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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忠義水滸傳》的題名「忠義」，應與南宋抗金的忠義人有關，又經蒙

元治下的漢人，在征服王朝的統治下，將北宋末宋江等事蹟演為說話：忠

義人說給忠義人聽的故事。本研究從道教的謫凡神話，根據教義中的劫數、

天數與謫凡者的歷劫、救劫，解說《宣和遺事》中的九天玄女給宋江的天

書，並示知有天樞院天罡星，這類說法已在南宋至元出現；其後到元末明

初施耐庵、羅貫中一類文人編撰成書時，將前此的天書神話進而採用明確

的謫凡神話重加整飾。在此將據此思索中國敘事學中「出身與修行」的奇

傳文體，說明其神話結構中梁山兄弟的出身與聚散，即是罡煞眾星下凡的

修行，宋江即是以星主的身分先凝聚 108 位下凡的好漢，使之聚義後轉變

為忠義，然後主招安、征方臘，最終完成其「替天行道」的任務。針對金

聖嘆的腰斬水滸及批評宋江，今之學者亦多各因其立場而多加批評，在此

則以為應從奇傳文體、從道教義理下手，重新理解宋江及梁山好漢乃罡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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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凡，需要經歷殺人與被殺的試煉與劫難，終於解罪而修成正果，此即宋

江成神的宗教義理。若是不能從原本成書的脈絡解釋，不管其解說的出發

點是政治、抑是學術，實未盡契合水滸故事的原初旨趣，凡此均需從謫凡、

解罪的神話、宗教義理解說其敘事結構。其敘述之中英雄好漢的出身與非

常行為，長期深受閱聽人之喜愛，正顯示其獲致民族文化心理長期的支持，

才是促成這部小說流傳久遠的主因，若是但論其誨盜而遽加禁制，其實有

違原初創作的小說之教。 

 

 

關鍵詞：謫凡、劫數、出身與修行、解罪、奇傳 

  376 



出身與修行：忠義水滸故事的奇傳文體與謫凡敘事──《水滸傳》研究緒論 1 

  377 

出身與修行：忠義水滸故事的奇傳文體
與謫凡敘事  ──《水滸傳》研究緒論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李豐楙 

明清小說所完成的章回體，在中國小說敘事傳統中，使之足以容載了

大事件大敘事：其時空之廣、人物之多以至主題之豐富，乃是近代西方敘

述技巧傳入前所完成的一大文學成就。浦安迪（Andrew H. Plaks）在比較

中西敘事學時，曾強調文人小說與奇書文體是「中國敘事學」的兩個核心

觀念。 1 而在明代三教合一的思想潮流中，他對明代小說的四大奇書特別

從理學闡述，論證儒家新思潮如何滲透於小說作品中。 2 明代文人乃至庶

民大眾本來就能夠巧妙融會三教於日用行事中，小說即作為一種通俗文化

的敘事藝術，是否會如同理學家、宗教家一樣需要清楚區分儒、道、釋三

家？這原本就易於被混同視之的事，若是只從理學或佛教一家的單一觀點

深入闡述，就需要特別明確突顯其中的論旨何者為主要或次要，如此分別

                                                           
1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19。  
2  浦安迪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 年），

頁 44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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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述始能比較周延地解釋。如果真要議論三教之中到底何者影響比較深

入，就要理解其通俗的宗教信仰觀念如何滲透於基層社會裡，因而需要分

別看待個別的作品。由於在題材、流傳以至編成上現在所知的明代說部，

都涉及講述者與閱聽者之間有長期的互動關係，這個小說史上錯綜複雜的

問題不宜被過度地簡化。在此即以《水滸傳》為例分析在庶民大眾的休閒

文化裡，中國「本土」的道教到底如何滲透於通俗文化，使民眾乃至文人

日用而不自知，就如謫凡神話及與之相關的天道、天數，即是支持小說情

節發展的主要動力。水滸故事之被神話化、謫凡化，從現存資料所顯示的

早在《宣和遺事》編成期既已慢慢衍變，然後又經歷一段漫長的說話期才

創作完成，而運用謫凡與天書神話並非有明一代文人所開創。由於《水滸

傳》版本問題極其複雜，就以學界較具共識的百回繁本為據， 3 說明水滸

故事在敘事傳統中，終於確定「中國敘事學」上一個典型的神話架構。由

於這部小說在版本學上出現少見的「腰斬」本問題，其腰斬之後的小說敘

述結構及主題有何特殊的意義？確是論述謫凡神話與道教神學義理的絕佳

範例。本篇嘗試提出一個基本論點，就是從明中葉萬曆以後勃興的「出身

修行」傳風行一時，回溯水滸故事如何在說、聽好漢的奇行奇事事蹟中，

無意間卻創造了小說史上的一種「奇傳文體」，其「出身與修行」的敘述到

底只是說話人的一種技巧，抑是其內在思想乃根源於道教的宗教意識，融

匯謫凡、玄女與天書於一體。 4 全本或腰斬本問題除可從文本脈絡與評點

藝術解讀，更重要的則是其中所隱藏的訊息，透露原創構想與改作意圖間

蘊含相異的謫凡觀，顯現不同時代的思想意識。一個大敘事的完成正顯示

                                                           
3  本篇所用繁本以容與堂本為主；簡本則以評林本為主；金聖嘆的七十回本以台

北長安出版社所翻印的標點本為主。  
4  在討論時承胡萬川教授提醒其曾撰〈玄女‧白猿‧天書〉（《平妖傳研究》，台

北：華正書局，1984），已發其覆，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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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借由一部好漢奇傳，委曲表達一個民族的文化心理，謫凡與解罪乃奠

基於本土宗教的道教神話上，顯現道教如何將宗教意識擴散深入人心。如

此從道教闡述觀點或可為中國的「文學與宗教」課題，提供一個可資深思

的文化論點。 

一、奇書以前的忠義水滸故事 

在中國的敘事傳統中，明代文人小說被結合為「四大奇書」，浦安迪因

而明確指出「奇書文體」可作為當時敘事文體的藝術成就，想以之區別於

說書藝人的口傳文學。這種論點推衍自明清評點家所形成的「奇書」觀念，

想以之概括內容之奇、文筆之奇以至「文體」之奇，足以證實小說這種文

類至此期間已奠定其文學特質，其藝術的成就已足與詩、文或諸子之書相

抗衡。文評家如此肯定，並從眾多小說中標舉出四部稱為「奇書」；《水滸

傳》之與《三國演義》、《西遊記》、《金瓶梅》並列才子之書，在文學批評

觀念上是一大突破。而奇書之所以為「奇」的敘事文體特質早已隱含於當

時的「題名」中：如《三國志演義》為演義小說，其名稱卻也被稱為《三

國志傳》、《三國全傳》，就是有意突出其為傳記的題名及敘事的特質；《西

遊記》雖則如同《四遊記》的擬似奇幻遊記，卻明顯借由記遊的敘述框架

傳述玄奘取經與四聖配合的傳記故事，如此彰顯其事奇、其人奇、其「傳」

也奇，故也就具有「奇傳」的傳記屬性；《金瓶梅》既是敷衍自水滸故事，

情節發展所重者則在敘述西門慶與潘金蓮等三女子奇特的一生，也是在典

型的世情小說框架中彰明事奇人奇，是為俗世中奇情的人物傳記。然則以

此傳記文體的觀念重新考察《水滸傳》的題名緣由，就可知其較諸其他三

部奇書，從傳名到謫凡敘述實為最具典型的「奇傳」文體，其人物敘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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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勝之處正在於強調「出身與修行」的本色，從水滸人物的早期說話、經

雜劇而逐漸發展到明代，文人表現水滸故事的重點所在，正是創造地轉化

謫凡神話，其塑造人物、事件之「奇」就在於罡煞諸星下凡的「出身」與

「修行」，故雖尚未標以出身、修行傳之名，卻有出身、修行之實，因而可

以重

奇書

                                                          

新確認其為傳述一干江湖好漢的「奇傳小說」。 

問題所在就是為何在「奇書」之外又需要提出「奇傳」的觀念？雖則

直到萬曆以後才有一批數達二十餘種魯迅所謂的「神魔小說」，原本是被書

坊主有意無意地題名為出身或修行「傳」或「志傳」， 5 雖為晚出的編書風

尚，卻顯現書坊主獨到的商業眼光下，其實蘊含一個古老而又有新意的敘

事傳統；若從敘述傳統考察，三國故事先天上即奠基於一個個英雄人物傳

記上，演義小說本就是有習於題名「志傳」的傳統，在明代幾已成為書坊

編寫的慣例。而水滸人物在歷史上的出場，從宋代的史傳、雜錄到《宣和

遺事》所保存的雜史性質，也多具有脫胎於史傳小說標誌的敘述特質。不

過《三國演義》等演義小說可稱為「傳」或「志傳」，卻並不完全符合「奇

傳」的性質。而水滸人物故事發展到《宣和遺事》，也就是由宋入元為下限，

卻已粗具奇傳的雛形。其間的差別並不在初期作為「歷史人物」的形成階

段：三國人物儘管可以被夸飾，卻始終安排在講史的敘述框架內；水滸人

物此時卻已逐漸進入由講史演變為神異敘述的過渡階段，等到明代「神魔

小說」性質的出身修行傳之風大盛，奇傳文體才算完全定型。在明代四大

之中，為何《水滸傳》才能算是一部介於志傳與奇傳間的過渡作品？ 

從目前所爬梳而得的少數資料中， 6 自是無法據以推測《宣和遺事》

 
5  詳參拙撰：《許遜與薩守堅── 鄧志謨小說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97 年）。 
6  馬蹄疾（1936-1996）所編的兩部資料集：《水滸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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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採用的說話材料為何？但是其間有一個關鍵性的演變，乃是學者盡知的

神話敘述，就是九天玄女與天書的出場：敘述宋江在危難中受九天玄女的

陰護，獲授天書而得知三十六將的姓名；天書「末後有一行字寫道：天書

付天罡院三十六員猛將，使呼保義為帥，廣行忠義，殄滅姦邪。」類此天

書初漏天機之奇；其後續演出宋江上梁山泊，先與吳加亮「道了一遍」，再

在殺牛大會上「抱天書點名」；此時吳加亮又傳出晁蓋臨終所說之夢：「寨

上會中合得三十六數，若果應數，須是助行忠義，衛護國家」；接下來就是

敘述如何凝聚，直到「恰好是三十六人，數足」，宋江才又與吳加亮商量：

「俺三十六員猛將茲以登數」。 7 特別引出三句原文主要就是為了彰顯那個

關鍵的「數」字，只要對照前面文中都說是「三十六員」或演算「二十五

人」、「三十二人」，就可知這個字實在含有深義，並非只是泛用作為演算「三

十六人數」的聖數，只重在表明符合天書上所書的「數目」而已；而是隱

含其人數及人物性格上應「天數」，也就是真正要彰顯的是天運、定數的上

天決定論的神秘天意。由於《遺事》只是摘錄說話要點而非整段的完整引

述，故三十六員天罡何所來何往的記述殊為簡略；但是「受招安」、「收方

臘」兩大情節都已具足，為何今人反而懷疑明人版本的「收方臘」並非見

於明

                                                          

代早出之本？ 

在水滸故事的演化過程中，天書母題既已提出，理應多加關注，從此

切入才能充分闡述其在敘述結構上深刻的意義。從宋經元到明長期神話化

的過程，乃是解開其結構之謎的關鍵，現存《遺事》所敘述的文字中並未

直接表明三十六員猛將即是「天罡院」所謫下凡的，卻已足夠據以推知當

時發展的原始構想，正是有意彰明聚合三十六人的神秘指示，明示其為「廣

 
7  《宣和遺事》所使用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所收的《士禮居叢

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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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忠義，殄滅姦邪」，其「忠義」表現確與「受招安」與「收方臘」有關，

否則這「一行字」的神話喻旨又何在？基本上大聚義、受招安與征方臘的

雛形，是南宋到元既已出現的故事架構。如果進而探問是哪些說者與聽者

共同創作的？也就是天書神話（或大膽的說是謫凡神話）到底是在何種時

代情境下創造出來的？若想要從此中正確把握其演變的時代契機，就不宜

將其推晚到目前所見諸本刊刻的明代中葉。 8 因為相較之下這並非是滋生

英雄替天行道事蹟的原創時代，此時實已失去醞釀「忠義」精神的時代氛

圍，

                                                          

