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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晚清小說中的「騙子」形象
*
 

 

紀俊龍 

 

摘   要 

 

    晚清中國，無疑是一個震盪不安、中西文化衝擊的時代。一批致力於小說創

作的知識分子，追隨著「小說界革命」的口號旗幟，投入以小說啟迪民智之思維

浪潮，從而產生鉅量的小說作品，而此亦成為研究晚清社會∕文化的重要場域。

儘管晚清小說的藝術成就未能獲得一致性的美學評價，然其人物形象所展現的社

會意義，卻也是論者無法忽略的重要部分。因此，本文嘗試分析闡述「晚清四大

小說雜誌」作品中的「江湖騙子」、「宗教騙子」與「官場騙子」人物形象，期望

藉由探討較少為人關注的騙子人物形象分析，理解並印證瀰漫在晚清社會中的迷

信與官場行騙現象，進而勾勒並深化處於新舊交織的晚清社會，其所呈現出來的，

某些仍受制於傳統質素（騙文化）深刻影響的生活景象。 

 

 

關鍵詞：晚清小說、小說人物、騙文化、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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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he Images of “Cheater” of 

Late-Qing Novels 

 

Chun-lung Chi 

 

Abstract 

 

Late-Qing China was definitely a turbulent time under the impact of both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cultures. Following the slogan “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Novels,” a group of intellectuals devoted themselves to writing novels to enlighten 

people. As a result, a large number of novels were written and the works became an 

important field for studying the society / culture in Late-Qing. Although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Late-Qing novels couldn't acquire aesthetic appraisal consistently, yet 

the social meaning of the images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s was so important that 

the writer wouldn't ignor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images of the 

characters of “swindlers”, “religious impostors”, and “impostors of officialdom,” those 

less concerned, in “The Late-Qing Four Major Periodicals” to understand and prove the 

status of superstition and deception in officialdom in Late-Qing socie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article then describes and interprets the Late-Qing society interleaved with 

the old and new elements, which presented the life under some factors of tradition 

(cheating culture). 

 

Keywords：Late-Qing Novels, images of the characters, cheating culture, swin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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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處在風雨飄搖、風中殘燭情勢的中國晚清，小說創作者基於高舉振國、救亡

圖存的時代氛圍下，小說作品往往意念先行地以強調救亡圖存、道德教訓、傳播

新知、揭櫫時弊或著眼商業利益的創作取向，無暇兼顧淬練小說藝術之雕琢。晚

清小說除了大同小異的主題呈現外，人物形象的扁平呈現，是經常為人誶詬的弊

病。1因此，當譴責官場成為晚清小說面向的主流時，諷刺官吏的詼謔，則順理成

章的變成小說人物探析的絕大多數。2然而，去除官吏形象的描摹之外，晚清小說

是否不存在著其他與時代脈動緊緊相繫的鮮明人物呢？有無足以提供驗證晚清社

會的其他人物形象呢？3我們發現，以各種型態施行各類騙術的「騙子」，經常出現

於小說作品中，而這些「騙子」的形象是如何被塑造？又凸顯出何種意義？這些

議題，似乎引發探尋闡釋的論述空間。是故，本文將透過「四大小說雜誌」登載

的作品，以「騙子」的人物探討為出發，嘗試分析這些人物所具備的時代意義，

以補闕晚清小說人物形象的文學意義。 

小說人物之描寫及形象塑創，不僅是構成小說藝術之重要質素，亦是揭櫫人

性、反映現實生活的重要憑據，誠如論者所言： 

 

小說中的人物應該是真實的具體的人。小說家的責任就是不斷地向

讀者提供獨具性格的新的小說人物……對本體的認識是當今人們的一

                                                 
1
 一如時萌所指：「人物多了，而作者的藝術加工又很不夠，所以人物形象就顯得單薄，性格顯得

雷同，更難從小說筆下出現較為完整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了。」請參閱時萌：《晚清小說》，（臺

北：萬卷樓，1993），頁 136。 
2
 例如阿英分析晚清小說時曾說道：「從題材方面說，晚清小說產生得最多的，是暴露官場的一類」、

「這十足證明了廣大民眾對於當時官僚的憎惡。痛恨他們貪污，痛恨他們畏懼逢迎外國人，痛恨他

們把中國弄到了垂亡的地步！」請參閱《晚清小說史》（臺北：臺灣商務，1996 臺二版），頁 167、

168。陳平原亦指出：「晚清小說的整體傾向是『譴責』（諷刺+謾罵），而『譴責』的重心又落在官

場。」請參閱《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1989），頁 232。林瑞明分析《官

場現形記》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二著時，同樣縷析晚清小說中的官吏形象，請參閱〈官場現

形記與晚清腐敗的官場〉、〈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與晚清的末世現象〉，收於林明德編：《晚清小說研

究》（臺北：聯經，1988），頁 215-241、頁 243-268。而吳趼人《九命奇冤》中對於昏官、貪官的無

情譴責，以及劉鶚的《老殘遊記》即對於貪官污吏與「以理殺人」的清官進行非常嚴厲的抨擊與描

摹，此亦是晚清譴責∕社會小說中極為精采的書寫筆觸，請參閱紀俊龍：〈《老殘遊記》中的知識分

子〉，《東海文學院學報》，第四十九期，2008 年 7 月。 
3
 除了「官吏」描寫之外，「女性」人物亦是論者研究晚清小說人物的重要類型。請參閱黃錦珠：《晚

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臺北：文津，2005）；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

的興起》（臺北：麥田，2003）；吳宇娟：《從閨閣才女到救國女傑 ─ 晚清三部女作家小說研究》

（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等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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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普遍的渴望，它刺激著小說家去努力探索人性的奧秘。人性的揭示也

就構成了小說魅力的重要因素。4 

 

因此，晚清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或許較為欠缺深刻的藝術價值，然而，若讀者將

這些人物還原到當時情境，可以發現，這些小說人物依舊具備觀察探討的時代性

意義，一如馬振芳論述中國古典小說人物形象的價值時分析道： 

 

人物形象的藝術成就、審美價值並不是由它所處的型態層次單一因

素決定的，而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有些因素所起的作用比型態層次

更重要，更有決定性，如思想內涵的深度和廣度，藝術表現的精度和強

度，對人物形象的成功與否、價值大小都有舉足輕重的作用。5 

 

易言之，考掘晚清小說人物所體現的社會意義，或許是將人物的塑造從神聖美學

的分析場域中抽離，而重新賦予詮釋時代、表徵社會的文學意義。晚清小說的極

大特色，即在呈現與社會脈動高度結合的緊密現象。除卻官吏形象的極力暴露與

挖苦譴責之外，充斥小說世界中的「騙子」形象，亦為觀察光怪陸離之晚清社會

的巧妙線索。  

    「騙」是一種人類生活的文化現象，是一種觀察社會面貌的風向球，正如林

其泉直指「騙」的文化層面：「騙文化一般來講屬於精神文化方面，不過多與物質

相連繫。騙文化的最大特點是思維方式和行為結合在一起。」6而張艷國等人則進

一步指出，騙子與騙術所形成的「騙文化」，乃是中國傳統社會中「負文化」的構

成成份之一： 

 

騙子是騙文化的生命個人和實踐主體，騙術是騙文化的表現方式，

主要通過騙子及其群體的活動予以表現。騙文化同誠文化相對應，其主

體精神通過騙術謀取利益，甚至是損人利己，損公肥私，獲得不正當的

利益。謀利與行騙，就是騙子的動機與實踐。在騙文化中，逐利是其文

                                                 
4
 請參閱陸志平、吳功正著：《小說美學》，（臺北：五南圖書，1993），頁 27。 

5
 請參閱馬振方：《小說藝術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44。 

6
 請參閱林其泉：《騙文化》，（臺北：臺灣商務，2003），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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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內核，騙子雖經時代變遷而表現為不同的臉譜，但是，它無論歷經多

少次正文化的打擊，其文化內核都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7
 

 

「騙文化」的存有正與儒家價值中的「誠文化」相互對應，且產生同源共生的微

妙現象。8張艷國等人繼續指出，中國「騙文化」所具備的文化特質及其意義時，

認為秉承傳統儒家文化薰陶的中國人，強調「以誠待人」的文化教養，容易使其

失卻於對騙術的警惕之心；再加上中國傳統社會偏向非法治社會的特性，正好給

予行騙者有機可趁的機會，從而造成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對於抵制、打擊「騙文化」

的軟弱無力。其次，中國傳統政治生活的殘酷傾軋、傳統社會生活的貧困也是誘

促「騙文化」得以行遍各階層的重要因素。而騙子往往利用文化教養的弱點、社

會空間的縫隙，以及人性貪婪的精神思維加以行騙，不僅使各種狡詐的騙術充盈

世道，同時也產生各式各樣的騙子。9
 

  在中國社會中，騙子的社會屬性是流氓，而騙術是為其行騙所服務的，其本

性是透過非法的不擇手段的行騙，以謀生或謀取利益。構成中國社會騙子群體的

來源，大抵是：失意落魄的讀書人、破產的地主與商人和被解除職務的官吏、失

業的手工業者、學徒和破產的自耕農、殘疾人尤其是盲人；10也就是說，向來在晚

清小說中被著墨最多的官吏，其屬性便不歸於騙子的行列（雖然其中也不乏騙術

的施行），亦非本文即將析論的小說人物。林保淳分析中國古典小說中類型人物的

意義在於：「人物的造型，基本上直接或間接與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互有關聯，可以

