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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愛是紅塵歷劫中一場偉大的修行 
 
 
 
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 

——《紅樓夢》第一回 
 
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恨；空破情恨，必先走入情內，走入情內，見得世界情根之虛

，然後走出情外，認得道根之實。 
    ——［明］董說：《西遊補》 

（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95），頁1。 
 
《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書，誰是作者和續者姑且勿

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

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魯迅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金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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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黃崇憲 
上課時間：星期五 09:10-12:00  
聯絡電話：（04）23590121轉36313 
電子郵件：momo@thu.edu.tw 
約見時間：星期五 07:30-08:30伯朗咖啡館（需事先約定） 
辦 公 室：SS539 
 
• 課程簡介 

 
在《紅樓夢》的卷首，作者曹雪芹夫子自況般地評價自己的作品：「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誠哉斯言，此簡潔俐落的二十個字，大

概是古今中外文學史中無出其右的精準自評，將《紅樓夢》的內容、作者的寫作心

態、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展現出來。歷來圍繞著此近三百年前寫就的經典之考證、索

隱與詮釋不知凡幾，形成了所謂的「紅學」。如果說《水滸傳》是一部怒書，《金瓶

梅》是謗書，《儒林外史》為牢騷之書，則《紅樓夢》乃是一部悟書，其所遇之人皆

閱歷之人，其所敘之事皆閱歷之事，其所寫之情皆閱歷之情。究其實，《紅樓夢》可

被視為一精彩「自我社會誌」的偉大小說形式之藝術展演，曹雪芹在歷經人生缺陷逼

仄、舊歡難拾、身世飄零、悔恨無從、付諸一哭，發而為文，以力求解脫，《紅樓

夢》一書的確是曹雪芹閱歷感悟人生之辛苦結晶，「悲涼之霧，遍被華林」（魯迅

語）。殊為遺憾的是「千古文章未盡才」，曹雪芹只完成前八十回，後四十回由高鶚

所續，然仍不礙其為未完成之巨著。 
《紅樓夢》是一首無韻的《離騷》；也是一部「說」家之千古絕唱；更是對一個

封建黑暗王國的「現象學式還原」，是一首封建制度和封建貴族世家的輓歌，交織著

人生的痛苦和歡樂、憂愁和哀傷、繁華和零落、正直和邪惡、愛情和淫欲，以及權勢

者的專橫霸道和「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呻吟之現世相。曹雪芹以如椽之筆為末世的

封建社會描繪了一幅精確而生動的工筆畫，《紅樓夢》更是一曲淒美的青春、愛情和

理想的頌歌，對其所身處之社會，從它的社會制度到全部「上層建築」做了深情的回

眸與定格。 
庭院深深，本課程無法透過有限的學期課程盡覽《紅樓夢》既浩瀚又幽深的風景

，只但求充當一個盡職合格的導遊，將《紅樓夢》視為一生命的大書，進行生命的對

話，力求做到閱讀與生命之有機連結。此外，作為問石之路的初步嘗試，本課程也企

圖以文學社會學的敏感與理論視野將《紅樓夢》拆解為五條主要軸線，進行解讀與詮

釋：人生本體論、社會生活史記、眾生相人物誌、「以情悟道」認識論，和情欲微物

論。 
 
人生本體論 

 
首先，就人生本體論而言，《紅樓夢》是獨一無二的，因為此書有一種與人生的

同質性，一種別的書上所沒有的「人生質感」，具有人生的豐富性、立體性、多義

性、多元性，所引起的爭論、興趣、考據、猜測、推理，更像是一個大的歷史公案。

紅樓夢做為一不朽的文學經典，與其他文本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其文本所反應呈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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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就是人生的本體，富有一種非常罕見的人生與世界的質感，人生的酸甜苦辣、生

老病死、悲歡離合、歷史興衰，盡在其中，我們甚至可以不誇張地說，紅樓夢中的人

生直逼Foucault所說的「全景敞視主義式」（panopticon）的人生。 
 
社會生活史記 

 
其次，從布勞岱年鑑學派以降的「日常生活史觀」來說，《紅樓夢》可說是一部

百科全書般的「社會生活史記」。《紅樓夢》的社會由世家、平民、奴隸三種階層組

合而成。以社會經濟史之角度來看，中國自明代中葉以來至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

乾隆年間，其社會形構在封建社會結構之內，開始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而且

獲得相當的發展，並形成了資產階級的前身，亦即「市民階層」。個人主義開始抬頭

，權威與個人主義同時並存，《紅樓夢》裡所提出的平等、自由、婚姻自主、個性解

放、反對封建社會、反對封建禮法、反對封建等級制度，都是因新興的市民階層「從

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現存衝突中，要求擺脫種種的

封建束縛和限制，要求更多自由，反對封建特權的種種剝削。凡此種種引人注目的思

想，其社會物質基礎必須被精確掌握與界定，方得以解釋《紅樓夢》一書中思想性質

之底蘊，而這正是作品／文本社會學取徑之精義所在。以此視之，《紅樓夢》正是當

時社會物質生活的矛盾、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鬥爭所造成的豐碩成果，絕非

歷史的偶然，而是深深根植於現實的社會生活土壤中。因此《紅樓夢》能夠容納「社

會變遷」下很廣闊的、很複雜的生活，是一部內容豐富的社會史料書。曹雪芹以其生

花妙筆把生活寫得逼真生動，作品中充滿了生活的興味，充分反映了西諺所說：「上

帝和魔鬼就藏在細節裡」，日常生活的描寫、細節的描寫，是小說的基礎，能夠寫得

細膩逼真需要相當才氣方可為之，一部巨作長篇小說最大的挑戰是細節的實感。細節

是真實性的基礎，生活細節最難虛構。《紅樓夢》一書行文敘事生動又細緻，時而絮

絮叨叨，甚至流於流水帳，但同時卻又工筆勾勒、繽紛上色。書中所談到的建築、烹

調、衣飾、醫藥、園林、奢侈品、甫進口的舶來品玩意兒、詩詞歌賦、牌子曲、紙

鳶、燈謎等等，生活中的萬花筒皆在其中，真可謂一部「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除

了日常細節之外，還得有重要的事件和波瀾，《紅樓夢》裡的大事件和大波瀾都描寫

得非常出色，例如元妃省親、寶玉挨打、搜查大觀園、賈母生日、可卿大喪、除夕祭

祖等。曹雪芹把生活細節和大事件都寫得十分真實、十分生動，從而寫出巨大的典型

環境和眾多典型人物，蘊藏豐富的文化積淀。 
 
眾生相人物誌 

 
《紅樓夢》人物眾多，卻又各個鮮明突出，既特別且精彩，成為小說的一大特

色、更是一大成就，其中，單單在賈府的生活世界裡，便有「上千個人」，其他相關

的各方人等，更是林林總總。綜觀《紅樓夢》一書中涵括幾百口男女老少、尊卑貴

賤、而且是有機地關連在一起，而非互不相干，展現了一幅驚人、綺麗異彩的萬尺畫

卷，數百人物各個不同，聲口、氣質、風格、神態，絕無雷同，而且不只是一個無靈

魂的扁平人物，各個神龍活現、躍然紙上。曹雪芹描寫人物的手法，純粹是中華畫法

的精神體現，近乎晉代大師顧愷之所提倡的「傳神寫照」。讀《紅樓夢》，不可「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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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放小」，只看寶玉、黛玉、寶釵、熙鳳、賈母等人，而忽略了那些蔣勳所關注的、

