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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小說作者以什麼樣的方法來創作人物的性格？以姓名來判

斷個人特性與作品內容之間有如何的關聯？對這兩個問題的

研究，為理解韓國古典小說的人物、結構提供重要的參考線

索，進而對韓國古典小說理論的系統化提出不少貢獻。2 從

如此的角度來探討《彰善感義錄》人物姓名中所隱含的性格

與作品結構關係，就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彰善感義錄》是許多事件互相交錯進行，也出現許多

人物的小說作品。其中人物可分為中國歷史中的實在人物和

作者所創作的虛構人物。3 透過實在人物的考察，可了解其

歷史行跡在韓國小說作品中虛構化的過程。而透過虛構人物

的考察，可知道作者創作人物的方法。分析作品中的所有人

物，對主題論證方面並不是絕對必要的事情，而是選定實在

與虛構人物中較具代表性的人物，並進行分析更有效果。本

文裡實在人物中選定嚴嵩，虛構人物中選定花珍，用此二人

姓名研究以「數理易象」來判斷的性格和在作品中所呈現出

的性格之差異，並說明其中意義。 

                                                 
2 金秉權，〈張風雲傳構成之姓名學的接近〉，《語文教育論集》第 17 集（釜

山大學國語教育科，2000）；《張風雲傳和文化慣習》（世宗出版社，2001）。 
3 文璇奎，〈彰善感義錄攷〉，《語文學》第 9集（韓國語文學會，1963），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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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易理姓名學與人物的數理易象 

    姓名學可分為「熊崎式判斷法」、「易理姓名學」、「出生

年配合法」，這三個方式中「出生年配合法」的準確性最高，

「熊崎式判斷法」的準確性最低。4 《彰善感義錄》中人物

的四柱，因「生年月日時」未有曾提示，故「出生年配合法」

不適用。「熊崎式判斷法」的準確性比「易理姓名學」低，因

此以「熊崎式判斷法」來判斷人物性格，延至下次再討論，

現在以「易理姓名學」來分析人物性格。 

    「易理姓名學」是以姓名的筆劃所構成的數理易象來判

斷人物性格的方法。以姓名的數理來組織易象有四個方法：

其一，上名的筆劃來尋求上卦，下名的筆劃來尋求下卦。5 其

二，姓的筆劃來尋求上卦，名的筆劃來尋求下卦。6 其三，

姓名的筆劃來尋求上卦，名的筆劃來尋求下卦。7 其四，以

總格來尋求上卦，地格來尋求下卦。8 第一個方法中，若名

為單字時，上卦與下卦相同的機會較高，因而準確性變低。

第二個方法中，若有同樣的姓，或同樣筆劃的其他姓時，上

                                                 
4 余雪鴻，《姓名學秘理》（龍吟文化事業，1985 初版，1997 再版），頁 6-7。 
5 金于齋，《自解秘傳四柱與姓名學》（明文堂，1973 初版，1997 再版），頁

229-230。 
6 曺鳳佑，《秘傳姓名大典》（明文堂，1973 初版，1993 再版），頁 106-107。 
7 在《姓名寶典—易象篇》（編者、寫作年代未詳）中以此法按姓名組織卦

象，而對各卦進行說明。 
8 余雪鴻，《姓名學秘理》（龍吟文化事業，1985初版，1997再版），頁18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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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就相同，因此準確性變低。9 在第三、第四方法中，雖姓

