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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中的「忠」與

「孝」 

主持人：林啟屏 教授 

與談人：林慶彰 教授 

曾守正主任： 

敬愛的田浩教授，林院長、林老師，還有在座的許多老師，包

括我們系上的車老師、逢源老師，還有張曉生老師、志煌老師、林

師母、諸位學術先進、師長、同學早安。首先我很誠摯地歡迎各位

蒞臨政治大學中文系參與今天的王夢鷗教授講座。王夢鷗教授出生

在 1907 年，2002 年辭世。一生講學 70 年，其中曾經在中學任教

過，也在廈門大學任教過大約 7 年的時間，從 1956 年開始到本系

任教，1979 年的時候榮退，一生作育英才無數。王教授的學術著

作等身，專著約有 30 種，單篇論文約 90 餘篇，當然還有許多創作

作品。王先生的學術跟他的文藝創作成果是很豐碩的，尤其是在經

學中的理學，子學中的陰陽五行思想，還有古典文學，尤其在唐人

的小說，文學理論包括文心雕龍，皎然《詩式》等等的研究。對西

方文學、西方文學理論的翻譯，包括華倫、韋勒克等，都有很多的

成果出現，更重要的是，他把中西文藝觀念重新整合掘發，建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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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自我的一套文學理論。尤其在文學理論或文藝美學這樣的大作

裡頭。我們可以看到，王先生從最基礎的校勘，然後注疏一直到論

述，都有非常紮實的成果，無論在廣度或深度上，都可以成為我們

的楷模。本系在 2005 年的時候就成立王夢鷗教授講座，在這講座

裡頭，我們通過學術演講，來向王先生致敬。 

這個講座，大概每年都邀請一位國內外著名學者，包括普林斯

頓大學的周質平教授、上海復旦大學的陳思和教授、英國倫敦大學

的傅熊教授、南京大學的莫礪峰教授、美國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

授、威斯康辛大學的倪豪士教授、香港教育學院的陳國球教授，還

有中央研究院的丁邦新教授、復旦大學陳引馳教授。過去我們邀請

了這些學者來為我們指引方向、心得，我想長期藉由這樣的方式來

緬懷王先生以及策勵我們自己，今天很高興的邀請到亞利桑那州立

大學的田浩教授，田浩教授教主要研究領域在中國的學術思想、古

代史。2001 年曾經獲得德國洪堡獎項，這是個重要的學術獎項，

2000 年之後在海峽兩岸許多重要的大學研究機構，從事訪問、客

座、講學的工作。 

這次分別安排三場講座，分別是〈《三國演義》中的「忠」與

「孝」〉、〈朱熹「淫祠」祈雨文的分析及其深義〉、〈朱熹對

「夷」的看法及其價值觀的普世意義〉，我想這三場演講應該可以

展現出田浩教授非常獨到的見解，非常高興田浩教授能夠應我們的

邀請來到政大。這次的講座當然要感謝許多人，尤其必須感謝車行

健教授居中策畫、推動，感謝三場的主持人，第一場的主持人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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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林啟屏教授來擔任，還有在座的陳逢源教授、車行健教授，感

謝這三場的與談人，我們在場的林慶彰老師、夏長樸老師、劉祥光

老師，當然也要感謝陳可馨助教細心的執行，最後再次感謝田浩教

授遠道而來為我們帶來這樣豐富的學術分享。當然更要感謝諸位的

參與，最後，敬祝這個禮拜三場講座順利成功，在場的各位貴賓平

安愉快。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 

田浩教授、林慶彰老師，以及主任和在座的各位老師及同學大

家早安。我今天非常高興有這樣的機會來主持田浩教授的這場講

座。幾年前，我跟學界的一群朋友到了 Arizona 參加由田浩教授舉

辦有關朱子思想的研討會，在會議上田浩教授做了相當多很好的規

劃，讓那時候來自許多不同區域的研究者能夠做很好的學術交流，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經驗。事實上我們可以如此看：在今日

交通繁忙的時代裡頭，學術的交流本就是我們應該持續發展的方

向。不同區域的學者在他們研究的議題上面有蠻多值得我們參考

的。雖然我們隸屬東方，好像有很多屬於我們要研究的課題跟對象

僅僅只是來自我們本身生長經驗的主題，例如歷史、思想與文化。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在不同的生活世界中，他們所看到的東方

世界，可能是從另一個角度出發，甚至也因為他們在不同脈絡底下

觀看我們過去可能習以為常的主張，反而容易發現背後卻蘊含著我

們這塊土地上面許許多多的價值系統運作的痕跡，只是我們因為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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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熟悉而不清楚。所以當不同區域的學者一起共同交換他們過去的

學識所得的時候，常常具有相當多的啟示性作用。我覺得今天非常

高興的是，田浩教授在相關中國思想領域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位學

者。就我所知道，田浩教授在有關朱熹的思想研究上，和余先生

《朱熹的歷史世界》的成就，可以相互映照，能夠從思想、哲學的

部分，給我們一些啟示和啟發。 

我個人對於主持第一場的課題，也稍微簡單看了一下田浩教授

撰寫的相關文字，正如林慶彰老師所說：有收穫，但要讀得很辛

苦。很辛苦是因為裡面有一些辯證，而這些辯證是必須得用非常精

準地思維方式去釐清。那為什麼這麼說？我在看田浩教授的講題和

相關文字的時候，我腦海第一個浮現的這是一個 tragic dilemma，

這是一個悲劇的兩難，什麼樣的悲劇兩難？忠孝可不可以兩全？在

傳統中國儒家思想的發展上面，常常出現的有趣議題，包含田浩老

師在裡面引用的儒家例子。其實都凸顯傳統東方世界在人與人關係

的建構當中，血親關係具有高度的優先性。因為具有高度的優先

性，因此當不同價值產生衝突的時候，古老的世代，其實是透過選

擇血親為優先的行動來做為他們安身立命之所在。但是曾幾何時，

我們常會有類似這樣的話語：忠孝不能兩全的情況下，我們要移孝

作忠。這觀念對目前一般生活而言，覺得非常平常自在，但它是怎

麼翻轉的？是在什麼樣的脈絡底下變成這樣的情形？在我們一般庶

民文化當中，什麼樣的文本去宣揚了這樣的價值理念？我覺得這是

值得我們問的問題。或許早期我們不會想到這個問題性，但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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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的研究，我們逐漸發現這當中其實有一個非常微妙的轉換時

