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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忠君觀─以陳鼎 
《留溪外傳》為例

＊ 

丘文豪** 

自三代以來，「忠」觀念，就有不同層次的涵義，而到宋代，

更是可以見到三種不同的看法同時存在於世人的思想之中。其

中，對政治權威的服從一端越來越突出。 

由於遺民與貳臣一直以來都是清史研究中的顯學，因此清

初的忠君觀研究也多由其出發。從這兩者出發，將得到以下結

論：遺民與貳臣對於臣節上，是採取一種比較務實的態度，頗

能體諒當事人所身處的困局，臧否時人時，也比較寬厚，順、

康時期並不流行乾隆時期嚴厲斥責貳臣的態度。相反的，事功

和社會實效等考慮，往往較道德空言來的更為重要，一直要到

弘曆於 1777年修〈貳臣傳〉後，失節的行為才普遍受到社會的

強烈譴責。 

本研究透過一名沒有什麼名氣的士人陳鼎，及其著作《留

溪外傳》，試圖挖掘生於清朝（1644年後），且與遺民無太直接

關係而易被研究者忽略的角色，是如何看待「忠君」一事。根

據史料，本研究指出，所謂絕對忠君觀可能一直延續在多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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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腦中，更由於社會上瀰漫著這種絕對的忠君觀念，〈貳臣傳〉

的修纂或許是順應了社會上的這股潮流，而非撥亂反正的效

用。藉由一個沒沒無聞的的士人，本研究試圖探討一般社會的

輿論與思想；並凸顯絕對忠君觀的延續並沒有因遺民與貳臣的

自我辯解而於社會思潮中中斷。 

關鍵詞：忠君觀、清初、陳鼎、留溪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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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遺民與貳臣一直以來都是清史研究中的顯學。然而，前人學

者多將注意力集中於身處於明清鼎革中，所謂的「兩截人」1，直

接討論遭遇此變故的明朝人，作了怎樣，又為何會這樣的選擇。2進

一步，則將注意力放在第二代的遺民子弟。對於清初輿論態度的

轉變，也多將注意力放在遺民與其子弟身上，而作出所謂「遺民

不世襲」的結論。3約三十年後三藩之亂爆發，遺民對反清的態度

也產生了明顯的分化。4更有學者認為，一直要到弘曆於 1777年修

〈貳臣傳〉後，失節的行為才普遍受到社會的強烈譴責。5事實上，

遺民對於臣節，是採取一種比較務實的態度，頗能體諒當事人所

身處的困局，臧否時人時，也比較寬厚，順、康時期並不流行乾

隆時期嚴厲斥責貳臣的態度。相反的，清初輿論對事功和社會實

效等考慮，往往較道德空言來得更為重要。6
 

在探討所謂清初的忠君思想時，有一種人遭到了忽視，也就

                                                 

1
 兩截人不單指涉貳臣，主要指向言行不一，以及前後不一者。本文將其延伸為泛

指人生經歷遭明清鼎革一分為二者。白一瑾，〈論清出貳臣士人「兩截人」的處

境心態〉，《北方論叢》，1（黑龍江，2010），頁 65。 

2
 或生或死，或出或處；為前朝、為天下、為人民、為家庭等。詳參何冠彪，〈論

明遺民之出處〉，《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3
 何冠彪，〈論明遺民子弟之出試〉，《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

局，1990），頁 147。 

4
 王思治、劉鳳雲，〈論清初「遺民」反清態度的轉變〉，《社會科學戰線》，1（吉

林，1989），頁 128。 

5
 陳永明，〈降清明臣與清初輿論〉，《漢學研究》，27：4（臺北，2009.12），頁 201- 

202。 

6
 陳永明，〈降清明臣與清初輿論〉，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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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於清朝（1644年後），且與遺民無太直接關係者，如本文所指

出的陳鼎。此外，雖然乾隆朝對貳臣的批判，確實導引了社會風

氣的轉向。然而在順、康年間，真的就如同前人所言般在官方意

識型態的鬆動下而展現出寬容與務實的忠君觀嗎？7而在官方意識

型態外，有無跨朝代長時段影響著中國士人思想的意識因素存

在？尤其是，中國一直以來就有「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的看法，8
 

因此，生長在這三十年間，也就是 1644年朱明帝國滅亡後，到 1673

年三藩之亂爆發。經歷了這樣的動盪，但非遺民身分者，會用怎

樣的觀點來看待所謂的「遺民」9？此外，三藩之亂後，一向強調

滿漢一體，又重視傳統漢文化、尊儒與推崇理學的玄燁，不只以

文化政策作為收攬人心手段，更將其視為勸勉臣民忠君愛國的教

育利器。10於 1678年開博學鴻詞科，網羅山林遺賢，又於 1679年

開明史館，六訪明陵等作為，成為遺民對這「異族」王朝的認識

大為改觀的契機。11既然這些作為對於遺民造成這麼大的心理衝

擊，那身處在這環境下的「非遺民」又會作何感想？ 

陳鼎，約生於 1650年，常州江陰人。近人研究者胡曉真稱他

「雖然出生於入清以後，而且參加科舉考試，但對明末亡國經驗

始終懷有某種迷戀」，並以其編《東林列傳》為例說明他的明末亡

國意識。12筆者目前仍未收集到有關陳鼎生平的進一步記載，13因

                                                 