名的筆劃與總格、名字的筆劃與地格都是同一概念，但以尋

求地格方法的差別來區分。「地格」是把名字的筆劃全部加總

的數，若名為單字，以沒有加「一」的方式來算，即是第三

個方法；以加「一」的方式來算，就是第四個方法。10 但第

四個方法中為何要加「一」的理由實在不太清楚，雖然其方

法以個人經驗來作正確的判斷，但其準確與否在客觀上還有

待驗證。筆者認為在姓名的筆劃上加「一」會改變姓名本義，

因此改採第三個方法。 

    在易理姓名學中，往往使用動爻來判斷人物的「流年

運」。11 但在一個卦中，卦辭是相同的，但爻辭依爻的位置

而不同，12 雖然人物的數理易象是以同一的卦來構成的，但

按照動爻的位置，人物的性格就不同。尋求動爻的方法中雖

有以姓名的筆劃來說明的， 13 但本文中所選擇尋求易象方

法，為用姓名的筆劃加名的筆劃之「合」來決定其易象。14

    按上文中所提示的方法，以嚴嵩與花珍姓名的筆劃為根

                                                 
9 余雪鴻，《姓名學秘理》（龍吟文化事業，1985 初版，1997 再版），頁 6-7。 
10  一般來說，在中國加「一」而尋求地格，在韓國不加「一」而尋求地格。 
11  余雪鴻，《姓名學秘理》（龍吟文化事業，1985 初版，1997 再版），頁

190-199。 
12
  在《周易》中對各爻位置提示爻辭。 
13  金于齋，《自解秘傳四柱與姓名學》（明文堂，1973 初版，1997 再版），

頁 230。 
14  在《姓名寶典—易象篇》中以姓名的總筆劃加名的總筆劃來決定卦象的

動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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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而構成的數理易象如下︰ 

 

 

數 理 易 象 
區分 姓名 劃數

上  卦 下  卦 動  爻 卦  名  

實在人物 嚴 嵩 20，13 天 風 4 天 風 姤

虛構人物 花 珍 10，10 雷 澤 6 雷澤歸妹

                                                            

    在下一節，專以實在人物嚴嵩與虛構人物花珍二人姓名

的數理易象來判斷其性格，並比較其數理易象的內容和在作

品中的人物性格，進而觀察人物在易理姓名學性格與在作品

中人物性格之間的關係。 

三、姓名的易象與作品構成的關係 

（一）實在人物的性格與作品中的作用 

嚴嵩的易象卦名是「天風姤」，動爻是「四」。「天風姤」

的卦辭是「姤，女壯，勿用取女。」爻辭是「九四，包無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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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凶。」15依此卦辭與爻辭為根據的姓名學解釋：「貴而無位，

高而無民，知幾固守，可以免害。不然，凶厄難免，人心分

離，排斥之殃，停降之辱，是非爭訟，何免？」16

    在《彰善感義錄》中的嚴嵩受到皇帝的信任而任相，在

上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已清楚說明。嚴嵩受賄與專橫

不「知幾固守」的行為，所以不免禍害、凶厄。「人心分離」、

「排斥之殃」、「是非爭訟」是透過嚴嵩自己發言或有關他的

事件而呈現出來。嚴嵩跟其子嚴世蕃說：「近來，皇上引用徐

階，而吾權日奪，夏春海、謝江等，挾彈睢盰。」17 這內容

就表示皇帝已不信任嚴嵩，且嚴嵩與徐階形成互相對立的情

況。嚴嵩跟夫人說：「且近來，所謂名流者，文章攻我，…」

（頁 697-698），從如此的內容中可知在朝廷裡批評嚴嵩的氣

勢日益擴大。南標列舉嚴嵩的十三種罪項而上訴，便是直接

彈劾嚴嵩的內容。「停降之辱」就嚴嵩為「有被葛帶索者，鬢

髮菘栗，行步傴僂，…」（頁 707）之意，並且對尹爀、南標、

陳衡秀等含淚恕罪。 

    因此《彰善感義錄》作者把實在人物嚴嵩的姓名，以數

理易象來判斷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性格，可知嚴嵩加諸於其

他人物的苦痛，便擔任惡人的作用。 

                                                 
15 郭建勳注釋，《新譯易經讀本》（三民書局，1999 初版 2 刷），頁 341-348。 
16 《姓名寶典—易象篇》（編者、寫作年代未詳），頁 74。 
17  《彰善感義錄》，《羅孫本筆寫本古小說資料叢書》68（保景文化社，