而只是在版本、敘事的意義上完成「文人小說」的階段。 

在明人題名「忠義水滸」之時，「水滸」兩字標舉的是梁山泊的地理空

間，顯示山東地區的說話已取得決定性影響；但是若比照龔開〈宋江三十

六贊〉，其贊語中所顯示的卻又特多太行地區的地理遺跡：「風塵大行，皮

毛終壞」（玉麒麟盧俊義）、「大行春色，有一丈青」（浪子燕青）、「大行好

漢，三十有六」（船火兒張橫）、「汝行何之，敢離太行」（地行太保戴宗）、

「出沒大行，茫無畔岸」（沒遮攔穆橫）；相較之下，贊語中卻是鮮見與梁

山水泊有關的語句，甚至連「立地太歲阮小丘」等阮氏兄弟，在明人的敘

述下是靠梁山泊捕魚為生的同樣也隻字未見。這些學界週知的地理問題，

顯示其為不同地區的流傳事實，先為太行系統後來才為山東系統，其地域

背景雖則不同，但兩者之間相互延續的內在精神其一致處就是強調「忠」、

「義」二字：諸如「古人用智，義國安民」（智多星吳學究）、「雲長義勇，

汝其後昆」（大刀關勝）、「端能去病，國功可成」（病尉遲孫立）、「願隨忠

魂，來駕怒潮」（浪裏白條張順）、「能持義勇，自命何全」（賽關索楊雄）。

從贊語中雖未見「忠義」二字連用為複詞，卻已足以證明需安排有受招安

 
8  有關版本的問題，方便上可參考馬幼垣在《水滸論衡》（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1992）有清楚的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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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征方臘等表現忠義的情節，特別是張順一贊，表明其魂喪杭州之忠；吳

學究的「義國安民」也是奉獻國功的表現。由此可證南宋水滸好漢被忠義

化，已經賦予了天罡星等眾星下凡的任務，這是一個關鍵性的轉變，如此

才能使一群江湖好漢的聚義故事演化。而從講史性質的「志傳」過渡向「奇

傳」性質，其奇就在玄女傳下天書所宣示的天數，天罡下凡應數才使其能

力「非常化」，從江湖好漢的形象轉換為替天行道的英雄，這是在何種時代

情境

                                                          

下才能創造出來的？ 

天罡「下凡」的說話可能在南宋時期既已出現，「忠義」滅姦的聚義旨

趣也同時揭舉，如是結合之後就成為天罡下凡為顯忠義的敘述題旨，所彰

顯的地區又是在太行與山東。然則其中所透露的歷史意義為何？這又與初

期水滸故事流傳的地域有何關係？從早期何心、嚴敦易的研究既已指出：

北宋覆亡後留在北方的漢人，在金人治下出現抗金的忠義民兵，如太行山

八家軍之類； 9 後來真正廣泛運用史料進行索隱式研究的以王利器最為專

門，其考證文字仔細找出《水滸傳》中人物的姓名，細心比對史料裡同一

姓名及事跡有關者，特別是那些領導抗金的忠義人領袖，雖則並不硬套而

索隱其人其事，卻也留下了諸多聯想的空間：抗金的忠義人乃是傳述英雄

事跡的溫床。 10 孫述宇也曾在相近的認知下，比較集中考證了南宋民眾抗

金與梁山英雄報國的關聯，嘗試以之證成其基本論點：《水滸傳》是強人說

給強人聽的故事。 11 兩人的論述中也曾自覺：若是過度的比附可能會流於

索隱派易犯的附會之弊，其研究結果至今雖則仍是見仁見智，不過其明確

 
9  何心（陸衍文）：《水滸研究》（上海：古籍文學出版社，1957 年）；嚴敦易：《水

滸傳的演變》（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年）。  
10  王利器：〈《水滸》的其人其事〉，《水滸爭鳴》一、二輯（湖北：長江文藝出版

社，1982、1983），頁 1-11、頁 11-19。  
11  孫述宇：《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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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向卻多有啟發之處；如果再進一步直截表明：早期的水滸故事原

是「忠義人說給忠義人聽的故事」，就可解明為何特別要標舉「忠義水滸」

的原因。類此北方抗金義軍的全面性研究：其組成分子、活動方式與南宋

偏安政權的關係，相關的論述漸多，而真正的歷史研究則要等到黃寬重完

成其專著《南宋時代抗金的義軍》， 12 其中深刻而全面的分析實已提供了良

好解釋的歷史脈絡。如果學界多多關注這一類論著，就可展開《水滸傳》

的相

                                                          

關研究，正可以期待進一步解開為何題名「忠義」之謎！ 

有關忠義民兵與水滸忠義的關係，即是討論受招安與反招安的關鍵，

將要在析論宋江時再予詳細論述。 13 在此僅是根據南宋朝北方抗金的忠義

人事蹟，說明北宋覆亡後北方淪陷區內，潰軍、民兵及地方勢力如何據守

山水寨，在南宋游移的北伐政策與金廷（含偽齊）的異族統治下，到底如

何因應才能取得集體生存之道？其中糾結著民族意識與現實壓力，在充滿

不安而又迫切的危機感下，抗金義軍的諸多領袖就容易被傳奇化，而北宋

末葉宋江諸盜的故事既已在太行山、山東一帶廣泛流傳，至此期間就進而

被視為箭垛式人物，將忠義情懷投射其上借以顯示其忠義抗金的人物典

型。忠義民兵集體身處在時代的民族的夾縫中，就可以理解為何一再探問：

忠義人既然無辜淪落於北方，其受南宋朝廷招安抗金的「忠義」意義何在？

因而在現實既要求生存又要反壓迫的多重壓力下，乃激發其借由反覆傳述

一批身分、命運相近的太行、梁山好漢，認同其集體抗暴以行天道的故事，

或許就在這種共同的心理需求下，終於創造了玄女、天書的天數神話，完

成了罡煞之星下凡「替天行道」的英雄神話敘述，以之合理化解釋其受招

安共抗金的行動旨趣。當時廣泛流傳於北方的事跡必定比《遺事》等所載

 
12  黃寬重：《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年）。  
13  此將另文專論，在此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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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還要普遍而深入，不致於如後人考述的如是零散。在歷史上同一時期也

曾發生重要的宗教大事，就是基於同一時代危機感也曾激發了宗教家創教

救劫，其中即以王重陽所創的全真道勢力最大，當時元遺山即感慨在北方

金人治下奉道者之多佔河朔人約十之二，如此普遍則其教義、道門事跡自

是也

驅魔除祟。 17 這些凶煞星君既神亦煞、既正亦凶，確實表現了氣、星辰具

會影響同時期的北方民人與忠義民兵。 14 

從金入元、從華北而江南，漢人又再次在征服王朝的蒙元統治下，這

一時期水滸英雄故事應該也由太行、山東等北方地區逐漸擴散及於江南地

區，現存元雜劇中的六種水滸戲既其遺跡。 15 此時水滸人物如李逵、燕青

等在自道家門時既已表明其奇特身分：三十六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出身」，

從神秘數字理解三十六與七十二的天罡地煞數，就可推知從金到元在異族

的統治下，水滸好漢已完全被神聖化、神秘化。 16 這種整數、成數的罡煞

星君集體下凡，可說是道教夙來相傳謫凡神話的靈活運用，其數目既多，

較諸宋以前只見一、二位少數謫仙人的出場，卻是謫凡神話傳統的一大突

破。其主要的構想即是天上眾星成組、成數的謫降下世，此一現象因罡煞

星在道教的星辰信仰中，屬於北斗星叢辰所演出的整組神將，所謂「天罡

院三十六員猛將」者是，論者曾引《上清天樞院回車畢道正法》與《海瓊

白真人譜錄》卷二〈鶴林法譜〉，論證天罡、地煞神將可在齋醮中呼召下凡

                                                           

詳參拙撰：〈元遺山與全真教〉，《紀念元14  好問八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5  研究凡有多篇，成書的有林培志：《水滸戲》（台灣：學生書局，

16  

7；較近的綜合論著則有吳惠穎《中

17  記》的神學問題〉，《人文中國學報》第 4 期

 

（台北：文建會，1991 年），頁 41-84。  

有關水滸戲的

1971 年）。  

早期楊希枚對神秘數字的研究凡有三篇，後來收於《先秦文化史論集》（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頁 616-73

國數文化》（長沙：岳麓書社，1995）。  

張錦池：〈論《水滸傳》和《西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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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煞並存的性格，適足以隱喻軍賊、忠義人的複雜性：既正亦凶。 18 既

是一股「非常」的奇人奇力，故也需要有一種力量足以掌控，才能駕御這

般既正又凶的非常之力：因而才會安排了九天玄女指示宋江，再由宋江傳

達天意以規範群煞。在玄女神話中玄女既是下凡傳令者，同時又具有兵法、

軍事陣法指導者的身分，故為神話中典型的智慧者原型。在民間與道教神

仙譜系中早已被吸納，故而成為一位關鍵的中介者角色。而宋江既被賦予

星主的身分，就負責統整眾星下凡者接受詔安，並忠義報國替天行道，從

索隱其事的角度自是可能被視為影射岳飛、宗澤等； 19 如果不一定索隱其

人其事的話，就可廣泛視為金、元治下華北漢人及後來大江南北漢人理想

中的統領者，這是反映了漢人在時代危機中集體創造的神話，共同傳說苦

難世局中出現主持正義的血性英雄典型：忠義宋江及其統領下的一群水滸

好漢。 

在元末明初、或說今傳百回本《水滸傳》完成之前，基本上天罡、地

煞星神秘聖數的組合已經完成，宋江奉行九天玄女秘授天書的神學架構亦

已完成，足以有效統御漸次累增的眾多英雄事跡。如此才能使水滸故事從

講史的志傳性質逐漸轉型為「奇傳」類型，其人物性格也由強人、盜賊經

由忠義精神的合理化，終能成功轉型為煞星「下凡」的替天行道神話。原

本唐代傳承前此六朝的謫凡神話，只是用以隱喻具有才學非常之士，北宋

朝進而以此重新創造道教教派的祖師、聖者，至此則世俗化而用以隱喻一

                                                                                                                                           

（香港：浸會大學，1997 年）。  
18  有關神煞的正邪並存性，詳參敝人有關「出煞」的民俗學研究，〈煞與出煞──

一個宇宙觀的破壞與重建〉，《民俗系列講座》（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

分館，1993 年），頁 257-336。  
19  孫述宇即大力證成其可能性，但此說之成立仍有待更直接的證據。參前引書，

頁 93-111、211-222。  



出身與修行：忠義水滸故事的奇傳文體與謫凡敘事──《水滸傳》研究緒論 11 

  387 

批忠義武將、異才的非常人格。這種發展大勢至此一階段既已大體具備，

就只等適當時機下有能力創作文人小說的大才出場，就可在深厚的基礎上

完成一部「奇書」、「奇傳」。因此研究奇書成立之前的水滸故事，不僅可從

忠義人抗金的英勇事跡中索隱其人其事，解說歷史人物流寇宋江如何被美

化、神話化；更應關注民眾創造神話的文化資源，乃是本土的、道教的神

話所形成的神學脈絡，其宗教意識恰可提供廣土眾民進行神話思維，並接

受一個定數觀的宇宙圖式，使之相信「非常性」人物謫降凡世以行天道是

一種非常任務，可為世人解除末世苦難的劫數，這就是水滸英雄誕生的神

話，其神話思維下表現了民族共通的文化心理。 

二、奇書：《忠義水滸傳》的改造與完成 

不管真正的編書人到底是誰？確有一位傑出的明代文人編成、刊行了

《忠義水滸傳》，當時既已承續了先行材料中的「忠義」題名及其精神，但

是其後的文人在認知「忠義」的旨趣上卻出現了諸多分歧，就衍生忠義與

強盜之爭、腰斬與楔子之變，及版本學上是否征方臘、否連征遼國、田虎、

王慶等續出問題。整個改編或增出問題除了涉及通俗文化的廣大需求，是

屬於書坊射利的出版問題；關鍵所在還有其比較深刻的內在義理問題，就

是緣於有明一代所形成的時空差異，使編書人、書坊主對於謫凡神話的真

正旨趣，理解各異而形成不同的體會。在表面上看只是版本學上有關繁本

或簡本、腰斬本或全本的問題，其實全都圍繞著如何才是「忠義」的核心

問題。特別是近代學界在不同的立場下各有不同的認知，詮釋時就出現了

「水滸爭鳴」的奇特現象，在明清小說中少有如是錯綜複雜者。主要的原

因就在謫凡的敘述技巧上各有各的理解，直到近來學界意會到謫凡神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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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其關鍵的地位，唯此中頗為複雜多義，蘊含有諸多隱而未彰的宗教旨

趣，如是關注一部流傳久遠的作品，學者的不同研究心態及所得出的解讀

趣味

如此「忠義」就在彼一時、此一時

的不

                                                          