有如《金剛經》說的「微塵眾」，那些充滿人間氣、哭哭笑笑、愛憎嗔怒、怨親糾

葛、悲喜無常的眾生，曹雪芹一一寫來，以大悲憫、大體貼，「眾生皆俱於我」，為

其一一塑像。有人統計，《紅樓夢》全書寫了975人，此為古今中外文學史上之唯一特

例，無與倫比。 
以紅樓十二金釵為例，曹雪芹的人物塑造功力如火純青，透過以具體的花給予美

感造型，將人物的人生遭遇具象化，達到人、花合一的境界。「園中諸女，皆有如花

之貌。即以花論：黛玉如蘭，寶釵如牡丹，李紈如古梅，熙鳳如海棠，湘雲如水仙，

迎春如梨，探春如杏，惜春如菊。」（〔清〕諸聯：《紅樓評夢》，一粟編：《紅樓

夢資料彙編》，卷3，頁119）此為人／花互喻與象徵意寓，再者，曹雪芹又以抽象的

概念透過一字定評人物的心靈特質與精神核心，堪稱微言大義，如「紅樓之製題，如

曰俊襲人、俏平兒、痴女兒（小紅也）、情哥哥（寶玉也）、冷郎君（湘蓮也）、勇

晴雯、敏探春、堅寶釵、慧紫鵑、慈姨媽、獃香菱、憨湘雲、幽淑女（黛玉也）、浪

蕩子（賈璉也）、情小妹（尤三姐）、苦尤娘（尤二姐）、酸鳳姐、癡ㄚ頭（傻大

姐）、懦小姐（迎春）、苦絳珠（黛）、病神瑛之類，皆能因事立宜，如錫美諡。」

（〔清〕姚燮：《讀紅樓夢綱領》，一粟編：《紅樓夢資料彙編》，卷3，頁171） 
 
 
「以情悟道」認識論 

 
再者，《紅樓夢》說穿了，就是個情字，不只男女愛情，也是宇宙原動力，

「情」貫穿紅樓，生命的本質即是「情」，若非這份情，就沒有女媧補天，就無黛玉

以淚報恩的愛情神話，從太虛幻境降至人間。因此《紅樓夢》不只是小說，又是哲學

和玄學，其中寶黛間的「悲愛美學」，人生是非成敗轉頭空的空虛感、荒唐感和悲涼

感，可謂一人生啟示錄。「開闢鴻蒙，誰為情種？」，「情」是《紅樓夢》一書的核

心，各式各樣的情，非常複雜，各種意義都有，像一本描述情的史詩，以那麼大的篇

幅，寫各種情：男女之情、人倫之情、親情、愛情、同性／異性之情，複雜且動人地

叩問「問世間情為何物」，賈寶玉要經歷各種「情」的考驗，最後才悟道，所以此書

才又叫《情僧錄》，情對寶玉來說簡直到了宗教的高度，是一種信仰，一種追求，經

過孽海情天，歷經生老病死，人生才看得透。在某種程度上，其實《紅樓夢》可發展

成一部《佛陀傳》，與赫曼赫塞《流浪者之歌》中西輝映。如果說《離騷》整本書就

是一個字：怨，怨之幽生；而《紅樓夢》則是一個情字，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榮

國府的盛極而衰，繁華落盡後的滄桑無常感，寶玉出家「一塊白茫茫的大地真乾淨」

所透顯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寶玉由一僧一道夾住，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只

聽見他們三人口中唱到：「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遊兮，鴻蒙太空。誰與我遊兮

，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讀來令人五體皆震、痛徹心扉之際，也有對

人生的沉痛深刻之感悟，可視為中國文學「以情悟道」傳統中的巔峰之作。《紅樓

夢》一書中思想上的點睛之筆「因色見空，由色生情，傳情入色，以色悟空」並非線

性式的「色即是空」之大跳躍，其中一重要的「中介變項」即是情，書中「天下無能

第一，古今不肖無雙」之寶玉是多情善感之人，見一個愛一個，「見了姊姊，忘了妹

妹」，凡是女孩兒，無不鍾情愛惜。寶玉的「情的直覺」（相對於牟宗三說中國哲學

中「智的直覺」）特別大，因此，對人生參悟之滲透性也特別強，他時常發呆，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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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都是由此情的直覺而來。寶玉常「仔細一想，真正無可奈何，不覺長嘆數聲」

，此長吁短嘆，讓寶玉悟出多少道理？！一悟再悟，從癡情舊病中漸悟出色即是空，

情即是魔，明白了一點實相，「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份定。」寶玉憑了感情，亦

癡、亦情、亦淫、亦慧，以感情直面窺見真理，比理智快得多了，「以情悟道」，感

情變成更大、更高次元的「理性」。賈寶玉和林黛玉都是「情感先於本質」的存在主

義者，情感對他們來說就是存在的根據和前提，而且也是存在的全部內涵，情就是生

命本身，情與生命共存共亡。 
 
情欲微物論 

 
最後，愛情當然也是《紅樓夢》的重要主題之一，書一開始即談到本書的「大旨

談情」，其大荒山無稽崖清梗峰，又是大荒又是無稽又是多情，嗚呼哀哉！《石頭

記》（《紅樓夢》一書的別名）是一部銘刻在石頭上「開闢鴻蒙，誰為情種」的欲愛

書。有欲愛就有痛苦，王國維即曾經用叔本華的哲學來解釋，認為《紅樓夢》的主題

是欲望的悲劇。《紅樓夢》中的小兒女私情，終究落得有情人難成眷屬的人生遺憾，

歷來令人扼腕浩歎，感慨愛就是煎熬，愛是眾苦之源。大觀園裡的愛情宿命，無非像

金剛經中所說的：「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就像一聲長長的嘆息。《紅

樓夢》一書可能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欲望小說」、最深刻的「情欲微物論」。「多

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三十二回），在此書中有不

少的「微物」成為情慾的載體，使日常家用的微物提升到象徵的高度，被賦予了文化

意義，諸如：寶玉與寶釵由金鎖片、通靈玉所共構的金玉良緣（八回）、蔣玉菡與襲

人的茜香羅和松花汗巾（二十八回），史湘雲與衛若蘭的金麒麟（三十一回）、板兒

與巧姐的佛手和柚子（四十至四十一回）、刑岫煙與薛蝌的衣服和當票（五十七

回）、柳湘蓮與尤三姐的鴛鴦劍（六十六回）、探春與海疆藩王的鳳凰造型之風箏

（五、二十二、六十三、七十回）、司棋與表弟潘又安的繡春囊⋯⋯等。甚至食物也成

為愛情的隱喻。第六十四回，寫出賈璉與尤二姐的相互調情：「妹妹有檳榔，賞我吃

一口」，檳榔甚至也成為打情罵俏的嚼食，成為男女情意曖昧時，暗示性感的媒介。

寶玉給黛玉的舊手帕是私傳信物，用過的手帕等於寶玉的身體，還有寶玉的心。還有

，晴雯把自己的指甲咬下來給寶玉，她的身體從來沒有跟寶玉親近過，沒有給過他，

臨終前，至少可以把自己的一部份，身體的一部份，自己的身體、肉體給他，彼此做

個紀念。. 
此外，撇開情慾不論，《紅樓夢》可說是一個充滿奇珍異寶的大千「微物」世界

，諸如大觀園裡的玻璃窗，美麗的花瓶（汝窯美人觚，汝窯花囊、水晶菊，美女聳肩

瓶），平兒的蝦鬚鐲，貓兒眼、祖母綠，鳧靨裘與雀金呢，百蝶穿花紅襖，五爪坐龍

白袍，翎毛花卉、巧奪天工，刺繡藝術，湘妃雅扇，老祖宗的老花眼鏡，女兒茶與夢

甜香⋯⋯等。 
綜合言之，《紅樓夢》不是寫出來的，是哭出來的。是曹雪芹在其跌宕起伏的一

生集賤與貴的感覺、貧與富的生活、南與北的閱歷於一身，加上不世出的稟賦與才華

，使他能於一般的人情世故中體驗並品味出人生的真與假、敏銳地洞察出那盛極一時

的家族／社會／文化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以及由盛而衰的總趨勢，「眼空如萁，

筆大如椽」地對他所處的社會進行深刻批判，字字血淚，只可道與知者言。劉鶚在

《老殘遊記》的自序中嘗謂：「《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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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

