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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三國時代各地軍事勢力蜂起，各種社會和政治的矛盾，提供
文學創作者很好的取材來源。元末明初的羅貫中，以劉備政治集團
為敘事主體，兼雜講論漢末黃巾之亂到三國一統的歷史故事，成就
中華文學小說史上不凡的一頁。羅書「三國演義」所創造的神化人
物「關羽」
，因其「義絕」形象，歷來為後人所讚譽，其行止品誼，
多有與本校教育核心價值「國家」
、
「正義」
、
「榮譽」暗合之處。今
試系統歸納之，以做為本校學生品德教育方面的參考。
關鍵詞：
關鍵詞：關公、警大核心價值、義絕、通識教育、關帝信仰
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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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明代以來關羽形象的質變
參、
「三國演義」成書前藝文作品對關羽形象的提升
肆、
「三國演義」中關羽的一生
伍、
「三國演義」中的關羽「義絕」形象
陸、關羽形象對警大學生品德教育的借鑒意義
柒、結論：關羽的「清」、「勤」
、「慎」

壹、前言
「三國演義」
，原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
，是一本長篇歷史小說，也是中國
古代長篇章回小說之祖。它和「西遊記」
、
「水滸傳」
、
「紅樓夢」合稱「中國四大
小說」。作者為元末明初的羅貫中。
「三國演義」全書以東漢末年為背景，敘事以劉關張三兄弟、諸葛亮、東漢、
曹魏、蜀漢及東吳六大脈絡為主軸，講的是東漢末年黃巾之亂、三國鼎立，到西
晉統一的中國局勢變化。全書最高明的地方在於能清楚描敘百餘位人物性情特
徵，又善於交待各政治割據勢之間的謀略，雖然故事情節有部分過度誇張，和史
實多有出入，但仍然得到後人普遍的讚賞。
在「三國演義」之前，民間就已經流傳很多零散而各自獨立的三國故事。最
早在唐．顏師古的「大業拾遺記」
（台北：新興書局，1980 重印）裡就記載有隋
煬帝觀看「曹操譙溪擊蛟」的雜戲。而元末明初的羅貫中再綜合在他之前的民間
傳說和戲曲、話本材料，結合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台北：錦繡出
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 重印）
，才創作出「三國志通俗演義」。
目前所知，
「三國演義」的主要版本有：明代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
、明
代志傳本「新刻按鑑全像批評三國志傳」、明代李卓吾評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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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志」
、清代李笠翁評本「李笠翁批閱三國志」
、清代毛宗崗評改本「四大奇書第
一種」。清朝康熙的毛綸、毛宗崗父子辨正史事、增刪文字，方才修改成今日通
行的 120 回本「三國演義」
。因為是毛氏父子所增刪，所以這個版本又叫毛本「三
國演義」。
羅貫中撰寫「三國演義」有其時代意義。羅氏身處異族統治之環境，深惡蒙
古人的統治，排斥蒙古人破壞了漢族執政的政統，因而小說全篇即不斷強調「漢
朝政統」和「忠孝節義」二個觀念。由於蜀漢被視為繼承了劉漢的政統，所以在
小說當中，劉備陣營的人物多半是正義勇敢的象徵；而挾天子令諸候的曹操及其
陣營，則被描寫的十分不堪。
因為羅氏撰寫此書，旨在教忠教孝，所以全書處處可見作者對蜀漢──正義
陣營人物品德方面的歌頌。特別是對「桃園三結義」中的老二關羽，渲染之程度
尤甚。齊海燕（2004）就曾指出：「關羽在毛本中已經成為個道德高尚的儒將和
神化的英雄。」正由於作者對關羽行止的渲染，加上中國武官體系歷來對武德的
重視，
「忠義」的化身──關羽後來甚至被神化，成民間信仰中十分重要的一環。
（鄭土有，1994）「三國演義」根據「三國志」還有民間話本材料加以寫成，雖
然多有虛構之處，但它對道德標準的主張和推廣，放諸四海皆準，在重視德行的
中國文化環境當中，得到普偏的共鳴。
說明本校體制與教育重心的「警鐸」
（2010：下編 111-116）指出，現今社會
功利主義盛行，金錢投機歪風普遍，社會價值紊亂，違法脫序行為處處可見，實
為道德淪喪、治安敗壞之重要因素。本校為培養警察安人幹部的搖籃，同學畢業
後均擔負起維護社會治安之中堅，若缺乏正確的中心思想，易為外在環境的誘惑
與壓力下，隨波逐流，迷失自己。有鑑於此，本校歷經前後任校長推動及專家多
方研商，咸為在校訓「誠」、校風「力行」之架構下，將「國家、正義、榮譽」
定為本校核心價值，以作為培育「依法行政、為民服務」
、
「維護治安、保障人權」
、
「廉潔自持、敬業樂群」之優秀警察幹部基石及本校精神教育與價值理念之基本
方針。
為形塑「品操優良、人格健全」之警察中堅幹部，本校首重學生之品格教育，
自新生入校後，即透過各項活動薰陶學生具有高尚品德與操守。
今筆者草撰拙文，以現今
以現今豐碩的
豐碩的「
三國演義」
研究成果為基礎，
以現今
豐碩的
「三國演義
」研究成果為基礎
，擬從其中歸
三國演義」
中的關羽形象，嘗試得出可作為本校學生品德教育教材及學習價
納「三國演義
」中的關羽形象
值之處，藉以初步發掘「關羽形象」在本校品德教育上的積極意義。