，其本身就是水滸研究史上一個有趣的課題。 

一個具有統合先行材料的大才子到底是誰？應該在何種情況下出場才

可以恰切解釋諸多複雜問題？由於文獻記載或考證材料並不足徵，今人遂

不能遽信施耐庵或羅貫中即為編書人，此類作者爭雖不致於形成如同「曹

學」之熱，卻也自成一陣施耐庵研究熱。從現存較早的百回本出現「施耐

庵的本」，因而引發今人以之為線索調查施氏家族的譜牒、墓誌等文物 20 ；

雖則只是一個學術上常見的作者考，其中卻有兩件事與作者假設的事件有

關：一是施耐庵的年代被確定為元末明初，二是其出身與張士誠在改朝換

代之際請其考慮自身的出處。如果二事屬實就可連繫上忠義人的心態及其

忠義的事跡，施氏是在時代變革中比較可能具有相近經驗者。只是目前所

知較早的版刊行年代多在明代嘉靖朝、或據殘本而可提早到正德年間，也

仍然只到明代中葉而已。 21 此時天下底定而國勢大體仍盛，這一部書也在

誨盜與否中游移不定，其原因就在於此一期間已非元末明初大痛初定的創

作情境。原本經金歷元戰亂紛紛，明初漢人正是一個記憶猶新的時代，等

到明代中葉及中葉以後時代環境又變，

同時代情境中各有不同的體會。 

到底其原初題名只作「忠義傳」或「水滸傳」，抑或全名即為「忠義水

滸（全）傳」？由於書名若是直接標舉「忠義」兩字，其意旨在不同的時

空下所理解的也就各異其趣：如是保有元末的生活經驗者，則其生存處境

比較接近金、元的忠義人、漢人，也就擅於表現忠義的旨趣；由於距離故

 
20  贊成者如王同書：《施耐庵之謎新解》（北京：中國文聯出版，1989 年）。  
21  這類版本學上的精采研究，可參馬幼垣前引《水滸論衡》的上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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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生的時代較近，就比較易於感同身受金、元治下漢人的民族情結，如

此「忠義」就能為忠義民兵所認同，將異族壓迫下的期望轉而寄託於大盜

宋江的身上，希望有如是者能夠出而聚義招安、護國衛民。這一種被改造

的神話英雄是象徵性的，並不一定符合真實性的歷史人物宋江，頗為錯綜

複雜地表現了漢人在亂世的願望。因此革命者與叛亂者、成王與敗寇都是

同一統兵的好漢，不管是農民革命抑是豪族起家，凡能夠「替天行道」者

才能「助行忠義，衛護國家」；否則征服王朝下朝代更迭之後，其真正的受

難者終究是市民、農民並及於士人，這是劫變之下歷史所面對的社會真實。

22 講述忠義水滸故事給忠義民兵或漢人聽，就是期望能激勵其集體盡「忠」

於真命天子，並能「義」結民兵漢人，共存行道衛民的信念；但是一旦距

離漢人創業之日既久，到明代中葉官僚、士人對於這類身兼強人與忠義人

者，就不解（不理解、不諒解）宋江集團的忠義何在？就連當時刊刻之序

文也需巧妙強調為政者需知以此為戒。 23 因此可以假設一種別有意趣的讀

法，就是施耐庵其人其作，乃是在兵荒馬亂之後懼其或將闕遺而幽隱寫作，

其幽憤心境不就如小說中特別安排公孫勝、魯智深或燕青等人的下場，自

願退出政治江湖而僻處荒村，決心以文自娛、抒憤，並以小說補歷史之遺

兼喻托民族大義。故斯傳之作並非傳述江湖人物的奇行故事而已，而是嚴

肅定論《水滸傳》實為末世救劫之書，在神話象徵的思維下乃具有奇特的

時代

                                                          

意義及創作情境。  

不論繁本、簡本或是全本與腰斬本，在排座次之前，其謫凡神話的架

構基本一致，特別是開篇所架構的敘述框架。由於長篇幅的章回體，長達

 
22  薩孟武曾從政治思想的觀點作過有趣的分析，詳參《水滸傳與中國社會》（台

北：三民書局，1967 年）。  
23  郭勛等在序文中所表示的即此之類，參馬蹄疾前引資料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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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回或七十回足以構成一種大敘述，到底如何開始才能籠罩全書？明代乃

至清代文人不約而同採用了謫凡神話的敘述架構，乃是奇書、奇傳文體之

所以成立的大關鍵。話本在說話藝術上所慣用的楔子、得勝頭回是可資借

鑑的經驗，金聖嘆就是如此改變試圖回復「楔子」傳統；而一般全本則是

維持原來的「引言」加「第一回」。如此的移易回數形式上雖似只涉及七十

回或百回、百二十回的整數問題（其他回數不齊者暫且不論），其實開篇構

想正是其創意所在，關繫全書的敘事結構。有關小說美學的觀念問題，現

代學者同樣需嚴肅面對這種謫凡下世的神話問題，如何展開一部大小說的

敘述，通常只將謫凡神話當作一種敘事框架而已，早期甚至將其視為神學

迷信，直至近來才比較開放地改變，承認其在宗教上的理解。 24 從敘事學

的形式結構論，只視其為敘事框架，而認為與全書的開展並非是有機體的

關係，基本上就忽略了這部說部重新開啟運用謫凡神話之機，正是再發現

其神話象徵的敘述功能，及道教在劫終之際所彰顯的行道度劫的宗教意

義。在形式上金聖嘆書前總批說是如「楔子」般，其功能在「以物出物」

地楔出天罡地煞；但是中間在敘及義理時，其高人一等的心眼，就表現在

所引的邵堯夫、陳摶詩，其評點的要旨所在即為「楔出劫運、定數」，這才

是一部大書的綱領所在。 25 所謂「劫運」者正是末世劫數之運，乃是六朝

創教期道教既已完成的神學觀念，金聖嘆高明地點出北宋徽宗朝正是典型

的朝代末，完全符合了末世世局的寫照；而「定數」者則是解說天罡地煞

之出乃上應天數，實為國人解釋天命的定數說，如此就將眾星下世理解為

應劫下凡，正是表明其為道教傳統的劫運、劫數觀。金聖嘆既已能敏銳地

                                                           
24  如浦安迪解說其為敘事框架，而張錦池前引文則關注「神學問題」，代表晚近

學術界的平實看法。  
25  金聖嘆的銳利見解頗值得發揮，可參前引書，書前的〈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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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出這層深意，卻為了受激於晚明寇賊鋒起的時局，才依託古本而忍將其

腰斬， 26 在此不得已的情況下只認定其為「奇楔」的作用而已。而今有些

研究評點的學者則在無意間接受其啟發，只將開篇的神話說是一種敘事框

架而已，如此勢不能正確認識原作的高明創意，其構想實根源於道教義理

中「劫運、定數」的文化心理，從此種文化原型理解或可體悟其中所蘊含

的深

27 同樣的歷史至此再度重演，金、元兩個征服王朝所加諸北宋、南宋的朝

沉意旨。 

作者如此地深化敘述乃足以充實先行的神話意圖，其貢獻所在實非只

是表現一個編書人的說書技術，就如同明中葉以後一般書坊主、中下層文

人的編撰作業一樣；而是一位曾身歷大時代變局的有心人，在痛定思痛後

既已飽受世局鉅變所激發，乃在沈靜之後沈思有得才能完成此一感時發憤

之作。其激憤之情促使其恍如置身於小說敘述所定格的北宋末世，出之以

形象思維思索世局為何如是混亂？江湖好漢又為何如是被逼登場？金批說

是「亂自上作」而非「亂自下作」，實為探本溯源的歷史觀察，其中所反映

的正是忠義人淪落於金、漢人淪落於元，乃是漢民族受激於共同命運有所

感發的一時激憤。因此有一位亂世才人歷劫受難而後出面，其憤然於心者

就完全灌注於道教神學的宿命論中：天數不可易、劫運不可逃，世界終需

經歷一場天地浩劫的大奇變。道教首次提出末世劫運的世界觀，乃是在魏

晉南北朝的分崩亂離之世，其中綜合了中國本土的曆法運數與印度佛教的

劫期時間，用以指陳一個朝代、一個世局的崩壞毀滅：呈現人心失序、社

會失序及宇宙失序的末世圖像。在此失序的末劫之世就需有真命天子（救

世主）降世，應劫歷難而終能創立新天新地，這是道教新出的世界救劫說。

                                                           
26  金聖嘆的腰斬問題及其緣由。可參浦安迪前引《中國敘事學》。  

詳參拙撰有關劫運說的系列研究：〈六朝道教的度脫觀：真君、種民與度世〉，

《東方宗教研究》5 期（1996 年 10 月）；〈道教劫論與當代度劫之說：一個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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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末壓力，正是道教史上第二次創教大突破的時代，全真道與真大道、太

一教就在此期間先後創教、宣化，因其同樣處於末劫之世的關鍵年代。小

說所選定的徽宗朝正是典型的末代帝王，其中何嘗不是可以理解為寓託南

宋的世局：王朝偏安而權奸秦檜之流私心誤國。所以小說中的道教色彩就

是在時空錯置中特意出現「全真先生」，如就真實歷史言，徽宗宣和年間並

不符合史實，因當時全真道尚未創立；但是就忠義人重新傳說創造水滸好

漢的時間卻契合其時代的需求，此後從金入元華北地區正是全真道由初創

而進入大盛階段。小說家言在荒唐敘述中有意或無意錯置時空，其真意所

在正是曲折反映了一時人心的動向，道教「劫為定數」的宇宙觀，將朝綱

失統、民人失序盡歸於「亂自上作」，從而引發文人強烈的天地崩壞感，因

而感時憂世接受了道教傳承的宗教智慧，據以建立天罡、地煞謫下凡間的

神話敘述，終能為這一重大的歷史事件建立一個大架構、大敘事。 

六朝之後進入唐、宋時期道教仙傳或筆記小說就一再出現謫仙人，其

數目並不多，通常以一人或一組人為主：不論其世相是常人抑或教祖，都

要安排其歷經人世的諸多苦難，因而受難與試煉常是一體的； 28 而為夫婦

情劫者則需待了盡情緣始能重返仙班， 元雜劇《金童玉女》正是典型的度

脫劇，全真道的教義經由新出的雜劇演出，不斷地在道觀、神廟的聖誕、

廟會中宣化，「神仙道化」劇中所演的正有謫凡歷劫的通俗教化。 29 由於全

                                                                                                                                           

沈清松主編：《末世與希望》（臺北市：五南出版社，1999

28  ：六朝隋唐道教文

29  意義〉，收於《文學、文

 

越廿十世紀到廿一世紀的宗教觀察〉，李豐楙、朱榮貴主編：《性別、神格與臺

灣宗教論述論文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 年），

頁 303-328；〈救劫與度劫：道教與明末民間宗教的末世性格〉，黎志添主編：《道

教與民間宗教研究論集》（香港：學峰文化出版社，1999 年），頁 40-72；〈六朝

道教的末世救劫觀〉，

年），頁 131-156。  

詳參拙撰：〈道教謫仙傳說與唐人小說〉，收於《誤入與謫降

學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96 年），頁 247-285。  

詳參拙撰：〈神化與謫凡：元代度脫劇的主題及其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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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已建立了明確的出家制，既強化了唐代道教教團的內部制度，也在佛

教的叢林制外另行建立一套道門定制。其定規立制的時期剛好反映在水滸

故事開始流行發展的初期，所以既可創造了魯智深、武松的形似佛教形象

出場終能出家了道，這種經久常見的出家行、頭陀行並不讓時人怪異；但

是鄭重敘述羅真人之度公孫勝，公孫先生又度化了樊瑞、朱武。其不能免

俗而強調法術能力的神異則近似於正一派、符籙派，卻又一再被稱為真人、

先生或直稱「全真先生」，這些名稱正是全真道定制後出家道士的尊稱；當

時北方正處於亂世，民間心目中的全真道士形象，乃根據其實際的接觸經

驗而形成良好的印象。 30 另外，由一些實際的例證也可以理解謫凡已被吸

納於全真教義中，用以強調出家道士的修道過程，即是在「出身」與「修

行」上，丘處機就曾以此勉勵道友說： 

古以天上聖賢惡行之未廣，則重下人間以償疇昔，人間濁惡難修而

功疾，天上清高易處而功緩。（《真仙直指語錄》卷上，〈寄兩州道

友書〉，17b） 

全真家親身證驗現世的苦修，身為謫凡者在人間世的歷難修行，歷煉

世間苦即為修行，在歸返正果前其歷劫難修，這又不能如禪家頓悟即可了

道，而是需得等待遍歷凡間的苦難之後才能了悟，故：「出家」實為入道之

門。這就是為何要寫公孫勝遵照羅真人的指示：一旦歷劫已畢，就要回頭

勤修；而不必如魯智深的殺債深重，需待征方臘之行後才能悟道證果。類

此謫凡的宗教說法也促使東來佛教經歷本土化的過程後，通俗化佛教也接

受人間的修行是下凡之後的心性歷煉，此為原始佛教所未曾有的，卻在度

                                                                                                                                           
化與世變》（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所，2002 年）。  

30  有關全真道與水滸故事的流傳關係，孫述宇前引文有初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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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劇形式中演出通俗的教化。 31 因此在百回本的九十回就特別安排了一個

