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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 言

  家訓是家庭內部, 尤其是長輩對子孫進行為人處世教育的一種方式; 家

訓文獻也是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源, 具有多元化的議題. 家訓的內容涉及勵

志ㆍ勸學ㆍ修身ㆍ處世ㆍ治家ㆍ為政等方面, 內容豐富, 也發揮了積極的

社會作用, 是非常珍貴的參考文獻.1) 回顧過往家訓文獻的研究概況, 當中

*本文得以完成, 筆者特感謝各位匿名評審對本文作出的寶貴意見ㆍ李師伯重及劉師詠

聰的啟發與指導. 本文以清代家訓文獻為主要參考資料, 茲就其定義ㆍ範圍及特點

進行界定: 其一ㆍ清代家訓數量甚大, 作者來源ㆍ文獻範圍亦甚廣, 家訓的訓誡對

象主要是家庭內部的成員, 其表達的內容大致上有家庭ㆍ家政ㆍ修身養性ㆍ勉學等

不同層面. 以家庭及家政而言, 多涉 及如何處理家庭成員關係的內容, 例如夫妻關

係ㆍ兄弟關係ㆍ長輩與晚輩關係等等. 詳參盧正言, 中國歷代家訓觀止 (上海: 

學林出版社, 2004), pp.1-7; 張艷國, 家訓輯覽 (武昌: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7), pp.6-7. 同時, 宗規ㆍ族規也是需要關注的訓誡文獻, 其發展於清代更加規

範化ㆍ體系化. 不過, 在訓誡對象而言, 宗規ㆍ族規主要是約束及教化族群的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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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述家訓所蘊含的德育觀ㆍ價值觀; 也有從經濟層面分析歷代家訓等;2) 

法規, 其內容牽涉可以很廣, 涉及族內生活一切領域, 例如財產糾紛ㆍ婚姻繼承ㆍ

祭祖祭宗ㆍ宗族機構的職責ㆍ宗族成員的身份等等. 詳參朱勇, 淸代宗族硏究 
(長沙: 湖南敎育出版社, 1987); 常建華: 宗族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許華安, 淸代宗族組織硏究 (北京: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1999). 

誠然, 也有學者認為家訓與族規並無嚴格界線, 例如鍾豔攸｢明清家訓族規之研究｣
提出兩種文獻只是表述方式略有不同, 如家訓屬於勸導型規範, 側重積極的勉勵和

教化; 族規屬於禁止型規範, 傾向消極的制約和獎懲. 不過, 鍾豔攸亦指出基於這類

文獻有諸多異名別稱, 歷來學術界對其分類與定義也不相同. 詳參鍾豔攸, ｢明清家

訓族規之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3), p.3. 學術界對不

同性質的訓誡文獻的分類與定義也不同, 本文的探討對象是家庭內部的成員, 並非

一個宗族群體, 故此本研究亦採用家訓為主要的參考文獻. 其二ㆍ筆者嘗試綜合所

搜羅的清代家訓文獻, 切合本文主題的文獻亦以士人所撰寫的家訓為主; 而本文亦

適度採用了少量的家書, 學術界對家書一類文獻是否歸於家訓文獻, 同樣地呈現出

不同的分類與定義, 筆者亦會參考朱明勳對家訓文獻的定義, 作者重申若果其內容

不是與教家ㆍ訓誡後輩有關, 則不能歸於家訓文獻. 詳參朱明勳, 中國家訓史論稿

, p.9. 本研究適度採用家書, 因其訓誡內容切合本文主題, 並不表示筆者認同家書

與家訓文獻的性質ㆍ內容沒有差異, 故此, 筆者強調本文只是適度採用, 以期豐富

相關內容的論述. 總而論之, 本研究以家訓文獻為主要的參考資料, 其訓誡對象是

家庭內部的成員, 本研究的主旨是針對家訓所呈現的養生之道進行探究. 

1) 盧正言, 中國歷代家訓觀止 (上海: 學林出版社, 2004), pp.1-2. 

2) 回顧過往家訓文獻的研究概況, 成果甚豐, 就其研究方式而言, 通論性質的研究, 

如尚詩公, 中國歷代家訓大觀 (上海: 文匯出版社, 1992)ㆍ周秀才, 中國歷代

家訓大觀 (大連: 大連出版社, 1997)ㆍ徐少錦ㆍ陳延斌, 中國家訓史 (西安: 

陜西人民出版社, 2003)ㆍ王長金, 傳統家訓思想通論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ㆍ朱明勳, 中國家訓史論稿 (成都: 巴蜀書社, 2008) 等等; 而以不同時期

的家訓著作輯錄成書, 則有楊知秋, 歷代家訓選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8)

ㆍ守屋洋著, 鍾憲譯, 中國歷代偉人家訓集 (台北: 世潮出版有限公司, 1994)ㆍ

翟博, 中國家訓經典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2) 等等. 另外, 以個別男性群體的

家訓作為研究, 如成曉軍, 帝王家訓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名儒家訓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 李慧, ｢明清帝王教子比較研究 -以家訓為視角

｣, (黑龍江科技信息 14, 2009), p.119; 王瑜, ｢明清士紳家訓中的治生思想成

熟原因探析｣ (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2, 2009.3), pp.135 

-140等等. 此外, 在家訓研究的角度及方向上, 除了論述家訓中所蘊含的德育觀ㆍ

價值觀, 例如有張艷國, 家訓輯覽 (武昌: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7); 牛曉玉, ｢試
論明清家訓中的德育教育觀｣ (安陽工學院學報 2008.2), pp.125-128; 孫倩, ｢
傳統家訓中的德育觀及現實價值｣ (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1, 2009. 

2), pp.195-196. 費俠莉指出了家訓中所提出的規範, 具備了一種價值觀, 具體地

規範了女性的行為ㆍ職責, 也視女性為道德興衰的關鍵所在. 詳參Charlo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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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訓文獻所呈現的性別議題亦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關注.3) 誠然, 家訓的內容

除了忠孝綱常的訓誡內容, 亦涉及養生的教化. 

  養生, 即“攝生以保長壽之謂.”4) 換言之, 即是保養生命以達至長壽,5) 

關於保養人的生命, 其涉及的層面較為廣泛, 如衣食住行ㆍ喜怒哀樂等, 都

與養生有關.6) 此外, 對於養生的關注, 並非醫家的專利, 論者更謂養生之

道的探究, 參與者來自不同層面, 例如有道教弟子ㆍ方丈ㆍ僧尼ㆍ佛家信

徒ㆍ隱士ㆍ逸民等等, 還有為數不少的文人雅士ㆍ帝王將相.7) 由此可見, 

養生之道的探索, 結集了來自不同階層人物的理論及經驗, 是彌足珍貴的

文化財產. 回顧學界過往有關養生的研究, 成果纍纍,8) 然而從家訓文獻審

Furth, “The Patriarch’s Legacy: Household Instruction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Orthodox Values” (Liu Kwang-Ching (ed.),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187-211. 也有從其他視野去分析家訓的研究, 例如經濟層面, 如尤雅姿, ｢由
歷代家訓檢視傳統士人家庭之經濟生活模式｣ (思與言 36-3, 1998.9), pp.1 

-59; 鄭漫柔, ｢清代家訓中的家庭理財觀念｣ (黑龍江史志, 2010.9), pp.11-12

等等. 

3) 以性別視野探討家訓文獻的研究, 例如有劉燕儷, ｢唐代家訓中的夫妻關係及其源

流｣ (嘉南學報(人文類) 32, 2006.12), pp.617-635; 劉欣, ｢略論宋代家訓中

的｢女教｣｣ (中華女子學院學報 21-5, 2009.10), pp.91-95; 周敘琪, ｢明清家

政觀的發展與性別實踐｣ (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9); 何宇軒, ｢家訓

文獻的性別面貌｣ (劉詠聰 編, 性別視野中的中國歷史新貌 (北京: 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 2012), pp.219-222; ｢｢夫道｣ -清代家訓所呈現的男性人格｣ (香港浸

會大學哲學碩士論文, 2013); 蘇嫈雰, ｢女性成家的自由與束縛: 顏氏家訓母職

問題澄清｣ (哲學與文化 41-1, 2014.1), pp.101-116等等. 

4) 中文大辭典編纂委員會 編, 中文大辭典 (台北: 中國文化硏究所, 1952) 第37

冊, p.195. 

5) 劉松來, 養生與中國文化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5), p.1. 

6) 鄭金生, 中國古代養生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998), p.1. 應

該注意的是養生不代表不死, 而是避免每一次傷害生命的過失, 例如發怒ㆍ哀傷ㆍ

飽食等, 配合一些養生的鍛鍊法, 改善身體的健康狀況, 期許延長壽命. 詳參鄭金

生, 中國古代養生, pp.2-3. 

7) 詳參歐陽春早, 中國古代養生逸聞 (北京: 中醫古籍出版社, 2004), p.1; 陳秀

芬, 養生與修身: 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 (台北: 稻鄉出版社, 2009), 

pp.4-5. 

8) 回顧學界過往有關養生的研究, 大致有以下幾個類別: 其一ㆍ通論性質的研究, 包

羅不同類型的養生文化的演變ㆍ特色, 例如有羅時銘, 古代養生長壽史話 (合肥: 



中國史硏究 第97輯 (2015. 8)180
視箇中所灌輸的養生之道, 相關研究仍較缺乏, 尚待補充.9) 

黃山書社, 1987); 坂出祥伸, 中国古代養生思想の総合的研究 (東京: 平河出版

社, 1988); 劉松來, 養生與中國文化; 鄭金生, 中國古代養生; 唐克軍, 康樂

人生: 圖說古代養生文化 (揚州: 廣陵書社, 2004); 周際明, 中國古代養生史略 
(上海: 東華大學出版社, 2009); 羅時銘, 養生史話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 2012) 等. 其二ㆍ個別朝代的養生文化探究, 如有趙明正, ｢漢代養生思潮ㆍ經

學詩教與漢樂府｣ (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5, 2004.9), 

pp.126-129; 陳秀芬, 養生與修身: 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 鄭基良, ｢
清代養生思想初探 (上)｣ (空大人文學報 19, 2010.12), pp.267-298; ｢清代養

生思想初探(下)｣ (空大人文學報 20, 2011.12), pp.185-217; 蕭慧媛, ｢｢養生

｣: 明代文人的休閒生活｣ (南亞學報 31, 2011.12), pp.495-514; 楊延巍ㆍ朱

星, ｢微探唐代養生文化｣ (河北中醫藥學報 2011.3), pp.16-17; 賀亞玲, ｢宋代

養生思想概述｣ (蘭臺世界 20, 2011.9), p.43; 韓大勇, ｢從唐代體育休閒活動

談養生之道｣ (慈惠通識學術專業期刊 3, 2013.6), pp.233-245等等. 其三ㆍ對

個別歷史人物的養生思想進行探究, 比如有周一謀, ｢清代養生家石成金的飲食養生

談｣ (食品與健康 1994.3), pp.19-20; 王建美, ｢嵇康養生思想管見｣ (吉林省

教育學院學報(學科版) 2009.1), pp.148-150; 高柏園, ｢論莊子養生觀｣ (淡江

人文社會學刊 46, 2011.6), pp.1-24等. 其四ㆍ有關道家(教)養生的議題, 例如

有Livia Kohn and Yoshinobu Sakade (eds.), Taoist Meditation and 
Longevity Technique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9); 坂出祥伸, 道教と養生思想 (東京: ぺりかん

