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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插言

161

邱榮裕

中國在于七世紀前後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各層面的變化，近些年來深受

近代國際漢學界的重視，以為此時期是中國近世史的起點 (1) 。這段時期約略始於明萬

曆中期，止於清雍正年間。一般學者專家以為將此時期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較能全

面清楚了解這段從晚明到清初的整個變動過程。在這變動過程中，明末知識份子對變

局的肆應，是一個頗值得重視及討論的重要專題。

自古以來，道德觀念即成為我國評價一個人在歷史上成敗的重要指標。這種注重

道德的習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清自乾隆皇帝起就加強這方面的提倡，尤其強調

忠君的教化。因此明清之際的知識份子為肆應變局而降清、事清的人，便被編入不忠

不義，大節有虧損的「貳臣傅」之列裡。這些人此後不但被鄙視，同時在歷史的研究

上也被不恥而遭受漠視的對待。歷史研究由於受到道德觀念的影響而極端化，因此明

清之際的若平史實與真象，很多就被隱沒而不彰顯，一般人也就無法清楚的瞭解這段

時期知識份子實際肆應變動的情形。近些年來陸續整理公布的明清部份檔案，有助於

這段時期的歷史研究，若平史實也就因此獲得應証，然而資料檔案涉及滿文的閱讀能

力，一般學者運用也就頗費工夫了。

至於有關此一時期知識份子肆應變局的研究，近些年來圍內受到國外漢學研究的

影響極大。國外漢學者如; Frederick W. mote, John D. Langlois , Frediric WaKeman

If.等，他們對此一時期的研究方法及觀念，均對圍內的研究方向有所影響阱。使得國

(1) 參閱劉廣京: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民七

十三年四月出版) ，頁二。

(2) 參閱王成勉. r 明末士人之訣擇 論近年明清轉接時期之研究J (台北:食貨月刊，民七十

五年四月一日) ，復刊卷十五，期九、十，頁六六至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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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此方向上，不再以傳統嚴厲的儒家道德觀念來討論與評擊這時期知識份子的作為，

而改採以人文主義 (Humanism)的觀點來研究及解釋，以便探討知識份子如何肆應變

局，同時藉以了解其在整個過程中適應的實際情形。本文所謂變局並不僅限於朝代的

更送，亦函君主更替繼承的不同政局而言。

本文以阮大誠作為研究對象，理由有二;第一個理由為終其一生除處於明清交替

之大情勢下外，更經歷了神宗、光宗、熹宗、莊烈帝，弘光帝等不同的政局，由於政

局之更送，其在變局中的肆應，除可代表一部份知識份子肆應變局之型態外，亦可明

瞭各政局的實際情勢。第三個理由則是個人對阮大誠的文學成就產生研究興趣，一般

文學史對阮大誠文學之介紹甚為簡略，主要原因或許是受明史以奸臣論斷阮大誠的影

響，而鄙視其人，由於不滿現有的說法乃欲對此一主題有所深入探討。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係採歷史研究法及比較研究法，務求重現史實，再予解釋。

由於資料搜羅不易，冀望日後能詳加補充。

二、 家世與社會背熹

明末黨爭激烈，崇禎即位後，復社繼東林之餘風，成為當時社會清議的中堅，社

中人士賊否人物，以忠君思想及傳統儒家道德觀念為主要依據，因此極為不齒崇禎欽

定逆案人士。阮大誠頗富文學、詩詞才華，但因名列逆案，而不被復社人士接納，反

遭受講話，甚至被視為南都禍福的最大威脅者，以為早日掃除南都奸侵之首的阮大錯，

即可為國家及南都消除禍患。故而復社發布「留都防亂公揭」以逼迫阮大錯在南都銷

聲匿跡，然而卻也因此種下了與阮大誠決裂的局面，成為引發弘光朝政爭的主要遠因。

(3)

明史將阮大錯列入奸臣列傳之殿，供作後人借鑑。以後學者論述阮大錯，亦均承

襲明史的論斷，而鄙視其人，貶損之詞，甚且涉及其家世，而未能予客觀適當的評論。

明史之著述，其源始於萬斯同 (4) ，萬斯同則為黃宗羲得意門生，受黃宗羲影響極深，

(3) 參閱邱榮裕. ，-明末復社發布 r 留都防亂公揭』始末及其影響 J (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歷史學報) ，期十五，頁二 O一至二O二。

(4)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四十七年六月出版) ，頁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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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黃宗羲與阮大誠二人先前於「留都防亂公揭」中有所糾葛，以後又延續至弘光朝

之政爭中 (5) ，因此黃宗羲門下對阮大鐵自當是處於敵對立場，凡有關阮大鍛之劣跡者，

皆成為所搜集羅致的對象，影響所及，甚至連帶對阮大誠之曾祖阮疇，亦無好評。明

史於清乾隆間經官修欽定後，自然成為一般人依據的對象，而鮮有對其立論產生懷疑

詳加研究討論者。

近人柳青台徵於阮大錯所著詠懷堂詩集跋中，就阮大鏽的家世如此描述:

阮大錯曾大父痛、從祖自華皆有才學，而不軌正。聽從歐陽南野，游王學支裔

也，而盜虛譽，以貪墨敗， ......自華僵賽胎蕩，仕輒不得志......至大錯遂為有

明一代奸臣之殿，得罪名教，隕首嚴石，其亦家世賦遺然欺 (6) 。

柳先生以為阮大誠之所為，乃是家世使然。這種說法，以為有值得商榷的必要。由於

明史攏斷資料，有關阮大誠家世詳情，祇有從其他方面探尋。依據地方志資料所載，

阮大錯家世頗為顯赫，其先人功名事跡均博得鄉人稱頌，甚且入列鄉賢祠中，為後人

敬奉景仰。此種事實之記載，顯然與柳先生的說法有著很大的差異。

安徽省懷寧縣志中，名宜鄉賢祠條記載著入祠祭紀的緣由與取捨標準'其內容為;

祭法云，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捍大菌禦大患，則把之。又禮適

東序，釋奠於先老，鄉先生之賢者，沒而爾巴於社，皆崇德報功之意。明太祖二

年，令天下學校皆建祠，左靶賢牧，右兩巴鄉賢，口有遺愛在人，鄉評有據者，

即入祠爾巴。仍

依照上述方式，懷寧縣志中所記，載於名官祠甜的歷代賢牧有八十二位，其中不乏歷

史上的知名之士，如陶侃、蘇軾、史可法等人。又縣志中所記載於鄉賢祠租的歷代鄉

賢有八十三位，其中有阮廷讀、阮痛、吳嶽秀、阮自華、左光斗、雷績祥等人。前四

(5) 邱榮裕:前文，頁一九五。

(6) 柳詣徵. I詠價堂詩跋 J '詠懷堂詩集(民國戊辰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印行)。

(7) 懷寧縣志，中國方志叢書第七三0種(台北:成文出版社，民七十四年三月台一版) ，頁四

六四。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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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阮大誠有親屬關係'其關係分別是;阮廷讚為高曾祖，阮鵲為曾祖，阮自華為從

祖，吳嶽秀為阮大誠妻之祖父。。後二者則分別於明末公案上與阮大誠有所糾葛，本

文不擬討論。按懷寧縣志所載之事實，阮家於有明一代有三人被選入列鄉賢祠，供作

鄉人祭祖景仰的典範，此種例子是極其難得的。從這個事實亦可說明阮大誠的先人並

非柳先生所謂的「不軌正J '反倒是鄉里先賢，是為後世楷模。其先人事跡別陳述於

后:阮廷讚字邦器，又號愛雲翁，鄉人以梯弟稱之。縣志載:

早失估恃，眼長痛不逮養，事兄猶父，委曲承順，家政一以為主，兄偶有譴責，

廷讚怡然不口介念。兄好訟，廷讚屬課之，後有僧雖其兄，誣以為盜，吏捕之，

廷讚使其兄逃，代就捕備受拷掠，日我兄非盜，必欲誣盜，盜者我耳。......上

官憐之議釋。後兄疾，親侍湯藥至瘤麓，臨卒哀祭盡禮，不以久懈。 (8)

由此可知，鄉人供奉阮廷讀的主要理由就是孝梯的風範，鄉紳欲借其榜樣教化鄉人。

阮廷讀有二子，長為阮鵬，次為阮疇。由於廷讚榜樣，家風使然，阮鵲對於其兄的嚴

厲教誨，也就毫無怨言。阮鵬字應徵，為都諸生，為了栽培其弟以光宗耀祖，乃就對

阮寄自施予嚴格的管教，甚至到「施夏楚，創至不能衣」的地步，其時間長達十五年之

久 (9) 。阮聽在這種教導方式下，乃於明嘉靖甲午(一五三五)年中了應天鄉試，而後

又於甲辰(一五四四)年中了進士，成為阮家第一位有功名的人，不負其兄的期望。

阮聽取得進士之後，自是提攜兄之子阮自嵩，而於嘉靖乙卯、丙辰(一五五五、五六)

年聯捷獲得進士功名。阮自嵩任官刑部，治獄惟謹不狗，因屢觸權要，遂遭嚴嵩父子

街之，而被請往河陽任官。阮自嵩亦不改其關心民隱之志，曾將侵奪民田的藩王家臣

繩之於法，最後復因件逆權貴，而以滄州守拂衣歸里(凹)。阮自嵩有二子十二孫，其子

之鋼、之訐二人均死於明末忠烈之事;阮之細以派守穀城，不屈降於賊匪而死於忠。

阮之訐則以居城遭賊攻破，為保護母親安危而死於孝。

(8) 桐城續修縣志，中圈方志叢書，第二四二種(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六十四年台一版) ，頁

六三五。

(9) 同前，頁三 -0 。

(10) 懷寧縣志，頁九一二至九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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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鵲字應薦，號函峰居士。於嘉靖甲午(一五三五)年中應天鄉試後，而於次年

遊南雍受教於歐陽重德，自是盡棄平曰馳驚之見，篤信致良知之學 (11) 。甲辰(一五四

四)年中進士後，初授南京刑部主事，任官因「敬簡明允，精於獻比」而聲名鵲起。

以後繼任監察御史巡視光撮，人均攝其風，因而裁省浮費頗有成效。己回(一五四九)

年巡視倉場及河道、蘇運等，劫罷不稱職的潛運官吏，使得潛政肅明。後改任議內督

學，阮鵲以身表率，倡正學風，不避權右。庚戌(一五五0) 年間北虜入犯，毅然以

憂時捍患為己任，條陳禦虜十事，慨然有濟弘獄之志向。癸丑(一五五三)年躍陸為

斯江提學副使，適時漸江以優寇之患為苦，阮鵲乃因地制宜培養人才，並操以兵事之

業以為防禦優寇之有效之策。乙卯(一五五五)年間優寇侵犯省城，有司拒鄉民入城

避難，阮鵲乃手劍閉門納之，鄉民全活甚眾(日)。次年台省交章推薦阮鵲有「文武之才，

可以大用 J '乃躍陸為右愈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斯江一帶。阮鵲乃展布禦寇方略，