貳、明代以來關羽形象的質變
明代是關羽形象產生質變的關鍵時期。經過唐、宋、元諸朝的渲染，歷史中
的關羽已經由一個略有功績的武將變成一個忠義典範。通過「靖難」奪取政權的
明成祖朱棣，特別注意關羽的典範意義。他曾說自己在靖難中得到了關羽的保
佑，不過在朱棣之後，連續幾朝皇帝並還沒有給關羽足夠的重視。
直到明代中後期，神宗朱翊鈞才開始對關羽封贈。萬曆十年，朱翊鈞封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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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天大帝；萬曆十八年，封關羽為協天護國忠義帝；萬曆二十三年，將關羽的
爵號晉升為帝，並賜廟額英烈；萬曆四十二年，加封關羽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
震天尊關聖帝君。朱翊鈞不只追封關羽，還將關羽的夫人封為九靈懿德武肅英皇
后，關羽的長子關平被封為竭忠王，次子關興也封為顯忠王，甚至連周倉也封為
威靈惠勇公。
除了明神宗的「努力」，民間也開始大肆興建關廟。據郭松義（1940）統計，
從明代以來有資料可查的五十個府、州、縣、鄉共有四百八十餘處關帝廟宇。此
外，朱大渭（2001）也指出，直隸良鄉又祀劉、關、張三人的三義廟十二座，霸
州三義廟十四座，薊州三義廟三座。光緒「懷來縣誌」稱：「其外各村堡廟不俱
載」。咸豐「因安縣誌」說：「（關廟）在村者不可勝數」。乾隆「寶雞縣誌」
稱：甚至有「一村兩廟」。光緒「海門廳圖志」云：「民間私祀關帝廟處處有之。」
光緒「蘭溪縣誌」載：關帝廟「四鄉多有」。乾隆「萬全縣誌」稱：「民間設祀
者皆不備載」。光緒「長治縣誌」云：「村鎮關帝莫不崇奉」。光緒「長汀縣誌」
稱：「關帝廟在各鄉各坊者悉難數」。同治「祁陽縣誌」說：「村鎮之處，多祀
關、嶽二聖，或專或兼，祠宇未及悉登」。同治「桂陽直隸州志」說：「民祀關
帝廟，所在皆有之」。道光「澂江府志」云：「各村落俱建（關帝廟）祀」。由
此可見，關羽信仰之普及化，它已觸及到縣以下的村落鎮堡中去了，這是明清以
來封建國家敕封諸神中所很少見到的。據統計，1930 年臺灣的關帝廟也有一百五
十座。由此可見，明代以來，關羽形象的演變，是在官方和民間共同作用的基礎
上進行的。
關羽成為一種崇拜的對象，蔡東洲、文廷海（2001）認為它在歷史上的軌跡，
表現在相關神話傳說增多、歷史遺物被發現、普建關羽祠堂廟宇、神壇造像被定
型、確定祭祀日期、改造歷史事實、擴充關氏家族這七大方面上。明清兩朝處於
封建社會末期，各類社會矛盾尖銳，統治者除了加強君主專制外，還用儒家思想
塑造神的力量來維護統治。關羽是「三國演義」中重筆刻畫的人物之一，武藝高
強，神勇蓋世，同時又「義不負心，忠不顧死」
，是忠義的化身。
（皇甫中行，2003）
極適合用來造神、用來做為鞏固領導的護法。關羽崇拜於焉在明清兩代達到鼎
盛。（楊波，2001）