社, 1992); 王慶餘ㆍ曠文楠, 道醫窺秘: 道敎醫學康復術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

社, 1994); 郝勤ㆍ楊光文, 道在養生: 道教長壽術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楊濟舟, 中國古代養生文化探邃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7); Livia 

Kohn, Daoist Body Cultivation: Traditional Models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s (Magdalena, NM: Three Pines Press, 2006) 等等. 其五ㆍ對古代

較為著名的養生家的言論ㆍ以養生為主題的典籍加以整輯, 例如有侯健等編, 養生

箴言: 歷代名家養生詩欣賞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5); 陳立明ㆍ李

志華ㆍ張傳曾, 中國古代養生四書 (濟南: 山東友誼出版社, 2001); 王明輝等編, 

養生箴言與中華傳統文化 (北京: 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 2002) 等. 其六ㆍ有關

古代養生術的方法加以匯集, 例如有余功保, 中國古代養生術百種 (北京: 北京

體育學院出版社, 1991); 洪丕謨, 中國古代養生術 (台北: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2002) 等等. 

9) 筆者稽查學術界的研究, 從家訓文獻窺探箇中的養生思想, 成果甚少. 例如有周一

謀, ｢顏氏家訓與養生｣ (華夏長壽 1996.5), pp.2-3; 吳則儀, ｢康熙庭訓格

言中的養生觀｣ (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 16, 2011.12), pp.85-100; 李文海, 

｢養生與修身的統一 -清人家訓中的｢致壽之道｣｣ (新湘評論 22, 2012), 

pp.46-47等等. 由此可見, 以養生之道為探究主題, 對家訓文獻進行較仔細的梳理

及探討, 尚待發掘的空間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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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及此, 本研究的主旨是針對家訓所呈現的養生之道進行探究, 而本

文所選取的時限方面將集中在清代 (1644-1912), 因為清代是古代與現代

社會的一個交界, 是了解傳統思潮向新思潮過渡的重要時期. 另外, 清人撰

著家訓在內容ㆍ教化的方式等方面都有明顯的變化.10) 至於撰寫家訓的作

10) 在家訓文獻的發展上, 清代是一個重要的時期. 以形式而言, 清代家訓較以前的朝

代較為多樣化, 如輯錄家訓的專書也產生了多種新樣式, 如家訓集ㆍ家規ㆍ家儀ㆍ

家書集ㆍ家訓詩集等. 詳參林錦香, ｢中國家訓發展脈絡探究｣ (廈門教育學院學報

 4, 2011.11), p.47. 教育內容方面, 清代家訓也有著顯著的變化, 相較以前的朝

代, 具體題材亦更為豐富, 例如在擇業觀念方面, 長輩並非單純地要求子弟踏上仕

途, 因為清代的社會商品經濟得到蓬勃的發展, 因此社會對從業的觀念亦有所轉變, 

提倡經世致用, 只要能自立, 其他性質的職業也可選擇. 例如清人焦循(1763 

-1820), 里堂家訓便云, “子弟必使之有業, 士農工商四者皆可為”參焦循, 里堂

家訓 (據光緒十一年(1885) 傳硯齋叢書本影印; 叢書集成續編 ｢社會科學類

｣ 冊60, 台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9) 卷上, p.2上. 焦氏便認為子弟只要能立業, 

士ㆍ農ㆍ工ㆍ商也可加以選擇, 並非只重視子弟踏上仕途, 亦與清代的社會及經濟

發展的轉變有千絲萬縷的關連. 與此同時, 誠如前文所言, 清代訓誡文獻之中(如宗

規ㆍ族規), 相較前代, 於清代的發展更加規範化ㆍ體系化, 換言之, 在訓誡內容上

更為重視道德及行為的規範. 宗規ㆍ族規主要針對族群進行約束及教化, 其內容牽

涉可以很廣, 涉及族內生活一切領域, 例如財產糾紛ㆍ婚姻繼承ㆍ祭祖祭宗ㆍ宗族

成員的身份等等. 這種對家族子弟的行為進行更嚴格規範的現象, 與清代政府重視

社會風俗教化有莫大的關係, 例如清聖祖(愛新覺羅ㆍ玄燁, 1654-1722; 1662 

-1722在位)因社會出現男女混雜的現象, 提出｢移風易俗｣, 如湯斌(1627-1687), 

｢毀淫祠以正人心疏｣便提到｢皇上諄諄誨諭以移風易俗為先務｣見湯斌, 湯子遺書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集部｣ 251, ｢別集類｣ 冊1312) 卷二 ｢奏疏｣, ｢毀淫祠

以正人心疏｣, p.55下. 筆者嘗比較清代家訓與其他朝代的家訓, 在限制家族成員行

為的戒律方面明顯地增多, 清代社會及經濟的繁榮發展, 人際之間的交往層面擴大, 

社會出現不少賭博ㆍ酗酒ㆍ狎妓的不良現象, 家族成員容易受到誘惑, 因此稽查家

訓內容, 亦有不少相關的戒賭ㆍ戒酗酒ㆍ戒色的訓誡, 規範性更具系統, 期許家族

成員可以遵守.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家訓著者在撰寫訓誡內容上, 亦灌輸不少養生的

概念. 有關養生的理論ㆍ方法, 稽查清代家訓亦得到頗多的發現, 既重視個人修身

ㆍ保持性情平和的養生概念, 亦牽涉不少保養身體的概念, 宜注意日常睡眠與飲食

習慣, 例如訓誡後輩重視睡眠對保養身體的重要, 亦規勸飲食各方面要均衡, 既身

體力行, 亦期許他們加以效法, 即如康熙帝ㆍ張英(1638-1708)ㆍ石成金(1659-?)

ㆍ曾國藩(1811-1872)等家訓著者便對養生概念探討甚多, 筆者嘗觀察其他朝代, 

清代家訓有關養生概念的灌輸大量增加, 亦與清代在生態環境方面的優化ㆍ醫療水

平的進步具有重要的聯繫. 由此可見, 在教育內容方面, 清代家訓有著顯著的變化, 

例如重視個人節操的教育ㆍ強調社會風俗的教化ㆍ重視擇業觀念的灌輸等等, 可見

訓誡的題材極為多元化. 詳參鍾敬文ㆍ蕭放, 中國民俗史: 明清卷 (北京: 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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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更多元化, 包括有帝皇ㆍ官員ㆍ商賈等等, 可見清代是家訓歷史發展

的一個重要時期.11) 家訓是具備豐富議題的訓誡文獻, 梳理其所灌輸的養

生之道, 除了可加深有關古代家庭中長輩教育內部成員的理解, 也進一步

呈現出家訓文獻中教化內容的多元性; 同時, 清代家訓著者對養生之道多

所著墨, 亦足證養生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環, 對家族的繁衍與傳承之效

用誠然不容忽視. 

Ⅱ. 清代家訓所呈現的養生之道: 
重視道德修養ㆍ保持性情平和

   養生之道, 內在的道德修養是促使健康ㆍ長壽的方法之一. 養生的文化, 

其一特色為形神兼顧, 並以養神為先. 形是指皮肉ㆍ筋骨ㆍ脈絡等, 是人體

生命活動的外在軀體; 而神是指人體的精神思維活動, 包括精神ㆍ意識ㆍ

思維活動, 是內在的主宰.12) 老子(前571-前471)曾言, “治身, 太上養神, 

其次養形. 神清意平, 百節皆寧, 養生之本也.”13) 老子提到“先養神ㆍ後養

形”的概念, 他認為要達到養生, 需要注意意氣平和. 意氣平和的功用是可

以心靜, 心靜自然可使身體健康, 是養生的根本.14) 由此觀之, 心理健康亦

版社, 2008), pp.195-197; 徐少錦ㆍ陳延斌, 中國家訓史, ｢明清時期家訓概述

｣, pp.469-490. 

11) 撰寫家訓的作者亦更多元化, 士紳編著家訓固然最為普遍; 但也有來自帝王ㆍ顯

宦ㆍ學究ㆍ宿儒ㆍ商賈等階層. 此外, 吳存存更提出家規閨訓於此時期的泛濫, 上

至皇帝ㆍ公卿大臣, 下至貧士ㆍ商家ㆍ農戶, 都撰寫過家規閨訓. 詳參王瑜, ｢明清
士紳家訓中的治生思想成熟原因探析｣ (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2, 2009.3), p.135; 徐少錦ㆍ陳延斌, 中國家訓史, ｢明清時期家訓概述｣, 
pp.469-490; 吳存存, 明淸社會性愛風氣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 

p.19. 總括而言, 清代家訓在家訓文獻的發展史中, 具有舉足輕重的歷史價值. 

12) 王韶蔤, ｢雅興與健康: 明代文人養生文化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 2008), 

p.77; 劉松來, 養生與中國文化, pp.44-45. 

13) 先秦ㆍ辛銒, 文子 (明萬曆五年(1577) 子彙本) 卷下, ｢下德｣, p.18上. 

14) 張艷國, 家訓輯覽, p.182. 



康健與延年: 清代家訓所呈現的養生之道 (何宇軒) 183
是卻病延年的前提, 而在古代養生理論之中, 良好的道德修養可使心理健

康, 具有養生作用.15) 有關良好道德修養可致長壽的概念, 孔子(前551-前

479)提出“仁者壽”16)的主張, 因此具備良好的道德修養亦是長壽的重要元

素.17)

   筆者稽查清代家訓文獻, 家訓著者亦意識到通過自我道德修養的提升, 

從而達到養生之道, 當中他們注意戒貪, 重視節儉, 蓋因貪念不加節制, 欲

望無窮, 難以涵養德性, 有違養生之道.18) 例如汪輝祖(1731-1807)雙節

堂庸訓申述節儉與富貴之家各子孫的分別: 

儉之為益, 非僅省財而已, 惜福必多. 嘗見富貴之家, 子孫多不肖, 或動與

疾病相值; 勤耕務織者, 往往康強, 後人亦知守分, 暴殄與惜福之別也. ……

則惜福者延齡.19)

15) 劉松來, 養生與中國文化, pp.71-72. 

16) 漢ㆍ何晏注, 宋ㆍ邢昺(932-1010) 疏, 論語注疏 (阮元, 十三經注疏本, 北

京: 中華書局, 1980) 卷第6, ｢雍也第六｣, p.2479. 

