爾威等,1971[42]；林炎武，1998[43]；莊恭周等,2010[44]；張渝龍, 

2010[45]），本次共選取中油公司提供的 KH-2、張渝龍 1-1’、KH-5 三條測線，由順推

結果可知三條測線模型所獲得的理論值與觀測值稍有差距，KH-2 測線均方根誤差值為

2.279（圖 3）、張渝龍 1-1’測線均方根誤差值為 16.186（圖 4）、KH-5 測線均方根誤差值

為 4.815（圖 5），所有的測線均有在測線的西側差異不大，越往東側差異越大，其原因

推測有三為，一為本次地層密度利用平均密度為準，因地層密度是逐漸變化的，因而造

成觀測值與理論值有誤差，二為因偏本次研究區東測的地層因地層作用，板塊錯動都很

大，造成密度誤差，三為東側因較少控制井控制，造成地層厚度推估過厚造成。 

（二）逆推研究 

    逆推研究為因本次依照中油所提出之地質模型進行逆推，依照地質模型，調整不同

地區地層密度，使實際觀測值與理論值趨於一致。 

KH-2 測線：KH-2 測線位於關西背斜北側一帶，逆推結果與中油建立之地質資料相

符(圖 6)，差異不大，較大不同處是在關西背斜西側的馬武督斷層下方 2 公里地方，其

地層密度較預估為低，推測造成的原因可能受馬武督斷層造成破裂的影響。另外，軟橋

斷層下盤的地層密度均較平均地層密度稍大。 

張渝龍 1-1’測線：位於關西背斜偏西北側一帶，逆推結果與中油建立之地質資料

差異不大(圖 7)，不同是軟橋斷層下盤的地層密度均較平均地層密度稍大，另外，較大

不同地方是內灣斷層以東的地層密度均有較預估為低，推測可能與推估地層過厚或順推

密度推估過高有關。 

KH-5 測線：KH-5 測線位於關西背斜南側一帶，逆推結果與中油建立之地質資料差

異不大(圖 8)，較大不同處是在關西背斜西側的馬武督斷層下方 2 公里地方，其地層密

度較預估為低，推測造成的原因可能受馬武督斷層造成破裂的影響。另外，軟橋斷層下

盤的地層密度均較平均地層密度稍大。 

二、大地電磁法部分 

大地電磁法在關西背斜附近施測，希望利用井資料及大地電磁法測勘結果，建立背

斜附近的電性地層資料，再與中油人員討論後，選擇於關西背斜軸兩側重點地區進行施

測，共完成二十八個測站，其中十一個測站因受高壓電及其他因素影響，資料品質較差，

本次分析並未使用，故本次僅用十七個測站資料結果進行分析，因地下地層電阻率與地

層岩性、孔隙率、含水率、含鹽度等等相關，一般而言，同地層中，若因其他因素條件

大致相同，地層含油氣地層電阻率會較不含油氣的地層電阻率偏高，故若排除一些確定

因素，可協助推斷地層是否具有油氣潛能。 

大地電磁法測勘成果顯示（圖 9），在海平面下深度 0 至 2000 公尺，地層電阻率介

於 0 至 1500 歐姆‧米，大部分地層電阻率皆在 800 歐姆‧米以下，在此深度區間有兩個

局部地層高電阻區，一個在 15 號測站附近，依據 KH-2 測線地層剖面顯示，此區位於背

斜軸西側，地層在頭嵙山層與卓蘭層之間，推測可能為較大顆礫石或較乾燥的地層所造



大地電磁與重力法應用於台灣西北部關西構造研究 
游峻一 1  黃旭燦 2  楊潔豪 3  施輝煌 4 
                                                                                           

8 

成；另一個在 9 號測站附近，根據張渝龍 1-1’測線剖面顯示，此此區位於背斜軸西側，

地層在卓蘭層，推測可能為較乾燥的地層所造成。 

在海平面下深度 2000 至 3000 公尺，探測地區地層電阻率介於 0 至 2500 歐姆‧米，

在此深度區間有三個局部地層高電阻區，一個在 15 號測站附近逐漸擴大，依據 KH-2 測

線地層剖面顯示，此地層應在桂竹林層；一個在 9 號測站附近逐漸擴大，根據張渝龍 1-1’

測線顯示，地層應在卓蘭層與桂竹林層間；一個在 8 號測站附近，依據 KH-5 測線地層

剖面顯示，此區位於背斜軸附近，地層應在北寮層與東坑層之間，但此區高電阻率低於

1500 歐姆‧米。 

在海平面下深度 3000 至 4000 公尺，探測地區地層電阻率介於 0 至 2500 歐姆‧米，

在此深度區間有三個局部地層高電阻區，一個在 15 號與 22 測站附近，依據 KH-2 測線

地層剖面顯示，此地層應在上福基與東坑層之間；一個在 9、11、13、16、25 號測站附

近，根據張渝龍 1-1’測線顯示，地層應在桂竹林層、上福基與河排層間；一個在 8 號

測站附近，依據 KH-5 測線地層剖面顯示，此地層應在東坑層，但此區高電阻率低於 1800

歐姆‧米。 

在海平面下深度 4000 至 5000 公尺，探測地區地層電阻率介於 0 至 2500 歐姆‧米，

在此深度區間有三個局部地層高電阻區，一個在 15 號與 22 測站附近，依據 KH-2 測線

地層剖面顯示，此地層應在東坑層或其以下地層；一個在 9、11、13、16、25 號測站附

近，根據張渝龍 1-1’測線顯示，地層應在河排層與打鹿層之間；一個在 8 號測站附近，

依據 KH-5 測線地層剖面顯示，此地層應在東坑層或其以下地層，但此區高電阻率低於

1800 歐姆‧米。 

在海平面下深度 5000 至 6000 公尺，探測地區地層電阻率介於 0 至 2500 歐姆‧米，

在此深度區間有三個局部地層高電阻區，一個在 15 號與 22 測站附近，依據 KH-2 測線

地層剖面顯示，此地層應在東坑層以下地層；一個在 9、11、13、16、25 號測站附近，

根據張渝龍 1-1’測線顯示，地層應在打鹿層、北寮層之間，且此區在深度 5500 至 6000

公尺逐步往東南及南側擴大；一個在 8 號測站附近，依據 KH-5 測線地層剖面顯示，此

地層應在東坑層以下地層。 

依上述大地電磁法探勘成果顯示，在關西背斜東側，地層電性較低，推測較不具油

氣之潛能，而北側及南側的測點因較少，雖然具有高電阻層，然需要更多的測點來協助

研判是否有油氣潛能。 

沿張渝龍 1-1’測線附近，背斜軸西側 2 公里處，深度約 2,500 公尺，有局部地層電

阻率呈現高電阻率狀態，依張渝龍所繪之地層剖面，推測深度應在桂竹林層內，此高電

阻率團往下範圍逐漸擴大，至深度 6,000 公尺，推測經過地層為河排層、打鹿層、北寮

層，含油氣潛能機會較高。整區電性構造圖如圖 10 所示。 

 

伍、結論 
根據重力順、逆推結果，發現目前地質模型較以前合理，同時，根據大地電磁法測

勘成果，發現關西背斜儲油構造集中於背斜北側，在沿張渝龍 1-1’測線附近，關西 1
號井西北方 2.5 公里處，深度約 2,500 公尺，有局部地層電阻率呈現高電阻率狀態，推

測應在桂竹林層內，此高電阻率團往下範圍逐漸擴大，至深度 6,000 公尺，推測經過地

層為河排層、打鹿層、北寮層，含油氣潛能機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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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張渝龍 1-1’測線北側及南側的測點較少，雖然具有高電阻層，然需要更多的測

點來協助研判是否有油氣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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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接收感應電磁波訊號之野外施測裝置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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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研究區地質、大地電磁法測點與重力測線分布圖 
（底圖資料來源：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壢、竹東圖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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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KH2 測線重力順推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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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張渝龍 1-1’測線順推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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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KH5 測線重力順推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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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KH2 測線重力逆推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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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張渝龍 1-1’測線逆推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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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KH5 測線重力逆推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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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關西地區大地電磁法測勘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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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電性構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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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企業員工為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來探討正向思考和利他價值觀對

於主觀幸福感和人際公民行為的影響，並分析利他價值觀對於正向思考與主觀幸

福感關係的調節效果，以及利他價值觀對於正向思考與人際公民行為關係的調節

效果。研究發現，正向思考和利他價值觀對於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利他價值觀對於人際公民行為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利他價值觀會增強正向思考

對於主觀幸福感的正向影響效果，但會減弱正向思考對於人際公民行為的正向影

響效果。本研究針對分析結果討論管理意涵並提出未來研究建議。 

 

關鍵詞：正向思考、利他價值觀、主觀幸福感、人際公民行為 

 



正向思考對主觀幸福感和人際公民行為的影響—利他價值觀的調節效果 
羅新興 1  梁成明 2 
                                                                                           

24 

 
 
 

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the sample of 286 employees to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he individual 
positive thinking and altruistic valu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and interpers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ICB),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played by altruistic value in that 
relationship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dividual positive thinking and altruistic value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SWB, and altruistic value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ICB. Altruistic value may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thinking and SWB, however, altruistic value 
may weaken the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thinking and OCB.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and further research are discussed. 

Keywords: positive thinking, altruistic value, interpers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 
subject well-being (SWB) 



人文社會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六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第 25 頁 
Journal of Chien Hsin University, Vol.36, No.4 (2017) 

                                                                                            

25 

壹、緒論 
近年來，組織成員的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逐漸受到重視。2012

年蓋洛普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台灣人 75%感到幸福，遠高於新加坡、韓國及香港等國

(吳貴奉，2012)。人們的主觀幸福感如何形成的呢?過去文獻有從外在環境探討人們主觀

幸福感的前因變項，也有從個體內在觀點來討論者。就前者而言，人們所處生活事件的

客觀環境是影響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原因，例如 近如果加薪可能會影響主觀幸福感；而

就後者而言，人們如何看待自己所處的外在環境更是影響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例如

樂觀的人認為世界充滿光明，悲觀的人認為世界充滿黑暗。性格發展的觀點認為人們成

長經驗所形成的特質，可能影響了人們如何詮釋所處的外在環境。Sasson(2013)認為正

向思考(positive thinking)是一種心理態度、生活方式，讓自己朝好的一面去思考。Peterson 

& Seligman (2004)指出正向思考乃是運用美德與長處，所產生正向的感覺。若此，人們

長期的正向思考狀態是否會影響人們的主觀幸福感？此為本研究首先所要探討的問題。 

人們對於公平的敏感性(equity sensitivity)是不同的。Huseman, Hatfield & Mile (1985, 

1987)將重視並追求自己的獲得要比付出高的人稱為計較傾向者(entitled disposition；以

下稱為利己型)，將期許自己可以為組織或他人付出，更甚於從組織或他人獲得利益者

稱之為奉獻傾向者(benevolent disposition；以下稱為利他型)，將強調不佔他人便宜也不

吃虧者稱之為公平敏感傾向者(equity sensitive disposition)。人們常說「助人為快樂之

本」，意即透過利他的助人過程會產生主觀幸福感，此於實際工作生活中是否真確？亦

為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之一。因此，本研究亦將驗證利他型價值觀對於主觀幸福感的

影響，以及利他型價值觀對於正向思考與主觀幸福感間關係的調節效果。 

組織成員雖然都被個別賦予職稱及工作內容而各司其職，但是無論營利組織或是非

營利組織，並非僅由個別組織成員單獨專司其職，就可以完成任務及達成組織整體目

標，仍有賴於組織成員願意發揮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 

Organ, 1988)，主動積極協助部門內的其他同事，甚至是部門與部門間的協調合作，以

達成組織目標。組織公民行為是一種超越職責要求，自主裁量且不在組織薪酬範圍內的

角色外行為(Konovsky & Pugh, 1994; Robinson & Morrison, 1995)。在組織公民行為的內

涵中，願意主動協助同事的利他行為稱之為人際公民行為(interpers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ICB；Setton & Mossholder,2002)。組織中哪些人比較願意表現人際公民行為呢？

研究指出，當一個人處於正向情緒狀態時，比較可能出現利他行為，例如興奮狀態的人

們可能比悲傷狀態者更願意表現利他助人的行為( Isen & Levin, 1972; Isen & Daubman, 

1984 )。所謂正向思考的人是指凡事以正向的觀點詮釋這個世界，相信社會中的善比惡

更多，也就是以善解讀來自他人的訊息，同時養成凡事感謝的習慣，無論個人正向或負

向的經歷，都解讀為豐富人生的重要經歷。那麼，正向思考的人是否更願意協助他人呢?

故，本研究的也將探討正向思考對於人際公民行為的影響，以及利他價值觀對於正向思

考與人際公民行為間關係的調節效果。 

歸納以上所述，本研究的具體研究目的分別如下：首先，探討組織成員的正向思考

對主觀幸福感及人際公民行為的影響；其次，探討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對主觀幸福感

及人際公民行為的影響；再其次，探討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對正向思考與主觀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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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關係的調節效果； 後，探討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對正向思考與人際公民行為間關

係的調節效果。 

貳、文獻探討與假說推論 

一、主觀幸福感、人際公民行為、正向思考、利他價值觀 

(一)主觀幸福感 

陸洛(1998)歸納過去文獻將主觀幸福感的概念區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認定幸福

是一種外在的評量標準，每個人對幸福的認知不同而難以找出客觀標準。第二階段：認

為幸福感是較多正向情緒與較少負向情緒之總和。第三階段：認為幸福感是歷練過去生

活，經過評估後的整體感覺。第四階段：幸福感是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及所感受的正負情

緒強度所整體評估而成的(Andrews & Withey, 1976)。陸洛(1988)歸納影響主觀幸福感的

四種理論：1.目的理論(telic theory)：個人目標的達成將影響幸福感受(例如: Holahan, 

1988)。2.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參加各種有意義、健康的活動，為個人生活提供了

結構，滿足了個人結伴、休閒等心理需求，也經由社會成員的分享，彼此提供不同的社

會支持，而促進了精神健康、心理適應和幸福感(例如，Thoits, 1982)。3.由上而下/由下

而上理論(top-down/ bottom-up theory)：前者以人格的角度解釋個人幸福感的形成(例如: 

Veenhoven, 1993)；後者以生活事件的角度解釋幸福感的形成(例如: Emmons, 1991)。4.

判斷理論(judgment theory)：個人的幸福感來自於自己過去的生活經驗、價值觀或與他人

的生活狀態或自己理想生活目標比較的結果(例如: Rim, 1993)。 

許多研究探討幸福感的內涵及其相關影響因素，例如 Durayappah(2011) 提出的 3P

模型理論指出，幸福感包括個體對過去的評估、對未來的展望以及現在的經驗，三種時

間序列下的評量總和。針對華人幸福感的研究文獻中，陸洛(1998)不僅發展了衡量華人

幸福感的量表，並以實證資料分析了各種前因變項，例如性別、教育、性格特質及社會

支持等。Lu & Gilmour (2004)更主張不同文化系絡下的幸福感內涵不同，歐美文化是個

體導向的幸福感，強調個人責任與特定的追求；亞洲華人文化則是社會導向的幸福感，

強調角色義務以及中庸均衡。幸福感來源除了「個我」層次的滿足、愉悅、掌握及成就

之外，更具有「社我」層次的人際和諧特性(陸洛，1998)。陳昭宇(2008)的實證研究驗

證了生活範疇平衡對整體幸福感確實具有正向影響，意即生活範疇間的滿意度差距愈小

則幸福感愈高。後續台灣本土研究陸續證實個性、休閒都會影響主觀幸福感(Lu & Hu, 

2005)。 

(二)人際公民行為 

組織公民行為是一種非明白標示在正式職務說明書，但是卻對組織具有正面意義的

自願性行為(Organ, 1988)。組織公民行為乃是組織中具有正面意義的行為，不是以正式

角色義務為基礎，也不受契約交換之限制，可說是一種非正式的奉獻行為，出現這種行

為的員工在選擇提供或抑制時，並不會考慮正式誘因或制裁的因素(Organ, 1990)。

Konovsky & Pugh(1994)及 Robinson & Morrison (1995)也都同樣主張組織公民行為是一

種超越職責要求，自主裁量且不在組織薪酬範圍內的角色外行為。整體而言，組織公民

行為應該是超越組織職務工作要求的角色外行為，這些行為是對組織具有正向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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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應該是被組織所歡迎鼓勵的行為，但是組織成員沒有這些行為，並不會違反職務角

色的要求。 

關於組織公民行為的內涵構面，過去學者有不同的區分方式。Organ(1988)從行為本

身指出組織公民行為的五個構面：1.利他行為(altruism):自願性幫助其他成員處理或解決

與組織相關職責和問題；2.勤勉正直(conscientiousness):員工願意比組織工作基本要求付

出更多努力，積極進取並嚴守組織規章；3.運動家精神(sportsmanship):員工忠誠地順從

組織環境或政策而不會抱怨；4.殷勤(courtesy):員工自願性協助其他組織成員以防止工作

負面問題出現；5.公民德行(civic virtue):員工將所有組織問題視為自己的問題，並主動參

與組織相關的事務。Coleman & Boran(2000)則從行為對象區分組織行為的三個構面：1.