場景，智真長老再度以智慧者原型登場指示宋江：「數載之前已知魯智深還

是個了身達命之人，只是俗緣未盡，要還殺生之債，因此教他來塵世中走

這一遭。」這句了道的話在小說後段的文本中適時出現，既是表明佛教長

老深具宗教智慧的形象，也是在小說敘述脈絡中再次點醒星主宋江。作者

有意借此種人物、情節點明其創作機杼，前後照應周到而兼綜文理與義理，

是為宗教小說在敘事藝術上的大關節所在。道、釋二教在明代對於謫凡義

理的親切解說如是趨近，宗教即小說，小說即宗教，義理與敘述已能相互

證驗：出家了道始可證悟，表明明代士人在三教合一後彼此匯通而有共通

之處。 

從南宋經元而到明代水滸故事又發生變化，原為三十六又累增七十二

而滿一○八之數，這個大數目的聖數形成及其意義，既不能如《三國演義》

的講史人物多少有所依據，而是根據先行材料已有三十六天罡數，當時民

間顯然已自成一套推衍人物故事群的敘述方式，到底還要如何加增、插增

更多的次要人物至於一定的成數，才足以襯托早出故事群中的要角？在這

種創作壓力下勢必要尋獲一個足以籠罩全局的神話架構，這些經驗需要長

期積累創造，並非一時一人即可以成就其事，從《遺事》到施耐庵（或是

某大才子）約有百餘年的醞釀期，終能借由道教神話及其義理的支持，才

能完美結構一個謫凡下世的敘事框架，既有天罡三十六也就有地煞七十二

相配。在奇書的敘事之奇中，《西遊記》也是倣此結構（在第八回），其後

《紅樓夢》也在躊躇之後又續加使用、《儒林外史》也如是沿用楔子模式，

                                                           
31  佛教度脫劇相關論述凡有多篇，較近期而完整的有李惠綿：〈論析元代佛教度

脫劇── 以佛教「度」與「解脫」概念為詮釋觀點〉，《佛教研究中心學報》第

6 期（台北：台大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2001 年），頁 27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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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鏡花緣》則是一個晚出的標準型。 32 由此可證六大或四大奇書至少有

一半以上採用了謫凡架構，如此就可證小說家建立了一個中國敘事學傳

統：一個天上謫凡下世的敘事觀點，所安排的事件起迄、人物關係及情節

發展，都是在天道、天帝的全知全能下完全掌控，其完整的結構乃照天數

依序敘述，如此眾多人物及糾結事件才能波瀾壯闊地鋪展開來，整體籠罩

在首尾完具的神話架構下。這個典型的「中國敘事學」，表現道教神話適足

以作為本土的中國的神話，自有其民族的文化風格與宗教智慧，既是敘事

文學在藝術結構上的高度成就，也是道教義理在神學上的靈活運用。《水滸

傳》首次創用長篇章回成功地處理了一群忠義好漢，這種大氣派、大格局，

其原創性產生於宋末金元到元末明初的大時代發展定型後才會陸續繼起而

出現一群金釵、一群書生、一群花仙，終而成就具有中國敘事學特色的大

結構，是為全體大用的一種民族形式。 

在敘述形式上由於類似「武十回」的十回敘述模式，浦安迪將這類回

數上的巧妙安排視為奇書文體的結構特色，這種設計既是匯集先行材料巧

用其整齊化方式；也是神話學上的一種內在結構，在宗教義理上的意義超

過形式結構。它所形成的一種內在動力，在冥冥中驅使梁山好漢聚聚散散

自有定數。其敘事結構及意義可綜括如下： 

回數  1 →  2 → 71～92 → 99 →  100 

形式  聚  →  散（散而聚） → 聚（聚而散） →  →  聚  

情節  石碑下  →  誤放（下世） → 大聚義─受招安 → 征方臘 →  功成、還班  

意旨  罡煞被禁  →  試煉（非常人）→ 積功、解罪  → 被殺罪除 →  罪解、成神  

                                                           
32  詳參拙撰，〈罪罰與解救── 謫仙神話與鏡花緣的結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 7 期（1995 年 9 月）；〈情與無情：謫凡敘述中的情意識〉，發表於「欲掩彌

彰── 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漢學研究

中心、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主辦，2001 年 8 月 20-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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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庵或某位才子顯然是一位熟稔運用謫降模式的高手，引言既已明

白揭示總綱：「三十六員天罡下臨凡世，七十二座地煞降在人間」，然後靈

活表明「天數」者乃是上天命定性的決定力量，下凡眾星不可避免地將受

此力之趨使而行動，小說敘述一再彰顯水滸世界即是由冥冥中的鉅力所決

定：命定、宿定。此中又需安排一位傳達天機天意者，這種「智慧者」原

型由九天玄女擔任，傳達天命在關鍵處推動情節發展，另外還安排預示性

的宗教角色登場，道佛各一：了悟天機的羅真人與智真長老；其透露真相

的方式凡有天書、石碣、真文大書；及適時預示人物命運的神秘指示，乃

是借由宗教人物參透天機，而出之以神秘的神啟或偈語。這種構想主要源

於道教天書的神啟：天文真書在小說中出現了石碣上所示現的雲篆秘字，

由於並非俗世文字，才需請何玄通一類道門中人譯解，所根據的是道教內

部秘傳的宗教知識才能「譯將出來」。這些神聖又神秘的道經、真書，傳達

天上的訊息故需經「譯出」：六朝道教內部早就稱為「譯出」，將天文、真

文譯為凡間可讀的文字。類此有意彰顯宇宙訊息的神聖性、神秘性，乃是

道教小說常用欲掩而彌彰的敘述手法，而與佛經之為覺者所悟的智慧之書

畔然有別。故還道村那一座適時出現的九天玄女廟，讓解救者九天玄女在

宋江遇難危急之際神異地出場，從整體回數考量此時既是標明：罡煞眾星

「回返於道」的時機將到，星主宋江適時被鄭重示知即為任務執行者；此

後只有他和吳用可以啟看天書，天書可代九天玄女在危機下指示，必要時

九天玄女才會適時現身指點迷津。這位智慧的原型女性正與《西遊記》中

觀世音同樣作為解迷性質的角色：指點迷津而無情（超越於情）於世，指

示宋江只是助他遵照天命而忠義報國。宋江在整部小說的情節發展中，不

論其義助好漢或逼上梁山，都只是承擔星主的身分而完成其天付之任，他

頗受後人爭議的先義後忠，其實只是不斷執行聚與散的任務，該聚則聚、

該散則散，聚與散實為定數，非宋江一人之力所能為。故降為凡夫宋江喜、

憂鮮明，只謫凡降生的英雄如是單純表露血性真情，象徵既範人之形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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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情緣、情債未能一時或了，只有歷經兄弟手足之情不斷試煉才能還情了

債：從有情到無情。這些正是全真道在教行上有心提煉的「修行」，而水滸

好漢逼上梁山，何嘗不是多拋家棄業歷煉道家的無情與道教的斷緣，此中

是否反應山水寨中忠義人的內心煎熬與試煉，就是賈寶玉與林黛玉彼此動

情與還情又何嘗不是如此。在小說敘述中有意讓正星使者反覆登場仗義疏

財，既出之以「義」又動之以「情」，如是情義乃天地間一種原始血性、氣

性，才能盡招「兄弟」上山；又期望兄弟受招安後，征遼（或田虎、王慶）、

征方臘，有一朝得享俗世的榮華富貴，既出之以「忠」再動之以「情」。如

此一聚一散反反覆覆，其意義就在罡煞魔星，借此解除、淨化煞氣殺債，

而俗世結契兄弟關係的豪情、真情，歡聚與淚別一次次地如是重覆演出，

直待煞星會聚後再次凋落散盡，如是情苦情絕，故事終了塵世情債才能了

盡，這樣敘寫兄弟結契之情，只有山水寨中的忠義人才能體會真切；也只

有成神證果而得享血食，才差堪慰安北方淪陷之忠義人至死不悟的愚忠真

情。小說敘述的精采處就在如何夸寫人心激動的義與忠，近代論者精彩指

出：從驚天動地到寂天寞地 33 ，其聚散之道的大氣勢、大氣魄除了是一種

哲理的闡述、詩意的蘊蓄；從宗教義理言，則是表現魔星下凡試煉後終能

成人而成神，成就其天生的一種生命境界。宗教神學的要義多超越義、倫

理義，而經由小說敘述人物實踐出來，則是蓬勃生氣而有血有肉，這是文

學詮釋宗教自有其真實的生命終極之道。 

原本江湖小說所講的意氣、血性，在何種時代情境下會被如此改造？

這就是金、元治下的好漢：民兵、忠義人借此凝聚道德理想，「忠義」二字

                                                           
33  牟宗三：〈水滸世界〉，《生命的學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 228；

其後續加發揮頗為精采者如張淑香：〈從驚天動地到寂天寞地── 水滸全傳結局

之詮釋〉，《中外文學》12:11；傅正玲：〈從水滸傳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探

究兩種悲劇類型〉，《漢學研究》18:1（2000 年 6 月），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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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之以擬兄弟關係，共同建立江湖道上生存的契約，小說人物實踐忠、

義的道德典型，目的正在建立共同抗金或抗元的一種內在力量。這種結盟

的約誓在小說敘述中一再被儀式化：在梁山這一聖地下人神共鑒：不求同

年同月同日生而求同死，這是血盟！只有生存在環境充滿了危機感的淪陷

區內，忠義人才急需共同創造一部抗金神話的基本教材。通俗而生動的道

教神話足以取得一種文化認同，如是一干兄弟對於星主、盟主的絕對「忠

義」，正是解決共同危機的唯一保證與支持力量。只有處於這種力求生存的

鉅大壓力下，才能將江湖道德與好漢義氣如是完美結合為一，從流寇宋江

轉變為神話英雄宋江，抗金的忠義民兵在聚義盡忠之際，顯然需要一種維

繫基要主義式的力量，這就只有賴於神話象徵的合理化，神話被崇拜的神

一般的英雄典型，才足以支持血盟儀式的象徵，血性的漢子間構成一股如

同宗教中基要派的革命狂熱，英雄神話正是由神所證盟、所凝聚的內在動

力。水滸故事在忠義人間通俗地開講，就如一部宗教聖典；其後又在中下

層社會反覆講說，就如同反覆搬演英雄受難劇一樣，至此神話與儀式已合

為一體。忠義人，乃是圍繞在神話巨人下的子民，完全承納接受了神話的

精神教育。如果孫述宇的大膽假設為真，就可進而推衍另一層歷史真相：

強人、忠義人說給強人、忠義人聽的故事，正是水滸故事原初創造的精神

義諦。然則宋江的形象如是神聖又神秘，一般政治解讀下的評論之所以讀

出世俗化的宋江，實是脫離了創造宋江的時代氛圍，而有意改造為另一種

政治隱喻；至於接受反諷讀法的現代文學評論，則應考慮是在明代文人的

筆下已被改造過，又加上評論學的理論引導，才被如此「世俗化」。 34 這些

都是仁智互見的評價問題，文本解讀本來就是一種相對主觀的心靈經驗，

                                                           
34  早期《水滸爭衡》中反覆批判宋江的路線，是特殊時局下的政治讀法；而反諷

讀法如浦安迪、馬幼垣前引書所論，則可代表今人的一種文學批評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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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讀、如是解，是否誤讀或過度解讀，乃是文學詮釋上一個難解的複雜