7
  陳永明，〈降清明臣與清初輿論〉，頁 219。 

8
  金觀濤，〈觀念起源的猜想與證明：兼評《「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

考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臺北，2003.12），頁 127。 

9
  泛指所有身跨明、清兩代者。 

10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香出版社，2009），頁 187。 

11
 王思治、劉鳳雲，〈論清初「遺民」反清態度的轉變〉，頁 132-134。 

12
 胡曉真，〈旅行、獵奇與考古—《滇黔土司婚禮記》中的禮學世界〉，《中國文

哲期刊》，29（臺北，2006.9），頁 56。 

13
 民國時期的《江陰縣續志》有記陳鼎，但僅有東林列傳序，以及四庫存目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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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證明，陳鼎在當時並非什麼了不起的思想家，然而，正是

這種非學術主流的次要知識分子，不受傳統學派的拘束，展現出

與第一流大儒們對於社會觀察的出發點、思想模式、以及關心對

象的差異。14此外，胡氏以陳鼎單一作品來說明其有明末意識，也

流於片面。15故，筆者選擇陳氏另一作品《留溪外傳》作為史料，

來探討身為一個貨真價實，未經歷過明清鼎革，反倒是見證了三

藩之亂與康熙年間的許多「攏絡」政策的大清人，面臨與遺民及

其子弟相同的問題時，會有如何的異同。此外，《留溪外傳》包含

了許多如尚實學、排佛老等清初思想脈絡常出現的議題，因此筆

者也希望能將其放在清初的思想背景下討論。《留溪外傳》一書，

不是很嚴格的史學著作。這在《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怪異諸事，

尤近於小說家言，不足道也。」16然而，筆者要強調的是，陳鼎這

種處於上層知識菁英與平民之間的一般知識份子，其傳寫的又是

較為通俗的筆記傳奇性的小說，或許，其對於一般大眾意識型態

的影響力，比我們想像的都還要大上許多。 

陳鼎的著作雖然不是廣為人知，但也並非難求的孤本。陳鼎

《留溪外傳》出版後，其實也有數位作者引用其中的資料。如清

代，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陳文述《頤道堂詩選》、端方《壬

寅銷夏錄》、雍正時的《八旗通誌》、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等；

                                                 

14
 所謂一層、二層知識分子的分法，以及二層知識分子在研究上重要性的想法，

來自於熊秉真，〈從唐甄看個人經驗對經世思想衍生之影響〉，《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14（臺北，1985.6），頁1-28。值得注意的是，陳鼎可能連第二

層都說不上，但就筆者所關注的「一般人生活」而言，正是一個適合作為研究

的對象。 

15
 然胡氏該文旨不在討論陳鼎的明末意識與《東林列傳》一書，故只是在缺乏更

深入的傳記資料下的推測，不應苛責。 

16
 永瑢等編，《四庫全書總目》（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卷 63，〈史部十九〉，

頁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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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則有徐世昌《晚晴簃詩匯》與楊鍾羲《雪橋詩話三集》。另外，

在方誌類，雍正時期的《陜西通志》、嘉慶時期的《松江府志》、

宣統時期的《東莞縣志》，以及民國時期的《閩侯縣志》與《續丹

徙縣志》，皆有引用《留溪外傳》的內容。17
 

近人研究方面，陳鼎的《滇遊記》與《黔遊記》（合稱《滇黔

紀遊》），以及《滇黔土司婚禮記》為研究清代滇黔地區的珍貴史

料。一是考證其人其事，辨其真偽；一是直接視之為民族誌，用

來輔證某種對滇黔地區的觀察與理解。18如胡曉真的〈旅行、獵奇

與考古─《滇黔土司婚禮記》中的禮學世界〉即為一例。另外，

彭世獎的〈歷代荔枝譜評述〉則在討論自宋到清的各版本《荔枝

譜》時，簡述了陳鼎的《荔枝譜》，但對於其他生平資料等，也沒

有更進一步的發揮。19
 

本文首先介紹陳鼎以及以宏觀的角度略讀《留溪外傳》，並以

此書說明，陳氏思想中所謂的「明末亡國意識」倒不如忠君意識

來得強烈。比起遺民，陳鼎更像個「衛道人士」。接著，明遺民花

了很大力氣在處理忠君與愛民、家庭等兩難問題，據此而有不同

的優先順序，進而產生尊重不同選擇的看法。陳鼎處理的傳主，

同樣也包含了經世、隱逸、家庭、出家等元素，陳鼎如何安排忠

君與以上元素的衝突、優先，並與遺民、貳臣們有怎樣的異同，

則為本節重點。最後，經過以上兩層次的推衍，可以發現，陳鼎

抱持了一種麥穆倫（Ian McMorran）所謂的絕對忠君觀。此外，

陳鼎的忠君觀或許和呼籲與呼應朝廷的養士政策有關。 

                                                 

17
 本部份資料來自於中國基本古籍庫，以及中國方誌庫的檢索。 

18
 胡曉真，〈旅行、獵奇與考古—《滇黔土司婚禮記》中的禮學世界》〉，頁 63。 

19
 彭世獎，〈歷代荔枝譜評述〉，《古今農業》，6（北京，2009.6），頁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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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陳鼎與《留溪外傳》 