透過這些人物的分析，窺探傳統文化的深層意義，我們甚至可以說，正是傳統的

文化內涵，『預設』了這些人物的普遍性。」11因此，透過小說人物來觀察、掌握

時代性之文化現象，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視角之一。 

    眾所知之，致力於晚清小說的研究者，無人能忽略《新小說》（1902-1906）、《繡

像小說》（1903-1906）、《月月小說》（1906-1908）與《小說林》（1907-1908）這晚清

「四大小說雜誌」的重要性。根據現有資料顯示，時萌於《晚清小說》一書中，

表明「以《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四種質量最佳，影響

                                                 
7
 見張艷國、任放、劉保昌著：《騙子的歷史》，（北京：中國文史，2005），頁 8。 

8
 參見張艷國、任放、劉保昌著：《騙子的歷史》，頁 29。 

9
 上述請參見張艷國、任放、劉保昌著：《騙子的歷史》，頁 81-87。 

10
 請參閱張艷國、任放、劉保昌著：《騙子的歷史》，頁 24-29。 

11
 請參閱林保淳：《古典小說中的類型人物》，（臺北：里仁，2003），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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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後人稱為『清末四大小說雜誌』」的說法，是將四者合一並視為整體研究對

象的濫觴。12時萌的觀察立場，乃是針對連載於「四大小說雜誌」上的作品而言，

且兼及輔助「新小說」推廣的文論所賦予的社會意義而論述，進而成為從事晚清

小說研究的普遍認知。是故，本文將考察登載於「晚清四大小說雜誌」中的小說

作品，梳理「江湖騙子」、「宗教騙子」與「官場騙子」三類小說世界中的傳統型

騙子人物形象，嘗試釐析沉痾宿疾的迷信傳統與斯文敗類游走官場行騙的晚清社

會。 

 

貳、江湖騙子的人物形象 

《九命奇冤》（1904）13中出現的「馬半仙」，以及《瞎騙奇聞》的算命仙「周

瞎子」，可說是刻劃深刻的典型江湖騙子。「江湖」意義的指向，並非指涉某種地

域觀念，而是「由江湖人物活動所形成的一種『人文景觀』，而江湖人物就是一些

東飄西蕩的人。」因此，五花八門的巾門、皮門、風門、竊騙、火門、妖門、丐

門等形形色色的騙術，自然說明了各種樣貌型態的騙子的產生。然而馬半仙與周

瞎子，則是利用迷信、看相、算命、測字等神秘方術，作為謀面取生的方法，正

是江湖騙子中的「巾門」（經門）類型。14周先慎談及中國古典小說人物之形神關

係時說道： 

 

就「形」來說，第一個層面指的是人物形貌或形體動作的外在表現；

第二個層面指的是生活的型態，包括人物的言語、行動、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乃至人物所生活的環境等等。就「神」來說，第一個層面指的是

人物內在的精神風貌；第二個層面指的是人物內在精神更豐富具體的內

                                                 
12

 見時萌：《晚清小說》，頁 4。其實，阿英於《晚清小說史》中已經捻出登載於晚清「四大小說雜

誌」上作品的重要性，但缺乏如時萌般將其視為一個研究的整體單位之說，請參見阿英：《晚清小

說史》，頁 2-9。 
13

 《九命奇冤》敘述著梁天來一家人，雖受盡凌貴興欺侮迫害，但最終告官成功的故事。小說尾

聲，不僅是惡霸遭受法律制裁，連帶地，一班協助凌貴興迫害梁天來的非法強徒與貪官污吏，亦接

受法律制裁，而受盡委屈欺凌的梁天來一家人，亦沉冤昭雪、苦盡甘來。 
14

 見韓鵬杰、朱金萍著：《中國古代江湖騙子和騙術》，（臺北：臺灣商務，2001），頁 2。另外，根

據韓鵬杰、朱金萍的說明，「江湖」原指五湖四海，八方各地之意，由於江水湖水皆以流動為特徵，

故以此指稱江湖中人忽聚忽散、行蹤不定卻又狡詐行騙的社會現象，及其所呈現的人文景觀，參見

頁 1-6。此外，巾門（經門）乃指：「在民間和江湖上，巾門主要是指算命、看相、測字類人物，他

們謀食江湖的方法是利用宗教迷信及神秘的方術，所以這類巾門人是在明清以前又被稱為方士」，

見頁 7。 



解讀晚清小說中的「騙子」形象 

 8 

容，包括性格特點、思想情感、情趣格調、理想追求等等，甚至還可以

擴大到與這些內容相關聯的生活的本質方面。15 

 

顯見，刻畫人物形象的方式，不僅是透過迂迴離奇的情節安排以彰顯其生命特質，

就連外在形貌之速寫，亦有其窺察的象徵意義。馬半仙首度於《九命奇冤》登場

的時間，恰是惡霸「凌貴興」與「梁天來」一家人，因結束合股的綢緞鋪肆而發

生分利齟齬之際。凌貴興被一面寫著「江西馬半仙、專參六壬神課、兼精命相、

陰陽地理」16的招牌吸引，於是開始與馬半仙的初次接觸，亦開啟欺凌梁天來一家

人，以及後來梁成功反擊的曲折路途。《九命奇冤》第二回中如此描述著馬半仙的

外在形象： 

 

頭戴瓜皮小帽，身穿藍布長杉，外面罩著一件天青羽毛對襟，頸上

還圍著一條藍綾子硬領。黑黑兒，瘦瘦兒。一張尖臉，嘴唇上留著兩撇

金黃色的八字鬍子。鼻子上架著一個玳瑁邊黃銅繳的老花眼睛。左手拿

著一枝三尺來長的竹旱煙管，嘴裡吸著，鼻子裡一陣一陣的烟噴出來。

右手拿著一柄白紙面、黃竹骨的摺疊扇，半開半合，似搖不搖的，身體

在那裡幌著。隔著那眼鏡上的兩片水晶，看見他那一雙三角眼睛，一閃

一閃的乍開乍閉。17
 

 

從招牌的矗立到活靈活現、栩栩如生的外表描繪，我們彷彿看到一個江湖算命師

的典型刻劃。看似悠哉而漫不經心的馬半仙，其實是透過閃爍不定的飄忽眼神，

以觀察迷津者，這似乎也早早暗示出馬半仙的行騙的企圖。於是，將凌貴興打量

一番又取得生辰八字後，便「戴上眼鏡，提起筆寫了出來，起了四柱。側著頭看

了一會，又輪著指頭掐了一會。放下筆來，除下眼鏡，捋了捋鬍手，打了一聲咳

嗽，雙眼望著貴興道：貴造是一個富貴雙全的八字。」18測算八字的相命方式，體

現了馬半仙這位江湖行騙的巾門技倆。為了要取信凌貴興，馬半仙還陳述自己曾

為年羹堯算命，準確算批其富貴雙全之命，即早年便得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

                                                 
15

 請參閱周先慎：〈中國古典小說人物描寫對形神關係的處理〉，《文藝研究》，2007 年第 7 期，頁 57。 
16

 請參閱《新小說》，第 1 年第 12 號，頁 153。 
17

 請參閱《新小說》，第 1 年第 12 號，頁 153。 
18

 請參閱《新小說》，第 1 年第 12 號，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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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黃騰達；以及晚年運遇七煞陽刃、喪門披麻、白虎暴敗、天狗天哭等災厄的精

妙測算，並且預言凌貴興的運勢還比年羹堯要高上十倍。此番言論，聽得凌貴興

手舞足蹈、雀躍不已，急忙請馬半仙為其批書。眼見凌已成刀俎魚肉，馬半仙不

急不徐說道： 

 

平常人來算批，成本是五錢銀子。若是大貧大賤的八字，我算出了，

就一文不要送他一本，等他好趨吉避凶，要是大富大貴的命，也要叨光

酬加一點，我可是不爭論的，只看來人器量如何。俗話說的好，量大福

大，我也不必爭，那大量的人也斷不會為難我的。19 

 