間點。也許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移商換羽之際，我們完全沒有感受到

任何的變化，但它卻已經造成我們思想典範上面的改變。我覺得田

浩教授這次的講演，一定能夠滿足我們對這個議題的了解與想像。

那麼，我不佔用太多時間，我們是不是熱烈掌聲歡迎田浩教授來為

我們進行今天的學術講座。 

田浩教授： 

我很榮幸有這個機會來這裡與大家交流。不過在收到貴校邀請

的時候，我覺得可能存在一些誤會，因為王夢鷗先生最有造詣的應

該是文學方面的研究，同時對經學、尤其是儒家經典也非常有見

地，可是這些領域我都是外行。我基本上只研究宋金元的思想史，

而且都是儒家的思想，所以貴校的邀請令我有些許尷尬。可是我覺

得這是一次回歸臺灣的好機會，我並捨不得就此放棄。我曾多次離

開美國，但是臺灣是我 1970 年初出茅廬時拜訪的第一個國家，並

給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回憶。此外，我的岳父母葬在北投，每次來臺

灣都會去掃墓，回家的感覺。這個演講的機會對我來說是個特別大

的挑戰，因為我的研究領域不太能配合。以前的主講者都是來自普

林斯頓大學、香港大學等知名學府的傑出教授，我實在無法企及。

雖然你們可能不太熟悉我的研究，我還是很高興能抓住這個機會回

到臺北。我到這邊來可能有一個好處，就是你們可以聽一個老外說

國語，俗語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夷狄說官話。」可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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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學術交流，所以我覺得年輕人也需要學習如何聽懂老外說中國

話。這個星期我要闡釋的立場可能有一點兒奇特，同時也可能存在

不少錯誤，但是我覺得有機會交流、交換意見非常重要。 

今天的這個演講，首先我發自內心的向王夢鷗教授致敬，特別

在小說方面，王教授的研究博雅且深遠。不過好像不太關注《三國

演義》，所以我覺得我也許可以稍微講這個小說。長久以來，我一

直對於《三國演義》很有興趣，一個原因可能是：我是男的，喜歡

打仗這樣子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三國演義》這個小說（尤其是

有關諸葛孔明的故事），有很多方面可以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討論。

我覺得《三國演義》有另一個好處：每次我在沙漠裡開大學中國通

史的課的時候，都會要求學生念一下英文版的《三國演義》，從

《三國演義》中思考一些問題，尤其是漢到明時期中國民間的價值

觀。學生們，特別是美國人，認為中國的價值觀到了 20 世紀才有

很大的改變。你們當然很清楚中國的價值觀其實一直有演變，不斷

地在變化。而今天的這個題目是「忠」、「孝」價值（觀）之間潛

在的衝突，或者存在的一些矛盾，從而導致個人不能完全滿足這兩

者的要求。這個有關忠與孝之間的選擇當然不是從《三國演義》開

始的，可是我覺得《三國演義》為我們檢視這個問題提供了比較好

的故事，能看出比較鮮明的結果。特別是當我們把它跟孔孟的《論

語》、《孟子》進行比較的時候，這會變得更清楚。今天我想特別

討論單福和他的母親的故事，因為他的母親明確地表達了忠與孝的

關係。從這開始，我會討論一些其他的例子，希望可以從另外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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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看這個小說。 

投影片上的是我女兒田梅替我找的《赤壁之戰》電影裡的一些

照片，因為她也很喜歡這部電影。她也替我做了這星期其它的投影

片，其中會有主要的原文。 

我們從《論語》開始看這個矛盾，忠、義、孝的區別。孔子遇

見一個南方小國的官員，人稱葉公，他說：我們這邊的人很正直、

很好，假如一個人的父親，攘一隻羊，意思就是偷了別人的羊，而

這個人的兒子卻很正直，兒子就會告訴這個政府官員：我父親偷了

別人的羊。官員覺得如此大家都忠於國家，所以他們那邊的人品很

好、很正直。孔子回答說：我們的老家不同，我們的道德觀念跟你

們不一樣。假如父親有類似的事情，「父為子隱」，就是說父親會

保護兒子，同時兒子也會保護父親。孔子認為直的道理其實是在這

邊，這個才是正確的方向。孔子很清楚的表示：他覺得一個社會、

一個國家應該從人倫開始，特別是家庭關係，這是最主要的。 

孟子討論這件事情更清楚、更激烈。有人問他，舜作天子的時

候，皋陶為士，皋陶的官位，是管犯罪方面的官。假如，舜的父親

殺一個人怎麼辦？孟子回答說：去抓而已，皋陶沒有別的選擇，官

的責任是去抓犯罪的人。可是有人就問孟子，難道舜不要他的官這

樣做嗎？孟子回答：舜沒有辦法不讓皋陶去做，因為皋陶有這個做

官的責任，可是舜要怎麼做？孟子說：舜會放棄天下。與父親相

比，天下並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舜會帶著父親，為了保護父親

而逃走。他會跑到海邊偏僻的地方，很遠的地方，在那邊住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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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地陪著父親，放棄、忘卻國家。所以說孟子於此更加清楚。孔