參、「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成書前藝文作品對關羽形象的提升
「三國演義」等文藝作品對關羽形象的塑造仍是以明代及其以前關羽的形象
在民眾心目中的高尚地位做為基礎，所以「三國演義」及其以前的藝文作品對關
羽「忠義」的評價可謂水到渠成。
「三國演義」之前文藝作品中對關羽的渲染，主要集中在宋元時期。宋元時
期講史、小說、戲劇以及影戲等文藝作品蓬勃發展，三國歷史故事在這些充滿大
眾化色彩的藝術形式中得到充分體現。較早表現關羽之「義」的著作是元代刊刻
的「三國志平話」，該書在描寫關羽出場時，對其「亡命涿郡」作了詳細的解釋，
說關羽是因為天生嫉惡如仇，將貪財好賄的縣官殺了，不得已才逃亡涿郡，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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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俠仗義的豪傑。在華容道義釋曹操時，突出表現了關羽發自心底的「義」，
而且這種「義」是通過理智冷靜的軍師諸葛亮之口說出，就更為寫實。該書還避
關羽諱稱關羽為關公等，也說明了此時人們對關羽的崇拜之情。
現存宋元時期的三國戲有大約四十種，其中，將關羽作為主角者就有十餘
種，「關大王獨赴單刀會」、「關大王月下斬貂嬋」、「關雲長古城聚義」、「關
雲長千里獨行」、「虎牢關三戰呂布」、「關雲長單刀劈四寇」、「關大王三捉
紅衣怪」等無不影響深遠。沿著歷代文藝作品對關羽重「義」的評價，「三國演
義」繼承發展了宋元文藝作品中關羽的形象，把關羽「義」的價值推向高峰。在
「三國演義」中，關羽的「義」表現得淋漓盡致，尤其是「義結桃園」和「義釋
曹操」，這二個事件將關羽塑造成義薄雲天的化身。
「三國演義」作者在塑造關羽形象時，甚至不惜改造許多歷史事實來加以推
衍，使關羽的形象大為豐滿，在提升關羽形象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功。馬寶記
（2005）的研究表明，裴松之在注「三國志」之時，將關羽的「義」這一特點有
意識地表現出來，是其形象進一步演變的重要因素。宋代以後其形象的急劇變
化、忠義形象的得以形成，是社會政治生活需要所致，是複雜的政治因素、社會
思想、宗教意識、民俗文化等各種因素促成的結果。