此言一出，凌貴興迫不及待地付其一兩銀子，並約定十天後來取批書。馬半仙長

袖善舞的行為舉止及辯才無礙的伶牙俐齒，不僅成功地從凌貴興手上謀騙錢財，

同時也讓讀者看到一個十分狡猾又巧言令色的江湖騙子。 

  馬半仙施行的騙術並未就此完畢。十日之後，當凌貴興派遣家中小廝「喜來」，

前往馬半仙處取回批書，但是馬半仙卻未如期完成。同時，馬半仙藉與喜來攀談

時，得知凌貴興在此段時間，曾與一位擔任過翰林院編修、放過一任學政，卻因

犯清議而被革職的「陳大人」相識，且將透過陳大人的仲介，準備使用一萬銀兩

買個解元，踏上官宦仕途的經歷。因此，馬半仙便以此為基礎，囑咐喜來三天後

來取回批書。時經三日，當凌貴興看到喜來取回的批書中，預測其明年即將大魁

天下的消息後，樂不可支地直道：「這位先生說得真靈驗」20（第三回），滿心期待

從天而降的功名利祿。可想而知，馬半仙並無真正預測未來的神機妙算，其憑藉

的正是從喜來口中得到之關於凌貴興的近況，再加以配合相命之說，所形成靈驗

無比的預測。此正是馬半仙這類江湖巾門慣用的技倆騙術，乃即察言觀色後的誆

騙。 

  第四回中，鄉試的結果出爐，凌貴興卻不如預期的中箭落馬、名落孫山。凌

雖懷疑陳大人是個騙子，卻因當時交給他一萬兩銀子時並無立下條據，故只能憤

恨交加、手足無措。21此時，凌貴興的幫閑「宗孔」便勸慰其可能是風水陰陽不諧

                                                 
19

 請參閱《新小說》，第 1 年第 12 號，頁 156。 
20

 請參閱《新小說》，第 2 年第 1 號，頁 60。 
21

 這位陳大人確實是一位欺騙凌貴興的騙子，透過其曾任官職的背景，成功的誆騙一萬銀兩。陳

大人並非以命算型態行騙，而是趨近於文化中介的官場騙子。而陳大人的騙術，恰巧反映出中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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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於是建議他再訪馬半仙，希望透過其極好的勘察風水本事，以破除災厄、

謀求富貴。當馬半仙與貴興一行人來到位於譚村的凌家祖墳時，馬半仙立即開啟

羅盤巡察一番，爾後說道：「從前那位點穴先生，很有功夫，恰恰點在這龍盤之內。

東邊文筆既顯，西邊催官亦猛，後面玄武高聳，前面朱雀平坦，四圍穩固，八將

歸堂。應有一名狀元、三名進士，舉貢秀才，可保屢代不絕的。」22當凌貴興提出

既是如此，為何今年下場不利的疑問時，馬半仙嘆氣說道：「最可恨的是前邊那一

座石室，恰在那犯煞的位上，最宜平坦，不宜高聳。不知是那個人的房屋，倘能

叫他遷讓，此地便是十全十美了」23，此言一出，竟開啟了凌貴興迫害梁天來一家

人的起點。原來，這間石室為梁家所有，當凌預計買下卻遭梁斷然拒絕之時，他

對於梁家的怨懟便日益加深，從而萌生構陷之心。我們再次看到了馬半仙利用風

水陰陽的神秘之說，對凌貴興進行又一次的誆騙，透過此種「神騙」的虛詞詭說，

24馬半仙不僅再次成功騙得五兩銀子，同時也將凌的命運引向施暴殘虐、賄賂官場

的惡形惡狀；同時亦讓梁天來陷入痛失家人與錢財的沈重命運。 

從凌貴興為了阻止梁天來舉發告官，以至於散盡錢財，最後卻仍遭繩之以法

的命運看來，他非但不如馬半仙所云，命運好過年羹堯十倍的富貴之人，相反地，

卻因一再相信馬半仙的無稽之談，從而導致悲慘的下場。劉宏論析近代中國之思

想啟蒙與改造「國民性」思考時曾說道：「辛亥革命時期（1900-1911），報刊輿論

曾就義和團迷信盛行的狀況深入反思，遂認識到開展思想啟蒙的重要性和迫切

性，關於改造國民性、『開民智』、反迷信、改良小說戲曲等等主張，都是鑒於義

和團誤國的教訓而提出的。」25另有論者，從近代「科學」概念傳播進入中國後，

與「宗教」產生對立進而使用「迷信」一詞以凸顯迷信行為之現象，於 1902-1905

年達到第一次高峰。26因此，《九命奇冤》除反映晚清社會崇尚迷信的社會風氣之

外，當然也看到了，這些利用卜算方術以矇騙他人的江湖騙子，給社會帶來的莫

                                                                                                                                               
會賣官鬻爵的官場醜惡，及浮靡的社會風氣。文後將有官場騙子的探討。 
22

 請參閱《新小說》，第 2 年第 1 號，頁 69。 
23

 請參閱《新小說》，第 2 年第 1 號，頁 69。 
24

 所謂「神騙」，即是「利用封建迷信的手段騙取人們的錢財。騙子們裝神弄鬼，散布歪理邪說，

藉機攫取不義之財。最常見的神騙，是聚集在寺院道觀門前，或散見於人行道旁的算命先生」，見

張艷國、任放、劉保昌著：《騙子的歷史》，頁 97。 
25

 請參閱劉宏：〈義和團運動與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啟蒙〉，《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7

卷第 5 期，2011 年 9 月，頁 7。 
26

 請參閱陳玉芳：〈「迷信」觀念於清末民初之變遷〉，《東亞觀念史集刊》，第二期，2012 年 6 月，

頁 389、393。 



大同大學通識教育年報／第十期 

11 

大危害。 

  《瞎騙奇聞》（1904）的「周瞎子」也與馬半仙雷同，同樣是以測算八字的相

命騙術，成功獲得「趙澤長」、「洪士人」的信賴，同時也是將兩人推向悲慘深淵

的主要原因。當趙澤長託請周瞎子演算自己有無子嗣之命時，周瞎子便以金木水

火土的五行之說推演一回說道： 

 

尊造是個癸水的日元，地支上有一派正財，財源茂盛得很。地綱是

個辛金，金能生水，既主身旺，又能得上人的餘蔭。時上未土七煞，七

煞為子星，七煞過旺，主無子。今尊造年上是兩重乙卯食神，食能制煞，

七煞有制，主於有子。現在五十歲，正行財運。到今年九月十八日，教

脫財運，交進下一步的煞運，一定得子。並且時聚煞印，將來還是一各

大富大貴的兒子，主於功名顯達，强爺勝祖。27
 

 

除此之外，周瞎子又再算批「趙夫人」的八字，斷定其明年得子。讀者看到周瞎

子振振有詞、言之鑿鑿地陳說，正顯現出江湖騙子投合問津者心理需求的圓滑形

象。年屆五十的趙夫人聽聞此番推算，心生畏懼於丈夫將再娶二房之陰霾，故假

裝懷孕並暗託他人，覓得豆腐店老闆「閔老二」的小孩權以冒充，這使得趙果然

在隔年「喜獲麟兒」。當趙沉浸於歡欣之際，商請周瞎子為麟兒相命，而周在看過

小孩的八字之後，「便閉了一雙瞎過的眼睛，嘴裡咕嚕了一會，又用大手指頭在手

心裏子丑寅卯的輪劃了一遍，又是長生沐浴冠帶臨官的數說了一陣」28，接著天花

亂墜地說道： 

 

令郎這個八字，是好極的了。況且煞印兼全，將來一定是功名顯達，

十六歲便可進學，二十歲以裏，就能中進士、拉翰林，以下一派好運，

官居極品，祿享萬鍾，最難得的是毫無破敗。凶險不過關煞，內有一重

四柱關，有一重將軍箭。四柱關只要不出門，不坐轎子，也沒有事。這

將軍箭卻有二支，一支管三歲，二支管到六歲，過了六歲，纔同花木的

                                                 
27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41 期，第一回，頁 2。 
28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41 期，第二回，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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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札根，此外都犯不著什麼。29
 

 