問題。若能將文本置於歷史脈絡、文化脈絡中，則可較公平地理解道教的

神話思維、宗教思維，總是在神話象徵下求索一種深沉的文化意義，而並

不認為只是一種敘事上的反諷技巧而已。在這種理解下相信高明如施耐庵

的一類文人，在元末動盪時局下確能親切體證；至其創造的成敗端在是否

忠於忠義人的口述，及精要掌握其集體創造的原始意圖，在歷史上凡遭逢

末劫之世，起義者為了神聖化其革命行動（包括聚義、招安），亟需創造神

話合理化其行為，這種反亂與革命的神秘性神話為一種宗教意識在一個民

族的文化心理中長期積澱、提煉，其滲透也深、影響也廣，雖則百姓日用

而不自知，卻在成功地創造轉化之後。確實具有支撐一部大敘事、大格局

的內在、潛在力道。 

一部敘事豐富多樣如《水滸傳》的小說到底應如何解讀？可以考驗一

個優秀讀者的洞燭力所在；而嘗試重建原書創作的社會文化情境，也是驗

證評家閱讀之心是否開放的試金石。若只將《水滸傳》作為美學信條或政

治教條的註腳，同樣是閱讀、詮釋上的一種缺憾，實是不易取得解開之鑰

而開啟進入水滸世界之門：活生生一個既神聖又神秘的神話世界。在多元

而開放的文學詮釋下，不同的解讀策略難免各有得失，從道教謫凡神話下

手解讀固然也只是讀法之一，但是這是一個有待開拓的宗教神話讀法，從

水滸故事不斷地被文人改造（改編創造），不管百回本、百二十回等繁簡本

相繼而起，其基本的神話結構卻並未有大改變。由此可見編書人一直有一

個共同的理解，就是謫降下凡的神話模式才足以解釋水滸英雄的聚與散，

從忠義人到江湖人共同傳承一種集體生存下深沉的情緒，中下等文人比較

能感同身受，而讀者不論士庶也喜聞樂見神話人物陸續登場，只是道教作

為本土文化，通常不易被明確察覺；但民間夙來相傳的信仰相信：被謫的

魔星歷經凡間試煉終於債了罪解，其度脫神化經徽宗之夢、之封而終有大

成就。儒家《禮記》、祭法的祀典之法正是封神的準據，朝封成神之後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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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等一干好漢，在帝制中國正是以宗教意識及其制度圓滿解決了冤死忠

魂的唯一方式。 35 故其為奇書者，乃融合敘述之奇與義理之奇於一體，只

有結構如此完美才能使其作品卓絕特出，然則宗教神話的內在支持之力委

實不可忽視。中國長篇小說之擅用神話象徵者首得此一部，乃能建立英雄

好漢小說的典範之作，其才氣與識見超越前後之人，就可知文學英雄也要

時勢造就實具一顛撲不破的道理。  

三、奇傳：從「出身與修行」新解志傳體 

若是水滸故事真的開啟了長篇說部的謫凡模式，其創作才華所展現的

吸引力，早在明代中葉以後讀者市場既已明顯反映。它影響當時的小說界

所產生的流行現象，並非僅是市場牟利的商業動機而已，如果書坊主有意

射利而讀者卻不能接受，就不致於能持續編出諸多簡本、仿作等。從書坊

主與編書人銳利的眼光理解，如余象斗一類書坊主及編書人鄧志謨、羅懋

登、楊爾曾以至汪象旭等，足可排出一列名單，括盡明清兩代「神魔小說」

的編撰群。一般多將其溯源於《西遊記》，從魯迅提出了「神魔」小說之目

後，大多數小說史家也多襲用同一名目。只是關注神魔對抗的情節結構，

就比較偏於「修行」的部分，而較少注意主人翁的「出身」。從「奇傳文體」

的結構角度理解，實可將《水滸傳》視為先聲，只要重新理解明代中葉以

後編書人流行一時的風尚，就是競相揭舉「出身」或「修行」作為志傳的

                                                           
35  詳參拙撰，〈從成人之道到成神之道：一個台灣民間信仰的結構性思考〉，《東

方宗教》新 4 期（199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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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以後證前就可理解其在無意中創新了一種「奇傳文體」，這是小說競

比才華的競賽中表現其特識所在。  

馮夢龍之外余象斗是倡導通俗文化的重要人物，曾親身參與刊行《水

滸傳》評林本，又刊行了諸多自編如《南遊記》、《北遊記傳》、或他編如鄧

志謨所編《咒棗記》作，在題名上就是有意突顯其奇傳體：如《五顯靈官

大帝華光天王傳》或《北方真武祖師玄天上帝出身志傳》；朱鼎臣所撰的題

名《南海觀世音出身修行傳》更是兼綜「出身」與「修行」於一書。這些

小說的主人翁為道、佛及民間所崇祀諸神，特別標明其出身來歷與修行得

道，可以印證其作為宗教小說的文學特質。 36 這一波編撰熱潮在這段時期

一時興起，顯示編書人確能關注民間社會的信仰風氣，才會選擇宗教人物

作為傳主闡明宗教傳記體的聖傳特質。值得注意的是作品架構大多靈活運

用了謫凡、下凡神話，結構核心先聚焦於主人翁的「出身」，再展開一生的

「修行」，其在小說史、在通俗文化史上主要的意義就是創造了一種宗教性

的奇傳文體。 

中國敘事學是否只有「文人小說」的觀念，從晚明小說配合社會上的

通俗文化，與通俗信仰、通俗類書等通俗知識相應，就可理解當時中下層

文人為何編寫大量的通俗讀物。四大奇書曾被通俗化處理為簡本與評點，

余象斗將《水滸傳》編為評林本、 37 金聖嘆則將其視為第五才子書進行評

點細讀，都可引領一般讀者方便接受文學的普及教育。奇傳文體既與通俗

信仰結合，小說結構也就刻意採用了謫凡、下凡神話，主人翁其為一人或

少數人物者，只要採用中等篇幅就足可敷衍受難與試煉情節；若是需要處

                                                           
36  詳參拙撰，〈出身與修行：明末清初「小說之教」的非常性格〉，中研院中國文

哲所「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研討會，2002 年 10 月 22-24 日。 
37  有關簡本問題的研究，參前引馬幼垣的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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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眾多的水滸好漢或複雜如西遊五聖，就需要在一個謫凡的神話架構下，

才能細敍其奇特的「出身」與繁複的「修行」過程，如是展開其漫長的時

間歷程與多變的空間歷險，勢需採取足夠的篇幅、佈局始克完成其故事情

節，長篇章回體採用宗教人物為主角，反覆使用「出身」或「修行」的題

名，從而形成一種敘述模式，就可知一種「奇傳文體」已被創造出來。若

要回溯其源頭就可新解《忠義水滸傳》，其謫凡敘述中粱山好漢的傳記如何

「奇」，到底如何蘊含豐富而通俗的宗教意識。  

從奇傳文體理解編撰者為何起筆就要先交代好漢的「出身」，實因古來

星辰降生的異生譚又被結合於道教版本的謫凡說。先行材料已出現的玄

女、天書、宋江及其統領下的好漢，進一步神化為眾星下凡，如此強調其

奇特的「出身」，使梁山兄弟具有超乎常人的能力、性格，在神話象徵上獲

致合理化的解釋，在傳說中既為「常」人所欠缺，就可集體表現其願望中

的「非常」、特異典型。這種文化心理早在晉人干寶的論理中就已成型，他

提出一種「怪異、非常」的觀點，其「神化篇」即用以指稱一批神異性、

超常性的神仙。 38 所以「非常」的諸多意涵之一即是超常、非常人也，其

能力、其生平遭遇乃至結局都超乎平常人、尋常人生。如此「謫仙人」即

為一種非常人美稱，其為謫降自仙界、彼界者，並非只是尋常人的奮鬥出

身而已。 39 歷史敘述下的流寇宋江，如何經由忠義人、華北漢人創造神話，

目前尚缺乏直接的史料，但其人其事逐漸被夸飾、神化，最終成為一群非

常人物的原型。其謫凡化先是天罡星、又增地煞星，其奇傳文體的雛形採

用了非凡的魔星「出身」，接下才能十回或一組組地敷衍鋪述其神異的能

                                                           
38  詳參拙撰，〈正常與非常：生產、變化說的結構性意義── 試論干寶《搜神記》

的變化思想〉，《第二屆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

津出版社，1993），頁 75-141。  
39  詳參拙撰前引文〈道教謫仙傳說與唐人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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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奇特的意志；其所敷衍的事跡在特殊的奇遇中事上魔練，此即英雄的

受難或試煉。其崇高的目的就是執行冥冥中的天意，完成一位傳達天命者

所囑託的使命，其艱辛實非常人所能為，終其命運雖早經示知而不能避，

如此終能完成神話英雄的神聖任務。在集結定型時施耐庵開宗明義就敘明

其為應劫應數的謫凡者被收禁、鎖鎮於石碣下的緣由。在民眾的宗教意識

中，神話是較諸歷史更為真實的，作為一種解釋天理的方式，水滸好漢的

血性氣質「出身」於天上魔星，因煞氣、「黑氣」未除而未得正果，敍其奇

特的「出身」就在預示其先天上帶有絕對的破壞力，隱喻其為帶罪、帶煞

之身，才重下凡間歷刼還債，這是宗教意義上的「修行」。  

由於魔星出身的性格本就不同，紛紛降生人間的家世也就各異，專家

既已細細統計其身分遍及各階層：上自皇族（柴進）、豪富（盧俊義）、中

及諸多中下級文武官僚，下則散處於百技術數，故水滸人物並非全為「農

民」。 40 其階級標籤問題學界在農民與市民間曾進行論辯， 41 若客觀地分析

其階級身分，應是如實反映了華北淪陷區抗金的忠義人，確實也有皇裔、

土豪；又以潰軍統領為主，而統領下則平民、兵丁為多。 42 在創造謫凡神

話的動力下，領導抗金的好漢印象逐漸浮貼於歷史宋江及其手下，原本慓

悍面目的寇酋巧妙轉化於魔星之上，凶煞眾星象徵其所殘存的流寇、強人

本質。道教及民間信仰中的煞星本就神煞並存，故適合凸顯其非常的能力、

非常的性情及非常的行動。學界早就注意再度集結成書之前，說話或雜劇

                                                           
40  何心在《水滸研究》早已作過初步的統計，其後如張國光等提出「為市民寫心」

者亦持此一論點。  
41  早期持「農民」說者較普遍，而持市民說的近來則有張國光：《《水滸》與金聖

嘆研究》（河南：中州書畫社，1981 年）；歐陽建、蕭相愷，《水滸新議》（四川：

重慶出版社，1983 年）。  
42  詳參黃寬重前引書中，對忠義民兵來源曾作精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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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要角如李逵、燕青等腳色，藉由夸張的講說、演出動作聳動眾人處者，

正是以表演藝術演出罡煞星辰的出身形象，在戲臺上演活非常人的能力與

性格；在說話藝術中，林沖、魯智深、武松等在「╳十回」之類敷衍下，

集中夸張表現其超卓的武功與驚人怪異的殺氣。今人之所以不解（了解、

諒解）其復仇、嗜血的殺人行動，其實編撰人在小說文脈中早已預為表明：

凡煞星出身者自會擁有超乎常人的殺性、殺障。承自民間的這些神秘性說

解，乃是神話象徵下所形塑的血性漢子，神話文化賦予自身具足的圓滿意

義。 

文評家在現代情境裡，對於整部作品所瀰漫的殺氣印象特深：在排座

次之前各種嗜殺嗜血的場景反覆出現：有個別恩怨的殺，如：林沖、魯智

深、武松都有「報仇」之殺、或因「報恩」、復仇而殺；也有集團的殺，如：

出軍青州、江州或祝家莊、曾頭市乃至京城大名府，大量劫殺的理由今人

已嘗試提出諸多合理的解釋：諸如曾頭市隱喻金人村莊、 43 祝家莊妨礙梁

山好漢出軍的地理空間、 44 或是基於強烈復仇的報意識； 45 諸如此類還應

包括所謂「農民革命」的破壞行動下的殺，說法分別在文本及其歷史脈絡

中可獲致理解。如從編撰者的創作構想、從文本內在義理理解，就可發現

這是一部以「殺」為中心主題展開的敘述：如命名李逵是天殺星、智真長

老明示魯智深犯了殺債，以此類推所有登場者均嗜殺人。在敘述上這是完

全契合其煞星的神煞性格，以殺止殺乃是以殺人還殺債、去殺性、除煞氣。

所以非常的武勇與非常的性情合為一體，整體的形象、動作明確地表明，

少有例外者，緣於煞星被禁鎖於魔王殿之下為因，誤放之後遇殺則殺是果。

                                                           
43  孫述宇前引書，頁 155-162。  
44  馬幼垣，〈水滸戰爭場面的類別和內涵〉，前引書，頁 257-268。  
45  馬幼垣，〈梁山復仇觀念辨〉，前引書頁 269-274；商偉：〈水滸傳英雄觀念平議

── 兼評浦安迪教授《四大奇書》〉，《九州學刊》4:1（1991 年 4 月），頁 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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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說作者動輒說這是天數說話，實是契合通俗文化中臨場反應的大眾心