子所用的例子比較輕，因為偷一隻羊是比較小的事情，但是殺一個

人，則是重大的事件。舜為皇帝是政府的領導者，但他肯放棄他國

家的皇位，就是因為父親比國家還要重要。孟子也說明，舜了解事

情的狀況，對人倫也很清楚，他根據仁、義、情，所有行動完全從

仁義出來，不僅是信仁義而已。仁義就在他的心裡面，所以他可以

這樣做仁義的事。另外一個更透徹一點的例子，就是假如舜發現天

下歸從於他，可是他對這個事情看得不太嚴重，一般人不能這樣

做，只有舜可以有這樣子的看法。他了解假如無法使父親滿足，讓

父親快樂，就不能算是一個人。不聽從父親，就不可以做一個兒

子。這樣子比較，算比較極端的例子。除此以外，舜可以改變他父

親的看法，父親的道德。做這樣好的榜樣，你可以孝順到一個地

步，去感召他行為不當的父親成為一個好人，從而影響全國百姓。

做到這種程度的孝順跟以法律為國之本的理解非常不同，完全是另

外一種價值觀。 

現在再換到《三國演義》。先討論單福（徐庶）跟他母親的情

況。單福是一個聰明的人，給了劉備一些很好的謀略和意見，幫助

劉備贏得了幾個戰役。曹操對為何劉備會開始打勝仗感到很奇怪，

後來發現是用了單福的一些計謀，所以曹操就派人去抓單福的母

親，並把她帶到都城。單福的母親見到曹操的時候，大罵了他一

頓，因為她希望曹操把她處死，這樣子兒子就有更好的理由協助劉

備攻打曹操。曹操很生氣，要殺了單福的母親，可是曹操的顧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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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說：不行，假如你殺她，就中了她的計，應該用更聰明的辦法，

讓她待在這邊，並且讓顧問常常送她禮物。單福的母親寫了幾封感

謝信給程昱，程昱就學習單福母親的筆跡，捏造一封信寄給單福。

大意就是告訴單福：你弟弟去世之後，我沒有人可以依靠，只有你

一個人。在信中她告訴兒子她在曹操這邊，而且曹操差一點就要殺

死她，但程昱幫忙讓她能夠活著。在信中她還告訴兒子，如果你來

投降曹操的話，就可以免我一死；假如你不投降的話，我就完了。

她強調兒子應該了解孝道，一定要來救母親的命。投影片劇照是電

影的單福，徐庶。單福看他所認為母親寄來的信，繼而大哭，因此

先到劉備那邊說清楚他為什麼要離開。他說不能再像以往那樣負責

地給劉備出謀劃策了，因為他太擔心母親的事情，所以希望劉備能

准許他離開。劉備同意了，可是劉備的一些顧問們當然極力反對單

福離開。這個時候，劉備展現出非常標準的孔孟思想：假如不讓單

福離開的話，等於不仁不義。我們不能讓曹操殺單福的母親，要不

然全天下都會覺得我們只是在利用人家兒子幫我們打仗。劉備還

說：我不願做不仁不義的事情，假如你們要求我做不仁不義的事

情，我寧可死。這是很嚴重的話，也表現了傳統的儒家概念，《三

國演義》的讀者看到這裡的時候時，會想這小說很贊成劉備的立

場。 

於是單福告訴劉備：第一，無論曹操使用任何壓力，我一輩子

都不替他做事，不幫他打仗。可見單福對劉備依舊很忠誠。第二，

單福離開之前告訴劉備，應該請諸葛孔明來為他打仗謀劃，因為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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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比單福有更好的計謀。單福到都城的時候，曹操派了荀彧、程

昱，在南門等著他。單福來了，他們帶他拜會曹操。曹操就跟單福

討論，一方面問他，你為什麼要隨著劉備走，替他服務？這是個傻

子般的計畫，因為劉備這個人根本沒有什麼前途！單福解釋了一

下，不過很快就把這個話題轉到他母親的事情上。曹操告訴單福，

你之後就可以早上晚上都帶著你的母親，做一個孝順的兒子，而且

還可以替我謀畫。這時單福一方面表示對曹操的感謝，去接他的母

親；另一方面卻沒有直接回答曹操的要求。 

單福和母親會面時所說的這一段話我覺得特別有趣，你們可以

仔細閱讀投影片的原文，我也稍微強調某些地方。單福的母親說，

他的兒子是辱子，很笨，而且覺得她兒子從前學習得不好。只是碰

到劉備以後，才有點用處。可是單福不知道，雖然他是個讀書人，

他還不了解「忠孝不能兩全」。這就很清楚地點出我們今天的主

題。單福的母親接著強調了劉備的優勢，並說曹操只是一個賊，特

別強調單福這樣行為「玷辱祖宗」。很有趣的是，她用了辱，玷

辱，和上面的辱子同樣的話。意思是雖然兒子想要盡孝道，可是假

如不了解人需要對正義的政府的領導忠心的話，這樣的孝道會同時

辱沒自己的祖先，可見這是個非常激烈、很透徹的例子。下一段就

更激烈，單福被母親痛罵的時候，跪在地上，沒注意到母親跑到裡

面去自殺了。看到這裡時，讀者可能覺得這個女人太過份，會為這

樣的事情鬧到自殺。 

可是《三國演義》的作者很顯然地強調單福的母親有正確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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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準則。比方說，單福的一個朋友司馬徽來探望單福，發現單福不

