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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夢的信仰由來已久，在傳統文化中，夢被視為具有溝通鬼神，傳達預示的功能。本文

稱這類型具有預示功能的故事為夢兆類故事。仔細觀察夢兆類故事可以發現，故事中的人

物大都「信夢為真」、「依夢而行」且結局幾乎都是如夢所示，故往往呈現出「前有兆示，

後必應驗」的敘事模式。何以「前有兆示，後必應驗」？歷來的研究鮮少討論到夢的靈驗

性是如何被體察與構築出來的？本文嘗試從原始思維及敘事語言的角度，以《太平廣記》

「夢」類故事為主要討論對象，分別從以下四個部份做討論：一、從夢兆與現實間的神秘

互滲，討論古人「視夢為真」的原始思維；二、從夢做為一種「後向預言」敘事說明前兆

後驗的必然性。三、從夢兆語言的歧義性與模糊性說明夢兆何以總是獲得應驗；四、從解

夢者洞悉人性，占解出符合未來情境或是貼近夢者心理的例證，說明應驗的心理是憑主體

見效的，信者恆信。經由以上的討論可以揭示出：夢兆之所以靈驗與相信者的原始思維、

夢的後向預言敘事及夢兆的語言修辭運用皆有所關係。

關鍵詞：《太平廣記》、後向預言、夢兆、模糊性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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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eams have long been regarded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ng with ghosts and spirits or 

conveying omens. These predictive stories are here referred to as stories of dream divin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most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se stories believe dreams are true and follow 

their dreams, with endings almost as shown in the dreams. Therefore, the narrative mode of 

“once there is a previous sign, it will come true afterward” is often presented. Since historical 

research rarely discusses how the spirituality of dreams is understood and constructe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four p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ginal thinking and narrative 

language, using dream stories from the Tai Ping Guang Ji.
1.  Discuss the early understanding of “regarding dreams as true” from the mysterious 

connections between dreams and reality.

2.  Explain the narrative inevitability of “once there is a previous sign, it will come true 

afterwards,” working as a retrodiction.

3.  Explain the ambiguity and vagueness of dream sign language as the reason why dreams are 

often seem to come true.

4.  Use examples where the dream interpreter’s insight into human nature causes the 

interpretations of dream fit the future situation or approach the dreamer’s mentality to 

explain 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fulfillment psychology is based, and why believers always 

believe.

This discussion reveal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dream signs is related to the believer’

s original thinking, the retrodictive narrative of the dream, and the rhetoric language of dream 

signs.

Key words:  Tai Ping Guang Ji, retrodictive prediction, dream sign, vague rheto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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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夢的信仰由來已久。把夢解釋為神諭是各民族非常普遍的現象。 
1

夢，是正常的生理

現象，也是人人皆有的精神體驗。占夢是人們將自身的體驗轉為人神溝通與預知未來的

中介，因此較其他占卜更具特殊的神秘性與蠱惑力。 
2

早在殷商時期中國即有占夢的記載，

根據胡厚宣〈殷人占夢考〉 
3

研究顯示，殷墟卜辭中載有中國最早的夢兆記錄。商朝君王

會藉由占夢來決定國家的重要大事，不過其占夢主要著重在對災禍的預卜；偏於「占憂

不占喜，問凶不問吉」， 
4

而且多鬼夢，此與殷人尚鬼應有關係。 
5

周朝亦相當重視夢兆的意

義，據《漢書》記載：「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 
6

周朝設有專職的占夢官，而

且占夢官會藉由相關的占夢儀式為周王祈吉夢，禳凶夢。但相較於殷商，則是「報喜不

報憂」，傾向於聽到占夢後的吉夢。 
7

春秋戰國以後，周天子地位下降，占夢的主角轉為諸

侯將相，《左傳》即記載了許多公侯將相之夢，這些夢境內容大多是重要的國家大事。《左

傳》也為後世文人寫夢提供了有夢必占，有占必驗的寫夢基本模式。六朝的夢敘事即是延

襲了此模式。 
8

整體而言，春秋戰國以後，占夢活動漸漸世俗化，專職的占夢官也消失在歷

史中，逐漸由民間的方士所取代；甚至一般具有占夢學識的臣子、官員或是一般百姓都可

以自行占卜夢境。六朝隋唐以後，占夢事件的記載大抵也從國家大事轉為個人命運的占

釋。 
9

 

關於夢的本質，產生的原因及功能，魏晉時期流行的《夢書》曾有詳細的描述：

夢者象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

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嗅，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

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 
10

這段話概括了唐前對「夢」的相關認知，說明了「夢」的象徵語言特質、發生的原

因、外在軀體的狀態，及魂遊後攜回「神戒」以示吉凶的功能。另，宋．王昭禹《周禮

詳解》也記載：「然夢者，精神之運也。人之精神往來，常與陰陽流通。而禍福吉凶皆通

于天地，應于物類，則由其夢以占之，固無所逃矣。」 
11

說明了人事的吉凶禍福皆應運於天

1  　 李亦園：〈說占卜──一個社會人類學的考察〉《信仰與文化》（臺北：巨流，1978 年），頁 73。
2  　 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9 年），頁 3。
3  　 胡厚宣：〈殷人占夢考〉，《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臺北：大通書局，1973 年），頁 454-461。
4  　 何躍青：《占夢文化》（北京：外文出版社，2011 年），頁 90-91。
5  　 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9 年），頁 11。
6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卷 30（臺北：中華書局，1989 年），頁 591。
7  　 何躍青：《占夢文化》（北京：外文出版社，2011 年），頁 90-92。
8  　 李鵬飛：《唐代非寫實小說之類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版社，2004 年），頁 241。
9  　 李鵬飛：《唐代非寫實小說之類型研究》，頁 264-265。
10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卷 397（臺南：平平出版社，1975 年），頁 2133。
11　 宋．王昭禹：《周禮詳解》卷 22「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經部．禮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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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事物之間，而從夢的占解可以得之。古人相信事情在發生前皆有其徵兆，這些預兆是上

天、鬼神所給予的預示與預告；夢是鬼神諭示吉凶禍福的載體，是一種重要且普遍的預

示，人們將之稱為「夢示」、「夢兆」。 
12

然而，並非所有的夢兆都是清楚可解的，有些必須

透過占卜的方式加以解釋。換言之，夢兆可能明白可解，直接理解不須占解；也可能隱晦

難懂，須間接占解後，方能得知其所預示的吉凶。 
13

但不管是直接的兆徵顯示或是間接的夢

兆占解，其所具有的預示作用是絕大多數的夢所共有的。 
14

素有「小說家淵海」 
15

之稱的《太平廣記》 
16

卷二七六至二八二為「夢」類故事，收有

一百七十一則與夢相關的故事 
17

，其下又細分為五種小類，分別為：夢 62 則、夢休徵 49

則、夢咎徵 30 則、鬼神 20 則、夢遊 10 則。 
18

除了未被獨立出來的「夢」故事外，被獨立

出來的小類中又以「夢休徵」與「夢咎徵」為大宗，表現出《廣記》在編輯分類時有意突

顯出夢的徵兆預示特質。細察這兩類的故事，其夢兆的內容大多為官祿之預示及死亡的預

兆。 
19

顯然生死壽祿仍是一般人最關心的事。這些人們關心的未來之事被夢中的徵兆所預示

12　 傅正谷：《中國夢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3 年），頁 231。
13　 姚偉鈞曾將占夢的方法歸納為對夢象直接加以解說及曲折加以解釋兩種，前者的特點是「把夢象

直接解釋成它所預兆的人事」。後者則根據需要，運用如拆字法、象徵法、連類法等解釋方法曲

折解釋。姚偉鈞在這兩種說法後又另外說明反夢的解釋。劉文英則將占夢法直接歸納為直解、轉

釋、反說三種。兩人的說法大同小異，惟後者說法較顯完整。分見姚偉鈞：《神秘的占夢：夢文

化散論》（南寧市：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19-34。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1989 年），頁 69-103。其他學者在說明古代的解夢法時，大體與姚偉鈞與劉

文英所論類似。例如陳美英等人在《中華占夢術》中直接參照姚偉鈞的說法分類；或如鄭炳林歸

納了戴仁分類的敦煌解夢書之解夢法為直接解釋與間接解釋後，也論及劉文英對古代解夢書所運

用的解夢法，相關內容亦不出上述之說法。參鄭炳林《敦煌寫本解夢書校錄研究》（北京：民族出

版社，2005 年），頁 130-132。
14　 傅正谷：《中國夢文化》，頁 231。
15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 142（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1979 年），頁 2801。
16　 《太平廣記》為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 (977) 年李昉 (925-996) 等人編纂而成。全書收羅先秦至宋初