陳鼎，約出生於順治七年（1650），原名太夏，字禹鼎，後改

名鼎，字定九，江陰人。陳鼎著作相當豐富，若根據盛宣懷所編

《常州先哲遺書》所列書目而言，陳氏著有：《留溪外傳》、《留溪

附傳》、《留溪十五國人物傳》、《留溪別傳》、《留溪東林傳》、《留

溪山川志》、《留溪海島志》、《留溪竹譜》、《留溪武備略》等三十

種。20《四庫全書總目》則收有《東林列傳》二十四卷、《留溪外

傳》十八卷、《竹譜》一卷、《蛇譜》一卷、《滇黔記遊》二卷。而

今仍可見到的約有《東林列傳》、《留溪外傳》、《竹譜》、《蛇譜》、

《荔枝譜》、《滇黔記遊》、《滇黔士司婚禮記》與《黃山史概》這

幾種。 

（一）陳鼎其人其事 

陳鼎生平記載相當的不足，僅能從其著作自序中拼湊出一個

模糊的輪廓。陳鼎十歲隨季父宦滇，不及一年，隨行之人紛紛死

去，與庶季母錢氏、錢氏之兄錢伯可夫婦，以及幼女等少數家人

流落滇黔邊境。陳鼎授業於庶母，學成後，遠近皆來求學門下。

十七歲時蒙當地龍土司賞識，娶其女，妻妾共生三子，後陳鼎羈

旅北京，歲暮回家時，龍氏女歿，遂奉母命取錢舅父之女錢潔，

又生一子。後陳鼎出遊燕秦，適逢三藩之亂，黔中逆變，不得還。

及滇黔大定後回轉，但錢潔已歿十年。21
 

從陳鼎如此不足，且甚至虛實夾雜的背景資料中，仍可發現

                                                 

20
 盛宣懷輯，《常州先哲遺書．二十》（清光緖甲午（二十）年（1894）至丁酉（二

十三）年（1897）武進盛氏刊本）。 

21
 胡曉真，〈旅行、獵奇與考古—《滇黔土司婚禮記》中的禮學世界〉，頁55-57、

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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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線索。其中，陳鼎是個旅行家，從以上資料更可見陳鼎遊歷

過北京、燕秦。另外，時人張潮稱他「足跡徧天下，交遊亦徧天

下」22，顧彩則稱他「遊跡幾徧四海」23。均可見陳鼎所記所言，

皆來自其遊歷所見所聞，或許可以代表一種社會輿論的整理。另

外，陳鼎遭逢了三藩之亂，更因此未能見到其妻的最後一面。  

（二）《留溪外傳》傳達的忠君意識大於明末亡國意識 

《留溪外傳》共有十三部，分十八卷。24根據陳鼎自言，他作

此書的目的是補充正史。而選材標準為： 

未嘗一日忘情故國，或終身窮餓山林；或沒齒不入城市；或披麻

戴白以至蓋棺，接國家之楨幹，人倫之模範，俗所謂人種子也。

足以標榜一時，啟發後世。 

而「陽儒陰釋，叛道背經，徒資文字，不識天性者」為儒之賊則

不載。因為陳鼎認為，私史的作用除了補充正史外，僅能「善善」。

25由此可見，會出現在《留溪外傳》內的傳主，皆是陳鼎視為值得

表章的正面人物。 

《留溪外傳》紀載內容相當紛雜。以人而言，有理學大儒，

也有不知姓名的樵夫、市井之徒，上至將相、下至乞丐、娼優。

而傳主所經歷的，有甲申國變、清兵下江南，以及三藩之亂，其

中「明季與國朝各居其半」26。可見，陳鼎的選材，並沒有高度的

                                                 

22
 〈張潮序〉，《留溪外傳》，收於盛宣懷輯，《常州先哲遺書．二十》。 

23
 顧彩，〈顧彩序〉，收於陳鼎，《留溪外傳》。 

24
 分別為〈忠義卷〉、〈孝友卷〉、〈理學卷〉、〈隱逸卷〉、〈廉能卷〉、〈義俠卷〉、〈游

藝卷〉、〈苦節卷〉、〈節烈卷〉、〈貞孝卷〉、〈閫德卷〉、〈神仙卷〉、〈緇流卷〉。 

25
 陳鼎，〈凡例〉，《留溪外傳》。 

26
 張潮，〈張潮序〉，收於陳鼎，《留溪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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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27此外，陳鼎曾直接指責南明福王無恥，28由此可見，他

也沒有明顯的明末亡國意識，29而有更深一層的關懷。 

首先，略以經歷事件的時順排列，《留溪外傳》內有散家財北

上勤王的劉孔和；30甲申聞李闖弒帝，一痛成癲的張大育；31甲申

時投江的許義士；32聞李闖稱帝，投震澤死的髥樵叟；33不降張獻

忠大將孫可望、李定國，也不降清的薛義士；34助魯王抗清的趙百

足；35聞清滅李闖大喜，但聞失江南，自屠而死的屠夫；36清兵南

下自殺的乞兒；37清兵定江南，高隱山中的楊志達，38與漂泊海上，

不登岸的陸吳州；39全髮抗令，築屋於海邊的李義士；40得知揚州

城破，不肯薙髮，刺字兩臂曰：「生為明人，死為明鬼」的許德溥。41

然而，不接受吳三桂封爵，效忠於清的孫先生，陳鼎也給予大大

的稱讚；42更激烈的莫九萬，於三藩之亂時，為王輔臣所俘，拒絕

投降，並說出：「生為大清臣，死作大清鬼」；43另外，還有拒絕耿

                                                 