在，跟劉備討論。他強調單福母親的想法很明確，一直跟隨著忠孝

之道，她不會寫這樣的信，假如出現這樣的信，一定不是單福母親

所寫的，所以單福是被曹操詐了。司馬徽還說單福到那邊去，他的

母親一定活不成，假如單福不去的話，他的母親還可以活著。劉備

弄不太清楚，司馬徽便更透徹地說：徐母高義，而她兒子則不夠了

解母親。萬一這樣不夠說服讀者，小說的作者還加了一首長詩（請

看投影片的原文），讚美徐母做賢人，而且她的忠義到一個程度，

就是守節，補充了家族的道德。她也告訴自己的兒子，自殺是為了

避免單福跟著曹操走。這首長詩把忠孝不能兩全的觀念說得很清

楚。以下舉兩個不同的例子。 

接下來這個例子也很有趣，因為貂蟬是一名女性。她從小就被

王允培養，王允把她當作自己的女兒一樣對待。有一天晚上，王允

從朝廷回來後很難過，貂蟬看到王允這麼難過，自然而然地為父嘆

息，王允一聽，他覺得這個女人大概在想男女之事，所以罵了她一

頓。可是貂蟬說，她注意到父親很難過，假如她可以幫助父親的

話，她無論如何一定會做。王允就馬上跪下，向她磕頭。當然作為

女兒的貂蟬覺得很不恰當，她也跪下來，問父親，這是什麼意思？

王允說，誰知妳竟然解決了漢朝的一大難題。之後王允替她擬了一

個計畫，一個連環計，就是要把她獻給呂布，送給呂布當作妻子，

可是呂布走之後，王允請了董卓來，讓貂蟬先來跳舞唱歌，而且說

假如董卓喜歡這個美人，王允會送給他當做姨太太。貂蟬跟王允有



24 ▍2015 王夢鷗教授學術講座演講集 

稱得上孝的關係，雖然他們不是真正的親戚，還是算一種孝的關

係。而且呂布認董卓作父親，以密切他們在軍事上的關係。所以王

允想利用呂布去殺董卓，當然這個計畫很複雜。例如，有一次董卓

看到呂布跟貂蟬親密地說話時，董卓很生氣，要殺呂布。但董卓的

顧問說：這個女的不值得你們父子起衝突，你最好把這個美女送給

呂布。董卓開始想這是個好辦法，可是貂蟬說服他說：我只要跟你

走，假如不能跟著你走，我就要自殺。董卓很得意，就沒把貂蟬送

到呂布那邊。王允準備利用這個情況激怒呂布。他們兩個人討論的

時候，呂布說，他一定要殺那個老賊，可是假如殺他的話，歷史會

說他殺了自己的父親，大逆不道，歷史會對自己有負面的判斷。可

是王允很聰明地說：假如你幫助漢朝皇帝的話，你就是個忠臣，這

樣你在歷史會有好的記載；可是假如你幫助董卓的話，董卓是一個

圖謀取代皇帝的人，這樣你在歷史上會有壞的名譽，所以說服呂

布，協助謀殺董卓。我覺得這個例子很重要，因為孝道在這裡的關

係，雖然不是真正的親子關係，但同樣講究孝道，但是不如對漢

朝、對政府的忠義的強調。這個例子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小說的立

場。 

《三國演義》最主要的部份，就是劉備、關羽、張飛三個兄弟

的關係。他們之所以結為兄弟，是為了保護皇室、幫助漢帝恢復漢

朝，可是他們雖然有善的目標，但卻很難實行。因為這個兄弟關

係，很容易影響到他們對朝廷、對皇帝的忠心。這個路線可以幫助

我們進一步理解傳統儒家的道德觀。當然，在《三國志》，劉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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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羽、張飛的兄弟關係雖然有提到過，但不是很周到，只提一下就

完了，而且關羽、張飛這兩個人在《三國志》也不是特別重要。可

是在《三國演義》，關羽、張飛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特別是關

羽，最重要的事件都與關羽有關。比方說，有一次關羽認為自己只

可以向漢朝的皇帝投降，曹操則覺得並沒關係，因為他控制著皇

帝，所以等於是投降曹操。而且曹操非常佩服關羽，因為關羽相當

尊敬劉備，雖然曹操給了他很多好處，可是關羽還是不曾背忘他的

頭一個主人劉備。曹操認為關羽這樣子的情操是對的，後來關羽雖

然離開了曹操，可是曹操依舊佩服關羽。離開曹操的時候，關羽

說：有一些恩典還沒有報答你，應該替你做點事，有機會希望可以

報答你。這樣一句話，後來引起很多麻煩。比方赤壁之戰以後，曹

操逃跑到華容道，諸葛亮為了抓曹操，安排了關羽在那邊埋伏。可

是曹操很聰明，他很謙虛地向關羽說：將軍，我們分手以後到現

在，你都好嗎？這樣說，讓關羽想到他們以前的關係。但開始的時

候，關羽的確聽從了孔明的計策，並說：需要以信為重，需要負責

答應劉備的事情，必須抓住曹操。可是曹操一直要說服他以信義為

重，到最後因為關羽過意不去，就讓曹操逃脫了。關羽回到劉備、

孔明那邊以後。孔明說：你犯了罪，我必須殺了你，可是劉備跟孔

明說：雖然他有錯，希望軍師能讓關羽戴罪立功，暫且擱置這個罪

過，等將來有機會做出更重要的貢獻，好抵銷今天的罪。 

關羽未由此而受到教訓，而且沒有收斂他的傲氣，便忽視了自

己收復漢室的職責。比方說，吳國要給他的女兒安排一樁婚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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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僅拒絕了吳國的安排，而且得罪了吳國，說對面的兒子是一隻

