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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 

林則徐，影響中國近代歷史 深遠人物之

一。他一生以廣州禁煙 為世人所稱頌，然歷

史學家卻咸認其洞悉俄國陰謀，對世局的先知

先覺更值得推崇。他一夕湘江夜話，提拔左宗

棠，穩固中國西北江山；他歷官十四省，統兵

四十萬；他愛民如子，勇於任事，尤精水利工

程，不論江、准、河、漢四大河或是新疆天山

南北路，均可見其足跡。本文是以清史稿的記

載及相關書籍為資料整理來源，期昐透過這樣

的機會與你一起重新認識「林則徐」。 

 

關鍵字詞：林則徐、鴉片戰爭、林公井 

小時了了 志向比天高 

清乾隆五十年（西元一七八五年）八月三

十日，在福建省侯官縣（今福州市）西門街定

遠橋邊，有幢樸素清雅的小屋孤立在路旁，這

時遠遠傳來鳴鑼喝道的聲音，一隊人馬前簇後

擁著一頂大轎緩緩而來，原來是福建巡撫徐嗣

曾出行。當轎走至橋邊，忽然雷聲大作，下起

傾盆大雨，一行人進退不得，只好躲進路旁的

這幢小屋避雨。巡撫徐嗣曾才剛站定，突然聽

到宏亮的哭啼聲，隨從稟告巡撫大人房裡有男

嬰出生了。 

這時有個人挾著雨傘奔向屋裡，看見一位

頭戴紅頂官帽的人站在簷下，非常驚訝，低頭

問安後，才知是巡撫大人在此避雨。這個人就

是男嬰的父親－林暘谷。暘谷先生知道妻子剛

生下男嬰，真是欣喜若狂；又見巡撫大人經過

家門，以為這是一個吉兆，所以就將兒子取名

為則徐，字元撫，希望兒子長大後能效法巡撫

徐嗣曾，作個百姓景仰、士人愛戴的好官。 

林則徐的先祖在明朝是望族，曾創下三世

出了五位尚書的記錄。可是到了清朝便家道中

落，暘谷先生自小家境清寒，雖勤奮自學，但

考運不好，直至三十歲才考上秀才，他一共生

有三子八女，長子早夭，林則徐排行第二，三

子比他小十二歲，因此暘谷先生就將所有希望

全都寄託在林則徐身上。為了維持家計，暘谷

先生去當私塾老師，由於家裡人口眾多，收入

微薄，一家人只得喝粥充飢，林則徐的母親善

於女紅及剪紙，她便以這項手藝添補家用。林

則徐小時為了減輕母親的負擔，便要求分擔一

部分工作，或是把飯菜省下來給她吃。但是林

母很生氣，嚴厲地對他說：「男兒務為大者、遠

者，豈以是瑣瑣為孝耶？讀書顯揚，始不負吾

苦心矣！」。 

相傳林家後代，每逢除夕大家圍著桌子吃

年夜飯時，桌上總會點上一盞油燈，吃盤素炒

豆腐。原來林則徐年幼時，家中平常只點一盞

一根燈蕊的油燈，光線微弱，到了過年才再添

一根，增加光亮。年夜飯雖然只有一盤素炒豆

林 則 徐 

葉 建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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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一家人卻有說有笑吃得很高興。隔壁鄰居