的稗說野史共五百卷，收錄近七千多個故事，內容豐富，富文獻價值。參王國良：〈上海圖書館明

有嘉堂抄本《太平廣記》殘卷考〉《書目季刊》44 卷 4 期（2011 年 3 月），頁 1。另，康來新亦曾

從文藝社會學的觀點談到官修的《太平廣記》具突破性的歷史意義。除了是由宋朝的官方直接將

小說納入官方文藝之列極富意義外，這部書的流傳，也促使宋人在正統詩文外，開始以審美的角

度品鑑唐人小說的藝術境界，或者從歷史考據的角度查證唐人小說寫作的風氣起源，前者如洪邁

所提的「神遇」之說，後者如趙彥衛所提的「溫卷」之論。再者，《廣記》也是當時市井說話人進

修的重要寶典，凡此皆顯現出此書的重要性。參康來新：《發跡變泰—宋人小說論稿》（臺北：大

安出版社，1996 年），頁 233。
17　 根據李漢濱《《太平廣記》的夢研究》的統計，《太平廣記》夢故事廣泛分布在一百九十五卷中，

共有五百一十三則。夢故事的分布顯現出人們對夢的關注遍佈在各種主題層面上。參李漢濱：

《《太平廣記》的夢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 年），頁 5、13。囿於篇

幅，本文以「夢」類故事為主，視討論上的需要，旁及其他未被列入「夢」類故事之作品。

18　  依《廣記》夢類故事所列之篇名統計為 170 則，然卷 277〈玄宗〉條分別引了《廣異記》及《定

命錄》兩則故事，以「又」字為區隔，因其為二則獨立故事，故共計 171 則。

19　 「夢休徵」類以官祿預兆之夢最多，佔八成之多，諸如〈楊炎〉夢登山以捧日、〈王播〉夢居杜預

之坐、〈竇參〉夢德宗賜半臂之錦、〈李逢吉〉夢棺移入堂等皆是升官的吉兆。「夢咎徵」類則主要

描寫死亡、破財等相關禍事凶兆，以死亡的夢兆預示數量最多，如〈李捎雲〉、〈李叔霽〉、〈薛存

誠〉等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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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不過，以兆示及應驗為主的故事並不一定都被列入夢休徵、夢咎徵故事中，有時會被

收於其他類別裡。 
20

夢故事廣泛地分布顯現出人們對夢的關注遍佈在各種主題層面上。顯

然，夢兆的信仰文化雖然世俗化但是並未消失，反而成為一般人在面對不可知的命運與未

來時重要的行事指標。仔細觀察夢兆類故事可以發現，故事中的人物大都「信夢為真」，

「依夢而行」且結局幾乎都是如夢所示，故往往呈現出「前有兆示，後必應驗」的敘事模

式。相關研究指出，前兆後驗是夢占的固定模式，也是人們對於夢兆解釋的強調與保證。 
21

然而何以「前有兆示，後必應驗」？歷來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對於夢兆應驗的現象做討

論，或者依照不同主題的夢故事做分類後探討其宗教、文化上的意義，較少討論到夢的靈

驗性是如何被體察與構築出來的； 
22

其背後所反應出來的敘事語言特質及思維方式為何？囿

於篇幅，本文以《太平廣記》 
23

「夢」類故事中以兆示為主的「夢兆」類故事為主要討論對

象，再視討論需要旁及其他作品；從原始思維及敘事語言的角度，分別就以下四個部份做

討論：（一）從夢兆與現實間的神秘互滲，討論古人「視夢為真」的原始思維；（二）從夢

做為一種「後向預言」敘事的特質說明前兆後驗的必然性。（三）從夢兆語言的歧義性與

模糊性說明夢兆何以總是獲得應驗；（四）從夢者的「相信」心理併看解夢者如何洞悉人

性，如何占釋出符合未來情境或是貼近夢者心理的夢兆。惟期透過以上討論，一探夢的兆

20　 例如卷 277 收錄的〈潘玠〉、〈樊系〉、〈趙良器〉等作品皆引自《定命錄》，故事具濃厚的定命思

維，也都以夢做為應舉、待選等官祿之兆，但《廣記》將之選入夢類故事「夢休徵」類。而類似

的主題內容，如〈韓皋〉、〈樊陽源〉等，出自《定命錄》或《續定命錄》，內容亦為士人應舉、

待選等夢兆官祿之事，卻被選為「定數類」。可見《廣記》之分類有其模糊重疊之問題。盧錦堂亦

指出：《太平廣記》共分為九十二類，首為神仙，末為雜錄。其分類有益於相關類別作品的區隔，

但卻也存在著分類未盡允當的問題，例如卷 276〈賈弼〉與卷 360〈賈弼之〉所記之事同卻分別被

編為夢類與妖怪類。參盧錦堂：《太平廣記引書考》（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1981 年），頁 3-4。
21　 例如劉文英歸納出《左傳》夢有：「凡前文記夢，後文必述其驗」的模式，藉此表現出夢的吉凶應

驗是無可抗拒的。參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9 年），頁 19。
李鵬飛也提出，從《左傳》開始，夢—占夢—夢驗已大致具固定模式。《左傳》對後世文人寫夢的

影響之一在於提供了有夢必占，有占必驗的寫夢基本模式。參李鵬飛：《唐代非寫實小說之類型研

究》（北京：北京大學版社，2004 年），頁 241。又如賴素玫於《唐代夢故事研究》中論及唐代沿

襲六朝呈現出前兆後驗的模式化特質，但故事的靈異性轉淡，文學的功能性增濃。參見氏著《唐

代夢故事研究》第二、三章。（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 年）

22　 關於夢的兆示與應驗的相關研究較重要者如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主要針對占夢的發

展、夢的本質及夢的文化等做探討，相關資料收羅豐富，關於夢兆的應驗特質則散見於相關篇章

中，惟其論述之基點仍難免將夢的占卜與信仰視為人們惑於夢象的神秘性所致的迷信。參氏著

《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9 年）。另，李鵬飛曾梳理了唐代夢幻類型小

說的淵源與流變，也曾就占夢及應驗等相關事例做深入的討論，但偏於夢驗模式的歷時性探討。

參李鵬飛：《唐代非寫實小說之類型研究》第三章。又李漢濱《《太平廣記》的夢研究》則著重於

《太平廣記》夢的宗教、社會、文學與文化的探究。賴素玫《唐代夢故事研究》對於兆驗模式的

探討則偏於文化現象及文學功能上。

23　 本文所採用的《太平廣記》版本為宋．李昉等編，汪紹楹點校，1961 年中華書局印行之版本。

此版本乃以談愷刻本為底本。版本部份以下引文即不再贅注。囿於篇幅，本文將立基於前人研究

考據的基礎上，不再做版本、引文等考述。另，本文以《太平廣記》為主要探討文本，為求論述

上的方便與體例統一，以下將以《廣記》簡稱之。論文中凡引自《廣記》之篇章，統一以篇名示

之，再於註解中說明卷數及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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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與應驗的模式及其背後的語言敘事及心理思維的關係

貳、視夢為真：夢與現實之間的神秘互滲

一、視夢為真：前有兆示，後必應驗

夢的神秘莫測時至今日仍經常讓人為之眩惑。夢，從何而來，因何而去？夢中的景

象為誰所造？因何而造？何以如此？有何意義？在古代，諸多對於夢的困惑也使得人們在

傳統鬼神信仰的影響下，相信夢具有特殊的意義；夢是鬼神的諭示，能夠預示未來的發展

等。 
24

關於夢的信仰由來已久，《太平廣記》中許多夢故事亦記載了人物在夢後會完全相信

夢兆所示，將夢視為真實。例如〈徐精〉 
25

載：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後如其言矣。

故事以「妻子果產」及「後如其言」等肯定性的敘述強調了徐精對於夢中與妻子同

房，致使妻子有孕並於隔年產子等事毫不懷疑。顯然，夢與現實之間並無明顯的區別，兩

者是互滲且互有影響的。這種視夢為真，夢與現實之間互相滲透影響的例證很多，又如

〈賈弼〉 
26

記載賈弼於夢中夢見一面貌醜陋之人問他：「愛君之貌，換君之頭，可乎？」賈

弼雖不願意，卻身不由己地被換走了頭，醒後也因夢中被置換而成的醜陋樣貌嚇壞了眾

人。 
27

再如〈劉誕〉 
28

於夢中被告知：「官鬚髮為矟旄。」醒後果然失去頭髮。試想，人們一覺

醒來卻發現身首有異，變了個臉，梯光了髮，僅因夢中不知名的神人以不可抵禦的力量傳

達了諭示，下達了指令；此時，夢中所現之兆示絕非幻象。夢，猶如真實世界的另一個延

伸；夢的世界所發生的種種情事都將為現實世界帶來改變。不僅身體的外表會因為夢中兆

示之事而有所改變，死亡的指令亦可能在夢中被下達，在現實中被兌現。〈王瞻〉 
29

即記載

了冥吏召魂，預示死亡之事：

虔化縣令王瞻罷任歸建業，泊舟秦淮。病甚。夢朱衣吏執牒至曰：「君命已

盡，今奉召。」瞻曰：「命不敢辭，但舟中狹隘，欲寬假之。使得登岸卜居，無

24　 陳美英、方愛平、鄧一鳴：《中華占夢術》（臺北：文津，1995 年），頁 44。
25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6 引《幽明錄》，頁 2182。
26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6 引《幽明錄》，頁 2183。另《廣記》卷 360「賈弼之」（頁