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記》，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曹之言曰：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

名其酒曰『萬艷同杯』者，千芳一哭，萬艷同悲也。」魯迅也曾說：「一部《紅樓

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

看見宮闈秘事。」 
社會學家能看到什麼？歷來的紅學家幾乎是清一色的文史出身，較強調重視文本

內文學性的鑑賞、評析，和對不同版本的校勘、比較，或醉心於文本外以曹家歷史為

核心的考證和對重大歷史事件的索隱，然而，都對社會結構／制度／規範的關注不

夠。社會學家不研究《紅樓夢》，實在是紅學的重大損失。本課程企圖求索一條對

《紅樓夢》的社會學詮釋與解讀之可能取徑與出路。 
 

＊紅樓夢的版本眾多，聚訟紛紜，本課程依據台北里仁書局最新出版、由徐少知新校

注之《紅樓夢新注》（五分冊）（2018出版）。此新注版本前八十回以庚辰本《脂硯

齊重評石頭記》為底本，後四十回以程甲本為底本，是目前華語世界被學界公認最接

近曹雪芹創作原貌與校注最詳細完備之版本 
＊本課程專注於文本分析，為避免枝節岐出造成失焦，因此上課時多不涉及考證、索

引、探佚等議題，惟於緊要處時仍將闡幽發微。 
 
• 本課程探討之核心議題 
 

❖ 楔子：白先勇 PK 張愛玲？ 
紅學研究有不少人主張，後四十回是高鄂續寫，而且把小說寫壞了，文筆神韻

甚至人物情節發展都與前八十回失色許多，胡適、特別是張愛玲，即是對這四

十回即抱持負評的代表人物。張愛玲曾說人生有三大恨事：「一恨鰣魚多刺，

二恨海棠無香，三恨紅樓夢未寫完」，但白先勇卻非常肯定後面四十回的藝術

成就，無法認同這些名家質疑後面四十回是高鶚續寫。白先勇以後四十回所帶

出的黛玉之死、寶玉出家、賈府被抄，來肯定紅樓夢前八十回細膩鋪陳後的動

人收線。因此，後四十回的內容深刻描繪出世事無常的悲嘆，展現了紅樓夢一

書基本上是首輓歌，哀悼賈府興衰，也是對中華文明達頂之後整個時代文明的

哀悼。如此細膩的情感與個人感受，白先勇認為實難由他人之手完成如此鉅

著。 
 

❖ 《紅樓夢》上下古今縱橫談：典律的生成與紅學的興起。 
 

❖ 晚近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 
➢ 從學術史的觀點檢視近代紅學發展的歷程。 
➢ 第一個典範：蔡元培《石頭記索隱》（1915）主張《紅樓夢》為清初政

治小說，旨在宣揚民族主義、弔明之亡、揭清之失。 
➢ 第二個典範：胡適《紅樓夢考證》（1921）以《紅樓夢》為曹雪芹的自

敘傳，此新紅學的考證傳統至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1953）而登峰

造極，考證派紅學實質上已蛻變為曹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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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典範：「封建社會階級鬥爭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以

馬克思主義的一般歷史理論應用到《紅樓夢》的研究，認為胡適將《紅

樓夢》僅僅看成是作家曹雪芹個人和家庭生活的實錄。完全抹煞了該書

所反映的巨大的社會內容，抹煞了這部小說暴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歷史

價值。 
➢ 第四個典範：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1978）倡議紅學該建立新

典範，此新典範具有兩個特點：第一，強調《紅樓夢》是一部小說，因

此特別重視其中所包含的理想性與虛構性。第二，新典範假定作者的本

意，基本上隱藏在小說的內在結構之中，而尤其強調兩者之間的有機性

，作者的意思必須貫穿全書而求之。 
➢ 索隱派（政治史，強調「家恨」）、自傳說（家族史，強調「國

仇」）、階級鬥爭論（社會史，強調「封建制度的崩潰」和所謂新的

「市民」階級興起）。 
 

❖ 紅學的不同取徑：考證訓詁（版本學）、索隱（情報檔案解碼學、《達文西密

碼》）、詮釋（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 
 

❖ 《紅樓夢》是一部計畫周詳的大書，其刻化經營、布局、剪裁、呼應，用心之

深，遠非中國其他小說可比。其前八十回的結構，可簡單分為四個部分。開頭

十八回主要是介紹榮國府、寧國府和大觀園、寶玉、黛玉、寶釵、熙鳳、可

卿。第十九至四十一回，主要寫寶玉與黛玉之間的愛情彼此試探，寶玉和封建

正統思想之矛盾衝突，以及薛寶釵、史湘雲、花襲人、妙玉和劉姥姥。第四十

二至七十回，因為寶玉和黛玉之間的愛情與互相了解，黛玉和寶釵之間的猜忌

也已經消除，小說就從已經寫過的生活和人物擴展開來，去寫一些前頭還不曾

著重寫過的、或者新到賈府來的、或者大觀園以外的女孩子，鴛鴦、香菱、薛

寶琴、晴雯、探春、邪岫煙、尤二姐、以及一些小丫頭。最後十回，開始轉入

賈府衰敗的描寫，主要寫這個家庭的入不敷出、大觀園的搜查、晴雯（「情

文」）之死。 
 

❖ 《紅樓夢》的性別意識（賈寶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土做的骨肉

，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 
➢ 「男尊女卑」傳統中國性別意識價值之顛覆與翻轉 
➢ 《紅樓夢》對在封建體制下女性命運的思考 
➢ 從林黛玉與薛寶釵關係看《紅樓夢》的女性觀 
➢ 千紅一窟（哭），萬豔同杯（悲）：金陵十二釵之婚姻分析 
➢ 鳳姐和寶釵婚姻的悲劇性 
➢ 庶出才女的悲劇：探春 
➢ 嚴肅而沉痛的人間苦：金陵十二釵的寓意 
➢ 紅顏薄命皆為情：林黛玉和尤三姐形象的比較 
➢ 《紅樓夢》中的殉情 
➢ 千姿百態，紅樓女兒：《紅樓夢》女性形體美 
➢ 曲徑通幽：《紅樓夢》中的女性心靈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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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樓夢》的服飾美和女性性格 
➢ 柳湘蓮與賈寶玉：女性眼中的男性正面形象 

 
❖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烏托邦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余英時：曹雪芹一