聽到他們的歡笑聲，往往好奇地過門來探探怎

麼一回事。後來林家子孫每逢除夕，總會以這

件事來教誨兒女。 

林家雖然貧困，但是暘谷先生非常重視教

育，由於暘谷先生科舉之路不順，便將希望全

寄託在兒子身上。當林則徐才四歲時，就把他

抱在膝上，教他認字，甚至每天到私塾教書時

也都帶著他。七歲時，就開始教他寫文章。林

則徐果然不負父親的期望，他不但聰明、反應

敏捷，而且從小在父親的薰陶下也很好學。 

在他八歲那一年的元宵節，私塾老師帶著

學生們到街上看花燈，每一個花燈製作精美、

巧妙，樣式各各不同。這時老師唸了一句上聯

要學生對：「點幾盞燈為乾坤作福。」林則徐馬

上接下去說：「打一聲鼓替天地行道。」語畢，

立即讓老師驚訝小小年紀，反應如此敏捷，而

且字字鏗鏘有力。又有一次，老師帶著學生到

城外登山，當一行人登上了頂峰，山海一色的

景緻，令人神清氣爽，老師一時興起，便以「山」

和「海」字為句首，要學生對七言對聯。學生

一個接一個唸出對子，但老師均不滿意，後來

輪到年紀 小的林則徐，他一字字清晰地唸

出：「海到無邊天作岸，山登絕頂我為峰。」好

一對雄偉壯濶、氣勢非凡的對聯，令老師眼睛

為之一亮，心想這個小孩將來一定不同凡響。

從這副對聯便可知林則徐從小胸襟寬廣，志向

遠大。 

過了幾年，林則徐已經十三歲了，他第一

次參加科舉考試。經過反覆的測驗、淘汰後，

堂上只留下林則徐和一位鬚髮斑白的老童生。

主考官出了幾次題目，還分不出高下， 後考

官決定出對子要兩人立刻回答。他先指著林則

徐說：「童子何知」，林則徐馬上對出：「大人利

見」。考官再轉向老童生，老童生想了好一會，

才沮喪地說：「老夫耄矣」。就這樣，才十三歲

的林則徐拿到「案首」，十四歲就成了秀才。次

年補弟子員，入福建 高學府—鰲峰書院學

習。鰲峰書院的山長（院長）鄭光策主張應以

明體適用之學作育學生，因此培養了一批幹練

的封建經世之才。林則徐在書院六年，熟讀各

類書籍，研習八股文章，為邁向科舉之路而準

備。而且在長輩和師長的教導和影響下，開始

對中國歷史上的良吏、愛國者、民族英雄發生

了深厚的興趣，如范仲淹、李綱、岳飛、文天

祥、于謙等人都令他十分欽佩。嘉慶九年（一

八○四年）秋，林則徐參加了福建省的鄉試，

高中第二十九名舉人，取得了去京師參加會試

的資格。就在放榜的第二天，他和曾任河南永

城縣知縣鄭大模的女兒鄭淑卿結婚。 

歷練基層 巡撫識英才 

嘉慶十年二月林則徐隻身赴北京參加會

試，不幸名落孫山，這是他在科考上第一次遇

到挫折，雖然很失望，但是他對前程仍充滿了

信心。回到了家鄉，為了解決生計問題，他先

在私塾擔任老師，隔年（一八○六年）秋天他

被廈門海防同知房永清聘為書記（即文書），開

始踏上社會政治實踐和獨立生活的道路。廈門

在當時是海上貿易大港之一，廈門海防同知是

管理廈門港口貿易的主要官員，林則徐協助辦

理港口貿易。他親眼看到外國走私船如何偷運

鴉片上岸、外國人口販子如何拐騙及煙毒的泛

濫，內心十分憎恨。而官吏、洋人、煙販互相

勾結，導致白銀不斷地流出，雖然閩浙總督再

三下令嚴加查辦，但官紀廢弛，仍只是白紙一

張。但是這段期間的歷練，無疑地影響林則徐

日後嚴禁鴉片的決心以及處理涉外事務的能

力。 

就在那年農曆除夕的前一天，福建巡撫張

師誠在翻閱省內各司道府縣等屬員遞來的新年

賀稟時，發現有一張賀稟寫的特別好，他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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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尾仔細看了幾遍，越是愛不釋手，很希望立