理，今之讀者由於閱讀上的時空差異，大多忽略這一關鍵。道家哲學本就

有「天地不仁」的無私、無情思維，道教神學中更強調救劫、化劫的天地

劫殺之論，就可發現代天行殺自有其宗教上的義理：當天地運會、運數適

逢末劫，不管是：小劫、中劫或大劫，勢必際會一場場劫殺，殺或煞在本

質上是無情的，在天地行殺之理中卻也無可逃避。所以罡煞臨凡的奇特任

務只是執行天地的「殺劫」而已，好漢的行動常身不由己，由一般不可遏

抑的原始氣性血性所趨使，非由一己的意志而只為冥冥中的鉅力所決定，

需直待殺氣殺債解除或自身也被殺方才罷休。道家的無情說哲學被通俗

化，進而結合了道教行動歷劫之說，則好漢以殺試煉心性，如魯智深、武

松久歷殺劫的修行，實與尋常的凶案、冤情之殺有所異趣。 46 

排座次以前如此以殺修行（當然也有安道全醫者的例外之例），之後的

兩贏童貫、三敗高俅則是聚義組織反抗官軍的殺，星主宋江雖則一再想要

節制其殺，但是在現實上吳用既出身智多星，其智慧了然明白不大殺則無

以止殺，這是小說所反應的深層義理。金聖嘆則因身處於明季危疑的時代

處境下，實雅不願見大盜之殺官軍而招安受爵，才會特意設下盧俊義的驚

夢，質疑梁山好漢不在夢中被殺何以「天下太平」。歷來解釋金聖嘆何以腰

斬？腰斬本何以風行有清一代者多矣：或出於政治立場而曲解、或據於藝

術美學作詮釋，其所見各異者，文繁不及備載 47 。但是有一個關鍵問題勢

須面對的，就是在文脈、結構上梁山好漢果真如此下場？排座次之前、之

後的殺，不管是血性表現、義氣履行或是凶暴本質，如是發洩殺氣到底是

                                                           
46  有關道家的無情觀，有太田悌藏曾廣泛論及莊子的無情，《東洋思想における

孤獨と無情》（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0），頁 82-111。  
47  有關腰斬本問題，如前引張國光、歐陽建、蕭相愷均有討論。  



30 第四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公平抑不公平？金聖嘆生當明之季世、末世，而親聞流寇、盜賊（或農民

革命）之紛紛而起，其狠心腰斬水滸者實有不得已的時代情境，這是當時

激憤下的個人理解。如果不計諸般不同的說解，只單純細究謫凡者的「出

身」，就需要以殺去煞磨練心性，從謫凡下世的「修行」歷程觀察，如此腰

斬即告中止，則罪謫者修行未竟亦告中斷，實不符小說敘述之理與義理之

理。作者原本深諳道教神學中罪謫說之精微義蘊，因為謫凡者若未先完成

罪罰解除的救贖之行，就需要再度謫降下世才能續修完竟。這種度劫、試

煉其真性的救贖義理，被明確表現於謫凡乃是基本結構。但腰斬本竟然不

顧而匆促結局，實不盡能體會原初的創意。其能流行一代者，除了評點學

上的藝術價值外，實不符謫凡神話的內在義理與全書架構。然則原本及後

出諸多插增本所維護的原作旨趣，如何在排座位以後持續舖展以補完好漢

在殺債上的「修行」？  

從散到聚的情節模式言，其敘述多出之以模式化語句，挑明天罡、地

煞之數「合當聚會」，這種神學義理合理化逼上梁山的行動，又說解其如何

經由一次次的殺而先期修行。因此大聚義的「聚」可理解為煞星、煞氣的

大聚，聚齊之後組織，其煞氣之勢大盛乃足以煞遏止官軍，所煞的童貫與

高俅正是皇權的中央象徵：這一朝中所潛伏的邪惡、邪氣之象，勢需由邊

緣顛覆中央，故以大煞對剋大惡，達到以殺止殺、以煞剋煞的真正效果，

故集體之殺又可理解為眾好漢去除殺債的一種集體「修行」。有一個引起農

民革命論者咸感興趣的，就是小說老是借由宋江身旁的李逵高喊：殺去東

京奪得鳥位，而宋江又老是適時制止這股大殺、顛覆天地的大殺氣。歷來

順著金聖嘆的評語而說這種寫法有意「反諷」宋江或批鬥宋江，並讚揚李

逵才是農民革命的典型。其實宋江既被安排作為星主，果真如此不堪?!君

不見西遊故事中三藏也老是禁咒孫悟空好殺妖魔之性，同樣也被現代文評

家批判諸多不是。其實兩部書的創作旨意在作者心中自有一把尺，是奉天

承命的天尺，如此宋江和三藏所象徵的意義，乃是一貫執行上天所付托的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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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使命，自需自始至終堅持天道秩序的維持，這是小說之教中所堅持的

天理。實不應渾然忘卻施耐庵、羅貫中或吳承恩等是生活在帝制王朝的時

代下，是時謫凡神話的傳統又盛，才使他們理所當然如此安排。創造小說

宋江與三藏的士人深知：在大劫數中固然該以殺止殺，但終究不該以殺顛

覆終極天道，兩部書都不約而同地強調：「天」是最終的審判者、裁決者，

天帝、玉皇上帝，乃是天上、人間秩序的象徵，故寫宋江、三藏只是依天

書、天令執行任務而已，實無關其昏庸與否。就如六的道經《女青鬼律》

或《洞淵神咒經》所述，宇宙間神與魔共存，若逢劫期魔王「行瘟」殺人

只是「執行」劫殺之令；但是一旦過度殺絕則又違犯天律，神王就嚴威地

禁制其過分之行。後來衍為正邪對立的思維，邪不勝正，邪道雖勝於一時，

而正道終將維護天地的大秩序。 48 在宗教小說具現天道、人道自有其永恆

運行之理，施、吳一類士人既能深悟其理，也能實踐於小說創造中安排情

節、人物顯得當行本色，處今之世實應深入體會文本中自有隱微的奧義？ 

                                                          

由散而「聚」只是推進前半的大聚義的情節，好漢一貫的劫殺契合情

節發展的大方向，甚至聚義招安以前眾好漢仍是迫不得已而殺；而不殺或

不直接殺如宋江與吳用者，則是讀書人的「秀才」典型：不能造反而可助

創業。薩孟武曾從政治心理深刻地分析，秀才性格本質上既不敢又不想造

反； 49 然則逼不得已而反，卻又期望招安，這又有何解？表面上是為了建

功立業、光宗耀祖，而實質上則是忠義護國、積功累德，如是從政治觀點

可以理解小說反映了文人潛在的內心願望。而從謫凡神話卻可解說為人間

的修行，招安以前如是修行尚屬消極而被動；而招安後受命出征是進行大

 
48  詳參拙撰：〈道藏所收早期道書的瘟疫觀── 以《女青鬼律》及《洞淵神咒經》

系為主〉，《中國文哲集刊》3 期（1993 年 3 月），頁 417-454。  
49  薩孟武：〈吳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前引書，頁 14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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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大義之殺，才是在殺與被殺中積極了悟「殺」的真諦，這種神話思維自

是受激於一時的時代情境，忠義人所盤據的山水寨就如梁山水滸，化外之

地為南宋政權所棄，是為棄地，化外之民為高宋等所棄，視為天地之棄民；

彼等既陷身於北方，卻又自願區隔於金廷、劉豫王朝。如是一批非常人統

轄非常空間，傳述水滸故事不正是一種折射的反映：法外、王法之外外忠

義人的江湖心情，期望走下、走出山水寨外是一片朗朗乾坤，他們深知趙

家名義下統轄的王法之地，受招安之後就需按照「常道」、遵行「常理」，

如此不法之殺與不殺之法間的衝突就形成戲劇性，因此宋江其實只是象徵

其執行代天行道之任，才能完成亂世末劫中「護國安民」的大秩序。人間

修行就要積極地累功積德，「如何累積而功德為何」，正是忠義人、異族治

下漢人關心的所在，《遺事》中只簡單一語結以征方臘，卻未詳記太多下場，

如此就留下空間足資發揮；而現行明人諸本（全本）以方臘之行了結好漢

性命，卻逐回算計被殺的人名與數目，這是小說敘述的收煞之法，卻也是

眾煞了殺的結局；故事的最後僅存孑遺零落還朝，又經歷一場小型的眾而

又散後，結局雖是寂天莫地，實是人間「修行」的完成。小說文本在大寂

滅大隱喻中暗示如何正確理解殺的真諦：殺人者恆被殺，一也；以殺終結

謫凡者實為兵解，二也；被殺也就表明功果完滿，三也，整個宗教義理的

焦點全在罪與解罪，正是宗教神學上所關懷的救贖問題。  

小說一開始就已表明：上界魔星是上應天數而帶罪下凡，被鎖因罪、

被放因要解罪；殺人是解罪、被殺自是罪解。小說巧安排的主題意識所在，

牟宗三先生曾從哲理悟解其為原始氣性的充沛與從容，從驚天動地到寂天

寞地，確是足以啟發後人的精彩讀法。 50 如果從「修行」觀點則可另得一

確解，就是眾多魔君一路、一場場殺來，至此謫譴將終而煞氣漸消、殺債

                                                           
50  參前引牟宗三及張淑香、傅正玲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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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了，方臘之征既已透過智真長老預示：如何而可一了殺債、截斷殺「機」，

這機、這幾即是天道、天數的幾微天意透過修行人預示。小說所安排的情

節技巧是逐次預示：先是安排羅真人登場，洞燭先機引退公孫勝；然後由

智真長老對魯智深、也對宋江說偈，偈語中透露幾微的天機；此外就是先

於道、佛早已存在的隱逸傳統，特別安排了尋常百姓出場：太湖榆柳莊的

漁家兄弟，以江湖身告知江湖裡功成身退方可長保福壽的隱修之理，這種

修行之道，何嘗不是施耐庵一類劫後文人的夫子自道，如實反映明帝治下

如何才能明哲保身。所以九十回後最末十回，常在回末關鍵處明列一排被

殺者的死亡名單，其用意表面上固然是方便讀者的計算散局，往深處看何

嘗不是明白交代眾好漢凋落殆盡，彰顯上天法眼下謫凡煞星的生命終結之

道，就是煞星集體地非常下世，也連串一一了結其「非常」死亡。英雄之

死從道教的尸解度世之道言，戰場上肢解的凶死是兵解，如郭璞被視為兵

解典型，也是祀法朝封傳統下，「功烈」神明的成人而成神之道：凡不屈戰

死的「忠魂」，殺氣、靈氣中仍含一分冤氣與怨氣常存，在死後就會靈顯，

示現其不可思議的力量，故儒家官僚體制常以《禮記‧祭法》的祀典原則

正式封神，使之常受崇祀而得血食；而道教則就其真靈位業列諸圖譜之上，

其死亡愈非正常如「以死勤事」、「以勞定國」，則死後受封之後靈力愈高，

則所靈顯的神威也愈加顯赫。 51 小說老早就安排技藝者如醫生安道全等被

詔還朝，為非屬殺氣特重之星理應不必橫死沙場；而共赴沙場者則善戰者

死，其為非自然、非正常的凶死則一，所擁有的「非常」能力愈高則愈死

得悲壯。道教的尸解法特列兵解、刀解，然則安排罡、煞諸魔死於所該死，

時、地俱宜：或英勇肢解而戰死、或圓寂而告終。如是雖非道書所載「敗

軍死將」，依草附木，卻也身軀難全，魂斷他鄉，壯烈如是乃神話英雄的告

                                                           
51  詳參前引拙撰，〈從成人之道到成神之道：一個台灣民間信仰的結構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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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儀式：死得其所、求仁得仁。最後雖則一國之主表彰宋江代表「凡人正

直者必然為神」，徽宗驚夢後才警覺忠義之消亡即國魂之滅絕，故彌補以敕

封而列於祀典，正祀、正祠下的都（官）土地，神職不高而只能一了梁山

土地之夢；其餘「歿于王事諸多將佐」亦如祀典所言「有功烈於民」，而得

於靖忠廟中裝塑神像，從被禁錮地洞而能明祀於宮廟，也可差堪自解為修

得果位。只是在感覺上，一場征伐之功只能就少數，如是淒涼結局難免會

興起「寂天寞地」之感、或誠如佛法所說是「空」的悟解；如是感性、悟

性的讀法外，若從道教神學的劫數與度世觀照，煞星的救贖其罪以殺終結，

正是得一大解化，如是罪謫完滿終得罪解，而修成正果即是圓滿自在。宗

教的解讀或可通貫全文，出身修行從道教的解罪理解，則如此結局才是罡

煞之星、之氣全然淨化，眾星成神重返上界，才真正完成了回歸圓道的「大

聚」。 

從「修行」的觀點也可以理解後出插增的征遼或連征田虎與王慶，說

是為了完成解除四寇的文理也罷、是書商為了廣告插增以牟利也罷，在情

節發展上都只是「聚」的變通延長而已，並無關乎敘事之局，而只是大聚

義、受招安之後兄弟合聚的溫暖之情，插增本必得遵守「一個也不能少」

的安排自是不得已，故可以是版本學上被用以力證其晚出之鐵證，卻也可

以算是在兵解罪解之前一連多次累積護國之功。本來好漢是以殺示現煞

氣，如此插增則以殺積功累德，在義理上並不至於違離謫凡神話及宗教倫

理的法則。因為罪謫「出身」是奇、殺人還債是奇、被殺解化亦是奇，如

是「修行」功成乃是大奇。只有在謫凡的神話思維下才能提供「奇傳文體」

的具足條件，其尾聲中結以宋江被封為梁山都土地，諸將佐亦得朝封成神，

如此敘述實已先行具現了後出出身修行傳的聖傳格式。從宋江星主之萃

死、之成神，概知眾星君之得列祠廟千秋血食，故事的終結差堪為「寂天

寞地」的大絕滅，以宗教超越冤、怨、仇、恨而闡明其理，轉覺人生終將

一死，如是一切圓滿而得大解脫、大自在，「終得正果」正是宗教文學中力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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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敘述宗教人之追求終極圓滿，聖、俗二界所理想的大成就，儒家理想的

