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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要 《紅樓夢》一書，自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年）程偉元、高

鶚活字本刊行後，到嘉、道年間，評本紛出。其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

的乃是道光十二年刊的王雪香評點《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和道光三十

年張新之評點的《妙復軒評石頭記》，王雪香、姚燮合評的《增評補圖

石頭記》以及王雪香、張新之、姚燮合評的《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 

護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閑人張新之、大某山民姚燮三家評點本各具特

色，其中尤以太平閑人張新之揭櫫《紅樓夢》乃「演性理之書，祖《大

學》而宗《中庸》」，以《周易》、《國風》、《儀禮》等儒家經點詮

釋，後世讀者多視張新之《妙復軒評石頭記》強為探求主旨命意，曲附



五經的作法大有牽強附會之嫌，或是以《周易》卦爻的符號來闡釋與之

不相干的文學作品，故而對張新之評點未予以正面的評價。然而，就歷

史現象的角度而言，張新之評本是一個時期的社會思潮的反映，自有其

價值，不應該全盤否認。 本論文首先概述小說評點的源流，由清中葉評

點中「文人性」的增強，指出張新之對主體意識與重視個體情感抒發的

呈現，進而釐清張評的核心批評觀點，得出張新之深受儒家經典薰陶、

浸染的特質，以儒家經典為統攝全篇的核心價值。探究張評之寓旨命意

與批評觀點，可知張新之試圖將《紅樓夢》提昇為勸世教孝，立言救

世，勸懲示儆之書。並且進一步推究張新之著書緣由、批評觀點、人物

品評與結構章法，均深受儒家精神注重循理遏欲、勸世教孝的道德價值

所影響。張新之以闡發儒家經典的角度去詮釋《紅樓夢》，使《紅樓

夢》的解讀呈現出眾聲喧嘩的現象。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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