利他的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individuals, OCB-I)係指對特定

同事有直接幫助，而間接對組織有貢獻的組織公民行為；2.利組織的組織公民行為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organization, OCB-O)係指對組織直接有幫助的組織

公民行為；3.工作任務的公民表現(job-task citizenship performance, OCB-J)則指成員本身

對工作的熱忱與額外的投入。由於本研究旨在探討個體的正向思考是否具有更高的利他

助人行為，故將僅探討組織公民行為的利他行為，也就是組織公民行為(OCB)的其中人

際公民行為(OCB-I)構面，意即組織成員對他人義務表現的情感支持與任務協助行為，

包括針對主管或同事的利他組織公民行為。 

(三)正向思考 

Peterson & Seligman (2004)指出正向思考乃是運用美德與長處所產生正向的感覺。

他們提出六大美德，包括智慧與知識、勇氣、人道與愛、正義、修養、心靈的超越，並

據此再細分為 24 項長處。Fredrickson(2004)提出正向情緒擴展—建立理論，正向情緒將

讓個體的思考能力範圍擴大，並進而建構可用的資源。仲秀蓮(2004)則歸納眾學者的研

究認為，正向思考是一種信念(Peale, 2003)，往好的方面想(春山茂雄，1995)，相信自己

具有潛能(齊藤茂太，1997)，正確的心態(Hill, 2001)，對自己傳送好的訊息(Robbins, 

1986)，以及是運用長處與美德(Seligman, 2002)。Sasson(2013)認為正向思考是一種心理

態度、生活方式，讓自己朝好的一面去思考。Seligman & Steen(2005)認為個體對於事件

的解釋型態是種習慣的思考方式，猶如個人所配戴的眼鏡，透過它來認知外在世界。 

(四)利他價值觀 

公平似乎是人們共同的追求，但是組織成員對於公平的敏感程度卻有所不同。

Huseman 等(1985, 1987)發展了公平敏感性量表(Equity Sensitivity Instrument; ESI)，依據

ESI 分數的高低，將組織成員區分為自利傾向者、公平敏感傾向者、利他傾向者。自利

傾向者比起利他傾向者更容易因為報償不足(under-reward)而減少自己的付出(Allen & 

White, 2002)，而利他傾向者相對比公平敏感傾向者及自利傾向者，更會在相對較少報償

情況下努力工作(Miles, Hatfield, & Huseman, 1989)，同時，利他傾向者比較能容忍報償

不足，並且具有較高的工作滿足感(King, Jr., Miles, & Day,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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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向思考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Peterson & Seligman (2004)認為正向思考不但可以預防心理疾病，還可以建構一生

受用的資源，進而能夠使自己人生過得更加美好。Sasson(2013)認為正向思考是一種心

理態度、生活方式，讓自己朝好的一面去思考。當個體如此思考時，將會讓自己更容易

心想事成，而且會帶來幸福、快樂和身體健康。普遍的觀點都認為，正向思考的人，對

於未來也是抱持著正向期望。樂觀者比較容易接受所遭受到的壓力環境，藉由從逆境中

探尋 佳解決方式而獲得成長(Scheier & Carver, 1993)。從主觀幸福感的目的理論推論，

個人的理想達成將會帶來幸福感(Holahan, 1988)，正向思考傾向的組織成員相對樂觀，

對於達成目的抱持相對正面的期待，因此主觀幸福感可能比較高。其次，根據性格的角

度解釋主觀幸福感的形成(例如，Veenhoven, 1993)，正向情感傾向的組織成員經常用正

向的眼光看待環境，同時以正向思考來面對所處的環境，因此會正向的解釋自己的過去

經歷，也可以正向情緒感受當前的生活事件，更會樂觀展望未來。基於以上推論，本研

究提出假說 1 如下： 

假說 1：組織成員的正向思考對主觀幸福感具有正向影響。 

三、利他價值觀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如前所述，Huseman 等(1985, 1987)依公平的敏感性將組織成員分為自利傾向者、公

平敏感傾向者、利他傾向者。利他傾向者期許自己可以為組織或他人付出，更甚於從組

織或他人獲得利益。Schwartz(1977)認為利他主義是一種有利於他人意圖，並會表達其

個人的內在價值。Webb, Green & Brashear (2000)指出利他主義是一種助人動機和態度，

個人會基於信念、價值觀和其他態度將利他主義存在於自己的認知結構中。俗話說「助

人為快樂之本」，意即透過利他的助人過程會產生主觀幸福感。台灣話也經常有人說「施

比受更有福」，也就是人們經由付出所獲得的幸福感會比接受他人協助所得到的更多

(Dunn, Akin & Norton, 2008)，人們經常會因為幫助他人而感謝上天賜予自己幫助別人的

能力，所以感到自己是幸福的、感到生命的價值(謝均才，2005)。實證文獻也指出幫助

別人會產生正向的情緒( Midlarsky, 1991)，從而感到自己是幸福的(Piliavin & Callero, 

1991)。Post(2005)回顧過去有關利他行為與身心健康之間的文獻發現，利他行為和幸福

感、快樂、健康與長壽有相當程度關係，因為利他行為並不將焦點放在自己身上，因此

能增加人生的意義感。因此，基於以上推論，本研究提出假說 2 如下： 

假說 2：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對主觀幸福感具有正向影響。 

四、利他價值觀對正向思考與主觀幸福感關係的調節效果 

援引上述實證文獻的論述邏輯，組織成員的正向思考對主觀幸福感具有正向影響，

而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對主觀幸福感也具有正向影響，由於正向思考是個體相對穩定

的特質，利他價值也是相對穩定的價值觀，而主觀幸福感則容易受到短期生活事件的情

緒或滿意度影響，所以本研究推論，正向思考及利他價值二者交互作用影響主觀幸福

感，可能產生正向綜效的加乘效果。故，本研究提出假說 3 如下： 

假說 3：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會增強正向思考對主觀幸福感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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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正向思考對人際公民行為的影響 

正向思考是善用智慧與知識、勇氣、人道與愛、正義、修養、心靈的超越等美德與

長處(Peterson & Seligman ,2004)，而這些美善的事可以引發當事人的正向情緒。Baumann, 

Cialdini, & Kendrick (1981)的實證分析指出，正向情緒下情感高漲和感覺到幸福時會促

使當事人的利他情緒增長，因而產生更多的幫助行為。而當個體具有高度同理心時，將

產生正面的情緒，且會以個體的行動來表達，透過任何方式來增進他人的福祉 (Batson, 

Dyck, Brandt, Batson, Powell, & McMaster, 1988)。如前文獻所述，人際公民行為是組織

成員自願性的正面角色外行為，過去雖然有文獻從社會交換的角度來分析公民行為的前

因，可能是組織成員基於信任而願意延遲立即的獲利，換言之，組織成員相信組織或主

管會在未來特定時間回報他的自願性付出，這種社會交換的觀點基本上沒有跳脫人性的

自利假設。組織成員可能在沒有互惠交換的前提下，仍然願意表現公民行為嗎？本研究

認為是可能的，依據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指出( Isen & Levin, 1972; Isen & Daubman, 

1984)，當一個人處於正向情感狀態下則比較容易出現利他行為。更具體地說，經常處

於正向情緒狀態的組織成員相對於經常處於負向情緒狀態者，他可能更容易感受到生活

與工作的意義感，而這種意義感超越了外在報償，所以比較容易享受工作本身的內在報

償，也就是說，經常抱持正向情緒的組織成員，相對可能比較不會將工作視為交換報償

工具，而視工作本身就是生活意義的重要來源，所以可能比較願意奉獻利他，而非功利

交換性地交換組織的外在報償。根據上述正向思考影響正向情緒且正向情緒影響利他行

為的推論，本研究提出假說 4 如下: 

假說 4：組織成員的正向思考對人際公民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六、利他價值觀對人際公民行為的影響 

依據前述文獻，利他價值觀高者比較願意在相對較少報償的情況下努力工作(Miles, 

Hatfield, & Huseman, 1989)，同時具有較高的工作滿足感(King, Jr., Miles, & Day, 1993)。

利他主義的人會在人群中參與他人的問題，而較不關注自己，不在意自己的需要和損

失，引發出正向情緒來影響幫助他人的意願(Thompson, Cowan & Rosenhan (1980)。而組

織中的人際公民行為就是一種將此利他價值觀實踐的具體行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說

5 如下： 

假說 5：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對人際公民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七、利他價值觀對正向思考與人際公民行為關係的調節效果 

由上述的推論可知，組織成員的正向思考對人際公民行為具有正向影響，組織成員

的利他價值觀對人際公民行為亦具有正向影響，但因利他價值觀與人際公民行為於概念

上很相似，故推論當正向思考及利他價值觀兩者同時影響人際公民行為，可能產生替代

效果，換言之，利他價值觀將會減弱正向思考對於人際公民行為的正向影響。因此，本

研究提出假說 6 如下： 

假說 6：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會減弱正向思考對人際公民行為的正向關係。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提出的假設，將其歸納成以下的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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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組織員工為調查對象，採用便利抽樣方式，發放問卷 300 份。回收有效問

卷共計 286 份，回收率為 95.3%。樣本分佈上，在性別方面，男性 145 人(54%)、女性

132 人(46%)；在婚姻方面，已婚者有 152 人(53%)、未婚者(47%)；於學歷方面，高中(職)

學歷者有 155 人(54%)、大學學歷者有 86 人(30%)、碩士學歷者有 45 人(16%)。樣本統

計結果如表 1。 
表 1 有效樣本基本資料統計結果 

區分 類別 數量 比例 

性別 
男性 154 54% 

女性 132 46% 

婚姻 
已婚 152 53% 

未婚 134 47% 

學歷 

高中（職） 155 54% 

大學 86 30% 

研究所 45 16% 

註：部分樣本資料填答不全，故合計有效樣本數為 286。 

二、變項衡量 

本研究變項的衡量包括主觀幸福感、人際公民行為、正向思考、利他價值觀、社會

期許等量表，以及人口統計變項資料等部分。 

主觀幸福感係選擇 Pavot, Diener, & Suh(1998)所編製的時間序列幸福感量表中「現

在」的部分來衡量。該量表依據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序列區分，分別以 5 個類似題

目表達生活滿意程度之強弱，代表題項如「我對於我現在的生活感到很滿意」、「現在的

 

 

 

 

 

 

人際公民行為 

主觀幸福感 

利他價值觀 正向思考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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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擁有著我想要得到的重要事物」。量表採李克特 6 點尺度從「非常不同意」至「非

常同意」分別給予 1 至 6 分，受試者分數越高，表示其現在對幸福的感受程度越高。內

部一致性係數為 .93。 

人際公民行為的衡量乃根據 Setton & Mossholder (2002)編製的「組織公民行為」量

表改編而來。本研究採用該量表人際公民行為部分，共 14 題，由受試者的主管以配對

方式來填寫，代表題項如「這位員工肯花時間傾聽同事的問題及困擾」、「當同事一直缺

席時，這位員工會主動幫忙分擔業務」。量表採李克特 6 點尺度從「非常不同意」至「非

常同意」分別給予 1 至 6 分，受試者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在組織人際互動中所表現的

利他行為越多。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97。 

正向思考的衡量係採用 Sasson(2013)的定義而自行設計的構念。Sasson 認為正向思

考是一種心理態度、生活方式，讓自己朝好的一面去思考。代表題項如「我認為社會上

到處充滿了各種好人好事」、「我相信這個世界是個充滿真善美的光明世界」。量表採李

克特 6 點尺度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 至 6 分，受試者分數越高，

表示受試者的正向思考程度越高。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89。 

利他價值觀的衡量是採用 Huseman 等(1985, 1987)的公平敏感性(ESI) 5 題量表，代

表題目如「無論我為哪家公司工作，我更看重 a.從公司得利，b.為公司付出」，請受試者

將 10 分配在 a.及 b.兩個選項中。依據 Huseman 等(1985, 1987)設計，將願意付出的選項

分數加總起來即 ESI 的連續尺度分數，將 ESI 區分為高、中、低三組，分別命名為利他

傾向者、公平敏感傾向者、自利傾向者。本研究考量如果僅採用利他傾向與自利傾向兩

類受試者，將刪除公平敏感型受試者樣本，基於研究目的希望探索自利利他相對概念的

影響，故依據受試者的 ESI 高於 25 分與否區分為利他傾向者與自利傾向者(5 題 ESI

高 50 分，故分界採用 25 分)兩種類別。資料分析則採取虛擬變數編碼，利他為傾向者

為 1 而自利傾向者為 0，以便利本研究進行階層迴歸分析。 

為了避免社會期許偏誤(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影響研究結果，本研究衡量受試者的

社會期許以進行統計控制。社會期許的衡量採用 Hays, Hayashi, & Stewart (1989)所發展

的 5 題量表，正向題例如「即使對不喜歡的人，我也能夠以禮相待」，負向題例如「我

偶爾會佔別人的便宜」。本研究並詢問受試者的性別、年齡、學歷等人口統計變項資料，

以便於納入模型進行統計控制。 

三、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首先，由於本研究資料除人際公民行為外，

係來自單一來源，為了檢視共同方法變異的情況，將有效問卷 286 份資料進行探索性因

素分析。其次，進行各因素內部一致性分析，以作為檢測衡量信度的指標。然後，以敘

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瞭解所有變項的平均數、標準差及皮爾森相關係數。 後，本研究

以階層迴歸分析進行假設驗證，並以性別、年齡、婚姻及學歷等基本資料，納入階層迴

歸模式進行統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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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料分析結果 

一、衡量效度信度與變項敍述統計 

本研究對主觀幸福感、人際公民行為、正向思考、利他價值觀等變項進行探索性因

素分析，以 大變異轉軸法萃取四個因素的累積變異解釋量達 58.07%。分析結果詳如

表 1。觀察表 1 的各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0.5，並且收斂於所設計的構念，顯示變項衡量的

效度良好。 

本研究對主觀幸福感、人際公民行為、正向思考、利他價值觀等變項進行內部一致

性信度分析及敘述性統計分析，以瞭解受試者各變項的信度、平均數、標準差，並初步

瞭解各變項的關聯性，作為後續資料分析的參考。分析結果如表 2。表 2 的分析結果顯

示，各量表的內部一致性均達 0.8 以上，顯示各量表的信度堪稱理想。 

表 1 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 

衡量題項 

因素 
主觀
幸福
感

人際
公民
行為 

正向
思考 

利他
價值
觀

1.我很滿意現在生活，對現在的生活不想做任何改變。 .84 .02 .00 .01
2.我對於我現在的生活感到很滿意。 .88 -.05 .19 .09 
3.現在的生活，對我而言是理想的。 .89 -.01 .14 .07 
4.我的現在生活狀態實在是好極了。 .86 -.07 .16 .08 
5.現在的人生擁有著我想要得到的重要事物。 .71 .00 .20 .12 
6.我對於過去人生經歷的人事物充滿了感謝。 .18 .10 .75 .25 
7.無論過去人生順遂或挫折，我感謝擁有這此經歷。 .09 .13 .79 .25 
8.無論過去幫助或對不起我的人，他們都是我的貴人。 .07 .08 .78 .27 
9.我認為社會上到處充滿了各種好人好事。 .16 .03 .76 .14 
10.我認為絕大多數人都為社會做出各種不同的貢獻。 .08 .07 .83 .04 
11.我相信這個世界是個充滿真善美的光明世界。 .17 .04 .71 .16 
12.我比較在意之是我可以給組織什麼。 .04 .03 .19 .68 
13.我非常在意之是我可以幫助他人。 .16 .05 .14 .76 
14.我比較關心之是我可以貢獻什麼給組織。 .03 .04 .26 .77 
15.我認真之目的是我能為組織帶來利益。 .13 .13 .12 .75 
16.我的個人哲學是施比受有福。 -.02 .09 .23 .69 
17.這位員工肯花時間傾聽同事的問題及困擾。 .07 .83 .13 .04 
18.這位員工關心同事的權益。 -.01 .81 .08 -.03 
19.這位員工想盡辦法讓新進員工在團隊覺得受歡迎。 -.02 .79 .13 .07 
20.這位員工即使有未完成的事，仍對同事關心與禮貌。 .04 .86 .06 .07 
21.當同事工作成功時，這位員工會稱讚他們。 -.01 .81 .13 .03 
22.當同事心情不好時，這位員工會試著讓他們開心。 -.00 .89 .01 -.02 
23.當同事面臨問題時，這位員工會努力去了解。 -.02 .88 -.04 -.01 
24.當同事必須抒發胸口的悶氣時，這位員工會傾聽。 -.00 .86 .09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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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當同事一直缺席時，這位員工會主動幫忙分擔業務。 -.01 .89 .00 .04 
26.即時同事沒有要求幫忙，這位員工仍會幫助同事。 -.08 .91 .02 .05 
27.即使不是他的工作，這位員工仍會幫助同事。 -.00 .88 .02 .12 
28.這位員工總是想辦法幫助同事解決工作的問題。 -.04 .88 .06 .11 
29.為了幫助同事，這位員工會勇於承擔額外責任。 .02 .87 -.01 .17 
30.這位員工會默默地協助同事完成工作。 -.06 .89 .05 .06 

註：加粗字體的因素負荷量係本研究將該題項歸類於對應的因素；N=286。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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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9

1性別 0.54 0.50          

2婚姻 0.53 0.50 -0.21***         

3年齡 35.17 10.19 -0.35*** 0.59***        

4學歷 1.62 0.74 0.04 0.12* 0.03       

5社會期許 3.91 0.70 -0.25*** 0.10 0.15* 0.04 (.65)     

6正向思考 4.56 0.80 -0.12* 0.18** 0.14* 0.10 0.48*** (.89)    

7利他價值觀 5.46 1.55 -0.16** 0.15** 0.19** 0.01 0.47*** 0.48*** (.82)   

8主觀幸福感 3.69 0.94 -0.09 0.29*** 0.24*** 0.11 0.14* 0.32*** 0.21*** (.91)  

9人際公民行為 4.12 1.04 -0.07 0.06 0.01 -0.00 0.18** 0.16** 0.16** -0.02 (.97)

註：括弧數字為內部一致性係數；+p < .10 *p<.05 **p<.01 ***p<.001；編碼：男性 1，女性 0；已

婚 1，未婚 0；高中(職) 1，大學 2，研究所 3；N=286。 

 

觀察表 2 的簡單相關係數，首先，組織成員的正向思考與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正相

關(r =.32，p <.001)，表示凡是正向觀點看世界的人會有較高的主觀幸福感。其次，組織

成員的正向思考與人際公民行為具有顯著正相關(r=.16，p<.10)，亦即凡事正向觀點看世

界的人比較願意協助他人。然後，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與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正相關

(r =.21，p <.001)，也就是說具備利他價值觀的人自我感覺相對比較幸福。 後，組織成

員的利他價值觀與人際公民行為具有顯著正相關(r=.16，p<.10)，換言之，人們的利他價

值觀會實踐在對他人的協助行為。 

本研究以階層迴歸分析進行假設驗證。本研究假說 1 至假說 3 乃探討正向思考、利

他價值觀對主觀幸福感之影響。本研究將受試者的性別、年齡、婚姻及學歷等作為控制

變項，以正向思考為自變項，主觀幸福感為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3。 

觀察表 3 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的正向思考(β =.29，p <.001)對主觀幸福感

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表示組織成員的正向思考程度越高則主觀幸福感越高，本研究提出

的假說 1「組織成員的正向思考對主觀幸福感具有正向影響」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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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預測主觀幸福感的迴歸分析結果 

準則變項 主觀幸福感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Step 5 

控制變項      

性別 .02 .01 .02 .01 .01 

婚姻 .21** .17* .20** .17* .18** 

年齡 .11 .11 .10 .10 .11 

學歷 .08 .06 .08 .06 .08 

社會期許 .11+ -.03 .04 -.05 -.01 

預測變項      

正向思考  .29***  .27*** .30*** 

利他價值觀   .14* .06 .08 

正向思考 x 利他價值觀     .21*** 

R2 .11 .17 .12 .17 .21 

adj R2 .09 .15 .10 .15 .19 

F 6.73*** 9.4*** 6.48*** 8.16*** 9.08*** 

註 ：迴歸係數為標準化係數；+p < .10；*p<.05； **p<.01；***p<.001；編碼：男性 1，女性 0；已婚 1，未

婚 0；高中(職) 1，大學 2，研究所 3；N=286。 

 

表 3 中模式 3 的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的利他價值觀(β =.14，p <.05)對主觀幸福感

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表示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程度越高則主觀幸福感越高，本研究提

出的假說 2「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對主觀幸福感具有正向影響」也得到實證資料的支

持。 

表 3 中模式 5 的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的正向思考及利他價值觀的交互作用對主觀

幸福感具有顯著的正向調節效果(β =.21，p <.001)，表示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程度越

高則越會增強正向思考對主觀幸福感的正向影響，本研究提出的假說 3「利他價值觀會

增強正向思考對主觀幸福感的正向關係」也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其調節的影響效果如

圖 2 所示，顯示正向思考與利他價值對主觀幸福感具有加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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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正向思考與利他價值觀對主觀幸福感的交互作用示意圖 

 

表 4 預測人際公民行為的迴歸分析結果 

準則變項 人際公民行為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Step 5 

控制變項      

性別 -.04 -.04 -.04 -.04 -.04 

婚姻 .08 .07 .07 .07 .06 

年齡 -.08 -.08 -.09 -.09 -.09 

學歷 -.01 -.02 -.01 -.02 -.03 

社會期許 .17** .13+ .13+ -.10 .08 

預測變項      

正向思考  .09  .07 .05 

利他價值觀   .10+ .08 .06 

正向思考 x 利他價值觀     -.15* 

R2 .04 .04 .05 .05 .07 

adj R2 .02 .02 .03 .03 .04 

F 2.18+ 2.14* 2.21* 2.03+ 2.52* 

註：同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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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假說 4 至假說 6 乃探討正向思考、利他價值觀對人際公民行為之影響。本研