肆、「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中關羽的一生
根據吳彰裕（2001）的整理，關羽與劉備、張飛結拜為兄弟後（「三國演義．
第一回」）
，開始了他們招兵買馬的征戰歲月。關羽著名的事蹟有：溫酒斬華雄（第
五回）、斬顏良誅文醜（第廿五回、廿六回）、過五關斬六將（第廿七回）、單刀
赴會（第六十六回）、水淹七軍（第七十四回）等：
袁紹、曹操等人討伐董卓，派出的將領卻先後被董卓的大將華雄斬殺。正當
大家驚慌之時，關羽主動出擊，在曹操端來的一杯酒尚且溫熱的短時間內，取下
華雄的首級，也使他一戰成名。之後，呂布奪徐州，關羽兄弟失散，為尋劉備，
關羽暫時投靠曹操。此時袁紹的大將顏良圍攻白馬，曹操接連折損二位將領，曹
軍陣營無人能擋。經程昱推薦關羽出戰，解除白馬之圍。隨後袁紹將領文醜要替
顏良報仇，結果又被關羽所殺。
不過，當關羽得知劉備在袁紹那裡，便向曹操要求離開。曹操不願放棄賢才，
關羽便過五關斬六將（見上圖）
，和劉備會合。
孫權派諸葛瑾索取荊州，交涉的結果是關羽堅持拒絕。為了此事，魯肅邀請
鎮守荊州的關羽赴宴，預設伏兵，打算如果關羽不願歸還荊州，就要殺害他。關
羽明知有詐，卻仍只帶少數幾人前往。最後關羽手提大刀，挾持魯肅，使吳軍不
敢輕舉妄動，關羽遂揚帆乘風而去。
劉備命令關羽進攻樊城，在關羽與曹軍於樊城相持不下的時候，樊城下了一
場大雨。由於曹軍的軍營駐紮在平地上，大水沖來把軍營全淹沒了。關羽趁著大
水，率領水軍向曹軍進攻。曹軍被逼得無路可退，吃了敗仗。
以上均表現出關羽每戰必勝，所向無敵的英雄形象。而「三國演義」「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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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
（魯訊「小說史略」
）對關羽「義」
的評價最為突出，尤以第五十回華容道義釋曹操為代表。關羽在華容道阻攔曹
操，曹操以過去恩義，希望關羽顧念舊日情分放過他們。關羽本來認為他欠曹操
的，早在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圍，已報答過了。但過五關斬六將，曹操對
他的依然是恩情。關羽「恩怨分明，信義素著」
，當曹操進一步說出「庾公之斯
追子濯孺子之事」，更突破關羽的心防，使他棄軍令狀於不顧，以自己的生命為
代價，讓曹操逃離。
孫權招降麋芳與士仁，荊州失守、蜀軍潰散，關羽被困麥城（第七十六~七
十七回）。關羽先是派遣廖化向劉封、孟達求援，被二人以「山城初附，民心未
定，不敢造次興兵，恐失所守。」拒絕，致使關羽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即便如
此，關羽還是堅拒諸葛瑾的勸降。最後趁夜突圍不幸被俘，被孫權殺害。（孫秀
君，2010）

伍、「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中的關羽「
中的關羽「義絕」
義絕」形象
楊彭荔（2005）曾撰文針對關羽的「義絕」形象給予仔細的說明，下文以楊
文為基礎，兼參相關研究，說明「三國演義」中的關羽形象。