17) 儒家重視修身, 涵養德性, 古人曾言,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先治其國. 欲治

其國者, 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 ｣參漢ㆍ鄭玄(127-200) 箋, 唐ㆍ孔穎

達(574-648) 疏, 禮記正義 (阮元, 十三經注疏本) 卷第60, ｢大學第四十二｣, 
p.1673. 可見儒家提倡“修身ㆍ齊家ㆍ治國ㆍ平天下”, “修身”的概念使男性懂得督

促自己, 注意自我的道德修養. 另參倉陽卿, 中國養生文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社, 2001), pp.65-71; 楊儒賓, 儒家身體觀 (台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 1996). 

18) 李文海, ｢養生與修身的統一 -清人家訓中的｢致壽之道｣｣, pp.46-47. 追溯歷史, 

呂不韋 (?－前235) 亦主張生活簡樸, 因追求富貴有“三患”, “貴富而不知道, 適足

以為患, 不知貧賤. 貧賤之致物也難, 雖欲過之奚由? 出則以車, 入則以輦, 務以自

佚, 命之曰招蹷之機. 肥肉厚酒, 務以相彊, 命之曰爛腸之食. 靡㬅皓齒, 鄭ㆍ衛之

音, 務以自樂, 命之曰伐性之斧. 三患者, 貴富之所致也. 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 

由重生故也.” 例如因少步行而造成｢招蹷之機｣ㆍ飽食太甚而造成“爛腸之食”ㆍ縱

情聲色而造成“伐性之斧”, 換言之, 追求富貴的生活, 對身心皆造成禍害, 故此呂氏

認為｢不肯富貴｣是著重自己生命的表現. 參先秦ㆍ呂不韋撰, 漢ㆍ高誘 注, 呂氏

春秋 (四部叢刊 景明刊本) 卷1, ｢孟春紀 第一｣, ｢本生｣, pp.5下-6下. 董仲

舒(前179-前104), 春秋繁露亦云, “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 外無貪而內清淨, 心

和平而不失中正, 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參漢ㆍ董仲舒 著, 清ㆍ淩曙(1775-1829) 

注, 春秋繁露 (北京: 中華書局, 1975) 卷16,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p.571. 董

氏又強調“仁者多壽”, 戒貪可使“內清淨”, 達至心境平和, 有助“養其身”, 可見節儉

是良好的道德情操, 又有益於內在的修養, 達至養生, 得到古代養生家的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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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儉之家的子孫, “勤耕務織”, 能達到“康強”, 又知守本分; 富貴之家的子

孫, 既不肖, 亦常患疾病. 節儉之家的家中成員安守本分, 是“惜福者”, 汪

氏又強調“惜福者延齡”, 表示汪氏認同重視節儉, 可以達到延年的養生之

效. 高拱京高氏塾鐸亦極力主張節儉ㆍ戒貪, 可以得到“四益”: 

儉則不至於貪, 何從而淫. 是儉可以養德, 一益也. 人之福祿, 只有此數, 

暴殄糜費, 必至短促. 撙節愛養, 自能長久. 是儉可以養壽, 二益也. 醉濃飽

鮮, 昏人神志. 菜羹蔬食, 腸胃清虛. 是儉可以養神, 三益也. 奢則妄取苟求, 

志氣卑辱, 一從儉約, 則於人無求, 於己無媿. 是儉可以養氣, 四益也.20)

高氏認為節儉是良好的品德, 並可節制自我, 不會貪求. 節儉的“四益”: 其

一ㆍ可以養德; 其二ㆍ可以養壽; 其三ㆍ可以養神; 其四ㆍ可以養氣. 當中

高氏就提到“暴殄糜費, 必至短促”, 換言之, 貪念過甚, 不知節制, 是會影

響壽命的長短, 因為“撙節愛養, 自能長久”, 只有節儉才可達到“養壽”. 

曾國藩(1811-1872)在家訓之中教誨兒子, 亦屢屢強調“節嗇”為養生的

要訣, “……既戒惱怒, 又知節嗇, 養生之道, 已盡其在我者矣.”ㆍ21)“……

古人以懲忿窒欲為養生要訣. 懲忿即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 窒欲即吾前信

所謂知節嗇也.”22) 前書已鄭重指出“養生之道”的重要元素之一, 在於“節

嗇”, 配合“戒惱怒”, 便可掌握“養生之道”. 後書亦重申“懲忿”ㆍ“窒欲”是

養生要訣, 當中“窒欲”的含意, 曾氏即提到“知節嗇”, 兩書皆強調注意戒貪

ㆍ重視節儉, 是達到養生的重要訊息.  

  除了戒貪ㆍ重視節儉, 要達至心靜, 從而有效達到養生, 主要是少思ㆍ少

慮ㆍ喜怒哀樂的情緒波動不宜過甚. 蓋因精神平和, 是會直接或間接地影

19) 清ㆍ汪輝祖 著, 王宗志ㆍ夏春田ㆍ穆祥望 釋, 雙節堂庸訓 (天津: 天津古籍出

版社, 1995), ｢非儉不能惜福｣, p.66. 

20) 清ㆍ高拱京, 高氏塾鐸 (叢書集成續編 第60冊, 台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9; 康熙三十四年(1695)檀几叢書本影印), ｢處家儉｣, pp.3下-4下 (總頁

638).

21) 清ㆍ曾國藩, 曾國藩家書 (吳鳳翔ㆍ金木ㆍ王日昌ㆍ悟堂 等編, 清代十大名

人家書, 長春: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 下冊, p.945.

22) 清ㆍ曾國藩, 曾國藩家書, p.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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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人體內臟腑的機能與運作, 因此調節個人的喜怒哀樂ㆍ忌多思多慮, 保

持性情平和ㆍ端正尤為重要.23) 明代醫學家萬全(1495-1580)就精闢地提

到｢養生之道｣如下: 

養生之道, 只要不思聲色, 不思勝負, 不思得失, 不思榮辱, 心無煩惱, 形

無勞倦, 而兼之以導引, 助之以服餌, 未有不長生者也.24)

萬氏指出養生之道, 就圍繞著“少思”ㆍ“少慮”的主題, 在“少思”方面, 萬氏

認為聲色ㆍ勝負ㆍ得失ㆍ榮辱等涉及個人名譽ㆍ享樂的事宜, 不宜多思; 

又建議“心無煩惱”, 都有助於延年益壽. 稽查清人家訓文獻, 亦可找到相關

的訓誡. 例如張英(1638-1708)聰訓齋語云: 

……儉於思處, 可以蠲煩去擾. ……人常和悅, 則心氣沖而五臟安, 昔人所

謂養歡喜神.25)

張英認為少思少慮, 自然可以“蠲煩去擾”. 個人保持心境和悅, 可以令“心

氣沖”ㆍ“五臟安”, 都表示精神平和與體內臟腑的正常運作具有連帶關係. 

申涵光(1618-1677)荊園小語亦強調“無過思”對“血氣和平”的效用: 

服金石酷烈之藥, 必致殞命, 即坐功服氣, 往往致痰損目, 人能清心寡慾, 

無暴怒, 無過思, 自然血氣和平, 卻疾多壽, 何為自速其死哉.26)

申氏亦主張“無過思”, 可以“血氣和平”, 以達到“卻疾多壽”. 石成金

(1659-?)傳家寶更一針見血地道出“多思多慮最為損傷”,27) 換言之, 

23) 周兵 等編, 頤養天年: 中國古代養生名言 (北京: 知識出版社, 1992), pp.86 

-108; 劉松來, 養生與中國文化, pp.101-102; 唐克軍, 康樂人生: 圖說古代

養生文化, pp.45-80; 王韶蔤, ｢雅興與健康: 明代文人養生文化研究｣, pp.81 

-90. 

24) 明ㆍ萬全 著, 羅田縣衛生局 校注, 萬氏家傳養生四要 (武漢: 湖北科學技術出

版社, 1984) 卷之5, ｢養生總論｣, p.61. 

25) 清ㆍ張英, 聰訓齋語 (叢書集成初編本; 北京: 中華書局, 1985) 卷1, pp.5 

-6 (總頁218). 

26) 清ㆍ申涵光, 荊園小語 (叢書集成初編本), p.8. 

27) 清ㆍ石成金, 好運寶典 (傳家寶全集,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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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思”ㆍ“少慮”, 達到心平氣和, 清人亦認同可以有助養生, 保持身體健

康.28)

  誠如前文所述, 喜怒哀樂的情緒波動亦不宜過甚, 換言之, 自身情緒上的

調節對養生的影響亦不容忽視. 以怒為例, 論者謂“怒是情志中最明顯的可

以傷生的一種情緒變化”.29) 如清人魏裔介(1616-1686)瓊琚佩語便明

言, “攝生之道, 大忌嗔怒.”30) 魏氏指出養生之道, 情緒上宜忌憤怒. 稽查
清代家訓, 著者對慎怒亦有所著墨. 例如曾國藩對兒子的訓誡, 便強調“戒

惱怒”ㆍ“少惱怒”: “……既戒惱怒, 又知節嗇, 養生之道, 已盡其在我者矣. 

”ㆍ31)“……古人以懲忿窒欲為養生要訣. 懲忿即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 窒

欲即吾前信所謂知節嗇也.”32) 在曾氏的立場, 他認為養生之道是“戒惱怒”

ㆍ“知節嗇”, 又屢屢強調以上訓示為養生要訣, 都足以證明曾氏亦認同情

緒波動對身體所帶來的間接影響, 希望兒子可以正視慎怒的規勸, 可有助

身體康健, 達至養生. 與此同時, 曾氏亦對弟弟有同樣的訓誡, “養生以少

惱怒為本……弟久勞之驅, 當極力求少惱怒.”33) 修養心性, 以期保健延年, 

亦以“少惱怒”為本. 曾氏訓誡的對象不論是弟弟ㆍ兒子, 都希望其家族成

員可以正視相關的訓誡. 

  清聖祖康熙(愛新覺羅ㆍ玄燁, 1654-1722; 1661-1722在位)亦認同人

的情緒對健康所帶來的影響, 應保持性情平和: 

訓曰: 孟子云, ｢持其志, 無暴其氣. ｣人欲養身, 亦不出此兩言, 何也? 誠

能無暴其氣, 則氣自然平和; 能持其志, 則心志不為外物所搖, 自然安定. 養

身之道, 猶有過於此者乎?34)

真福譜續集ㆍ會享福, 少思少言少色欲｣, pp.276-277. 

28) 陸隴其(1630-1693)治嘉格言亦主張簡樸的生活, 如認為“足柴足米, 無憂無

慮”ㆍ“只消清茶淡飯, 便可益壽延年”, 都可證明少思少慮ㆍ不強求對養生的重要之

處, 清人亦加以仿效. 參清ㆍ陸隴其, 治嘉格言 (中國哲學思想要籍叢編, 台

北: 廣文書局, 1975), ｢益壽丸｣, p.44下(總頁88).

