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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今證古的教學三例 

 

魏聰祺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教授 

壹、前言 

古代典籍蘊含豐富的先民智慧，但因時代久遠，導致認知上產生隔闔，本來

是大家都能明白的常規常情，卻因某些因素而使讀者如霧裏看花，半知半解，無

法心領神會，融入情境當中。 

筆者經常設想：古今人情，其實差別不多，往往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

們若是能用現代人的心理去體會古人，用現代的例子去印證類推古事，那麼，學

生就能深入體會，並得到實際印證，也能增添學習興趣與效果。 

本文以「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見《論語．公治長》）、「高祖祀孔子」（見《史

記‧孔子世家》及「高祖斬丁公」（見《史記‧季布欒布列傳》）三事為文本，將

該文本所呈現的種種人事，透過當代類似事例加以類比說明，達到藉今證古的教

學效果。 

貳、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黃慶萱曰：「說話或作文時，不直講本意，只用委婉閃爍的言詞，曲折地烘

托或暗示出本意來，叫作『婉曲』。」1 

沈謙曰：「不直接表達本意，只用委婉曲折的方式，含蓄閃爍的言辭，流露

或暗示本意，是為『婉曲』。」2 

婉曲之分類，臺灣的修辭學著作，頗多採用黃永武《字句鍛鍊法》的觀點，

分為曲折、微辭、吞吐、含蓄四類。黃慶萱舊版《修辭學》、沈謙《修辭學》、陳

正治《修辭學》皆是如此。3 

其中「曲折」一項，其定義為「用紆徐的言辭來代替直截的表達，故意使文

句與含義紆曲的修辭法，叫做『曲折』。」4曲折的運用，一般是不忍傷害對方，

而替對方找下台階。如： 

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

                                                      
1
 見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2002 年 10 月），增訂 3 版，頁 269。 

2
 見沈謙：《修辭學》（臺北：空中大學，1996 年 11 月），頁 134。 

3
 見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1988 年 3 月），增訂再版，頁 199~203。沈謙：《修辭

學》，頁 136~143。陳正治：《修辭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1 年 9 月），頁 120~125。 
4
 見黃永武：《字句鍛鍊法》（臺北：洪範書店，1989 年 1 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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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策‧齊策四‧齊人有馮諼者》）5 

齊湣王的本意是要解除孟嘗君的相位，但不願直說，而以曲折的方法，只說「寡

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點到為止，替君臣各留餘地。所以孟嘗君就國於薛。

但是，當學生讀到孟武伯問：「子路仁乎?」時，就無法體會這是婉曲格中的曲

折：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

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

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

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公治長》）6 

在解說此例時，可以用現代例子來類推，學生比較能夠了解。如：甲問：「你

覺得這位女生長的漂亮嗎？」乙若是直接回答：「她很醜。」則太傷人。若是說：

「她很美。」這不是說謊就是說反話加以諷刺。為了避免上述難題，乙只好替她

說一些好話：「她功課很好。」「她很善良。」「她很孝順。」避開正面，從側

面道出，說她的才能和優點，替對方找下台階。這與《論語》的例子很類似。孟

武伯問：「子路仁乎？」「求也何如？」「赤也何如？」孔子一向不輕易以仁許

人。就其弟子而言，像顏回那樣賢德，也只讚許他「三月不違仁」，其餘弟子，

不過「日月至焉而已」。孔子若是直接回答則是：「子路、求也、赤也還不夠仁。」

那就太傷子路、冉求、公西赤了。但若回答：「子路、冉求、公西赤合於仁。」

那又違背孔子的真心，形同說謊。因此孔子先是回答「不知也。」想回避問題。

其後不得已，只好將子路、冉求、公西赤的才能和優點拿出來講：「由也，千乘

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

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孔子不是直接了當地說子路等未見得仁，而是用閃爍的言辭表達不知道，如此曲