1993），頁 635。以下只標示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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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虛構人物的姓名與作品中的作用 

花珍的數理易象掛名就「雷澤歸妹」，而動爻是「六」。「雷

澤歸妹」的卦辭是「歸妹，征凶，無攸利。」爻辭是「上六，

女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利。」18 依這卦辭與爻

辭的姓名學解釋︰「大望自負，婚姻破綻，家庭悲哀，除百

邪而精進，千辛萬苦之後，為文為武名聲。」19

    《彰善感義錄》中花珍從小旁聽母親念《孝經》而自己

解釋其意義，父親花郁擔心政治危機，他引用《詩經》與《論

語》的內容，而勸諫父親應辭職返鄉。花郁心中已認定花珍

具有卓越的才能而能興盛家門。如此的內容，就在「大望自

負」中表示出來。「婚姻破綻」便是說明花珍結婚生活的內容，

即是花珍娶尹花玉、南彩鳳，而南彩鳳被趙女毒殺，花瑃與

其下人張平謀劃為尹花玉再嫁給嚴世蕃。尹汝玉跟花珍講，

自己願扮女裝代替尹花玉去嚴嵩家，救回花珍與尹花玉時，

花珍嘆息道：「他人男妹，乃能如此，吾之兄弟，云胡其然也。」

（頁 631）這句話就是花珍自己所想的「家庭悲哀」的表現。

花珍受沈夫人與花瑃的折磨與嫉妒而放棄做官之路，並因被

范漢與花瑃誣陷要殺沈夫人而坐牢等死。但花珍實踐對沈夫

人的孝順、對花瑃的友愛，終於他們被花珍感化而改過遷善。

                                                 
18  郭建勳注釋，《新譯易經讀本》（三民書局，1999 初版 2 刷），頁 415-422。 
19  《姓名寶典—易象篇》（編者、寫作年代未詳），頁 36。 

 155



韓國語文研究 1  

如此的內容就在「除百邪」與「精進」中充分地表現出來。「千

辛萬苦」是在作品中花珍受沈夫人與花瑃的誣陷而坐牢，就

面臨如風前燈火的危機，以後脫離危機而過貶謫的生活。但

花珍科舉及第，在被貶之地由殷真人學兵法，鎮壓徐山海與

蔡伯貫的侵犯，因此皇帝給花珍封為兵部尚書、文華殿太學

士、太子太傅、晉國公等，就可知這是敘述「為文為武名聲」

的內容。 

    所以《彰善感義錄》中的花珍，即作者創造的主角，以

數理易象來解釋的姓名之性格在作品中清楚呈現出來，而他

具有以善行來化解自周邊人物而來的苦痛與為難之善人角

色。 

四、作品人物之姓名學接近的意義 

（一）實在人物的虛構化與作品構成 

嚴嵩（1480-1567）為明嘉靖年間的實在人物。在《明史》

中有不好的評價，其內容如下：其一、不義的人物。世宗在

明堂祭父興獻王時，嚴嵩跟其他官員討論而決定要阻止其

事。但以後改變當初的主張，反按著世宗的意思實行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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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特地給他許多禮品。其二、貪殘專橫，好幾次被彈劾。