29) 詳參鄭金生, 中國古代養生, ｢慎喜怒｣, pp.40-42. 

30) 清ㆍ魏裔介, 瓊琚佩語 (叢書集成初編本), p.13. 

31) 清ㆍ曾國藩, 曾國藩家書, p.945. 

32) 清ㆍ曾國藩, 曾國藩家書, p.949. 

33) 清ㆍ曾國藩, 曾國藩家書, pp.89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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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引用孟子(前372-前289)的說法,35) 藉以訓誡皇室子嗣做到“無暴其

氣”, 氣自然會平和; 再配合堅定志向, 不為外物引誘而動搖心志, 即可達

到“養身之道”. 換言之, 康熙亦明瞭個人的情緒是會影響健康的, 若果“暴

其氣”, 則不能做到“平和”之效. 由此可見, 曾國藩ㆍ康熙都意識到情緒波

動會影響身體健康, 都極力訓誡後輩需要慎怒ㆍ保持心境平和, 方可達養

生之道. 

綜合而言, 清代家訓著者都致力灌輸重視道德修養ㆍ保持性情平和的養

生概念, 既希望後輩注意節儉, 勿有太多貪念; 也不主張多思多慮ㆍ情緒上

過多起伏, 保持心境平和. 不論是為人父ㆍ為人兄等不同的男性角色, 均訓

誡家庭成員重視個人的修心養性, 既有助道德上的教化, 亦有益於身體康

健, 達到養生. 凡此種種, 都對家族的傳承ㆍ繁衍有莫大的裨益. 

Ⅲ. 清代家訓所呈現的養生之道:
注意日常睡眠與飲食習慣

筆者稽查多元化的清代家訓文獻, 進一步發現家訓著者亦著重日常睡眠

與飲食習慣上的調節與管理. 在睡眠方面, 因睡覺在養生方面的效用, 在於

還精ㆍ養氣ㆍ能健脾益胃,36) 若果睡眠不足, 身體得不到充分的調整及休

息, 會影響個人健康, 故此睡眠對於健康尤為重要.37) 清代家訓之中, 對睡

眠以協助養生亦有相關訓誡, 例如張英聰訓齋語開宗明義地提出“眠食”

為養生要務: 

34) 清ㆍ愛新覺羅胤禛(1677-1735; 1723-1735年在位) 述,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

 (叢書集成續編 第60冊, 據民國九年(1920) 留餘草堂叢書本影印), p.70上

(總頁585).

35) 語出孟子, 參漢ㆍ趙岐(?-201) 注, 宋．孫奭(962-1033) 疏, 孟子注疏 
(阮元十三經注疏本) 卷第3上, ｢公孫丑章句上｣, p.2685. 

36) 鄭金生, 中國古代養生, p.23. 

37) 洪丕謨, 中國古代養生術, 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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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翁曰: 古人以眠食二者, 為養生之要務. ……冬夏皆當以日出而起, 於夏

尤宜, 天地清旭之氣, 最為爽神, 失之甚為可惜.38)

與此同時, 張英亦建議冬夏兩季都應該在日出時起床, 尤其在夏天;39) 清
晨時分天地之間的清新空氣對身體有益, “最為爽神”, 然而“失之甚為可

惜”. 可見張氏對睡覺ㆍ起床的時間亦有所關注, 建議後輩宜早起, 只要睡

眠得宜, 使身體得到充分休息, 可有助養生. 

  此外, 睡前的準備功夫, 亦受到家訓著者所注意. 其一便是不要作出過多

思慮以影響睡眠質素.40) 例如石成金便提出不能安眠的負面影響: 

饑來吃飯困來眠, 此常理也. 饑不吃飯而以酒炙奪之, 困不安眠而以思慮奪

之, 未有不喪生者也. (原注: 能知此理, 則可卻病延年.)41)

石氏指出飢餓的時候吃飯充飢ㆍ感到睏倦的時候睡覺, 是常理. 但是, 若果

感到睏倦, 不作充分休息, 反而“以思慮奪之”, 思慮太多會影響睡眠, 甚至

可能有“喪生”的危機存在. 故此, 石氏亦強調重視睡眠, 不作多思多慮(尤

其睡眠之前), 得到充足的睡眠, 自然可｢卻病延年｣. 其二是臨睡前用熱水

洗腳,42) 如曾國藩訓誡其弟云: 

養生之法約有五事: 一曰眠食有恆, 二曰懲忿, 三曰節欲, 四曰每夜臨睡洗

腳, ……眠食有恆及洗腳二事, 星岡公行之四十年, 余亦學行七年矣.43)

38) 清ㆍ張英, 聰訓齋語 (叢書集成初編本) 卷1, pp.3-4(總頁217-218). 

39) 論者指出古代養生家亦講究睡眠的時間, 睡覺ㆍ起床的時間是依季節而定, 如孫

思邈(581-682), 千金要方云, “是以善攝生者, 臥起有四時之早晚, 興居有至和

之常制.” 參唐ㆍ孫思邈 著, 高文柱ㆍ沈澍農 校注, 備急千金要方 (北京: 華夏

出版社, 2008) 卷第27, ｢養性｣, ｢養性序第一｣, p.479. 另參鄭金生, 中國古代

養生, pp.25-26. 

40) 鄭金生, 中國古代養生, p.24; 洪丕謨, 中國古代養生術, pp.88-89. 

41) 清ㆍ石成金, 好運寶典 (傳家寶全集), ｢紳瑜｣, p.103. 

42) 臨睡前用熱水洗腳, 促進血液下行, 改善一天工作下來腦部充血的狀態, 可以利於

入睡; 亦可使四肢不患冷病. 詳參洪丕謨, 中國古代養生術, pp.90-91; 鄭金生, 

中國古代養生, p.24. 

43) 清ㆍ曾國藩, 曾國藩家書, pp.97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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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既強調“眠食有恆”, 亦提及“每夜臨睡洗腳”, 筆者相信除了是家族

訓誡的傳承(如“星岡公行之四十年, 余亦學行七年矣”), 亦是出於利入睡及

促進血液運行的原因, 都可確保睡眠得到更佳的效果, 故曾氏希望其弟也

可以加以效法. 

  由此可見, 清人在撰寫家訓文獻中, 亦有屢屢申述睡眠對養生的重要性, 

應注意日常的睡眠習慣, 例如早起ㆍ睡前洗腳等等, 當然多思慮亦不利於

睡眠, 應予以避免. 

  在飲食而言, 平衡飲食是養生的重要原則. 其一是飲與食要達到平衡; 飲
包括茶ㆍ酒等等; 其二是選擇食物種類的平衡; 其三是口味需要平衡, 不能

偏吃某一種味道.44) 故此, 飲食也需有道, 若不了解飲食的方法, 不加節

制, 則難以達致養生, 如孫思邈便提出“不知食宜者, 不足以存生也”.45) 稽

查清代家訓文獻, 亦找到不少有關“儉於飲食”ㆍ“慎食”ㆍ“節飲食”的訓誡. 

  例如張英云, “儉於飲食, 可以養脾胃”46)ㆍ紀昀(1724-1805) 云, “父

母同負教育子女責任. 今我寄旅京華, 義方之教, 責在爾躬. ……又須規以

四宜: 一宜勤讀, 二宜敬師, 三宜愛眾, 四宜慎食”47)ㆍ甘樹椿(1839 

-1918)云, “慎寒暑, 節飲食, 寡嗜欲. 此三言者, 去病之良方也”48)ㆍ清聖

祖康熙亦云, “訓曰: 節飲食, 慎起居, 實卻病之良方”49) 等等. 以上清代

家訓著者的訓誨, 都強調飲食有節並宜謹慎, 對保養身體尤為重要, 既可

“養脾胃”, 亦可“去病”ㆍ“卻病”. 

  在飲方面, 家訓著者都異口同聲地強調喝酒對養生的幣端, 故倡少飲,50) 

44) 鄭金生, 中國古代養生, p.77-142; 唐克軍, 康樂人生: 圖說古代養生文化, 

pp.212-226; 陳秀芬, 養生與修身: 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 pp.129 

-159. 

45) 唐ㆍ孫思邈, 備急千金要方 卷第26, ｢食治｣, ｢序論第一｣, p.463. 

46) 清ㆍ張英, 聰訓齋語 卷1, p.5-6 (總頁218). 

47) 清ㆍ紀昀, 紀曉嵐家書 (清代十大名人家書 上冊), p.63. 

48) 清ㆍ甘樹椿, 甘氏家訓 (中國歷代家訓大觀 下冊), p.946. 

49) 清ㆍ愛新覺羅胤禛述,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 p.2下(總頁551). 

50) 誠然適量喝酒亦有正面的醫療效用, 例如補養ㆍ溫通血脈等等; 不過從養生理論

而言, 不宜喝過量的酒, 因可導致傷神ㆍ失眠ㆍ心臟病ㆍ肝癌ㆍ胃癌等毛病, 故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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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汪輝祖雙節堂庸訓認為“故飲酒不可無節, 而居家為最”ㆍ51) 朱用純

(1627-1698)治家格言鄭重指出“莫飲過量之酒”ㆍ52) 張英指出“儉於飲
酒”, 可以“清心養德”.53) 汪氏ㆍ朱氏ㆍ張氏均警惕後輩少喝酒為妙, 不加

節制, 對健康有損. 

  明代高濂(1573-1620)遵生八牋對喝酒亦有所防範, 提出“飲酒莫教飲
大醉, 大醉傷神損心志”,54) 高氏嚴厲地訓斥喝酒過量可以傷神ㆍ損心志, 

實不宜提倡. 清代家訓之中, 亦屢屢強調｢嗜酒｣對心神的禍害, 如梁顯祖
教家編便云: 

……智者飲之而愚, 勤者飲之而惰, 謹者飲之而肆, 強者飲之而弱, 富者飲
之而貧, 貴者飲之而賤. 酒之可惡, 何異蛇蠍.55)

梁氏提出“嗜酒”的禍害, 例如智者變愚ㆍ勤者變惰ㆍ謹者變肆ㆍ強者變弱

等等, 也是“嗜酒”對神智的禍害, 對身心均造成不良的後果, 故梁氏力斥

“酒之可惡, 何異蛇蠍”, 可見“嗜酒”對個人養生的負面影響. 康熙帝亦對

“嗜酒”提出以下訓誡: 

訓曰: 朕自幼不喜飲酒, 然能飲而不飲, 平日膳後或遇年節筵宴之日, 止小

杯一杯. 人有點酒不聞者, 是天性不能飲也. 如朕之能飲而不飲, 始為誠不飲
者. 大抵嗜酒則心志為其所亂而昏昧, 或致病疾, 實非有益於人之物. 故夏先

後以旨酒為深戒也.56)

康熙帝強調自己不是不能喝, 只是不喜歡喝, 蓋因嗜酒會消磨人的心志, 造

生家意識到喝多會損害身體, 不利養生. 詳參洪丕謨, 中國古代養生術, pp.60 

-64. 