此話一出，果真立即引來趙澤家夫婦喜憂參半的複雜心情。可想而知，富貴騰達

的未來命運，乃是口蜜腹劍以討好趙家夫婦之的虛詞，其最重要的目的，即是除

厄於後來所說「四柱關」與「將軍箭」等災煞。周瞎子設下的羅網果真獵取了趙

家夫婦的心靈，當下便決計要替小孩消災解厄，而此亦正好落入周瞎子的預謀，

於是他便「順水推舟」說道：「要是肯破費幾個錢，祈禳一下子，也就好沒事了。

俗話說的，財去人安樂，那就好養了……所以我說還是化上幾個錢破解破解，既

省了大人的手腳，也免得小孩子吃苦。這是你大爺、大奶奶自己斟酌罷了，我不

過這麼說。」30從周瞎子的言辭，即可發現他攫取了趙家夫婦擔心小孩安危的恐慌

心理，一方面以「先知」的口吻預讖小孩的命運，一方面又以自己具有替小孩破

災解厄的神通，雙管齊下地企圖誆騙趙家夫婦，而兩夫婦也誤入其設下的陷阱，

成為愚昧的受害者。 

除此之外，趙澤長還希望周瞎子能夠替小孩取名，於是周瞎子便說道：「他八

字內的木少，這名字總要偏於木字的為妙。依我說，不如叫做桂森罷」31；小孩命

名後，趙家夫婦也央求周瞎子為桂森舉行一場消災袪厄的祈禳法會。自然而然，

從未來命途的神算、八字命名到消災法會，周瞎子已從趙澤長身上騙得許多非義

之財，這也是巾門騙子最為典型的形象鏤刻。 

其實，周瞎子並非神機妙算的騙子形象，早已在文本語境中的其他地方暴顯

無遺，只是趙澤長昏昧不察，才會讓周瞎子予取予求。如同樣在第二回中，趙澤

長準備前往周瞎子住處，詢問替桂森舉行祈禳法會的時間之際，巧遇一名路人，

兩人之間的言談，即可發現周瞎子的真實內裡。當趙澤長向一名路人探問周瞎子

的「鬧市」開張於在何時，以便避開前來尋求指點迷津的人群；以及當趙澤長對

周瞎子算命靈驗的大加讚揚之時，卻獲得該名路人漠然冷淡、毫無情緒反應的回

話；直至趙澤長來到周瞎子門口時，那裡果然門可羅雀。然趙卻無視於落差異樣，

仍舊篤信虔誠地詢問法會日期，這不光是顯現他的愚昧，同時也指明周瞎子的騙

術，成功地俘虜趙澤長心靈的證明。而周瞎子的虛假，也在趙澤長離開之後，清

                                                 
29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41 期，第二回，頁 2-3。 
30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41 期，第二回，頁 3。 
31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41 期，第二回，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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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周先生等他走過，復又到命館裏坐了兩點多鐘，卻是一個算命的也

沒有，也就吩咐下了招牌，收拾了罷。跟人收拾完畢，進來說道：「先生

有幾日不發市了，囤裏的米也完了，這兩天我只喝了點青菜湯，嘴裏淡

出鳥來，先生你倒捱得過，就是奶奶同小哥兒就苦很了。」周先生道：「你

不曉得，我們的行業，叫做十日灘頭座，一日過九洲，只要有了大大的

主顧，便好吃上幾個月了」32
 

 

顯而易見，趙澤長即是周瞎子眼中的「大大的主顧」，也是生活仰賴的重要來源。

因此，「吃上幾個月」的目的，正是周瞎子施以從相命、命名以至於祈禳法會這一

連串騙術的最重要意義。倘若周瞎子真的具有神通能力，又為何會讓自己落入這

般困窘的捉襟見肘？換言之，稻梁謀食的行騙，不僅是周瞎子施行詐術的唯一目

的，同時，我們也看到冬烘昏昧的趙澤長，是如何提供周瞎子得以行騙的重要關

鍵；而周瞎子江湖騙子的形象，亦在交錯呈現的描寫敘述中，躍然紙上。 

  隨著時間推移，轉眼間桂森已經十五歲。趙澤長打算替兒子娶妻成家，於是

又來央求周瞎子合算八字。周瞎子按照慣例替桂森挑選媳婦與合卺時辰。不僅如

此，周瞎子更將桂森的「流年」排算一遍後，便急忙向趙澤長恭賀，這是因為桂

森明年即將科場拔萃所致！趙澤長心存疑惑地向周瞎子表示，桂森嬌生慣養又不

學無術，如何能夠登科及第？此時，周瞎子又以「凡是發科發甲的，有五件事，

念書是末了一件事。那五件事呢？第一是命，第二是運，第三是風水，第四是陰

功，第五是讀書」33的說法，說明桂森前四樣條件皆備，故即使書本不通，仍能功

成名就。此種全將個人運命交給流年運勢、風水陰騭的迷信之論，淋漓盡致地臨

摹了周瞎子狡獪行騙的臉孔。 

然而，真正讓周瞎子原形畢露的描寫，則要屬洪士人的慘境。洪士人在桂森

的滿月喜宴上，透過趙澤長的介紹而與周瞎子結識。那時的洪士人本為家境康富

之人，原欲前往上海發展事業，卻遭周瞎子阻礙。原來，周瞎子「斷定」洪必須

要敗落到「寸草不留」，才能夠達臻大富大貴之途，而洪卻因逢趙澤長老來得子的

                                                 
32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41 期，第二回，頁 4-5。 
33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44 期，第六回，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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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所影響，故不疑有他地相信周的命算之說，從而遊手好閒、坐吃山空。爾後，

洪士人遭逢小人訛詐、家產敗壞、妻子病亡的接連厄運。每臨厄運，洪士人便尋

求周瞎子的算卜，詎料周瞎子每次皆以祝賀之詞回應之；這是因為洪「必須」要

歷經重重災厄，才能夠否極泰來、富貴騰達。洪士人雖心中存疑，卻也都選擇相

信周瞎子之說，連帶地，趙澤長也為了不「阻擋」洪士人的富貴之路，故亦不搭

救洪的災厄。直到洪士人窮愁潦倒、淪為乞丐，又因妻子染患重病，不得已以前

來向趙澤長求助時，才幡然悔悟的歎道：「我是上了周瞎子的當。周瞎子說我一定

發橫財，我想既是總要發財，我又何必去謀幹別的事，所以這幾年統沒上緊，過

一年又一年，越弄越不像樣了」34，悔恨「上當」之說，已然表明洪士人因為相信

周瞎子的無稽之談，導致每下愈況的生命處境，同時也凸顯出周瞎子莫管他人的

騙子形象。 

  為了不阻礙洪士人的富貴之路，趙長澤自然不會協助他一臂之力。當洪士人

遭到趙長澤的婉拒，轉而向周瞎子尋求協助，希望能透過他的協助讓妻子的病情

好轉。沒想到周瞎子測字之後，僅以無法破解災厄為由，草草敷衍。無奈的洪士

人只得黯然離開。返家後，原本奄奄一息的妻子終於撒手人寰，洪士人發現除了

借貸而來的三吊幾百文錢之外，已經一無所有。於是又前來向周瞎子借貸，希望

能夠處理妻子的身後之事，然而周瞎子的反應卻是： 

 

周先生一聽，不覺得滿臉通紅，吱吱的半天，方纔掙出話來道：「我

一天到晚忙著一張老婆嘴，說東說西，弄了幾個大錢，只夠一家子吃喝，

那裏會有多餘錢借人哩？你可別怪我，你是另外要去想個法子纔好」35
 

 

從周瞎子拒絕洪士人的言詞觀之，正好清楚地說明其之騙子嘴臉，天花亂墜地信

口雌黃，為的僅是餬口溫飽的誆騙技倆罷了！此時的洪士人雖後悔莫及，但卻無

有反擊之力。回到家中，洪士人只得用藏在妻子死屍下的三吊幾百錢，準備料理

後事。未料屋漏偏逢連夜雨，死屍下的錢財卻遭樑上君子的光顧，不翼而飛。將

妻子草率掩埋之後，洪士人便開始沿街乞討的生活。困窮愁苦的洪士人因貧病纏

身，不得已又來向周瞎子求助，而周瞎子卻叫其他叫化子將洪士人痛打一頓、驅

                                                 
34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43 期，第五回，頁 1。 
35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43 期，第五回，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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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出門。末了，憂憤交加的洪士人拿了利刃，親手將這個貽害一生的周瞎子送上

西天。 

  綜上觀之，在迷信的盲昧中趙澤長雖幸得「眷戀」而「老來得子」，但是最後

卻讓這個不肖子敗光田產，最後導致家破人亡、氣絕身亡的下場；洪士人原本可

以安居樂業、平穩過活，然而卻選擇浮雲富貴的嚮往，誤信誑語導致千金散盡、

潦倒終身，甚至成為殺人兇手，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們自己誤信周瞎子瞞天過

海的騙術而致。36換言之，其實是他們將自己的命運推向不可挽回的絕境，並非是

與生俱來的命毒所致！而周瞎子之所以能順利的誆騙行詐，其所憑藉的正是他們

崇尚迷信的愚昧，以及好逸惡勞的貪婪意念。 

  除了馬半仙和周瞎子之外，出現在《玉佛緣》（1905）的「魯半仙」，也是一個

形象生動的江湖騙徒。《玉佛緣》裡的「錢子玉」本不是篤信宗教的讀書人，然卻

在攜眷赴任「武昌鹽法道」的途中遇劫而存，才開始改變對宗教神秘力量的看法。

由於鹽道缺的工作簡單卻俸祿優渥，所以錢子玉便與京裏的師長同儕遊宴來往。

此間，傳出子玉將晉陞臬臺的傳言，而此小道消息恰被魯半仙打聽得知；再加上

魯半仙又探知，錢子玉先前逢遇「天妃娘娘」搭救，免於船沉魚腹後，便開始迷

信宗教的經歷，於是便前來行騙錢子玉。錢子玉原本不信，但是當他確定陞上臬

臺的消息傳來後，子玉就把魯半仙養在衙門裏，甚是信他。 

  可是「好景不常」，當魯半仙「冒充懂得看甚陽宅，說這臬臺門上房的對面一

堵牆不好，擋住了南方的旺氣」37，所以錢子玉立刻請工匠拆掉這片牆。沒想到，

拆牆後不到三天，錢妻立即患病，急得錢子玉八方尋醫，卻都未見起色；甚至請

來鸞乩除魔袪妖、請測字先生開立神妙藥方，以及聽從女巫的建議，到佛堂焚香

祝禱、四處齋僧，最後卻仍無法挽回錢妻的寶貴生命。喪妻之痛的悲憤，以及旁

人訴說著拆牆之害，導致錢子玉辭退了魯半仙，而使其無法繼續行騙，只得浪跡

天涯。 

  魯半仙當然不是具有神妙力量的「半仙」，而只是名落拓書生：「本是世代書

香，他到湖北覓館，同鄉不肯招呼，因而流落省城，只得在黃鶴樓上擺個相命桌

                                                 
36

 誠如賴芳伶於闡釋《瞎騙奇聞》的江湖術士時曾說道：「若去掉小說藝術誇張的成分，應該是很

寫實的社會面向。作者意欲推翻民間定命論的命運觀，鼓勵人們轉移生命的焦點在人事的努力上，

免得過茫昧昏暗的一生。」請參閱賴芳伶：《清末小說與社會政治變遷（1895-1911）》（臺北：大安，

1994），頁 299。 
37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54 期，第三回，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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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38。為謀生計，他只得靠著幾部「麻衣相法」與心思活變的伶俐口才，口若懸