2852）與卷 276「賈弼」內容相似。據李劍國研究，「賈弼」與「賈弼之」應為同一人，此乃東

晉、南朝人姓名、雙名者末字常用「之」字，唐宋類書引用時常誤加或脫字所致。「賈弼之」即為

誤加「之」字。參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再版），頁 481。
27　 謝明勳稱此類因某種特殊歷程，產生自身形體與原有形體間在外觀上迥異或有巨大變化之故事為

「化胡」故事，其與六朝時期的「審美觀點」、「胡漢融合」、「觀閥觀念」有所關係。參謝明勳：

〈六朝志怪小說「化胡」故事研究〉《東華漢學》創刊號，（2003 年 2 月），頁 45-69。
28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6 引《續異記》，頁 2185-2186。
29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9 引《稽神錄》，頁 2227-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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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憚也。」吏許諾，以五日為期，至日平明，且當來也。既寤，便能下床，自

出僦舍，營辦凶具，教其子哭踊之節，召六親為別。至期，登榻安臥。向曙乃

卒。

故事中的王瞻面對冥吏所傳來的死訊，於夢後毫不遲疑地依約自辦凶具，與親友訣

別，教子哭喪的規矩，甚至於期限當日「登榻安臥」。而「向曙乃卒」亦顯示夢兆所示完

全成真。〈張甲〉 
30

一文則記載司徒蔡謨晝夢親戚張甲自云：「忽暴病，患心腹痛病，脹滿不

得吐下，某時死」之事。醒後，使人前往張甲住處驗證，果然證實張甲已經於某時死去。

蔡謨於夢後派人到張甲家驗證也顯現出其視夢中所示為真。顯然，「前有兆示，後必應

驗」的模式在視夢為真的思維下，毫無差池地被應驗著。又如〈孫氏〉 
31

載：

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占者宋董。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

實不食。卿當大凶，非苴杖，即削杖。」後孫氏果遭母喪。 

這則故事中的夢象在經由占夢者占解為大凶後，也獲得應驗。占夢者以鳳凰飲食與棲

息的習性將此夢占解為苴杖或削杖，因竹與桐為父喪、母喪時所用的竹杖，故此夢是不祥

之兆。故事的最後，敘述者補述了孫氏「果遭母喪」之事，其中「果」字突顯了「前有兆

示，後必應驗」的肯定性。另，不同於此夢的兆示是以「連類法」 
32

釋得與「鳳凰」相近的

死亡夢兆，〈王穆〉 
33

則記載郭瑀鍊「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利用漢字拆解的方法，

自占後釋得：「屋字屍至也，龍飛屋上屍至，吾其死矣」。占得死亡夢兆。文末同樣以「後

果驗」來強調夢驗的必然性。

上述故事中的人物面對夢中的兆示都視其為真，或者毫無質疑的依夢而行。另，我們

也可以從現實中被改變或遺留下來的事物與影響的角度來看夢故事中夢兆所寄寓的神秘力

量的體現。例如〈鄭昌圖〉 
34

記載鄭昌圖於夢中被人毆擊，直至石橋上乃得脫身。在逃回家

的途中遺失了紫羅履一雙，醒後床前果然失去紫羅履。派人至石橋上果然找到了鞋子。就

後驗的角度來看，遺失了床前的紫羅履及派人至石橋上找到的那雙鞋都印證著夢中被人毆

擊之事為真。此外又如〈宋瓊〉 
35

中夢見人與瓜，醒後，得瓜於手。〈邢鳳〉 
36

中夢古典美女

傳〈春陽曲〉，醒來時「於襟袖得其辭」。或是〈段成式〉 
37

所載：「夢妓遺二櫻桃，食之。

30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6 引《幽明錄》，頁 2181。
31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6 引《集異記》，頁 2186。
32　 連類法是將夢象轉釋為相連的事物，並據以占解夢意。參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頁

78。
33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6 引《前涼錄》，頁 2179。
34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82 引《聞奇錄》，頁 2251-2252。
35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7 引《夢雋》，頁 2189-2190。
36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82 引《異聞錄》，頁 2247-2248。
37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82 引《酉陽雜俎》，頁 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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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覺，核墜枕側。」凡此皆表現出故事中的人物於夢中發生的事或接收到的徵兆幾乎都會

應驗於現實世界，或為現實世界產生某種效應，遺留下某些痕跡。

這種夢中事物對現實之滲透與影響有時也包含才藝、學識等非實質性的能力的改變，

例如〈鄭玄〉 
38

記載鄭玄師於馬融三年仍沒沒無聞，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

矣。」醒後遂洞精典籍。東漢的經籍大師拜師於馬融，長達三年，毫無所成，卻因一夢而

洞悉典籍之奧妙。古人以夢中「開心」做為智識能力突然開竅的象徵，顯然智識之清明，

猶如靈感之難得，亦如夢之神秘且難以臆測。當然，夢中的神啟時刻，亦將過渡至現實

中，使鄭玄因而成為一代經學大師。智識才能的難得與珍貴也體現在另一則故事中，〈梁

江淹〉 
39

記載江淹夢人授以五色筆，則文彩俊發；後來又夢人索回前借之筆則文章躓矣。江

淹之才於〈恨賦〉、〈別賦〉中盡現，被時人稱頌不已。然而何以之後文枯思竭，無法寫出

另一篇傳頌世間的〈別賦〉？此中的轉折為何？故事以夢中得筆與失筆解釋了江淹才情的

得與失。文末更以時人「才盡」之論，呼應了江淹失筆之說。此外，有些故事還為了表現

出人物的才情學識因夢而得，甚至以類似同步直播的方式呈現夢中人物當下正在經歷或遭

遇之事，例如〈呂蒙〉 
40

即記載了呂蒙於睡夢中誦讀周易，孫策等人於現場親眼看見，而呂

蒙醒後自言夢見伏羲、文王、周公等人共論世祚興亡之事，兩相呼應之下，也驗證了呂蒙

睡眠中誦讀周易實乃夢中實有其事。

綜上所論可知，小自夢中所食之果核，大至個人的文藝才情，國家的存亡，凡夢中出

現的兆徵、事物皆十足牽絆著現實世界的人事，甚而會滲入現實世界，留下夢的痕跡。

二、夢與現實之間的神秘互滲

就此我們要進一步了解的是，何以人們會完全遵夢而行，視夢為真？何以前有夢兆，

後必應驗？其背後所表現出來的思維為何？法國人類學家列維．布留爾 (Lévy-brühl，

1857-1939) 在《原始思維》一書中曾論及原始人對於夢的重視和看法可供我們做進一步的

思考：

……（原始人）他們首先把夢看成是一種實在的知覺，這知覺是如此確實可

靠，竟與清醒時的知覺一樣。但是，除此以外，在他們看來，夢又主要是未來

的預見，是與精靈、靈魂、神的交往，是確定個人與其守護神的聯繫甚至是發

現它的手段，他們完全相信他們在夢裡見到的那一切的實在性。 
41

對於夢，原始人將之視為是實在的知覺，與清醒時的知覺一樣，他們也視夢為未來

38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6 引《異苑》，頁 2175-2176。
39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7 出《南史》，頁 2192。
40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6 引《王子年拾遺記》，頁 2179。
41　 列維．布留爾 ( Lévy-brühl，1857-1939 ) 著，丁由譯：《原始思維》（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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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見，是與精靈、靈魂、神明的交往，是個人與守護神之間聯繫的方法。列維．布留爾