折的修辭，可使語意委婉，而不致尖刻傷人。它是婉曲中的曲折修辭。 

參、高祖祀孔子 

把事件載於此篇，而不載於彼篇；或略敘於此篇，而詳述於彼篇，這種敘述

史實的方法叫做「互見法」。 

事件不是由一個人所構成的，當某一事件關係到二人以上時，究竟要將此一

事件敘述在那一個人的篇章呢？須知同一事件，對於關係到的各個人，往往是有

不同輕重的。所以史家對此一事件敘述位置的安排，即可反映出他對此一事件與

其所關係到的各個人的輕重的看法。司馬遷在史料的安排上，即是如此。例如：

朱家救季布一事，略載於〈游俠列傳〉中的朱家傳，而詳載於〈季布欒布列傳〉

中的季布傳，因為對經常收藏亡命的朱家而言，收藏季布並不是什麼特殊的舉動，

而對季布來說，則是性命交關的大事。又如張良躡漢王足，許封韓信為齊王，又

許封韓信、彭越以土地二事，在〈留侯世家〉中僅略提一下，而分別詳載於〈淮

                                                      
5
 見劉向：《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90 年 9 月），頁 399。 

6
 見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年 1 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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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侯列傳〉和〈項羽本紀〉中，7這也是因為張良常為劉邦出謀畫策，此事在張

良而言，不過是其中一例，而在韓信與項羽而言，則有生死存亡的關係。 

但是，劉邦過魯祠祭孔子一事，原文如下： 

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史記‧孔子世

家》，頁 1945、1946） 

此事關係到劉邦與孔子，可以載於〈高祖本紀〉或〈孔子世家〉。老師提問：

「你如果是司馬遷，你會將此事載於哪一個篇章？」經數屆學生隨機調查，大多

學生回答「載入〈高祖本紀〉。」這個結果恰與司馬遷的見解不同。為何學生無

法體會司馬遷的用心呢？大概是因時空久遠無法了解其中奧妙。 

此事可以用現代事例來類推。蔣經國總統喜歡穿夾克四處查訪，某次來到花

蓮，因肚子餓而在小吃店吃餛飩，店家很高興，與蔣經國總統合照，並將相片高

掛店中，從此該餛飩店生意興隆。此事若載於蔣經國本紀，則本末倒置，本紀應

當記國家大政，難道蔣經國出外上個厠所、買個便當都寫入其本紀嗎？當然不恰

當。但是，此事對於該餛飩店來說，卻是生意的轉捩點，總統親臨用餐，是何等

重要的大事，當然要加以記載。 

其實，劉邦過魯祀孔子，不載於〈高祖本紀〉，而載於〈孔子世家〉，因為祀

孔子一事，在劉邦而言是小事一椿，在儒家學者而言，則為一種殊榮。 

 

 

 

 

 

                                                      
7
 《史記‧留侯世家》云：「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

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

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見司馬遷：《新校本史記》（臺北：鼎

文書局，1992 年 7 月），頁 2042。（以下《史記》頁數皆是以該版本為準。）這是略敘。《史記‧

淮陰侯列傳》云：「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

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

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

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

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徵其兵

擊楚。」（頁 2621）《史記‧項羽本紀》云「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

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

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

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

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

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

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

（頁 331、332）這兩則文字是詳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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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高祖斬丁公 

《史記‧季布欒布列傳》提到： 

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

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

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

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頁 2733） 

劉邦在彭城之戰中大敗而逃，丁公率兵在彭城以西追上了劉邦，兩軍短兵相

接，劉邦急了，回頭對丁公說：「兩條好漢難道要互相迫害嗎？」丁公便帶兵返

回，劉邦因此脫圍而去。項羽敗亡後，丁公拜見劉邦，劉邦將丁公帶到軍隊中遊

行示眾，說：「丁公作為項羽的臣子卻不忠誠，讓項羽失去天下的人，就是丁公。」

於是劉邦斬了丁公，並說：「讓後世做臣子的人不要效仿丁公！」 

項羽的部下如韓信、陳平、英布投靠劉邦，劉邦都以禮相待；丁公是劉邦的

恩人，他來投靠劉邦，結果卻是被斬。許多學生不太明白其中奧妙。此事之解說，

可以用兩岸戒嚴前後對待駕機來歸者的態度不同加以類推。戒嚴時期，大陸飛官

駕米格機來降，台灣稱之為反共義士，並依機型不同而頒發黃金三千兩至七千兩

不等作為獎金。如吳榮根、8范園焱9等。其後解除戒嚴，挾持飛機來降，則將其

視為劫機犯，判刑入獄。10 

韓信在〈漢中對〉曾分析項羽和劉邦的優缺點，認為項羽「至使人有功當封

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是「婦人之仁」；並勸劉邦「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