河地行騙詐欺。由於察言觀色的功夫了得，所以盛名漸蔓、生意極好，甚至高調

的掛上「魯半仙揣骨神相」的招牌。其實，除了機靈的臨場反應外，魯半仙「神

算」的基礎，正是仰賴他所收授的幾名「徒弟」。那些徒弟正是魯半仙營生的最重

要工具： 

 

是不叫他學相法的，只要他四路八方打聽，哪裏來了闊老官，他是

怎樣出身，將要營幹甚事？哪裏來了個讀書人，他是一榜或兩榜，是否

來覓館的，或是打抽豐的？官場裏有些升遷調降，委缺委差的消息，都

要探聽詳細來報。每月給他徒弟若干錢，都是半仙相金裏面多餘下來的。

耳報神多了，生意分外好。39
 

 

亦即，魯半仙能夠鐵口直斷、聲名遠颺，憑藉的當然不是陰陽風水、摸骨揣算或

測字指迷的神通廣大。相反地，魯半仙是透過學徒四方探索小道消息的「包打聽」

為基礎，再以「神機妙算」的輔助型態，施行看似精準無誤的預測騙術。而最後

遭到錢子玉驅逐的結果，正是其誆騙世人的最終正義。 

  透過這些「半仙們」的形象梳理，一方面說明晚清社會瀰漫神秘卜算的風尚

之外，同時也看到小說作者是如何洞察社會百態，並揭櫫這些江湖騙子利用方術

的名義，實行巧詐狡猾的騙術，從而見證「騙文化」的存有與橫流，當然亦可從

這些人物形象，窺伺文學晚清小說所呈顯出的社會動態。 

 

參、宗教騙子的人物形象 

宗教騙徒雖與江湖騙子相類，皆以神秘難解、無法直接知曉的吉凶禍福，作

為欺騙愚民的基本方式。然兩者的差異，乃在於宗教騙徒具有「出世」的宗教神

職身分；故其騙術的施展，便與江湖騙子的行方郎中不盡相同。其訴諸於託夢、

符籙、玉佛出土、驅魔儀式的騙術施行，而不同於命算、測字、陰陽風水等江湖

騙術的矇騙面相。40 

                                                 
38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53 期，第二回，頁 2。 
39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53 期，第二回，頁 2。 
40

 法國十八世紀唯物主義思想家梅葉（1664-1729）曾在《遺書》中說道：「任何宗教儀式，任何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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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側重女權伸張的《黃繡球》（1905），於第十三回出現了「迷覺庵」的兩位

尼姑，這尼姑正是以神秘難解的宗教力量，作為對婦女施行騙術的重要典型。她

們為了寺院的營生，故對鄉民婦女施展騙術，這對於堅決衝決迷信網羅的「黃繡

球」來說，是不得不揭穿剷除的社會毒瘤。這兩位尼姑對前來迷覺庵的黃繡球指

稱，曾在普陀山下寄住的人家中，發生了難以置信的「神蹟」。原來，善心收留她

們的人家有點私產，為了讓她們家的兩位孫子，能夠進個黌門秀才再接連登個金

榜題名，所以行善布施，只求能完成心願。當兩尼姑聽到此番經歷後，便對家人

中的老太太表示，觀音娘娘早已暗中憐惜此家人，故託夢尼姑轉達老太太，希望

她能「捐些錢到書院裏去，說是花園裡要養樹木，書院裏要養人才，人才養得多

就可以出秀才」41，而老太太依照指示行事後，果然兩位孫相公及第秀才。尼姑向

黃繡球說明此事的目的，正是希望透過觀音娘娘託夢顯聖的神諭，企圖矇騙黃繡

球，好讓黃繡球能夠出錢資助迷覺庵的營生。兩人誤以為黃繡球是「大善人」而

態度殷勤奉承的描繪，恰可為事跡敗露的結果，奠下栩栩如生的騙子形象基礎。 

積極廓清迷信歪風的黃繡球，本來就為「修理」尼姑而來，因此，當尼姑言

之鑿鑿地言秘論玄，正巧給了黃繡球「下手」的機會。她趁此語絮反向尼姑指稱，

昨夜所夢之夢要比尼姑更為神玅。黃繡球表示，觀音娘娘託夢與她，談及老尼姑

下輩子會投胎娼妓之家，以贖今世吃遍八方、雖無建樹卻亦無破壞的罪愆，成為

一個既受苦又享樂的妓女；並指示老尼姑時日不多，還是早早離開菩薩身邊，以

免繼續造孽之說。此話一出，立即將兩位尼姑嚇得面色如土並嚎啕大哭起來。 

顯見，這個黃繡球向壁虛造的荒唐夢境，正是用以戳穿尼姑謊言騙術的手段

技巧，而尼姑的放聲大哭，不啻說明了她們欺騙世人的最佳證明。因為，鎮日與

菩薩、觀音娘娘為伍的尼姑，怎會讓一介婦女預先知道神祇的指示呢？易言之，

尼姑「或許」根本就沒有與神祇接觸的靈感；而託夢神諭的說詞，僅僅是她們藉

以詐騙謀財的騙術工具罷了！在《新淚珠緣》（1908）第二回中，亦出現了秀才「萬

時通」嘲笑大覺寺的和尚時說道：「我早講過，你們作和尚的，便和作妓女一個模

樣，碰著人各各都是大護法，恩相好，其實連姓名也不問得，便是問了，也馬上

                                                                                                                                               
神行為都是迷誤、舞弊、錯覺、欺騙和奸詐行為。所有利用上帝和諸神名義以及利用他們的生威發

佈的規則和命令都不外是人捏造出來的東西。」中西文化雖有差異，然針對騙徒利用宗教名義行騙

他人之現象，卻有異曲同工之思亦可供參照對應。轉引自林其泉：《騙文化》，頁 97。 
41

 請參閱《新小說》，第 2 年第 7 號，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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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42。此段譏諷之說，一方面嘲弄大覺寺大量湧入「獻金」之故，乃因杭州要