究將受試者的性別、年齡、婚姻及學歷等作為控制變項，以正向思考為自變項，人際公

民行為為依變項，進行迴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4。 

觀察表 4 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的正向思考(β =.09，p >.05)對人際公民行為

的影響並不顯著，本研究提出的假說 4「組織成員的正向思考對人際公民行為具有正向

影響」沒有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 

表 4 中模式 3 的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的利他價值觀(β =.10，p < .1)對人際公民行

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表示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程度越高則人際公民行為越高，本研

究提出的假說 5「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對人際公民行為具有正向影響」得到實證資料

的支持。 

表 4 中模式 5 的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的正向思考與利他價值觀的交互作用對人際

公民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向調節效果(β = - .15，p <.05)，表示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程

度越高則會減弱正向思考對人際公民行為的正向影響，本研究提出的假說 6「組織成員

的利他價值觀會減弱正向思考對人際公民行為的正向關係」也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其

調節的效果如圖 3 所示。 

 

 
圖 3  正向思考與利他價值觀對人際公民行為的交互作用示意圖 

 

觀察圖 3 可知，當利他價值觀者正向思考程度較低時，其人際公民行為程度(M=5.08)

較自利價值觀的受試者(M=2.68)高出甚多，當正向思考的程度逐漸增加時會縮小差距，

顯示正向思考與利他價值對人際公民行為的影響具有替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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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綜合討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討論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正向思考和利他價值觀對於主觀幸福感和人際公民行為的影

響，利他價值觀對於正向思考與主觀幸福感關係的調節效果，以及利他價值觀對於正向

思考與人際公民行為關係的調節效果。研究發現，組織成員的正向思考對主觀幸福感具

有顯著正向影響，亦即組織成員的正向思考程度越高則主觀幸福感越高。Holahan (1988)

從主觀幸福感的目的理論推論，個人的理想達成將會帶來幸福感，傾向正向思考的組織

成員對於達成目的抱持相對正面的期待，因此主觀幸福感會較高。Veenhoven, (1993)等

學者以性格的角度解釋主觀幸福感的形成，正向情感傾向的組織成員經常以正向思考來

面對環境，正向解釋自己的過去經歷，以正向情緒感受當前的生活事件，更樂觀展望未

來，因此會有較高的幸福感。Peterson & Seligman (2004)認為正向思考可以預防心理疾

病，還可以建構一生受用的資源，進而使自己人生過得更加美好。Sasson(2013)也指出

正向思考是一種心理態度和生活方式，會使自己更容易心想事成，帶來幸福、快樂和身

體健康。本研究的分析結果與學者的論點和發現相符合，所提出的假說 1 得到實證資料

的支持。 

研究結果亦顯示，受試者的利他價值觀對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換言之，

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程度越高則主觀幸福感越高。人們常說「助人為快樂之本」，在

此或可解釋為透過利他的助人過程會產生主觀幸福感。Dunn, Akin & Norton (2008)指出

人們常說「施比受更有福」，此乃經由付出所獲得的幸福感會比接受他人協助所得到的

更多。謝均才(2005)的研究則發現，人們經常會因為幫助他人而感謝上天賜予自己幫助

別人的能力，因此感到自己是幸福的。Piliavin & Callero(1991)的研究則證實幫助別人會

產生正向的情緒，從而感到自己是幸福的。Post(2005)回顧過去有關利他行為與身心健

康之間的文獻發現，利他行為和幸福感、快樂、健康與長壽有相當程度關係。本研究的

結果與以上學者的發現相符合，所提出的假說 2 也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 

分析結果亦指出，受試者的正向思考及利他價值觀的交互作用對主觀幸福感具有顯

著的調節效果，亦即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程度越高則越會增強正向思考對主觀幸福感

的正向影響。本研究根據文獻推論並證實組織成員的正向思考對主觀幸福感具有正向影

響，成員的利他價值觀對主觀幸福感也具有正向影響，但兩者的交互作用則並無實證資

料可供參考。本研究推論，心存「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組織成員若對環境和生活中的人

事物保持著積極正向的思考方式，應更能增加他本身的幸福感，所以主張利他價值觀應

能增強正向思考對主觀幸福感的正向影響，使高正向思考者具有更高的主觀幸福感。分

析結果顯示，當利他價值觀的受試者正向思考的程度較低時，其主觀幸福感程度較自利

價值觀的受試者低，但當正向思考的程度逐漸增加時，利他價值觀的受試者之主觀幸福

感的平均水準則超過自利價值觀的受試者，顯示利他價值觀會增強正向思考對主觀幸福

感的正向影響。本研究提出的假說 3 也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 

有關人際公民行為的分析顯示，受試者的正向思考對人際公民行為的影響並不顯

著，本研究提出的假說 4 沒有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由分析的資料來觀察，於初步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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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分析結果可知，組織成員的正向思考與人際公民行為具有顯著的正相關，但迴歸分析

的結果卻顯示，正向思考對人際公民行為沒有顯著的影響。而於對人際公民行為的迴歸

模式中可觀察到，受試者的社會期許效果具有顯著的影響，亦即社會期許的效果削弱了

受試者正向思考對其人際公民行為的影響。換言之，雖然組織成員的正向思考對於人際

公民行為具有正向的影響關係，但其中仍有不少正向的想法是屬於滿足社會壓力的部

分，因而使得他們的正向思考無法產生顯著的影響。 

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的利他價值觀對人際公民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表示組織

成員的利他價值觀程度越高則人際公民行為越高。本研究依據 Huseman 等(1985, 1987)

的公平敏感性將組織成員分為利他價值觀者及自利價值觀者兩種類別。利他價值觀的概

念與人際公民行為中的利他行為頗為相似。Thompson, Cowan & Rosenhan(1980)指出，

具有利他主義的人會在人群中參與他人的問題，而較不在意自己的需要和損失，因而引

發出幫助他人的意願。本研究的分析結果與此論述相符合，所提出的假說 5 得到實證資

料的支持。 

有關利他價值觀的調節效果來說，受試者的正向思考與利他價值觀的交互作用對人

際公民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向調節效果，表示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會減弱正向思考對人

際公民行為的正向影響。結果顯示，當利他價值觀的受試者正向思考的程度較低時，其

人際公民行為程度較自利價值觀的受試者高，但當正向思考的程度逐漸增加時，利他價

值觀的受試者之人際公民行為的平均水準反而下降，自利價值觀的受試者之人際公民行

為則增加，呈現自利價值觀的人際公民行為高於利他價值觀的人際公民行為之現象，顯

示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會減弱正向思考對人際公民行為的正向影響，甚至使其人際公

民行為呈負向的關係。組織成員的正向思考及利他價值觀對人際公民行為的正向影響

間，可能產生互斥效果。本研究提出的假說 6 也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 

但分析結果仍有令人質疑之處。結果顯示，自利價值觀的受試者之正向思考會正向

影響其人際公民行為，但利他價值觀的受試者於正向思考增加後卻反而減少了人際公民

行為。為何原本就喜歡幫助人的員工，於正向思考增加後，幫助人的行為卻減少了？是

不是高正向思考使人比較想得開，覺得反正事情會有好的結果，因此而減少了幫助人的

行為？或是正向思考本身隱含了期待好結果的自利動機，而使原本喜歡幫助別人的員工

減少了助人的行為？此疑問仍需要更多實證資料的驗證。 

由對於主觀幸福感的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組織成員的婚姻狀況對於主觀幸福感具有

顯著的影響，已婚的受試對象之主觀幸福感顯著高於未婚的受試者。推論已婚者在生

理、安全感、歸屬感等方面的需求能夠在家庭中得到滿足，因此其主觀幸福感較高。 

二、實務意涵與研究限制 

經由以上的發現，本研究提出以下在管理實務上的建議。由於正向思考會對組織成

員的主觀幸福感產生正向的影響，管理者於招募甄選新進員工時，可實施相關的測驗，

做為錄取的參考指標之一。於教育訓練中，亦可加入幫助員工正向思考的課程，使其對

環境和人事物的看法作正向的調整。而在組織現有人力資源調派時，管理者也可以將部

屬經常性表現的正負向情感和思考方式納入特定職務派職的參考。此不僅可以提升成員

的主觀幸福感，更可如 Peterson & Seligman (2004)及 Sasson(2013)等學者所說，預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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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疾病，增進當事人的身體健康。 

本研究的發現又指出，組織成員的利他價值觀可以增進其主觀幸福感和人際公民行

為，並可增強員工正向思考對於主觀幸福感的正向影響。因此，管理者於招募甄選新進

員工時，亦可實施相關的測驗，做為錄取的參考指標之一，以獲得本身自覺得幸福，又

願意幫助他人的好員工。但在運用此方法時仍須冒一個風險，那就是高利他價值觀又具

有高正向思考的員工，他幫助同事的行為可能會較高利他價值觀卻沒有高正向思考的員

工少，但是，即使如此，高利他價值觀員工的人際公民行為仍要比低利他價值觀員工高

許多。 

此外，研究結果顯示，已婚的受試者主觀幸福感顯著高於未婚的員工，於提升組織

成員主觀幸福感時，也許企業可以鼓勵或補助員工結婚，增加他們進入婚姻的意願。雖

然員工結婚的意願與其年齡、經濟等許多問題有關，但此未嘗不是個聊勝於無的可行方

法。 

本研究的設計中，雖然將人際公民行為採用配對問卷來衡量，由受試者的主管或同

事所填答，以排除正向思考、利他價值觀與人際公民行為的共同方法變異問題。但主觀

幸福感仍採受試者自我報導方式取得資料，無法完全排除正向思考、利他價值觀與主觀

幸福感間關聯性的混淆。除了在資料蒐集中實施嚴謹的過程控制，採取統計控制等，建

議未來研究可以將自我報導的變項資料，間隔一段時間蒐集以降低共同方法的偏誤。此

外，本研究正向思考的量表乃根據學者的定義，自行發展設計而成。而主觀幸福感之量

表，Pavot, Diener, & Suh(1998)所編製的時間序列幸福感量表中包括過去、現在、未來的

時間序列，本研究亦僅採用該量表「現在」的部分來衡量。此皆為本研究之限制，建議

未來研究者可以採用其他更週延的量表來檢驗相關的變項和假說。 後，由於本研究採

用便利抽樣且集中發放回收的環境下蒐集資料，問卷回收的組織類別和家數缺乏資料進

行控制，以及問卷是以配對方式填寫，問卷填寫過程可能讓受試者產生疑慮，雖然資料

分析控制了社會期許，可能仍然無法完全排除受試者在利他價值觀方面問題的自我美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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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構於後殖民理論學家巴巴的混雜語言的社會概念與多元文化理論，本研究

調查與分析王禎和文學作品中多語混雜的書寫現象。收集其自 1961 至 1993 年期

間出版的小說與中短篇故事為研究文本，依作品出版時間先後排列比對分析，探

討其文學作品中混雜語文使用種類與臺灣社會歷史語言發展。研究結果發現王禎

和共用了八種不同的語言（包括中文、臺語、日語、英語文、原住民語、廣東話、

廈門語及福州話）混雜書寫文本，而且這些不同語言的使用，著實與臺灣本島的

歷史背景、政治變遷與語言教育發展有很大的關連性；語文呈現以故事場域和角

色人物階層使用的語言轉換與雜揉有著明顯不同。藉由多語混雜寫作風格，不僅

顯示出臺灣不同時期的社會語言，更反映出社會與語言的「混雜性」，如此的語

文呈現方式不僅用以抵制外來殖民語言與文化，也可保留原語文化的消失。冀望

本研究結果可協助讀者了解王禎和如何將多語混雜書寫於文學作品中，呈現出臺

灣多元社會的包容感與共存性。 

 

關鍵詞：多語混雜、後殖民主義、王禎和、霍米巴巴、社會語言 

 

  



王禎和小說的多語混雜現象分析 
徐菊清 
                                                                                           

44 

 

Abstract 

 

Framed Postcolonialist Homi K. Bhabha’s multicultural theoretical concept of 
“hybridity”, this study sets out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se the linguistic hybridity in Wang 
Chen-Ho’s literary works. More specifically, the data selected and collected for this case study 
cover all Wang Chen-Ho’s literary works, including all his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which 
were published from 1961 to 1993. Methodologically, carried out a comparative chronological 
analyesi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many different languages are combined and employed in 
Wang’s writing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re are eight different languages (i.e. 
Chinese, Taiwanese, Japanese, English, aboriginal language, Cantonese language, Xiamen 
language and Fuzhou dialect) hybridized in Wang’s literary works and these different 
languages are actu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s, political changes, and 
languag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s in the island of Taiwan. Moreover, such the hybridity 
language use is also considered as one of Wang's own creative and writing styles, not only to 
show the differences of social classes and linguistic features in Taiwan, but also to resisit the 
coloni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mposed to Taiwan resident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finding of 
this study can help readers to understand how Wang presented the hybridity languages in 
thehis literary works, to create and shape the multicultural society of Taiwan. 
 
Keywords: Lingistic Hybridity, Postcolonialism, Wang Chen-Ho, Homi Bhabha, Social 

Lingu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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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由於臺灣地理位置在國際海域的重要性，自 17 世紀起，臺灣歷經不同時期國族殖

民統治、歷史與政治環境的變遷，至今多次政黨交替也對當地語言使用造成影響與發展。

當今平時日常生活中臺灣居民使用的語言不僅僅只有中文，許多居民的母語或方言包括

臺語（也稱閩南語和河洛話）、客家話、原住民語（也稱山地語）和英日外語也夾雜於

中文句意做為溝通語言。無可置否，這些日常使用的多種語言也是臺灣（本土）作家藉

由文字呈現於其書寫作品中，這種寫作方式稱為多語混雜，值得注意的是，此種多語文

結合於同一部文學作品的書寫方式，已成為多位臺灣作家的文學特色；只是身處不同時

期的作家，混雜語言的種類略有差異，例如日據時期與民國初期作者賴和、楊逵、吳濁

流與呂赫若等的日臺書寫，主要是當時臺灣受日本殖民，被迫只能以日文書寫，但在他

們作品內仍揉雜著臺灣話語與文化的日文文字，以呈現臺灣特有語言與文化詞彙（李育

霖，2008）。 
1946 年後，由於國民黨執政，臺灣的國語立即由日文轉換為中文，作品出版也改以

中文為主要的書寫文字，但作家們也有目的地且技巧性借用中文字音呈現母語詞組，例

如黃春明與陳映真的臺語、鍾理和的客家話和原住民的族群語等多位作家之作品。此外，

王禎和（1940–1990）以描述臺灣社會風俗與文化為文本，揉雜眾多母語於其中文書寫

中，更利用其書寫技巧，有意地混雜在臺灣常聽到的各種不同的方言、母語與外語，進

行其語言實驗寫作。特別是當無特定文字的口傳語言，經由語音轉換書寫成文字，王不

僅選擇自創全新不同以往的語彙或詞組，有些直接以漢字發音轉變，產生同音異意或另

鑄一個新詞組句；只是這些新創字詞，有時透過無聲閱讀卻難以全盤了解，仍須經由聲

音讀出文字，方可了解其原語意思。探究多語混雜的詞彙和使用因由，可溯源自作者的

家庭、成長年代、教育背景以及當時的社會風氣等等，種種因素都對其書寫風格與方式

有著極大的影響。 
為了探討王禎和如何混雜多語於其作品中，本文針對其原創作品小說及中短篇故事

為研究文本，採用後殖民理論學家巴巴（Homi K. Bhabha）的「混雜性(hybridity)」多元

文化理論為架構，詳細分析王禎和作品中多語混雜的種類及情形。依巴巴（Bhabha, 1990; 
1994/2004）論述，對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二者而言，溝通是 基本的要素，而語言即是溝

通的工具；然而，殖民者可能對被殖民者的母語或原語產生一定的影響和語言衝擊，再

加上外來語造成原語或母語破壞，被殖民者為了保護原語文化的基本與認知，進而對統

治者起了反抗。因此，社會與語言的「混雜性」，不僅可以抵制外來殖民方式，更可保

留原語言與文化消失的方法之一。故本文以後殖民主義為理論架構，探討臺灣居民在歷

經日據時期、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的語文同化與統一政策，不同族群居民如何將母語、方

言、與外語混雜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王的作品以書寫臺灣社會不同階層人物為特長，故

此文分析其不同時期作品，比較與反映不同時期臺灣政治社會變遷與因應書寫當時社會

可接受的話語與語言的多樣性，藉以了解臺灣社會不同母語、地方方言和外來語文如何

混雜使用及如何呈現與應用於文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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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背景 
後殖民主義又稱為「第三世界主義」或「三大洲主義」(Young, 2001, pp. 5-7)，是一

個多元文化理論，以研究殖民統治後，原宗主國對殖民地之間的權力，以及前者對後者

的文化、話語、社會產生的多元影響。其中，後殖民文化論述與批判是要重新檢驗這段

時期與歷史，不論是從宗主國的角色或以被殖者的立場來分析與檢視，釐清（後）殖民

文化對當代社會與現代文化所帶來的衝擊與效應。此理論的論述分析方法中，三位身為

或源自第三世界後裔──薩依德(Edward Said)、史畢瓦克(Gayatri Spivak)與巴巴(Homi K. 
Bhabha)，不僅從實踐面論述與批評後殖民主義，更將國族、種族、文化關係等議題納

入評論後殖民主義中，故此理論批評家 Young(1995；1990/2004)稱其三位為後殖民理論

家「三聖(Holy Trinity)」。他們以歷史書寫為內容，將後殖民主義的批評與辯論帶入實踐

論中，為後殖民理論中的國族認同、政治立場、經濟目的、社會地位等提供多方位的辯

論與分析解讀(Moore-Gilbert , 1997)。 
其中，不同於薩依德專注於殖民者或史畢瓦克強調被殖民者，巴巴重著於二者，且

以多元文化中跨文化為研究論點強調二者的共通性與衝擊點，巴巴更針對被（新）殖民、

（少數）族裔、移民的社會與語言使用情形提出「矛盾狀態(Ambivalence)」、「模仿

(Mimicry)」與「混雜性(hybridity)」的殖民與移民文化認同與彼此之間帶有上述三種社

會與語言使用情況。首先，就殖民者與被殖民之間的關係而言，二者通常有對立與矛盾

的情感，有欲望或恐懼心理，故「矛盾狀態」也一直是存在於二者之間；此外，被殖民

者除了有自卑情緒外，也可能主動或被動地對殖民者進行模仿，但模仿無法成真，即使

是模仿的很像，如此的模仿過程或結果，無論是對殖民者或被殖民皆產生多種矛盾與混

雜(Bhabha, 1994/2004, pp. 121-131）。此外，二者也會形成一種互相依賴的關係，包括殖

民者征服他者之威權性與國家統治權；反之，被殖民者感受到國家受到強力干預與搖擺，

也可能產生無法定位或明確的自我認同感。 
另一方面，針對溝通的語言，被殖民者的話語也有可能受到殖民主體的影響與同化，

或是殖民者透過文化習俗、言語建制和價值建構等多樣方式，在被殖民地或統治區進行

複制；如此的複制行為，對被殖民者而言，即是「模仿」殖民主體至被殖民者的社會與

生活。只不過，如巴巴所述，如此「模仿」的結果，並非僅僅簡單地進行複制與模仿原

宗主國的特性，經由仿制的過程與結果所產生的物語，更是對其所模仿的物語形成嘲弄

與諷刺，更有可能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產生威脅性或形成二者之間的裂痕(Bhabha, 
1994/2004, pp. 148-151)。那是因為，當「模仿」與被殖民的原生語言及文化產生了交互