並誓告將吏，以為同仇敵懺。同年四月優寇攻乍埔、圍桐城，阮鵲乃冒重圍之險入城

禦寇，由於孤城力乏，曾數請救援而不接接應，猶做困獸之鬥。優寇更持總督紅牌於

城下議和以搖惑人心，阮寄自仍力持固守之策，優寇計窮乃退，桐城遂得保全。時人少

宰程序論述此次桐城遭受優寇包圍的困境，以為阮鳴有雄陽之節，武穆之忠的器度阱

。適時尚書趙文華與總督胡宗憲共持與優寇議和之論，唯獨阮鴨銳然力持決戰之議，

胡宗憲恐陰用離間之策密洩而不告知。由於阮寄自力主剿冠不與議和，讀忌因是漸起，

忌者為謀奪其柄，乃陰薦阮寄自專鎮閩地一方，以為困頓之計。時閩寇方張，而地方兵

弱財置。丁已(一五五七)年間優寇犯福寧、福滑、海口等地，阮鳴日夜治兵，不情

重賞獎勵，兵士乃奮勇擊寇，任事不過數月，捷書送易飛奏，忌者力謀傾功，以風聞

論例之法，指摘其靡費儲飾，肆為華菲，遂被逮送至京。然而阮鵲至閩剿寇募兵、造

(11) 李春芳. I 右愈都御史函峰阮公瓏墓志銘 J '國朝獻徵錄(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五十四

年元月出版) ，頁二七四一。

(12) 同前，頁二七四二。

(1月明史，卷二O五，列傳第九三。

(14) 李春芳:前文，頁二七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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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艦、捐賞等均有造冊填寫，卷贖其在。有司覆視，卒莫能中傷(的)。阮鳴歷經此事遂

解職歸鄉，居家隱逸，不問政事。後因言官會論胡宗憲督府侵佔斯齣之事，復遭渡及，

阮鵲曾疏請兩省互竅，然而人多依違其間。丁卯(一五六七)年阮鵲病情轉劇，經伯

子伏闕陳情，乃由大司徒馬森、大司馬霍冀兩人合疏題覆兩省巡按覆報，此事獲得澄

清昭雪後，乃殼於正寢。阮鵲身平注重師道，曾哭送歐陽重德旅襯，以盡弟子之禮。

任官不攀附權貴，以謀顯達，堅持盡忠職守，德澤於民。其在前之任事，前人感念恩

德，遂於其逝世後立廟崇記(必)。據此可知，明史記載阮鵑為「盜虛譽，貪墨敗」之論，

實為不實之言，其之所以如此，恐原因於黃宗羲門下鄙視阮大誠之故。

阮疇有二子，長為阮自崙'次為阮自華。阮自華於萬曆戊戌(一五九八)年中進

士，初授福州司理，再任饒州，迎母就養，侍母至孝，丁艱扶襯歸服闕。後轉任戶部

郎榷稅德州，而於慶陽守解任歸鄉。其歷任職務皆有廉幹之聲(的。其學則嗜古推崇經

典、墳索、汲家、禹穴之書。渴賓尹評論其學為「人厭薄唐宋而學秦漢，子獨厭薄秦

漢而學周以上J (18) 。崇禎改元再起邵武，興利剔蠹，惠政孔多，亡何即乞休，日與海

門諸子修模觴詠，以騷雅主盟詞壇，問字之士，屢滿戶外(四)。時值流寇侵犯陵寢，盤

鋸安廬，使得西南之地，無安寧之日。阮自華乃發債條陳萬言致劉若宰轉呈，尋因憂

懸而卒(劫)。由上述可知阮自華絕非錢謙益所說的「僵賽胎蕩，仕輒不得志J '而是一

位有理想抱負，文采斐然，而利祿滄泊，關懷園是的人。

阮自崙又稱清宇先生，舉孝廉，為嘉靖辛茵(一五六一)年舉人，曾於其父阮寄自

力戳大憨，以件大相去朝時，上書肅皇帝陳白父冤，狀悲感人(21) 。生有二子，長為阮

以鼎，次為阮以主;。阮以:主是為阮大誠之生父，大誠後過繼予阮以鼎做為關子。阮以鼎

(15) 向前，頁二七四三。

(16) 同前。

(17) 懷寧縣志，頁九九二。

(18) 同前。

(19) 同前，頁九九三。

(20) 同前。

(21) 顧起元. ，.盛唐阮公墓志銘J '嘲真草堂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民五十九年三月出版) ,

頁三三六0至三三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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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太乙，別號盛唐，為萬曆戊戌(一五九八)年進士，與從父阮自華同榜，兩人同年