刻見到寫這張賀稟的人，他沈思了一會兒，吩

咐一名辦事練達的親隨，立即到廈門海防將寫

這張賀稟的人請到巡撫衙門來，一路上不得怠

慢，也不得稍漏半點口風，只須暗中觀察此人

的神色舉止。原來寫這張賀稟的人，就是林則

徐，他在過年前依例代海防同知房永清寫賀

稟。林則徐神色自若的隨差人趕到省城，已是

除夕黃昏了。 

張師誠知道林則徐已經來了，很是高興，

又從隨從的口中得知他是本地人，一路上神情

自若，並不顯得心虛或急躁。於是吩咐左右善

待林則徐用過晚膳後，才在簽押房接見林則

徐，並請他代草「拜折」，以試他的才學。寫拜

折是古代官場的一種慣例，每年除夕，中央高

官及封彊大吏都要給皇帝上拜折。林則徐依據

張師誠的囑咐，磨墨沾毫，端端正正的書寫蠅

頭小楷的拜折。除夕夜的鞭炮聲響連天，一聲

聲響在遊子心上，當大家都趕著回家吃團圓飯

時，林則徐卻孤坐燈下兀自專心工作。寫完時，

已近半夜。張師誠到簽押房拿起拜折，邊看邊

點頭，一口氣看完了全篇，又從頭翻了幾下，

沈思片刻以後，故意在拜折上更改幾個字，要

他重抄，以試他的態度和修養。林則徐聽了之

後，提筆揮毫，聚精會神地重新謄寫，那一年

的除夕夜就在簽押房中度過了。張師誠見他才

學精闢，辦事穩重練達，就留下擔任幕僚。 

張師誠，浙江歸安人，曾任乾隆朝的軍機

章京，又曾任吏部主事，後來因觸怒和珅被降

職。嘉慶年間，歷任江西、福違、江蘇、廣東、

安徽、山西巡撫，政治經歷相當豐富；他為官

廉正負責，個性機警敏捷， 為人稱頌的是福

建八年的治績，其中尤以平定海盜蔡牽一事，

得閩人的愛戴，清史稿評論張師誠「才猷建

樹、卓越一時」。林則徐在他門下四年多，張師

誠將他在吏治、軍事、刑獄、典章方面的實務

經驗，悉心傳授給林則徐。這是他在正式踏入

政壇之前，一段非常難得的機運，為他日後「歷

官十四省，統兵四十萬」的宦海生涯奠定了基

礎。 

會試中第 潛心研經術 

嘉慶十五年（一八一○年）底，張師誠入

京覲見，林則徐與他同行，準備參加第三次會

試。隔年二月果然中了進士，而且還是二甲第

四名，即是二百三十七名考生中的第七名，被

選為翰林院庶吉士，他已經二十七歲了。京師

翰林院是林則徐發跡的起點，也是清朝人才儲

備之所，林則徐之所以能入選庶吉士，這是因

為他科考成績優秀且年齡較輕，具有培養價

值，經過翰林院的洗禮，得以迅速發展成為較

精練幹達的統治人才，另一方面，接近朝廷中

樞，可替皇帝辦文書或當考官，容易擢升。翰

林院圖籍豐富，為林則徐提供了良好的讀書環

境，從嘉慶十八年到二十五年，林則徐在翰林

院中對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要政都下

過工夫，研讀範圍更涉及輿地、天象、農田、

水利諸方面，其中以「水利」方面的造詣 深，

為日後整治水利工程打下深厚的基礎。 

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年）九月京師發生

震驚朝廷的天理教之亂，天理教徒林清率二百

餘名教眾竟意外的攻入紫禁城，當時嘉慶皇帝

正在熱河承德山莊圍狩不在宮中，幸虧在皇子

旻寧（後來的道光帝）的率領下，英勇奮戰，

方平定亂事。這件事件，在林則徐心中起了很

大的震憾，他深刻地意識到大清王朝的頹勢已

現，因此更著重於研究興利除弊、振興國家的

經世致用之術。 

在翰林院的這段期間，林則徐另一個重大

收獲就是加入「宣南詩社」，結交了一批志同道

合的朋友，如陶澍、賀長齡、梁章鉅、胡承珙、

董琴南等人，這些朋友的共同特點都是正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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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實事求是、講求經國濟世之學的人，他們