比如，楊繼盛彈劾十罪五奸，徐階使御史鄒應龍彈劾嚴嵩父

子的違法行為等。其三、嚴嵩使彈劾自己之貪污索賄的人，

廷杖致死。如楊繼盛彈劾嚴嵩，反被他誣陷而死。其四、嚴

嵩過著奢侈、腐敗的生活。嚴嵩被抄家時，家中黃金兩萬，

白銀兩百萬，金銀珠寶不知其量。其五、嚴嵩最後以悲劇收

場。世宗把嚴嵩革職為民，嚴嵩過乞食的生活，在荒野中死

了。20

    嚴嵩的如此行跡，在《彰善感義錄》中表現得相當接近。

如前一節所考察的內容，就與其他人物之間關係中做惡人的

角色。他是受賄而做不義之事的人物，在受范漢之賄賂後而

押花珍儘快去皇城、也奏文建議快殺花珍的具體事件中明顯

地表現出來。其他臣子彈劾嚴嵩之事，就南標列舉嚴嵩之十

三個罪項來上奏的內容中可以知道。嚴嵩的政治專橫內容方

面，在南標彈劾嚴嵩反而被處死事件中表現得清楚。對於嚴

嵩之奢侈生活方面，在描寫第宅敘述中可以知道，「皇城之第

一宅也，高臺邃閣，層欄累榭，金壁之鐺，綺疏之窗，圖以

雲氣，畫以仙靈，彷彿乎帝王之居，而其苑園之廣，二十餘

里，佳卉嘉木，蔚若鄧林，藥欄花渚，時聞鳥獸之聲。」（頁

706）以後嚴嵩家破人亡而隱蔽山中，見尹爀、南標、花珍、

                                                 
20  湯綱、朱元寅新撰，《明史》（中華書局，1998）頁 16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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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汝玉等而謝罪，尹爀等寬恕嚴嵩。 

    嚴嵩的行跡在歷史上所記錄的內容與在作品中所描寫

的內容並無差別，可知嚴嵩的具體行跡直接在《彰善感義錄》

中容納。21 但在《彰善感義錄》中的嚴嵩最後反省而謝罪，

與他衝突、受害的人物反而寬恕他的罪項，就和歷史記錄不

同。如此的差別在以嚴嵩姓名來判斷的性格，並無大的出入，

所以應從作者的創作意識上進入而理解。《彰善感義錄》是「利

益集團」尖銳對立的社會裡，對「人」應如何活著的根源問

題中，提出「改過遷善」與「和樂共存」的理想目標。22 作

者把嚴嵩的歷史行跡，適合於「改過遷善」的「和樂共存」

之創作意識而變化，所以可知《彰善感義錄》作者為了是其

表現其創作意識更有效果，於是接受中國歷史上的實在人

物，而其行跡在以姓名來可判斷的性格範圍之內試圖變化。 

（二）虛構人物的創作與作品構成 

《彰善感義錄》中花珍的性格，把姓名以數理易象來判

                                                 
21  在〈謝氏南征記〉也出現像嚴嵩一樣中國歷史的實在人物，韓國古典小

說中接受中國人物的行跡，在韓國古典小說創作上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所以要探討在韓國古典小說中接受中國實在人物的意義，以後要安排另外

一篇更具體論述。 
22  參考金秉權，《17 世紀後半創作小說之作者社會學的研究》，韓國釜山

大學博士學位論文，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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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性格同一的事實，在前一章中已有說明了，如此的確認