是現世的三不朽，俗世願望的則是現世報而得享榮華富貴；而水滸故事所

隱微深藏的則是道家義理、道教神學，強調「修行」功成之日，乃是此界

（人世、凡間）有限生命解罪救贖的終結。而他界（神界、仙界）永恆的

生命則自此無限地展開。小說作者依據民間信俗而安排如是心性的完成淨

化，即是種靈世界裡生命永享千秋血食，以此印證魔星、魔君終極之我已

然魔除煞盡，這種寫法與讀法乃基於民族文化心理，彰顯道教之為民族宗

教，才以修行正果作為水滸好漢的結局，在蒼涼、寂寞之中，仍不脫「大

圓滿」正是中國敘事學常用的模式，以之彌補人間現世的一大缺憾： 52 魯

智深偶聽潮信而圓寂，宋江、李逵則服帝王所賜、奸臣所下毒藥酒而解化，

其終結之法雖異而證果則一，圓滿之中又不圓滿，既濟之後又是未濟，此

中或有微意在焉。水滸故事如是開啟的並不只是英雄小說、俠義小說而已，

反而大開神魔小說的出身修行傳系列，其傳記文體靈活運用了謫凡神話與

天書神話模式，其英雄性格因其神異出身而帶有非常性，這些都是早開奇

傳文學的先聲；而在敘述主題上著重演出試煉與受難；也是率先曲盡宗教

小說的解罪，是人性內在的救贖，經由劇烈的心性修行而自我淨化。其長

篇所開展的敘述波瀾就在神性與魔性的交戰，逐漸完成塑造神性之我的神

格，故其寫作形式雖非宗教傳記，卻比仙傳更能生動模擬人物聖化的格式，

這種宗教文學本質上，即是「文學作為宗教」的解讀 53 ，足以作為「奇傳

文體」的有力先聲。 

                                                           
52  這一類文化心理較近的可參程麻，《中國心理偏失：圓滿崇拜》（北京：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 64-74。  
53  在研討會上李達三教授的專題演講，所提出的精采論點為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Religion in Literature, Religion as Literature，也其實就此可理解為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Literature in Religion, Literature as Religion，在此即採取

了近於第三種的解讀方式，特此註明以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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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誨盜與禁書：非日常性閱讀的吊詭 

類似《水滸傳》這類小說的文學性質，從明代正德到嘉靖出現刊刻本

時，尚需要借助郭勛（1475-1542）的特殊地位作序，肯定其在通俗文學上

所具有的教化價值。而金聖嘆既能真正認識通俗小說的藝術價值，卻又對

於這部「誨盜」之作的首領宋江強烈批評，有意改易其文字並腰斬受招安

之後的結局部份。腰斬本雖是清代尚能容忍的一部，卻也曾在多次的禁書

之議中名列榜首，清廷甚至禁止將其譯為自家的滿文；而儒家士人如錢大

昕在《潛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批評：「小說專導人以惡，姦邪淫盜之

事，儒釋道書所不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樂道，以殺人為好漢，

以漁色為風流，喪心病狂，無所忌憚。」所指斥的「以殺人為好漢」的盜

書，自是隱指《水滸傳》之流，其批評自是基於教化與道德顧慮；
54

然則

為何在帝制時代裡朝廷與儒士如此嚴厲的禁制下，却還是被大多數士庶所

接受、傳播？ 

如果從《豆棚閒話》與《聊齋誌異》兩部書的書名理解，這類通俗讀

物本就是閒暇、聊天之際所說的「話」，也就是具有休閒性、娛樂性的特質，

只是如同一種遊戲活動而已。縱使「強人說給強人聽的故事」這個假設不

一定成立，也勢必承認閱聽說話與觀賞戲劇本乃是遊戲之樂，是日常生活

餘暇的賞閱活動，故具有非日常性時間餘暇的生活趣味。如果小說一定要

與高頭講章相比，確乎只是雕蟲小技、小道而已，縱使文人作者於小說敘

述之中寓有激憤之言，也仍是一種講古說故而非經史大論，正因如此反而

需要講究文學、特別是通俗文學的趣味性。從休閒社會學理解水滸故事與

                                                           
54  詳參前引拙撰，〈出身與修行：明末清初「小說之教」的非常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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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說話的關係，就可知「林十回」、「魯十回」、「武十回」會一再被反覆

講說，就在這些可獨立的說話中其角色、事件足以吸引人，其旨趣不必如

詩、小品之著重個人品味，也不必如李漁籌組戲班而大費周章；反而可以

閉門寫作或公開講古，著重其講說的趣味性，當下熱烈反映的臨場感。這

種「工作時間之外」所有的非日常性、休閒性，實已決定了小說作為閒書

的文學性質，《水滸傳》之能成為俠義小說之白眉者，正在於享受「閒」的

趣味。 

由於閱讀、聽講本就具有非日常性，使小說敘述的技巧不免也充滿了

夸飾的趣味，如果對照當時全真教所揭示的清規戒律：「酒色財氣」四字，

在小說中就分別有特別生動的處理方式，孫述宇強調強人、忠義人自有其

強盜的生活哲學，曾精采的解釋其異於常人的生活品質。若從非日常時間

的休閒觀點，就可進一步理解忠義人亦需苦中作樂，聽古的休閒正是生活

所需要的趣味，就如同工作之外的節慶嘉年華具有狂歡特質。帝制中國自

有一套相承的社會生活，從京城市民到村莊農民，同樣遵守「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的時間節奏，終年到頭按節氣規制的時序生產勞動，如此就可

以心領神會尋常百姓為何熱烈渴望休息的時間。有一件事是研究水滸故事

者早已注意的節度問題，就是細緻描寫梁山好漢多次鬧事與元宵燈節有

關。 55 鬧元宵的活動在李唐王朝定型化，入宋以後愈加熱鬧，南渡士人所

懷念的東京夢華就如孟元老一樣，其鮮明的記憶中就出現過元宵的熱鬧景

象，到了明代江南歲時中節慶歡會尤盛， 56 聽說書也是喜聞樂見的節慶活

動。元宵之鬧按儒家奉行的孔門遺教，就如古之蜡祭治人者樂見「一國之

                                                           
55  可參浦安迪前引書的綜合性分析。  
56  詳參拙撰：〈嚴肅與遊戲：道教三元齋與唐代節俗〉，鍾彩均主編：《傳承與創

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中

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 年），頁 5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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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若狂」，如此的狂歡盛會就是「張」的生活（因生產緊張而嚴肅工作）

之外，區隔出一種「弛」的感覺，身心鬆弛達於狂歡。水滸世界即表現了

市民或農民熱愛節慶活動，從觀賞雜劇、聽講說話以至遊行賞燈，都能獲

得繁忙之餘的休閒之樂。 57 

若與節慶「玩樂」的放縱若狂相比，小說又大力誇張超常身體的表演

之樂：其趣味全在粗黑、矮壯如李逵、宋江，滿身花繡如燕青，或魯智深

的力拔園柳、武松的拳打猛虎，如是彰明身體強壯逾常的特大、醜怪之形，

就如同巴赫金（Bakhtin, M. M.）從嘉年華理論解讀拉布雷（Antonie 

Rabelais）《巨人傳》（Gargantua），發現其具有庶民文化、節慶文化的狂歡

特質，可借由小說文本辨察身體的本能慾望。 58 水滸故事明顯是跨張好漢

的非常體能，特別大力夸寫其縱情享樂的大吃大喝：大碗喝酒、大塊吃肉，

孫述宇解說是忠義人，實也可說是或蒙元治下的漢人，由於身處物質匱乏

的壓力下，藉此聆聽故事享受夸張的酒食享樂，補償其所缺乏而獲至心理

上的滿足感。 59 尋常百姓只有過節才有的狂吃縱飲之樂，小說卻隨時出現

讓人印象深刻的「吃喝」場景：魯智深久在山寺後，大啖狗肉，縱飲好酒，

即是典型的醜怪身體表演，嘻鬧、揶揄佛門的嚴肅清規，其顛覆性演出講

說時一定能大大滿足俗世的聽眾；另類的怪誕身體演出，則為英雄過人的

酒量，武松受施恩之託醉打蔣門神那段，一路連飲，每間三碗，達十來處

之多，其非常人的酒量最後顯示在痛快淋漓的醉打動作，酒在好漢生活中

並不匱乏，又一再強調痛快「吃喝」，每遇好漢上山投靠必不缺少大吃大喝

                                                           
57  詳參拙撰：〈嚴肅與遊戲：從蜡祭到迎王祭的非常觀察〉，《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88（1999 年），頁 135-172。  
58  巴赫金著，錢中文主編、白春仁、曉河副主編，中譯《巴赫金全集》（石家庄

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9  孫述宇前引書，頁 32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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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放縱描寫。這類夸張非常人的好酒量、好食量，完全表現在醜怪行為的

趣味描述，縱情吃喝正是狂歡節（Carnival）的特質：詼諧、嘻鬧及狂歡而

顛覆日常禮法，好漢故意以此解消生活秩序中的禮教；讀者也從其中的怪

誕、荒唐中滿足庶民階層的生活趣味，暫時脫離日常工作、道德生活的煩

憂，也暫忘王朝上層無處不在的社會支配。忠義人的現實生活裡，錢財、

物質的不易滿足亦復如此，強人自是不必避忌「財」，忠義人在山水寨的匱

乏特甚，南宋統軍者能否適時周濟財貨，常是注定忠義民兵有力抗金與否

的關鍵。小說正面的描寫宋江、柴進慷慨大度，就是以地主、皇裔出身而

「仗義疏財」，如此才贏得四方好漢投靠與推舉，忠義人如是塑造理想中的

統領形象。小說並不避忌描寫梁山好漢攻城掠莊，報仇雪恨外更重視搬糧

運貨以補給山寨。如此講說錢財大量的收聚與發放，研究忠義人的史跡均

知抗金者的山寨生活，雖利於防守卻不利於土地的大面積生產，勢需仰仗

南宋朝廷的錢糧供輸，如此成就忠義軍寨與南宋官府間微妙的依存關係。

60 忠義軍民的生活遺跡或許借由小說反映出來，梁山、二榮山等大小山寨

的生活即其寫造，後人聆聽水滸故事何嘗不能領受兩朝遺事，在非常年代

裡疏財即是雄豪，而有機會就大力掠取忠義人守寨也如江湖行徑，小說的

描寫其實並不特別血腥，反而帶些嘻鬧、夸張的趣味，尋常百姓也會特別

欣慕江湖兄弟相處的豪情。 

                                                          

非常酒食、非常錢財自是誇張非常體能、非常性情，水滸好漢自是不

能缺少非常技藝，它綜合表現為一個「氣」字，凡讓人印象深刻的好漢均

有特別的武勇：從個人所使的兵器到傑出特異的武藝，都展演出常人所不

能的武打技藝。從講說到筆述，這些武術表演乃是中國武術史所探究的獨

 
60  黃寬重曾分析岳飛等濟助北方民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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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技藝， 61 水滸好漢的個人演出與集體開打，都充滿了武藝表演的趣味，