狗：「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所以吳國利用機會便抓住了關羽，

殺了他。後來關羽的鬼魂就到劉備那邊要求替他復仇，畢竟他們三

個兄弟早有誓盟，他們要同生共死，假如一個人死掉，剩下來的人

一定要報復。劉備十分生氣，以致於不在乎漢朝的前途，一心只想

報仇。雖然孔明想說服他，趙雲也想說服他，都沒什麼效果。比方

說，趙雲告訴他，國賊是曹操不是孫權，要攻打的不是吳國，劉備

應該很清楚公事與私事的區別。可是劉備不能按照原來的目標保護

皇室、幫助皇帝恢復漢朝，也不能再優先考慮這個目標，他只想要

為他的兄弟復仇。當然，這也是《三國演義》中劉備為什麼失敗、

漢朝為什麼沒有恢復的理由。 

扼要地說，從《三國演義》的立場來看，假如你把孝順父母當

作優先的話，很容易對國家有消極的影響，也可能損壞你的名聲、

辱沒自己的祖先。而且如果你利用家庭關係中的稱呼（像父母、兄

弟等），以孝道增強機構的團結，這樣做法也會危及公事和政府。

這兩種孝道，不如忠於政府優先。這種立場跟孔孟的古代經典有相

反之處。當然從漢朝開始，孔孟的道德觀已經有些大的改變，因為

漢朝利用儒家的觀點成就了他們的意識平臺，或者說他們的意識形

態。到了宋明時代繼續演變。我認為利用《三國演義》這個例子，

可以幫助我們把忠孝之間的衝突（甚至於潛在的矛盾）看得更清楚

一點。而且這個有時「忠孝不能兩全」的問題直到現在還存在。雖

然當代人也希望想辦法減弱忠孝之間的衝突，可是從儒家的源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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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來看，忠孝之辯依然很主要。我胡講太多，辛苦你們的耳朵

了，可是我很想知道你們的觀點，特別想聽林老師的意見，因為他

對這樣的題目更了解，我也希望他糾正我的一些議論。謝謝大家。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 

非常謝謝田浩教授剛剛生動有趣的講演方法，從先秦以來儒家

的思想精神，已經化入庶民的生活世界，形成我們的價值系統判斷

和主導我們一些行為的走向。這個呈現在文學文本裡面是蠻有趣

的。接下來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研究員

林慶彰林老師擔任與談人，林老師大概在國內某種程度上被視為經

學的最大推手，帶起整個經學研究的影響風潮，他對於相關課題其

實都有蠻深刻的看法，我們現在熱烈掌聲歡迎林老師。 

與談人林慶彰教授： 

林院長、田浩教授，曾守正主任，還有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今天來這裡當田浩教授的與談人，最近與談人這個詞使用的頻率多

了起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內涵是什麼樣，所以我的準備可能

不夠周到，敬請諒解。首先談談田浩教授，他是我最好的國外漢學

家好朋友之一，我跟田浩教授已經認識十幾年了，每次他到臺灣來

都會到文哲所來看我們。有時候聊一聊，一起去吃飯等等，總是很

感動。他是余英時先生的高足，所以他們研究思想史的成就都很

高。好像三、四年前，我們到亞利桑那去參加朱子學會議，是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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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所一起合辦的。田浩先生這麼盡心盡力實在令人感動，當時他送

給我一頂棒球的帽子，我現在都還把它放在客廳的餐桌上，看到那

頂帽子就會想起田浩先生。今天能夠獲得政大的邀請來擔任講座與

談人，我感到非常高興。 

關於田浩先生的講題，其實我是外行人，因為很久以前車行健

教授有跟我講說要跟田浩對談，我想說田浩是老朋友，對談應該是

蠻愉快的事情，也沒有說要談什麼，最近才說要談《三國演義》，

讓我變得很緊張。因為《三國演義》只有大學的時候看過，現在都

忘記了，所以趕快去找一本來看，花了不少時間。我只能說讀了田

浩先生的大作，做點心得報告。現在我就開始我的報告。 

在儒家傳統的道德觀中，忠和孝是最重要的德目，也是古來最

受重視的道德觀。《論語》中有不少關於忠孝的論述，當時孔子所

論述的忠，並未專指對國君本人的效忠，而是為人謀都要求忠。這

裡忠是指盡心的意思，也就是交朋友、幫國君作事情，只要盡心就

可以。至於孝，孔子把它界定成為人子的侍親之道。當時作為政治

倫理的忠和作為家族倫理的孝，幾乎有同等的地位。但如果相衝

突，它們的地位就有了高下，就葉公問於孔子的事情，田浩先生已

經做了很詳細地解釋。這裡孔子並不同意葉公對直的理解，這件事

仍要以父子之情為重，父親犯罪，兒子理應為父親隱瞞。有時候為

了保全家庭倫理，可以犧牲政治倫理。可見孔子心目中孝具有優越

性、優先性。但從孟子、荀子到《孝經》倫理思想發展過程中，孝

所代表的家庭倫理逐漸失去其優越性、優先性，而成為貫徹忠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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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輔助工具。其教孝是為了勸忠，行孝是為了盡忠。盡孝而侍，