開鐵路將損毀鄉民的祖墳風水，而只有大覺寺能力保坟塚的謠言，讓大覺寺營收

豐潤的欺瞞之外，另一方面也大大譏誚了和尚唯利是圖、見錢眼開的尚利特質。

而將神職人員（和尚、尼姑）與妓女形象的相互連結，形成饒富趣味的文學呈現，

同時亦鞭撻的晚清崇尚迷信的風俗習慣。 

《玉佛緣》（1905）中「戒珠庵」的老尼姑，即是一個見錢眼開的宗教騙子。

當尼姑得知錢貢生的妻子周氏亟欲求神生子的消息後，便「自告奮勇」前來錢家，

建議周氏可以至「南海」求請一尊「送子觀音」回來供奉，並對其細數南海送子

觀音的非凡神蹟。正當周氏對三十錢盤纏的費用忖度不已時，早已看穿她心思的

老尼姑便說：「太太不須過慮，老尼省些用，回來算帳，大約止少有二十塊錢的譜

子，也就夠了」43，周氏則只願出價十塊錢，且邊說邊拿出錢。老尼姑一看到白花

花的十塊錢，「不覺笑逐顏開，雙手來接道：『太太這般誠心，老尼只得辛苦一趟』」

44。從原先預計的三十錢道後來「成交」的十塊錢，我們已然看到詐欺逐利的騙子

形象，再加上洞察人心之縝密心思的映襯，老尼姑以宗教人士身分，透過神秘無

邊的未知力量，企圖矇騙愚昧信徒的行為，儼然一副狡詐騙子的模樣。 

  除了戒珠庵的老尼姑之外，第三回首次登場的「了凡和尚」，更是宗教騙子的

典型人物。錢子玉之妻崇尚迷信的風聲，早已是眾人皆知的消息，「蘇州幾個大寺

院，都曉得撫臺的太太信佛，便有理無理的想出許多法子來，沾取幾文……這風

聲傳到杭州城裏，就有些遊方道僧，起了念頭，想鑽營這位撫臺太太的路子，只

恨沒有名目」45。因此，聽聞此一消息，了凡和尚便準備設下騙局，企圖展開「定

叫他入我的圈套」46的訛詐。了凡和尚進入佛門的機緣，是因為他十五歲時患病，

其母周氏帶他到天竺寺進香祈求時遇見一名老和尚，和尚謂其至多活命到十九

歲，且建議將阿五（了凡之俗名）寄養寓居天竺寺，或能保住長壽。周氏忖度再

三，最後決定依從老和尚建言，並變賣家產搬遷到天竺寺附近。爾後，周氏病亡，

無路可去的阿五只得拜求和尚代為剃度皈依，取名了凡，展開雲遊四方的托缽生

涯。待他回到天竺寺時，恰值老和尚圓寂，其遺命便叫了凡做了住持。而生性浮

                                                 
42

 請參閱《月月小說》，第 19 號，頁 16。 
43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53 期，第一回，頁 2。 
44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53 期，第一回，頁 2。 
45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53 期，第三回，頁 3。 
46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53 期，第三回，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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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輕佻、喜獵女色的了凡，雖竊喜舒服無憂的生活，然卻無法服膺嚴格的齋法誡

律，故暗中計畫自創寺院，方好自由自在的生活。於是，錢子玉之妻的「聲名」，

恰恰成為了凡和尚行騙的絕佳對象。 

  四至六回中，了凡和尚先買通錢子玉的乳母李氏為中介，不僅順利結識錢妻，

向她誇炫玉佛靈驗的神妙情事，同時亦暗中買通錢妻臥房背後的鄰近廚房的一條

路。爾後每天清晨，了凡和尚便進來敲響木魚之聲，製造神秘。錢妻疑惑不解，

便問之李氏，李氏則表示，了凡和尚曾告知玉佛和錢子玉具有慧緣，希望募化十

萬兩銀以替玉佛蓋造廟宇，而木魚聲響便是玉佛顯靈之兆。錢妻原本不信，但此

時錢子玉碰巧遇疾，正好給錢妻相信玉佛降臨一事的機會，遂逐步落入了凡所設

之陷阱。果然，在了凡和尚伶俐口齒的搬弄神鬼之說後，錢子玉夫婦便答應捐賑

財帛以俾助「無量寺」之造建；同時，錢子玉也花費不貲的舉行一場聲勢浩大的

迎佛賽會，而了凡和尚也順理成章的成為各方崇仰的神通住持。 

  憑藉著非凡聲望，了凡不僅過著衣食無虞的優渥生活，就連魚水之歡的肉慾

生活，亦在宗教祕力的包裹之下，予取予求。許多愚昧無知婦女都成為盲目信教

的受害者。第六、七回則以「嚴氏」的遭遇，作為揭穿了凡騙色行徑的重要線索。

原來，嚴氏為了罹患重病的丈夫前來向了凡和尚尋求協助，而了凡卻以神賜「仙

水」為由，故意拖延時間，導致嚴氏無法即時返家，反而逐步落入了凡預設的圈

套。夜宿寺院的嚴氏遭受到了凡侵犯身體的威脅，了凡和尚聲口言道：「你既立志

受戒，怎麼不依我的規矩」47之說，企圖讓嚴氏就範。而嚴氏卻委屈哭答：「這個

規矩，我寧死不受」以抗拒了凡和尚的魔爪。此番對話恰遭「陳子虛」聽聞，故

陳子虛挺身而出，出手相救，並讓嚴氏順利脫逃。了凡和尚眼見嚴氏脫逃，再加

上陳子虛向錢子玉說明其之惡劣行徑，心知牢獄之災的威脅以及無法再取騙杭州

的境遇，所以「便把寺裏藏的幾個女眷一齊打發出去，又告誡了僧眾一番，挾了

重貲，連夜入都」48亡命而去。研究者指出： 

 

中國的寺觀，可以說是「處處有靈蹟」，因為，即使沒有，也會人為

地製造出來。方法有很多，編些神奇故事，以聳人聽聞；埋些古時碑版，

再當眾掘出，冒充神物；或者灑些糖水，假說是甘露；或者請來些「高

                                                 
47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56 期，第六回，頁 3。 
48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57 期，第七回，頁 3。 



解讀晚清小說中的「騙子」形象 

 20 

人」，吹噓他們為「神仙」、「大師」；或者乾脆扮神佛顯靈，搞得人神魂

顛倒。如果弄到好處，一些無賴騙子各有分項，一旦騙術敗露，可以換

一個地方繼續行騙。49
 

 

可見，了凡和尚捏造出錢子玉與玉佛之間的深切因緣，不僅順利地讓自己騙取錢

財以創建佛寺，同時更藉由錢子玉位高言重的社會地位，使這座「無量寺」法名

蒸騰，並能夠肆無忌憚的施行宗教騙術。原本應是普渡眾生、清心寡慾的佛教和

尚，卻變身成為詐財騙色的無恥之徒；一旦行騙舉措遭致揭露，便聞風逃夭、遠

走他方的行徑，更成為了凡和尚這名宗教騙子形象的絕佳註解。 

《掃迷帚》（1905）中更出現許多宗教騙子的生動人物。在第六回中，一名紈

袴子弟「某甲」因赴金陵鄉試而與妓女狎昵囓臂，樂不思蜀、數月不歸。留在故

鄉的母親與新婚之妻為此怨懟愀然，因而商請自稱具有秘術之能的僧侶用術離間

之，而「僧初有難色，及賂以重資，始許一試」50。此僧則「索一紅綾餅，呵氣於

背。又索小布袋一，口中唸唸有詞」51，並以一針藏於其中，交待將此餅吃下，妓

女則會由美轉醜，致使某甲即與其分離且不能復合。如獲至寶的某甲之母，便疾

書要某甲返鄉，並對某甲說道，此餅內有毒藥，若妓女願意食之，則可證其真心。

某甲之母原以為自己設下無所脫逃的網羅，會讓妓女陷落進退維谷且必無遁逃的

輸局困境（因為食餅則分離，不食餅則見其虛矯誆騙）。詎料妓女卻先從某甲那裡

騙取食餅的金錢，又因食餅後的安若平常，遂導致兩人的情愛更加濃密，而造成

某甲偕妓買棹返家。某甲之母與妻見之懊惱不已，急欲向僧侶討回公道，誰之僧

侶早已杳然遠去、不知去向。 

第七回則出現一名叫做「陸道基」的赤貧男子，因年逾不惑再加上鰥居無偶，

故商請一名熟稔的女巫，為其尋覓佳偶。女巫受其委託囑咐後，開始物色誘騙對

象。某日，女巫見一青年孀婦，風姿綽約、家業亦饒，故驅前攀談並且屈指將八

字一掄，佯裝「娘子不出百日，將有災難」52的厄運告知；該婦果受驚嚇，急急向

其詢問消災之道。眼見上鉤愚魚，女巫便不急不徐的向孀婦解說消災之法，即是

要她尋覓一名陸姓男子醮之，必可保無恙。孀婦接著探問將如何巧遇陸姓男子，

                                                 
49

 請參閱韓鵬杰、朱金萍著：《中國古代江湖騙子和騙術》，頁 37-38。 
50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45 期，第六回，頁 9。 
51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45 期，第六回，頁 9。 
52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45 期，第七回，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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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則誇其神算，指稱某日清晨起扃開扉之時，若見一男子走過，即可問其姓氏，