51) 清ㆍ汪輝祖 著, 王宗志ㆍ夏春田ㆍ穆祥望 釋, 雙節堂庸訓, ｢酒最僨事｣, 
p.93.

52) 清ㆍ朱用純, 治家格言 (清ㆍ張伯行 輯, 清ㆍ夏錫疇 錄, 課子隨筆鈔, 台

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7) 卷3, p.37下(總頁212). 

53) 清ㆍ張英, 聰訓齋語 卷1, pp.5-6(總頁218). 

54) 明ㆍ高濂, 雅尚齋遵生八牋 (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 據明萬曆十九年

(1591) 自刻本縮印) 卷之1, ｢清脩妙論牋上｣, p.54上(總頁56). 

55) 清ㆍ梁顯祖, 教家編 (課子隨筆鈔 卷5), p.38上(總頁349). 

56) 清ㆍ愛新覺羅胤禛 述,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 p.17上下(總頁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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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昏昧”, 或會引致病疾. 然而, “嗜酒則心志為其所亂而昏昧”的看法, 亦

與高濂認為“大醉傷神損心志”類同, 都可見清人為了有效保養身體, 並不

鼓勵酗酒, 宜少飲. 

在食方面, 如前文所指, 進食食物的口味要平衡, 不能偏吃某一種味

道.57) 張英聰訓齋語對此亦有一番見解: 

燔炙熬煎, 香甘肥膩之物, 最悅口而不宜於腸胃. 彼肥膩易於粘滯, 積久則

腹痛氣塞, 寒暑偶侵則疾作矣.58)

張氏提到“燔炙熬煎”ㆍ“香甘肥膩”的食物, 在口味上確為吸引. 不過這些

食物並不利於消化, 影響腸胃的運作, 既積累在腸胃, 又使“腹痛氣塞”, 一

遇到冷熱交會便會發病. 由此觀之, 張氏並不鼓勵後輩因一時味美而進食

這些食物, 既影響體內臟腑的正常運作, 亦無益於保養身體, 進食需要平衡

口味. 

  與此同時, 養生家認為進食宜清淡.59) 例如孫思邈千金要方提出“少食

肉”的主張, “每食不用重肉, 喜生百病. 常須少食肉, 多食飯, 及少菹

菜”60) 孫氏強調過多肉食, 容易滋生病痛, 主張清淡的進食習慣. 筆者觀

察清人家訓, 亦發現著者亦主張進食宜清淡, 例如朱用純治家格言便云, 

“飲食約而精, 園蔬愈珍羞”,61) 在朱氏的立場, 園中所種的蔬菜更勝佳餚, 

換言之, 朱氏亦訓誡後輩多吃蔬菜, 不必強求珍貴的食物, 進食尤宜清淡. 

與此同時, 曾國藩亦針對此議題訓誡兒子: 

吾近夜飯不用葷菜, 以肉湯燉蔬菜一二種, 令其爛如臡, 味美無比, 必可以

資培養(菜不必貴, 適口則足養人), 試燉與爾母食之. ……後輩則夜飯不葷, 

專食蔬而不用肉湯, 亦養生之宜, 且崇儉之道也.62)

57) 劉松來, 養生與中國文化, pp.102-103. 

58) 清ㆍ張英, 聰訓齋語 卷1, pp.3-4 (總頁217-218). 

59) 鄭氏亦指出飲食之道, 需要注意六宜: 宜少些ㆍ宜早些ㆍ宜暖些ㆍ宜軟些ㆍ宜緩

些ㆍ宜淡些, 詳參鄭金生, 中國古代養生, pp.95-106. 

60) 唐ㆍ孫思邈, 備急千金要方 卷第27, ｢養性｣, ｢道林飬性第二｣, p.482. 

61) 清ㆍ朱用純, 治家格言 (課子隨筆鈔 卷3), p.37下 (總頁212). 

62) 清ㆍ曾國藩, 曾國藩家書, p.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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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提到自己進食夜飯不用葷菜, 以蔬菜為主, 希望把此進食之道推行於

其妻子ㆍ兒子, 又勸誡兒子“專食蔬而不用肉湯”, 主張清淡飲食, 也是“養

生之宜”. 

整體而言, 審視清代家訓文獻, 可發現家訓著者注意日常睡眠與飲食習

慣以達至養生, 並加以訓誡後輩仿效. 清人既了解睡眠對保養身體的重要

性, 注意睡前的準備功夫; 亦主張飲食各方面要均衡, 如不宜嗜酒ㆍ進食不

能偏重某一口味及注重清淡等, 屢屢灌輸相關保養身體的概念, 無非與後

輩分享養生經驗, 並期許他們加以仿效及傳承. 

Ⅳ. 清代家訓所呈現的養生之道: 
約束色欲

在清人家訓中亦重申男性不能沉迷女色, 宜檢點自我的行為.63) 不論是

傳統的醫學家ㆍ養生家都一致認為腎精充足, 是可以直接影響人的健康ㆍ

長壽, 因此要達到保精養腎, 其方法就是節制性欲.64) 究其原因, 性生活過

63)  家訓ㆍ文集等文獻對性行為作出規範, 期許以道德ㆍ倫理的教化約束後輩對性活

動的追求, 使身體的負荷減至最低, 論者稱其為｢節流型｣的房中術. 詳參陳秀芬, 
養生與修身: 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 pp.85-87. 

64)  劉松來, 養生與中國文化, pp.186-187. 另參羅敦仁, 中國古代房室養生集

成 (拉薩: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3). 必須注意的是節制性欲, 並非代表絕欲, 有養

生家認為絕欲亦對身體有害, 如陶弘景(456-536), 養性延命錄云, “陰陽不交傷

人”; 孫思邈, 千金要方亦云, “男不可無女, 女不可無男. 無女則意動, 意動則神

勞, 神勞則損壽”參梁ㆍ陶弘景, 養性延命錄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第1292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據民國涵芬樓影印明正統道藏本影印, 卷上 ｢雜誡

忌禳害祈善篇第三｣), p.306; 唐ㆍ孫思邈, 備急千金要方 卷第27, ｢養性｣, ｢房
中補益第八｣, p.492. 另參周兵 等編, 頤養天年: 中國古代養生名言, pp.167 

-170; 唐克軍, 康樂人生: 圖說古代養生文化, pp.247-275. 與此同時, 亦有不

少學者發現清代的性風氣委實頗為開放, 例如吳存存便指出清代是縱欲風氣盛行的

時代, 各種色情小說ㆍ春宮畫冊在社會上泛濫, 而且娼女ㆍ孌童等行為充斥娛樂場

所, 人們極力尋找新奇的性刺激, 詳參吳存存, 明淸社會性愛風氣, p.1. 李伯重

亦提出大力提倡禁欲絕色正正反映那是人欲橫流ㆍ色情泛濫的時代, 例如當時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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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會耗損身體, 而縱欲的禍害更大, 養生家向來主張精ㆍ氣ㆍ神是構成生

命的重要元素, 而房事對精氣的耗損較大.65) 明代醫學家張介賓(1563 

-1640)便一針見血地提出保精與氣盛的重要性, “故善養生者必寶其精, 精

盈則氣盛, 氣盛則神全, 神全則身健, 身健則病少. 神氣堅強, 老而益壯, 

皆本乎精也.”66) 房事有節, 自然可以有效地保精, 達到氣盛的效果; 氣盛

又使精神健全, 精神健全自然令身體壯健, 減少病痛. 由此可見, 保精養氣, 

可以延長壽命, 就算年紀漸長, 也可達到“老而益壯”的功效. 

由於縱欲無度, 可以影響壽命的長短, 而基於男性維持家庭倫常秩序ㆍ

繁衍後代的憂慮, 清人在家訓中屢屢申述約束色欲的重要性, 藉以訓誡後

輩約束性行為及其性態度, 減輕縱欲帶來的損耗, 可以確保延長壽命.67) 

例如張英聰訓齋語云: 

……思盡人子之責, 報父祖之恩, 致鄉里之譽, 詒後人之澤, 唯有四事: 一

曰立品, 二曰讀書, 三曰養身, 四曰儉用. ……養身之道, 一在謹嗜慾, 一在慎
飲食, 一在慎忿怒, 一在慎寒暑, 一在慎思索, 一在慎煩勞.68)

版物當中, 成為社會銷路最大的就是豔情小說. 詳參李伯重, ｢問題與希望: 今天的

中國婦女史研究｣ (千里史學文存,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4), pp.345-346. 高

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更認為清代士人這些訓誡行為是“誇

張的假正經”, 以致西方對中國性生活產生了一種錯誤的印象. 詳參Robert Hans 

van Gulik, 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 with an Essay on 
Chinese Sex Life from the Han to the Ch’ing Dynasty, B.C. 206-A.D. 
1644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4), “Introduction by R.H. van Gulik,” 

lxiii-lxxviii; 另參高羅佩 著, 楊權 譯, 秘戲圖考: 附論漢代至清代的中國性生活

 (廣州: 廣東出版社, 1992), p.5. 

65) 陳秀芬, 養生與修身: 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 p.85. 精是指先天之精

ㆍ後天之精, 先天是指受於父母的生殖之精, 生而有之, 是胚胎發育的原始物質; 後

天則由出生之後所攝取的營養而成. 縱欲是耗精的要因, 保精在於節欲. 氣為人體

真氣, 也叫元氣ㆍ正氣. 氣在人體內具有固攝ㆍ衛外等作用. 神由精氣所生, 調節控

制著精氣的活動. 三位一體, 相輔相成. 參周兵 等編, 頤養天年: 中國古代養生名

言, pp.47-48. 明代袁黃(1533-1606)扼要地指出養生三要, “聚精ㆍ養氣ㆍ存

神”, 參明ㆍ袁黃, 攝生三要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pp.1-6. 

66) 明ㆍ張介賓, 類經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776冊, 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3-1985) 卷1, ｢上古之人春秋百嵗今時之人半百而衰｣, p.2下. 

67) 鄭金生, 中國古代養生, p.198. 

68) 清ㆍ張英, 聰訓齋語 卷2, pp.15-17(總頁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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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人子, 要報答祖先ㆍ父親的恩德, 甚至留給後人福澤, 其中需要注意的

便是養身. 而養身之道, 其一便是“謹嗜慾”, 若果後輩不能節制情欲, 便不

能保持身體健康, 達到“養身”之效; 不能“養身”, 便不能報答祖先和父親的

恩德, 更不能留給後人福澤. 可見張英認為“謹嗜慾”可以“養身”, 更是報答

親情的方式, 也是為人子盡孝的表現. 