方面全力創造了一個理想世界，在主觀企求上，他是想要這個世界長駐人

間。而另一方面，他又無情地寫出了一個與此對比的現實世界。而現實世界

的一切力量則不斷地在摧殘這個理想的世界，直到它完全毀滅為止。《紅樓

夢》的兩個世界不但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並且這種關係是動態的，即是取

一種確定的方向的。當這種動態關係發展到它的盡頭，《紅樓夢》的悲劇意

識也就升進到最高點了。） 
➢ 宋淇：「大觀園是一個把女兒們和外面世界隔絕的一所園子，希望女兒

們在裡面，過無憂無慮的逍遙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齷齪氣味。最好女

兒們永遠保持他們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觀園在這一意義上說來，可

以說是保護女兒們的堡壘。」 
➢ 余英時：「總結地說《紅樓夢》這部小說主要是描寫一個理想世界的興

起、發展以及最後的幻滅。但這個理想世界自始就和現實世界是分不開

的：大觀園的乾淨本來就建築在會芳園的骯髒基礎之上。並且大觀園的

整個發展和破敗的過程之中，他也無時不在承受著另外一切骯髒力量的

衝擊。乾淨既從骯髒來，最後又無可奈何地要回到骯髒去。」 
 

❖ 不世出的天才：曹雪芹——藝術家╱天才社會學：比較Norbert Elias的《莫札特 
：探求天才的奧秘》及Natalie Heinich的《The Glory of Van Gough: An       
Anthropology of Admiration》。 

➢ 天才作家的出現是有他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的，歷史上很少有作家像曹

雪芹那樣親歷過從極盛到極衰的生活（曹家大樹飄零、淪為平民、流於

市井，讓他得以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再加上從明中葉發展起來的

萌芽狀態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繼續有所發展、市民階層興起等社會變

遷所致。 
➢ 曹雪芹是嚐過人生滋味、翻過觔斗的人，吃點人生的苦頭，甚至是大苦

頭，也是天才成長的重要因素，古人所說的「文窮而後工」、廚川白村

《苦悶的象徵》、《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

其所不能。」斯之謂也。 
➢ 時代、家庭和個人三方面的「多元決定」、交織統一，才促使這樣一位

天才的成長。 
 

❖ 《紅樓夢》的人生性 
➢ 人生全面性的觀照，包含三種哲學（佛、道、儒），以動人故事表現出

世與入世之人生哲學。以珠光寶氣、鏡花水月、南柯夢、黃粱夢表達其

悲哀哲學與蒼涼的人生美學。《紅樓夢》於曹雪芹艱苦潦倒中寫成，蒼

涼就是他觀看人間世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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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出中國式的人情世故之底蘊。（魯迅：「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

，聚散之跡，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蓋

敘述皆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

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 
➢ 愛的聖經：情僧錄、風月寶鑑（紅樓夢別名）。 
➢ 偉大的懺悔錄。（「滿紙荒唐言，一把心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

味？」） 
➢ 徹頭徹尾的悲劇。（王國維：「吾國之文學中，其具厭世解脫之精神者

，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紅樓夢》一書，與一切喜劇相

反，徹頭徹尾之悲劇也。苟之美術之大有造於人生，而《紅樓夢》自足

為我國美術上之為一大著述）。） 
 

❖ 《紅樓夢》的文學性 
➢ 中國最偉大集大成之小說、藝術成就最高、影響最大、成書於中國文化

最成熟而將要下坡之際，可視為中國文化之百科全書，曹雪芹憑其文學

家之敏銳感受，將他獨有的、極不平凡的人生經驗，用他卓越的藝術天

才，寫了幾百多個人物的「世人的真面目」，各個形象鮮明，能使讀者

眼前呈現榮、寧二府和大觀園的巍峨景物，與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的音容笑貌。具體描繪了一個封建大家庭十幾年過程的生活史之中的離

合悲歡、矛盾衝突，寫出了許多生活制度、人物服飾、器物形狀等等，

特別是清代旗籍裡上層人物的家庭生活，更是顯得逼真活現，曹雪芹之

所以成為語言大師，主要就是從日常生活中汲取豐富的營養資料所致。

最後，並以賈府興衰象徵文化興衰（象徵手法）。 
➢ 精密的章法、小說中之詩詞為有機體、寫實與象徵手法相輔相成（如甄

士隱（真事隱）╱賈雨村（假語存）：典型人物，但具象徵性）伏線千

里、一筆多用。 
➢ 兩條敘事主線：賈府由盛入衰；寶玉出家（可對比悉達多太子，亦即是

佛陀之悟道過程）。 
➢ 文本分析：一、形式（神話與寫實手法的交互應用），二、人物的創造

，三、對話（紅樓夢120回，大約共一百多萬字，其中對話就有四十幾萬

字，全書由對話動態地推進情節發展，也以對話刻畫人物，什麼人講什

麼話，包括語氣、口吻與內容，都被作者個人化），四、不同的敘事觀

點之運用，五、文字（以華麗文字襯托興衰，及詩、詞、歌、賦、戲劇

各種文體皆備）。 
➢ 大觀園裡的青春王國、家族政治、性別認同、愛情系譜 
➢ 《紅樓夢》大觀園的隱喻象徵與美學再現 
➢ 《紅樓夢》的日常書寫與言情系譜 

 
❖ 神話的操演與解碼：《紅樓夢》之敘事與神話結構——永遠的謎團、永恆的

遺憾 
➢ Mark Schorer（1908-1977）在《威廉．布萊克的政治遠見》一書中所說 

的，「神話是一切之本，它戲劇性地表現了我們隱藏最深的本能生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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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中人類的原始認識；它具有許多想像構造盭，而所有獨特的思想和

見解都基於這些構造力」 
➢ Alan W. Watts （1915-1973）在《神話與基督教儀式》中的觀點，「若要   

給神話下一定義，可以說它是這樣一類故事的複合體，這類故事由於種

種原因被人們視為宇宙及人類生活內在意義的表露——毫無疑問，其中

既含有事實也含有幻想。」 
➢ George Whalley（1915-1983）在他的《作詩的過程》中宣稱：「（神 

話）是一種超越科學的直接玄學陳述。它以具有連貫構造的象徵或敘述

體現了對現實的幻想。它是關於人類存在的濃縮的描述，試圖以構造上

的忠實來表現現實，並一筆勾勒出構成人類現實的那些顯著的根本的關

係。⋯⋯神話並不是一種含混不清、拐彎抹角或詳盡細緻地表達現實的方

法——它是獨一無二的方法。」  
➢ 聞一多：神話是一個民族的夢。 
➢ 紅樓夢在第一回就設計了「女媧補天」與「神瑛絳珠」兩個神話系統

（歐麗娟）。 
➢ 紅樓夢一書透過神話的運用，賦予深刻的寓意，因而煥發出一種根源

性、永恆性的深邃意義。 
➢ 女媧補天。 
➢ 石頭下凡。 
➢ 寶玉銜玉而生（玉作為一個文化符號）。 
➢ 絳珠仙草以淚水還報（林黛玉之死：「苦絳珠魂歸離恨天，病神瑛淚灑

相思地」）。 
➢ 太虛幻境與賈寶玉的性啟蒙。 
➢ 「一僧一道」索隱。 
➢ 敘事結構：從大到小，從遠到近，從天上說到地上人間，從高處瞭望到

從具體處著墨（高角度與低姿態的藝術構連搓揉）。 
 

❖ 「讖」的製作與運用（歐麗娟） 
➢ 讖謠：個別人物悲劇的預言 

■ 圖讖 
■ 燈謎 

➢ 詩讖：個別人物悲劇的預言 
■ 傳統「詩讖」及其看待方式 
■ 「詩讖」的創新：冰山一角式的隱詩法 

➢ 戲讖：賈府集體命運的暗示 
■ 第十一回：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 第十八回：元妃點戲 
■ 第二十二回：寶釵慶生 
■ 第二十九回：神前拈戲 

➢ 物讖：兩性婚姻關係的締結 
■ 聯姻 
■ 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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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淫 
■ 對「才子佳人」小說婚戀模式的悖逆 