若其姓陸，即是破解災厄的命中救星。隨後，女巫便將此事告知陸道基，陸依言

如期而行，果然與孀婦契合「巧遇」，結成夫妻。此回中，還有另外一名女巫於寺

廟前擺置攤肆，專以測字拆字行騙婦女，告知其定要與某男子交合，方可順利達

成「求子」心願；而婦女鼓舞歡欣而去的結果，卻顯示出女巫與某男子的騙術隱

情。由此徵之，女巫與共謀一同設下誘騙婦女的計謀，引誘無知婦女的上當失節，

然使惡計得以遂行的因素，正是宗教玄秘的未知力量所致。 

第十回中，出現一個自稱能夠白日見鬼的道士「某乙」，對紹興鎮民說道：「某

家焚斃諸鬼，我日見之，焦渴殊甚，行將為禍。若每夜設水缸數具，滿存清水，

再用淨麻油十餘斤浮於水面，以供諸鬼之飲，便可安寧無事，否則降禍不淺」53，

鎮民聞之惶懼而言聽計從。某個夜晚，該鎮有一婦女晚歸，卻在歸家途中窺見那

名自稱能夠白日見鬼的某乙，適在水缸旁邊汲取麻油，因此，假鬼神之說而實行

偷油之計的「鬼話」自然敗露，自謂能夠神通鬼神的騙子形象亦躍然紙上。 

此外，十四回還出現「陶宗王」這個煽惑愚民、招搖撞騙道士。他自稱是知

曉陰司諸事又可書符療病的法師，透過香火符籙與設壇誦經的宗教行為，四處行

騙鄉民。動輒以建醮法會為由進行詐騙，殆及非法之財到手後，便草率以「你家

沒積陰德，不能挽回」或「前世冤愆，今生罪孽」等說詞欺騙愚民。 

陶宗王騙術的方式品類，除了建醮祈禱之外，飲食符籙更是詐欺的技倆之一。

他曾焚燃符咒，並雜入糞汁要病人服用，沒想到病患喝下之後，立即身絕，而事

後陶宗王仍向病患家人索取酬勞。陶宗王又曾以驅捉鬼怪的騙術，欺瞞患有癲疾

的病患及其家人，說其遇祟見魅而設壇誦經，佯裝驅魔儀式。他的騙術是以熾炭

潑醋，並且強迫病者嗅聞這惡臭；病患觸此惡氣，從而產生「畏縮欲逃，旁人看

著，以為果然有鬼，因道士要拿捉他，所以懼怕」54的瞞天過海之象。如此反覆後，

陶宗王則「用小瓶，書符封口，埋在屋角」55，宣稱「謂所捉之鬼在此」56的無邊

法力。從陶宗王施行的方術看來，無論是設壇誦經的建醮法會、書符寫籙、甚至

是驅魔袪魅的高深神力，說穿了，其實都是掩人耳目的精明騙術。陶宗主的人物

形象則顯現出，攫取人在患病或際遇不遂時的軟弱盲點，假藉宗教濟世之名，裝

                                                 
53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47 期，第十回，頁 15。 
54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49 期，第十四回，頁 20。 
55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49 期，第十四回，頁 20。 
56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 49 期，第十四回，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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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弄鬼地運用高明騙術恣意行騙，以達牟取私利的卑劣行徑。57 

 

肆、官場騙子的人物形象 

誠如前述，此處的「官場騙子」指的是遊走官場的文化敗類，其並不具備官

職身分，而是憑藉著了解官場機制之運作所行騙的讀書人。在《九命奇冤》第六

回登場的「區爵興」，明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官場騙子。當凌貴興為了妨礙風水的

石室而與梁天來一家產生齟齬爭執，進而引來梁家決定告官解決之際，區爵興便

以行詐於官場的騙子形象出現左右。區爵興乃是凌貴興的表叔，其「本是一個斯

文敗類，坐了一間蒙館，教了幾個蒙童度日，平時專好結交地保、衙役唆擾訟事，

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又略略能料點事，凌貴興等便推服他足智多謀，上他一個

徽號叫做賽諸葛」58；從區爵興的行徑看來，其利用本身學識的基礎，透過阿諛夤

緣的手段，悠遊穿梭於黑幕重重、利益勾結的污穢官場，以及惡霸凌貴興茫昧地

尋求脫罪機會的間隙中，藉以牟取個人不法利益的形象，正是官場騙子的清晰典

範。 

  例如第十回中，凌貴興的妹妹「桂仙」以死諫的方式，企圖規勸凌貴興不可

再泯滅良心地迫害梁家，而造成了「陳廣澤」前來凌家議論公道。原來桂仙已經

許配陳廣澤之子，準備成為陳家媳婦；然桂仙的自縊身亡，便使陳廣澤無法獲致

良媳。於是，在區爵興的「斡旋調節」下，凌貴興願以二千兩銀子的代價與陳家

達成和解，而區卻中飽私囊了五百兩的費用。十一、十二回裡繼桂仙辭世後，凌

貴興的妻子何氏也以吞食鴉片煙的自殺方式，表達對於丈夫劣行惡狀的羞愧。此

舉亦引來凌貴興岳丈「何達安」的興師問罪，雙方齗齗爭辯、拳腳相向之際，區

爵興又再次出現，並且企圖訛詐雙方。何達安原本欲藉訴諸公堂的方式追討公道，

然區爵興卻以何氏服食鴉片而不見外傷的現象，未必可以保證何達安絕對勝訴的

情形；同時又指出，即便何氏被仵作查驗出服鴉片煙而自盡的實情，公堂判案「只

怕沒有斷令賠償恤銀給丈人具領的道理」59為由，說服何達安不可落得藉屍詐錢的

                                                 
57

 關於宗教人士設局行騙的小說描寫，其實於明清時代已盛行，例如明張應俞的《杜騙新書》已

有所著墨，其中「僧道騙」、「煉丹騙」、「法術騙」等宗教敗類施行的騙術，與晚清小說中的宗教騙

子形象，若合符節。因此，如何建構宗教騙徒在文學史上的表現譜系，當是未來可以加以努力開拓

之處。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供之寶貴建議。 
58

 請參閱《新小說》，第 2 年第 2 號，頁 41-42。 
59

 請參閱《新小說》，第 2 年第 3 號，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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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藉名聲。聽聞區爵興的誇誇言論後，何達安只得手足無措地央求其代為和事解

決，因此，區爵興便向凌貴興表示，何達安願以二千多兩的代價，和解愛女身亡

於凌家之事。此錢財的分配在區爵興的規劃中，是何達安索求一千兩的「止淚銀」，

當時伴隨何達安而來的大叔「達先」要五百，其餘手下廿四人，一人五十，總費

二千七百兩。然而，當區爵興從凌貴興手中拿到錢銀後，只將一千兩交給何達安，

其餘一千七百兩皆落入他的囊袋，「還落得兩邊都感謝他」60的兩全其美！ 

從上述兩段情節看來，區爵興憑其辯才無礙的伶俐口齒，以及深入官場機制

運作的掌握，成功的矇騙眾人且詐取為數眾多的不義之財，呈現滑溜狡獪的騙子

臉孔。而必須注意的是，區爵興的騙術既非通過命算相面的江湖技倆，亦非假託

宗教的鬼神之說，其憑藉的恰是透過對官場文化的瞭若指掌，以作為施展詐欺的

根本基礎。換言之，區爵興藉由市井小民對於官場運作的一無所知，及自己身為

蒙館教席所具備的文化資本為據，進行卑劣無恥、兩方牟利的語言騙術，其目的

當然也只有私囊中飽的唯一企圖。而區爵興這般的詐欺模式，亦伴隨著梁天來一

路告官、凌貴興一路行賄的情節重複出現，而其官場騙子的形象，自然也活靈活

現的呈現在《九命奇冤》當中。 

《黃繡球》（1905）出現的「黃禍」亦是一個相當明顯的官場騙子。第五回中，

黃繡球因為「放天足」而身繫囹圄，並遭到官媒規勸以獻媚作為脫困良方之時，

黃禍便首次於《黃繡球》登場。黃禍雖為黃繡球的遠族，卻是一個「生平恃著衣

頂，結交官役，灌行挾制於人」61的不良分子，「惟利是圖，無惡不作；雖是世傳

仕宦，本身也讀過幾年死書。年輕時便不習上流，胥利公差，無不結納，凡事一

到他手，無不闖禍遭殃」62的形象描摹，早已鮮明拈出斯文敗類的騙子身影。黃繡

球深知黃禍與衙役公差的關係，因此，決定利用黃禍來解決牢獄之災；黃禍亦冀

圖從中獲得私利，故前來與繡球會面，並由繡球請之與黃通理見面，共商脫困計

謀。於是乎透過黃禍，黃繡球藉行賄官媒而獲得返家機會，且得以與丈夫商討出

對策：即以二百銀疏通貪利的黃禍，好讓他能夠打理官衙上下的通關，襄助黃繡

球利解套脫身。 

不僅如此，黃通理因為聽聞朝廷準備透過科舉而開辦學堂情事，於是決定投

                                                 
60

 請參閱《新小說》，第 2 年第 3 號，頁 50。 
61

 請參閱《新小說》，第 2 年第 4 號，頁 93。 
62

 請參閱《新小說》，第 2 年第 4 號，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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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向來輕蔑的應課科場。第八回中，榜單揭曉，黃通理與黃禍同列備取，所以自