登科，其時阮家盛會可想而知。阮以鼎初授戶部河南司主事，繼又督倉德州，其間任

事，約束部屬惟謹，並釐清倉輸，嚴斷直宜，使得奸猜之徒無從牟利。歲滿嬴餘，積

羨均造清冊，以備他日之缺，未聞自潤中飽。後被推為河南參政兼愈事備兵信陽，時

阮以鼎已積勞成疾，欲圖歸省，然而銓曹以中州缺官已久，催促就任，既至，病即大

作，因此病逝於任內。阮以鼎病中託孤於家人，謂「大錯能繼我志」。彌留時仍以

「國恩未酬，民隱未帥，有負郡巴長吏父老」為憾事(22) 。其在漸時會拜阮寄自公祠廟，

追悼先祖功業，並立志效法宏揚，因此居官十三年，回盧無所增置，族黨誦義無間言，

對利融之途滄然，任事皆以清除弊端，釐清政事為耍，由於吏治清白，深得民眾愛戴，

其喪歸里，法然流涕者且萬人。(23) 。

吳嶽秀與阮大誠的關係，乃是阮大鎖娶其孫女之故(叫。吳嶽秀字幼鐘，為吳宗周

之子。於萬曆庚辰(一五八0) 年中進士，初授中書舍人，後遷禮科給事中，任事鰻

直;如請立皇儲、彈劫戚貴諸疏，均慷慨披瀝，無懼權貴，處之坦然。後以件逆權貴，

誦出河南右布政兼按察使倉事，遂陳疾乞歸。曾與同年顧憲成諸人講學東林，以道德

文章相抵碼。晚年究天理，以為學者入聖之道。其為學態度可用其自寫之聯句「儼龍

見于尸居小心翼翼，聽雞鳴而蚤起為善莘莘」來概括。(25) 。

綜合而言，從前述例証中，可以得知阮大誠先人任官所抱持的原則是惟謹不惘，

體恤民瘓，盡忠職，亦不攀附權貴以求利禱，這種作為是符合傳統儒家對為政者賢良

與否的要求，故而柳諂徵以「不軌正」來評斷阮家是不正確的。此外中國長久以來個

人受家庭、宗族的影響很大，由於家族觀念濃厚，光宗耀祖之事自然成為每一個家中

成員所欲達到的目標，因此家族成員相互提攜是被視為當然與必然的現象，故而一個

昌盛的世家在子孫承先啟後之下，乃能發揚光大而維繫而不墜。上述阮氏家族就可以

為這種事例做一明證。阮大錯為從阮鳴傳下的第四代子孫，由於家世、姻親之淵源深

(2月同前，頁三三五九。

。3) 同前，頁三三六0 。

(24) 同前，頁三三六二。

(2月懷寧縣志，頁八七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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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使得阮大誠於年少就顯露出不凡的椅角，這就無怪乎其父阮以鼎於病中，能頗感

安慰的認為大誠能繼任其未完成之志。是故爾後，阮大誠機敏的才思及涉獵廣博群籍

的智識，遂成為令人注目的對象了。

三、變是7中處世歷程

一般雷生物在適應環境方面，均以被動的方式進行其個體對環境差異的肆應。人

類最初亦是如此，然而由於人類有一般生物所沒有的智慧，故能從被動中產生主動的

情勢進而調適生存環境，這種習性在人類所獨有的政治行為中可明顯的看出來。譬如

個人隨著所處政治環境的更送而有所改變的例子。此種改變在政治行為而言可視為人

對政治情境的調適，亦即是個人為延續其政治生命來達成其抱負、理想等之要求下，

而在變局中的一種肆應行為。由於生存的追求，傳統儒家觀念影響下的知識份子如何

在變局中調適自己，是一個頗需經歷自我矛盾與掙扎的過程。這種知識份子的調適過

程是很值得研究的，因此要明暸其過程是如何調適，以為較方便簡單的方法，就是從

其所經歷的不同階段際遇中，加以分析研究、比較之後，再予解釋，才能了解實際情

形，從而評價其個人歷史地位。

阮大誠(一五八七一一六四六)個人之經歷約略可畫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屬

避開黨爭時期，從萬曆年間至天啟年間。第二階段屬仕途隱晦時期，為崇禎年間。第

三階段屬介入黨爭時期，從弘光年間至降清。此三個階段正好分別將阮大鎖在不同政

局中的不同際過加以討論，從其不同際過的情境中，可以瞭解其如何自處以及如何改

變困頓的情勢，而圖東山再起。阮大誠一生宜途概略而言;十七歲舉於鄉，三十歲中

進士，其時為萬曆四十四(一六一六)年，亦是清成立王朝為天命元年之時。初授任

行人，至天啟初年摧為給事中，尋因憂歸而辭官。初在台中任事時，同年在光斗引以

為同志(的。天啟四(一六二四)年，補任吏科都給事中，不一月，遲告歸。後又尋被

召任太常少卿，任數月，復乞歸。崇禎元年(一六二八)起陸光祿卿，後遭言官劫諜，

罷歸。次年崇禎皇帝欽定逆案，牽連其中，遭削奪配贖為民，乃歸里隱逸。隨後至弘

(26) 梅村野史:鹿樵紀聞(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民五十一年十一月出版)，台灣文

獻叢刊，第一二七種，頁四九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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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朝復起，任江防兵部尚書，逮清兵南下，南都不保，遂降於清。