27
 胡曉真，〈旅行、獵奇與考古—《滇黔土司婚禮記》中的禮學世界〉，頁 56。 

28
 陳鼎，《留溪外傳》，卷 2，〈金陵乞兒傳〉。 

29
 胡曉真，〈旅行、獵奇與考古—《滇黔土司婚禮記》中的禮學世界〉，頁 77。 

30
 陳鼎，《留溪外傳》，卷 2，〈劉孔合傳〉。 

31
 陳鼎，《留溪外傳》，卷 5，〈高士列傳〉。 

32
 陳鼎，《留溪外傳》，卷 1，〈許義士傳〉。 

33
 陳鼎，《留溪外傳》，卷 2，〈弩樵叟傳〉。 

34
 陳鼎，《留溪外傳》，卷 1，〈薛義士傳〉。 

35
 陳鼎，《留溪外傳》，卷 1，〈趙百足傳〉。 

36
 陳鼎，《留溪外傳》，卷 1，〈狗屠傳)。 

37
 陳鼎，《留溪外傳》，卷 2，〈金陵乞兒傳〉。 

38
 陳鼎，《留溪外傳》，卷 5，〈安樓先生傳〉。 

39
 陳鼎，《留溪外傳》，卷 5，〈安樓先生傳〉。 

40
 陳鼎，《留溪外傳》，卷 5，〈陸吳州傳〉。 

41
 陳鼎，《留溪外傳》，卷 1，〈許德溥傳〉。 

42
 陳鼎，《留溪外傳》，卷 5，〈孫先生傳〉。 

43
 陳鼎，《留溪外傳》，卷 1，〈莫九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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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忠招降，正衣冠自縊而死的稽永仁。44由此可見，陳鼎《留溪外

傳》的宗旨，當然不是明末意識，而是更高一層次忠於上、忠於

朝廷的觀念。 

陳鼎對許多下層人士能夠為國盡節者的評價甚高。如家世業

農的高復卿，投筆從戎兵敗自刎，陳鼎就讚他「一農家子耳，非

有一命之榮……乃以世受有明水土之恩，卒以死報，可謂義矣！

今之受世祿者，又當何以勵之哉！」45對投江的賣餅叟，則讚曰：

「市井小人不肯偷生賊世……與靦顏二姓之士大夫異哉。」；奴僕

趙叔濟，主人通鄭成功死，與妻一起伴主人妻妾女自盡，陳鼎最

後的評語是：「冠儒冠、服儒服，熟讀詩書，快談禮義，自號君子

者，往往當大節而貪生，卒背于道。」46；另外，「有明國亡諸臣

迎賊恐後，操志者數人而已，若輩熟讀詩書，平居輒談忠孝，臨

難祇圖富貴」甚至連和尚都不如。47顧彩所言：「田夫、牧豎亦能

為國死難；鄙倡、賤妾亦知為夫守節」48很精確的反應出陳鼎創作

此書的目的之一，便是要以下層人物來諷刺不知節義的達官貴人。 

另外，就算沒有以死殉節，而選擇隱逸的胡長庚，陳鼎就以

他來諷刺「大官屈膝叩頭降者眾」的現象；49文可紀與其姪子，不

應召、不薙髮的行為，也被陳鼎用來諷刺不但投降，還炫燿有官

可作的人。50白雲山人張怡，國亡躲入深山，清廷招而不往的例子，

陳鼎贊曰：「明亡，高爵厚糈靦顏二姓者比比皆是，先生位不過千

                                                 

44
 陳鼎，《留溪外傳》，卷 1，〈稽永仁傳〉。 

45
 陳鼎，《留溪外傳》，卷 1，〈高復卿傳〉。 

46
 陳鼎，《留溪外傳》，卷 2，〈趙叔濟傳〉。 

47
 陳鼎，《留溪外傳》，卷 18，〈二雲和尚傳〉。 

48
 顧彩，〈顧彩序〉。 

49
 陳鼎，《留溪外傳》，卷 5，〈茅屋老人傳〉。 

50
 陳鼎，《留溪外傳》，卷 5，〈文高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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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祿不過五斗，乃抗節不屈……」51
 

從以上例子可見，《留溪外傳》在選材上，包含明清人物。也

不僅是抗清、抗流寇忠於明者，助清抗三藩叛變者，同樣也為陳

鼎所記。這裡，要再次強調，從〈凡例〉可知，能登上《留溪外

傳》者，皆為陳鼎認為是值得褒讚，為人楷模者。可見，《留溪外

傳》所要強調的，正是忠於君、忠於上的觀念，並批判靦顏追求

富貴，不知盡節者。 

三、與時代思想的比較 

以貳臣、遺民，或是其子弟作為主體的研究，往往會得到這

樣的結論：遭逢鼎革者，其或生或死，或出或處；為前朝、為天

下、為人民、為家庭等，有各式彈性的辯證，國亡殉死，更不是

一成不變的選擇。52且認為有所謂「遺民不世襲」的看法。53
  

（一）忠君與愛民、家庭的衝突 

以《留溪外傳》而言，陳鼎對於忠君與其他選項的衝突，並

沒有很深入的排解，這或許也和《留溪外傳》僅是一編輯整理類

的著作有關。然而，從若干傳主發生的事蹟推論，陳鼎並沒有對

於忠與家、忠與愛民衝突時，做出辯證性的解釋。 

許多身為父母官的傳主，皆選擇與城共存亡，如跳城自殺的

焦太守；54與城共死的古副將；55在這類的傳主，陳鼎在記述的同

時，同樣也出現部屬、親人等配角。然而，原本愛民的太守們，

                                                 

51
 陳鼎，《留溪外傳》，卷 5，〈白雲山人傳)。 

52
 詳參何冠彪，〈論明遺民之出處〉。  

53
 何冠彪，〈論明遺民子弟之出試〉，頁147。 

54
 陳鼎，《留溪外傳》，卷 1，〈焦太守傳)。 

55
 陳鼎，《留溪外傳》，卷 2，〈古副將傳〉。 



歷史教育第 19 期 174 丘文豪 

 