所不服？」（見《史記‧淮陰侯列傳》，頁 2612）所以楚漢相爭之時，項羽捨不

得封賞，而劉邦卻很大方地廣開支票，這就如同今日每當選戰開打，政見支票隨

便開，其目的只求勝選是一樣的。所以不管是己方將領或敵方陣營來降者，劉邦

都是封爵封邑以示籠絡。如：九江王英布來降，其居處營帳皆與漢王相埒11；對

待韓信則令其存有「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感（見《史記‧淮陰侯列傳》，頁

                                                      
8
 1982 年 10 月 16 日，吳榮根駕米格-19 戰鬥機，從山東文登起飛，降落於大韓民國漢城（今首

爾），10 月 31 日抵達臺灣，獲頒黃金五千兩，約價值八千五百萬新台幣。 
9
 1977 年 7 月 7 日：范園焱駕米格-19 戰鬥機，從福建晉江起飛，降落於臺南，獲黃金 4000 兩。 

10
 韓戰期間，屬於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戰俘中，有一萬四千多名選擇來到臺灣，其中第一批於 1954

年 1 月 23 日由韓國仁川港搭美國軍艦抵達基隆（此日是為 123 自由日，後來該紀念日於 1993 年

正式改名為「世界自由日」），至 1 月 29 日為止，共計有 1 萬 4 千多人到臺灣，從此「反共義

士」這一名詞在臺灣正式大量使用。此後，中華民國政府設置各種安置、獎勵義士的辦法，特別

是針對駕機、駕艦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共義士，更採取巨額獎金的獎勵措施。……1991 年，

中華民國政府終止動員戡亂後，不再視中共為叛亂組織，反共義士也漸次成為歷史名詞，而對於

一些劫持民航機來臺者，不僅不再有相關獎勵，並為了配合國際反劫機公約與本國反劫機法律，

而改以劫機罪名判刑入獄。引自維基百科「反共義士」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F%8D%E5%85%B1%E7%BE%A9%E5%A3%AB 
11
 《史記‧黥布列傳》曰：「淮南王至，……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見《新校本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92 年 7 月），頁 260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9%82%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AD%E5%9F%8E%E4%B9%8B%E6%88%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6%A0%BC-1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6%A0%BC-1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9D%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F%93%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F%93%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7%88%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7%88%B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9%87%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F%B0%E5%B8%8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C%83%E5%9C%92%E7%84%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6%A0%BC-1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6%88%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4%BA%BA%E6%B0%91%E5%BF%97%E9%A1%98%E8%BB%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B0%E4%BF%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9%9A%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123%E8%87%AA%E7%94%B1%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B%95%E5%93%A1%E6%88%A1%E4%BA%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B%E6%A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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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2）；敗於固陵，則納張良建議，「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

與彭越」（見《史記‧項羽本紀》，頁 331、332）等到滅了項羽，此時劉邦要的

是臣下對自己的忠心，而不再是納叛受降。因此，丁公雖然曾經對劉邦有恩，但

此時只能將此恩情割捨，反而抓住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

公也。」並告誡臣下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伍、結語 

我們以古籍文本為教材，其中除了文字詞義講解翻譯之外，仍要顧及學生欠缺相

關經驗，無法深入體會文本內涵。此時老師可以藉今證古，以現代類似的例子加

以類推，應可增進學生的理解力，達到瞭解文本，並能觸類旁通的活用能力，而

不是死讀古代文本，不知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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