(一)避開黨爭時期

169

明神宗自萬曆十(一五八二)年張居正死後，開始親政，然而行事常遭受臣子規

諜無法隨意施展，在價怒、無奈的心情交雜之下，也就以消極態度作為抗拒的手段，

深居宮中，恣情聲色，不見大臣，不理政務，一切奏疏均留在宮中，不置可否，以為

回報。神宗如此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於癱瘓，由於明朝政府中，文官集團因承襲

歷來規制，而形成了自動控制程序，可以自行處理列行公事的。然而明神宗長久廢施

政務，影響所及，大臣亦以消極敷衍的態度來應付局面，萬曆時期的這種政治氣氛，

使得忠於職守者缺乏信心，而讓貪污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其中有一部份文宮未不使

貪污腐敗者逞其私慾腐壞朝政，遂建樹一種精神的領導力量，發憤力挽狂瀾，以便朝

政不致墜落，而認為作個君子應自強不息的奮鬥，決不可消極退讓和放棄職責(珊，如

此形成了所謂的東林黨人。東林黨人標榜自己品德，指斥與他們不合的為小人，由於

這派中有若平人被任命為吏部和都察院的宮員，職司百宮的考察和彈劫，因而藉定期

考核的權力，大刀闊斧地斥退認為不適任的官員，然而東林黨人並不具有絕對權威及

公正裁判，因此無法博得其他人的信服。反對者亦同樣的以其之道還治其人，即用道

德倫理的名義組織集團以資對抗，故而從萬曆至天啟年間，有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之爭，

由於爭鬥激烈非東林黨人乃與官官相結合，而使得奄黨權勢大增。

阮大誠即在上述的政治情勢之下初任行人官職，至天啟初年始躍陸給事中，尋以

家憂而辭歸。這時期其家不攀附權貴的家風，似乎讓阮大鎖在政局黨爭混亂的情勢下，

避開了災禍。天啟四(一六二四)年吏科都給事中有缺，同年左光斗得知其依序當遞

補此缺，乃招之前往赴任憫。

由於吏科掌有考核官員之權，時吏部尚書趙南星及楊漣、高攀龍等人皆為東林黨

人，為謀引黨人魏大中任此職，乃藉風評阮大誠為「輕躁不可任」之由，而以魏大中

(27)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台北:食貨月刊出版，民七十五年四月三版) ，頁八四。

(28) 同前，頁八六。

(29) 同註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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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缺(到) ，等阮大誠趕至時，乃更補為工科。阮大誠對此事耿耿於懷，甚感不平，為討

回受東林黨人侵犯的權益，以為非得藉奄黨之勢不可，遂與楊維垣、倪文煥、霍維華

等人相善，而寢推魏大中。吏部乃不得已，更補阮大誠任吏部都給事中，然而阮大誠

卻畏懼日後東林黨人攻訐'因此任事尚未一個月，遂辭官，而由魏大中名正言順遞進

補任。以後又被召任太常少卿，由於需要與魏忠賢相見，阮大鍋每次均抱著謹慎的態

度，出入魏府，並以重金賄賠門房以索回拜帖。阮大誠如此作為，是深恐有證據留在

魏府，而為日後引來大患。太常少卿任職數月，即乞退辭官。阮大鍋適時勇退，亦許

是其滄泊利碌的家風適時發揮了作用，除了挽救阮大誠外，也使得其家族避開了激烈

的黨爭禍事，然而其好俠樂善，為人亢爽的性情帥，卻使得他與奄黨之人糾葛不斷。

崇禎皇帝繼任，魏忠賢失勢，;1，暑維垣自度處境乃求助於阮大錯，阮大誠因前補吏

科都給事中之事得其相助，自是不容推辭，乃獻策略給楊維垣'由其自付取捨上疏，

以保融位。策略中其一策為專彈崔呈秀、魏忠賢疏。另一策為合算疏，內容大概以天

啟四(一六二四)年後亂政者為魏忠賢，並旁及崔呈秀，天啟四年前之亂政者為王安，

而旁及東林黨。時楊維垣方指東林黨、崔呈秀、魏忠賢等並為邪黨，而與倪元磁相話。

楊維垣乃獻合算疏以求自保融位，由於此事，阮大誠遂被東林黨人l視為黨邪，而遭御

史毛羽健之彈劫，遂被罷崇禎元年起復之光祿卿職位。阱。

從上述阮大誠任官途的經歷中，可以看出其在黨爭激烈的政治環境中，並無野心，

始終對東林黨與奄黨均保持著若及若離的姿態而不願介入其中，這期間其權益遭受無

理剝奪時，亦會以親附反對勢力作為反擊的力量，以保障自己利益，然而在其認為不

可為以免樹敵的思慮下，也就放棄而不抗爭到底。在此時期奄黨勢力顯赫，而阮大誠

卻不極力攀附，反倒持戒慎態度，處處提防，避免捲入殘酷的政爭之中，阮大誠之所

以如此果斷與警戒，與其說個人之認清局勢混沌，倒不如說是受其家風的影響所致。

(30) 徐鼎:小碘紀年(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民五十一年十一月出版)，台灣文獻叢

刊，第一三四種，頁二四五。

(31) 懷寧縣志，頁-00五。

(32) 徐鼎:小碘紀傳(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民五十二年七月出版)，台灣文獻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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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仕途隱噶時期