近乎為表裡密不可分。這些觀念在古代社會的觀念裡一直發生，尤

其是小說戲曲中的人物。田浩教授在這次講座中就是要談通俗小說

《三國演義》中的忠和孝的關係，田浩教授的論文並沒有分章節，

但內容安排則條理井然，頁 2 到頁 5 梳理《論語‧子路篇》吾黨有

直躬者章，還有《孟子‧盡心上》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章，《孟子‧

離婁上》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章，主要在釐清家庭倫理的孝與政治倫

理的忠的關係。從第 5 頁到第 9 頁，取《三國演義》第 36、37

回，徐庶，也就是單福，剛才田浩先生已經講了很多。徐庶的遭遇

為例，論政治倫理的忠與家庭倫理的孝相衝突，徐母阻止徐庶的一

段話，可說大義凜然、令人動容，為了讓徐庶知道忠孝不能兩全，

徐母還以自盡來明志。我們都知道，徐庶就是單福，他要走的時候

又推薦諸葛亮來為劉備規劃大事，可見得單福，也就是徐庶在幫劉

備的忙時是盡心盡義的，他是忠臣。但是現在忠和孝發生衝突了，

為了救他的母親，他把孝放在第一位。所以他又講了一句話，縱使

曹操相逼，庶亦終生不設一謀，他不會違背劉備，他不會幫曹操設

計謀略或計畫，可見他對劉備是忠心耿耿的。徐庶這個事件強調政

治倫理的重要，包括家庭倫理的孝。關於這個事件，田浩教授的評

論大意如下：徐母和單福成為一個生動的事例，顯示對統治者的忠

誠，是比對雙親的孝心更為重要的。徐母的要點是衝突按正確的抉

擇，這小說利用了司馬徽的判斷和一首盛讚徐母的詩去強調一件

事，國家忠誠比盡孝道更重要。關於單福和他的母親，是一種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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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評估。這種改變不是突然的，而是有一種歷史背景，因為問題

很大這裡就不討論它。再來就是談到貂蟬、呂布和董卓的關係，田

先生談的很多，因為王允認貂蟬為女兒，所以王允交代的事情貂蟬

不能不做，這是孝的表現，要她去嫁給呂布，又嫁給董卓。照道

理，貂蟬可以不必這樣做，但她為了完成父親的心願，所以她去做

了。另外董卓和呂布的關係也很複雜，呂布老是要殺董卓，但是因

為他們有父子關係，所以下不了手。我們可以看到三國歷史是因為

親情的關係等等而錯失了機會。這個就是孝的道德觀暗中在左右整

個局勢，我們看成所有的文章的論述。 

最後我把田浩教授的結論稍微講一下。當孝心和對統治者的忠

誠相衝突的時候，統治者對一個人的忠誠會有更高的要求。《三國

演義》中的貂蟬為了王允，也為了反對篡漢之人，犧牲自己，所以

她的評價會比較高。因為呂布認篡漢之人做父親，所以他的評價比

較低。再來兄弟的情誼對國家的忠誠也會有挑戰，也就是私情和公

益的衝突問題。桃園三結義三兄弟，造成家庭父子間的緊張關係，

對孔子的政治系統提出了一點質疑，孝道反而是個平衡點，可維持

兄弟利益、又可維持國家利益。第三點，或許以前的價值觀是公共

和個人的利益衝突，趙雲說：「漢賊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

也。願以天下為重。」這表示國家利益比個人利益更重要。趙雲在

建議劉備不要為關羽出兵時所說的話，和關羽放走曹操時都有類似

的想法，這些都涉及個人及公共利益的問題。很不幸地在漢朝沒有

英雄能把公共利益放在私人利益之上，那是我很早以前就發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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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田浩先生的結論。 

這裡有幾個問題想請教田浩先生。前面提到說它有歷史背景，

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他不談，我們還是希望能談一談，因為這很

重要。第二個，我不知道田浩先生有沒有到過徽州棠樾村，安徽南

部的徽州棠樾村看貞節牌坊，要進棠樾村，貞節牌坊就按照忠孝節

義排下去。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紅衛兵要把這些貞節牌坊拉斷，因為

它建得太堅固，所以它拉不斷。紅衛兵們很生氣，就用鐵鎚、石頭

把柱子敲了敲，凹了很多洞。但是現在棠樾村的貞節牌坊變成了棠

樾村人的共同財產，觀賞還收門票，一張可能 300 塊人民幣，如果

想去看就要花很多錢，使得棠樾村變成一個很富有的村莊，每個人

都開高級汽車。我看到這個以後，就想起忠孝節義這樣的觀念在庶

民階層還是相當穩固，相當地深入。可能是從小說、歷史記載、或

者傳說而來。我們看《三國演義》它所講的這些忠孝節義跟棠樾村

的婦女，或者他們的人民，他們想要去追求的，好像都是差不多的

價值，都是要追求忠孝節義。我的想法是這樣，他們從小就被教導

去追求忠孝節義，一生可能沒有機會得到大名。這樣的榮譽，他可

能還會要求他的小孩繼續做下去，這就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之所以

能夠繼續延續下去的原因，不知道田浩教授同意不同意我的看法。

我對這個論題沒有什麼特別的心得，我就報告到這個地方，謝謝。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 

非常謝謝林老師，其實老師很謙虛，雖然說沒有深入研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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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所問的和所談的，其實都直指問題的核心。如果我們這麼來講，

所謂的關係以及倫理價值的需求，其實涉及到不同的家庭生活型

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許琅光教授提到父子中軸線為核心的東方家

族結構背後優性屬性的特色，就是權威性。權威性包含了上下支配

的特徵，表現在父子的關係結構中，甚至複製變成一種擬血緣的君

臣關係上，其實這構成我們生活世界中許許多多價值行為。但是這

種價值行為，總是會在各種不同具體脈絡當中碰到有衝突的狀況，

這時候選擇就需要我們回到人的本質上去思考。這就涉及到我們在

關係當中所顯現出的這個角色本身應該有什麼樣的功能？這個功能

又發揮了什麼樣的結構特性？我們從這觀點把這議題整合起來的

話，它碰觸的問題就是：有什麼樣的名，就有什麼樣的理；有什麼

樣的理，那就有什麼樣的責任；有什麼樣的責任，那就有什麼樣的

分際，就必須得要有相應的行為。 

剛剛田教授在談到舜為天子，瞽瞍殺人這件事，記得勞思光先

生就針對這個議題做過說明，稱這是一種責任之不相容所造成的問

題。而這個問題後來在學者的研究裡頭，包含黃俊傑先生、吳光明

先生他們就說背後有一個血緣優先性的選擇。那麼這樣的血緣優先

性從什麼時候開始呢？如果我們從先秦時期可以看出這樣一個特

徵，那麼他的轉變之機是在什麼地方？講到這裡我會想到我還在學

生階段的時候，有一次跟孔德成孔老師在談類似的問題，我提到一

個想法，孔老師覺得有可能是這樣。內容是在漢代註解有關《孝

經》的觀點裡頭，其實已經產生一種微妙的變化，也就是當專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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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形成的時候，國家體系的意志變成是這個社會關係網路金字塔上