當時必曾歷經說話的家數，雜劇的表演。以至寫定後，百姓喜聞樂見好漢

超常的功夫神話。所有武藝、力氣的極致演出又因氣而激發，評論家注意

的復仇問題，正是彰顯文化心理中被高度運用的報意識，在帝制時代恩與

仇之報想納入法律規範，縱使有些報仇被法外開恩，法治總需維護法的尊

嚴、秩序原則。 62 梁山好漢被塑造為衝決常法，就在誇張其特具常人所缺

之「氣」，才使之不世俗之法的約束，表現其強烈質疑、否定王法。按照被

「逼」的寫法，一開場就表現林沖處處遵守王法，卻被「逼」而走出王法

之外；盧俊義原本安分守法卻因被設計，最終仍不能忍下一口氣而犯法。

這些力制其法其「氣」的失敗例子，若對照魯智深、武松、李逵之使氣率

性，就越發使血性漢子獲致金聖嘆的激賞。一股「氣」激使其使性痛快殺

人，也促使其超常之藝能盡性表現，整部作品的精采情節都與描述好漢原

始的氣性有關，血氣之勇使之衝決世俗之法，血性之真卻又使之堅守梁山

兄弟結好之契，俗世之法與法外之盟就全在氣的拿捏，如此既有衝突也能

協調，才能維繫一個率真的梁山世界。 

梁山兄弟所戒者一是破壞兄弟的拜契之約，另一則是好色，兩者之間

的關係常被視為忠義軍的生存法則。 63 從非常人的神異「出身」觀察，罡

煞魔星的臨凡就是降世歷練常世生活，其少數降生為官家僚佐的初始尚能

維續順常的家庭生活，後來都被逼而有些將家眷搬到梁山上；大多數則是

單身漢、或者原有妻室或相好卻被外力破壞而離家上山。家中原是過其順

常人生，夫妻恩愛，情慾如常；小說卻常敘寫反常的夫妻生活：有練武戒

                                                           
61  可參王資鑫，《水滸與武打藝術》（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62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台北：里仁書局，1982）。  
63  孫述宇前引書，頁 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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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而打熬氣力者如楊雄、盧俊義，因節慾戒色反而破壞了夫妻大倫；至於

凡與道、釋形象有關者更是絕慾而逆修，武松先拒潘金蓮後拒玉蘭，除了

倫理亦是拒絕色慾，如是才顯出英雄本色。故此書雖盜而不淫，若淫於色

者則少有好下場、或會被好漢訕笑如王英。從忠義人山寨的清苦生活對照

全真人道觀的清修生活，就可理解其間的共同處就在能過不順常的家居婚

娶，而逆反其倫而需與兄弟過團體生活。如是換取放縱酒食而戒慎色慾，

魯智深與武松十回故事的反覆講說，就如勸善書教化忠義民軍，在軍寨生

活中以此為好漢的楷模，如此節省精力而精進武藝與戰鬥能量，才無後顧

之憂而可共赴兄弟之難。這種原本流傳於男性天地的夸張講說，使小說定

本後同樣大力夸寫戒情、戒色，這也是太平社會裡，常人所不能行者。罡

煞星君出身的修行即是試煉其情關色戒，其警惕樣板即一連暗示宋江吃了

閻婆惜的虧、地微星王英犯了情債、地靈星安道全犯了色債；其餘則好漢

們只犯殺債而不犯色戒，好將本能的性力轉而盡發於殺氣，為復仇而殺、

為無理逼迫而殺、終為護國安民而殺；如是彰顯了好漢的非常之氣，從頭

到尾瀰漫一股殺氣，大聚義與受招安前，騰騰殺氣挫了王氣；招安後則是

力挫反賊之氣，無論如何「殺」總是一股非常的破壞力，儒家人士期期以

為不可，而釋道二教則參透法外殺人的真諦，衝動正是使血性的原始氣、

性，盡償殺債以悟道，這是小說所反映的忠義人心境，戒情戒色而不忌殺。 

好漢行徑所以放縱其血性、殺氣，然則所沖犯的常法、秩序意義為何？

強人、忠義人所聽的與市民、農民所聽的，其會心快意處正在一種衝決、

沖犯秩序的本能衝動，而官僚、儒士所指謫為不是者亦在於此。宋江與三

藏被安排有一樣相通的角色功能，就是只待求招安或取經畢功，如是行「道」

證「果」都具有宗教上的神聖意義，至終雖則滅絕與空幻，唯其力持常道

完成天命，執行使命是書中一股始終穩定的力量。為何要安排兩位象徵性

角色？這是敘事文學所觸及的本質問題，市民、農民在勾欄或廟會觀戲聽

說書，士人正襟危坐閱讀正經，其閱聽心理及其情境是否踰越常規? 為何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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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西遊者反而偏喜孫悟空與豬八戒、水滸故事則是李逵、魯智深及武松等，

這些較被人民喜聞樂道的角色正是逾常越軌的秩序顛覆者，他們如實演出

廣土眾民的心中一股被壓抑下去的原始血氣；但是為何又要由宋江所象徵

的生存之道控制在一定的社會範圍內？這是非日常、反常時間的本質：平

常日子不可以的不妨借此縱放，節慶廟會極致的若狂氣氛，即是借由在實

際行動偶爾逾越秩序。日常時間之外的反常之樂，乃是時間之流中特意被

區隔出來，經由一段短暫時間的缺口，顛倒、顛覆平常不可為之行，短暫

獲得不常有的補償與滿足；但是社會生活中，時間的定律就是最終仍要回

歸於常，就如魯智深先是屢屢顛倒佛門清規、李逵一再違犯法條規律，但

是至終一歸佛法正諦、一被官禁束縛而證果成神，這是小說敘述中的象徵

表現。 

水滸故事的廣泛傳播，儒士官僚深怕「小說之教」之中於人心風俗者，

有甚於儒釋道之教，正是懼其宣揚殺人與漁色。 64 若從小說敘述的原意體

會，作者既能深悟道、佛之理，也能深刻體會儒家士人、官僚所代表的常

與秩序，在中國社會裡這是牢不可破的穩定秩序與力量象徵。所以徽宗朝

臣中縱有高俅、童貫所象徵的邪惡勢力，顯示常道、秩序已自內破壞：即

「亂自上作」，但是好漢口口聲聲中的趙官家卻仍是正統象徵，故才有近人

「反貪官而不反官家」的反覆辯論。 65 從索隱其事的角度考察，如此一再

標明趙宋官家所具有的正朔意義，不得不讓人懷疑其中所蘊藏的微意，即

是忠義人或蒙元治下漢人心中所緬懷的共同歷史記憶。雖則此事實在不易

尋獲直接的佐證，但是替天行道之說既在金元出現又在明代流傳，是否蘊

                                                           
64  詳參前引拙撰「小說之教」的論述。  
65  有關大陸這一方面的討論，較方便的可參前引《水滸爭鳴》一、二輯中的相關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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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另一層深意：趙官家所象徵的皇權是帝制王權的政教合一，基本上是

作為天道不變的象徵。在多次猜測不定後，上梁山的重大決定，宋江就是

按照九天玄女所交付的天書及喻示，揭舉那面「替天行道」的大杏黃旗：

黃色即是中央之色，「天道」即落在輔正人間的天子之道。徽宗雖則昏庸不

堪，卻是趙家秉承陳摶所預示的天意、王命，依道教的王命神話言，仍為

地上的王，這是封建格局下所認知的王權。趙姓王權為常道的象徵，在淪

陷區忠義人、漢人所體認的，認為朝廷只是為奸臣所壞：前有高俅、後有

秦檜之流，是為破壞朝綱的邪惡代表；故只要替天行道而除邪破奸，天道

就可依舊運行，或許這是亂世忠義人不得已的悲願。若從「農民革命」奪

政權的觀點借今批古，終究是現今時空下所作的歷史批判。 

整部水滸故事的鋪展與終局，可以細心體會帝制王朝下的文人與民眾，

終究生活在一個固定的封建時代格局裡。政治學者認為中國只有流氓與世族

可以創業立朝，而秀才則只能幫助其革命或叛亂，宋江既是星主又為中級衙

吏，出身與階級已決定其行事的大方向，小說家在文本中已明確予以定型。

66 不管水滸故事的早期模型與忠義人的關聯多深，這部罕見的標榜「忠義」

傳終究要在王權掌控下流通，並非只是流通於綠林好漢之手的江湖故事，也

不可能是秘傳於革命或反亂團體內部的指導手冊，只要想在王朝治下流通，

就得遵循一定的書寫原則。這部夸寫強人的小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下，既需

滿足士庶的閱聽趣味，但是總需安排強人有一個可以接受的必然結局。根據

「反常合道」思想下的文化心理，自需有宗教義理、政治神話合理化其意義，

小說家採用「非常」性的思維模式，表現眾多的梁山好漢如何逾越常道、秩

序，就需象徵地表現罡煞魔星的非常、反常力量，並由上天派遣九天玄女指

示宋江如何維持天道秩序。後來玄女與天書成為叛亂小說的基本模式，應該

                                                           
66  參薩孟武前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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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只是小說技巧上的互文問題，而是根源於同樣的文化心理原型。 67 這種大

敘事都遵循同一象徾：宇宙、社會有一定的常道，當其循環運行一段時間之

後必定有劫運、劫數來臨，創業小說就安排創業帝王重肇新運； 68 而水滸故

事則是一個革命未成的反叛小說，在歷史已然事件的制約下，只能安排梁山

好漢在反權奸的口號下戮力替天行道，上天所賦的神聖使命，只是暫延一個

將墮王朝的命運。這樣的歷史格局下國家神話、政治神話，必然被寫成反常

合道的小說；若是只因主角是江湖好漢，即說它是誨盜而屢加禁制，反而不

易真知事件之後錯綜複雜的民族心理。因此與其說是一部殺人、反叛的負面

教材，勿寧說是一種民族情結下的心理投射：從這一點又可理解大清以征服

王朝入主中原，則插增征遼自是一種難以容忍的文字隱喻，或許腰斬本提早

讓梁山好漢一夢而絕，在無意間讓異族政權尚可以忍受，這也是金聖嘆始料

未及的政治吊詭吧！ 

五、結語 

從謫凡小說的傳統考察《水滸傳》，就可確立其在中國小說敘事學上的

真正地位，它是明人所理解的「奇書」；而其從題名、敘述都強調一個「傳」

字及其出身、修行歷程，就可知其為志傳體小說，又從後出的「出身與修

行」志傳小說系列新解，從而認為已初步形成「奇傳文體」的文學特質，

                                                           
67  類似前引胡萬川教授的精采見解是較早注意此一母題者，特補注於此，以謝老

友的提醒。  
68  詳參拙撰，〈唐人創業小說與道教圖懺傳說〉，《六朝隋唐仙道類小說研究》(台

北：學生書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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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理解下可以確定其具有先驅的地位。而從宗教義理所作的文學詮

釋，也發現是中國小說史上的一種類型，其出身修行的敍述以謫凡神話為

基礎。謫凡解罪模式並非只是簡單的敘述框架，而是大力創立了中國敘事

學上一個大敘事格局，在整體而有機的大結構下形成其敘述的動力：由聚

而散、由散再聚、再散，終而在神界證果回歸罡煞星的本位，這種典型的

圓形循環形結構，其背後支持的義理架構正是始終相循，得其環中。小說

本身可說具有宗教意識，可從道教神學、謫凡神話作宗教詮釋，才能使內

在的意蘊有力地呈現出來。因此道教對於謫凡小說的影響，並非只是提供

切入時代背景的解釋角度而已，而是作為於一個內在義理的依據。 

若從「出身」與「修行」的奇傳體小說切入，就可發現其中隱隱觸及

道教夙所關心的宗教課題：罪罰與解罪、歷劫與度劫，教贖之道是比較宗

教學上具有普世性意義的課題：罪罰就需救贖，其驚心動魄處就在於解除

罪孽的不斷試煉。道教神學自有其中國本土宗教的知識與智慧，已深入滲

透於國人的日用生活中而不自知者，就如人與天的關係並非完全斷裂，古

代羲和絕地天通的神話之後，在末世的時代危機下道教又重新創造了救劫

神話，其神學、義理的真正意義，就是給亂世格局中的苦難人民帶來一個

希望：上天會適時派下使者替天行道、重建新天新地。水滸故事的荒唐言，

若從謫凡的解罪神話理解：一群富於原始生命力的血性好漢，既是強力衝

決一個危殆的王權，卻也捨命行道而想要維護朝綱、秩序。此中蘊含了一

個飽經世變的有心人抒寫其辛酸之聲，施耐庵一類士人正是亂世文人的一

個代表，其經歷世變後，自願隱遯而遠離了王權政治的牢籠，才能清晰思

索根本的問題：一個非常世道下的政權如何能為人民帶來真正的「天下太

平」？道教義理如此深入作者之心，水滸故事難道未曾隱藏一種宗教智慧

嗎？這部奇書長久流傳，也屢經禁制、曲解至今仍能傳續不絕，就可知其

中必蘊含有文化智慧，實情若此，難道可說中國文學裡缺少宗教文學或宗

教意識？或許從小技、小道中反可一觀其大道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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