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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代序）

復仇行為，源遠流長，「復仇觀」則是世界各民族的重要文化

概念。先秦以降，儒家將原始社會的種種復仇行為／習俗規範化、

禮儀化、經典化之後，復仇行為遂不再是訴諸「血族復仇」或本能

式的宣洩，而是慮及諸多倫理考量，形成具有一定規範性質，且是

世界各民族少見的「五倫復仇觀」。此一觀念影響中國思想、學術、

文學、社會、法制、經濟、文化、民俗等面向，皆至為鉅大深遠，

大中華文化圈亦深受影響，日本、韓國尤甚。

根據筆者粗略考察，歷代可供探研「復仇觀」的相關資料，

依時代為序，約有二十餘種：一、甲骨文、金文中的復仇資料：此

類資料雖極為尟少，仍有其研究價值，或可比勘先秦以降復仇觀的

起源與嬗變之跡。二、先秦漢初經傳中的復仇理論：此類文獻屬較

原始資料，提供復仇論述的理論依據與正當性，後世有關復仇理論

的相關論述，大致由此衍生。1三、先秦兩漢諸子中的復仇資料：

透過比較諸子文獻與經傳之異同，可知同一事例可因敘事者與文獻

性質之異，而呈現不同的詮解風貌。四、歷代正史載錄的復仇事例

與評論：此類文獻自《史記》至《明史》，往往涉及復仇行動及其

1
　 可參拙作：《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編》（臺北：
臺大出版中心，2012年。以下簡稱《復仇觀：先秦─隋唐編》）之〈壹、「五
倫復仇觀」的源起與嬗變〉、〈參、兩漢復仇風氣與《公羊》復仇理論關係
重探〉。

導言



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宋元明清編viii

相關處理程序，乃考察復仇觀／復仇行為與朝廷當局實際處理情形

的重要依據。2五、歷代經生對先秦漢初經傳復仇觀的詮釋：歷代

經生針對復仇觀的論述不乏見解獨特者，藉此可了解歷代復仇觀與

學術思想的嬗變之跡。3六、歷代儒士對復仇觀的論議：此類文獻

對研究復仇的相關課題，亦頗有釐清、詮解之功，並可見各代思想

之遷異。4七、歷代史書「刑法志」、各種「志書」，以及各朝律

令，如《唐律疏議》、《宋律》、《明律》、《清律》等所載的復

仇刑律與相關資料：此類資料常載有復仇之相關律條或案例，可以

考察實際案例與執法實況，以及其中涉及的「禮法衝突」。5八、

各代會要載述的復仇資料：「會要」所載資料雖零散欠詳，唯亦可

印證歷代復仇觀、復仇現象之嬗變。九、鬼靈復仇事例：「五倫復

仇觀」往往以某種文化型態展現，鬼靈故事／冥界小說常幽微地傳

達出當時的復仇觀，可以展現復仇的不同文化樣貌。6十、歷代筆

記與筆記小說：筆記小說可具體反映當時文人與民間的復仇現象與

復仇觀。十一、宋元明清小說：宋元明清各種小說多載民間故實，

可具體反映民間之復仇現象與文人之復仇觀；公案小說尤多可資研

2
　 可參拙作：《復仇觀：先秦─隋唐編》之〈貳、先秦至唐代復仇型態的省察
與詮釋〉、〈肆、兩漢魏晉南北朝復仇與法律的互涉〉、〈伍、隋唐時期復
仇與法律的互涉〉，及本書之〈肆、宋元明清復仇與法律的互涉〉。

3
　 可參本書之〈壹、宋代經生的復仇觀〉、〈參、元明學者的復仇觀〉、〈伍、
清代學者《春秋》與三《傳》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陸、清代學者「禮書」
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諸文。

4
　 可參本書之〈貳、宋代儒士的復仇觀〉、〈捌、臺灣遺民連雅堂的復仇觀〉
二文。

5
　 可參《復仇觀：先秦─隋唐編》之〈肆〉、〈伍〉、本書之〈肆〉三文。

6
　 可參《復仇觀：先秦─隋唐編》之〈陸、先秦至唐代「鬼靈復仇」的省察與
詮釋〉、本書之〈柒、近代民間復仇事例的省察與詮釋─以「地方志」為
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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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復仇現象、復仇觀及其與法律之互涉者。十二、宋元明清戲曲：