清人石成金亦極力主張約束色欲, 可以達到延年益壽的功效. 如好運寶

典便云, “靜可坐不可思, 悶可對不可獨, 勞可酒不可食, 醉可卧不可淫, 

飽可行不可卧.(原注: 依此數語可以卻病, 可以延年.)”69) 當中便提到｢醉
可卧不可淫｣, 不能因喝酒帶有醉意而生淫念, 只能卧床休息; 同時, 又強
調“醉可卧不可淫”是卻病ㆍ延年的方法之一. 另外, 石氏又重申前述精ㆍ

氣ㆍ神的概念, 指出調養三者, 可以加強身體的抵抗力, 達到“無病”之效, 

當中便提到色欲對“精”的耗損如下: 

若欲無病, 先應調養三寶. 蓋三寶者, 精ㆍ氣ㆍ神也. ……多思多慮最為損

傷. 昔人以思慮之害過於酒色, 今唯當少思慮以養我之元神也. 說話若多, 不

獨惹事招非, 兼且勞神費力. 今唯當少言語, 以養我之元氣也. 色欲虧損甚大, 

所謂伐身之刀斧. 今唯當少色欲, 以養我之元精也.70)

石成金認為色欲對“精”的耗損甚大, 尤如“伐身之刀斧”, 損害身體. 只有節

制色欲, 才能保養“精”, “精”屬於“三寶”, 若果不能有效地調養, 自然影響

健康, 病痛增多, 便無法達到延年益壽的目的. 而梁顯祖於教家編亦屢屢

強調約束色欲是延年的關鍵: 

戕生之事非一, 而莫大於好色; 保生之道非一, 而莫大於寡慾. ……每見少

年子弟, 身無恆業, 惟以此事為樂. 自恃精力強壯, 謂為無傷. 當其時, 果不見

其甚傷也. ……古人云, ｢寡慾多男子. ｣大抵慾寡則精足, 精足則陽盛, 陽盛

則發生必茂. 此寡慾之道, 可以延年, 即可以延嗣也.71)

69) 清ㆍ石成金, 好運寶典, ｢紳瑜｣, p.89. 

70) 清ㆍ石成金, 好運寶典, ｢真福譜續集ㆍ會享福, 少思少言少色欲｣, pp.276 

-277. 

71) 清ㆍ梁顯祖, 教家編 (課子隨筆鈔 卷5, pp.36下-37上(總頁346-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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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認為損害生命莫大於好色, 而保養生命莫大於寡慾. 梁氏目睹不少少

年子弟, 自恃年輕, 以為“精力強壯”, 沉迷於色欲上的追求, 不但“身無恆

業”, 更不明瞭追求色欲上的快感已對身體產生極大的傷害. 同時, 梁氏亦

重申“寡慾”對保養身體帶來不少好處, 如“精足”ㆍ“陽盛”等等, 都是延年

益壽的關鍵, 既有益於自身, 更有利於家族的嗣繼.72)

此外, 清代家訓著者除了主張約束色欲, 更訓誡後輩不宜過早有性行為. 

蓋因少男少女正值發育階段, 雖難免對異性產生傾慕之情, 但耗費精力於

色欲上的追求, 對其發育帶來不良的影響.73) 元代醫學家李鵬飛便提出“男

破陽太早則傷其精氣, 女破陰太早則傷其血脉”74)ㆍ“慾不可絕, 慾不可早, 

慾不可縱, 慾不可強”75) 的看法, 不論是男子或女子, 過早發生性行為, 都

會面臨“傷其精氣”ㆍ“傷其血脉”的禍害. 

清人亦於家訓之中繼承相關概念, 如蔣伊(1631-1687)蔣氏家訓便主

張“少年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 刻削元氣, 必致不壽.”76) 男子正值發育階

段, 蔣氏認為“血氣未定”, 若果過早性交, 元氣受到耗損, 不但影響身體健

康, 更會損壽, 故此蔣氏強調“戒之在色”, 保養元氣從而達至益壽, 是可以

理解的. 與此同時, 劉沅(1768-1855)尋常語亦有相同訓誡, 更明確指出

青年男子與女子發生情欲的年齡如下: 

男子十六, 女子十四, 情欲一開, 便胡思亂想, 犯了邪淫. 見美色即慕之, 

聞邪言即喜之. 又有邪書ㆍ邪友引誘之, 不是身犯邪淫, 便是心犯邪淫. 痴心

妄想, 輾轉不離. 其損身喪德之事, 不可枚舉. 精神血氣, 已是虧損多了, 一旦

受室, 謂男女居室, 人之大倫, 便任心妄為. 於是縱欲無度, 損傷身體.77)

劉氏開宗明義地指出男子於十六歲ㆍ女子於十四歲, 便會產生情欲, 又因

72) 王韶蔤, ｢雅興與健康: 明代文人養生文化研究｣, pp.68-72.

73) 倉陽卿, 中國養生文化, pp.156-158.

74) 元ㆍ李鵬飛, 三元參贊延壽書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卷之1, ｢天元

之壽精氣不耗者得之｣, ｢慾不可早｣, p.8.  

75) 元ㆍ李鵬飛, 三元參贊延壽書 卷之1, ｢天元之壽精氣不耗者得之｣, pp.7-11.  

76) 清ㆍ蔣伊, 蔣氏家訓 (叢書集成初編本), pp.2-3(總頁212). 

77) 清ㆍ劉沅, 尋常語 (中國歷代家訓大觀 下冊), ｢保身立命要言｣, p.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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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長輩的從旁教導, 便“胡思亂想”, 繼而“犯了邪淫”. 少年容易面對不同

層面的誘惑, 如美色ㆍ邪書ㆍ邪友, 結果導致身心也犯了邪淫. 除了精神血

氣日漸耗損, 色欲上的追求更是無度, 既損傷身體, 也無益於延年益壽. 故

此, 劉氏與蔣氏均注意到少年容易縱欲的問題, 都極力主張後輩不宜過早

有性行為, 並加以控制. 

蔣氏認為必須“戒之在色”, 而劉氏亦指出“守身之道, 攝養也, 誠身也. 

幼即束身于禮法, 長即力戒乎邪淫.”78) 都可見清代家訓文獻均呈現約束性

欲的訓誡, 長輩應多加留意少年的發育, 並以禮法節制及教導他們, 使其在

成長的過程, 不論在身心方面都可建立良好的基礎. 

誠然, 約束性欲的訓誡, 與家族命脈的傳承亦有莫大的關係.79) 家訓文

獻主張約束色欲, 除了是因為禮教綱常的規範外, 主要還是因為古人認為
縱情聲色會消融男性元氣, 也直接危害到家族血統的純潔.80) 例如朱用純
治家格言認為“見色而起淫心, 報在妻女”,81) 朱氏認為貪戀美色而做出淫

邪的行為, 都會一一報應在妻子及兒女身上. 朱氏訓誡後輩, 提出丈夫要檢

點自我, 這樣才可確保家庭成員的安危, 甚至維持家族的嗣繼及名聲, 否則

會為家庭帶來負面影響.82) 戴翊清治家格言繹義據朱用純治家格言加

以發揮, 即云, “蓋淫念一萌, 即神情搖蕩ㆍ魂夢迷離……雖泯然無迹, 已

損德且損身矣.”83) 戴氏亦重申“見色而起淫心”的禍害, 既損德亦損身, 都

有違延年益壽的概念; 而自己的身體受到損害, 也影響了家族的繁衍, 如

“報在妻女”等等. 與此同時, 清聖祖康熙的庭訓亦有相關的戒色內容: 

訓曰: 孔子云, ｢君子有三戒: 少之時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 及其壯也, 血氣

方剛, 戒之在鬥; 及其老也, 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 ｣朕今年高, 戒色ㆍ戒鬥之

78) 清ㆍ劉沅, 家言 (中國歷代家訓大觀 下冊), ｢養生｣, p.821. 

79) 陳秀芬, 養生與修身: 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 pp.98-99. 

80) 吳存存, 明淸社會性愛風氣, pp.19-21. 

81) 清ㆍ朱用純, 治家格言 (課子隨筆鈔 卷3), p.38下(總頁214). 

82) 詳參何宇軒, ｢夫道 -清代家訓所呈現的男性人格｣ 第四章 第四節, ｢清代丈夫

的自我約束｣, pp.95-96. 

83) 清ㆍ戴翊清, 治家格言繹義 (叢書集成續編 第60冊, 據光緒二十三年(1897)

有福讀書堂叢書本影印) 卷下, pp.15上-16上(總頁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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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已過, 惟或貪得, 是所當戒. 朕為人君, 何所用而不得, 何所取而不能, 尚有

貪得之理乎? 萬一有此等處, 亦當以聖人之言為戒. 爾等有血氣方剛者, 亦有

血氣未定者, 當以聖人所戒之語各存諸心而深以為戒也.84)

清聖祖以孔子提出的“三戒”,85) 訓誡皇室子嗣必須要戒色.86) 基於皇室子

嗣是大清皇朝的命脈, 訓誡子嗣戒色, 使各子嗣可以保養身體, 尤其是前述

訓誡後輩不宜過早有性行為, 康熙亦認同孔子的說法, “少之時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 約束色欲的訓誡可以確保皇室的嗣繼及興旺, 也可避免皇室子

嗣因沉迷色欲而荒廢朝政, 故需確立戒色的規條警惕後世皇族子孫. 

由此可見, 清代家訓文獻呈現了約束色欲的養生訓誡, 例如清人認同保

精養氣, 可以延長壽命; 又主張後輩不宜過早有性行為, 為身心建立良好的

基礎; 同時, 他們約束性欲, 注意身體保養, 與家族命脈的傳承亦有莫大的

關係. 總而言之, 約束色欲可以保精養氣, 使身體建立良好的健康基礎, 可

以達到延年益壽之效. 

Ⅴ. 清代家訓所呈現的養生之道: 
積累醫療知識ㆍ注意日常生活的身體調養

基於人壽短促的憂慮, 使清人亦意識到累積防治疾病ㆍ有利健康長壽的

經驗之重要性, 在家訓中亦有訓誡後輩必須積累醫療知識ㆍ著重日常生活

84) 清ㆍ愛新覺羅胤禛 述,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 p.61下 (總頁581). 

85) 語出論語, 原句為“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 少之時, 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 及其

壯也, 血氣方剛, 戒之在鬥; 及其老也, 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 參漢ㆍ何晏 注, 宋

ㆍ邢昺 疏, 論語注疏 卷第16, ｢季氏第十六｣, p.2522. 