作用，進而有了「混雜性」的現象。然而，「混雜」並沒有消除文化上的差異，而是容

許二種或更多不同的文化實體共存於一個社會環境，透過不同的民族與空間，從當代民

族社會的經驗中找出根本或得到相互影響的教益；故混雜性也可以是兩元對立的逆反，

更可能產生自我和他人的矛盾衝突。 
從全球歷史觀點為題介紹後殖民主義，Young(2001, p. 3)在論述近代與現代後殖民國

度中，明確地指出中國國民黨所佔領的臺灣，雖不同於一些西方帝國已在反殖民意識下，

已逐一退出其宗主或殖民者地位與政治權立，臺灣也以民主方式經歷了多次的政黨交替。

然而，臺灣在 19 世紀末受日本殖民，之後又立即被國民政府統治，在多重政權變化、

政治與語言箍制、社會話語控制與同化等多項因由，臺灣居民的語言教育、文字使用皆

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變化。如同 Sardar, Nandy & Davies (1993)所強調，後殖民理論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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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時間，不該只限於現在，更須包含過去，藉由了解過去與現在來研究與掌控現在權力

轉變與結構形成，以把握時機了解未來可能產生的各種變因，找出解決之道，這也是後

殖民理論辯證與分析中冀求的產物。 
故此研究以後殖民理論來分析臺灣社會語言混雜使用情形，探討從過去到現代歷經

不同國家族群統治的臺灣，經過了不同政治時代對語言掌控、社會語言的轉換與變化，

以及臺灣後殖民社會語言產生的轉變與在承受多次語言同化或排他性的政治審查制度

中，王禎和如何以其書寫當時官方政府可接受的話語文字，來呈現臺灣居民的母語、方

言與外語於其文學作品中。為此，本文收集王禎和描述臺灣不同階層社會居民的作品為

文本，分析與探討其如何呈現臺灣現實社會生活混雜多語使用情形，以了解過去多次的

語言同化與轉換對臺灣社會話語的建構與影響。 

 

參、臺灣社會語言發展簡史 
臺灣社會與語言多樣化， 早可溯自數千年前，臺灣原住民的南島語言，雖在 14

世紀，少數中國沿海居民踏跡臺灣島域，但直到明清時期，大量福建、廣東沿海居民，

因經濟因素遷移臺灣，而當時所使用的語言以閩南河洛話為大宗，也有許多廣東客家族

群（Simpson, 2007）；由於各族群母語與方言不盡相同，但漢民族有些文人之士，具有

漢字古文知識，故以其為主要溝通文字(Tsao, 2013)。然而，原住民的南島語言尚未有文

字化，故不同部落的原住民語大都用於鄰近部落之間溝通話語。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

其語言與文化政策從早期安撫時期（1895-1919），進而同化時期（1919-1937），到 後

的皇民化時期（1937-1945）（曾素秋 2006）；在這半世紀的日據時期中，原住民語、閩

南語和客家話等母語與文化在前二個時期仍可用於日常生活中，但是到了第三時期「皇

民化時期」，日語已視為當時唯一的國語，公私立漢學教育更全面禁止，特別是在 1937
年七七事件之後，全臺居民只能使用日語。此外，殖民者鼓勵臺灣居民放棄其漢民族宗

教與姓氏，採用日本姓氏、祭祀日本神祇、著日本服飾，成為日本人，進而為日本從軍

及赴戰場 (Scott & Tiunm, 2007, p. 55)。易言之，在日據時期，日語是主要且唯一官方語

文並禁止使用漢字，在如此的語言制約的社會環境下，根據黃宣範(2008，頁 98)調查，

在日治末期 1943 年，約有 65%的臺灣居民接受小學教育且超過 70%居民能夠聽得懂日

語。另一方面，雖然原住民語、閩南語、客家語等母語僅能用於家族或朋友之間的口語

溝通，但沒有文字可以延續傳承，故這些不同母語僅視為方言，用於同族群人們的口說

與溝通工具。  
1945 年 10 月 10 日國民黨自日本接收臺灣，半年後，1946 年 4 月漢語取代日語，

成為唯一的官方語言，又稱為「國語」，更因臺灣在 1949 年 5 月 19 日頒布戒嚴令，直

到 1987 年 7 月 15 日止；這段時期，漢語與中文是臺灣唯一官方語文，其他語言視為方

言，不可用於公開場合，只有語音溝通，並無文字表以書寫。然而，在臺灣 2300 萬人

口中，高達 70%的居民的母語為「閩南語」（黃宣範，2008，頁 21)，但直到 1987 年解

嚴後，閩南語才開始廣泛使用於日常生活中；只不過，此語言轉換成文字形式，至今尚

未完全統一，其中又以同音漢字呈現臺語詞組可視為當今 常使用的臺語文字。同樣地，

借用中文字音來呈現客家話語與超過 12 個不同族群的臺灣原住民母語，至今仍是常見

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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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後的臺灣，不論是中文、母語和方言皆可使用於任何的公開場所；此外，由於

政治人物以激進的方式促使臺灣居民使用閩南語或其他母語，再加上臺灣語言意識提昇，

愈來愈多的母語已廣用於當今臺灣社會中。進入二十一世紀，多次的政黨輪替，臺灣已

不是單一語言社會，而是進入一個多元多文化融合的社會，不論中文、閩南語、客家話、

原住民語及英日等外語皆視為可溝通的口語文。只不過，書寫文字仍以中文為主，無論

是方言或母語至今主要用於口說，主因是現階段在臺灣廣為使用的各種母語尚未有固定

的書寫文字形成，雖有專家建議以拼音文字組成，但至今 常用的方法仍是以中文字音

組成的詞組為主，因此，愈來愈多的方言、母語與諺語是由中文字音所組成，如同下文

例句中王禎和利用中文字群創造出不同語言的詞組。 

 

肆、相關文獻評述 
當代臺灣文學作家中，王禎和可視為臺灣現代主義與本土文學代表作家之一，其中

為津津樂道就是王禎和作品中的故事人物多以臺灣的市井小民為主人翁，更將早期二

十世紀中葉臺灣地區特有的社會風情與社會底層人物生活中的無奈與悲哀完全呈現於

其作品中。再加上王寫實地將臺灣社會中實際使用的多種語言，甚至是圖畫、表格、符

號、說唱、音樂的溝通方式增補一般文字與話語，以特有的書寫方式與寫作風格，藉反

諷、灰諧、嘲弄的語氣一一呈現早期臺灣鄉村生活及二十世紀中後期臺灣因政治、社會、

經濟、教育、城鄉差距與變化，充分地顯現出獨特的創作能力。   
另一方面，針對王禎和多語使用的書寫風格之研究主題，至今多數文獻僅以《玫瑰

玫瑰我愛你》為主要研究文本，例如，謝淑媚（2006）針對語言風格，分析書中臺語、

英語和日語的使用及文意，研究結果指出書中臺語的部分佔整本書的大部分，更依臺語

語句加以量化分析，發現小說中有 86.5%都具有臺語句意。針對同一部小說，許琇禎（1999）

討論王使用英語、日語、臺語等多種語言的混合與轉換，許認為王的作品主要呈現臺灣

社會中多語的文化衝突，而且，受到鄉土文學論戰的影響，王所創作小說特別以凸顯臺

灣社會階級的差異性和外來文化的衝突為主題，充分的表現出早期臺灣傳統社會生活的

困境與批判題材，故在 1970 年代的外來文化衝突為寫作背景，以多語混雜呈現戲謔的

創作風格呈現此書。 
從翻譯學的角度探討《玫瑰玫瑰我愛你》，有別於鄧倩如（2009）從跨文化翻譯為

主題，分析書中不同語言轉換與文化傳遞，李育霖（2006）從語內與語際翻譯觀念與現

代主義理論建構臺灣地方文學，分析此小說中語言雜揉現象，李視王禎和以中文轉換不

同母語與外國語言的方式為翻譯，藉由翻譯建立不同語言與文化轉換意涵。經由中文轉

換數種異質語言與文化，不僅反映臺灣複雜且多元的社會，更述說經由長期多重的歷史

變遷所產生的衝突、交流、雜熾而成多元與多樣的社會語言與文化。只不過，王以異於

傳統翻譯手法，以特殊異樣風格操弄和翻譯不同語言，尋找不同的文字、語言、符號與

圖表等轉化或跨越單一語言界線，造就了另一種多樣化的新語文，同時也創造出諷刺、

滑稽、詼諧故事內容。不僅如此，故事中不單只是呈現雜混語言與多元文化，如何利用

故事中不同場景、社會人物、社會語言等因由，寓意出臺灣多種歷史經歷與演進，也是

王書寫此書的主要目的之一。 
針對王禎和的小說探討臺灣歷史變動背景和語言發展也多有文獻論述，例如，游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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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2007，頁 97-99）分析小說中閩南語與其他語言意思，說明臺灣社會多種母語使用

和轉換與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變化有著深不可分的關係，主因是殖民語言不僅對臺語與

原住民語等母語產生影響和變化，進而造成多語社會環境。另外，李宜靜（1993）探討

王禎和如何藉由多種語言使用，反映日本殖民時期，日語如何強勢地納入當時社會與教

育環境中，繼之的國民政府當權後，立即改變以中文取代日文，再一次以語言控制整個

社會，伴隨而來的是將英語文納入教育體系，揉雜成多種語言社會樣貌。王禎和不僅藉

由雜混語文的書寫方式，使讀者了解臺灣的語言發展、歷史背景與城鄉差距，更以複雜

且多元的語言操弄與文化應用書寫故事，呈現出的不單單只是文字上的「翻譯」，而是

帶著不同意義與目的訴說臺灣過去、解讀當時，甚至是建構未來；此外，使用不同語言

是為了諷刺與書寫過去與當時社會生活的寫照，有時則是寄寓「鬧劇」或「語言藝術」

來強化臺灣現實生活的無奈與悲哀。 
另外，陳怡臻（2009）針對王禎和的兩篇小說《美人圖》及《玫瑰玫瑰我愛你》討

論鬧劇呈現的形式，探討作者如何使用情節、人物、小說語言這三點來營造出鬧劇的氣

氛，其中在小說語言部分，王利用多種異質語言的混合使用，創造出刻意嘲諷、趣味橫

生的社會現象。此外，不僅跨越語言文字，王更運用了圖像、樂譜、表格提高小說的趣

味性，也特別將文字放大、顫抖、變形方式，發揮了獨特的視聽效果；還有藉由故事中

不同人物呈現不同樣貌的語言風格，混雜使用日語、廣東話、英語文等的句子，值得注

意的是王在諺語和歇後語的運用有著令人莞爾一笑的效果（頁 73）。 
在臺灣現代文學中，王禎和獨特的寫作風格及多語混雜的書寫話語在臺灣本土文學

作者中佔有一席之地，上述的文獻評述中，針對王禎和的作品內使用大量多語混合的詞

句，已明確指出不同語言，包括中文、臺語（閩南語）、英語與日語等多語雜混的書寫

風格。只不過，這些不同的語言多以單一短篇故事如〈嫁粧一牛車〉一文或單本小說《玫

瑰玫瑰我愛你》或《美人圖》為主要研究本文，並以少數例子加以說明指出王的多語混

雜書寫方式的句子或使用的情況。然而，要了解王實際使用多少不同語言夾雜書寫於各

單一作品中及其混雜多語情況是否僅限於上述文獻中的少數作品或用於絕大多數所有

作品中，則需大量地收集所有作品，逐一檢閱，方可下定論。此外，王到底混雜多少不

同的語言於其原創寫作，不同年代、不同時空與歷史背景下，語言雜混與使用種類、情

況與方法又是如何？這些不同的語言混雜使用是否能體現出後殖民精神，或是如邱貴芬

（1995，頁 170）所言是「顛覆殖民者文化本位的思考模式」，而且，文史不分家，上述

文 獻 中 得 知 ， 多 樣 異 質 語 言 所 呈 現 「 眾 聲 喧 嘩 （ hetroglossia ） ( 頁 182) 或 是

Bhabha(1994/2004)所稱的「混雜(hybridity)」，不僅與臺灣社會語言多樣性與歷史發展有

著實關係，更是王自己依其興趣和習得的語文進行的語文體現與表達、彰顯臺灣多元社

會文化與語言特色所努力書寫和創造的臺灣多語文化文學。 

 

伍、研究方法與研究文本 

一、研究方法 

為了探究王禎和作品裡語言混雜詞彙的情形，反應現實臺灣社會居民所使用的母語、

受日本強迫使用日語與殖民文化社會及書寫當時僅可使用中文的社會環境中，王如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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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審查制度下可接受的字詞呈現臺灣本土社會居民所使用多樣話語。此研究以質性研

究方法，依下列步驟進行文本分析： 
(一)收集自 1961 至 1993 年超過三十載中王禎和書寫文學作品，文類含括長篇小說、中

篇小說和短篇故事三種文類。以人工逐一檢閱各書篇中，不同語文使用情形。 
(二)針對上述書篇文內中，王禎和特別因使用不同語文而提供或增加的說明，包括 ：（1）

以註解方式增列於文末或以額外文字說明非中文的源音詞句之原意（如下文例句二

和三）。（2）或者僅在該詞後，立即以括號說明（如下文例句六與八）。 
(三)將不同語言的使用，摘取文中實例，加以區分種類、解釋、分析和探討，並以明確

的圖表方式呈現王禎和的作品共混雜使用多少種不同語言，混雜詞組表現方式。 
(四)分析臺灣原生家庭與早期居民受日本統治後，又因政權轉移須立即學習另一陌生語

文的居民，以及隨國民黨來臺外省族群，如何以母語結合、習得或「模仿」的異種

語言與文化，在交互使用後，進而產生「混雜性」的語言現象，造成現今臺灣多語

多元的社會語言國度。此外，藉由不同語言揉雜使用，王以妙語橫生的語言來表現

臺灣城鄉差距、崇洋媚外、藉由故事中角色與事物反映出不同的社會階層與多樣化

的社會語言。分析王禎和如何混雜臺灣居民使用的不同母語或方言、受日本殖民演

變的語彙、國民黨專權下唯一官方語言「中文」以及受當權者鼓吹學習的英語文，

並有技巧的將不同語言混雜於其作品中，呈現出後殖民精神和臺灣多元的社會意識、

體制與包容。 

二、研究文本 

為能夠分析王禎和小說中多語混雜現象與探討臺灣在歷經不同殖民時期針對不同

母語、外語的限制使用，臺灣社會中不同族群如何結合並雜揉地使用多種語言於同一多

元文化的社會體系下，首先，本文收集王禎和自 1961 至 1993 年期間發表出版的三大類

的文學作品：長篇小說：包括有《美人圖》、《玫瑰玫瑰我愛你》與《兩地相思》；中篇

小說僅有《人生歌王》一篇；短篇故事有〈真相〉、〈鬼、北風、人〉、〈夏日〉、〈寂寞紅〉、

〈快樂的人〉、〈來春姨悲秋〉、〈嫁粧一牛車〉、〈五月十三節〉、〈三春記〉、〈永遠不再〉、

〈那一年冬天〉、〈月蝕〉、〈兩隻老虎〉、〈小林來台北〉、〈伊會唸咒〉、〈素蘭要出嫁〉、〈香

格里拉〉、〈老鼠捧茶請客〉和〈素蘭小姐要出嫁——終身大事〉；共二十三篇文學原創

作品作為研究文本語料。上述收集的研究文本中，並不包括王所書寫的劇本及文學評論

集，主因是劇本通常是由上述的單一故事或小說改編而成，而文學評論多以西方文學而

非以臺灣社會生活為背景與主題，故本研究的分析僅以描寫臺灣社會的原創故事文本為

主。 
依上述研究方法，逐一以人工檢索各書篇中的註解或額外增詞方式解釋與述說文本

內揉雜詞句，共發現王禎和共混雜八種不同語言文字於其文本作品（可參考附錄）。然

而，受限於本文篇幅字數限制，本研究僅取九篇不同時期作品，依出版先後順序為 ：

1961 年的〈鬼、北風、人〉和〈夏日〉、1963 年的 〈寂寞紅〉、1968 年〈三春記〉、1969
年的〈永遠不再〉和 1973 年的〈小林來台北〉，共六篇短篇故事及三篇長篇小說，包括

有 1982 年的《美人圖》、1984 年《玫瑰玫瑰我愛你》與 1993《兩地相思》為例，節取

書篇內的實例，加以說明王如何揉雜書寫多種語文於不同的作品；此外，更取書中的句

子段落為例子，加以解析與說明混雜書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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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語料文本分析與探討 
經由檢閱王禎和所有書篇文本內對不同話語所提供的註解或解釋，本研究發現王禎

和共混雜八種不同語文於其文本作品。如上所述，本研究僅取 9 篇不同時期作品為代表，

加以分析不同時期，王所呈現多語混雜的語文種類，之後，再取自不同書篇內的句子段

落為例子，詳細解析與說明各書篇共使用多少種混雜種類的數量。從早期的二種或三種，

至後期，特別是 1980 年代，愈來愈多不同語文揉雜書寫單一文學的作品。依其作品發

表年代、書篇名稱、語文出現種類和單篇作品內共混雜的語文種類統計，詳細表列如下： 

 

表 1  各單篇故事內不同語文混雜種類與統計表 

 

發表 

年代 

   語言種類 

 

 

書篇名稱 

中 

文 

臺

語

 

日

語

文

英 

語 

文 

原

住

民

語

廣

東

話

廈 

門 

話 

福

州

話 

多語

混雜

種類

統計

1961 鬼．北風．人 V V       2 

1961 夏日 V  V  V    3 

1963 寂寞紅 V V V  V    4 

1968 三春記 V V V V     4 

1969 永遠不再     V V V      3 

1973 小林來台北 V V V V  V   5 

1982 美人圖 V V V V V V   6 

1984 玫瑰玫瑰我愛你 V V V V V    5 

1993 兩地相思 V V     V V 4 

總數量（9 篇文本） 9 

 

100%

8 

 

89%

7 

 

78%

4 

 

45%

4 

 

45%

2 

 

22%

1 

 

11% 

1 

 

11% 

8 

 

依王作品出版年代先後順序排列，上表（1）清楚地呈現王在各單篇作品中混雜各

種不同語文種類，除了中文為當時主要書寫語文外，王還混合了七種不同的母語、方言

或外來語文詞句；依不同語文種類出現次數多寡依序為中文、臺語、日語、英語文、原

住民語、廣東話、廈門話和福州話，共八種不同語文。此外，經由上表（1） 後一列

（多語混雜種類統計），可以明確清楚的看到各單篇作品中，王共混雜使用多少種不同

語文於文內；部份的單篇文章皆使用二至四種不同的語言，而這些語言除了母語外，日

語則是後殖民語言典型遺留與影響，例如，早期於 1963 年出版的〈寂莫紅〉即涵括四

種當時在臺灣廣為使用語文。在 1965 年臺灣開始英語文教育後，語言揉雜更高達四種

或五種以上，首先是在 1968 年出版的〈三春記〉不僅混雜四種語文，更是直接使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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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開端；到了 1970 年代的〈小林來台北〉和 1980 年代出版品如《美人圖》與《玫瑰