遭遇這等危難時，似乎不曾考慮到若城亡，民該何去何從？取而

代之的是，當這些以死殉城者，選擇一死以盡大節時，其部屬往

往會從死。如城破被清兵所捕，拒降的鄭御史，在當官時是個受

民愛戴的好官，最後奪刃自殺時，其部屬紛紛也自刎殉死。56遭捕

拒降的王太守，死時也有六人從死。57擔任縣令時，撫綏盜賊，緩

催科，省刑獄，以至四境大治，受百姓愛戴的王縣令，在抗彭士

亨時，也是到城破才選擇自盡。58理學大家蔡雲怡，城破巷戰失敗

後自殺，從者家將眾。59聞江南潰，全家自焚的吳霞舟；60以及前

文提到的韓義士，殉節時，妻、子、女也從死；61不降孫可望、李

定國，也不降清的薛義士以死明志，其子隨死，妻媳從夫，奴婢

從主，全家投水自盡，陳鼎大讚「薛氏闔門死國，賢于高爵厚祿，

舍義不死者遠矣！」62吳義士一家更為激烈，自己投井死後，妻子

殺子自殺，娘家數十人因受感動，也選擇一起死。63
 

在陳鼎的忠君觀念中，忠君與愛民、家庭等間，並沒有衝突

與緊張。城破時，人民瞬間失去了聲音；而部屬與家人，通常會

因為傳主的高尚氣節而受感動，選擇與之共赴死。可見，在陳鼎

心中「忠」為最高層次的美德，並不會與其他目的衝突，也不存

在談判的空間。值得注意的是，陳鼎並沒有對天下、國家、朝廷、

君王作層次性的解釋。在他看來，效忠對象，似乎為一元式的整

體。〈理學部〉若干能夠宣揚、保持理學精神的儒者，大多並未選

                                                 

56
 陳鼎，《留溪外傳》，卷 1，〈鄭御史傳〉。 

57
 陳鼎，《留溪外傳》，卷 2，〈王太守傳〉。 

58
 陳鼎，《留溪外傳》，卷 1，〈王縣令傳〉。 

59
 陳鼎，《留溪外傳》，卷 4，〈蔡雲怡先生傳〉。 

60
 陳鼎，《留溪外傳》，卷 4，〈吳霞舟先生傳〉。 

61
 陳鼎，《留溪外傳》，卷 1，〈韓義士傳〉。 

62
 陳鼎，《留溪外傳》，卷 1，〈薛義士傳〉。 

63
 陳鼎，《留溪外傳》，卷 2，〈吳義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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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以死殉國，但其「發明聖學終其身，不出戶庭。較之盜虛聲而

懷利達者，不啻天淵矣。」可以看出，陳鼎也沒有將文化與忠君

的關係作進一步的辯證。更不如若干遺民，以傳承文化為自己生

存於新朝為辯解的「文化─忠君」辯證觀。 

（二）忠君與斥佛釋 

從〈凡例〉可以看到，陳鼎不喜歡「陽儒陰釋，叛道背經」

者。64從許多傳主的選擇上，皆可見到陳鼎排斥佛釋。另外，在評

論李二曲時，特別強調，「或言學祖姚江，陽儒陰釋……若有他書

祖姚江者耶，果爾，吾當火是傳。」65可見沾惹釋道的江左學風也

為陳鼎所斥。陳鼎讚賞的許多理學大家，其為學背景多有類似。

如吳霞舟，早年始讀陽明傳習錄，繼讀佛老家言。後受業理學家

顧涇陽，才大悟，盡棄前學；66批評二氏妄謬的弘毅先生。67陳鼎

的立場相當清楚，他反對「流于陽儒陰釋之學」68
 

這種排斥佛老的態度在清初實為普遍，如陳確以種族的角

度、黃宗羲以經世的原因，而戴名世則兼有二因。69清初以後的學

風，也漸漸對佛老展開攻擊，如漢學家就批評宋明道學混有佛老。

70陳鼎以和尚為主角特作一〈緇流部〉，乍看之下似乎與其宗旨有

所衝突，然而進一步去分析這些和尚的作為，以及陳鼎對他們的

評論，似乎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64
 陳鼎，〈凡例〉。 

65
 陳鼎，《留溪外傳》，卷 6，〈李二曲傳〉。 

66
 陳鼎，《留溪外傳》，卷 4，〈吳霞舟先生傳〉。 

67
 陳鼎，《留溪外傳》，卷 4，〈弘毅先生傳〉。 

68
 陳鼎，《留溪外傳》，卷 4，〈芮巖尹先生傳〉。 

69
 何冠彪，〈論明遺民之出處〉，頁74-76。 

70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7），頁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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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兩個例子為例。首先，囂囂和尚在明朝天啟間，因天下大