一、「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
關羽「義絕」
義絕」形象的多元性
三國演義」關羽「
就以「義絕」的典型形象關羽而論，毛宗崗「讀三國志法」(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9 年 2 月重印)在評關羽形象時說：
歷稽載籍，名將如雲，而絕倫超群者莫若雲長。青史對青燈，則極其儒雅；
赤心如赤面，則極其英靈。秉燭達旦，人傳其大節；單刀赴會，世服其神
威。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義釋華容，酬恩之誼重。作事如青天白日，
待人如霽月光風。心則趙焚舌告帝之心而磊落過之，意則阮籍白眼傲物之
意而嚴正過之。是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
毛宗崗的評價詮釋了羅貫中所創造的關羽性格的複雜內容──「義絕」正是
關羽被社會各個階級、各個階層、各方人士所崇拜的根本原因。就連對「三國演
義」極不重視的魯迅（1990）
，都在「中國小說史略」說：
「至於寫入，亦頗有失，
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於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
慨，時時如見矣。」他特別欣賞表現關羽的兩個情節，
「然而究竟它有很好的地
方，像寫關雲長斬華雄一節，真是有聲有色；寫華容道上放曹操一節，則義勇之
氣可掬，如見其人。」
「三國演義」通過許多生動的情節來表現關羽的忠義勇武。例如小說第一回
寫劉關張桃園結義的誓詞：
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結為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
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
后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
這裡既有「上報國家」的忠義，又有「下安黎庶」的仁義；既有「救困扶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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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俠義，又有同生共死的情義。而關羽的一生，正是不折不扣地履行著這一誓言。
韓紅宇（2008）另外提出，如許田射獵時企圖除掉曹操，表現出對漢室的忠義；
降漢不降曹、掛印封金、千里走單騎，表現出對舊主的忠義；因黃忠馬失前蹄而
不肯加害黃忠，表現出濟困扶危的俠義；華容道上釋放曹操，既表現出知恩必報
的仁義，又表現出不乘人之危的狹義；秉燭達旦立於戶外，則表現出對嫂夫人的
禮義，對劉備的忠義和對兄弟的情義關羽的義舉涉及到社會倫理道德的方方面
面，反映著社會不同階級的心理需求。
關羽形象可以說把儒家正統文化的道德理想「忠」和民間市井的審美理想
「義」與萬夫不當之「勇」集於一身，這些本來不容易統一的東西卻在關羽身上
得到了交會，難怪關羽後來逐漸成為全社會崇拜的人物。這與「三國演義」成功
地塑造了關羽形象以及「三國演義」的廣泛傳播密切相關。

二、「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關羽「
關羽「義絕」
義絕」形象的聚焦性
在「三國演義」裡，寫這樣的勇將而有藝術魅力的，關羽的形象雖然也很突
出，但卻不只是關羽一人。但其他英雄的形象卻都沒有一個像關羽一樣，能有如
此深遠的影響。那麼究竟為什麼使關羽上升為被崇拜的天上神靈呢？這歸功於作
者根據部份史實的盡力渲染描繪。
關羽和劉備的關係，
「三國志．關羽傳」提到：
「先主與二人（指關羽、張飛）
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關
羽傳」裡曾經有這樣的記載──關羽降曹後，雖然被曹操「拜為偏將軍」
，
「表封
為漢壽亭侯」，「禮之甚厚」，但並沒有能收買其心。關羽終於以與劉備「誓以共
死，不可背之」，在「立效以報」曹操後，盡封「所賜」，
「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
袁軍」。由於劉關張出身微賤，而能在爭天下的幾次窮途末路的奮鬥裡，始終有
「寢則同床，恩若兄弟」的情義，這正是廣大人民群眾所喜愛的「富貴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特質。
作者為了表現關羽這個英雄人物，當然不能侷限在那一點點史實，他運用許
多富有典型意義的情節，突出了關羽重義的品質。像前面提到的「降漢不降曹」
的這一情節，史實上關羽本來是被擒投降的，晉．陳壽「三國志．魏志．武帝紀」
中說：
「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擒羽以歸。」
（台北：錦繡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重印）而在「三國演義」裡，作者徹底改造這段情節，
作了極大的藝術渲染：
公沉吟曰：
「汝說我有三罪，欲我如何？」遼曰：
「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
若不降，則必死：徒死無益，不若且降曹公；卻打聽劉使君音信，如知何
處，即往投之。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園之約，三者可留有用之
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公曰：
「兄言三便，吾有三約。若丞相能從，
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吾寧受三罪而死。」遼曰：「丞相寬洪大量，何
所不容？ 願聞三事。」公曰：
「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只
降漢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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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許到門；三者，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三者缺一，
斷不肯降。」（「三國演義．廿五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降曹事件，經過這樣一改造，就突出了關羽重義的人格特質。
就是在細節描寫上，作者也在歷史素材的基礎上寫出關羽重義性格的特點，
孫波（2005）指出，像曹操送袍、送馬的細節，這都給關羽的重義品質增強了不
少性格魅力──身在富貴之中，美女金帛不足以動其心，高官禮遇不足以移其
志，凸顯關羽不是蠅營狗苟、見利忘義的小人，而是個時時不忘兄弟之情、君臣
之義，胸懷坦蕩的君子。如此就更深化了關羽重然諾、講義氣性格的典型意義，
使他的義的品質裡又煥發出「患難相扶」
、
「禍福與共」的令人們普遍尊崇的難能
可貴的性格光彩。