筆記與筆記小說、小說、戲曲等類資料頗為浩繁，涉及層面甚廣，

皆可考知各階層文人的復仇觀。十三、歷代類書與明清日用類書，

如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王欽若等：《冊府

元龜》等：此類文獻保留頗多今日早已散佚的古代資料，雖屬披沙

揀金，仍多可採。7十四、明清判例、判牘：此類文獻，有助於釐

清復仇與法律互涉的實際情形，並可考察公法與私義間的互動與拉

扯，且可藉之了解復仇觀與政治思想、刑法制度的關係及其嬗變之

跡。8十五、地志，如晉．常璩：《華陽國志》等：地志常保留某

些地方性的寶貴資料，亦多可採。9十六、明清地方志書：宋代以降，

正史已少見復仇的相關記載；相對而言，方志資料堪稱豐富，雖因

諸多因素而有其局限，但仍可補正史之不足。相較於經生著述、儒

士文篇，方志實為更切近現實之載錄，既可更真切掌握民間社會之

復仇現象與復仇觀，亦可了解地方官吏處理復仇事件的方式與態

度，以及載錄者的觀點與立場；並可與經傳、史書、文人筆記，乃

至鬼靈復仇事例作比較，略知各資料間復仇觀／復仇現象的異同。10

十七、明清檔案：此類資料所載或較簡略，且傾向「國仇」之載錄，

較少「五倫復仇」事例。十八、清季翻譯小說：據此可以考知世界

各民族的復仇觀與復仇現象，且可藉之比較異民族間的復仇觀。

十九、現當代小說：現當代小說不乏敘述復仇者，武俠小說尤為復

仇材料之淵藪，藉此可以覘知現代人在傳統復仇觀洗禮下有無異於

7
　 可參《復仇觀：先秦─隋唐編》之〈肆〉、〈陸〉。

8
　 可參本書之〈肆〉。

9
　 可參《復仇觀：先秦─隋唐編》之〈貳〉。

10
　 可參本書之〈柒〉、〈捌〉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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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的復仇觀。二十、現當代戲曲。二十一、出土文獻。二十二、

域外相關文獻：亞洲地區各國之復仇觀，幾無不受中國傳統復仇觀

之影響，此類資料可藉以考察中華傳統復仇觀對域外民族，尤其是

東亞文化圈的影響。11

二○○二年以來，筆者的研究重點一大部分側重在傳統復仇觀

的建構與詮釋，以及歷代復仇觀與復仇現象及其與法律的互涉，計

草成論文十六篇。12總結此一研究面向，約有三端：

一、「五倫復仇」理論的建構與辨析

關於復仇理論的建構，筆者首先分析「原始復仇觀」與「五倫

復仇觀」之觀念、型態的差異與互涉，從而確立「五倫復仇觀」的

源起、義界、特色與型式，進而說明若欲考察、詮釋中國歷代的復

仇事例，實須以「五倫復仇」為主要理論與原則，方能確實掌握中

華民族復仇觀的特色。

其次，筆者進一步論述傳統的復仇觀如何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

／型塑，逐漸發展為超越血緣復仇，而獨具儒家思想特色的「五倫

復仇觀」。並就《論語》、《孟子》、《周禮》、二戴《禮記》等

經典，考察其復仇觀與對復仇的立場：從對正當的復仇單純表示認

同，到發展出「親疏有別」的復仇原則與「避仇」方法，以此確定

「五倫復仇觀」的特色與復仇原則，藉此凸顯中國「五倫復仇觀」

11
　 筆者曾撰成：〈日本復仇觀管窺─以古典文學為重心〉，《復仇觀：先秦

─隋唐編》之〈附錄〉，以及本書之〈附錄、朝鮮儒者丁若鏞的復仇觀〉二
文論之；唯亦聊備一格而已，可探研者尚難計其數。

12
　 另一研究重點為先秦兩漢「歷史敘事」─以《左傳》、《國語》、《史記》、

出土文獻為重心─約草成相關論文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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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化過程中受儒家思想影響／規範／型塑，及經典／學術化的