86) 不過, 有學者認為清聖祖雖然勸誡皇室子嗣要戒色, 卻又因帝皇的身份難以貫徹

地執行. 例如學者陳捷先便提出康熙帝並非是長久以來被大家公認的道學家, 特別

在女色方面, 值得商榷. 陳捷先舉出了一些例子, 如康熙所納的后妃人數之多屬清

朝諸帝之冠ㆍ晚年不斷召江南年輕美女子入宮為他生下子女ㆍ縱慾導致健康情況惡

化等等, 詳參陳捷先, ｢康熙好色｣ (歷史月刊 193, 2004.2), pp.47-53. 此外, 

清聖祖除了所納的后妃人數屬最多, 所生的皇子人數亦屬清朝諸帝之冠. 詳參孫繼

新, 康熙后妃子女傳稿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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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體調養,87) 著者把自身的經驗累積下來, 希望後輩可以加以仿效, 均

有助於個人的延年益壽及家族的繁衍.88) 例如在積累醫療知識方面, 東晉

葛洪(284-364)所著抱朴子便有精闢的見解, “凡養生者, 欲令多聞而体

要, 博見而善擇, 偏修一事, 不足必賴也.”89) 要領略養生之道, 就要“多

聞”ㆍ“博見”, 廣納眾說, 而又懂得選擇, 故此片面地學習, 難以領略箇中

的道理. 同樣地, 積累醫療知識亦有助個人領略各養生理論, 對眾說亦可選

擇正確的養生方法. 清代家訓著者亦繼承“多聞”ㆍ“博見”的見解, 如清人

申涵光便強調閱讀醫書的重要性: 

閑中宜看醫書, 遇有病人, 縱不敢立方製藥, 亦能定眾說之是非, 勝於茫然

不知付諸庸醫者矣.90) 

申涵光提出多看醫書可以積累醫療知識, 判別各醫療學說的對錯, 不必因

醫療知識的缺乏而誤信庸醫. 若果誤信庸醫, 委實對保養身體帶來負面影

響, 甚至把錯誤的醫療知識傳授至後代, 影響家族命脈的傳承. 馮班(1604 

-1671)家戒也極力主張“君子不可不知醫, 不知則為庸醫所欺, 害至於殺

身.”91) 馮氏亦認為積累醫療知識對養生帶來重要的影響, 既不為庸醫所

欺, 更不會因誤信庸醫而引致死亡, 家族成員得以學習正確的醫療知識, 懂
得保養身體, 確實對家族的繁衍有莫大的裨益. 

汲取正確的醫療知識, 亦有助個人正視病情, 懂得選擇良醫, 以期把身體

調養適宜, 有利於健康長壽. 例如蔣伊蔣氏家訓云, “不得輕信巫祝, 疾

病須擇良醫, 善自調攝不許禱賽.”92) 蔣氏便訓誡後輩不要輕信占卜ㆍ祭祀

87) 重視日常生活的身體調養, 加強身體的抵抗力, 蓋因疾病是因為失去調養而造成, 

事前作好準備的功夫, 方能有效阻擋疾病. 參周兵 等编, 頤養天年: 中國古代養生

名言, pp.260-261. 

88) 倉陽卿, 中國養生文化, pp.5-9. 

89) 東晉ㆍ葛洪, 抱朴子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內篇｣ 卷之6, ｢微旨｣, 
p.44. 

90) 清ㆍ申涵光, 荊園小語, pp.17. 

91) 清ㆍ馮班, 家戒 (徐梓, 家訓: 父祖的叮嚀,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1996), p.295. 

92) 清ㆍ蔣伊, 蔣氏家訓 (叢書集成初編本), pp.2-3(總頁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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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除了要依靠自己管理及調養身體, 也需懂得選擇良醫, 均可見蔣氏頗

反對求神問卜的方法治療身體, 應積極地裝備有關醫療的知識, 並輔以正

確的方法去調養身體. 有趣的是清聖祖康熙針對醫者的選擇問題, 提出以

下見解: 

訓曰: 人有病請醫療治, 必以病之始末詳告醫者, 乃可意會, 而治之亦易. 

往往有人不以病原告之, 反試醫人之能識其病與否, 以為論難, 則是自誤其身

矣.93)

患者求醫, 不應欺瞞醫者病情, 從而測試醫者的醫術及其個人能力. 倘若醫

者得到錯誤訊息, 既延誤病人的病情, 患者亦“自誤其身”, 此舉不但損己害

人, 對保養身體亦有莫大的禍害, 有違養生之道. 由此觀之, 積累醫療知識, 

有助判斷醫者的優劣ㆍ判別各醫療學說的對錯, 以免為醫者所欺, 並非用

以測試醫者的能力.94) 況且以自己的身體用作測試, 欺瞞病情, 更是無益

於保養身體, 使其有所耗損. 可見清代家訓著者致力地訓誡後輩需要注意

醫療知識上的裝備, 以期達到有效保養身體, 有助家族嗣繼. 

除了積累醫療知識, 清人於家訓之中亦常灌輸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 注

93) 清ㆍ愛新覺羅胤禛述,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 p.62下(總頁581). 追溯歷史, 董

仲舒亦有同樣的見解, ｢匿病者不得良醫｣參漢ㆍ董仲舒著, 清ㆍ淩曙注, 春秋繁露

 卷16, ｢執贄第七十二｣, p.533. 董氏亦認同隱瞞病情的人, 是不可能得到正確的

治療, 因其得不到良醫. 

94) 有關庸醫誤人的議題, 余新忠便指出清人認為當時醫生隊伍的人才素質, 並不足

以堪醫的重責, 建議宜改變國家選拔人才的方法. 詳參余新忠, ｢｢良醫良相｣說源流

考論 -兼論宋至清醫生的社會地位｣ (天津社會科學 2011.4), pp.120-131. 值
得注意的是, 醫者的質素與能力成疑, 與“不為良相, 則為良醫”(此為當時流行的說

法, 例如有明ㆍ黄洪憲(1541-1600), 碧山學士集 (明萬曆刻本) 卷4, ｢太醫院

題名碑記｣, pp.9下-12下; 清ㆍ嚴虞惇(1650-1713), 嚴太僕先生集 (清乾隆嚴

有禧刻本) 卷6, ｢錢天來夀序｣, pp.11上-13上等等)的轉型亦有連帶關係. 論者謂

士人行醫的動機, 可能是對醫療有所興趣, 亦可能因環境所迫使而行醫. 例如在明

清時期, 江南地區出現許多士子行醫, 究其原因, 與應考科舉不得志ㆍ家境貧窮ㆍ

父母生病等因素亦有間接的關係. 士子未能成功入仕, 又需解決生計問題, 因而轉

為行醫, 蓋因行醫的收入較為可觀. 詳參桑薈, ｢明清時期江南士人習醫原因初探｣ 
(中國地方志 2008.5), pp.44-46. 因此, 筆者認為清人於家訓之中屢屢強調不

能誤信庸醫, 與醫者的質素具有關連. 這些士子並非長時間鑽研醫學, 清人因此萌

生憂慮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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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日常生活上的身體調養, 透過一些日常飲食ㆍ運動ㆍ起居等生活習慣加

強保健, 鞏固身體的健康基礎, 並非依賴藥物的治療.95) 例如石成金便嚴

厲地指出“病從口入”的禍害, “病從口入, 禍從口出. 慎其所入, 防其所出, 

始可免於病禍.”96) “病從口入”引致“病禍”, 故石氏明言要“慎其所入”; 同

時石氏又指出“健時常作病想, 可以保身.”97) 以上的說法, 石氏都強調“預

防”的重要之處, 保持健康的體魄, 也要預防患病的可能, 加強保健自然可

以“保身”ㆍ面對疾病亦可“慎其所入”. 曾國藩亦囑咐兒子曾紀澤(1839 

-1890)不能誤信庸醫, 又建議兒子多作飯後散步, 定時運動以加強身體的

抵抗力, 避免依賴藥物: 

爾體甚弱, 咳吐威痰, 吾尤以為慮, 然總不宜服藥. 藥能活人, 亦能害人. 

良醫則活人者十之七, 害人者十之三. 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 活人者十之三. 

余在鄉在外, 凡目所見者皆庸醫也. 余深恐其害人, 故近三年來決計不服醫生

所開之方藥, 亦不令爾服鄉醫所開之方藥. 見理極明, 故言之極切, 爾其敬聽

而遵行之. 每日飯後走數千步, 是養生家第一秘訣. 爾每餐食畢, 可至唐家鋪

一行, 或至澄叔家一行, 歸來大約可三千餘步, 三個月後必有大效矣.98)

曾氏的兒子身體虛弱, 咳吐多痰, 曾氏並不主張兒子服藥. 原因是曾氏｢在
鄉在外｣均親身目睹不少庸醫, 害怕庸醫亂開藥方醫治兒子, 故曾國藩並不

希望兒子依賴服藥. 因此, 曾氏建議兒子“每日飯後走數千步”, 並強調“是

養生家第一秘訣”. 對於多作運動加強身體的抵抗力, 申涵光亦加以認同, 

並提出“常有小病則慎疾, 常親小勞則身健. 恃壯者一病必危, 過懶者久閒

95) 陳秀芬, 養生與修身: 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 pp.50-53. 另參鄭金

生, 中國古代養生, pp.7-164; 洪丕謨, 中國古代養生術, pp.29-95. 清人陸

以湉(1802-1865)亦對服食藥物有所警惕, “藥以養生, 亦以傷生, 服食者最宜慎
之.” 參清ㆍ陸以湉, 冷廬醫話 (上海: 上海衛生出版社, 1958) 卷1, ｢慎藥｣, 
p.18. 

96) 清ㆍ石成金, 好運寶典, ｢群珠ㆍ二從｣, p.41. 

97) 清ㆍ石成金, 好運寶典, ｢群珠ㆍ四常想｣, p.52. 這種居安思危的想法, 預防疾

病發生的概念, 也為古代養生家所提倡, 如孫思邈千金要方即云, “勿以康健便為
常然, 常須安不忘危, 預防諸病也.” 參唐ㆍ孫思邈, 備急千金要方 卷第27, ｢養
性｣, ｢居處法第三｣, p.484. 

98) 清ㆍ曾國藩, 曾國藩家書 上冊, p.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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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懦.”99) 要保持身體壯健, 申氏認為要“常親小勞”, 不能“過懶”ㆍ“久閒”, 

有適量的運動, 可以加強身體的抵抗力, 保養身體得宜, 可達到養生的效

用. 而嚴復(1854-1921)訓誡甥女何紉蘭, 語重心長地提出日常宜調養身

體, 注意｢起居飲食｣, 不能依賴藥物: 

……惟是體氣之事, 不宜僅恃醫藥, 恃醫藥者, 醫藥將有時而窮. 惟此後謹

於起居飲食之間, 期之以漸, 勿謂害小而為之, 害不積不足以傷生; 勿謂益小

而不為, 益不集無由以致健; 勿嗜爽口之食, 必節必精; 勿從目前之欲, 而貽

來日之病. 衛生之道, 如是而已.100)

嚴復提出“不宜僅恃醫藥”, 醫藥有時也有它的限度. 要身體強健, 就要多作

有益身體的事, 若不積累, 則無法令身體更為健康; 同時, 不要嗜口腹之欲, 

必須要有適當的節制, 貪圖眼前的享受, 只會造成將來的疾病. 換言之, 嚴

氏主張注意｢起居飲食｣加強身體的抵抗力, 更勝依賴藥物. 可見清代家訓

著者都有注意預防勝於治療對保養身體的重要性, 有助卻病. 