亂而出家，然而，在甲申國變後，囂囂和尚與其妻妾自縊於屋。

陳鼎的評論是：「隱姓氏，棄妻子，自號囂囂，似不知有君父者，

及臨君父之難，慷慨激烈，視死如歸，烈矣哉！」71；呱呱和尚則

是於鼎革後出家，然而，每言及明事，無不垂涕。陳鼎也因此稱

讚他。72以這兩人而言，雖然名為和尚，但並非真正的拋棄名教，

實際上仍然「有君」。由此可見，陳鼎排斥佛釋的原因，不是為經

世，也不是為種族，正是在其忠君的關懷之下所發。這正表現出

政權在實際生活中，將宗教特別是佛教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神

權只是皇權的支持與補充，而非對立的觀點。兩者的矛盾，就在

皇權控治神權的基礎上解決的發展。73
 

四、絕對忠君及與政治環境的關係 

由前兩節可以發現，貫徹於《留溪外傳》中的思想，是以忠

君觀為主軸。與遺民對忠的辯證相比較，更可以凸顯忠的不可妥

協性。可見陳鼎忠於上的絕對性。 

（一）絕對君忠觀 

若以遺民與貳臣作為主體，我們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亂世

時對同一社會行為的解讀，往往會有很大的差異，一直要到弘曆

於 1777年修〈貳臣傳〉後，失節的行為才普遍受到社會的強烈譴

責。遺民與貳臣對於臣節上，是採取一種比較務實的態度，頗能

                                                 

71
 陳鼎，《留溪外傳》，卷 18，〈囂囂和尚傳)。 

72
 陳鼎，《留溪外傳》，卷 18，〈呱呱和尚傳〉。 

73
 寧可、蔣福業，〈中國歷史上的皇權和忠君觀念〉，《歷史研究》，2（北京，1994. 

4），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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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諒當事人所身處的困局，臧否時人時，也比較寬厚，順、康  

遺民黃宗羲區分了私人與公事，認為大臣僅僅在管理國家中

的職位受到皇帝的約束；朱舜水強調自己沒有接受明朝的俸祿，

因此可以不用拋棄生命。74對於這點，陳鼎則是舉了數個沒有官

職，卻同樣選擇為國家殉死者，以及若干雖隱但仍展現出「忠」

的例子來回應。身為商人的倪允中，散盡家財討流賊，後又助明

抗清；75而楊毓奇的例子更為生動，崇禎崩時，遭人譏之曰：「君

一腐頭巾耳，未沾升斗之祿而欲效君臣之誼，實有痛心，誰其信

之？」而毓奇正色曰：「凡屬踐土，莫非臣子；凡戴鬚眉，皆有剛

腸。苟其喪失，禽獸幾希，況某身列膠庠，素明大義，感同世俗

而不少盡臣心耶？」而後，便毀家治戰具欲報仇。76
  

除前文提到若干對忠的絕對看法，以及對降者的明嘲暗諷，

可見身為非遺民、貳臣及其子弟的第三者對忠的要求是相當嚴厲

的。這裡，有一個故事為這樣的觀點作了畫龍點睛的效果： 

義僕李兒者……執役於司馬家……司馬為諸生，時家貧，好飲、

喜投博……嘗一擲百萬也。李兒早起輒往海濱拾魚蝦，貨錢買米

供主母。午後入山采薪，以備明日炊。……司馬嘗大醉歸，稍不

合意，輒痛撻李兒，每醉，李兒必負傷。……李兒毫無怨意。司

馬每赴科歲試，一身蕭然，李兒從之行，必措一二百青銅錢……

以供司馬薪水。77
 

可見李兒對主的「忠」是如此無怨無悔，並非孟子那套對等的君

                                                 

74
 麥穆倫，程葳譯，〈明清鼎革之際忠君考〉，收於龍巴爾、李學勤編，《法國漢學》

第 1 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頁50-51。 

75
 陳鼎，《留溪外傳》，卷 5，〈倪高士傳〉。 

76
 陳鼎，《留溪外傳》，卷 5，〈處士列傳〉。 

77
 陳鼎，《留溪外傳》，卷 2，〈義僕李兒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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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關係。78然而，李兒的厄難並未結束。後來因司馬家官司纏身，

又遭官府緝拿「月六較，每較非三十杖，即二十杖，下體無肌肉，

僅白骨糝糝，如是者十年」幸好，司馬成進士，身居要職，李兒

才揚眉吐氣，而司馬也一改態度，待之以弟子禮。而後，司馬死

時，李兒也隨主殉死了。 

這樣的一篇故事，陳鼎將其放置在〈忠義部〉之下，足見其

暗示所在，其後評語，更是點出「當患難顛沛之際而忍死不變者，

士大夫所難能也，李兒以人奴……非豪傑之士哉？」可見，作者

生活於順、康年間，創作於康熙時期的《留溪外傳》，表達出一種，

與遺民、貳臣相當不同的忠君觀念。換句話說，自宋代以來的絕

對化傾向，不因明清鼎革而有中斷，這樣的看法，仍然存在於時

人心中。 

忠的觀念，自三代以來，就有不同層次的涵義，其中，對政

治權威的服從一端越來越突出。79雖然一直有理性與絕對忠君觀兩

大主流，但在宋代中央集權以及程朱理學的影響下，不忠於君不

僅違反了最高道德標準，也是最大的罪惡。80為主殉死成為人臣的

絕對義務，忠臣不事二主成為士大夫的大節。81另外，法國漢學家

也認為，宋儒開始表現出絕對忠君化的傾向，此後官員都採納了

這樣的態度。82《留溪外傳》正可以呼應這樣的說法。 

 

                                                 

78
 寧可、蔣福業，〈中國歷史上的皇權和忠君觀念〉，頁81-82。 

79
 王子今《「忠」觀念研究—一種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與歷史演變》（吉林：吉