認為做學問不只在紙上談兵，更重要的是把書

上的東西應用到社會民生。 

林則徐在翰林院時，曾三次任考官，分別

是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任江西鄉試副考官、二十

四年三月任會試同考官、四月任雲南鄉試正考

官，在這三次任考官時，他均謹遵父命、奉公

守法、細心勤閱考卷、嚴肅處理抄襲作弊，凡

是「已荐之卷，逐篇分評；未荐之卷，亦必逐

卷涉筆」，經過嚴肅認真的評卷，所取中的士人

均令人心悅誠服，謂之「清榜」。這三次擔任考

官的出色表現，深受朝廷的賞識。 

青雲直上  管領江淮河漢 

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年）二月，林則

徐由翰林外放江南道監察御史，轄區包括當時

的安徽和江蘇兩省。當他接任江南道監察御史

時，江南儀封南岸的水利工程還沒有完工，洪

水正在泛濫，人民流離失所。他立刻前往調查，

發現水利工程進展緩慢的主要原因，是販運築

堤材料的商人囤積居奇，抬高築堤材料價銀，

從中漁利所致。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他立

即上奏朝廷，建議皇上敕令地方官吏「嚴密查

封，平價收買，以濟工需」，這項建議被嘉慶帝

採納，使築堤材料得以平價收買，迅速堵住了

決口。四月，林則徐任浙江杭嘉湖道，他接任

這個新職時，喜出望外，並非杭嘉湖道是個好

官缺，而是任所離家不遠，可以侍奉年邁的雙

親。因此他將母親接來親自奉養，而父親堅持

不願離開家鄉。儘管蘇杭一帶以其景緻聞名，

林則徐一到任就忙於各種措施及改善農田水

利、堤防，無睱流連湖光水色。 

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林

則徐突然接到父親生病的消息，急忙向巡撫請

辭，交了官印就帶著母親及家人趕回福州。回

到福州後，父親的病已逐漸痊癒。林則徐在故

里住了半年多，享受難得的天倫之樂，曾想就

此歸隱家園。父親暘谷先生揣知林則徐的心

意，告誡他說：「我和你母親精神都還很好，你

四十不到，蒙聖上恩德，付予你重任，正該努

力報效朝廷，怎能長久安居在家？」道光二年

三月林則徐再度北上赴京，多虧當年會試恩師

曹振鏞的幫忙，道光已知道他在杭嘉湖道任內

的作為，破格下旨仍發浙江省以道員用。道光

召見時，親口誇獎說：「在浙江雖時日不久，但

官聲頗好，辦事細心沒毛病。所以要你再去浙

江，你補缺後，好好察吏安民。照從前那樣做

就好了。」由於皇帝的誇獎使林則徐深感皇恩

浩蕩，忠君報國之志更為強烈。 

道光三年元月林則徐升任江蘇按察使，按

察使的責任在管理刑獄，端正政風。這個職位

要撈油水的機會很多，要依法執行卻很難，尤

其是江蘇這地方。江蘇的訴訟案積壓相當多，

一來是民風奢華，二來是官方苟且延宕。林則

徐一到任，馬上積極投入工作，親自裁決各種

案件，不論巨細，不肯稍為假手他人。為斷案

公平，他到各地明察暗訪，每每黑夜潛行，微

服私訪。不但拒絕世族豪強的關說，也嚴格取

締地痞流氓。經過四個月的努力，已將積壓的

刑案一一審理，不但斷案如神，更執法如山，

江蘇百姓額首稱慶，人人稱頌林則徐為治獄嚴

明的「林青天」。由此林則徐在江蘇名聲鵲起。

這年春夏之交，江蘇梅雨不停，泛濫成災，農

田淹水，顆粒無收。松江一帶居民，鋌而走險，

傳出即將民變的消息，巡撫韓文綺準備調兵鎮

壓，林則徐力陳不可，因為百姓純粹為環境所

迫，並不是故意造反。只要了解苦衷，伸以援

手，即可疏導民怨。巡撫接受林則徐的意見，

並同意由他親駕一隻小船前往災區安撫。林則

徐到災區辦理賬糧、葬埋屍體、設立醫藥所，

有效地緩和了民怨，平息一場即將到來的民

變。一場變亂，就在仁、勇兼備的林則徐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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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弭了。 