玫瑰我愛你》都含括五種以上不同語文，且在多語混雜的方法上，不同於前期創作，王

以漢字音譯書寫外語，其後期作品更是以英文原文直接混雜書寫使用（相關不同語文混

雜實例與分析，請參閱下文例句）。 
由上表中，可以發現不同語文混雜於一文內的種類與臺灣語言教育與母語使用有著

實關係。以外語為例，臺灣早期受日本殖民，1945 年以前，日語是當時國語且廣用於公

開場合，而母語僅用於家庭與族群間口語溝通，再加以殖民後期日本皇民化運動，故臺

灣社會與文化受日本影響深遠。雖然早在 1946 年國民黨統治時期禁止使用日語，但是

由於老一代居民在日治時期文字與語言使用限制，加上受到日本文化與社會影響，一些

日語詞彙繼續沿用；有些日本文化產物（如榻榻米），則以日音中文字形成專有語彙，

保留或沿用至當今臺灣社會中。此種語言混雜現象，如同 Bhabha(1994/2004)論述中，由

於殖民者強迫複制其語言、文化、習俗於被殖民社會中，經由複制與模仿，有些保留下

來，再與原生社會與語言揉雜，造成混雜社會語言與文化現象；相對地，也增加一些特

有的語彙與改變原生社會的生活習慣。 
此外，臺灣居民的另一外語──英語文，也混雜應用於 1968 年出版品內，但仍以

漢字音譯的中文字呈現英語，到了王的後期作品如《美人圖》、《玫瑰玫瑰我愛你》等則

以英文原文呈現於小說中。為何如此，著實與臺灣英語文教育與社會意識有關。自國民

黨接收臺灣，蔣中正領導的政府接受美援且親美，這已是廣為人知的事，也可從上述二

本王禎和小說中略窺一二。而且，在臺的英文教育始於 1965 年，國中學生必須學習美

式英文，為何是美式英文，主要是二次大戰後，臺灣一直受到西方列強影響，而其中影

響 深的即是美國 ，故美式英文一直是學校外語教育的主要語言，也在當代視為共同

使用語言之一（Danielsen, 2012, p.135）。但早在 1960 年代前，臺灣讀者對英語文的知識

有限，故王以中文音譯英語，以利臺灣讀者閱讀與了解。然而，王在其後期作品中，直

接將英語原文字句書寫於小說中或雙語夾雜書寫，旨意在反應當時社會大眾有些人士故

意使用外語凸顯其高層次的社會地位，更具有嘲弄與諷刺臺灣居民模仿西方話語與崇洋

的心態。值得一提的是臺灣並非美國殖民地，只是透過政治干預與協助，美式英文成為

教育主流之一，美國如同間接殖民臺灣；更有一些人嚮往移居美國，成為其國民；如同

Bhabha（1994/2004）的後殖民理論中，移民者可能像被殖民者，會模仿溝通的語言與

文化或進行複制價值觀與行為標準等，進而受到殖民主體的影響與同化。只不過，當時

的臺灣社會不同於美國，在地居民因模仿、複制、學習英語文，卻無法全面使用，進而

產生多語混雜的現象。只不過如此混雜性在臺灣同時造成兩元對立的態度，有人鼓勵與

驕傲，也有人嗤之以鼻的嘲弄。 
反諷的事，不同於英文可以直接用於書寫，臺灣居民的母語如原住民語、臺語或地

方方言如廣東話、廈門話、福州話等，卻因沒有固定文字或句意形成，故大部份僅能借

用同音中文字詞組成原語詞句並與中文混雜使用。這些揉雜句意常產生語言使用的矛盾

與衝突；主因是借用組成的中文詞組只有音義卻無意義，讀者須藉由朗讀出聲，方可知

其原語音義。此法雖可保留原語言文化的消失，但混雜的使用結果也可能對二種語言（中

文與原語）造成破壞或產生語言衝擊（Bhabha, 1994/2004）。因此，如何取捨才是當今

社會與母語教育須重視的議題，也是後殖民理論欲帶給人們的省思。 
此外，由上表的 後一行不同語文「總數量」出現次數，我們可以發現，在 9 篇文

本中，高達 8 篇（89%）的作品內，夾雜臺語詞組 ；7 篇（78%）作品中有日語文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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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出現；有 4 篇(45%)含有英語文；原住民語共 4 篇（45%）； 廣東話共 2 篇（22％）； 
其他廈門話與福州話各有一篇（11％）。另一個值得留意的是王禎和在雜混多語的使用

技巧，隨著其寫作時間愈久，不僅愈多的語言混雜其中，王更自行創造出更多不同的詞

彙及混合多語的句型。此外，在混雜使用多語的技巧與方式，王在早期作品中多以中文

字音來取代臺語方言、日語、英語與原住民語言，以「漢字音譯」方法，將不同語言揉

雜書寫，再佐以註解，中文說明或解釋源語意義 (可參閱下文例句一、二、三)。但是到

了後期 1970 年代後期，多數作品內的多語混合使用，將英文原文混雜於中文句子中（可

參閱下文例句四、五），且文中混雜外國語文的意思，只能從前後文推敲，少有增加註

解說明。 
除此之外，檢閱上表（1）中不同年代或時期王禎和發表作品，其混雜語言種類也

確實反映書寫當時臺灣大眾居民實際混雜語言使用話語方式。例如上表中，早在 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中葉，王的單篇故事背景多以其成長地──臺灣東部的花蓮為主，且

是以鄉下未受高教育的市井小民與農村生活為主要故事場域；那段時期，在臺灣土生土

長的居民或農家，大部份仍以臺語作為口說及溝通語言。此外，王的成長地──花蓮，

也是臺灣原住民的主要居住地區之一，故王早期的作品中即出現以漢字表達原住民語言

與詞組的跡象（請參閱下文例二）。上述因由，也說明了為何在 1960 年代，王發表的單

篇作品中，包括地方居民常用的臺語漢字的詞組語句，若有其它語言參雜句中，除了原

住民話語外，即是日語，主因是早期臺灣日據時代，臺灣地區受日本人的語言同化政策

影響，即使在光復之後，部份日語詞彙仍繼續沿用於臺灣當地社會，例如，「塌塌米」、

「歐巴桑」等多詞彙即是由日語發音轉換成的中文語彙。如此結果，不僅增加了一些臺

語與日音的中文辭彙，繼而廣泛用於臺灣當地居民之間，這也是為何臺語和日語會混雜

於其作品中，也是後殖民語言與文化典型象徵之一。 
此研究發現臺灣多語使用及轉換不僅與臺灣歷史發展背景與變化、被殖民、統治和

美援、外交等關係有著深不可分的關係，更因為臺灣境內原本使用的母語（包括原住民

語、臺語等）也是產生多語社會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游涵宇，2007，頁 97-99）。根據

巴巴所言，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通常處於多元文化差異的矛盾狀態，被殖民者常受殖

民者或宗主國的影響，產生語言混雜性或文化共存的社會（Bhabha, 1994/2004）；如上

述分析，王禎和將早期被殖民時期建立或複製的多文化和語言揉雜使用，以文字方式呈

現臺灣的多語多文化雜混的社會生活方式。 
在 1960 年代中後期，由於臺灣在國際海域戰略的亞洲地區扮演很重要的防禦位置，

並且早期蔣介石領導的政府親美，造成西方語言與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學與英語強行輸

入臺灣。同時期，自 1968 年起，臺灣國民基礎教育由六年延長至九年且英文也列為中

學的基礎教育課程，自那時起，英文成為臺灣在學居民必學科目之一，也是臺灣當時廣

受歡迎、喜愛與親睞的外國語文。三年後，1971 年臺灣退出聯合國、繼之與美斷交，英

語文的學習更是高潮，除了學校必修課程外，許多學習者特別是準備逃離臺灣，赴美定

居之人，更加速英語文對臺灣語言教育與發展的重要性。故 1970 年代，英語取代日語，

成為臺灣社會大眾急欲習得的首要外國語言。同期間，王禎和發表的故事，包括〈小林

來台北〉和〈素蘭要出嫁〉則將英文直接書寫於其文中（請參閱下文例四)，而不再如

以往以漢字音譯方式呈現，主因是那時大部份讀者皆受九年一貫普及教育，故大部份讀

者都知曉王在文中混雜使用英文之原文詞彙意思。此外，王的多語混雜書寫風格與技巧

已相當成熟，其中以 1982 出版的《美人圖》將當時臺灣社會中那些一心嚮往美國或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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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美國語言與文化且自視為高等華人（即是王禎和在此書中所謂的「美人」及那些唯利

是「圖」的臺灣人）為主要對象，專文書寫的小說中的「美人」與「圖」利之臺灣人。

王以鄉下人的眼光，看城市中那些崇洋媚外、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在臺華人；故王將

當時臺灣社會崇洋態度、滿口中英夾雜的臺灣華人話語，大量地以英文原文文字或以漢

字音譯的書寫方式，以嘻笑方式、嘲諷口吻，詳細地述說 1980 年代，臺灣現實社會環

境中存在的問題。除了《美人圖》外，二年後出版《玫瑰玫瑰我愛你》，多語混雜的書

寫風格與手法更達到爐火純青，以罵人不帶髒字，引領臺灣讀者閱讀其所進行的多語交

響組合話語作品。值的一提的是，在 1980 年代，王禎和除了極力嘲諷的那些崇洋的「美

人」外，由於當時在臺灣的語言意識已漸漸高漲，再加上故事發生場景不再僅以鄉下地

區為主，也有以臺北都會城市為故事發生地，但故事的主人翁是在都市求生活的窮苦鄉

下人。藉由故事人物，爬疏王的文學作品，不僅可以了解臺灣的城鄉差距，更可反映當

時臺灣社會及居民如何混雜使用中文、臺語、日語、英語等多語混雜的話語，更進一步

呈現當時臺灣社會中多語混雜使用的社會環境。 
此外，在戒嚴後期，一些外省老兵早以藉由香港與居住在大陸地區的家人轉換書信，

更在解嚴之後，返回中國大陸探親；因此，在香港大量使用的方言「廣東語」，來自大

陸沿海的廈門語與福州話也被王收納混雜於其語言實驗作品中。總之，藉由分析王禎和

歷年原創書寫故事文本，證實且反映出二十世紀中後期，臺灣本島不同語言發展過程、

鄉城語言變遷、不同時間移居臺灣的不同族群之居民，大家如何以其母語夾雜共同語言，

造就出多語混雜、多文化與多元共存的社會語言意識。 
如此多語混合的結果，如同巴巴論述，可能是被統治者經過反抗與無奈的妥協後，

經由語言模擬與混雜，衍伸出的多文化與社群（Bhabha, 1994/2004, pp. 175-198）。這也

是反映出臺灣居民，無論是在日治時期或後來的國民黨專一政權統治，雖歷經多次的反

抗，受限於日本主政者法令與 1946 年戒嚴令的頒佈，二次都是以少數人 (13%外省人)
使用語言制壓多數人使用的母語（73.3%閩南語、12%客家話、1.7%原民語）(黃宣範，

2008，頁 21)，儘管被統治者基於無奈對殖民者妥協，或因政治因素學習另一種語言；

無論如何，原生居民仍想保留住自己族群的語言與文化，抵抗殖民者或外來者的改革或

對原有語言文化的破壞，進而夾雜了原語或母語，形成了所謂雙語或多語混雜社會話語

（徐菊清，2014，頁 4）。此外，有些母語因為沒有文字延續與後代子孫的學習意願不高，

久之造成瀕臨絕種的語言種類，前者涵括多種臺灣原住民語言，後者如客家話(Liao 2000; 
2000a)，因此，如何促使語言保存已成為後殖民主義重要課題之一。 

 

柒、實例說明與討論 
由於王禎和在各書中混雜使用語言不同且詞彙眾多，上表（1）已列出各單篇作品

中出現不同語文種類，下文摘取自作品中的實例，詳細說明各種語文在故事內中呈現的

方式與其對應的中文解釋，以分析王如何巧妙地融入多語於故事中，使讀者能了解多語

詞彙表達之意。 

一、中文與臺語混雜 

王禎和的第一篇發表作品即開始將臺灣方言轉換為中文文字，以同音漢字方式呈現

臺灣特有的語彙與俗語，下文截自〈鬼．北風．人〉中大量使用臺語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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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 

我著實太沒心眼嘍！我的心可也太軟啦！老想他會變好，一樣米飼百樣

人，誰曉得他會不會變好？連他阿兄都不願睬他，我還理他去？羅漢腳一個，

沒得飯吃去討呀！─他像吃了黃蓮般地苦起臉來。（1961/1993，頁 2） 

 
上例中包含了一個臺語俗語「一樣米飼百樣人」及二個語彙「阿兄」和「羅漢腳」。

前者是意指一樣的米，卻養育著各種性格不同、命運相殊者（楊直矗，1997，頁 33）；

後者二個臺語詞組，「阿兄」即是「哥哥」的意思，而「羅漢腳」是指「單身」之人（邱

文鍚、陳憲國，2002，頁 487 、頁 639）。上例中，若讀者是以中文字音直接閱讀，可

能無法立即了解文字原意，部份文字須以臺語聯想並以臺語讀出，方可了解句中語意。

但此種中文與臺語揉雜而成的語彙與句意確實是早期臺灣居民的話語方式。探究因由，

早於 1945 年前移居臺灣的居民中，以閩南語為母語者仍持續使用於日常生活，雖然在

當時社會只能用中文，但是對於一些年齡較長或沒有接受中文教育的居民而言，使用母

語句意或諺語較能真確地表達其內心想法；故此例中以臺語為主要句意，夾雜少數中文

組句，雖已努力以模擬當時官方話語雜揉母語，述說其不滿與委曲，也反應其對統治者

的語言制約。 

二、中文與原住民語混雜 

由於王禎和在花蓮出生與成長且當地也有為數不少的原住民部落，故王早於其短篇

故事〈夏日〉即使用原住民語（當時又稱為山地話），如何雜揉完全不同語系於當權話

語與文化，可從故事中名為「芭娜」的原住民女孩回想自己與其臺灣平地男友的對話， 

 
例二： ⋯⋯芭娜！芭娜！白歐拉卡個蝶斯妄，白歐拉卡個蝶斯妄。你愛我？哦！

強明，你也會這句山地話?！我笑了起來，用手圍抱他。（1961/1993，頁 255） 

 
同樣地以漢字語音化的方式呈現原住民語的書寫，上例中重覆二次的原住民語句

「白歐拉卡個蝶斯妄」之中文意思是「我愛你」，王利用文後註解清楚地說明此原語與

譯語之意（1961/1993，頁 258）。借用中文組成原住民語音的句子，以「同音漢字」呈

現原音方式，只是這些模擬發音複製而成的中文字組，只有類似音韻卻完全沒有意義，

故無論原語或中文讀者在初閱這些詞句時，幾乎無法了解其意；會有如此，主要是原住

民語不僅是口傳語言，更與中文有著完成不同的語音系統，因此讀者須藉由全文 後補

充的註解，方能了解其意 。如此的語言衝擊，帶給雙方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不只是矛盾、

無法同化的困境，如同故事中不僅語言、文化、社會與生活方式差異，此文也欲強調原

住民獨特文化，即使以模仿或混雜也無法消除二者差異。或許透過不同族群、時空，創

設出適合二者共存的社會與空間，保留各有特長，方對雙方有所助益，強者協助弱者，

保留其特有文化，這也是當代後殖民主義主要理念之一。 

三、中文與日語混雜 

如前所述，臺灣受到日本統治半世紀，受到殖民者的語言和文化同化影響，許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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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詞彙語音已有漢字翻譯或轉換成文字，例如日本生活用品「榻榻米」一詞，不僅大量

出現於王的不同作品內，也廣用於當今臺灣社會；此外，其他日語漢字詞組夾雜情況也

反應受日本影響的臺灣社會生活樣態， 

 
例三： 
「他準備電魚？」 
「有閒時他想電些鰻賣給料理店。他講山中溪河裏，鰻很旺的。」  
「哦！」張總務搖了搖頭。 
「今天我留守番，那天找他喝幾杯。」（1969/1993，頁 144） 

 
上例 後一行有一個日語詞「留守番」，日語為るすばん，是指看門人（謝逸朗，

1991，頁 1434）。但依王禎和（1993，頁 117）在文本註解說明，此漢字日語「留守番」

是「值夜」的意思。由於早期臺灣農業社會沒有此詞組，但在日據時代「留守番」引介

臺灣，居民習得且沿用詞彙於類似社會情境中。然而繼之而來的統治者早有類似詞組時，

雖前者已廣為使用時，但基於當時統治強權，後者「值夜」的語詞仍會用以說明，假以

時日，取代前者。以現今臺灣社會中，中文「值夜」早已取代日語的「留守番」，後者

已伴隨殖民政權結束，受到繼之而來的統治者抵制的話語與文化，採用當權者所能接受

的語彙與詞組。若有些日語詞組是在後繼當權中沒有的語彙，但臺灣社會或地方的生活

中仍會繼續使用這些日語詞彙，但僅夾雜於日常口語溝通中，少有正式文字化，例如歐

巴桑、歐基桑、沙西米等詞組。 

四、中文、英語文與臺語混雜 

早期王禎和揉雜多種語言書寫種類僅以中文、臺語和日語為主，直到 1968 年，王

禎和開始將英語加入其語言混雜實驗寫作中，首次出現於〈三春記〉中的「僅可以讓胖

阿嬌做件『彎比斯』 罷了！」（1968/1996，頁 15）；如同一轍，方法上仍以漢字音譯英

語的方式呈現，再佐以註解說明「彎比斯」即是英文的 one piece 的音譯詞組（頁 55）。

值得關注的是，英語文的加入與臺灣外文教育習習相關，1965 年臺灣開始英文教育，三

年後英文教育強制加入九年一貫教育中；換言之，1968 年後在臺的國中學生幾乎都已知

曉英語文。有趣的是，一般讀者也能領悟或了解王禎和「漢字音譯英語文」的書寫方式，

主因是受限於語言學習環境與方式，早期臺灣學生在學習英文時，確實是以中文字音模

擬書寫英文發音，協助背誦記憶外語。 
但是，隨著美式英文納入國民教育，再加上 1971 年臺灣退出聯合國，學習英文廣

受歡迎，許多有錢有權者也紛紛移居海外，故王也開始將英文原文直接用於作品中， 進

行語言實驗書寫的特色之一，例如在〈小林來台北〉一文內，英文直接夾雜使用於小說

中， 

 
例四： 

凱瑟琳，聽媽咪說 Counter 客人一大堆，媽咪實在忙不過，才掛你的電

話。媽咪 Swear 媽咪絕對沒有惡意!媽咪掛你的電話，是因為忙，絕對沒有

惡意─媽咪 Swear 絕對沒有惡意─凱瑟琳，你講話怎麼這樣 Unfaire！─凱

瑟琳，你聽媽咪解釋─什麼─你說什麼─你要媽咪向你 appologize？─凱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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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你要媽咪向你道歉？─你─你─等一等─」電話放在一旁，汪太太灰着

一頭一臉地用另外的電話通知總機將剛才的電話接進她的主任室，然後就匆

匆跑進後面的房間去。（1973/1993，頁 240） 

 
上述內容裡頭總共包含了四個英文字 Counter、Swear、Unfaire 及 apologize。前二

個字 Counter（櫃臺）和 Swear（發誓）已直接在書中註解翻譯（1973/1993，頁 240）但

是另外二個英文 Unfaire 及 appologize 則沒有在註解中提供任何字面解釋或翻譯。不可

否認，這些英文字義，對當時大多數讀者可藉由內文猜測得之。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的