端的點，因此所有關係的磁吸效應就往那邊移動。一旦移動了以

後，以君為核心的世界便構成。當然在儒家裡頭，徐復觀先生也曾

經講過，在中國的政治哲學發展背後有一個二重主體的矛盾現象。

但無論如何在這樣的政治哲學下，當表現為庶民生活中的文學傳本

時，它就更真實的進入到我們的生活世界，影響我們的生活。我想

兩位老師剛剛所談到的，事實上正是類似這樣的課題，我覺得我們

應該再給兩位老師掌聲，謝謝他們給我們的演講。現在我們把握時

間，看看同學或是在座老師有沒有問題想跟田浩教授提問的。 

提問 政大政治系張其賢教授： 

林院長、林老師、田老師好，我是政大政治系的張其賢，我負

責教授中國政治思想史，所以今天非常高興來向田老師學習。我想

提一個問題和另外一個聯想。我先提聯想，就是我覺得田老師注意

到女性在政治生活裡的重要信仰，貂蟬，這非常有意思。其實我想

類似這樣的主題，近年來的思考，我覺得李安導演的《色戒》，好

像是一個蠻不錯的例子，可以代表一個對於這個問題更新的思考。

女主角是一名女性，她在政治生活裡面她要處理到很多複雜的問

題，這是一個聯想。我提我的問題，田老師好像認為說忠孝可能是

互斥的、不協調的、不相容的，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我有個想法，

有沒有可能它們不是互斥的關係，而是當我們在決定這兩者中間是

具有比較、優先關係的時候，那麼優先的價值並不是否定或排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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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價值比較低的，而是有包含在裡面。譬如說像《論語》中說孟懿

子問孝，孔子說：「無違。」後來孔子解釋說：「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認為說，讓父

母得到最好的是孝，可是孔子認為說，合乎禮的方式才是比較對

的。如果是這樣子，我們用合乎禮的方式去盡孝，其實禮並沒有排

斥孝，而是包含了孝。所以忠和孝，還有很多如義和利，會不會未

必是互斥，而是那個優先的項目其實是包含後面的項目？這是我的

提問，謝謝。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 

謝謝提問，那我們再收集幾個問題。 

提問 政大中文系系友莊祐端： 

各位老師同學大家好，我是政大中文系的系友莊祐端。我有個

問題想要請教田浩老師，就是說《三國演義》的故事發生在漢代末

年，而《三國演義》的成書是在明代中葉，從漢魏時期到明代中葉

的時間不算短，約一千多年的時間，所以我想請教田浩老師的問題

是說，《三國演義》出現的忠孝衝突，它究竟是反映漢代末年的價

值觀？還是明代人的價值觀？又或者它是明代人對於漢代社會的想

像？那如果從漢代到明代中間有價值觀的轉變，是否可以從《三國

演義》將這種忠孝觀看得更清楚？這是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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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林啟屏教授： 

還有沒有哪位老師或是同學要提問的？車老師？ 

提問 政大中文系車行健教授： 

我也問一個問題，剛才前面的莊祐端的問題也讓我想到，因為

田浩老師講的是《三國演義》，但是回溯到忠孝一些價值的最早儒

家來源是孔孟，但中間經歷的時間是很長的，田浩老師是不是可以

把這個歷史背景交代得更清楚。我還想到一個問題，這中間的一個

環節就是《三國志》，真實的三國歷史到有點虛構性質的《三國演

義》，時間跨度仍然很長。我在想這些人物、這些事件，有些在三

國歷史是確實存在，有些可能沒有，是虛構的，我想田浩老師是不

是在講這些忠孝價值觀的衝突的時候，有沒有需要把三國真實的歷

史情況也考慮進去？因為畢竟《三國演義》當然可以反映中國古人

的價值觀，特別是庶民社會這一塊。但它很多成分也是小說家言，

是虛構的。那它是不是能夠真實的代表某一種真的事件或是行為？

像一個歷史事件那樣是曾經發生過的？所以我想是不是也需要把真

實三國的歷史考慮進來，這是我的一個建議。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 

那我們已經有三個在座的學界同好所提問題，和林老師的評

論，所以先把時間交給田浩教授，請他對以上問題做一個簡要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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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浩教授： 