過程。13

復次，歸納「五倫復仇」的型態與意義，以宏觀的角度，述論

先秦以降復仇型態的諸面向，並透過典型案例，分析、歸納復仇事

件的發展為六階段：一、復仇動機，二、復仇對象，三、復仇方式，

四、地方官吏對復仇的態度，五、中央政府對復仇的態度，六、時

人／史傳對復仇的評價。以此六階段配合「五倫復仇觀」，對歷代

復仇事例進行較為全面的省察與詮釋。14

二、釐析歷代復仇理論與實踐的「禮法衝突」現象

傳統復仇理論中的「禮法」、「忠孝」、「公私」議題─亦

即個人私情／孝義倫理與國家社會／群體公義間的衝突─向為研

治「禮書」、《春秋》與三《傳》復仇理論及其與法律互涉的重要

議題。

關於「五倫復仇觀」在現實社會的實踐概況，以及受到社會、

政治、文化等層面影響而發展出的各類議題，筆者透過對兩漢、魏

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以至近代復仇事例的考察，

論析復仇理論在現實社會與政治、法制思想相互激盪下產生的「禮

法衝突」：

首先，關於著名的《公羊》復仇理論，及其與筆者建構的「五

倫復仇觀」的互涉與差異，以及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經生的詮釋，筆

者主要由〈兩漢復仇風氣與《公羊》復仇理論關係重探〉與〈清代

13
　 見《復仇觀：先秦─隋唐編》之〈壹〉。

14
　 見《復仇觀：先秦─隋唐編》之〈貳〉，及本書之〈柒〉、〈捌〉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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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春秋》與三《傳》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二文進行比較與論

述。15

其次，筆者由歷時性的角度切入，就復仇觀的遞嬗、官方的法

令規範與執法態度、輿論所反映的復仇觀，以及復仇與法律的互涉

等相關問題進行省察。16並論述在不同時空情境中，不同身分者，

如，經生、17儒士、18文人 19如何因應時局而對復仇觀進行更為細緻

的建構與規範。

三、�綜理復仇理論對民間社會、東亞文化圈的影響與意義

筆者建構、闡發深具中國特色的「五倫復仇」理論，藉以省察

「五倫復仇觀」自兩漢至清代的實際概況，並討論了「復仇」主題

在歷時發展中，與各種時代思潮、政治與社會、文化型態相互激盪

而衍生出的禮法、忠孝辯證等議題。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闡釋「五

倫復仇觀」對現實社會的影響、意義與價值，故亦論及復仇觀與民

間信仰、域外漢學之互動。

首先，筆者由民間信仰的文化層面切入，透過綜觀先秦兩漢、

魏晉南北朝與唐代具有代表性的「鬼靈復仇」事例，分析各時代鬼

靈復仇的動機、方式、特色，及其與天道、冥府、報應等信仰交涉

的情況，指出在佛、道信仰盛行下產生的文化概念與思惟模式如何

15
　 前者收入《復仇觀：先秦─隋唐編》之〈參〉，後者收入本書之〈伍〉。

16
　 見《復仇觀：先秦─隋唐編》之〈肆〉、〈伍〉，以及本書之〈肆〉三文。

17
　 可參本書之〈壹〉、〈參〉、〈伍〉、〈陸〉四文。

18
　 可參本書之〈貳〉、〈附錄〉二文。

19
　 可參本書之〈柒〉、〈捌〉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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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時人對復仇案件的詮解與認知，以及因宗教信仰而出現的「報

應觀」與復仇觀的互涉。20繼而蒐羅、分析近代地方志、文人筆記，

以及《清史稿》、《清稗類鈔》、《臺灣通史》等所載民間復仇事

例，詮釋民間復仇風俗與傳統復仇觀的異同、地方官吏對復仇事件

的處置方式與態度；同時也指出民間社會與文人對復仇的立場往往

異於官方：復仇在傳統社會一向備受肯定，故文人對復仇行為亦多

肯定、讚揚，也藉由渲染各種復仇事例以鼓勵、激發人民行善事、

盡孝義，乃至發揚民族精神。21

為藉他山之石以攻錯，筆者既省察了日本歷代的復仇現象與復

仇觀，並作了鳥瞰式的述論；也探研了十八世紀朝鮮實學儒者丁若

鏞的復仇相關論述，考察其復仇理論與實踐情形，與其對朝鮮朝實

際案例的判讀，探尋中國經史文獻的復仇論述對鄰近國家的影響，

並與中國傳統的「五倫復仇觀」對照、辯證與省思。22

上述三方面又相互關連：「五倫復仇觀」自建立伊始，即深刻

影響傳統復仇觀，無論理論或實際─知識分子建構復仇理論，雖

以經義為據，亦未全然排除現實；法律雖對復仇有所規範，但在施

行時，主事者也往往因其復仇觀念或學者之意見，而有所調整。由

禮／法、理論／現實等面向，具體顯現歷代復仇觀建構、承轉與演

變狀況。

二○一二年出版專書《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先秦兩漢魏晉

20
　 見《復仇觀：先秦─隋唐編》之〈陸〉。

21
　 見本書之〈柒〉、〈捌〉二文。

22
　 見《復仇觀：先秦─隋唐編》之〈附錄、日本復仇觀管窺─以古典文學為

重心〉、本書之〈附錄、朝鮮儒者丁若鏞的復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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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隋唐編》，計收文七篇，所涉時代為先秦至唐代；本書則收