隔年二月，他奉命署理江寧布政使，繼續

賬災。水患一過，朝廷認為江浙兩省的河川淤

塞，遇雨成災，除非兩省通力合作，否則難以

根治。兩江總督孫玉庭和浙江巡撫帥承瀛合奏

請指派林則徐負責，道光也認為是 佳人選，

林則徐早在翰林院時就一直對水利問題下了很

大的功夫研究，現在正可好好施展抱負。這時

突然接到母親過世的噩耗，回家治喪守孝三

年。不久傳來蘇北高家堰決堤，淮河水位下降，

影響南糧北運的漕運，朝廷為之震動。道光知

道林則徐治水的才幹，特旨奪情起復在家居喪

守制的林則徐，可見皇帝對他信任與倚重。父

親暘谷先生也告諭他：「國家有急切勞苦之事，

如果不前往，就是畏難迴避；不得為忠，安得

為孝？古人不也墨絰從公！」在父親的催促

下，林則徐只好素服到高家堰督工。堤防修好

後，仍回家守喪。 

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九月，林則徐一

生 敬重、影響 深遠的父親逝世了，享年七

十九歲，林則徐痛不欲生，幾乎無法承受這個

打擊。 

道光十年（一八三○年），林則徐守喪期

滿，再度北上京師，這次停留約三個月，在「宣

南詩社」和一些有朝氣、有理想的少壯派，縱

論時弊，相互交換意見，這些社友深具時代使

命感，他們吟詠的內容不再侷限於風花雪月，

而以號召禁煙相鼓吹。自從道光即位，積壓已

久的外商鴉片走私問題，更使中外關係漸趨緊

張。鴉片進口激增，不但使中國由出超變成入

超，更賠上中國人民的健康，道光為此痛心疾

首，屢次下旨禁止外國商人販賣鴉片，同時禁

止官員、將兵、民眾吸食。可是在外商、不肖

官吏、奸民互相勾結下，鴉片猖獗如舊。林則

徐深以鴉片之流毒為憂，他和宣南詩社的文友

都積極倡導禁煙，這些詩友中， 為人所知的

要算魏源、黃爵滋、龔自珍。 

道光十一年，林則徐升任河東河道總督，

總管山東、河南兩省境內的黃河、運河之治理。

由於河督一職，油水 多，貪污盛行，林則徐

上任後，決心整飭腐敗的政風並獲得皇帝的支

持。他工作的重點有兩項，一是僱工，一是驗

料。在僱工方面，他親自到工地丈量、印記，

不容挑工馬虎，盯緊每一個流程，以革新的方

法使工作效率提高。在驗料方面，偷工減料情

形嚴重，導致工程品質下降，他親自查驗七千

多處的材料，凡是稍有鬆垮、可疑的就拆驗，

將魚目混珠的一一揪出，並懲辦失職官員。積

弊已久的河務，居然得以弊絕風清，更獲得道

光的嘉勉。 

美艷罌粟 則徐主嚴禁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九月林則徐奉

旨入覲，這時他已擔任湖廣總督有一年多了，

之前曾歷任江蘇巡撫、浙江巡撫、兩江總督等

要職，因政績卓著，均獲得道光的讚賞與百姓

的愛戴。這次奉旨進京，林則徐已知道了皇帝

是為了鴉片的問題，有嚴禁及弛禁兩派意見，

到底是要用那一種政策而舉棋不定。 

鴉片又名「阿芙蓉」，是用罌粟未熟果汁熬

成，不但果實可吃，花朵更是異常艷麗。早在

唐朝已由阿拉伯商人傳入中國， 初是用做藥

材。「鴉片」之得名，應始於明代用於吸食之後，

吸食方法先由南洋傳到臺灣，再由臺灣傳入東

南沿海，然後傳遍整個中國。鴉片輸入數量逐

年快速增加，固然由於吸食者眾，另一方面也

是英國有計畫傾銷的結果，因為十八世紀的歐

洲盛行重商主義，重視現金，英人在中國花大

把銀子買茶葉、絲綢、陶瓷，不啻是英國的損

失，所以一直想平衡貿易逆差，等到發現鴉片

是賺錢的利器後，便由英屬東印度公司大力促

銷。 



 