綜合而言, 稽查清代家訓文獻, 不難發現在家訓中教導家庭成員需積累

醫療知識ㆍ重視日常生活調養, 以期保養身體, 既有助於個人的延年益壽, 

後輩加以仿效, 亦確保家族命脈的繁衍. 

Ⅵ. 結 語

綜上所述, 養生文化匯聚了傳統文化的精萃, 結合了傳統醫學ㆍ中國哲

學各方面的理論, 是極其珍貴的文化財產. 養生之道, 通過各種方法以增強
體質ㆍ卻病祛疾, 從而達到延年益壽的效果.101) 筆者稽查多元化的清代家

99) 清ㆍ申涵光, 荊園小語, p.17. 孫思邈千金要方亦云, “養性之道, 常欲小勞”

參唐ㆍ孫思邈, 備急千金要方 卷第27, ｢養性｣, ｢道林飬性第二｣, p.480. 另參

李文海, ｢養生與修身的統一  -清人家訓中的｢致壽之道｣｣, pp.46-47. 

100) 清ㆍ嚴復, ｢與甥女何紉蘭書｣ (清ㆍ嚴復 著, 王栻 主編, 嚴復集, 北京: 中

華書局, 1986) 第3冊, p.843. 

101) 劉松來, 養生與中國文化, pp.208-209; 陳立明ㆍ李志華ㆍ張傳曾, 中國古



中國史硏究 第97輯 (2015. 8)202
訓文獻, 家訓著者對養生之道多所著墨: 首先, 家訓著者都致力灌輸重視個

人修身ㆍ保持性情平和的養生概念, 勸誡後輩注意節儉, 勿有太多貪念; 又

主張少思少慮ㆍ管理個人情緒, 保持心境平和. 此舉既有助長輩在道德層

面上教化家庭成員, 維持家庭倫常秩序, 亦有益於身體康健, 達至養生. 其

次, 清人屢屢灌輸保養身體的概念, 宜注意日常睡眠與飲食習慣, 例如訓誡

後輩重視睡眠對保養身體的重要, 亦規勸飲食各方面要均衡, 既身體力行, 

亦期許他們加以效法. 此外, 清代家訓文獻呈現了約束色欲的養生訓誡, 例

如清人認同保精養氣可以延年; 又主張後輩不宜過早有性行為; 同時, 他們

約束性欲, 並注意身體保養, 與家族命脈的傳承亦有莫大的關係, 以確保家

族血統的純潔. 最後, 清代家訓文獻也牽涉不少積累醫療知識ㆍ重視日常

生活調養的訓誡, 以期家族成員可保養身體, 對家族繁衍也有所裨益. 

筆者亦嘗試以清代家訓文獻所言的養生理論, 與其他涉及養生理論的文

獻(如醫書)作一比較. 在內容方面, 醫書所傳世的對象是廣泛的, 結集各種

專業的醫療知識加以傳授普羅大眾, 內容上主要是條列各種藥物的性質ㆍ

內外各科病症的診療等, 如前文徵引的千金要方, 內容旁及｢婦人方｣ㆍ｢
少小嬰孺方｣ㆍ｢諸風｣ㆍ｢傷寒｣ㆍ｢心臟｣ㆍ｢脾臟｣ㆍ｢胃腑｣等等,102) 關注

的核心是如何調養體內臟腑ㆍ加深對診治各種病症的認識, 以“形”的保養

為主旨; 然而, 家訓所針對的對象是家庭成員, 寫作訓誡的長輩既期許家庭

成員保養身體, 著者亦重視個人的修心養性, 蓋因涵養德性實有助於道德

上的教化, 對家族的傳承ㆍ繁衍有莫大的裨益. 縱使是針對身體的調養, 家

訓所言有關日常睡眠與飲食習慣的注視ㆍ性行為的約束等等, 都牽涉道德

修養的教導. 例如甘樹椿把｢節飲食｣與｢寡嗜欲｣並列為｢去病之良方｣ㆍ張

英提出“儉於飲酒”可以“清心養德”ㆍ曾國藩教子“專食蔬”實行清淡飲食, 

亦強調是“崇儉之道”; 戴翊清強調追求色欲的禍害, 提出“已損德且損身

矣”, 既反對性行為過多促使身體耗損, 亦對個人的德行帶來不良的影響. 

由此觀之, 家訓文獻所言的養生理論, “形”與“神”的保養相輔相成, 甚至可

代養生四書, p.1. 

102) 唐ㆍ孫思邈 著, 高文 柱ㆍ沈澍農 校注, 備急千金要方, pp.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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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養“神”為主, 養“形”為輔, 從而達至養生. 

從論述養生理論的口脗而言, 誠如前文所指, 醫書所傳授的對象是廣泛

的, 並沒有針對某一群體, 授以專門的醫療知識, 其表達方式較為嚴謹; 反

而家訓所針對的對象是家庭成員, 故其表達方式似乎更度身訂造. 著者動

之以情, 以家族傳承ㆍ自身經歷加強說服力, 以期家庭成員加以效法, 學習

養生之道. 例如曾國藩訓誡慎怒以養生, 了解弟弟是“久勞之驅”, 以“少惱

怒”勸之ㆍ建議其弟注意睡眠及洗腳, 又重申是“星岡公”的教導, 而自己亦

“學行七年”, 以自身的經驗進行循循善誘; 紀昀愛兒女之情表露無遺, 叮囑

其妻教導兒女注意“四宜”, 其一為“慎食”; 嚴復針對甥女“嗜爽口之食”, 勸

勉她注意起居飲食, 不能依賴藥物. 家訓著者身兼不同的家庭角色, 均針對

所訓誡的對象提供可行的養生之法, 更切合家庭成員本身的需要. 再者, 有

關前文所探討的庸醫問題, 家訓著者所重視的是家庭成員的養生, 以期協

助家族的繁衍與傳承, 故此屢屢強調選擇良醫的重要性, 自身亦需裝備醫

療知識, 是以家族為大前提; 然而, 其他養生文獻的著者在身份上則有差

異, 如撰寫醫書的著者多為醫家, 若果自身為醫者, 委實難於文獻中勸誡閱

者注意庸醫問題, 因為著者在身份上有其矛盾之處. 由此可見, 清代家訓文

獻所言的養生理論極具特色, 重視｢形｣與｢神｣的保養, 相輔相成; 所言的養

生訓誡更是動之以情, 著者循循善誘, 以家族命脈的傳承為大前提, 縱合各

種養生理論, 為家族成員灌輸更為合適的養生之道, 期許成員加以效法. 

此外, 本文的核心是養生之道, 養生即是保養生命以達至長壽, 那麼壽命

的長短, 古人又有何看法? 莊子(前369-前286)曾言, “人上壽百歲, 中壽

八十, 下壽六十”,103) 由此觀之, 年過半百已不容易, 人生可達六十歲或以

上, 已向長壽之境進發, 為了祈求長壽, 自然著手了解養生之道, 又藉此把

養生經驗向後輩分享.104) 清代的社會生產力與經濟得到發展, 確立和平安

定的局面; 生態環境方面的優化ㆍ醫療水平的進步, 促使人壽水平出現大

幅度的提高.105) 在此大前提下, 筆者嘗試觀察提出養生之道的清代家訓著

103) 先秦ㆍ莊周 撰, 西晉ㆍ郭象(約252-312) 注, 南華真經 (四部叢刊景明世

德堂刊本) 卷第9, ｢莊子雜篇盗跖第二十九｣, pp.39下-40上. 

104) 倉陽卿, 中國養生文化, p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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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平均的壽命也不短. 例如人壽達50歲以上, 有蔣伊(56歲)ㆍ申涵光(59

歲); 人壽達60歲以上, 有曾國藩(61歲)ㆍ陸隴其(63歲)ㆍ馮班(67歲)ㆍ嚴

復(67歲)ㆍ康熙(68歲); 人壽達70歲或以上, 有張英(70歲)ㆍ朱用純(71

歲)ㆍ汪輝祖(76歲)ㆍ甘樹椿(79歲); 而人壽達80歲以上, 亦有紀昀(81歲)

ㆍ劉沅(87歲) 等等. 由此可見, 清人對養生之道的理解ㆍ實行與分享, 實

有其可借鑑的地方. 

整體而言, 清代家訓的訓誡內容極其豐富, 除了個人修身ㆍ為學ㆍ為政

ㆍ家政的教育, 也涉及不少養生之道的教育. 家訓著者身負維持家族興旺

的重任, 家庭成員能康健長壽, 也有助於家族的繁衍, 故此養生之道的訓誡

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環. 與此同時, 養生之道亦包羅了個人修身的教化, 

不但可使後輩注意保養身體, 亦令他們重視涵養德性, 對維繫家政ㆍ人倫

關係也有莫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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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강건(康健)과 연년(延年): 청대(清代) 

가훈(家訓)에서 보이는 양생지도(養生之道)

허 위힌 (何宇軒)

가훈의 내용은 권학(勸學)ㆍ수신(修身)ㆍ치가(治家) 등 방면을 두루 

포괄하고 있으면서 적극적인 사회적 기능도 감당하였으므로 대단히 진

귀한 참고 문헌이다. 

지금까지 가훈 문헌에 대한 연구 현황을 회고해 보면, 가훈에 대포

된 덕육관(德育觀)이나 가치관 등에 대해서는 논술이 많이 되었으나, 

가훈에 보이는 양생지도(養生之道)에 대한 깊이 있는 고찰과 관련 연

구는 상대적으로 결여되어 있다.

양생이라는 주제는 대단히 광범하고, 양생 사상을 탐구한 인물들의 

계층도 다양하므로 족히 진귀한 문화적 보배라고 할 수 있다.

따라서 본 연구는 주로 가훈에서 드러나는 양생의 방법론에 대해 

검토를 하였다. 시간적으로는 청대(1644-1912)에 집중하였는데, 이는 

청대에 찬술된 가훈의 내용이나 교화의 방식 등 방면에서 모두 뚜렷한 

변화가 보이기 때문이다. 

청대 가훈에 동원된 양생 방법론을 정리해 보면, 고대 가정에서 웃

어른들이 내부 성원들을 교육한 것에 관한 이해를 심화할 수 있고, 동

시에 가훈 저자들이 양생의 방법에 많이 주목하였고 양생도 가정 교육

의 중요한 요소의 하나로 간주하여 가족의 번성과 전승의 효용에 대해

서도 소홀히 하지 않았음을 알 수 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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