列舉了許多原始民族視夢為神聖且真實的例子說明這樣的現象，例如有些原始人夢見被蛇

咬，就會對被蛇咬的地方施以治療。有的戰士夢見在戰中被俘虜，則會依夢中所預示的命

運，央求朋友俘擄他，如此才能免除他真正被俘擄。列維．布留爾認為原始人並不是不能

區別真實與想像之間的知覺差異，他們知道夢就是夢，但他們仍然相信它；因集體表象的

原因，清醒時獲得的知覺與夢時是同樣神秘的；對他們來說，夢是與那些決定著他的命運

的神靈或靈魂的交往，是與不可見和不可觸的神秘力量的接觸方式。因此，夢不是一種錯

誤的知覺方式，而是一種與看不見的神靈和力量交往最直接且充份實現的方式。所以原始

人相信自己的夢不亞於相信自己的知覺。 
42

從這些原始民族的夢例中可以發現，人們相信夢中出現的景象與現實一樣都是神秘且

真實的。夢者毫不懷疑地視夢為真，依夢而行。上面所舉的《廣記》的夢故事亦體現出類

似的思維。這些故事中，人物在夢中發生或經歷的事情，相關的兆示或結果會滲入夢後的

現實世界中，這種「前有兆示，後必應驗」的連結，感覺上似乎是因為時間上的前後連繫

關係所致。列維．布留爾也曾舉出因前後時間上的聯繫而產生因果律不正確應用的例子做

討論，例如剛果的原始民族將旱災歸咎於是傳教士在祈禱儀式時戴了特別的帽子，穿著袍

子而妨礙了下雨。 
43

或是塔訥島裡的原始人走在路上看到蛇從樹上掉下來，即使他在明天或

是下星期才知道兒子過世的事，也會將這兩件事情聯繫起來。 
44

這看似也是因果律不正確應

用，但列維．布留爾認為，對於原始人而言，沒有任何偶然的東西，雖然他們執行「前為

因，後為果」似乎比文明人更加明顯，但實際上卻包括了更多不同的東西，不僅是因果性

原則的不正確應用，也不只是把事件彼此聯繫起來的直接的時間上的先行，這其中還關聯

到互滲律的問題：

被感知或者被發現的連續性可以引起它們的關聯，但是關聯本身與這個連續

性絲毫也不混淆。關聯是包含在原始人所想像的和他一旦想像到了就相信的

前件和後件的神秘聯繫中：前件擁有引起後件的出現和使之顯而易見的能

力。 
45

換言之，列維．布留爾認為，時間上的連續性只是其中的非必要因素之一，主要的原

因還是這些做為集體表象的部份的人和物之間所產生的神秘互滲。因此，當原始人把旱災

歸咎於是傳教士的帽子或長袍，就不只是因果上連續性的結果，而是因為原始人意識中預

先充滿了大量的集體表象，「靠了這些集體表象，一切客體、存在物或者人製作的物品總

42　 列維．布留爾 ( Lévy-brühl，1857-1939 ) 著，丁由譯：《原始思維》，頁 51-53。
43　 列維．布留爾 ( Lévy-brühl，1857-1939 ) 著，丁由譯：《原始思維》，頁 64。
44　 列維．布留爾 ( Lévy-brühl，1857-1939 ) 著，丁由譯：《原始思維》，頁 65。
45　 列維．布留爾 ( Lévy-brühl，1857-1939 ) 著，丁由譯：《原始思維》，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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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想像成擁有大量神秘屬性的。」 
46

顯然，對於早期人們而言，肖像或夢境等虛實、真假

或前因後果互相混淆的關係並非迷信，而是集體表象中的神秘互滲，是人們與不可知的神

秘事物交往的方式。就此說法而言，也為我們提供一個角度，說明了早期人們對於夢兆信

仰的體現：夢中的兆示及其所關聯到的現實都被想像成是具神秘屬性的集體表象，「前有

兆示，後必應驗」是人們與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交往的方式，透過這些想像，夢對現實世界

中相關的事物會產生神秘的聯繫，影響現實世界的種種。舉凡夢裡面鬼神傳達的訊息、兆

徵，或是人物與他界之間互動的結果都將透過神秘的力量互滲於現實世界中。

參、前兆何以後驗：「後向預言」及前因後果的敘事特質

一、「後向預言」敘事

所有的夢兆都是一種「後向預言 (retrodiction)」，只有在所謂的「應驗」時，才能回

過頭來檢視占夢的準確性與否。所謂的「後向預言」 
47

是指由結尾與結果來決定事件產生的

原因，是「以果推因」，根據結果在時間中追溯原因的一種逆向因果關係。換言之，夢的

應驗與否是事後性的，是必須等待結果產生後，才能回溯源頭，檢驗當初占解的兆徵是否

符切。例如〈孟德崇〉 
48

載蜀宗正少卿孟德崇，自恃為貴族，行為傲誕。至太廟行香還攜妓

而往。「一夕夢一老人責之，且取案上筆，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而覺」。他於隔天與賓客

話及此事，並自言：「老人責我，是惜我也。書九十字。賜我壽至九十也。」但有客封璉戲

認為，此非吉徵，因為：「九十字，乃是行書卒字。」果然孟德崇不到十天內就過世。這則

故事呈現出同夢異釋的情狀，夢者自占為長壽的吉徵，客人則釋為凶兆，兩人所言似乎皆

言之有理，但誰說得準則必須等待時間來檢驗。

後向預言的相關事例又如〈代宗〉 
49

記載：

輔國恣橫無君，代宗漸惡之。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數百鐵騎，以戟刺

輔國，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

也。」帝覺。不輒言。及輔國為盜所殺，帝異之，方以其夢話於左右。

故事描寫了代宗是在李輔國被強盜所殺後才將夢話於左右，很明顯的也是事後論述，

以結果回推以應於夢的內容。故事雖未明載其驗或不驗，但是，以後事證前夢，其應驗性

不言自明。另，〈奚陟〉 
50

一文亦是後向預言的明顯事例，故事描寫奚陟夢見自己於茶宴中

46　 列維．布留爾 (Lévy-brühl，1857-1939) 著，丁由譯：《原始思維》，頁 69。
47　 （美）華萊士．馬丁 (Wallace Martin) 著，伍曉明譯：《當代敘事學》(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北京：北京大學，1990 年），頁 81。
48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9 引《野人閒話》，頁 2224-2225。
49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7 引《杜陽雜編》，頁 2192。
50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7 引《逸史》，頁 2198-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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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又熱又渴，推倒一肥吏，沾汙了文簿及該吏之臉面衣服等情事，奚陟將此夢記錄後，藏