中英夾雜的語句，確實反映在 1970 年代臺灣當時崇洋媚外的社會環境，特別是在大都

市，許多人有意、無意或故意地使用類似中英混雜語句來表示其具有相當的英語能力，

故王寫實地以中英夾雜使用的社會語言方式呈現與嘲弄諷刺當時社會祟洋心態。 
王禎和不僅擅張揉雜多語呈現不同時期臺灣大城市內都會人的崇洋重利態度，更經

由故事與人物將市井小民在生活上無奈寫實呈現。王的文學生涯之顛峰之作《玫瑰玫瑰

我愛你》不僅自創漢字詞句呈現書中不同社會階層多語夾雜書寫內容，更以幽默、嘲諷

口吻，充分地將臺灣當時社會上人們如何有趣地將英語文轉換成中文或臺語的方式，寫

實地呈現於相關創作小說內。例如：小說中，描述教育程度不高且不懂英語文的陪酒小

姐，如何利用臺語中文來協助她們背誦洋酒名稱， 

 
例五： 

讓這些 Bar-girls-to-be 有一點洋酒常識，懂得什麼維士忌、馬丁尼、雞

尾酒、杜松子酒就可以啦！（事實上，那兩名自高雄來的調酒師教了兩小時

的調酒課，介紹了三十多種洋酒）。上課的小姐只記得罵死你「馬丁尼」、胃

死去「維士忌」，及幹伊娘「Cognac」，其他的酒名就悉數還給老師了。

（1984/1994，頁 106） 

 
上例中，王以有趣及反諷的臺語音中文字詞翻譯英文，創造出 「罵死你」是 Martini 

（馬丁尼）、「胃死去」為 Whiskey（維士忌），及「幹伊娘」的 Cognac；這些都是以臺

語字音，結合趣味中文文字書寫而成，呈現當時酒店小姐教育程度不高，如何用有趣且

常用的臺語音協助她們記憶酒名的方法。換言之，藉由故事中角色如何協助自己記憶異

國話語的臺語譯英詞組，王以直接音譯方式來呈現臺灣多語混雜的社會語言。藉由上述

例句（四）與（五）顯現出當時的知識份子與妓女這兩類角色之間的語言差異性，不僅

如此，透過王禎和戲謔與嘲諷的創作風格，不僅讓整部小說充滿了詼諧與逗趣，更可領

悟 Bhabha(1994/2004)所謂的「模仿」不成功反而造成對原物語的諷刺，如同上例中，學

習英語的小姐們雖極力利用其母語意識努力地模仿與學習外來物語，但卻在模擬過程中

產生嘲諷與反感。值得留意的是，王禎和的多語混雜使用中，不僅徹底顛覆臺灣被支配

文化精神，不同於被支配者的遷就與抵制的方式，反駁支配者的強迫附加，造成另類的

異質文化。 

五、中文與臺語、廣東話、廈門話、福州話等地方方言雜揉 

 除了上述論敘外來異質語言與文化的強勢入侵臺灣社會所造成的多語雜集的社

會與語言外，王禎和更在晚期，利用其創作小說內不同角色，將其它地方方言也納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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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實驗版圖，例如，在《美人圖》一書，王即故意將香港地區廣為使用的方言「廣東

話」混雜文中， 

 
例六： 

…目的係要看住他小老婆，防她跟別人拍拖（約會）。他的大老婆就係

在美國跟個黑人拍拖跑掉的，還連本帶利把孩子也一塊帶跑。…（1982，頁

145） 

 
上例中，除了表示「是」與「係」異音異字外，另有一個香港地區特有的廣東語詞

「拍拖」，如正文說明指的是約會之意。此法使讀者能夠立即了解在不同區域（如香港

與廣東）的社會話語。如同許多生於中國大陸不同省籍的軍民，在 1949 年前後隨著國

民黨政府，遷居臺灣，他們都操著不同的鄉音或口音，同樣是以漢字組成的詞彙，卻有

著不同的中文意思。如同上例（六）的廣東話一樣，有些省份方言的詞語和音調也截然

不同於中文或臺語。對 1945 年前就已移居臺灣的居民而言，這些外省人即是移入者也

是剝削與宰制者；反之，對外省人而言，他們是移入臺灣的新移民者，既不安又害怕，

想盡辦法努力適應當地的社會與生活，故在轉換二種語言與社會中，後者一直找尋其舒

適區（Comfort zone），除了留其根本外，又可在所處的社會中尋獲認同感。  
下例是《兩地相思》中，王選用的廈門話，藉由故事內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廈門人

常安遷居臺灣，卻保留其鄉音詞彙又要學習臺灣當地方方言，產生多重語音字詞 

 
例七： ⋯⋯聽人說過他是廈門人，不過講的話，跟這禮的口音也差不了多少。

伊只聽過他向夥計問「誰來啦？」說的是「即椎來啦？」而不是台音的「尚

來啦？」，「東西掉下去」說成「東西拍加撈」，而不是「東西加落去」，⋯⋯ （1998，
頁 71） 

 
上例（七）內共有兩個廈門語詞「即椎來啦」和「東西拍加撈」，二者之中文意思

可以經由其前句的中文「誰來啦？」和「東西掉下去」和後來的臺語「尚來啦？」與「東

西加落去」加以補充、說明、比對，清楚地以三種不同語文的說法同時夾雜於同一話語

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同地方話語並非虛創，王禎和(1998)另文增篇詳細說明廈門

話的語詞用法，以及解釋說明當地特有的社會語詞與行為文化。 
 此外，福州話也揉雜於同部小說中，同樣地夾雜於中文和臺語的詞句內。 下

例中敘述著故事內，多位主角為了能抓到橫行多日、吃盡家中食物的老鼠當治癌的藥材

與偏方，用盡各種方法努力多日後，終於抓到一隻老鼠的對話， 

 
例八： 

武了幾個晚上，皇天莫負苦心人，終於─終於抓到一隻抓到一隻又老又

瘦又─哈哈！又是青盲的！哈哈哈！松年果然莫路篩（福州話：沒用）鬥不

贏太空飛鼠！（1998，頁 22） 

 
上文截取的一段文字，除了中文外，也以臺語「武了」（花了）和「青盲的」（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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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更夾雜一句福州話「莫路篩」，王禎和在此詞彙後，立即以括號對其加以中文

解釋為「沒用」的意思，以同音漢字的方式呈現源自中國大陸不同省份地區的方言話語。

例（七）與（八）也可說明不同時期（1945 之前與 1945 之後）移居臺灣者之間的關係

與語言變化。早在明清時期就有來自福建的廈門與福州人，他們當時所說的閩南話在臺

灣經過數百年後，原母語也產生揉合與變化，再加上受到日本殖民影響，既使是在 1945
後與來自同省份或附近區域者，二者的話語略有差異，雖能了解彼此，在文化與身份認

同仍有予盾與疏離 (Kalra, Kaur & Hutnyk, 2005)。 
此外，針對 1945 年後才移居臺灣的「外省人」，對早在 1945 年前就已定居臺灣的

「本省人」而言，前者具有二種的身份，即是 Bhabha(1990; 1994/2004)所稱的「新統治

者」與「移居者」。由於當時政治當權者處理不當，後者對前者通常具有又怕又恨的矛

盾情緒；反之，對這些少數的外省移入者而言，他們自認為是移民者，因政治變化造成

被動的移居者，他們須對移入居住地的語言與社會以 快速度了解或融入，故只能利用

「模仿」目地語言與文化方式，快速適應移入社會族群。此外，二方為了建立溝通，揉

雜當時社會官方語言與各自方言，形成混雜話語。值得一提，當時的官方語言「漢語」，

並非是所有 1945 年後移居臺灣的外省族群之母語，故他們在學習或使用中文的同時，

也只能以自已的家鄉話語揉雜當時國語，儘量陳述表達其意；無可置否，各地同義異音

詞組、諺語、歇後語皆有可能在不同時機，隨口說出，以述其意。  
上述八個例子，清楚且明白地呈現王禎和如何雜混八種不同語文於其作品內。而且，

其揉雜使用常常是在一個句子內夾雜數種語言，且不同語言呈現的方式，也有多法，早

期 常使用技巧多以「同音漢字」的方式混雜書寫不同方言、地方話語或外語（請參閱

上述例子一、二和三）。但對不同語系寫法如英文，到後期，王則直接夾雜同一句子內。

多樣的混雜書寫風格，不但沒有為讀者帶來閱讀困難，更難得的是，王利用其多語混雜

的書寫方式，不僅呈現出臺灣特有的多語現象與政治歷史變遷，亦反映出日本殖民和美

國文化入侵，對臺灣社會與語言混雜現象。此外，由於臺灣從農業社會轉形成工商社會，

不同地區的居民、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社會階層，語言混雜種類和方法也不儘相同；種

種因由皆可藉由王禎和不同時期、不同主題的作品，深刻也清楚的檢視或回顧臺灣在二

十世紀中葉，超過三十載的社會、語言、教育、文化的變化。 
根據 Bhabha(1994/2004, pp. 121-130)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一直具有多元文化差異

的矛盾狀態，加上殖民者或支配者有意地將其語言與文化強制地複製於占據或接收地，

而被統治者卻欲保留其原有的語言與文化，但又受到殖民者的強迫與影響下，被殖民地

區常常產生語言與文化的混雜性，以求二全。 如上述許多例子中，王禎和將早期受日

本殖民時期建立的日語詞彙或國民政府以支配者身份強迫以中文為單一語文，同時美國

藉由政經援助臺灣，進而在語言及文化上入侵臺灣的美語與西方思潮，經由複製和混雜

使用結果，造成現今臺灣多語混雜使用的語言與多元文化社會，藉由王禎和的故事內容，

反應出不同時期臺灣居民的語言使用方式、生活情境與社會變遷。 
從後殖民地角度，經歷不同統治者的政治歷史變動，無論在政治、社會與經濟的經

驗與影響，語言與身份認同皆是反映臺灣社會文化的首要方式。由本文分析臺灣當代多

語混雜的社會中，證實原住民、移入居民（無論是 1945 前的本省人或 1945 年後來臺的

外省人族群），當他們一旦選擇移居臺灣，除了使用家人親屬皆可了解的母語外，在日

本殖民之前來臺居民仍被迫學習日語。而在 1945 年後，無論是在臺或來臺居民則皆須

學中文，繼之英語文。其中，無視被統治者的意願，受限於殖民者與支配者的語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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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統治者當權文化教育，在臺居民的都必須學習當時所謂的國語——日語或中文。對

1945 年前就已移居臺灣的居民，經歷了日本殖民，也見證了國民政府統治初期，至今，

不同主政族群仍在建構臺灣多元多文化的後殖民社會。藉由本文分析臺灣多語混雜使用

情形，映證臺灣是個多族群與多文化的社會；臺灣居民可依其經驗與立場，鼓勵不同族

群使用其母語外，也應學習接受與其不同的話語與文化，進行跨語言與跨文化的世代交

替。 

 

捌、結論 
建構於後殖民理論學家巴巴論述多語混雜使用概念，本文分析王禎和如何揉雜眾多

不同國族語言於臺灣本土人物與角色，王以書寫當時的官方語言——中文為主，揉雜臺

灣居民的母語、方言、殖民者語言與當權者提倡學習的外語等眾多不同語言，描寫臺灣

社會不同場域、階層人物所使用的話語。藉由上文表（1）的分析與摘取自王禎和不同

小說內的例句中，可以瞭解王的創作風格是以多樣的語言呈現臺灣社會變遷過程和外來

文化的支配與衝突；歷經初期又愛又恨的「矛盾狀態」階段，進而「模仿」與複制支配

者的語言與文化於被統治者的社會中，結合源生語言與文化，創造出多語混雜的社會語

言。分析王禎和自 1961 至 1993 出版的書寫文字，其中語言變化程度相當大，又因城鄉

差異產生「矛盾」社會狀態，再加上統治者強勢加入日語與美國引介的西方語文，長久

「複製」語言造成文化衝突；經由「模仿」促使王禎和藉由使用語言的多樣性，呈現過

去歷史與經驗，卻也反映臺灣居民對現實社會的不滿與無奈。 
王禎和的故事充分運用了中文、臺語、英語文、日語、山地語、廣東話、廈門語、

福州話共八種不同語文，針對王混雜多種語文的因由，如許琇禎所言， 

 
正是王禎和本土情感與社會觀察的總和，他的多語言一方面是多文化、

多階級的表徵；另一方面通過這種多語言間的矛盾衝擊，他也揭示的處於都

市與西方邊緣的本土情感，正面臨著如何強大的壓迫和挫折（1999，頁 561）。 

 
由此可見，在王的創作裡，除了可以看見臺灣文化的變遷與早期社會階級制度的重

要性，亦可從上文眾多例句中發現王禎和接納了多語文化的存在與發展，藉由其文，有

目的地呈現多語社會所帶來的文化衝突，但又能相安無事的和平共存的事實，也反映出

從古至今臺灣多語多文化的多元社會，也是後殖民主義冀望社會型態，更為臺灣社會與

語言使用拓展了更開闊的視野。 
在大量地使用數種語言與圖文作品中，王禎和特別是在母語與方言的書寫上下了極

大的心力，主因是這些語言沒有固定的書寫文字，雖然中字音譯是主要方法，但讀者仍

須在閱讀時投入小說中人物的角色，方可了解多語混合的書寫內容，此法更讓臺灣本土

文學增添了多樣性。此外，王在多語混雜寫作風格中更運用詼諧幽默的筆法，促使讀者

反覆閱讀，藉由閱讀中思索體會文中意蘊，也真實的呈現出臺灣語言原始樣貌和語言教

育發展。此外，由本文的分析得知，多語混雜的產生與發展和臺灣歷史政治有著密不可

分的關聯；從臺灣語言歷史的發展著手，發現曾統治過臺灣的國族對於臺灣使用的語言

皆產生極大影響；二十世紀初，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所推行的「日語」國語計畫，繼

之而來，中華民國在臺灣政權加強推行「漢語中文」國語運動，如此多樣語言與轉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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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反映在不同時期的臺灣文學作品上，不論是語言使用或文學發展都息息相關。藉由分

析王禎和不同時期的作品風格和寫作技巧，本研究發現王混雜使用臺灣居民不同話語的

寫作技巧，不僅開啟了他多語雜混的創作風格，更紀錄了臺灣語言的多樣化與共用性。

如同許琇禎（1999，頁 559）所言，「語言」不但是一種溝通傳達的工具，更是體現文化

的重要表徵；換言之，王禎和的小說中使用了多樣性的語言來做表達，不僅描述早期臺

灣社會文化的發展階段，也開拓了小說語言的視野。 
如同巴巴所言，在殖民時期或後殖民時期，經驗者得到不同國族與文化認同；也讓

身處一地的被殖民者產生不同的疑惑、矛盾與多重感（Bhabha 1990; 1994/2004）。王禎

和的故事內容描述源自多地匯居臺灣的不同族群、語言與文化背景者，經由自身經歷、

相處、融通與合作，共同創造了多語混雜的社會，反映了臺灣居民歷經多重殖民與統治，

產生的不僅是如故事文本中的多語混雜社會語言，更說明臺灣地區特有的文化混雜、多

重語文、多元共行的後殖民情境與社會，正是後殖民理論急欲探索的多元社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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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各單篇故事內不同語文雜混種類與統計表 

 

發表 

年代 

   語言種類 

 

 

書篇名稱 

中 

文 

臺

語

 

日

語

文

英 

語 

文 

原

住

民

語

廣

東

話

廈 

門 

話 

福

州

話 

多語

雜混

種類

統計

1961 真相 V V       2 

1961 鬼．北風．人 V V       2 

1961 夏日 V  V  V    3 

1963 寂寞紅 V V V  V    4 

1964 快樂的人 V V       2 

1967 來春姨悲秋 V V V      3 

1967 嫁粧一牛車 V V       2 

1967 五月十三節 V V       2 

1968 三春記 V V V V     4 

1969 永遠不再 V V V      3 

1969 那一年冬天 V V       2 

1970 月蝕 V V       2 

1971 兩隻老虎 V V V      3 

1973 小林來台北 V V V V  V   5 

1974 伊會唸咒 V V       2 

1976 素蘭要出嫁 V V  V     3 

1979 香格里拉 V V       2 

1982 美人圖 V V V V V V   6 

1983 老鼠捧茶請人客 V V V      3 

1984 玫瑰玫瑰我愛你 V V V V V    5 

1985 
素蘭小姐要嫁—終身
大事 

V V  V     3 

1986 人生歌王 V V V      3 

1993 兩地相思 V V     V V 4 

總數量（23 篇文本） 23 22 11 6 4 2 1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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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華嚴「相即相入」的觀點論中國哲學之實踐 

Explore th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by “Interbeing” and 

“Interpenetration” of Huayan 

 

 
古慧嬋 

Hui-Chan Ku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生 

d0461001@cat.hfu.edu.tw  

 

摘  要 

 

    本文係從華嚴「相即」、「相入」的法界緣起觀來探討，論及一切萬法的緣起

因子，其彼此之間的生成條件與因素。透過對這種緣起現象的理解，來體證萬法

皆因相待而生，必須透過二元性的因子彼此相依才能構成。然而這些因子皆無定

相，隨時轉變，故而展現出萬法「非實」、「無礙」與「不二」的特性。而在中國

哲學思想中，包括老莊、佛學、宋明理學等，雖然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但最終

都是論及體用不二，一種超越二元相待，但又不會離於二元相待的境地。若試著

從華嚴「相即相入」的邏輯思路來看，則發現以「相即相入」的緣起觀可以幫助

理解中國哲學思想「體用不二」、「知行合一」、「解行相資」等脈絡。藉由這種對

現象與現象，以及現象與實相之間「不即不離」的理解，而能了解到體證實相不

能離於實踐，而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行持亦與體證實相具有其相關性。 

 

關鍵詞：相即、相入、法界緣起、體用不二、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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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explored by Dharmadhātu-pratītyasamutpāda of Huayan as “Interbeing” 
and “Interpenetration”, talk about the formation conditions between the origin factors of all 
things. Through t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phenomenon, to comprehend everything are 
arising by the side of opposite, all things must arise by duality. However, those origin factors 
are not fixed, they are changed continuously. Therefore can show the character of everything 
as “non-really”, “non-obstruct”, “non-duality”. And the Chinese philosophy, include Laozi, 
Zhuangzi, Buddhist doctrine and Neo-Confucian, although they are talking about with 
different principle, but finally all refer to the “unity essence and action”, that is beyond duality 
yet not leave duality. By the “Interbeing” and “Interpenetration” of Huayan, that can help to 
understand the idea of “unity essence and action” and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of liberation and practice.” To understand with “not exactly the same, 
yet not completely different” of “phenomenon to phenomenon” and “phenomenon to real”, 
can understand to comprehend the ultimate essence of thing, certainly cannot be far away 
practice, because it is connected each other. 
 