 
❖ 論《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 

➢ 真正的「文備眾體」 
➢ 藉題發揮，傷時罵世 
➢ 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 
➢ 時代文化精神生活的反應 
➢ 按頭製帽：詩即其人 
➢ 讖語式的表現方法 
➢ 《紅樓夢》中詩歌之審美取向：綺靡秀媚、清新纖巧、感傷衰颯 
➢ 《紅樓夢》與中晚唐詩的血緣系譜與美學傳承：奪胎換骨之繼受與推陳

出新 
➢ 詩歌意象：飛絮、殘花、落日、破月的離喪表徵 
➢ 《紅樓夢》中，詩、詞、曲、賦、楹聯、燈謎、酒令等應有盡有。其中

特別是詩詞，不但數量多，而且精妙絕倫。它們與小說思想主題的表

現、故事情節的發展、人物形象的塑造密切相關，是全書內容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從小說的角度看，藝術成就是很高的。我們要了解他的藝術

特點，讀懂他，欣賞他，才不致辜負曹雪芹這位偉大的文學家的一片苦

心。 
 

❖ 《紅樓夢》人物論 
➢ 人物的詮釋原則：知人論事之難 
➢ 「一字定評」與代表花：人／花互喻與象徵寓意。 
➢ 代表花：「園中諸女，皆有如花之貌。即以花論：待遇如蘭，寶釵如牡

丹，李紈如古梅，熙鳳如海棠，湘雲如水仙，迎春如梨，探春如杏，惜

春如菊。」——轉引自歐麗娟《大觀紅樓》 
➢ 一字定評： 

人名 一字評定（回數） 代表花（回數） 

賈元春 貴（第十八回） 石柳花（第五回） 

賈迎春 懦（第七十三回） （木頭無花） 

賈探春 敏（第五十六回） 紅杏：命運（第六十三回） 
玫瑰：性格（第六十五回） 

賈惜春 僻（第七十四回） （苗而不秀） 

林黛玉 愁（第六十三回） 芙蓉（第六十三回） 

薛寶釵 時（第五十六回） 牡丹（第六十三回） 

史湘雲 豪／憨（第五、六
十二回） 

海棠（第六十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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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紈 靜（第十七回） 老梅（第六十三回） 
（紅杏，第十七回） 

妙玉 潔（第五回） 紅梅（第四十九回） 

王熙鳳 辣（第三回）  

秦可卿 情（胭脂） 海棠（第五回） 

香菱 呆／苦（第四十八
回） 

蓮荷（第五回） 

襲人 賢（第二十一回） 桃花（第六十三回） 

晴雯 勇（第五十二回） 芙蓉（第七十八回） 

麝月 賢（第二十回） 荼蘼（第六十三回） 

平兒 平  

鶯兒 巧（第三十五、五
十九回） 

 

紫鵑 慧（第五十七回）  

 
➢ 「重像」與「替身」設計 

■ 賈寶玉的重像人物：甄寶玉、薛寶釵、榮國公、史湘雲、芳

官、賈政、北靜王水溶 
■ 薛寶釵的重像人物：賈寶玉、堅美、薛寶琴、襲人、楊貴妃 
■ 林黛玉的重像人物：顯性替身、隱性替身、歷史重像、重像之

共通特點 
➢ 金陵十二金釵： 

■ 「天盡頭，何處有香丘」：林黛玉論（《紅樓夢》中的女性成

長、性格轉化與林黛玉早夭之「死亡美學」） 
■ 「可嘆停機德」：薛寶釵論 
■ 「三春爭及初春景」：論賈元春 
■ 「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賈探春論 
■ 「好一似，齋月光風耀玉堂」：史湘雲論 
■ 「金玉之質，終遭泥陷」：論妙玉 
■ 「懦小姐」與「孤介士」：賈迎春與賈惜春性格略說 
■ 「都知愛慕此生才」：王熙鳳論（賈府之犀利管家） 
■ 賈巧姐 
■ 「如冰水好空相妒」：論李紈 
■ 丟了魂兒的秦可卿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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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偏僻性乖張」：賈寶玉（以賈寶玉為圓心，輻射撰寫各

種各樣的人物） 
■ 「圍繞著，『老祖宗』」：賈母論（賈府家族圓錐體之權力頂

尖） 
■ 「你倒也三從四德」：論邢夫人 
■ 「信佛的『大善人』」：王夫人論 
■ 「這些都是陰微鄙賤的賤事」：趙姨娘 
■ 尤氏姐妹的悲劇人生：紅樓二尤 
■ 「品味」劉姥姥（《紅樓夢》中的「狂歡詩學」） 
■ 「平生遭際實堪傷」：香菱論（一位先出場卻最後收場的女

子） 
■ 「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略論賈府諸爺們兒的末

世形象 
■ 「老太君座上一『清客』」：論薛姨媽 
■ 「心比天高，身為下賤」：晴雯論 
■ 「一輩子不嫁男人⋯⋯樂得乾淨呢」：論鴛鴦 
■ 「在『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中行走」：論平兒 
■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花襲人論 
■ 「一片真心為姑娘」：論紫鵑 
■ 「ㄚ 頭群中的二『情烈』」：論金釧兒自盡與司棋被逐 
■ 「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爛漫之時」：大觀園ㄚ 頭群掠影 
■ 梨香院的「離魂」：十二小優伶的悲劇命運與齡官、芳官、藕

官的悲劇性格 
■ 說「呆霸王」薛蟠 
■ 「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論榮國府「另類」女性的眾

生相 
■ 兩個快嘴的小廝：慢活茗煙和興頭的個性化的創造 
■ 釋焦大醉罵 

 
❖ 「多餘的人」母題之演繹。（俄國作家岡察洛夫《奧伯洛莫夫》中的主題，

日本作家太宰治《人間失格》中的「生而為人我很抱歉」，屠格涅夫《羅

亭》。） 
 

❖ 先驗的愛情（「天情說」）：寶玉與黛玉之為「天生的情種」。 
 

❖ 酷兒論述。（《紅樓夢》裡許多青少年的性關係、性傾向，明顯顛覆了

「雌」、「雄」二分的單一觀點，值得索解書中文化社會的酷兒解讀，建立

一套《紅樓夢》Foucault意義下的性意識史。） 
 

❖ 《紅樓夢》的法律社會學解析：家族、家法、規矩、戶籍、繼承、典當、服

舍、婚姻、妻妾、喪葬、祭祀、捐納、犯奸、枉法、強盜、鬥殺、賭博、自

殺、抄家、充發、胥吏、奴婢、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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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樓夢》、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屠格涅夫《父與子》的父子關係比

較。 
➢ 《紅樓夢》的仕紳社會之教育精神是保守的、權威的、服從的，人們越

沒有個性越好，而《戰爭與和平》、《父與子》之資產社會的教育是進

取的、個性的。 
➢ 要在個人主義時代萌發而維持宗法時代的組織，難矣哉！ 

 
❖ 莎士比亞《羅密歐與茱麗葉》、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屠格涅夫《初

戀》、福婁拜《包法利夫人》、紫式部《源氏物語》與《紅樓夢》之愛情模

式比較（中西對照）。 
 

❖ 中國《西廂記》、《牡丹亭》與《紅樓夢》之愛情模式比較。 
「總之，『牡丹』之情輕快，『紅樓』之情沈重；『牡丹』之情偏於喜，

『紅樓』之情偏於悲；『牡丹』是單色的愛情，『紅樓』是複調的愛情；

『牡丹』之情愉悅，『紅樓』之情悲哀；『牡丹』對情的寫法讓人感到滿足

，『紅樓』對情的寫法讓人感到缺憾。」 
              ——劉夢溪《紅樓夢的兒女真情》 

 
❖ 家庭社會學。 

➢ 大家庭制本是原始宗法社會的遺跡。賈府係五代同堂之大家庭，治理不

易，對付奴婢尤難，奴婢是另一種階層，不受宗法道德的支配，其自私

心理更為顯著，寬則不服，嚴則生怨。《紅樓夢》中的「家政學」及其

「治理術」（Foucault意義下的governmentality所說之the conduct of   
conduct）誠屬不易。此外，中國的奴婢與西洋的奴隸比較起來，為寄生