林教育出版社，1999），頁12。 

80
 寧可、蔣福業，〈中國歷史上的皇權和忠君觀念〉，頁 89。 

81
 魏良弢，〈忠君的歷史考察：秦漢至五代時期〉，《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

科學版）》，2（南京，1995.5），頁129。 

82
 麥穆倫，程葳譯，〈明清鼎革之際忠君考〉，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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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忠君與政治環境的關係 

陳鼎並非遺民，完全生活於清代。筆者認為，影響《留溪外

傳》忠君言論的政治環境因素，當以三藩之亂以及康熙「博學鴻

詞」政策兩點，最為重要。作為一個大清人，在處理明清關係時，

他選擇了最為安全的說法。也就是清為明報仇，如聞李闖伏誅，

則曰：「大讎既殄」83，另外，最為明白的例子是在評論為報甲申

仇，而遭術士騙錢的李若練，陳鼎說：「子房……不遇漢高，則大

讐終不能報耳。」84似乎也暗示著清為明報仇的論調。85
 

陳鼎本人因三藩之亂旅途受阻，不得見妻最後一面，加上民

心思安定，他對清朝的認同應該是無庸置疑的。那他為何會對明

末忠臣大加稱讚，讓人誤會他有遺民心態呢？筆者認為，這與玄

燁尊儒與推崇理學，不只以此作為收攬人心手段，更將其視為勸

勉臣民忠君愛國的教育利器，86廣開博學鴻詞科，網羅山林遺賢，

這不僅讓遺民對其改觀，87其影響之大，甚至讓遺民不敢入城。88可

見，當時瀰漫著一種朝廷積極養士的社會風氣。 

《留溪外傳》中出現的許多傳主所發生的故事，就多以面對

朝廷薦舉為背景。如，博學鴻詞薦不就的程邃、89朝廷招而不往的

                                                 

83
 陳鼎，《留溪外傳》，卷 5，〈處士列傳》。 

84
 陳鼎，《留溪外傳》，卷 6，〈李二曲傳〉。 

85
 這種清為明報仇的說法，在當時誠屬普遍，甚至多爾袞也是持這種論點。值得

注意的是，以留侯張良與漢高祖的例子，來比較明清關係可能值得深入討論，

如魏禧〈留侯論〉也是類似觀點。詳參麥穆倫，程葳譯，〈明清鼎革之際忠君考〉，

頁 54。 

86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187。 

87
 王思治、劉鳳雲，〈論清初「遺民」反清態度的轉變〉，頁 132-134。 

88
 王汎森，〈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

《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214。 

89
 陳鼎，《留溪外傳》，卷 5，〈垢區道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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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怡、90二雲和尚；91以及屢招不就的王象晉、成勇、仇維禎、徐

日升、徐元善等。92死於三藩之亂的稽永仁，陳鼎就說：「國家養

士唯隆，故多得士報，三逆難作。」93足可證明，這樣的社會風氣

也對陳鼎造成影響。因此，與絕對忠君觀念相應的應為朝廷養士

政策在陳鼎心中產生的波動。 

在許多展現出高尚節操者的評語中，都可見到陳鼎倡導養士

之功。如韓義士殉國，陳鼎就歸因於明養士之隆；94投筆從戎，揚

州城破而死的三諸生，陳鼎也以此為鑑，說明「故養士不可不隆

耶」95；此外，對於選擇隱逸山林者，拒絕清廷的招舉，也是因為

「明以仁義柔天下士，國亡，故多得士報」96；總結明代死節者，

陳鼎則認為「有明待士之隆越三代，國亡死者累累」，97且「有明

養士三百年，既隆且深，國亡，布衣之士往往懷之不置」。98三藩

亂事之平定，更是因為「王家隆於養士，故士多樂死，卒不勞力

而三寇蕩平」99
 

至於士人受到國家養士之恩，則應該要「上思國恩」100思圖

報答。李義士全髮抗令，曰：「吾實不忍為兩姓臣子，敢苟全以負

國家養士之隆乎？」101端木鐵頭的故事生動呈現了陳鼎對國家養

                                                 

90
 陳鼎，《留溪外傳》，卷 5，〈白雲山人傳)。 

91
 陳鼎，《留溪外傳》，卷 18，〈二雲和尚傳〉。 

92
 陳鼎，《留溪外傳》，卷 5，〈山東隱逸列傳〉。 

93
 陳鼎，《留溪外傳》，卷 1，〈稽永仁傳〉。 

94
 陳鼎，《留溪外傳》，卷 1，〈韓義士傳)。 

95
 陳鼎，《留溪外傳》，卷 1，〈三諸生傳〉。 

96
 陳鼎，《留溪外傳》，卷 5，〈山東隱逸列傳〉。 

97
 陳鼎，《留溪外傳》，卷 5，〈謝隱士傳〉。 

98
 陳鼎，《留溪外傳》，卷 18，〈呱呱和尚傳〉。 

99
 陳鼎，《留溪外傳》，卷 1，〈王縣令傳〉。 

100
 陳鼎，《留溪外傳》，卷 5，〈王古休傳〉。 

101
 陳鼎，《留溪外傳》，卷 1，〈李義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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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呼應。起初不肯加入唐王政權，視之為「暮氣」，然而，在劉