廉吏列傳 282

道光即位後，就嚴申誡令、積極禁煙，可

惜官員污腐敗成習，並無法達成預期的效果。

走私鴉片的大本營在廣東，為了預防萬一，原

來停泊在黃埔的鴉片船便移至較遠的外海，英

商把船隻當做活動倉庫儲存鴉片，這種船叫「躉

船」。廣州的鴉片商和外商議價寫下字據後，拿

字據到躉船領貨，再由「快蟹」運入。快蟹是

一種小型的走私船，速度很快，還備有武力，

水師對他們不但束手無策，還串通包庇，任其

往來海上。然鴉片之危害，無孔不入，不僅摧

毀國民健康，更使大量白銀外流，這是節儉成

性的道光難以容忍的。當時地方官、中央官一

再上奏都認為鴉片是國計民生的大患，道光帝

深有同感，下令研議對策。 

    各級官吏的意見，可分弛禁派與嚴禁派兩

派。弛禁派的具體辦法是：1.准許鴉片納稅入

口，販賣鴉片所得之白銀，不准帶回，只許購

買貨物。2.准許一般人民吸食，但文武官吏、士

人、兵丁等不得沾染。3.淮許內地種植，以抵制

外貨。廣東督撫、海關監督及英商 支持此案。

嚴禁派提出三點反駁：1.既不禁止販賣，豈能禁

人吸食？2.若只禁官與兵，而官與兵皆出於自民

間，如何預先防範？3.明知為毒人之物，而聽其

流行，又加上課稅，堂堂天朝無此體制。支持

此派者以兵科給事中許求、鴻臚寺卿黃爵滋、

湖廣總督林則徐為首。 

林則徐到達北京後，道光一連八天的早晨

都召見他，並特賜他紫禁城騎馬，可見皇帝對

他的恩寵。林則徐剴切地向皇帝陳說自己的意

見以及自己任浙江巡撫、江蘇巡撫、兩江總督、

湖廣總督時的禁煙作法，使道光得到莫大的信

心。他再覆奏道光帝時說：「若猶泄泄視之，是

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禦敵之兵，且無可以

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慄！」就是這幾

句擲地有聲的話，感動了道光，終於使他決定

了根絕煙禍的大計。十一月十五日道光下詔：

「諭內閣：湖廣總督兼兵部尚書銜林則徐，著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

事件，所有該省水師兼歸節制。」 

林則徐知道他所面對的情勢，是如何的險

惡。對內軍機大臣穆彰阿、琦善的嫌嫉，暗中

牽制；對外在地官員、行商及英國商人的層層

串通包庇，他的尚方寶劍，能否快刀斬亂麻呢？

林則徐臨行拜別老師、同僚及詩友說：「生死有

命，成敗在天，只要能為國家、社會造福，我

一定竭盡股肱之力，不負聖上所託及大家的期

望。」 

虎門銷煙 山雨欲來風滿樓 

林則徐到廣州後先從十三行行商著手，他

義正詞嚴的對他們說：「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

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

他要行商轉告外國商人限其三日內交出所有鴉

片並具結以後不帶鴉片進入中國，否則一經查

獲，鴉片沒收，人即正法。但是英商心存觀望，

以為林則徐只是做做樣子而已，三日一到只交

出一千零三十七箱給他交差了事。林則徐知道

運至中國的鴉片絕不只這點數目，決定擒賊先

擒王，便下令抓拿大毒販顛地（Lancelot Dent）。

英國商業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知道消息

後，打算保護他離開廣州到澳門，林則徐洞悉

義律的企圖後，下令停止中外貿易，封鎖商館，

派人把守每一所商行，禁止一切出入，不許賣

糧食給他們，如此一來十三行就成了外國人的

監獄。義律沒辦法只好屈服了，但是老謀深算

的義律打算將此事件演變成大英帝國與大清帝

國的糾紛，於是他要商人先將鴉片交給他，再

由他以英國商業監督的名義出具收據，一轉

手，英國商人的鴉片就變成大英帝國的鴉片

了。義律一共交出兩萬兩千零八十三箱鴉片。

道光接到奏折後很高興的親自批示：「卿之忠君

愛國，皎然於域外化中矣！」並下令直接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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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銷毀。 