的、奢侈的、不事生產的，與西洋奴隸在經濟制度上頗不相同。再者，

《紅樓夢》中對奴婢的描寫實屬罕見，林語堂先生曾說，《紅樓夢》是

全世界唯一一部以maids為中心的小說。 
➢ 家天下的家族世界 

■ 四大家族 
■ （賈府的）權力結構：賈母的權力、王夫人的權力、王熙鳳的權

力、特殊時期的權力狀態 
■ 主奴關係的結構與特點 
■ 家族網絡的編織和經營：外向擴張與內部運作 

➢ 大家庭制度的流弊 
➢ 賈府的奢靡生活 
➢ 賈府子弟的墮落 
➢ 賈母在賈府中的地位 

 
❖ 重要橋段之串連選讀與賞析： 

警幻指迷 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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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葬花 第十七十八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綵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遺音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寶玉挨打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苔撻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甄賈寶玉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第一百一十四回 
第一百一十五回 

寶釵撲蝶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綵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薔癡及局外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麝月掣籤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晴雯撕扇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襲人城府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第一百二十回 

齡官畫薔 第十七十八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制燈迷賈政悲讖語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薔癡及局外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平兒理妝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 懸而未決的《紅樓夢》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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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樓夢的主題到底為何？ 
➢ 薛寶釵與林黛玉之對張或兼美（及釵黛二元論或一元論）？ 
➢ 《紅樓夢》中人物陣營的劃分與價值判斷 
➢ 《紅樓夢》是不是自傳，即「另有本事」？ 
➢ 《紅樓夢》後四十回是續作還是原作？ 
➢ 秦可卿是否命喪天香樓？ 

 
❖ 曹雪芹年表： 

➢ 1715年 曹雪芹出生於金陵（江蘇省南京市），祖籍遼陽 
➢ 1727年 曹雪芹約十三歲時其父曹頫以虧空等多項罪名革職下獄。曹家從 

此一蹶不振 

➢ 1736年 曹雪芹約二十一歲時，雍正帝病危，弘曆繼位，是為清高宗弘曆 
，改元乾隆。 

➢ 1738年 康熙太子之長子弘皙謀立朝廷，暗刺乾隆，失敗後被剝奪親王爵 
位。曹雪芹家被連累。曹雪芹其後曾至內務府任差事。 

➢ 1747年 曹雪芹居處有幾次遷移。傳說他自祖傳大宅遷出後，曾住北京西 
單刑部街，又曾移居崇文門外的臥佛寺，最後約於西元1751年不得不遷

往西郊。 
➢ 1754年 曹雪芹約四十歲，《石頭記》前四十回本於此年誕生。 
➢ 1756年 曹雪芹約四十二歲，脂批於庚辰本第七十五回前記云：「乾隆二 

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是為當時書稿進度

狀況。 
➢ 1759年 曹雪芹約四十五歲時，出現「己卯本」《石頭記》抄本，始有 

「脂硯」批語紀年。 
➢ 1761年 曹雪芹持續寫作《石頭記》 
➢ 1762年 曹雪芹獨子夭亡，他也因感傷成疾去世。《石頭記》以八十回開 

始流傳。 
➢ 1791年 程偉元把高鶚續寫的後四十回，和前八十回為一百二十回，成為 

故事完整的長篇小說，並改為《石頭記》為《紅樓夢》，這是《紅樓

夢》第一次以活字排版出版，一般稱為程甲本。 
➢ 程偉元和高鶚又做了一些「補遺訂訛」，重新排印，稱為程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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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進行方式與要求 
 
《紅樓夢》不好讀，歷來不少人將其讀成寶、黛之間的愛情悲劇，限縮在一男一

女、相見鍾情、不幸未遂此框框裡實在是「小看」了《紅樓夢》，豈不令人有買櫝還

珠之嘆乎！真是「戴著斗笠親嘴」——差著好一截子。《紅樓夢》一書之主題本旨是

「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故事中的人物有不少都可列入盧卡其所謂

的「矛盾人物」之中，曹雪芹常常在書中沿用傳統的正統標準價值觀念下的字眼，來

暗喻另一層他獨自創造的新涵義及價值體系。因此曹雪芹所寫之情癡情種、高人逸

士、奇優名娼，即使貧富貴賤不同，其本質則一，皆為抗俗離塵、怪誕乖僻，不為人

解、不為世容的悲劇性人物。透過書中諸多矛盾人物之所見所聞，透過他們所處的環

境，對當時中國超穩定結構的封建社會，或正筆揮灑或旁敲側擊，多所影射針貶，更

進而發出對人生終極意義的深層叩問。 
 
因此，曹雪芹常以反筆（反語修辭）為其慣用的典型敘事手法，更常用曲筆反語

來反映他一手所創的矛盾人物。所謂的矛盾人物在《紅樓夢》一書中的說法，即是

「正邪兩賦論」，構成紅樓夢一書的思想綱領和命脈筋節，統帥著全書。自曹雪芹後

，改寫了中國過去傳統章回小說人物「非黑即白」一面倒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人

物塑造，不再是「扁平式人物」（flat character），曹雪芹將人物給立體化了，還原人 
性中的複雜、深刻與豐滿，不但讓讀者可以看到個別角色前後不同的差異與對比，與

所顯現的人格發展或心靈變化，也可以透過同時並存於一身的矛盾不一，來展現人性

中豐富乃至糾葛的多元構成關係。 
 
所以，讀《紅樓夢》若不能細心玩索曹雪芹用筆之法，很容易「讀歪」。因為他

常常正言若反、反言若正。曹雪芹時而用重筆、復筆、映襯筆，若此，讀者當下就容

易留下深刻印象；但有時用的是輕筆、單筆，點到為止，立即收筆，因而只見其輪廓

，之後才在接續的篇幅中，添筆加上無數層次的勾勒、皴染、烘托、疊映，文心之細

，細入毫芒，因此讀《紅樓夢》「一目十行」不是個好辦法，定須細諳，方能解味，

而這又非「細讀」（close reading）不可得。如此方能挖掘出《紅樓夢》全書中，所有 
本質上相關或平行的或隱或顯的情節。並且將這些情節拼合而成的全景中，去析理揭

發其間的組成原則，導向對人性世情的多元認知。 
 
除了《紅樓夢》全書眾多人物品質，皆為具有立體造型的「圓形人物」（round 

character），龐雜紛陳令人目不暇給外，整本書的架構像是一座多線交織、繁複無比的

宏偉建築結構。其章法極嚴謹精密，宛若「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

，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行文又常有伏筆，乍看之下似為當下情節著墨，卻不知乃是

為日後的巨變做映襯，看似泛泛，而實有所指，涉筆成趣，別具匠心，常常就恰在人

們以為若不經心的閒筆中，暗暗地埋伏下了後續的情節發展，符應金聖嘆所言之「伏

線千里之外」。曹雪芹用筆，絕不苟下，處處有用意，句句有牽引，真所謂牽一髮而

動全身、一波才動萬波隨。有時又一事多面、一筆多用，極其曲折盡致，而無限丘壑

又已隱隱伏在其間。曹雪芹之筆變幻無方，狡獪難測，明筆暗墨，兩相綰合，惟心細

目明之人方得之。《紅樓夢》的結構又簡單又複雜、又錯縱又整齊。其整體結構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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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宛若井然有序、燦爛奪目之七層寶塔，但下筆又龍騰虎躍、顧盼自雄、迤邐縱