陸、關羽形象對警大學生品德教育的借鑒意義
關羽形象把儒家正統文化的道德理想「忠」和民間市井的審美理想「義」與
萬夫不當之「勇」集於一身，而「三國演義」裡的關羽，又非簡單忠、義、勇三
字所能概括的。做為一個立體的、後來甚至被神化的小說人物，關羽所呈現的品
德多面性，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警大學生來學習：

一、人文素養人文素養-勤讀「
勤讀「春秋」
春秋」
關羽具有一種特有的儒將風度，既有萬夫不當之勇的威猛，又有文質彬彬手
不釋卷的儒士文雅。（王同書，2002）關羽寄身曹操麾下時，曹操曾欲「亂其君
臣上下之禮」，只給破屋一間，結果關羽奉兩位兄嫂入住，自己卻在院中秉燭夜
讀「春秋」
，令曹操佩服不已。皇甫中行（2003）提到今河南許昌有一「春秋樓」，
據說就是當年關羽秉燭讀「春秋」的地方。
赤壁之戰，關羽領兵在華容道堵截曹操。曹操認為關羽熟讀明解「春秋」
，應
當知道衛國派庾公之斯追擊子濯孺子一事。子濯孺子是庚公之斯師父的老師。他
便有意射了四支無頭箭回去交差。曹操昔日待關羽不薄。曹操希望關羽能念及舊
情，所以向關羽提到這個典故。
（沈伯俊等，2008）如果關羽不是熟讀「春秋」，
不是深知這段典故，只怕當時早就砍了曹操。
西漢立博士以來，
「春秋」一直是士人必讀的典籍，後來還有「
「春秋」決獄」
一類應用經典於人事的做法。許多政治、軍事家把「春秋」應用於政治軍事領域
是很自然的。關羽面臨北伐曹魏、處理與東吳關係等複雜而艱巨的任務，熟讀「春
秋」也是應當。

二、人道思維人道思維-體恤弱勢
「三國演義」第一回提到，關羽因為看不慣本處勢豪仗勢欺人，所以殺了惡
豪後欲投義軍。從這裡可以看出他路見不平，欲為社會弱勢發聲的仁恕本性。又
關羽拜別曹操，前往尋找其兄劉備的過程中，過關斬將，但關羽每到關口，總是
下馬施禮，好言求路；總是對方不允，先行動武之時，才被迫反抗。殺將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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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餘軍士，一概曉以原委，不予誅殺。並且把劉備的兩個妻子甚是看重，精心
護衛，不讓兩位兄嫂出一點差錯。即使自己受了箭傷，亦毫不怠慢。
華容道兵截曹操時，見曹軍潰不成軍，軍士多有恐懼垂淚者，軍容狼狽至極。
關羽不忍大開殺戮，於是命令軍隊四散排開，放曹軍一馬，過程中不曾殺其一兵
半卒，馬匹、器械、錢糧亦毫無所掠。