林則徐下了一番功夫研究後才開始銷毀鴉

片，他在虎門海灘挖了兩個池子，底部舖滿石

灰，池子前端接水管，後通涵洞，先由溝道引

水入池，撒下鹽粒，倒入鴉片，泡了一陣子後，

再把燒透的石灰投下，頓時煙土不斷銷融在沸

騰的水中，味道非常難聞。等到退潮時再開啟

涵洞，讓海水把池子裏的東西沖走後，工人再

跳入池底，把殘餘物刷得乾乾淨淨。道光十九

年（一八三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國曆六月三

日）公開啟箱點驗銷毀，一共燒了二十三天才

結束。不少在旁觀看的外商，不得不讚佩林則

徐的大公無私，是難得一見的好官。可是朝中

反對嚴禁的大臣，也慢慢在滋生一股逆流了。 

義律眼見鴉片被燒，當然不肯放過，一再

以英國對華貿易遭受不公對待，請求英國立即

調派軍艦前來中國。此時又發生林維喜事件，

中國要求義律交出兇手，但是義律不理，於是

林則徐下令將英人驅離澳門。英國政府為了打

開對華貿易的門戶，陸續調來幾艘軍艦，加入

中國沿海的衝突。林則徐也深深感覺到中、英

之間難免一戰，因此加強海防防守及訓練水

軍，積極備戰。道光二十年六月英國海軍司令

伯麥（James Bremer）受命率領戰艦十六艘，武

裝汽船四艘、大砲五百四十門、士兵四千人，

抵達廣州海面。伯麥先封鎖海口，但是林則徐

的積極備戰有了成效，雙方交戰數次，都遭林

則徐率領水軍擊退，伯麥知道林則徐有備而

來，不是好惹的，因恐戰事拖延日久，士兵水

土不服，因此聽從建議，率艦北上，占領浙江

定海，直達大沽。道光震驚，對林則徐的信心

開始動搖了。直隸總督琦善派人和義律交涉，

琦善暗中調查英軍戰力後，知道這戰不能打，

於是決定撫夷，答應英人一定嚴懲林則徐，另

一方面英軍出現水土不服，義律亦希望早日結

束戰事，因此答應琦善退兵。道光高興極了，

以為琦善的本事遠勝林則徐，因此就下旨將林

則徐撤職，改派琦善為兩廣總督。林則徐眼見

辛苦建立的防務，在琦善到任後就完全撤除，

今後還有何憑據和英軍對抗呢？ 

林則徐被革職的消息也傳到英軍手中，他

們雖然高興，但是不得不承認他是一位有血

性、有才氣的中國好總督。參與鴉片戰爭作戰

的英國軍官賓漢，於《英軍在華作戰始末記》

一書中曾稱讚「他的手從來沒有被賄賂玷污

過，在中國的政治家中，這種情形是前所未有

的。」 

荷戈西行 洞燭俄國陰謀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林則徐踏上遣戌新疆

伊犁的路途，這年他五十七歲。途中經過揚州，

遇到宣南詩社的好友魏源，將《四洲志》及其

它輪船機械圖說交給他，囑其編撰《海國圖

志》。隔年《海國圖志》完成初版，共一百卷，

這本書對當時思潮影響很大，可惜並沒有促成

國家的改革運動，倒是被日本引為明治維新的

借鏡。 

伊犁將軍布彥泰雖和林則徐不相識，但是

非常敬重他，派他掌管糧餉。林則徐被遣戌邊

疆後，不怨天，不尤人，他的注意力轉而積極

研究俄羅斯和開墾新疆。伊犁位於盆地，三面

環山，西有伊犁河，北通迪化、塔城，南控天

山南路，是軍事重地，又是糧食倉庫，要控制

新疆，一定要先控制伊犁。林則徐在遣戌伊犁

一年後，面對俄國魔爪不斷伸入，他洞燭機先，

搜集有關俄羅斯的資料，寫成《俄羅斯紀要》

一書。他告訴布彥泰，對俄羅斯決不可掉以輕

心，要開發屯田，加強操練屯兵，不能因田廢

練，也不能因練廢田，務須步步加強邊防。布

彥泰接受了他的意見，馬上奏請朝廷批准，命

林則徐督辦開墾事宜。後來他回到家鄉，正當

大家為海疆之事頭痛萬分，無不以西洋的侵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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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憂。有人問他對策，林則徐卻說：「此（英國）