Keywords: Interbeing, Interpenetration, Dharmadhātu-pratītyasamutpāda, Unity essence and 

action,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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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欲就華嚴宗「相即」、「相入」的觀點，來探討華嚴宗圓融無礙的緣起觀，並且

透過這種特殊的邏輯觀念，來理解實相與現象界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能夠達成體用不

二的原因。有關華嚴宗的法界緣起觀，其與佛教另外三種實說緣起理論（「業感」、「阿

賴耶」、「真如」）不同，並非由現實的角度切入，而是透過內心修證的工夫所顯發出的

實相境界。在這種境界中可以體證到現象界與實相之間，以及現象界中所有的因子之

間，透過「顯位」、「隱位」，或是「有力」、「無力」的自然作用， 終呈現出錯綜複雜

的現象界，又因彼此間能相互交涉無盡，所以萬事萬物都是圓融無礙、相即相入的。這

種對現象、實相之間的闡述，比較其他緣起理論更為寬廣、深入，其表達出「理」、「事」

二者，甚至是「事」與「事」之間的相關性，也間接表達出體用不二的思想意涵。透過

華嚴宗這種對萬法實相的邏輯思考，可進一步了解中國哲學思想對於「體」、「用」，以

及二元事物的看法，例如在莊子的思想中，所呈現出的是一種超然於物外的逍遙觀，然

而這當中蘊含著超越性的含意，也就是呈顯出在二元性的事物中，並沒有特定不變的某

一方，由於二元因子之間彼此相待而有，因此隨著周遭環境因素的流變，而使各因子能

產生不同的變化。在這樣的理解下，則知二元性事物並非絕對，所以不應該於某一層面

固執不化，反之，應以超越萬物之差别來達到逍遙境界（即「齊物」）。而「超越」是指

不被二元所束縛，若能理解因子間「有」與「無」、「顯」與「隱」之間剎那生滅的變化，

就能體悟到在日常生活當中對於萬事萬物的偏執，都是來自於落在相待的某一方所產生

的。而這種對萬法實相的體認，無法離於日常生活，如同王陽明所提到的「事上磨鍊做

功夫」，即是表明了從實踐中來體證「道」或實相的重要性。故本文欲探討華嚴「相即」、

「相入」的緣起觀與中國哲學思想的實踐層面之相關性。 

 

貳、華嚴「相即相入」的法界緣起觀 
    所謂「相即相入」是「相即」、「相入」之並稱，其為華嚴宗「圓融無礙」思想的特

殊邏輯與思想結構1，法藏在其所著之《華嚴經探玄記》、《華嚴經明法品內立三寶章》、

《華嚴經旨歸》、《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等著作中，皆有提及「相即」、「相入」的概念。

其中，在論述「緣起因門六義法」與「十玄緣起無礙法門」時，從「空」、「有」、「有力」、

「無力」、「待緣」、「不待緣」等角度切入，論及各種因子間不同的交涉，其認為由「空」、

「有」而產生「相即」；由「有力」、「無力」而產生「相入」；由「待緣」、「不待緣」而

產生「異體」與「同體」。又「相即」、「相入」必需「待緣」而生，因此屬於「異體」。

其次，諸緣起法皆具有「空」、「有」與「有力」、「無力」，故皆能產生「相即」、「相入」，

因此而產生種種緣起現象。2由於這些緣起因子處於不同的狀態下，而能自然地生起交

                                                       
1 吳汝鈞（1993）。《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臺北：文津出版社，頁 104。 
2 參考自：《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CBETA, T45, no. 1866, p. 499, a09。本文引用的佛教經典係引自「中

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簡稱 CBETA)電子佛典系列光碟（2014）

中的《大正新脩大藏經》與《續藏經》。引用寫法是依冊數、經號、頁數、欄數、行數之順序進行標示，

例如 CBETA, T45, no. 1866, p. 499, a09，即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45 冊，第 1866 號經，頁 499，上

欄第 9 行；CBETA, X05, no. 0229, p. 227, a21 即表《續藏經》第 5 冊，第 229 號經，頁 227，上欄第 21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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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這是形成法界圓融無礙的主要原因。同時，透過這個角度可以理解到杜順所提

及的「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3，以及澄觀所提出的「事法界」、「理

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4等觀點。因為不論是「三觀」或是「四法

界」，其所要表達的即是有關於「理」與「事」，「事」與「事」之間，雖然表面上看來

是對立、二元，有所區隔的，然而就真理層面來看現象界與實相境界之間，其實沒有界

限，甚至是圓融無礙的。至於其無礙的原因，即是透過「相即」、「相入」的邏輯來建立

之，在《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中提到「相即」與「相入」的不同之處： 

初中，由自若有時，他必無故，故他即自。何以故？由他無性，以自作故。

二由自若空時，他必自有，故自即他。何以故？由自無性，用他作故。以二

有、二空各不俱故，無彼不相即。有無、無有無二故，是故常相即。 

 
二明力用中，自有全力故，所以能攝他。他全無力故，所以能入自。他有力，

自無力，反上可知。不據自體，故非相即，力用交徹，故成相入。又由二有

力，二無力，各不俱故，無彼不相入。有力無力，無力有力，無二故，是故

常相入。5 

就法藏的說法，「空」、「有」是以「自體」而論，「有力」、「無力」則是基於「力用」而

論。6若以「自體」而論，即是指單一緣起因子本身，然而由於有眾多的緣起因子，因

彼此之間必須處於自然和諧的狀態，才能構成另一事物的發生。所謂和諧的狀態，就建

立在各因子當下的「空」或「有」，此處的「空」、「有」非為存在或不存在之意，而是

主動（顯）或被動（隱）的狀態，當 A 因子處在顯位，B 因子處在隱位，則 A 因子為

具有主動帶領的一方，B 因子就是隨順被牽引的一方。由於緣起因子並無自性，無法單

獨存在，因此至少要有兩個緣起因子的共同存在，才能生起緣起現象。在這種情況下，

若兩者皆為主導或兩者皆為隨順的狀態，就無法產生和諧的互動，也因此不會有緣起的

現象產生。反過來說，在緣起的現象中，其緣起因子必然是符合「空」、「有」並存的狀

態。至於「相入」，則是以緣起因子的勢態（力用）而論，「有力」就是具有一種帶領的

作用，「無力」則無主導作用，而「相入」與「相即」同，在緣起因子當中必須部份是

「有力」，部分是「無力」，才能夠起互相交攝的作用。雖然「相即」與「相入」，分別

以「自體」、「力用」而論，但實際上是就單一緣起因子所處位置的隱顯，以及能發出的

力用來看，所以當因子處於「有」（顯）的位置時，自然就是在「有力」的狀態。反之，

若因子處於「空」（隱）的位置時，就是在「無力」的狀態，而且不論是「空」、「有」

或是「有力」、「無力」，都只是暫時性的，其可能在不同的組合與情勢之中，而有不同

的變化7，這種共同組合的因子或許有多層次、多方向的複雜性，但都不離於上述的原

則。 
    其次，論及「相即」、「相入」與法界緣起之相關性，必當不離於現象界，因為在緣

起的關係中，一切因子皆為無自性，是為幻生幻有、變化無常的。然而，若要論及「理

                                                       
3 《華嚴法界玄鏡》，CBETA, T45, no. 1883, p. 672, c20。 
4 《華嚴法界玄鏡》，CBETA, T45, no. 1883, p. 672, a24。 
5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CBETA, T45, no. 1866, p. 499, a09。 
6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CBETA, T45, no. 1866, p. 499, a09。 
7 參考自：吳汝鈞（1993）。《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頁 104。 



人文社會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六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第 69 頁 
Journal of Chien Hsin University, Vol.36, No.4 (2017) 

                                                                                            

69 

事無礙」的觀點，該如何從「相即」、「相入」的角度來看現象界與實相之間的圓融觀呢？

對此，法藏在《華嚴經探玄記》中提到： 

一由展轉生故，二由非實故。初門者，總攬如此盡窮法界差別之緣，成一緣

起，是故一一諸緣相望各有二義。 

一約體。具空有義，故有相即。謂若無一即一切，緣全失自體。何以故？以

無一時，多無所成。無所成故，不是緣也。是故有一即有一切，却一即却一

切。此即一切是空義故。泯自即他。以一是有義故，攝他即自。返上。即一

是空義故，亦泯自即他。多是有義故，攝他即自。由二空、二有各不俱故，

無不相即時。一空一有不相礙故，恒時有相即。又由一一緣中空有不二故，

不壞自而即他。 

二約用。有有力、無力義，故有相入。謂諸緣起，非各少力而共生故。即一

一緣各有全作義、全不作義。何以故？若無一緣，餘全不作。則一有力，餘

皆無力，餘緣亦爾。是即一有力，故能容多。多無力，故潛入一。多有力等

亦爾。亦由二有力、二無力不俱故，無不相入時。一有力、一無力無礙故，

常恒相入耳。又於一一緣中，各由有力無力不二故。不壞在外而恒相入思之。
8 

不論是「空」、「有」所形成的「相即」，或是「有力」、「無力」所形成的「相入」，雖看

似一空一有、一有力一無力，然而空有不二、有力無力亦不二，所以「空」與「無力」

能夠不滅自身而入於他，「有」與「有力」能不壞他身而攝他。如此看來，「空」與「有」

之所以能夠「相即」，「有力」與「無力」之所以能夠「相入」，是源自於「處位」9（顯

位或隱位）、「力用」（有力或無力）非固定性，且彼此無障礙的緣故。由於緣起因子為

無自性之幻有，所以各緣起因子的「處位」與「力用」會不斷產生變化，導致眾多的緣

起因子之間產生繁複的緣起現象，這當中不論是顯位、隱位，或是有力、無力，亦皆如

同幻化，並因此說明了彼此「不二」與「無礙」的特性。10藉由「不二」與「無礙」而

能夠「相即」、「相入」，反之，若彼此為實有，則必為「二」，有「二」就有「礙」，除

了無法「相即」、「相入」，亦無法構成重重無盡法界。 
    對此，法藏認為若從「異體即入」的角度來看，「相即」、「相入」是屬於展轉相生，

也就是「一」與「多」彼此之間「一中無量、無量中一」11，由於隨著隱顯、力用的不

同而有所變化，所以「一」可以成為「多」，「多」也可以成為「一」。其次，當「一」

即於「多」，則「多」中有「一」；當「多」即於「一」，則「一」中有「多」，這是一種

彼此相互含融的狀態。再者，從「異體即入」當中亦可以其「非實」的意涵，來了解諸

                                                       
8 《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72, b16。 
9 筆者在本文以「處位」一詞來表示緣起因子所處的顯隱之位。 
10 法藏在《華嚴經旨歸》中以「諸法無定相」、「唯心現」、「如幻事」、「如夢現」、「勝通力」、「深定用」、

「解脫力」、「因無限」、「緣起相由」、「法性融通」等來詮釋諸緣起因子雖有二元（如：大小、空有、

長短等）之現象，但由於是唯心所現、如幻、無定相的，所以猶如夢中經歷百年，然而實際上只過一

須臾的時間一樣，似有長短，實而並不相礙。同樣地，大小同處亦不相礙，此是源自於如幻、無定相

的緣故。 
11 《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72, b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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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現象為「同體即入」，由於諸緣起因子無自性，具有多變、無常態的特性，所以能

即「多」之「一」並非實「一」，能即「一」之「多」亦非實「多」，且因「非實」而能

夠互即。既是「非實」，則若由「實」（絕二相）來觀之，可說此「一」，非「一」非不

「一」；此「多」，非「多」非不「多」，然後進一步透過此「非實」義而得知其「相容」

義，法藏在其《華嚴經探玄記》中提到： 

二、相容門者。謂一事是不實，以無性故。無性、真理既無分限，是故於一

事上觀無性時，無不圓盡法界真如。若觀一少事無自性時，不得圓盡法界真

者，即真如有分，便同有為。是故一事無性即攝真盡，攝真盡時，餘一切法

既不礙存。而即真故，同理俱在一事中現，多中亦爾准之。又由俱不壞本事

故，不是相即門也。由不實之事攝真理故，得相入也。又可前展轉生約異體

即入，此門約同體即入思之。又但此經中相即相入義釋皆有二門，一約緣起

相由門，二約法性融通門。故是此二文也。由展轉生故不實。即二門不別。

又由相即容二門各攝法盡故，亦不別也。12 

緣起因子雖然是「非實」、「無自性」，但其並非與實相對立。猶如患有眼疾之人，看見

虛妄影像，然而不可說此幻象何時消失，因為本為幻生，亦為幻滅。又如同透明的琉璃

寶珠，雖然隨著不同的外界影像而映上光影，但是寶珠與所映之影非為二物，所以說「無

自性」與「實相」本無分限，在無自性的緣起事件中已然含攝真如實相，而真如實相亦

在緣起事件中體現，此為「同體即入」之義，並且與「理事無礙」之義相通。綜上所述，

「相即」、「相入」在法界緣起當中，是從「事法界」的角度切入13，但 終仍是將事法

界與理法界的之間進行歸結，在重重無盡的緣起變化所產生的現象之中，所有因子彼此

之間都是有所關聯的，只一念之中即含攝一切時、一切處14，因此，「相即」、「相入」的

緣起現象不只是在陳述現象界，更進一步則是深入到「事」與「理」之間的「不二」觀。
15 

參、儒道哲學之體用觀 
    此處先探討儒道之本體、體用思想，以了解中國哲學中「體用不二」的思想源流。

首先，中國哲學的本體論係為一種形而上的思維模式，其主要探討生命的本源，是存在

著一種看不到、摸不著、聽不見，但卻又含容於整個宇宙之間、萬物之中的。此種思想

早可見於老子，老子所陳述的「道」是論及天地萬物之源，其非為有意志的，只是「自

然」而已，故此「道」之作用即是萬物之作用。16雖然《老子道德經》（以下簡稱《道德

                                                       
12 《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72, b16。 
13 同《華嚴經旨歸》中所述：「一切法界是事法界也。」 
14 如同《華嚴經旨歸》中提到：「隨有一處，即有一切。無礙圓融，無盡自在。……隨一塵處，即有如上

一切處、一切時、一切佛、一切眾、一切儀、一切教、一切義、一切意、一切益。……於一念中，則
有如前一切時劫、一切處、一切佛。」每一個緣起因子都能含容於一切因子之中，亦能含攝一切因子。 

15 本文透過對華嚴宗「相即相入」的法界緣起觀進行探討，以此種對「理」、「事」無礙的理解，來論證
「體用不二」，以及透過實踐（工夫）能夠通達於實相（體證）的可能性之基礎。 

16 馮友蘭（1993）。《中國哲學史》。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219-220。其說明「道」是萬物所以生之
原理，由於非為事物，故稱為「無」，天地萬物之事物則稱為「有」。然而「道」能生天地萬物，故又
可稱為「有」，因此「道」可說兼於「有」、「無」。其中「無」言其「體」，「有」言其「用」。由此而論，
早在老子思想當中，已然隱含了體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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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提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7、「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

無。」18，致使看似是一種世界生成論的概念，但筆者認為所謂的「道」與「無」，是屬

於超越於一切可言說範圍之外的指稱，就因不可言說而又必須言說，所以只能以現有的

字句來表達，但其實這些字都無法陳述老子原本所認知的那個層次，因此使後人容易誤

解老子所論的「道」或「無」，是屬於世界生成論或發生論，並無本體論的意涵在內。19

相對於此，方東美先生則是從「道體」、「道用」、「道相」、「道徵」四個層面來談「道」，

他認為「道」是無限的真實存在本體，周溥萬物、遍在一切之用，為一切天地萬物之所

同具。20筆者認為此處所提到的「無限」應具有超越性的涵義，由於超越一切相對才能

「無限」，又由於「無限」才能含容一切「有限」，並使一切「有限」亦含攝「無限」在

其中。21而唐君毅亦指出，「道」是貫通事物的普遍原理原則，「道」是存有的形上實體，

「道」即萬物呈顯的各種面相，「道」即德，「道」是修德、處事、治國之道，以及「道」

泛指事物的狀態。22由此可知，「道」雖然看似高不可攀的層次，但實際上「道」並不離

於非道，反之，在萬事萬物之中皆含藏著「道」，而「道」也同時含攝萬事萬物。以此

而論，老子的本體思想已然具有「體用不二」之圓融觀在內，對此，可以從《道德經》

中的一段話看出端倪：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

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23 

在這段話當中提到「無」與「有」是「同出」而「異名」，可見老子所論的「無」、「有」

原為一物，而且是絕待而非相待。所謂絕待即是不落入於二元相對，這是萬物未生之前

的初始狀態，而萬物之所以得生，則是因為落入二元相對所致，因此老子說：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有無相生，難易相

                                                       
17 （漢）河上公注、嚴靈峰編輯（1965）。《老子道德經》卷下，〈道化〉。臺北：藝文印書館，無求備齋

據明嘉靖九年顧春世德堂刊六子本景印，頁 5。 
18 《老子道德經》，〈去用〉，頁 3。 
19 潘立勇（2010）。《一體萬化：陽明心學的美學智慧》。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24。在此書中提到

老子以無形無名作為世界的本源，然而其所理解的本源乃「天地之根」，是指世界的原初實體，具有世

界生成論或發生論的意義，尚未獲得本體論的內涵。對此，筆者則認為「無形無名」並非「虛無」，若

「虛無」則如何能生「有」？如果「無」能生「有」，則此「有」應同為虛無或是幻有。因此，「無形

無名」應當是超越於「無」與「有」，因為「無」與「有」是相對性，有相對就有隔閡，有隔閡就不可

能彼此相生，唯有超越「無」與「有」，才能含攝「無」與「有」。如此超越義的「無」才能夠生「有」，

且不離於「有」，並因此一切萬有之中，也同時含攝此超越義的「無」，如此即為體用一源的涵義所在，

亦是本體論可以發展至體用不二的關鍵之處。 
20 方東美（1983）。《原始儒家道家哲學》。臺北：黎明文化，頁 168-170。 
21 如同牟宗三對於「無」與「有」的看法，他認為「無」也是一種「有」，其為無限的有。此無限的有是

以「無限的妙用」而論，是因著虛無了那一切浮動妄動之造作與膠著而遮顯出來的。因此無限的有、

無限的妙用，就是無。另外，在洪國利的研究中指出，「道」是超越有限物質界的無限、超越有形物質

界的無形、超越物質界的無物，並進一步歸納出「道」具有「超越性」、「統一性」、「先天性」、「絕對

性」、「無限性」、「自隱性」等特性，此等說法與筆者對於「道」之看法相似。見於：(1) 牟宗三（1996）。

《現象與物自身》。臺北：臺灣學生，頁 432。(2) 洪國利（2008）。《老子與耶穌思想之比較--以人性思

想及救世觀為例》。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碩士論文，7-20 頁。 
22 唐君毅（1978）。《中國哲學原論─原道篇》。臺北：臺灣學生，頁 348-365。 
23 《老子道德經》，〈體道〉，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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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24 

當落入相對的認知模式時，即是與超越性的「道」不相應，雖然就體用一源的本質來說，

相待也含攝於絕待之中，但如果認定這種二元相對的狀態才是真實，那麼就永遠無法體

證超越性的「道」。因此，老子多所運用這類的陳述，或許就是為了破除一般人的二元

化思考模式。到了莊子（約前 369 年－前 286 年）時，同樣是以這種超越二元化的思考

為主軸，如同〈知北遊〉中的一則寓言所述：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

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

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25 

此處「无无」即是說明超越了相對於「有」的那個「無」，意即超越於「有」與「無」

的「無」才是至道，對此，傅偉勳認為莊子可說是以「無無」徹底突破有無二執的超形

上學家。26由此可知，從老子與莊子開始即有了這種形而上，甚至是超形而上的論述，

但並非只論那不著邊際的「道」與「無」，反之，是要透過對「道」、「無」超越性的認

知，來論及生活層面應有的行事態度與人生方向。27 
    繼老莊之後，三國曹魏時期的王弼（226-249 年）在《老子指略》中，針對老子的

思想有更進一步的闡述，並且將老子超越二元化的思想徹底的展現出來，其透過對於有

限與無限的思索，以及顛覆性的思考模式，來使人體會老子所要表述的涵義。其在《老

子指略》中指出： 

夫存者不以存為存，以其不忘亡也；……故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

存者實存，而曰非存之所存；……天地實大，而曰非大之所能；聖功實存，

而曰絕聖之所立；仁德實著，而曰棄仁之所存。……既知不聖為不聖，未知

聖之不聖也；既知不仁為不仁，未知仁之為不仁也。故絕聖而後聖功全，棄

仁而後仁德厚。夫惡強非欲不強也，為強則失強也；絕仁非欲不仁也，為仁

則偽成也。28 

在此篇中提到「道」本身並沒有任何對立存在，一旦有所對立則非為大用，雖然如此，

但「道」仍然必須透過現象界才能展現出來，因此「道」亦不離於現象界，人們若要想

日常生活中行事合於「道」，則必須了解這層道理。王弼論及所謂的「絕聖」、「棄仁」，

並不是要人們「不聖」、「不仁」，而是當心中存個「聖」、「仁」時，就已經落入相對。

當落於相對之中，就看不見「聖」之「不聖」，以及「仁」之「不仁」的那一面，此即

落入相對之偏頗，而無法達到超越相對之圓融。故知王弼對老子思想的詮釋，的確可將

                                                       
24 《老子道德經》，〈養身〉，頁 2。 
25 （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唐）陸德明釋文、（清）郭慶藩集釋（1980）。《莊子集釋》卷七下，