崇禎皇帝任事沈機獨斷，即位後便將魏忠賢顯赫的權勢盡奪，更且以欽定逆案方

式，追究奄黨一干人物，以為可以清除廷門糾紛，釐清政事，而期望有所大的作為，

雖然不適聲色，而以憂勤楊勵的作為來治理國事，但因所用之人債事，故而復任宜官

布列要地。由於崇禎皇帝舉措失當，制置乖方，更而加速朝政傾頹的大勢。阮大誠則

在崇禎皇帝即位後，欲有所作為期間捲入崇禎皇帝清廷門糾紛之事，而於崇禎二年欽

定逆案中被列名，遭削籍為民之處罰。

阮大誠之列名逆案實與魏大中之子魏學廉有闕，魏學廉以其父死於獄中，以為是

阮大誠陰指之故，乃將其父慘死事記於阮大誠身上，故而魏學廉以血書進呈崇禎皇帝，

東林黨人亦同聲懂，阮大誠便在崇禎皇帝自審魏忠賢之逆案中列名。其實魏大中之死，

為天啟五年之事。其時東林黨與奄黨政爭激烈，奄黨遂以許顯純誣楊漣等接受熊廷醋

的賄路之事，逮捕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等六人，俱下詔

獄。許顯純追索贓款，非法拷掠，初楊漣等堅不承認，但左光斗以為在酷刑拷訊之下，

勢必死於詔獄，不如誣服，可移送外廷法司，而得延遲死期，再圖補救，所以他們乃

都承認受賄之事。那想到魏忠賢卻矯冒不移送法司，於是在嚴酷迫贓拷掠下，楊漣、

左光斗、魏大中乃同夕死於獄中，袁化中、周朝晶亦斃於獄中，顧大章後移刑部獄，

不久亦投績而死，而熊廷喝則遭殺於西市，傳首九邊 (33) 。由此可知，魏大中之死與阮

大誠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其不相干亦可從阮大誠以說慎態度出入魏府及辭太常

少卿之事，可知阮避魏忠賢惟恐不及，那敢藉魏忠賢之手謀害魏大中，更何況其中亦

有同年左光斗牽連其中，其有無關連可想而知。

阮大誠遭削籍為民，即歸旦隱逸。這期間曾先後將其於丙子(崇禎九年)、戊寅

(崇禎十一年)、辛已(崇禎十四年)所作之詩詞集成詠懷堂詩集冊，其中詩詞除致

贈友人就任及別離外，亦有舒情、述景、感懷之作、篇數相當可觀，其友人中亦有如

明史中評價極高的史可法，亦有評價極低被列入奸臣的馬士英等人。然而此詩詞集冊

卻受明史論斷阮大誠之影響，使得四庫全書編訂之時，而未將此集冊搜羅在內，致使

(33) 說明璋編著:宋元明史綱(台北:著者自印，民六十八年八月出版) ，頁二九七至二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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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大鍋詩詞才華不為世人所周知。一般人祇以阮大誠之「燕子簣」、「春燈謎J J 兩

傳奇作為其文學才華之代表，實不知尚有詠懷堂詩之集冊。阮大誠在詩詞方面的成就

是斐然可觀的，近人胡先騙先生以為詠懷堂詩在自然派詩家中別樹一幟，以為阮之詩

可以表連出英詩人威至威斯之「最微末之花皆能動淚」之精髓。更認為阮之若干詩句

非尋常山林隱者所能作，必愛好自然，崇拜自然如宗教者始克為之，且不能日日為之，

必幽探有日，神悟偶會「形釋」、「神愉」、「百情有觸」時，始能間作此等超世之

語，至於阮在寫景佳句方面，幾美不勝收，以為非精研內典確有心得之人不能道，又

以為阮之五言古詩，極得陶、王、韋、柳之神筆，而五言律詩則天機完整一氣呵成，

尤得玉、孟之神髓(到)。從這些評論中，可得知阮大誠詩詞之好。另外陳散原先生則視

阮大誠之詩詞以為五百年所未見，此恐為誇大之詞，但也表示其對阮大誠詩詞的讀賞。

至於對阮大誠「燕子簣」、「春燈謎」、「雙金榜」、「牟尼合」等傳奇之著作

評論，近人林鶴宜先生以為阮大鎖在劇場藝術上有傑出的表現，認為在傳奇戲劇中的

「科介」、「砌未」、「效果利用」上阮大誠均有特殊的安排，尤其是在戲劇演出提

示演員動作表情的處理方式，使得觀賞者「或癡其神，或悸其肥，或顫其首，或遊其

淚 J '這種觀察入微，全面注意，實極為難得。男外在戲劇中亦穿插有歌舞雜技，構

思極盡精巧，使得場面浩大，形成了阮大誠之演劇在舞台藝術上最大的特色。就這方

面而言，阮戲插演項目包括;舞隊、龍燈、裝故事、竹馬、滾燈、擬獸舞、踏歌、獅

子舞、盤槓，走馬賣解及猴戲等有十一項之多(封)。而在效果方面除沿習南戲與元雜劇

中的音效外，阮大誠也增加了鐘、簫、喇叭、見哭及馬嘶等聲音，阮大誠之特別處乃

在於使用「音樂聲」來處理「主題再現」的手法，使劇本結構及技巧表現，恰到好處。

同時阮大誠也講究服飾與作工唱腔的細膩效果，使得阮氏家班成為當時著名家班中的

佼佼者。(到)。

由上述可知，阮大誠雖歸隱，但其文末在詩詞乃至在傳奇戲劇上的才華，卻也未

(34) 胡先墉. I讀阮大錯詠懷堂詩集 J '前書。

(35) 林鶴宜. I 阮大錯石巢四種 J (台北:大陸雜誌，民七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卷七三，期

五，頁二二三。

(36) 同前，頁二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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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稍息，反倒如泉湧泊泊流出，除了完成詠懷堂詩詞集冊外，也著作了四部至今尚為