很感謝你們提的這些問題，特別是林老師把我的觀點闡述的清

楚多了。之前，我也曾到安徽看過牌坊，幸虧我去的時候比較早，

不必花很多錢，那時可以比較自由地參觀，所以運氣好。提到這個

牌坊，我覺得很有意義，他們有忠孝觀，把忠放在第一位。當然這

個牌坊是經過明清政府批准的，基本上表示官府的立場，難怪把忠

放在第一位，這也是非常相關的。 

討論忠孝之辯，我承認衝突、矛盾之類的字彙，大概有一點兒

過份，可是我希望用比較特色或激烈的例子，把忠孝之間張力或衝

突的關係突顯出來。要不然，我擔心我們當代人不夠注意到道德、

政治等等很深刻的選擇。比方說，我在美國的大學現在有很多從大

陸來的大學生，其中有一些到我的中國歷史課來。這個學期有一個

女生告訴我，她覺得我這樣子的說法沒有道理，因為儒家的看法跟

共產黨的看法都很保守的，所以兩個意識形態的道德觀一模一樣，

沒什麼要緊的區別。當然我知道你們比她當然清楚多了，可是我聽

她這樣說，我嚇一跳。我想這是個很好的例子，在歷史上大家想辦

法把儒家的道德觀和當代政治文化立場融合、協和、統一，可是混

在一起的時候，中華文化傳統的多元性被簡單化太多了。我要強調

的是，如果我們注意到孔、孟把孝道當做了優先選擇，就可以比較

清楚地看後來的確有很大的改變。包括《三國演義》的文本，也想

辦法利用孝道支持忠義，但這樣努力要融合忠、孝，當然還是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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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某些張力和衝突。我覺得牌坊、民間的風俗等，也體現這類選

擇的影響，而且連民間的概念，實際也受到政治文化的影響，所以

情況要複雜得多。 

最近研究道教的柏夷（Stephen Bokenkamp）教授，還有研究

佛教的陳懷宇教授，他們兩個現在都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我們合

作做一個研究課題，我研究了一下世界朱氏聯合會，其中有人想在

東方恢復儒家的思想。柏夷看我的題目，覺得有些啟發，他要研究

當代的道教，陳懷宇研究當代的佛教，為了理解中國當代的想法，

怎麼利用三教來改造社會的風俗、當代的政治文化，我們就做了一

個意見表。柏夷夏天就帶到廈門委託一些廈門大學的大學生，帶著

採訪一些人，我也利用這個機會，把兩個跟今天有關的題目塞了進

去，非常有趣。總共採集到兩百多份意見表，我目前還沒來得及仔

細判斷。其中有些同學就不太了解《三國演義》。假如他們了解

《三國演義》，就像張其賢先生一樣，不太肯承認有這麼多選擇張

力或衝突，從他們的立場來說，應該可以想辦法把兩邊要求調和，

所以這樣子的傳統一直到當代的中國大陸，還是一個主流的方向。 

漢末到三國的情況與明代當然有很大區別。三國歷史與《三國

志》也不簡單。那個時候，特別是魏晉的時候，一方面儒家思想受

到很激烈的批評，而道教比較紅；另一方面，很多大的貴族要利用

儒家的禮教思想強調家族的禮。特別是西晉滅亡以後，無論在異族

佔據中原留下的貴族，或者逃到南方去的貴族，這些貴族家庭臨時

（至少 300 年之際），算是唯一或最主要的保護儒家經典文化的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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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為朝廷很弱。貴族就利用儒家禮教思想、儒家的家庭權威，

來保護家族和諧與社會上地位。在那段歷史，孝道有特別的作用，

而特別重要，我應該想辦法去研究那時代的複雜情況。 

林慶彰先生所提到歷史的背景，這個當然很重要，而且我也完

全同意幾位教授的立場，《孝經》是一部很重要的經典。《孝經》

的立場跟政治文化存在多方面的配合，而且比較緊密，跟孔孟的思

想隔了一大段，所以研究這樣的歷史背景的發展，《孝經》特別重

要。漢朝推崇儒家的思想，排斥其它學派，這樣的政治文化，我覺

得是重要的政治因素，忠超過了孝的優先地位。忠義的繼續發展有

很多很複雜的原因，比方說，其中皇帝比較直接地控制了少府、太

附等的錢（來源於商業和商人的賦稅等），政府的財政則主要依靠

農民、土地的稅。在歷史上，商業經濟越來越發達，使得皇帝比官

僚更有錢、更有權威。當然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可是從皇帝的權威

來看，宋朝不如明朝，明朝不如清朝。我在中國通史的課，以前我

覺得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解釋給美國同學很難，因為在很多美

國人看來，中國文化從古代開始以皇帝為主，所以中國人一定很喜

歡有強大的中央領袖人物，他什麼都可以完全控制，多半美國同學

有這樣的概念。可是我覺得這樣太簡單化。美國紐約受到 911 襲擊

以後，美國人立馬就自願放棄很多寶貴的自由權，增加了中央政府

的權力。我就利用這個例子，希望在這門課，讓大學生稍微了解一

點，中國人不是從開始時就一定要設立這種完全由政府控制的獨斷

傳統，可是碰到很多危機的時候，常常認為是中央政府、尤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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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應該解決這個危機，而且必須增加皇帝的行政力量以及獨特權

威。以至到當代，並不是完全為了壓迫老百姓而擁有行政大權。而

是在歷史上有很多一步一步的累積，導致如今這個國家的領袖有那

麼多的權威。我覺得這個歷史背景值得更多研究。我明年年底必須

在香港中文大學做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希望在那個時候，可以特

別討論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跟余老師一輩子掛慮的題目有密切

關係。希望在那個時候，我能有稿子送給林慶彰老師，向他請教。 

主持人林啟屏教授： 

非常謝謝田浩教授的回應，的確他剛剛提到有關專制國家的形

成，會跟我們今天所談的課題，忠跟孝之間的倫理價值體系有密切

關聯。事實上從過去的以往學者在談整個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的條

件，牽涉問題甚廣，例如從具體的社會政治條件，甚至包含水利設

施的條件，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不過，最後慢慢要逼出一些問題

的討論時，常常不得不碰觸到類似我們今天所談的這些相關課題。

我覺得這是值得一直持續下去的課題。不過因為田浩教授遠道而

來，休息的時間也還不夠長，今天又做了這麼長的講演，是不是讓

田浩先生也能休息一下，大家再次熱烈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