清泰以國士禮相待下，鐵頭乃心懷感激的助清入山招降山賊。102雖

然鐵頭未曾任明朝官，後也不接受清朝官職，但近乎違背了「忠」

於明的標準。由此可見，身為清朝讀書人（士）的陳鼎，於公於

私，都視朝廷為施恩者，應該感激報答，甚至連市井小徒也會因

受國朝水土恩而不敢偷生於世。103
 

五、結語 

遲至宋代開始，就有三種忠君觀於思想市場上流動，104若以

遺民與貳臣作為研究主體，或許會認為，自宋朝開始不斷強化的

「絕對忠君」，到了清初進入了一種相對混亂、彈性的狀況。直到

乾隆時期修〈貳臣傳〉，才又普遍的以高標準的忠君觀來批判失節

行為。然而，輿論風氣並不會因〈貳臣傳〉的出現立即改變，相

反的，或許正是社會上已蔓延著如此輿論才影響了政策的修訂。

〈貳臣傳〉的成效，也許暗示著這種高標準的道德觀一直存在於

清初多數人的心中，只是受掌握論述權力的遺民與貳臣所掩蓋。 

在陳鼎《留溪外傳》中，若以整體的角度觀察，可以發現其

中是以「忠君觀」貫徹其中。其內容與同時代遺民、貳臣為主體

所展現的看法相比，可以發現，陳鼎的忠君觀在遭遇愛民、家庭

時，不存在著高明的辯證，而是以「忠」凌駕於上。至於忠的對

象，陳鼎也沒有清楚的去辨明文化、天下、朝廷、君王等不同的

層次；完全呈現出一種沒有彈性，不可妥協，非忠不可的觀點，

                                                 

102
 陳鼎，《留溪外傳》，卷 6，〈端木鐵頭傳〉。 

103
 陳鼎，《留溪外傳》，卷 1，〈賣餅叟傳〉。 

104
 朱熹在〈記林黃中辯易、西銘〉中，提出三種不同的君主觀，一為林粟的絕對

尊君說；二為莊子君臣平等說；三為張載的宗子說。詳參余英時，《宋明理學

與政治文化》（北京：吉林出版集團，2008），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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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連排斥佛老，也不同於遺民由種族、經世為原因，而是因其

「無君無父」。 

身為非遺民、貳臣及其子弟的第三者，陳鼎當然不會對其抱

持著同情與理解的角度。陳鼎這樣的觀念，以及其屢屢以三代讚

美傳主，如程一林有如三代之人，有魯男子之風；105程邃去三代

之賢不遠，106似乎透露著他是一個「衛道人士」。學者胡曉真從其

另一著作《滇黔記遊》也發現到，陳鼎對中國社會（包含新朝與

舊朝）失德的批判的隱喻，以及堅持以儒家的禮與德建構理想社

會的看法。107另外，陳鼎的忠君觀除了是對古早儒家社會的「想

像」外，也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陳鼎在玄燁一連串的拉攏士

人的手段之下，受到相當程度的感動。此外，其本身就為「士」，

朝廷養士的政策與其自身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出現贊同並呼籲

這樣的政治社會風氣的言論，就顯得相當合理。 

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言，《留溪外傳》「近於小說家言」，

並非嚴謹的史學著作，其中包含若干匪夷所思近乎傳奇性的記

述。然而，若以小說的角色而言，通俗小說是一個相當具有代表

性的「中介文化」，承續了上層社會的文化傳統與思想傳統，又深

入的結合了民俗心理，造成了各個階層的文化有著相互滲透與密

不可分的血肉關係，進而造成了上下階層渾然一體的文化傳承體

系。108小說中有些觀念不單是小說家自己創造的，而是集體所共

相傳承的，而在小說中再次出現，更是在進行通俗教育與觀念再

整合。109以清初忠君觀而言，以往都以「局內人」，也就是遺民與

                                                 

105
 陳鼎，《留溪外傳》，卷5，〈程一林傳〉。 

106
 陳鼎，《留溪外傳》，卷5，〈垢區道人〉。 

107
 胡曉真，〈旅行、獵奇與考古─《滇黔土司婚禮記》中的禮學世界〉，頁77。 

108
 鄭志明，《民間信仰與儀式》（臺北：文津出版社，2010），頁62。 

109
 鄭志明，《民間信仰與儀式》，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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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臣作為觀察對象，然而，社會上更廣大的「局外人」（他者）是

如何看待這些守節與失節的問題；以及換個角度而言，清初的局

外人，又是以怎樣的「局內人」身分，生活於清初的政治思想氛

圍中，這就值得我們進行研究。 

遺民與貳臣的論述通常抓住了研究者的目光。社會大眾，尤

其是中下階層的知識分子往往失之於傳記資料缺乏，以及代表性

不足的原因，在清初遺民與貳臣以及忠君觀念的研究上失去了聲

音。確實，陳鼎的背景資料相當不足只有寥寥數語，目前又沒有

發現其與其他士大夫交往的書信與文集；而其影響力也只能從若

干引用其著作的其他著作來旁證。110然而，這種傳記資料缺乏，

代表性、影響力不明的士人正是筆者想要了解的對象，其或許才

是真正代表著社會語境中的儒家思想。 

 

 

 

 

 

                                                 

110
 引用陳鼎著作者，除了前言所提及外，尚有張潮《虞初新志》、彭蘊璨《歷代

畫史彙傳》、徐鼒《小腆紀傳》、高廷珍《東林書院志》等，甚至朝鮮成海應所

著《皇明遺民傳》也引用了《留溪外傳》，該書其他資料有我們耳熟能詳的大

儒黃宗羲、錢謙益等。另外丁丙的八千卷樓藏書樓，也藏有陳鼎許多著作，可

見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丁仁《八千卷樓書目》。（本部分資料來源來自中

國基本古籍庫、中國萬誌庫及韓國古典綜合數據庫 http://db.itkc.or.kr/itcdb/main 

IndexIframe.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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