宋、元、明、清等近代復仇相關論文九篇。總結筆者十餘年來之復

仇觀研究，計涉及上述資料之二、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二等，僅略過其半。不過，若無特

殊因素，筆者的復仇觀研究，應該就此告一段落。其餘的相關研究，

則期諸來者，尤其寄望於年輕學者，這是筆者最大的企盼與期待。

因多年來的研究進路，友朋常笑稱筆者為「復仇專家」，或者

謔稱不免遭到筆者的「復仇」，甚至有人質疑筆者以「復仇」研治

經典的正當性、適切性。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故而在結束復仇觀

的研治之際，回首研究初衷，或許有必要稍作陳述，藉此或可稍見

筆者之關懷與立場。

十多年前，筆者堂兄李木榮先生辭世。出殯當天，家父與筆者

一同前往堂兄家弔唁。儀式之後，幾位堂兄弟與筆者親自抬扶棺木

送走堂兄。喪禮過程中，回想堂兄一生，不禁百感交集：一九六○

年代，筆者甫入小學之際，木榮堂兄因父親遭到生意競爭對手當面

刺殺斃命。堂兄家雖有三兄弟，但身為長子，遂獨自策畫復仇。經

過年餘的跟蹤、縝密的布局，終於手刃凶手，成功復仇。此一事件

在筆者年幼的心靈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木榮堂兄身高不及一百六十五公分，體重僅近五十公斤，竟

然獨自搏殺一個一百八十幾公分、八十多公斤的黑社會壯漢；然而

在臺灣猶處戒嚴時代的五十多年前，堂兄並沒有如傳統社會對復仇

者的肯定與讚賞，而獲得執法者的輕判，終究在監獄中渡過了十餘

年的囹圄歲月。出獄之後，木榮堂兄常會到筆者家中探問備受他敬

重的家父。當時筆者已就讀大學，偶或相遇，總記得他會出示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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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上的匕首或扁鑽，告訴筆者他隨時防備對方的復仇，眼中總露出

一股令筆者難以忘懷的複雜情緒。由於堂兄度過了十餘年的縲紲生

活，既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的急遽變化，又時刻提防對手的報復，終

究在心懷惴惴、一事無成之下聊度餘生，含恨以終。

木榮堂兄的死，讓筆者終於正視四十年來對「復仇」的關懷與

省思：「復仇」在傳統社會究竟是什麼樣的樣貌，又產生了什麼樣

的影響？「復仇」到底值不值得肯定與讚揚？在十餘年的追索、探

討下，筆者終於比較具體的發現中國傳統社會有關復仇的種種現象

與復仇觀之嬗變，及其與世界其他文化的異同。在十餘年的研究歲

月中，筆者對中國傳統的「復仇」觀念與行為，可說感慨良多，愛

恨交織；思量再四，最後仍對「復仇」持保留態度，因為由歷代案

例的實際考察，明顯發現「復仇」實在消耗了太多的正向能量，雖

多值得同情與認同，但未必全然值得肯定與褒揚。

筆者此一系列研究，自二○○五年至二○一一年，多次獲得行

政院「國科會」（今易名「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獎助，謹誌謝忱。

本書各章，大抵發表於學術期刊─原刊載之期刊、單位、年月，

皆附誌於各篇之末─此次梓行，除了必要的統一、修改外，大致

維持原貌，一則以見筆者學術研究嬗變之跡，再則亦呈現各學報之

要求與規約，故各篇或有文白不一、繁簡有別之病，幸讀者垂察焉。

本書之得以順利完成，首先，感謝各學報的肯定與眾多不具名

審查委員的謬賞與厚待；其次，感謝臺灣大學中文系師長、友朋的

長期提攜與寬諒。又，本書各篇論文，筆者除確立研究方向、構思

擘畫、考察詮釋、經營撰寫之外，實亦匯注了諸多研究助理難以數

計的精力與心血：林宏佳、林保全、李明儒、姜義泰、王博玄、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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瑩瑩、傅凱瑄諸賢弟，無不好學深思，舉凡蒐集資料、商兌疑義、

草擬文稿、核校原文，無不盡心盡力；韓籍博士班研究生趙旻祐同

學更提供了韓國復仇的諸多資料，並協助韓文翻譯；默齋陳瑞庚師

惠賜題簽，使本書得以金玉其外：謹此致上最誠摰的謝意。

筆者樗材淺識，書中錯謬必多，敬祈海內外方家，不我遐棄，

惠賜針砭，至所盼禱焉。

                              

謹識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辦公室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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