於箱子中。故事隨後即描寫了十五年後，當奚陟擔任吏部侍郎時，舉辦大型茶宴 
51

，卻因天

熱難耐，渴茶不得，乃推倒一肥黑官吏，弄髒了該吏之臉及簿書之事；此事與奚陟十五年

前所夢完全相同。文末寫到：「陟方悟昔年之夢」，此語即表現出夢兆的應驗性是建立在事

實發生時才以回溯的方式加以驗證，是「後向預言」的體現。這則故事特別的地方在於夢

兆內容好似未若某些預示生死存亡或是科舉官祿等重要大事之夢，而是瑣碎的茶宴間發生

的插曲，但此事的描寫也可以表現出唐人寫夢更求細節化的描摹，小小情事也要工於筆

墨，寫得細膩非常。此夢寫得看似瑣碎，但夢是唐人獲取官祿前的重要徵兆，此夢寫茶宴

間發生的小事卻也隱微地預示出奚陟後來將晉升為足以開設茶宴，以精緻茶器品茗的社會

地位。 
52

此外故事亦具足靈夢的物證與人證：以夢者夢後寫下夢兆內容藏於笥中是為物證；

以奚陟將此夢「語於同省」是為人證。而所記之事「更無毫分之差焉」也足以證成此夢兆

的靈驗不虛。

值得一提的是，以第一人稱自述其經歷，並於文中宣揚的名祿前定的夢驗信仰在唐代

非常流行。 
53

除了〈奚陟〉外，〈王播〉亦是，故事同樣從王播年少貧賤時的夢寫起，描寫

王播「夢身在宴處，居杜之坐。判官在下，多於杜公近半。」醒後同樣不敢言於人。直到

後來當上宰相，等待轉任鹽鐵使時才向人說及此夢，數日後果然敕令到。之後在某次臨江

宴會時，忽然感覺熟悉，原來是昔年夢境的重現，不管風景、氣候，毫無不同。王播與奚

陟一樣，同樣是以後向預言的方式，在事情發生後才重新追溯昔日夢境的種種，並得出應

驗的效果。

夢的徵兆蠱惑人心之處即在於此。夢象做為一種神秘且不明確的象徵性語言，其內涵

經常晦澀不明，夢兆的占解在語言的衍繹與詮釋過程中，為夢象賦予了解釋，也框定出了

特定的意涵，而這個特定意義的兌現時程與兌現方式則似乎不一定能被清楚的劃定。時間

之流在持續的行進著，後來之事如千絲萬縷般的發生著，後來的時空晃晃悠悠，綿延似無

底限，若認真來找，總會有那麼一件事可以被與預兆相互比附，相互映襯著那應該是早已

被神話的語言預先寫下的相似的彼此；縱使遍尋不著，則還有時間可以等待，只是還不到

時候罷了。

二、「前為因，後為果」的敘事本質

夢兆應驗的特質與其在話語組合軸中的位置亦有關係；凡有夢必定有醒，所以夢前—

夢—夢後的自然生理順序往往也主導著夢的描寫。就話語結構來看，故事話語的組合軸必

51　 唐代飲茶風氣普遍，甚至講究煎茶技術、飲茶器具之茶道。參徐連達：《唐代文化史》（上海：復

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42-52。而茶宴新興於唐朝，奚陟所舉辦的應為二十人的大型茶宴，

兩甌緩行傳遞為當時品茗的飲用規矩。參陳佑羽：《唐代茶葉的探製與飲茶風習》（臺中：中興大

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年），頁 204。
52　 吏部侍郎為正四品以上之高官，掌有吏部選任之重要權力。參陳川源：〈唐代吏部組織與職權〉

《中正歷史學刊》第 19 期（2016 年 12 月），頁 22-24。
53　 李鵬飛：《唐代非寫實小說之類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版社，2004 年），頁 28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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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會包含：夢前、夢（含夢象及其衍生的兆示與占解之辭）與夢後結局三部份的結構，而

「現實的再現必定包含了轉喻，我們選擇了現實事物的某一部分來替代全部」 
54

。夢境的再

現也包含了轉喻的運用，因為我們必須選擇某一部份的現實事物來代替全部。這個特質也

為夢境敘事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透過轉喻的拼貼組合，延續性地說明了夢醒之後的發

展，建構了未知的剩餘部份；也造成了夢兆與現實之間前後因果的聯想。

這種前因後果的聯想實際上也是所有敘述活動的特點，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1915-1980) 即曾經在論述敘事的特質時提到：

事實上，人們完全可以想像敘述活動的動力正在於連續和後果的混淆，因為敘

事作品中發生在後的事情被讀作是有前因的。在這種情況下，敘事作品也許系

統地貫徹了經院派曾用「前為因，後為果」這句話指責過的邏輯錯誤。這句

話完全可以是命運之神真言，因為敘事作品只不過是命運之神的「語言」。而

「抹殺」邏輯性與時間性區別的，是主要功能的結構框架。 
55

敘事作品以語言文字為媒介，是種時間性藝術，在敘述的過程，前後的連結難免會

形成前因後果的關係；落實為敘事作品的夢敘事，也猶如命運之神的掌握一般，因前後事

件在敘事順序上的安排，致使夢兆占釋後的描寫成為人們對於夢兆發展的直覺連結；換言

之，因閱讀時序上的自然反應，後面的敘事必為前面敘事之果，前面敘事必為後面敘事

之因，則前兆為因，後驗為果，於「前兆」後的發展即會成為人們審視因「前兆」而帶來

「後驗」與否的結局的指標，兩者間不可避免的因果關係，也導致前兆後驗的關係被前後

連結了出來。

上文所舉的前兆後驗的例子大都可以看到這樣的「前因後果」的特質，如江淹夢得

五色筆而文彩奐然，夢失五色筆而文章躓矣。依前因後果的連結，才之盛或竭起因於夢中

筆的得或失。另〈代宗〉於李國輔死後將夢話於左右，故事雖未載明夢之應驗與否，但從

前因後果的聯想已昭示著夢已應驗。相關的例子又如〈張天錫〉 
56

一文以極短的篇幅記載：

「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咋天錫，床上避之，乃墮地。」隨後即

54　 約翰．費斯克 (John Fiske) 著，張錦華等譯：《傳播符號學理論》(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臺北：遠流，1995 年），頁 127。

55　 羅蘭．巴特：〈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收於張寅德編選：《敘述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89 年），頁 15。按：托多羅夫在《象徵理論》一書中認為人類的語言，包含被稱

為最初的語言與原始的語言背後其實都具有象徵系統的運作。他曾舉出列維 - 布留爾對於原始民

族於姓名、肖象等習俗的說明，予以反駁並說明其背後實乃象徵語言的體現。托多羅夫在論證中

亦曾引用羅蘭．巴特所論及的這段話做為敘事學上的說明。本文對於夢的象徵與兆的應驗的思考

受該文的啟發甚多，不過上文曾引出列維 - 布留爾所提的原始思維及神秘互滲的說法及例證，在

此又列出羅蘭．巴特關於敘事之論點，實乃將之援引為夢兆信仰所具的原始思維及後向預言敘事

的論證，與托多羅夫將此段引言列為反駁列維—布留爾之論證有所不同。參（法）茨維坦．托

多羅夫 (Tzvetan Todorov, 1939-) 著，王國卿譯：《象徵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年），頁

303-309。
56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6 引《集異傳》，頁 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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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後苻堅遣苟萇者，綠地錦袍，從南來，攻入門，大破之」。在敘事前後順序及相

關類比意象的連結聯想下，如「綠色犬」對比於苟萇著綠地錦袍，「苟」與「狗」同音，

「狗」即「犬」；「綠色」呼應「綠地錦袍」；再就方位意象「從南來」前後相同；「咋」與

「攻」同樣具攻擊之意等，前後兩句的敘述在相關意象的安排與聯想之下，故事甚至不須

於結語有過多的強調，前兆後驗的連結感業已被清楚的呈現出來了。顯然，敘事原有的前

因後果的直覺性聯繫關係也強化了夢兆故事中前兆後驗的特質。另又如〈謝諤〉 
57

載：

進士謝諤兒時嘗夢浴溪中，有人以珠遺之曰：「郎吞此，則明悟矣。」諤度其大

者不可吞，即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為詩。進士裴說為選其善者六十餘

篇，行於世。

故事描寫謝諤於夢中吞六十餘顆小珠，文末則寫到謝諤被流傳於世的佳篇有六十餘

篇，故事雖然未針對這六十餘篇佳作與昔日夢中所吞之小珠有無關係多做說明，但吞細者

六十餘顆，與以短小為稱的詩篇六十餘篇，經前後文順序的敘述，前為因後為果的直接聯

結下，這六十餘篇佳作即為夢中所吞之珠所化。

肆、夢兆語言的歧義性與模糊性

一、夢象解釋的歧義性　　

夢做為一種象徵的語言會因為夢象被釋為不同的意義而產生歧義性。有時同一個象徵

在同一個夢中會有一個以上的意義。 
58

例如〈張茂〉 
59

載：

會稽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能善終。大象者大

獸也，取諸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身，後必為人所殺。」茂永昌中，為

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滅之。

「大象」既可被詮釋為「大獸」，以諧音相似的角度，將「獸」釋為「守」，得出張茂

即將為「太守」管理大郡；也可以從相近的角度，連結大象形體上的特點，以其擁有富有

價值的「象牙」，將引來殺身之禍，釋得張茂將不得善終。張茂「夢大象」，同一個夢象卻

被占解出兩層意義來，突顯出夢象解釋的歧義性。另外有些故事描寫了夢者與占夢者面

對同一象徵卻得出不同的占解的現象，也顯現出夢象象徵的多重意義。 
60

例如柳宗元夢「柳

57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8 引《稽神錄》，頁 2214。
58　 諸葛君：《解夢全書》（北京：中國城市出版，1999 年），頁 97。
59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6 引《異苑》，頁 2181。
60　 鄭炳林於《敦煌寫本解夢書校錄研究》曾論及晚唐五代敦煌地區解夢最常見的是一象多解，一象

多占的現象，此與夢象主體象徵意義的確定有關。參鄭炳林：《敦煌寫本解夢書校錄研究》，頁

13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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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仆地」，解為不祥之兆，但占卜者卻將「柳樹仆地」釋為「柳木」，「木」諧音「牧」，是