三、忠於國家忠於國家-降漢不降曹
劉備作為一個漢室後裔，名義上有為國為家、匡復漢室的使命。張麗（2002）
的研究提到，關羽對劉備之義，在小說裡被提升到對君主、國家之忠的高度。劉
關張早期根基不穩，徐州、小沛多次得而復失即是一例。關羽自守下邳，保護著
劉備妻小。曹操大軍壓境，張遼前來勸降。關羽也自知不降必死。小說寫道：
公曰：「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二
者，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三者，但知
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三者缺一，斷不肯降。望文遠急
急回報。」
關羽不同一般降將，他降漢不降曹，還要求讓劉備家小得到皇叔俸祿善贍，
且一經知曉劉備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此種投降，恐怕古今中外不見。
鄭土有（1994）評價道：「關羽的忠貞不二符合中國百姓的傳統美德，更符合儒
家的道德思想。」

四、重視名譽重視名譽-維護兄嫂
關羽自守下邳，保護著劉備妻小。曹操大軍壓境，張遼在關羽失城困窘之中
前來勸降，關羽正肩負著保護劉備妻小的重任，棄任而死，似有不義，因此，便
有降曹一段。關羽隨曹軍班師還許昌。
「關公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
而行。於半路上安歇館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公乃
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操見公如此，愈加敬服。」這個細節看起
來平常，但足見曹操奸詐。當初張遼向他稟呈關羽三約時，他不允「但知玄德資
訊，雖遠必往」一條，認為「然則吾養雲長何用？此事卻難從。」是張遼勸他「更
施厚恩以結其心」，方才應允。
曹操看出，僅憑施恩，難以留住關羽，而亂了他的君臣之禮，關羽自己也不
便再去投劉備了。使其與嫂共處一室，實屬為人所不齒之下策，但曹操卻做得出
來。關羽光明磊落，夜立戶外，其忠貞與維護兄嫂的名節之心更是躍然紙上。

五、實踐正義實踐正義-義薄雲天
關羽殺了本處勢豪，逃難江湖，聞招軍破賊，前來應募，結果與劉備，張飛
幸遇，交談甚是相投，於是三人在張飛莊後桃園結為兄弟。這是第一回開篇所述。
標題不說「結拜」
「結盟」
，而說「結義」
。誓曰：
「背義忘恩，天人共戮！」可以
說，「義」起領全篇，又貫穿全篇，成為全書中的一個神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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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回，關羽請纓取長沙，與守將黃忠戰五十回不分勝負，黃忠年已六
十，力能拉二百石弓百步穿楊，關公欲施倒拖刀斬之，適黃忠馬折前足墜地，關
羽令其回城換馬再戰，不乘人之危以殺之，亦見其義。
（郭若鑫、趙岩，2009）

柒、結論：
、「勤
、「慎
結論：關羽的「
關羽的「清」
「勤」
「 慎」
一般人對關羽的印象只停留在「忠義」，但關羽如何忠義，卻鮮少人能夠詳
言。透過本文的討論可知，關羽的形象並非只有忠義：關羽雖為武將，卻重讀書，
由此可見他的人文素養；重視民漠，能殺將則不傷兵，足見他的人道關懷；愛惜
羽毛，維護名節，不輕易投降，這是他重視榮譽的表現；擁護劉漢政統，反對曹
操，降漢不降曹，這是他忠於國家的氣節。
關羽面對曹操名利的收買，並不貪留；關羽一生重視名節甚於一切，不可不
謂之「清」。關羽平時勤練武功，勤讀兵書；遇戰身先士卒，一馬當先，不可不
謂之「勤」。關羽於私，謹守叔嫂之防；於公，用兵尚勇之外亦多謀略，不可不
謂之「慎」
。關羽之形象也正與謝校長秀能於今（2011）年 3 月 11 日演講中所強
調──本校學生需深化力行「清」
、
「勤」、
「慎」精神──的主張不謀而合。
中央警察大學之建校，秉持奉獻國家、造福社會、服務民眾信念，遵循倫理、
民主、科學之精神，以誠為校訓，以力行為校風，培養術德兼修、文武合一之優
秀人才，蔚為國用。小說中關羽的行為種種，都與本校學生品德教育之理念及目
標相符，「三國演義」中的關羽形象，極適合成為學生提升品德修為的良好學習
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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