人所熟知的傳奇戲劇。而其所訓練之阮家班傳奇戲劇在當時是為人人所欲觀賞的對象，

甚至連鱷視阮大誠之復社人士，對其在戲劇上的成就，也不得不讀賞佩服。阮大誠此

期間由於削籍為民，歸隱鄉且，雖仕途上遭受挫折，但在文學、傳奇戲劇上，卻表現

了傑出的成就，這可說因禍得福。

崇禎七(一六三四)年政局極不穩定，流寇逼至上江一帶，安慶、貴池等地諸紳

為避禍，皆流寓金陵。阮大誠於金陵，間流寇日熾，崇禎皇帝將不次用人，就開始招

納游俠，談兵說劍，企圖以新聲高會之勢，謀求朝廷以邊才任用，從此阮大誠始終未

嘗一日忘卻仕宜之途阱。至崇禎戊寅(十一年)、己卯(十二年)間，阮大錯已有

「當魁居留都」之氣勢，然而卻為復社所發布的「留都防亂公揭」所壓制憫。阮大錯

事前雖曾極力欲與復社人士示善，而拉攏解說，忍受嘲笑辱罵，但卻也無法解除復社

人士對他的儼視態度。在經歷了此事件後，阮大錯就杜門謝客，而與東林、復社人士

結下相仇的死結。復社所公布的「留都防亂公揭」對阮大錯所造成的傷害是相當大的，

阮之所以未發，乃因了解其尚無法與復社抗衡，故而忍氣吞聲，等待著局勢的轉變。

(三)介入黨爭時期

崇禎皇帝於甲申(一六四四)國變中，自經於煤山後，明末政局混亂，南京諸吏

大員在馬士英以兵勢擁護福王由路即位之情勢下，也不得不贊同福王登基，而開始南

明弘光朝的政局。阮大誠此時五十八歲，動盪的局勢以乎對其越發的有利，音時襄助

馬士英復任鳳陽總督一事，此刻也得到馬士英的回報。馬極力推薦阮大誠為邊才給弘

光皇帝，遂得以打破逆案限制，起復任用為江防兵部俏書。在這起復過程中，由於東

林、復社人士繼續儼視阮大餓而極力阻擾，因此阮大鐵任事後，便與馬士英等人聯手

安置逆案中人以為憑藉。明末的黨爭未因國勢頹危而有所停止，反而在南都持續著。

阮大誠清楚所處的政治情勢，故而在歷經憂患之後，也就毫無顧慮的結合逆案中人，

(37) 邱榮裕:前文，頁一九三。

(38) 陳維路. r 冒辟疆壽序 J '轉引自謝國禎: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六十七年二月出版) ，頁一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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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東林、復社人士對立起來，弘光朝政遂日非，隨著揚州軍事的失敗後，南京都城也

就很快的淪陷於清兵的鐵騎之下。

阮大誠在南京失守混亂局勢中，欲與馬士英、方國安等靠攏魯王，然而卻被視為

繭害而不被接納，阮大誠遂降清，由清貝勒安置於部院之中，隨軍征討。時兵荒馬亂，

隨征官取食頗為因難，阮大誠卻有辦法羅列鮮肥，邀請部院諸公暢享口腹以示其相善

之意，相聚之時甚且應諸公之請，唱其所編「燕子簣」、「春燈謎」等戲曲以娛眾人。

部院諸公在阮大誠殷勤示好之下，也就接納而比坐無隙。一天，阮大誠臉面忽腫，部

院諸公關切其病，要其暫住於衛州，至軍抵定福州後，才遣人相迎。那知阮大鐵聽聞

驚悸不已，疑是東林、復社之人讀言諸公所致，而惶恐異常，乃謂無病，甚且表示其

年雖六十，尚能挽強弓、騎劣馬。而後為証明其無病，在抵達仙霞嶺時強行下馬步行，

鼓勇而先，部院諸公許久後至，見大鐵馬拋路口，身坐石上，呼之不應，往前視始知

阮大鍋已氣竭死矣。(到

阮大錯在這個階段已邁入老年，其心態再如何達觀，恐也無法抱持著不與為意的

輕鬆心情去面對所遭受凌辱的事情。故而以那平日掀醫暢談天下事的氣概，口若懸河

的談吐及令人莫測庄際的城府，相機行事以吐怨氣，當為意料中之事(的)。因而於弘光

朝得邊才拔用復任而與東林、復社人士對立也就不足為奇了。

四、處世角色少析

長久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就具有獨特的社會地位。他們雖是一小群、一小群的分散

在全國各地，卻能憑藉著許多方法，維持著一種優秀份子的群體意識，藉著書信、詩

文，或以專誠相訪、途中會唔等方式，來傳達訊息連絡情感，將彼此的共同利益，透

過政治組織、親屬關係等之方法而連繫結合在一起。由於知識份子享受了顯著的財富

與權力地位，使得人們莫不群起效法以爭取功名，以圖改善個人甚或宗族之生活與社

會地位。

(39) 梅村野史:前書，頁五二。

(40) 懷寧縣志，頁-0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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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學說是知識份子的主要依據，因此歷年符合儒家標準的賢能官吏與學者都成