在兩方面有重要意義。 

首先，作者具有以運用《周易》的卦辭、爻辭來判斷姓

名吉凶之能力。《彰善感義錄》作者趙聖期，為十七世紀末研

究對於理氣二元論的主理論和理氣二元論的主氣論之折衷論

的性理學者，23 因而可能讀過《周易》並十分理解其原理。

而且在《彰善感義錄》中的花珍跟父親說：「詩云，蝶蝀在東，

莫之敢指。今南御史，指斥小人之過惡，而不能自兔，此正

君子，色斯舉矣之秋也。」（頁 525）花珍的如此說法，就提

示對以後漸近變化的順應，並儘量避開極端的事物與行動，

也抑制不義之慾望與行為的人性根本。把花郁之姓名以數理

易象來判斷的卦名是「山風蠱」，動爻是「六」。「山風蠱」「六

爻」的爻辭，是「上九，不事王侯，高尚其事。」24 對於這

爻辭，姓名學解釋：「治亂之際，功成身退，樂道大人。」25 

在這文句內容上，就知道已把花珍的說法直接溶於其中。花

珍在貶謫的地方，碰見殷真人而學兵法，可說是對以後漸近

變化順應的預備。所以可以推測作者已經理解易象的卦辭、

爻辭的文人，並且在小說創作中運用。 

其次，可以推理作者構思作品過程中，運用「易理姓名

                                                 
23  參考金秉權，《17 世紀後半創作小說之作者社會學的研究》，韓國釜山

大學博士學位論文，1990。 
24  郭建勳注釋，《新譯易經讀本》（三民書局，1999 初版 2 刷），頁 148-155。 
25 《姓名寶典—易象篇》（編者、寫作年代未詳），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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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彰善感義錄》中的花郁夢見麒麟懷抱而得男，而且常

叫他「連城璧」並取名為「花珍」。花珍是在親族之間的矛盾

與對立、其他人物的介入而致家破人亡的情勢中，回復家世

的富貴與榮譽，並實現父親願望的人物。作者有意把人物的

姓名與作品的內容互相聯繫，這並不是以簡單的表面意義來

取名的。在論述第一方面意義中，已有考察作者是理解易象

的卦辭與爻辭的文人，並把其他人物姓名以數理易象來判斷

的性格應用在作品內容中。26 如此而言，作者可能運用易象

的卦辭與爻辭來取人物的名字。有關這個部份，《彰善感義錄》

的作者首先取虛構人物的姓名之後，對其姓名上運用以易理

姓名學來判斷的性格，而構成作品情節，或者先構思情節內

容之後，再用易理姓名學來創造出在情節內容中符合虛構人

物的性格。 

五、結 語 

以上《彰善感義錄》中以姓名之數理易象來判斷嚴嵩與

花珍的性格，並比較其性格與在作品中所呈現的性格之間的

                                                 
26  透過這次研究，已經確認實在人物如嚴世蕃、徐階等；虛構人物如花郁、

花春、花珍、夏春梅、王謙、劉爾叔、張平、范漢等的姓名，以易理姓名

學來判斷的性格和作品構成已相當接近。其具體內容並沒有影響本篇主旨

方面，因篇幅有限就省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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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貫性，而說明其意義。本章就以全文中所討論的內容為基

礎，對於前言中所提出的問題方面，提出筆者的見解作為本

文的結語。 

首先，《彰善感義錄》的作者用什麼方法來創造人物性

格？《彰善感義錄》的篇名已包涵「感應於義」的主題，人

物也大概可分為正義的人物和不義的人物。正義的人物，即

花郁、花珍、徐階、南標、夏春梅、尹汝玉、俞聖禧、劉爾

叔、王謙等，他們是照著姓名之數理易象變化，而順應的人

物。不義的人物，即嚴嵩、嚴世蕃、沈夫人、花瑃、趙女、

范漢、張平等，他們沒有考慮姓名之數理易象變化，不但不

順應其變化，更做極端的行為，沒有控制過度的私慾。因而

可知作者以姓名之數理易象來創造適合於作品主題的人物。 

其次，由姓名上可以判斷的個人特徵，與作品內容有何

關係？《彰善感義錄》篇名已包涵「揚善」的主題。作品中

的人物分為正義人物和不義人物，而互相衝突、對立。總之，

不義人物中嚴嵩與花瑃被正義人物的「仗義」而感動，終於

改過遷善，而正義人物就與不義人物和樂共存，更發揚正義

人物之善行。所以可以確認作者以姓名來創造他們的性格，

並運用於作品構成與主題形成方面。 

《彰善感義錄》中的一百多人物中，僅只選兩個人物而

進行分析，的確是本文的缺陷。雖然有如此的界限，但本文

的研究為理解作者以姓名學來創作人物性格的手法，並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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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性格而構成作品內容的方法提供新的角度。未來要開發以

姓名學來研究人物性格的方法，並擴大其對象，對於韓國古

典小說的人物與構成的研究上更進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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