柳宗元將牧於柳州之兆。 
61

再如曹確「夢剃髮為僧，心甚惡之」，但占夢者卻以「出家者號

剃度也」，「度」與「杜」諧音，故官運應在杜預身上，果然後來杜預出鎮江西時拜曹為相

國。 
62

一樣的夢境卻可以得出吉凶不同的解釋，也體現出夢象解釋的歧義性。

再者，受到唐朝以詩為盛的寫作風氣，唐人小說的特色之一為「詩筆」 
63

。有些夢兆類

故事也以詩來傳達兆示。例如〈韋檢〉 
64

記載韋檢有一美姬，捧心而卒。韋檢悲怨非常，經

常舉酒吟詩，傷心追悼：

一日，忽夢姬曰：某限於修短，不盡箕帚，涕淚潸然，常有後期。今和來篇，

口占曰：春雨濛濛不見天，家家門外柳和煙。如今腸斷空垂淚，歡笑重追別有

年。檢終日悒悒不樂，後更夢姬，曰：「郎遂相見。」覺來神魂恍惚，乃題曰：

「白浪漫漫去不回，浮雲飛盡日西頹。始皇陵上千年樹，銀鴨金鳧也變灰。」

後果即世，皆符兆。

這個故事在短短的篇幅即描寫了兩首詩，使得故事飽含人物濃郁的悲怨情懷。故事中

的兆示以詩句的方式呈現，未有相關占解過程，但就韋檢於夢後終日悒悒不樂，且之後又

夢姬前來說：「郎遂相見」，可見夢兆中的詩句如「常有後期」、「歡笑重追別有年」等實已

指涉了死亡之兆。故事最後以肯定性的語句，揭示出韋檢「後果即世，皆符兆」。全文雖

不出一般前兆後驗的夢兆故事模式，但夢兆以詩句方式傳達，詩本身是個隱喻性的語言，

其意義豐富，抒情性濃郁，使故事有別於一般前兆後驗類故事以清楚的占解來呈現夢兆，

改以充滿想像性的詩語，醞釀出悲怨的詩意氛圍，讓氛圍取代解釋，完成另一種富含詩意

及想像性的兆驗效果。相類似的兆驗作品，又如〈崔暇〉 
65

、〈蘇檢〉 
66

等夢兆內容亦皆以詩

為主，以詩為兆，流露出濃厚的詩意氣氛。

二、夢兆語義的模糊性

一般而言，在言語交際行為中，說寫者會精心地選擇語言材料來表達意旨、交流思

想。而「模糊修辭」是指說寫者選擇模糊語言材料來表達意旨、交流思想，提高語言表達

效果的一種語言交際活動。 
67

事實上，用語詞來表徵客觀存在的各類事物和各類現象，其表

61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9 引《因話錄》，頁 2221-2222。
62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8 引《北夢瑣言》，頁 2211。
63　 崔際銀認為「詩筆」是唐人小說的特徵之一，廣義而言，小說中與詩相關的詩、詩情、詩語等皆

為「詩筆」的表現。參崔際銀：《詩與唐人小說》（天津：天津古籍，2004 年），頁 247-251。
64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9 引《抒情詩》，頁 2224。
65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9 引《酉陽雜俎》，頁 2223。
66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9 引《聞奇錄》，頁 2223-2224。
67　 黎千駒：《模糊修辭學導論》（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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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過程經常會出現過渡的狀態。這些過渡狀態是語詞模糊性的根源。 
68

換言之，語言的模

糊性就是因為事物的類屬、邊界、性質或狀態往往具有亦此亦彼的特點，故以語言符號來

表徵這種亦此亦彼的特質會使語義產生模糊性。 
69

夢是圖像的語言，夢象要落實為語言文字

也往往因為其所表徵的事物的類屬邊界或性質是不確定的，故會呈現出語義的模糊性。對

於說寫者來說，面對神秘莫測的夢象語言，如何予以載錄，如何加以詮釋，在諸多不確定

性下，也使得夢兆的占解語言呈現出模糊性的特點。

人事的內容本來就紛繁多樣，複雜多變，其所涉及的類屬、範疇、性質亦很難以精

確性語言予以論斷，故夢兆及其占解之辭經常可見模糊性詞彙或修辭的運用。例如就前兆

後驗的論題來看，最明顯的就是何時應驗的時間範圍界定；因為時間範圍的用語本身就具

有模糊性，但時間是個連續體，無法截然的切割，夢兆的驗與不驗，若被放在一個邊界

不明，難以界定時間的兆徵中，則可以解釋的模糊空間大矣。例如〈韓臮〉 
70

描寫了德宗末

年（約 805 年）前進士時元佐作了一個關於韓臮與馮芫兩人皆試判入等的好夢。馮芫聽完

後即將這個夢兆用紙記著，並保存於箱中。果然，憲宗六年（約 812 年），馮芫即試判入

等，被授與興平縣尉一職。過了二十七、八年後，韓臮也試判入等，被授與大理正之職。

馮芫去找了韓臮，特別講了昔日的夢兆毫無差忒地應驗了的事，還將留存在箱中的紙拿出

來給韓臮看，強調這一切皆是命定之事。不過，面對此所謂的毫無差忒的夢兆，韓臮則回

答：「未嘗暫忘，則僕與公何前後相懸如此？」韓臮之所以會發出如此的質疑與感慨是因

為同樣是命定入等，何以時間如此懸殊？若我們從模糊性修辭的角度來看夢兆，可以發

現，時元佐僅夢馮、韓兩人皆入等之事，但夢驗的時限或時效性並沒有被顯示或說明，故

馮芫七年後入等與韓臮二十七年後入等，就夢兆的應驗性來說，皆是毫無差忒，但對於韓

臮而言，等待夢驗兌現的日子卻是如此漫長。這則故事很明顯的表現出夢兆修辭因為邊界

不明，所以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與模糊性。

相關的例子又如〈戴胄〉 
71

描寫沈裕於貞觀八年八月夢見已故的宰相戴冑前來道賀其即

將獲升五品官。沈裕醒後「冀夢有徵」，向旁人說此夢兆。但當年冬天，沈裕進京待選，

卻因銅罰之事未能得官，使得沈裕覺得此夢不靈。未料貞觀九年春天，當沈裕準備返回江

南時，卻收到詔書晉封其為五品官。這則故事讓夢兆從不驗到應驗，以反證的方式，讓原

本看似不驗的夢兆卻又重返前兆後驗的模式中，可說是唐人力求於既有的兆驗模式下的刻

意創新。而其之所以能讓夢兆徘徊於驗與不驗之間，乃因夢兆所預示的僅有「君今自得五

品，文書已過天曹」，並未述及得官的時間，故兆示內容的時間範圍模糊不明，人物不論

何時晉陞五品官，皆符合夢兆所示。所以故事在結尾突來一筆：「九年春，裕將歸江南，

行至徐州，奉詔書，授裕五品，為婺州治中。」又能讓夢兆從不靈的一端傾斜到靈驗的那

端，重返「前兆後驗」的模式。

68　 申小龍主編：《語言學綱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06。
69　 黎千駒：《模糊修辭學導論》（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6 年），頁 80。
70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155 引《續定命錄》，頁 1117-1118。
71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7 出《冥報記》，頁 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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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夢兆中應驗的時間界限經常呈現不明與模糊外，夢象中所指涉的人物或畫面也