恃與官場關係匪淺的黃禍，便又悄然的出現在黃通理住處。黃禍出現的原因，正

是要黃通理一起共赴考場，領取「賓興費」之資：「向來決科沒有備取名目，這必

因我們做的兩本，本在不取之列，又因是決科，一榜盡賜及第，故附在後頭，這

賓興費，總可以領得到手。我們只要去下場中出舉來，管他備取不備取。」63從寥

寥數語便可窺見黃禍唯利是圖的騙子形象，他在意的並不是揚名科場以報效國家

的君子賢德，反是汲汲於鑽營財貲利益。黃禍為了顯現自己對官場通路的暢行無

阻，便對黃通理說道：「我與禮房相熟，我去把你我的即刻領他出來，看是何批語」

64，企圖說服他前往領取賓興費。面對如此情境，黃通理顯得焦煩不耐，因為他傷

神的是功名未取，殊不知如何施展開辦學堂的凌霄壯志；反觀黃禍，只是注目於

攫取私利的嘴臉，更教他心生厭煩。而「神通廣大」的黃禍，果然將刻印的試卷

帶來品頭論足一番，惹得黃通理只得敷衍的說：「我那賓興費，一定歸你去領」65的

打發之詞，這亦使得黃禍眉開眼笑，欣然獲致一宗外快！以這兩段情節觀之，除

了窺見中國官場固陋的積習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黃禍竟能游移其間，並從其

中昧心取利的騙子形象。 

另外，一批假藉維新之名，暗中施行五鬼運財的詐騙之術，以獲致個人私利

的假維新分子，也都可以視之為行騙官場的文化敗類。例如《文明小史》66（1903）

中的「瞿先生」以開設女學堂為名，對「王濟川」施行的騙術技倆、「王毓生」以

販賣維新書籍謀取暴利、「張寶瓚」從興建學堂過程中，損公自肥的描寫；67《學

究新談》68（1905）中以「曾經」是秀才老爺的身分，敲詐市井百姓；〈學究談教育〉

69（1907）中，以移花接木的方式，打著新式教育名號，卻實見傳統學術教授的老

學究；《市聲》70（1905）中「錢伯廉」、「汪步青」、「尚小棠」等寡廉鮮恥之徒，亦

藉由振興實業的關目，趁機詐騙實業家推行救國的寶貴財貲，這些騙子如同與《九

命奇冤》中的區爵興、《黃繡球》黃禍一般，屬於具備文化資本的官場騙子。 

                                                 
63

 請參閱《新小說》，第 2 年第 4 號，頁 133。 
64

 請參閱《新小說》，第 2 年第 4 號，頁 133。 
65

 請參閱《新小說》，第 2 年第 4 號，頁 134。 
66

 刊載於《繡像小說》第 1 至 56 號。 
67

 關於《文明小史》中「維新人物」之論析，可參閱周宰嬉：〈文明小史的主題和人物類型〉，收

於林明德編：《晚清小說研究》，頁 459-472。 
68

 刊載於《繡像小說》第 47 至 72 號。 
69

 刊載於《月月小說》第 12 號。 
70

 刊載於《繡像小說》第 43 至 7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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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這些人物都是具有傳統文化中讀書人的來歷背景，同樣也具備熟

悉官場運作機制（刑事訴訟、公共工程建造規範）的特質，這些條件自然成為他

們蒙蔽上層、欺詐下流的工具與途徑。質言之，他們各自秉承傳統文化體系所賦

予的權力，卻大開損公利己的方便之門；游刃於社會間不同階層，憑藉其信口雌

黃的無礙辯才及遊說之舌，大飽非法之財於私囊，從而形成面目可憎的斯文敗類、

官場騙徒。 

  當然，晚清社會除了江湖、宗教與官場騙子之外，一些不具有上述特性，卻

也依然行騙於世的升斗小民，亦鮮明生動地出現在小說之中。例如《負曝閒談》71

（1903）廿三回中出現的「桐益吾」，某天提著「百靈鳥」上街，看見一名老者便

心生「這是糟豆腐，好訛他一訛了」72的卑劣念頭。於是他便故意與老者碰撞，並

藉口要脅老者必須賠償他因受驚嚇而脫逃的百靈鳥。在桐益吾及其黨羽的裝腔威

脅，與表明告官尋求解決的狀態下，老者只得順從的賠償他六十兩才得以了事。

待桐益吾回到家中，「剛才在外面飛掉的那隻百靈鳥，好好的在那裡啄小米子吃

了。原來他是養家的，常常借此訛人的。」73從此情節一方面看出民懼官場的普遍

心態外，更可以看出桐益吾如何利用百姓的心理盲點，以及豢養家寵所綜合施行

的騙術。《發財秘訣》74（1907）中，從事看管賭場門房的「花雪畦」，利用賭館詐

賭的方式，先將賭客的錢財掏空，接著便誘騙賭客選擇遠遁避債的方法，並且「熱

心」的借貸旅費給賭客。賭客起先心存感激，待離開賭館之後，方知自己誤入圈

套，成為拐賣豬仔的人口販賣集團的受害者。花雪畦實施此種「拐騙」青壯年的

騙術，亦時見於晚清社會當中。75而《親鑑》76（1907）中的「我見憐」本是「符慈

仁」兒子「玉佛」的乳母，眼見玉佛的親姐「玉芝」日漸成長，並成為阻礙她獲

得主人垂青信任的絆腳石時，便利用讒言先構陷玉芝，導致玉芝遭父親驅逐成為

王舉人家的童養媳。最後，當我見憐取得符家上下的完全信賴後，又與洪東一起

捲財離去、遠走高飛，從而讓符家陷入不堪的境地。可見，桐益吾、花雪畦及我

                                                 
71

 刊載於《繡像小說》第 6 至 41 號。 
72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二十三回，頁 3。 
73

 請參閱《繡像小說》，第二十三回，頁 3。 
74

 刊載於《月月小說》第 11 至 14 號。 
75

 所謂「拐騙」即「騙子以各種手段欺騙、拐賣婦女兒童，借機攫取非法暴利。這實際上是一種

販賣人口的非法勾當」，又「在近代中國，販賣華工出洋是一樁可以獲得暴利的買賣，俗稱『販豬

仔』。內地百姓被拐騙出洋，販賣為奴，從事一切苦役，過著豬狗一般的生活，因而被稱為『豬仔』」，

見張艷國、任放、劉保昌著：《騙子的歷史》，頁 112、115。 
76

 刊載於《小說林》第 5 至 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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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憐等人，雖不具有傳統文化下的權力特質，然其精明騙術與狡獪騙徒的形象，

當可與江湖、宗教與官場騙子之人物形象相互對照，生動地呈現晚清騙術橫流的

社會現象。 

 

伍、結語 

    無可否認，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無疑是小說最重要的文學價值所在；而如

果人物形象之描寫，偏離與時代文化的緊密聯繫，或將社會因素從人物分析中抽

離，那麼，小說人物形象之描寫，將失去基本立根之地。李桂奎試圖建構中國化

的「寫人學」時說道：「在現實生活中，任何人的角色扮演總是要受到傳統文化的

影響，受到社會與文化的制約，文學人物塑造大都包含期待闡釋的文化底蘊，隱

藏著耐人尋味的社會因子……社會角色被投影到小說之鏡後就自然成為小說角

色。這樣，戲劇角色、社會角色、小說角色之間的內在互動關係為我們探討中國

古代小說的寫人技巧提供了理論依據。」77因此，總的來說，透過縷析晚清小說中

的各類騙子形象，不僅使讀者更加貼近晚清社會的生活風貌，同時也可窺察在強

調求新求變、追求進步的晚清社會中，傳統文化影響地根深蒂固。這些騙子人物

的塑造，或許可視為小說創作者觀察勾勒社會現象的重要筆觸，因此，這些騙子

形象的意義，無疑是闡釋晚清社會風貌之呈顯。江湖騙子與宗教騙徒固然指出了

傳統迷信宿疾的荼毒，然而，遊走於官場與市井間的官場騙子，卻也隱約透顯出

與傳統騙文化相互對應的共相，由此可以尋繹出小說創作者回應時代社會的重要

體現。 

    論者談及近代晚清的騙文化時說道：「時代大背景既然如此無序，政治、社會

生活的規範與秩序也便無從談起。列強入侵，綱紀混亂，更給了行騙者以『混水

摸魚』的大好時機。」78的確，我們從江湖、宗教與官場騙子的人物形象看來，飄

搖欲墜、震盪不安的晚清社會，確實提供各種類型的騙子施騙的重要空間。反過

來說，這些騙子人物的存在，恰可與「官吏」的人物塑形遙相呼應，從而勾勒擘

畫晚清社會大行其道的「騙的世界」。巴赫金曾在分析小說時空型中的「騙子小說」

時，認為騙子存在的意義在於「揭露陋習與整個現存制度的因素得到了顯著的加

                                                 
77

 請參閱李桂奎：《中國小說寫人學》，（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頁 8-9。 
78

 見張艷國、任放、劉保昌著：《騙子的歷史》，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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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79而如此視角亦適切地提供我們，聯繫小說世界與晚清現實之間的參照橋樑，

並從其中體現深刻的社會意義。因此，騙子人物的形象與思維，不僅僅是流於譴

責謾罵、嘻笑諷刺的文學意義；或許更深一層來說，各類騙子的存在，恰是揭露

某種社會生活的思考真理與唏噓喟歎。是以，透過這些騙子人物的觀照縷析，可

以窺伺積極求變追新的晚清社會，卻依舊頑強地存在著傳統思維的「騙文化」社

會現象。質言之，藉由鏤刻傳統騙子的人物形象，小說作者企圖暴露傳統文化宿

疾的根深蒂固，並傳達隱藏於笑鬧諷刺的騙子人物形象中的，更為深刻的社會關

切與文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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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巴赫金著、白春仁、曉河譯：《小說理論》，（石家莊：河北教育，1998），頁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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