橫、婀娜多姿、情態萬千。 
 

 
• 計分方式 

 

本學期評分的依據如下： 

評分項目 評分比重 
課堂討論 20 % 

指定讀本報告 20 % 
Issue Memos 30 % 
期末報告 30% 

*本課程為小班制討論課的進行方式，每週的課程進度，大約都在150-300頁之間，本

書結構嚴謹細密，草蛇灰線，伏線千里，文字典雅靈動，若非以精讀細讀方式，不能

窺其堂奧，曹雪芹可說是「橫徵暴斂」之作者，要求與他進入文本的讀者，確實要做

到慢讀細讀，因此閱讀的時間非常吃重，再加上本課程十分重視issue memo的書寫，每 
位同學每週都需分享讀書心得報告。 

**相關規定與要求將在課堂中詳細說明。 
 
• 口頭報告要求 

 
每週由一位同學作該周指定文本的導讀。小說導讀的部分由負責的同學蒐集閱讀

文本之相關重要資料，更重要的是，對該週文本進行深入的文本賞析、分享讀後心

得。 
 

• Issue Memos 

 
除了負責口頭報告的同學以外，每位課堂參與者應該繳交當週讀完指定讀本之後

的讀書心得筆記，長度以2,000字為限。每周的上課進行方式，將先由同學們報告各自

的issue memo，負責導讀的同學需將所有讀後心得分享之重要觀點與議題彙整，並接著 
由導讀同學進行報告與回應。Issue memo構成本課程重要的組成部分，同學們的心得分 
享將相當程度的決定本課程的品質與豐富性，請參與者務必用心撰寫並準備五分鐘的

口頭報告。 
 
• 期末報告要求 

幾種供參考之可能形式： 
• 我之《紅樓夢》觀。（三點要求：講真話、說理、想像力。） 
• 讀《紅樓夢》的筆記╱札記╱隨想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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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贊╱論。《文心雕龍》說：「贊者，明也，助也。」又說：「義兼美

惡。」可取其意，以贊《紅樓夢》諸人物。 
• 同學可自行發想，自行擇定議題，特別鼓勵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解讀《紅

樓夢》。 
 
• 主要書目 
 
曹雪芹、高鶚原著，徐少知等校注，2018。《紅樓夢新注》。台北：里仁。 
* 鼓勵同學可參照2016年時報文化出版《紅樓夢》上、中、下三冊（程乙本）。 
 
• 參考書目 
 
一粟編，1989，《紅樓夢卷》，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一粟編，2004，《紅樓夢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 
太愚（王昆侖、松菁）：《紅樓夢人物論》，眾多版本。 
王乃驥，2001，《金瓶梅與紅樓夢》，台北，里仁書局。 
王昆吾，1996，《唐代酒令藝術》，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王昆侖（太愚、松青）著，1982，《紅樓夢人物論》，台北：里仁書局。 
王國維，2005，《《紅樓夢》評論》，上海：上海古籍。 
王國維、林語堂等，1984，《紅樓夢藝術論》甲編三種，台北：里仁書局。 
王國維等，1994，《紅樓夢藝術論》，台北：里仁書局。 
王國維、魯迅等，苗懷明編，2009，《偉大傳統：紅樓二十講》，北京：華夏出版。 
白先勇，2016，《細說紅樓夢》，台北：時報。 
朱一玄，1997，《紅樓夢人物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朱一玄主編，2001，《紅樓夢資料彙編》，天津：開南大學出版社。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著，尉遲秀譯，2004，《小說的藝術》，台北：皇冠 

文化出版公司。 
余英時，1976，《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圖書館電子資源（全文檔案）： 

http://goo.gl/KK01p5。本書收有〈近代紅學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

（1974）、〈紅樓夢的兩個世界〉（1973）和〈關於紅樓夢的作品和思想問題〉

（1974）。 
余英時，1996，《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 
余國藩，李奭學譯，2004，《重讀石頭記：紅樓夢裡的情欲與虛構》，台北：麥田出

版。 
佛斯特（E. M. Forster）著，李文彬譯，1995，《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     

，台北：志文出版社。 
宋淇，2000，《紅樓夢識要：宋淇紅學論集》，北京：中國書店。 
李劼，2014，《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論紅樓夢》，台北 ：允晨出版。 
周汝昌，2002，《紅樓小講》，香港 ：中華出版。 
周汝昌，2005，《紅樓十二層》，太原：書海出版。 
周汝昌，2008，《紅樓夢新證》，上海：上海三聯出版。 
周汝昌等著，2006，《四海紅樓》，北京：作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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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周倫玲編，2010，《亦真亦幻夢紅樓》，江蘇：江蘇人民出版。 
周思源，2013，《周思源看紅樓》，武漢：長江文藝出版。 
周策縱等，1985，《曹雪芹與紅樓夢》，台北：里仁書局。 
林景蘇，2005，《不離情色道真如：紅樓夢賈寶玉的情欲與悟道》，台北：大安出版

社。 
林語堂，1996，《平心論高鶚》，台北：文星。 
俞平伯，1988，《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俞平伯，2004，《紅樓夢辯》，上海：復旦大學。 
俞平伯，2011，《紅樓夢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俞曉虹，2004，《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箋說》，北京：中華書局。 
胡文彬，2001，《冷眼看紅樓》，北京：中國書店。 
胡適等著，1961〔1985〕，《紅樓夢考證》，台北：遠東。 
夏志清，2007，《夏志清文學評論經典：愛情．社會．小說》，台北：麥田。 
夏志清著，胡益民，石曉林，單坤琴譯，陳正發校，1988，《中國古典小說導論》，

合肥：新華發行。 
夏桂霞，2013，《紅樓夢鏡像下的清朝禮制文化》，北京：中國經濟出版。 
徐扶明，1984，《紅樓夢與戲曲比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浦安迪（Andrew H. Plaks），1996，《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愛玲，2010，《紅樓夢魘》，台北：皇冠出版。 
梁歸智，2010，《紅樓夢詩詞韻語新賞》，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梅新林，2007，《紅樓夢的哲學精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郭玉雯，1994，《紅樓夢人物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 
郭玉雯，2004，《紅樓夢學》，台北：里仁出版。 
陳安安，2002，〈從中國傳統文化論《紅樓夢》中的真〉，《鵝湖月刊》第325期，頁

41-45。 
陳詔，1997，《紅樓夢的飲食文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陳慶浩，1986，《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增訂本）》，台北：聯經。 
馮其庸纂校訂定，1991，《八家評批紅樓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黃雲皓，2007，《圖解紅樓夢建築意象》，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廖咸浩，1993，〈說淫：《紅樓夢》「悲劇」的後現代沉思〉，《中外文學》22(2-14)

：85-99。 
臺大圖書館，「紅樓夢研究資料庫」（含「小說文本」及「研究論文」） 
趙岡，1981，《漫談紅樓夢》，台北：經世。 
趙岡、陳鍾毅，《紅樓夢新探》，台北：晨鐘。 
劉心武，2005，《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北京：東方出版。 
劉心武，2011，《劉心武續紅樓夢》，台北：商周出版。 
劉再復，2009，《紅樓夢悟：增訂本》，北京：三聯出版。 
歐麗娟，2001，《詩論紅樓夢》，台北：里仁書局。 
歐麗娟，2006，《紅樓夢人物立體論》，台北：里仁書局。 
歐麗娟，2009，〈身分認同與性別越界——《紅樓夢》中的賈探春新論〉，《台大中