經常會以不確定性較高的語詞呈現，致使可詮釋的空間變大，夢者或占者在解釋時可以

穿鑿附會的解釋空間亦大。例如〈薛夏〉 
72

描寫了薛夏之母於懷有薛夏時，「夢有人遺一篋

衣，云：『夫人必生賢明之子，為帝王所宗』」。果然薛夏才術過人，與魏文帝講論時，都

能對答如流。後來位至秘書丞，名冠一時，但因家居清貧，魏文帝最後還特地解下御衣

賜之。故事在描寫魏帝賜衣時特別寫到：「帝解御衣以賜之，以符先夢。」顯然，文帝賜

衣之事是特地呼應了原本夢兆所示的內容，此舉表現出前兆後驗已是人們面對夢兆時的

既定模式，薛夏既然應夢而生，如兆所示，被帝王所重，則依夢兆所示，理應還有「有

人遺一篋衣」之事方能完成應驗模式，此亦為「前兆後驗」模式的趨附與模仿。再者，

「人」這個語詞，是指沒有差別的一般人，但具體的「人」卻可能因人種、身份、年齡

等有所不同。 
73

故事以「有人遺一篋衣」為兆，其中「人」的形象是模糊不明的，在此情

形下，此「人」被具體化為任何一個人皆可能得以圓說，而故事最後則將之指涉為魏文

帝。

相關的例子又如〈李林甫〉 
74

描寫李林甫「夢一人，細長有髯，逼林甫，推之不去」。

醒後宣稱：「此裴寬欲謀替我。」這則故事簡單且充滿未竟之語，究竟細長有髯之人是誰，

故事並未提供解答，但若依前文所推論的：古人視夢為真，依夢而行，加上前為因後為果

的敘事順序，及夢中徵兆必獲應驗的兆驗模式，則「裴寬欲謀替我」將成真，夢者自占

之兆將應驗。此夢賦予人想像的空白之處甚大，究竟是反應出李林甫因忌憚於玄宗對於

裴寬之賞識，而產生被取代的恐懼，或是欲嫁禍於清簡公正的裴寬欲謀害之等詮釋皆有

可能。甚至，細長有髯者另有他人亦有可能。總之，此夢亦反應出夢象修辭模糊致使意

義模糊的問題。凡此皆體現出夢兆所運用的修辭具有極大的模糊性，促使意義的解釋空

間也變大了。

伍、憑主體見效的應驗心理

一、從「夢占」到「意占」：洞悉人心以解夢

若說占夢的目的在於神靈的啟示，則圓夢就是在滿足求解者的心理，改變夢者的憂慮

與恐懼，並迎合夢者的欲望。 
75

心理學家榮格 (Carl G. Jung，1875-1961) 曾說：「只要該觀

念存在，在心理學上就是真的。」 
76

榮格選擇從現象學的角度來探討某些心理事件或經驗，

72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6 引《王子年拾遺記》，頁 2176-2177。
73　 語義往往具有概括性的特點，概括性是指具體對象是單個地存在，但語義含蓋的卻是全部所指對

象，例如具體的人有人種、體型、年齡等不同，但「人」卻在語義上是指沒有差別的一般人，這

個「一般的人」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參申小龍主編：《語言學綱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5 年），頁 107-108。
74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9 引《談賓錄》（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2217。 
75　 如夢、劉敏：《怪夢與預測──中國古代怪夢釋》（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29-30。
76　 榮格 (Carl G. Jung) 著，林宏濤譯：《人的形象和神的形象》(Menschenbild und Gottesbild) （臺北：

桂冠，2006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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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這些心理上曾經發生的事實，而不對其真實與否下判斷。他認為從心理現象的角度來

看，它的存在即是事實，即是一種真；就夢的存在而言，我們亦可以作如是觀。面對這些

夢故事或相關的記錄，就心理現象來說，它已然存在著言說此夢背後的心理真實，故是否

真有其夢已非論述的重點，探討其背後的心理現象，反而更能突顯出其心理意義。無獨有

偶的，在中國古代的釋夢案例中亦可看到類似的看法；三國時代魏國著名的占夢家周宣有

一著名的「三占芻狗」的夢例：

魏周宣，字孔和，善占夢。或有問宣者：「吾夢芻狗。」宣曰：「君當得美食。」

未幾，復有夢芻狗，曰：「當墮車折腳。」尋而又云夢芻狗，宣曰：「當有火

災。」後皆如所言。其人曰：「吾實不夢，聊試君耳！三占不同，皆驗，何

也？」宣曰：「意形於言，便占吉凶。且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初言夢之，

當得美食也。祭祀既畢，則為所轢，當墮車傷折。車轢之後，必載以樵，故云

失火。 
77

如何靈活地將夢象與預兆做一完美的類比，正是釋夢的功夫。周宣三占「芻狗之夢」

結果都不相同，但最後都應驗了。特別的是，該人於事後坦誠三次所說的夢皆屬虛構，純

粹是為了測試周宣占夢的靈驗性，但沒料到占釋出來的結果竟然都成真。何以假夢亦能真

驗？周宣回答：「意形於言，便占吉凶」。強調了言說背後的心理真實；縱使夢為虛構出來

的，因言說背後涉及言說者的心理真實，故與真實的夢境無異。此外，周宣靈活占夢的背

後還包括對於風俗民情及象徵物在文化中的意義的熟悉，故他能懂得當夢象象徵被置於不

同的文化語境下即可能產生變化。芻狗是古代用草紮成的祭祀用品，祭祀後就如同廢物

般，被丟棄在地，接著被收去當拿柴火燒掉。按照芻狗在祭祀儀式中意義的變化，周宣認

為當夢者第一次夢見芻狗，芻狗這個象徵能指，指涉到的是祭祀；從相連性的角度，其被

聯想到祭祀後的美食，故占得美食之兆；但當夢者第二次夢到（或說出）芻狗時，則類比

於芻狗在祭祀完後，會被棄置於地，故夢者將有車禍；當夢者第三次夢見芻狗時，按照風

俗，被棄置於地的芻狗，將被燒掉，故象徵著夢者會有火光之災。周宣著名的占夢事例還

不僅於止，據《三國志．魏志》載：

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

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

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 
78

這則故事同樣是虛夢真占且依舊應驗，顯見周宣所占的已非夢例，而是人的心理。

77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6 引《魏志》，頁 2199。
78　 晉．陳壽著，梁滿倉、吳樹平等注譯：《新譯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九「周宣傳」（臺北：三民書

局，2013 年）。頁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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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宣身為三國時期的占夢名家，從其占夢的經驗中歸結出吉凶徵兆與人的潛意識心理具有

莫大的關係。而周宣也道出了虛夢真占卻能應驗的根本原因：「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

便占吉凶」。其占釋的基礎，已從真實的夢境內容擴展為夢及其言說背後所反映出來的心

理；占夢的原理已從「夢占」擴展為「意占」 
79

。從周宣解夢著重於「意占」可知，只要形

之以言，則已反應出該話語背後的心理，故縱使不是真有所夢，被賦予夢的身影的言說卻

也形同真實存在的夢境，得以曝露出言說者的心理，也足以讓洞悉人心的解夢者得以預測

其中的吉凶；當然最後的兆釋結果大都能說服原本對於夢兆之占解有所質疑的人，並回到

「前兆後驗」的模式中。

值得一提的是，占夢者的洞悉人心使其能依夢者說夢時的心理即占釋出吉凶，但是許

多時候，占夢者在面對待占之夢時，也會因為某種現實壓力或政治性考量而隨意附會，呈

現出解夢的人為性與取巧性。相關的例子如〈晉少主〉 
80

載：

開運甲辰歲暮冬，晉帝遣中使至內署，宣問諸學士云：「朕昨夜夢一玉盤，中

有一玉碗及一玉帶，皆有碾文，光熒可愛，是何徵也？宜即奏來。」承旨李慎

儀與同僚並表奏賀，以為玉者帝王之寶也，帶者有誓功之兆，盤盂者乃守器之

象，為吉夢，不敢有他占。

晉帝自述完夢境，並詢問兆徵於諸臣時，其「宜即奏來」的語氣富含了統治者的權威

性與不可質疑性。試看諸臣對夢象占釋的方式，不管是以玉為帝王之寶，以盤盂為守器之

象等，似皆能符合該夢象的意涵或外貌特質，皆能自圓其說。故事並未針對諸臣夢兆占釋

應驗與否做說明，僅由敘述者於文末以「不敢有他占」總結諸臣紛紛奏賀，以吉夢占之，

不敢隨便占釋的逢迎、附會之情狀。由此故事亦能得知，夢兆占解的背後，究竟該占之為

吉或解之為凶，尚涉及夢者的身份與解夢者的立場；在動輒得咎的集權統治時期，負面的

占釋辭恐將招來不可預期的災禍，有時占夢者為了保全身家性命，其洞悉人心之處即在於

取巧的轉向為占解出符合夢者內心想聽到的兆徵來保全生命。「不敢有他占」一句即明顯

的表現出占夢者刻意為之的取巧性。可見，面對帝王將相、達官顯貴的夢境，占夢者需要

敏捷地變通，特別是君王之夢，若違逆了君心，一不小心可能就惹來殺身之禍，最明顯的

例子如〈吳夫差〉 
81

中記載了吳王「夜夢三黑狗號，以南以北，炊甑無氣」，因眾臣皆不能

解，乃召公孫聖占夢。公孫聖在應命前去時，已知此行凶多吉少，因為「以惡夢召我，我

豈欺心者，必為王所殺」。公孫聖之言顯示出一個占夢者的無奈與矛盾，面對君王惡夢凶

兆之占解，若不做欺心之論，必然引來君王的怒氣，惹來殺身之禍。果然，公孫聖誠實地

79　 傅正谷認為周宣的論點是中國古代夢理論中最異想天開者，把假夢當真夢來占卜，把占夢的範圍

無限擴大，把夢占變成意占，就傳記作者寫作的本意是為了突出周宣占夢的靈驗性，但卻也揭示

了夢可以造假的事實。詳參傅正谷：《中國夢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3 年），頁 300。
80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8 引《玉堂閒話》，頁 2212。
81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6 引《越絕書》，頁 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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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夢象所示，將吳王之夢占為亡國之兆，隨即被盛怒的吳王殺掉；雖然最後吳國被越國所