〈知北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頁 386。 
26 傅偉勳（1991）。《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臺北：東大圖書，頁 411。 
27 如同袁保新的說法：「老子形上之道的建立，是立基於人生實踐的修養之上；形上之道與人生實踐之道，

可以從『價值中心的存有論』觀點，加以統合。」，見於：袁保新（2001）。《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

臺北：文津，頁 98-102。 
28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1981）。〈老子指略〉，收錄於：《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臺北：華正書局，頁

19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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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思路進一步闡釋，但卻未將本體與現象界之間的相關性充分展現。29若要論及體

用思想的展開，則是在北宋程頤（1033-1107 年）時，其提出了「體用一源，顯微无間」
30的思想內涵，至於程顥（1032-1085 年）亦提到31： 

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說。器亦道，道

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32 

以及，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33 

由上述可知，程顥認為「道」（體）與「器」（用）是為一體，雖分以形上、形下，但實

際上是貫上徹下，本無前後、彼我之分，以此而可從日常生活中體證「道」，且「道」

本來不離於一切言行之中。因此，程頤說道： 

物則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34 

以及， 

聖人之道，更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

只看所以然者如何。35 

一切萬事萬物之源既是「道」，則返本還源的方法亦是從萬事萬物中入手，捨此方法別

無他法，唯有從自身實踐做起，才能盡性知天，如程顥所說：「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

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更不可外求。」36、「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

                                                       
29 同於杜保瑞的看法，其認為：「王弼注老發揮了對於老子哲學中的抽象思辨的認識進路，將本體論哲學

問題中的本體與事務間關係的抽象特徵予以推進，極有貢獻於中國哲學史的義理進程，但是對於價值

哲學的本體論根據的探討，卻仍不能有效地從其抽象思辨的本體論哲學觀點中推演出來。」，見於：杜

保瑞（1999）。王弼哲學的方法論探究。中華易學，19（9-11），頁 26-35。 
30 （宋）程頤（1983）。《伊川易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三，頁 157。

在下文中，此句的「无」字將以「無」字呈現。另外，有關儒家在「體」、「用」與「顯」、「微」之用

法，於程頤提出「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觀點以前，已經有孔穎達在《周易正義》中提到：「以無言

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以及韓康伯在《繫辭注》中所論：「事顯而理微也。」，但以

「體用一源」之詞來展開體用不二之意涵者，則為程頤。至於在佛教，於劉聰的研究中指出，在華嚴

宗三祖法藏的體用觀已經包含了「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思維模式，只不過還沒有明確提出這一概

念，而到了四祖澄觀之時，此一概念已提出，且出自唐朝澄觀的《華嚴經疏》，但由於《華嚴經疏》大

多已佚，所以在現存的《華嚴經疏》中已找不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原文。見於：劉聰（2009）。

《陽明學與佛道關係研究》。四川：巴蜀書社，頁 36-37。若據此說法，則程頤之「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一詞或有借用於澄觀論疏之可能性。 
31 程頤與程顥為兄弟，從其文章脈絡上看來，筆者認為二人對於體用關係的認知具有其相似性。故此處

將二人的思想皆列入本段「體用一源」之探討。 
32 （宋）朱熹（1983）。《二程遺書》卷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四，

頁 10。 
33 《二程遺書》，卷二上，頁 19。 
34 《二程遺書》，卷十五，頁 113。 
35 《二程遺書》，卷十五，頁 121。 
36 《二程遺書》，卷二上，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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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識得真與妄爾。」37，程頤也說：「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

間見之。」38，其中已經提到凡是六根接觸六塵境界所生之任何視聽、思慮、動作等，

皆不離於「道」，因此要識自本性，必不假外求。只要從自己的任何視聽、言行、動作

中去探求其是否有所偏執，即可以從修其身之法，終而體證於天道。由上可知，二程認

為天道不離於實踐，且必須從實踐中來達於天道，又由於天道與萬物之間並非二物，故

能彼此通達，因此而提出「體用一源」、「萬物一體」之說法。 

 

肆、「相即相入」與中國哲學實踐之相關性 
    從上述可知，就「相即」、「相入」的層面而論，任何一念、任何一行皆攝萬法，且

具足實相在其中。因此法藏說「妄徹真源，體無不寂。真妄交徹，二分雙融，無礙全攝。」
39，不論是妄心或淨念都不離「相即」、「相入」，且「淨」與「妄」非為二，其彼此互相

交融、無有障礙。亦如宗密在《註華嚴法界觀門》中所述： 

謂事與理，非一(故陿)即非異故(故廣)，不壞一塵而能廣容十方剎海。由非

異即非一故，廣容十方法界而微塵不大。是則一塵之事，即廣、即陿、即大、

即小，無障無礙。……故遍在一切中時，即復還攝一切諸法全住自中。……

如四方四維布八鏡，又上下各安一鏡為十，於中安一燈，即十鏡互入，如一

鏡遍九鏡時，即容九在一內也。……是故此塵自遍他時，即他遍自，能容能

入，同時遍攝無礙思之。……故一切全入一中之時，即令彼一還復在自一切

之內，同時無礙思之。……今此多能攝一入一，即此一亦能攝多入多。即能

即所，即攝即入，即一即多，一切一時溥收無礙。40 

此處論及「事」與「理」非一非異、無有障礙，如同八方上下各設一鏡，當中點燃一燈，

即時每一鏡中皆攝入餘鏡，同時每一鏡亦皆入於各鏡之中。以此來比喻一切諸法之間重

重無盡、互攝互入的關係，並以此了解到「事」與「理」，乃至「事」與「事」之間係

屬圓融無礙。對此，莊子也有相似的見解，在〈齊物論〉中說道：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說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41 

此處為描寫「事」的特性，說明世界上的事物皆有「彼」與「此」兩個面向，他們依靠

著彼此的存在而存在，然而看見「彼」就看不見「此」，看見「此」就看不見「彼」，而

且相待的兩方隨起就隨滅，隨滅就隨起，因此聖人不落入「彼」與「此」當中，而是順

應於天地之本然。接續則是描述「事」、「理」無礙的特性： 

 

                                                       
37 《二程遺書》，卷十一，頁 105。 
38 《二程遺書》，卷十五，頁 132-133。 
39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CBETA, T45, no. 1866, p. 499, a09。 
40 《註華嚴法界觀門》，CBETA, T45, no. 1884, p. 690c07-691a08。 
41 《莊子集釋》卷一下，〈齊物論〉，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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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

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

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42 

雖說有「彼」與「此」二者，但事實上「彼」即是「此」，「此」即是「彼」，這是由於

原本無「彼」與「此」可言，「彼」與「此」係為持續剎那生滅，並且相互含攝的因子，

雖然二者看似是以對立而存在，但其實若無互相依持，則任何一方都無法成立。如同華

嚴「相即相入」的法界緣起之說，必然是一方為顯、一方為隱，一方有力、一方無力，

才能構成緣起現象，由此可知，在沒有「彼」就無法成立「此」的狀態下，這「彼」與

「此」就是非常態性存在的，因此莊子說「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此處以雙方否定的方式來呈顯出二元因子的非定性與虛妄性，並進一步以「彼是莫得其

偶」來指出超越二元相對之時才能應無窮之變，因為唯有超越「變」與「不變」，才能

真正以不變來隨順萬變。而且這種「是亦彼也，彼亦是也」的不二觀，也成為了得以超

越於二元相對的原因，如法藏所述： 

一非實一，故能攝多。多非實多，故能即一。又多非實多，故能攝一。一非

實一，故能即多。又即多之一，非一；即一之多，非多，何以故？以不實故。

又即多之一，方名一；即一之多，乃名多，何以故？是不實一故，多亦爾。

又是亦一亦不一，亦多亦不多，何以故？不實故，具二義。又非一非不一，

非多非不多，何以故？不實故，絕二相也思之。43 

由於相即、相攝的雙方並非真實存在，所以才能夠相即、相攝，又因為該二元因子非真

實相，所以「即多之一，方名一；即一之多，乃名多」，也就是二元因子的名相，也都

是隨著相即或相攝的那一方而隨時轉變。就此而言，則知莊子所描述的「是亦彼也，彼

亦是也」，可以將其解釋成即使當下為「是」與「彼」的狀態，但隨著狀態條件的改變，

「是」可以變成「彼」，「彼」可以變成「是」，因此「是」可以是「彼」，「彼」也可以

是「是」，而其原因就是由於非真實。44雖然非真實，但也不離於真實，如同莊子所述之

                                                       
42 《莊子集釋》卷一下，〈齊物論〉，頁 39-40。 
43 《華嚴經探玄記》，CBETA, T35, no. 1733, p. 172, b16。 
44 有關莊子對於萬物非真實不變之看法，可見於〈秋水〉中所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

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
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
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
乎？夫固將自化。」就萬物的實相層面來看，貴與賤反覆無常，多與少相互更替，一切萬物時實時虛，
無一時一刻不是在變化當中，因此並無特定不變的事物與規則，若偏執於任何一方，則無法與「道」
相應。由此可知，莊子認為一切萬物具有變化遷流之不定性，皆為相對而非絕對，此即前文所論「非
實」、「幻化」之義，因為具有「非實」之特性才能夠變化遷流不斷，若為「實有」，則不應有變化，故
「能變」即「非實」，「非實」即為「幻有」，因其「有」之存在極其短暫，隨即就再產生變化。故本文
之「非實」、「幻化」義是著重於「變化」義，而在「變化」的當下就已經產生「相攝」、「相入」、「相
即」的動力，其為一種「隱」與「顯」；「有」與「無」；「虛」與「實」等相互因子之間的自然移位作
用。另外，就老子而言，也有類似的思想內涵，在其《道德經》中言道：「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
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
之以為用。」此即是說明萬物之中皆具有兩種特性，一者為「隱」，一者為「顯」，「隱」者即是「無」，
「顯」者即是「有」，「無」雖然處於「隱」位，但如果沒有「無」，「有」亦無法產生作用。如同杯子
的實體本身是「有」（實），杯子盛水的空間是「無」（虛），但若沒有此「無」的空間，這個杯子就沒
有辦法盛水。以此故，「無」與「有」必須同時存在，而且缺一不可，因其互為彼此之作用。再者，在
不同的作用與環境空間下，「無」可能變成「有」，「有」也可能變成「無」，以此而論，萬物係具有「不
定」與「相即」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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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45，聖人之

所以能含容一切是非對立而順應天道，即是因為天道與萬物原本不二，以及萬物之二元

性非為實有，所以才能由二元通達於「道」。46 
    如此一來，就顯示出透過實踐才能體證實相，因為實相原不離於一切萬法。就如同

王陽明（守仁，1472-1529 年）的「心即理」、「性即理」47、「夫物理不外於吾心」48等

思想，其認為「心」不離於「理」（體），亦不離於「物」（用），「心」無法不依於「理」

而生，而「心」生則一切「物」生。反之，「物」必然依於「心」而得生，所以「理」、

「物」非外於「心」。如此一來，則不只是「心物同體」，「理」、「心」、「物」皆同體49，

並由此而展現出「體用不二」之思路，如同陽明說道： 

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為用，則知用之所以為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

用顯而易見也。……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

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50 

由於「體」隱微難見，所以欲修身者，必須從「用」為入手處來求其「體」，也就是從

日常生活中所對之一切事物（「物」）中著手。當六根對於六塵外境時，即對當下所生的

一念心，以及對此境界產生的價值判斷、欲心等進行體證（去惡修善），如此即是藉由

「用」來證其「體」。可見陽明相當重視實踐體證，他認為凡事只需向內心去求，而不

用向外求「道」。此「道」本不在外，只是被私欲蒙蔽而不見道而已，若知此心即是「道」、

即是「理」、即是「良知」，則不必遠於一切外境中求，而是在此心見物發意之時，立刻

就覺察、醒悟。因此陽明提及：「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

了。」51、「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52由此可知，其認

為「知」、與「行」之間的關係就如同「體」、「用」一樣，在真正體證「知」的當下，

就已經是「行」，而真正能「行」者，必然已「知」其所體證的理，故而「知」本不離

於「行」，因為「知」、「行」二者一旦離於彼此，即非真「知」、真「行」。 
    再者，「道」原本就是超越一切相對的，若是以偏執的心來求「道」，那就永遠不可

能體證「道」，故陽明對於本體與功夫之間的關係，是以「不即不離」的角度切入之：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

                                                       
45 《莊子集釋》卷一下，〈齊物論〉，頁 41-43。 
46 有關莊子之「兩行」，可解釋為一切相待的二元性因子皆為平行、同時存在，故偏執於任何一方都無法

體證「道」。以此而論，聖人體證「道」的實踐方法應當是以「不落入任何相待」為宗，如同〈齊物論〉

中所述：「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曰：

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其中「忘年忘義，振於無竟」即是能體證「道」的實踐方法。 
47 王守仁（1992）。〈傳習錄〉，收錄於：《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5。王陽明說：「心

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心即性，性即理」，由此可知此處之「性」或許等同於「理」義。 
48 《王陽明全集》，頁 42。 
49 筆者認為此處極相似於《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中「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的說法。佛是以覺悟

者，意即證得超越一切相對，回歸原始清淨自性之者，此類乎「體」；眾生則代表因分別、執著、妄想

等顛倒虛妄而產生的一切萬象，此類乎「物」，而不論是清淨自體或是虛妄萬法，皆不離於此「心」。 
50 《王陽明全集》，頁 146-147。 
51 《王陽明全集》，頁 117。 
52 《王陽明全集》，頁 210。 



人文社會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六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第 77 頁 
Journal of Chien Hsin University, Vol.36, No.4 (2017) 

                                                                                            

77 

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蓋日

用之間，見聞醻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醻酢，亦

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53 

若要體證「道」或是「致良知」，必然不離於日用言行之間，因為「體」和「用」之間

具有互相依存的相關性。此處如同莊子所說：「物物而不物於物」54，大道能主宰萬物，

但又不會被外物所役使，而之所以能達到這種「不即不離」，正是因為原本並沒有「即」

與「離」的問題，因為若能「即」、能「離」，則代表有二元相對之存在，但實際上非為

「二」，所以才能相互含容。又如〈寓言〉與〈秋水〉中所論：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55 

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

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說，

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56 

莊子認為萬物是以不同的型態在相繼傳接，其首尾相接如同循環一般，因此沒有「始」、

「卒」的分異，首尾皆融合為一體。因此，若要論及如何能超越二元相對卻又不離於二

元相對？依照莊子的思想，一切萬物都是在不斷生滅變異的循環內，因此「始」可以是

「卒」，「卒」也可以是「始」，故而萬物彼此之間的二元相對，也是在不斷的變異循環

之內。然而，「道」並非離於這樣的循環而另外存在，「道」是完整地含攝任何二元相對

在其中，卻又能保持自身的超越性。如同《維摩詰經》中提到的「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57，以及「若無增上慢者，佛說婬、怒、癡性，即是解脫。」58，就是要說明「無明」

與「解脫」不二，因為如果是「二」，則何以從「無明」直至「解脫」？例如打了結的

繩子，看似與未打結的繩子不同，但實際上解開結之後，就發現並無不同。同理，想要

得到解脫，就不可能離「無明」而另外得「解脫」，而是要從「無明」中得到「解脫」，

因為「無明」與「解脫」並非二物，「無明」不離「解脫」，「解脫」不離「無明」。如同

宗密所論： 

五、融拂事理，疏「事理交徹而兩亡」者，交徹即融，兩亡即拂。此經所詮

之事，必全理之事。所詮之理，必全事之理，故言交徹。然由交徹同時，故

互相奪，二俱亡也。理即事故，理已泯也。事即理故，事復亡也。六、融攝

事相，疏「以性融相而無盡」者。謂一一事相皆攝理性，由性融之，故能包

一切，能遍一切，重重無盡也。59 

夫「事」與「理」二者，由於「事」中有全「理」，「理」中有全「事」，所以說「事」

                                                       
53 《王陽明全集》，頁 71。 
54 《莊子集釋》卷七上，頁 345。 
55 《莊子集釋》卷九上，〈寓言〉，頁 478。 
56 《莊子集釋》卷六下，〈秋水〉，頁 297-298。 
57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CBETA, T14, no. 0475, p. 547, c21。 
58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CBETA, T14, no. 0475, p. 548, a16。 
59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一，CBETA, X05, no. 0229, p. 227, 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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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理」交融具泯，此非「事」、「理」皆滅，而是說明「事」、「理」之間本無分限，故

無「事」、「理」之謂也。再者，一切萬法皆具「理」性故，故能重重無盡，遍於一切，

相互交涉。綜上所述，從華嚴「相即相入」的緣起觀了解到一切二元相待的因子皆無自

性、非實有，因而構成彼此「不二」與「無礙」的特性，以及透過「非實」義而得知「道」

（體）與「萬物」（用）的「相容」義，而在這種「體用不二」的邏輯基礎之下，才能

展現出「解行合一」或「知行合一」的合理性，以及透過修持實踐 終能夠體證實相的

可能性。 

 

伍、結論 
    從華嚴「相即相入」的緣起觀來看，一切萬法皆不離於「顯」、「隱」、「有力」、「無

力」的作用法則，雙方因子一為主動、一為被動，缺一不可，並且緣起因子是不斷隨著

條件的不同而變異，故緣起因子無定性、無定相，非但不能獨立自存，且剎那生滅，皆

為虛妄。然而以虛妄生滅故，才能相即、相涉、相入，乃至於重重無盡、圓融無礙，由

此可以了解萬法具有「非實」、「相容」、「無礙」、「不二」的特性。而在中國哲學思想中

所論及的真如實相或「道」則是超越一切相待，此種超越是不落入於相待、亦不離於相

待之絕待，故而能夠含攝一切虛妄相，達到理事無礙。如此則知「事」法的緣起現象並

不礙於實相的體證，反之，必須透過「事」才能通達於「理」，而「理」亦遍於一切「事」

法之中。由此可得知「解行合一」或「知行合一」即是建立在「非實」的緣起法則之下

才得以成立，由於「非實」才能夠彼此「相容」、「無礙」，以及「事」與「理」之間才

能達成「不二」，故此「相即相入」的緣起觀確實能幫助理解「解行合一」或「知行合

一」的原理性與可能性，並能進一步理解中國哲學「解」、「行」並重的思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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