易與耳，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

君等當見之。」 

新疆多沙漠，雨量不多，所以墾地 大問

題是水利。道光二十五年，林則徐從烏魯木齊

前往吐魯番，沿途看到許多土坑，一問之下才

知道這叫「卡井」，能引水橫流，由南而北，漸

引漸高，水從地下穿穴而行。林則徐乍見之下，

覺得不可思議，他仔細研究卡井的特殊構造

後，加以改良，並更名為「坎井」。於是只要地

形許可，便開鑿坎井，整個大漠地區，逐漸變

成沃土，新疆人為感念林則徐的恩德，而將坎

井稱為「林公井」，與日後左宗棠種植的柳樹－

「左公柳」，合稱新疆兩大景觀。 

道光二十四年，林則徐已六十歲，對地方

建設卻不因年事漸高而稍減其熱心。他勘察新

疆八城墾地歷時兩年，足跡踏遍天山南北路，

縱橫黃沙三萬多里，勘地六十九萬九千七百八

十畝，連武將邊帥也難得踏入的地方，林則徐

都走過了。從此新疆生產量大增，朝廷每年不

必轉輸大量的糧食，還可收到可觀的田賦，這

是新疆自納入中國版圖以來，未曾有過的盛

況。林則徐不因個人受貶抑而稍減其熱誠，這

種樂觀處事，積極建樹的精神，實在難能可貴。 

道光二十五年，皇帝有感於林則徐自己出

錢出力，開墾新疆有功，召他回京。他騎在馬

上，對天山南北路壯麗的山河，不禁「回首依

依勒馬看，且隨瑟瑟寒風，吹到大漠無邊處。」 

湘江夜話 則徐會宗棠 

林則徐回到中原後，先後署理陝甘總督、

出任陝西巡撫、雲貴總督。道光二十九年六月，

他憂勞成疾，奏請告老還鄉，雖經道光極力挽

留，無奈林則徐心意已堅，皇帝才准他還鄉。

九月，林則徐帶著三個兒子，扶著妻子的靈柩

由雲南經貴州，順著沅江、湘江而到長沙。當

林則徐的船一到，湖南的文武官員已在岸邊拜

帖候見。他看到有一張大紅帖子寫著「湖南舉

人左宗棠」，林則徐立刻謝絕其他官員，單獨邀

請左宗棠到船上。左宗棠當時只是一名舉人，

年紀已三十七歲，居然林則徐另眼相待，令他

又驚又喜。原來林則徐早由他一手提拔的胡林

翼口中，得知左宗棠的為人處事。今日一看，

果然器宇軒昂，林則徐命人將船駛到幽靜的嶽

麓山下，設宴款待。在這一整夜裏，他們無所

不談，左宗棠當時以研究「輿地兵法」而聞名，

所以林則徐對左宗棠寄望很高，他將自己在新

疆三年，對當地的了解及對俄國的隱憂，全部

告訴左宗棠。林則徐知道俄羅斯必為中國之

禍，一定要未雨綢繆，可惜這番見解始終沒有

機會呈稟皇帝。他對左宗棠可說是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並將自己在新疆三年所整理出的地

形圖、水文資料、軍事要塞、風土人情等資料

交給他，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接下這重擔，了卻

自己一樁心事。 

林則徐果然慧眼識英雄，左宗棠日後果真

成了清朝末年的傑出人才，他於光緒元年（一

八七五年）獨排眾議提出「重新疆，所以保蒙

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的戰略，獲得軍機

大臣文祥的支持遠征新疆，在極艱難的人力、

物力之下，居然在光緒三年底定新疆，十年設

省。不負林則徐當年所託付的一番心意，在林

則徐逝世後三十五年後，他的三十七卷《政書》

出版，書前有左宗棠寫的序「軍書旁午，心緒

茫然，刁斗嚴更，枕戈不寐，展卷數行，猶彷

彿湘江夜話時也！」林則徐不但提拔了左宗

棠，一夕湘江夜話，也為經略中國西北江山，

找到一位可靠的接棒人。 

雨足雲歸 八千里路將星隕  

道光三十年三月林則徐回到福州家鄉後，

不久道光駕崩。咸豐皇帝登基，下召求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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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潘世恩建議重用林則徐。當時洪秀全、楊

秀清已在廣西金田村起義，事態嚴重，咸豐想

借用林則徐當年在兩廣的威望，命他為欽差大

臣，赴廣西剿辦。林則徐這時已老病纏身，躺

在一頂特製的臥轎，由福建趕往廣東。走至廣

東潮州時，過於勞累，舊疾復發，十一月二十

二日，林則徐在病榻中，突然指天大呼「星斗

南」，就溘然長逝，享年六十六歲。清廷追贈太

子太傅，諡「文忠」。 

林則徐有一首詩的中間兩句是「苟利國家

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兩句詩不僅成為

林氏家教中 響亮的訓詞，而且被後人引用以

明心志。 

林則徐在道光二十六年以病乞退時，將做

官三十六年的一點積蓄，均分給三個兒子。曾

國藩曾以此事勉勵其弟曾國荃說：「聞林文忠三

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撫二十年，家私如此，

真不可及，吾輩當以為法。」 

【後記】余自幼喜讀中外歷史地理，尤愛演 

 

    

義小說與稗官野史。自「日新警察」創刊以來，

先後撰寫北宋包公、明朝海瑞、清末赫德與林

則徐等篇廉吏列傳，更感忠臣廉吏乃是維繫民

族氣節之所在。猶以撰寫之時，多是夜深人靜

或晨露曙光，正是靈台清明，始領會「風簷展

書讀，古道照顏色」之意，謹以記之。 

（本文作者現職為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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