文學報》第31期，頁197-242。 
歐麗娟，2014，《大觀紅樓：綜論卷》，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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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麗娟，2015，《大觀紅樓：母神卷》，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潘知常，2008，《紅樓夢為什麼這樣紅：潘知常導讀紅樓夢》，上海：學林出版。 
潘重規，1974，《紅學六十年》，台北：文史哲。 
潘重規，1990，《紅樓夢新辨》，台北：三民。 
潘重規，1992，《紅樓夢新解》，台北：三民。 
潘重規，1992，《紅學論集》，台北：三民。 
潘重規，1996，《紅樓血淚史》，台北：東大。 
潘富俊著、攝影，2004，《紅樓夢植物圖鑑》，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蔡義江，2004，《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修訂重排本），台北：中華書局。 
蔣和森，2008，《紅樓夢論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蔣勳，2005，《舞動紅樓夢》，台北：遠流。 
蔣勳，2013，《紅樓夢青年版：蔣勳主講（一）》，台北：趨勢教育基金會。 
蔣勳，2013，《夢紅樓》，台北：遠流。 
蔣勳，2014，《紅樓夢青年版：蔣勳主講（二）》，台北：趨勢教育基金會。 
蔣勳，2014，《微塵眾：紅樓夢小人物1：談微塵眾生》，台北：遠流。 
蔣勳，2014，《微塵眾：紅樓夢小人物2：談女子的命運》，台北：遠流。 
蔣勳，2014，《微塵眾：紅樓夢小人物3：談驚心的情》，台北：遠流。 
蔣勳，2015，《微塵眾：紅樓夢小人物4：談轉變與因果》，台北：遠流。 
蔣勳，2015，《微塵眾：紅樓夢小人物5：談生命姿態與真相》，台北：遠流。 
薩孟武，2005，《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台北：三民出版。 
關華山，1988，《「紅樓夢」中的建築研究》，台北：境與象出版社。 
關華山，2008，《《紅樓夢》中的建築與園林》，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嚴明，2003，《紅樓夢與清代女性文化》，台北：紅葉出版。 
 
• 參考網站 
 
● 歐麗娟，台大：開放式課程｜紅樓夢 
http://ocw.aca.ntu.edu.tw/ntu-ocw/ocw/cou/101S120（已有127個單元的課程錄影可線上點

選觀看） 
課程簡介：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u_intro/101S120 
延伸閱讀：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u_extend/107 
 
● 白先勇，台大開放式課程｜《新百家學堂》白先勇人文講座：紅樓夢導讀 
課程簡介：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u_intro/102S206 
參考書目：http://ocw.aca.ntu.edu.tw/ntu-ocw/index.php/ocw/cou_extend/119 
 
● 王萬象，教育部人社科經典研讀課程計畫｜真實與虛構：敘事經典的現代詮釋：

紅樓夢 
教學部落格：http://ericwang60.weebly.com/3200527155228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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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進度 
 
COURSE AGENDA AND WEEKLY THEMES 備註 

Week 1 
02/21 

課程簡介：如何一起同遊大觀園 

1.確定修課同

學 
2.登記購書 
3.本週未到者

視同棄選 
Week 2 
02/28 

二二八和平紀念日放假一天 ＊開始閱讀一

至五回 

Week 3 
03/07 

指定閱讀：曹雪芹、高鶚原著，徐少知等校注，2018。
《紅樓夢新注》。台北：里仁。1-5回。 

＊此五回非常

重要，請務必

細讀精讀，特

別是第五回可

說是全書的總

綱領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第三回　　　　賈雨村夤緣復舊職　    林黛玉拋父進京都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釵　    飲仙醪曲演紅樓夢 
﹡紅樓夢的前五回幾乎奠定了全書的主要結構，非常重要。

同學們務必細讀，反覆咀嚼玩味。本週由授課老師導讀，

作為之後同學們導讀之參考。 

Week4 
03/14 

指定閱讀：曹雪芹、高鶚原著，徐少知等校注，2018。
《紅樓夢新注》。台北：里仁。6-10回。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宴寧府寶玉會秦鐘 
第八回　　　　比通靈金鶯微露意　    探寶釵黛玉半含酸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Week 5 
03/21 

指定閱讀：曹雪芹、高鶚原著，徐少知等校注，2018。
《紅樓夢新注》。台北：里仁。11-15回。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鑒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第十四回　　　林如海靈返蘇州郡　　賈寶玉路遏北靜王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Week 6 
03/28 

指定閱讀：曹雪芹、高鶚原著，徐少知等校注，2018。
《紅樓夢新注》。台北：里仁。16-20回。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第十七十八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妒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Week 7 
04/04 

清明節放假  

Week 8 
04/11 

指定閱讀：曹雪芹、高鶚原著，徐少知等校注，2018。
《紅樓夢新注》。台北：里仁。21-30回。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制燈迷賈政悲讖語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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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綵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薔癡及局外 

Week 9 
04/18 

期中考週（不上課）自行閱讀下週文本  

Week10 
04/25 

指定閱讀：曹雪芹、高鶚原著，徐少知等校注，2018。
《紅樓夢新注》。台北：里仁。31-40回。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苔撻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謊談承色笑　　癡情子實意覓蹤跡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Week 11 
05/02 

指定閱讀：曹雪芹、高鶚原著，徐少知等校注，2018。
《紅樓夢新注》。台北：里仁。41-45回。 

 

第四十一回　　櫳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紅院劫遇母蝗蟲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遺音 
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Week 12 
05/09 

指定閱讀：曹雪芹、高鶚原著，徐少知等校注，2018。
《紅樓夢新注》。台北：里仁。46-50回。 

 

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第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第五十回　　　蘆雪亭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制春燈謎 

Week 13 
05/16 

紅樓夢專題演講 
講者：徐秀榮，講題：待定。 
配合大學部及講者時間，演講日期定為： 
05/17（五）10:00-12:00 

本週仍然繳交

issue memo。
請在05/23課堂

分別有兩位同

學報告51-55回
及56-60回。 

指定閱讀：曹雪芹、高鶚原著，徐少知等校注，2018。
《紅樓夢新注》。台北：里仁。51-55回。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綵斑衣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Week 14 
05/23 

指定閱讀：曹雪芹、高鶚原著，徐少知等校注，2018。
《紅樓夢新注》。台北：里仁。56-60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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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叱燕　　絳芸軒裏召將飛符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玖瑰露引出茯苓霜 

 

Week 15 
05/30 

指定閱讀：曹雪芹、高鶚原著，徐少知等校注，2018。
《紅樓夢新注》。台北：里仁。61-65回。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群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Week 16 
06/06 

指定閱讀：曹雪芹、高鶚原著，徐少知等校注，2018。
《紅樓夢新注》。台北：里仁。66-70回。 

請開始撰寫期

末報告 
自主學習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第六十七回　　餽土物顰卿念故里         訓家童鳳姐蓄陰謀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Week 17 
06/13 

指定閱讀：曹雪芹、高鶚原著，徐少新等校注，2018。
《紅樓夢新注》。台北：里仁。71-80回。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侍強羞說病　　來旺嫂倚勢霸成親 
第七十三回　　癡丫頭誤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閑徵姽嫿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誄 
第七十九回（含第八十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吼　　賈迎

春誤嫁中山狼 
Week18 
06/20 

期末考週 
期末報告繳交

：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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