滅，應了公孫聖所占之兆，但公孫聖因不願逢迎附會占解出君王想聽到的祥瑞吉兆而白白

犧牲了性命。此例除了顯現出夢兆占釋的人為性與取巧性外，也顯示出占夢者雖能洞悉人

心，占解出靈驗的夢兆，但面對人們趨吉避凶的預期心理，依違於真占與虛占之間，如何

拿捏取捨也是一門學問。

二、信者恆信：憑主體見效的應驗心理

神話學者卡西勒 (Ernst Cassirer，1874-1945) 曾說：

在神話想像中，總是暗含有一種相信的活動。沒有對它的對象的實在性的相

信，神話就會失去它的根基。 
82

若說夢是私人的神話，則夢故事可謂人類集體的神話體現，其背後亦是以相信為基

礎，因為相信，所以成真。「相信」是所有宗教或前宗教信仰背後的主要心理與信念。心

理學家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 1856-1939) 也曾針對夢的預示與應驗心理做了說明，他

說：

那種認為夢預示未來的通俗信念得到了進一步證實。實際上，夢所表現的未

來，並不是即將發生的未來，而是我們所希望的未來。因此，對夢的通俗看法

和對其它事物的通俗看法一樣：它希望什麼便相信什麼。 
83

「希望什麼便相信什麼」恰能為夢兆類故事何以總是呈現「前兆後驗」的模式，且不

斷地被相信者所相信著並予以傳頌做出心理上的說明。夢兆的應驗與否視夢者希望什麼、

相信什麼而決定，也因為相信而在主體身上發生效用。 
84

許多故事中，皆可見夢者將夢兆與

現實做比附，呈現出以主體見效的歷程，例如上文〈薛夏〉所示，以「帝解御衣以賜之，

以符先夢」即是。有時縱使夢兆與現實不一定完全呼應，在信者恆信的相信心理下，夢者

也會產生自我圓說的說法，以後來之事附會於既有的夢兆，有時甚至還會有反向校正的過

程。例如〈高元裕〉 
85

 載：

82　 恩斯特．卡西爾 (Ernst Cassirer) 著，甘陽譯：《人論》(An Essay on Man)，（上海：上海譯文出版

社，1985 年），頁 96。
83　 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 1856-1939) 著，高申春譯：《論夢》(1901)，收於車文博主編，《弗洛伊

德文集》第一卷（長春市：長春出版社，1998 年），頁 773。
84　 安東尼．史蒂芬斯 (Anthony Stevens) 在《夢：私我的神話》一書中曾論及：魔法或巫術皆是憑主

體見效，而非客體見效，這樣的事情不能以理性思考視其為幻想，「因主體的變化而發生的效用是

客觀而真實的」。參安東尼．史蒂芬斯 (Anthony Stevens) 著，薛絢譯：《夢：私我的神話》(Private 
Myths：Dreams and Dreaming)（臺北：立緒文化，2000 年），頁 218。

85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8 引《集異記》，頁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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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陽節度使高元裕，……晝夢有人告曰：「十年作襄刺史。」既寤，……。私異

之，因援毫，以隱語記於廳之東楹，掩映之處，曰：「大三寤襄刺十年。」洎

開成三年，為御史中丞，既渝前夢，遂謂夢固虛耳。是後出入中外，揚歷貴

位……，視刺襄乃優賢士之舉耳。大中二年，由天官尚書授鉞漢南，去前二十

年矣。公謂楹上之字，無復存也，因話其事于都官韋。好奇之士，往詣求焉。

自公題記後，廨署補葺亦屢矣，而毫翰煥然獨存。非神靈扶持而明徵今日耶！

公因屈指，以今之年，加曩之十，乃二十年矣。何陰騭之顯晦微婉，期而朗悟

之如此哉。

這則故事有反向證夢的歷程。高元裕先以否定的角度，在夢兆時隔多年仍未應驗時，

斷言夢的虛幻不實，但卻在去前夢二十年後，以夢為虛幻，昔日所題之夢兆應不復存在

為由，重啟前夢之事，將此夢說給同僚聽，並在旁人的刻意查證下，轉而反證夢兆仍是

應驗的。故事從昔日所題之字仍煥然獨存做為神靈顯現之徵，說明一切陰騭皆有定份，

只是顯晦微婉，所以夢兆所題之十年是隱晦地顯示了其中「十」年之徵；不管是今日之

「十年」、過去之「十年」或是兩相加總後所得出之二「十年」，皆呼應了夢兆所示之「十

年」。至於「襄州刺史」在故事中則被高元裕解釋為「乃優賢士之舉耳」，變成賢良之士的

隱喻。凡此皆顯現出此夢兆應驗過程中圓夢者的主觀性。

另，驗與不驗之間也存在著道德與否的變數，前兆後驗的模式下，夢兆仍會因為人物

是否行善而改變，例如〈婁師德〉 
86

載婁師德布衣時，曾夢至地府院「司命署」看見自己的

祿命之籍：「周歷清貫，出入臺輔，壽凡八十有五」。其後入仕為官，皆如夢中所載。直到

擔任西京元帥時，再度看見冥界使者前來索命，兩人有以下的對話：

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臺，壽凡八十有五，何為遽見命

耶？」黃衣人曰：「公任某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為主吏所降，今則窮

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三日乃薨也。

顯然，縱使是祿命所定，也會因為人的修行作為而有所改變。這種將人的道德修為

納入夢兆應驗與否的取決條件中也讓夢兆的預示性帶有變數。換句話說，夢兆有時並非不

驗，而是因人的行為（特別是德性）而產生改變。就此而言，也形同為夢兆故事之「前兆

後驗」模式另開了一道未獲應驗時的方便之門。

陸、結語

《太平廣記》保留了許多夢兆與夢驗的例證，在這些解夢的事例中，除了少數例外 
87

，

86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277 引《宣室志》，頁 2194-2195。
87　 如卷 280〈王諸〉描寫人物在依夢而行，視夢為真後，結局才揭示出夢兆是虛非實。李鵬飛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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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的夢皆依著夢兆所示，或是隨著占夢者所占解的兆示內容獲得應驗。很明顯的，被

記載下來的應驗夢例一定比沒有被記載下來的不驗夢例來得少。根據現代夢科學的研究，

一個正常睡眠七到八個小時的成年人，每晚會有四到六個夢境，一年將有一千五百個以上

的夢，一生則作了十萬個以上的夢。 
88

若統計從古至今人類所作的夢，那可謂是難以計量。

相較而言，被載錄下來而流傳於世的兆驗之夢，應該僅能算是其中的極少數。但是從書寫

的心靈的角度而言，獲載錄下來的夢驗故事仍傳達了一定的文化意義，至少反應了人們對

於夢的思維與信仰，以及夢做為一種充滿著隱喻與想像的語言符號，如何在語言符號的世

界中，為我們留下了種種夢兆信仰的文化歷程與足跡。

本文以《太平廣記》夢兆類故事為主要討論對象，從以下四個部份討論了夢兆的靈

驗性是如何被體察與構築出來的，並得出：（一）夢兆與現實間的神秘互滲，反應了古人

「視夢為真」的原始思維特質；（二）夢做為一種「後向預言」，加上前因後果的敘事本

質，強化了前兆後驗的必然。（三）夢兆語言具有歧義性與模糊性的特點，故具有極大的

詮釋空間可以讓夢兆總是獲得應驗；（四）應驗的心理是憑主體見效的。在解夢者洞悉人

性的基礎上，夢兆的占解總是趨向於符合未來情境或是貼近夢者心理，故在相信者的心理

中總能產生應驗的反應。與所有神秘事物的信仰一樣，以「相信」為本質，信者恆信，故

前兆必然後驗。整體而言，經由以上的討論可以揭示出：夢兆之所以靈驗與相信者的原始

思維、夢的後向預言敘事及夢兆的語言修辭運用皆有所關係。夢的詮釋是一種想像性的創

造歷程，解釋本是種想像的產物，規則是死板的框架，框架實難以拘限人類繽紛多樣、千

奇百怪的想像，只要貼近夢者的心理，則釋夢即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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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王溢嘉：《夜間風景——夢》（臺北：野鵝，1991 年），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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