為後世典範，儒家信仰與理想經過一代代的反覆申述，於是就構成一組終極價值體系，

以為如果人們能遵從便會有助於理想秩序的實現，而個人也能夠確實感到對於成就儒

家理想的實現有所貢獻o

是故中國知識份子在受教育過程中，每一階段都會遭遇到以過去事例說明貪婪、

放縱、不忠、叛逆等的做戒性人物做為借鑑，但是當知識份子對過去歷史事實知道更

多時，他最初印象中的黑白人物便變得模糊不清了。如評價曹操的角色，是姦賊?是

英雄?用儒家專斷的道德觀念是不足以解釋說明的。所以要對一個人下歷史角色評價

時，澈底熟悉他生時的環境與當時的道德標準是同樣重要的，藉著閱讀文獻資料可以

看出當時環境是紛爭或和平，是興隆或敗落的局勢，進而才能有較為公正的對其歷史

角色有公平性的評價。

國內傳統研究歷史人物之角色，往往以儒家傳統觀念，並藉著社會服從權威所認

可的規範，對過去歷史人物角色給予界定，雖然可達見賢思齊之功效，但卻無法對歷

史事實做妥善的解釋o 近代德人社會學者韋柏(Max Weber)所提倡之官僚式

(bureaucratic Model)理論及官僚人格 (bureaucratic Personality)等有關討論人群關係

(Human Relations)之方法(41) ，以為用在我國歷史人物角色的扮演研究，較能客觀且清

楚解釋而無偏見，並符合歷史事實的真象。

傳統的中國政局就是一個屬於相當標準的官僚體制，明末的政局也不例外。在這

個重視組織、典章制度及其常模程序之體制，個人的地位是不被尊重的，因此對一個

人而言，要有所發展與成就，勢必要歸屬追隨體制才能達到目的o 阮大鐵個人角色在

這官僚體制中，從前章所敘述的家世背景及仕宜過程，可以明顯的看出是依循官僚體

制的要求而儘力附和，以為如此可達光耀先人，續保祿位的目的。然而東林黨人的出

(41) 姜占魁:人群關係(台北:正中書局印行，民六十六年出版)，頁九至十一，頁六八至六九。

所謂官僚模式簡言之，是經由歷史演進、社會變遷等因素所產生的一種社會組織形態，其本

身並不含有優劣、是非等價值因素。所謂官僚人格簡言之，即人的行為在官僚體制下，表現

出剛服性和服從性，沒有個性，也缺乏獨立性。所謂自導行為簡言之，即行為者扮演某角色

時特別重視他本人的觀念和角色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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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不但促使官僚體制發生劇烈變動，也使得阮大誠的歷史角色有所改變。由於黨爭

成為體制人事流動之主因，因此東林排擠阮大誠似乎合算於其政治利益。阮大錯於隱

晦時期中卻藉著詠懷堂詩集冊、傳奇戲劇的編導與人往來，証明他是一個有明暢思想

的人，也是個見聞淵博，通曉經典的學者，冀望以邊才破格任用於混亂的政局中。由

於阮大錯此時遭受欽定逆案瘤籍為民之處分，自然也就沒有官僚體制中所享有的名份

地位，因此也就成為復社人士所排擠並嘲弄的對象。阮大誠的官僚人格在這種刺激影

響下顯著的消退，而由慣怨、報復的情緒所替代，伺機行事，以圖東山再起。此種自

導行為 (selιdirected behavior)使得阮大鎖在弘光朝時再度進入官僚體制中，並敢與東

林、復社之人抗爭。降清後雖仍在官僚體制中，但卻恐懼東林、復社人士之議言，使

其官僚人格再度顯現出來。

因此綜觀阮大誠歷史角色，亦與一般知識份子相同，受制於官僚體制中的官僚人

格影響。仕富角色平凡的原因是其始終不敢與體制中政爭主流之派澈底結合，若能如

此，亦許能有較明顯之歷史地位。至於明史以奸臣論斷其歷史角色，若以弘光政爭誤

國為由實不足取，似乎園於私人恩怨所致。

五、結 ::.b‘ol'ff>

綜合而言，阮大誠於明清之際的變局中的肆應，是隨著政局的改變而有所調適，

從調適過程可清楚看出心態深受官僚人格影響的跡痕，最後仍是在無法擺脫官僚體制

下追求功名利祿的心結情境中結束了一生仕途坎呵的際過。

阮大誠政治宣途受困於明末持續不止的黨爭，使得仕途更送受阻。初期由於受家

風傳統使然，故得以謹慎的態度而置身於激烈黨爭之外，然而卻因憂歸辭官再復出時，

與東林黨人魏大中相爭吏部都給事中一職，而遭東林、復社人士詬難，甚且因此被羅

致於崇禎皇帝欽定逆案之中。後因政局混亂，流寇橫虐，而冀望能受不次召任，然卻

為復社以「留都防亂公揭」驅除於南都外。一連串連受官僚體制中政治派系主流之阻

礙，使得阮大誠心境隨著年歲增長，亦發的無法解開與東林、復社人士相偉的死結，

遂超其於弘光朝復起任兵部尚書之機會，對東林、復社之人加以報復，卻因局勢危急

而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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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兵南下，南都失陷，阮大誠欲投靠魯王，卻被視為禍害而不被接納，因此選擇

降清之途。然而長久遭受東林、復社詛誨，而有畏懼的心理。也因畏懼讀言而不顧年

老氣衰的身體狀況，為証明身體硬朗如昔，而在險峭的山路鼓勇逞強，氣竭而亡。終

其一生所為當是明末黨爭下的犧牲者。而其文學作品如詠懷堂詩集冊之不傅，與在文

學史上地位不彰顯，當是明史記載偏巨之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