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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喜《易》學思想略論
康全誠
遠東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副教授

摘要
孟喜是漢代象數派的《易》學家，他主張卦氣說，即是用《周易》卦象解
說一年節氣的變化，以六十四卦配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並
進而以之推斷自然社會人事的吉凶禍福。本文即對孟喜「卦氣」說中的內容：
四正卦、十二月卦、六日七分等問題作一探討論述，以明晰孟喜《易》學思想
的梗概。

關鍵詞：孟喜，卦氣說，四正卦，十二月卦，六日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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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to Meng Xi’s Thought on
“Book of Changes” (I-Ching)
Kang Chuan-Cheng/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Far 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Meng Xi was a scholar of the Book of Changes specialized in the
Form and Numerology school in Hang Dynasty. He advocated the
“Diagram Spirit theory (Kua Chi)”. He used the Book of Changes to
explain the changes of the seasonal periods in one year. There are 64
diagrams to go along with the four seasons, twelve months, and twenty
four seasonal periods, seventy two climates. Those are further used to
predict the good or bad fortune of the nature, society, and the people.
This paper aims at the contents on Meng Xi’s Diagram Spirit theory:
four proper diagrams, twelve months diagrams, six days divided by
seven etc. problems to elaborate one by one so as to explain the general
idea of Meng Xi’s thought on “Book of Changes”.
Key words: Meng Xi, Diagram Spirit theory, Four proper diagrams, 12 months
diagrams, Six days divided by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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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孟喜（西元前 90～40 年），字長卿，東海蘭陵（今山東蒼山蘭陵鎮）
人，父孟卿，善為《禮》、《春秋》，孟喜遵父之命習《易》，與施讎、梁丘
賀同學於田王孫。他是漢《易》卦氣說的倡導者，也是當時著名的今文經學
家。據《漢書‧儒林傳》記載，他曾參加過漢宣帝甘露三年（西元前 51 年）在
石渠閣召集的經學討論會。他曾舉孝廉為郎，後為丞相掾，漢宣帝時，立為博
士。漢代以象數說《易》，始於孟喜 1 ，他以陰陽說解說《周易》，以此推測
氣候之變化，判斷人事的吉凶。依《漢書‧藝文志》記載，與孟喜有關的著作
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氏》六十六篇，《章句施、孟、梁丘
氏》各二篇，已亡佚。《隋書‧經籍志》有「《孟氏易》八卷，殘闕」。清人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有《孟氏章句》一卷，現今吾人研究孟喜的《易》
學思想，主要憑借唐僧一行《卦議》所引孟喜思想為是，《卦議》載《新唐
書》二十七卷上，據此可了解其卦氣說有關內容。所謂卦氣，就是用陰陽說解
釋《周易》，用《周易》卦象解說一年節氣的變化。具體是用六十四卦配四
時、十二月、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並進而以之推斷自然社會人事的吉凶禍
福。本文即對孟喜「卦氣」說中的內容四正卦、十二月卦、六日七分等問題作
一剖析論述，俾能明晰孟喜《易》學思想的梗概。

二、四正卦
所謂「四正卦」即以〈坎〉、〈離〉、〈震〉、〈兌〉四卦中之二十
四爻，分主一年中二十四節氣。其中〈坎〉、〈離〉二卦之初爻分主二至（冬

1

屈萬里先生所著《先秦漢魏易例述評》一書中，「西漢武帝前諸子易例」節考出《新語》引
《易》者二事，《新書》引《易》者四事，《春秋繁露》引《易》者三事，《韓詩外傳》引
《易》者六事，《淮南子》引《易》者十二事，《史記》引《易》處彌多，屈先生所者共舉
二十一事，而結語曰：「或詮釋其辭義，或引申其意旨，要皆類〈文言傳〉〈繫辭傳〉之
說，未嘗一語涉及象數也。」又「以象數解《易》之始」節云：「《十翼》及先秦諸子，下
逮漢初諸儒，未有以象數釋《易》辭者，《國語》《左傳》之以象為說，乃因筮得之辭，推
其象以比附人事，非援象以測《易》辭一字一句之所自來，彼以象數說《易》者何始乎？則
孟喜是也。」此說甚允。（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74 年 9 月），頁 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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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夏至），〈震〉、〈兌〉二卦之初爻分主二至（冬至、夏至），〈震〉、
〈兌〉二卦之初爻分主二分（春分、秋分）。此說見於《新唐書‧一行卦議》
引《孟氏章句》云：
〈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其二
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
月，凝固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為主於
內，則群陰化而從之，極於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
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於八月，文明之質衰，〈離〉
運終焉。仲秋陰形於〈兌〉，始循萬物之末，為主於內，群陽降而承之，極於
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於
〈震〉，陰八之靜始於〈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
而中節之應備矣。2
因《孟氏章句》已不傳，其說難以詳徵，而孟喜四正卦說，主要本於彼時曆
法所取得之成果及成書於戰國時之〈說卦〉，屈萬里於《先秦漢魏易例述評》
說：
四正之義，出〈說卦傳〉。〈傳〉曰：「〈震〉，東方也。……〈離〉也
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坎〉者，
水也，正北方之卦也。」於〈兌〉曰正秋，於〈坎〉曰正北方之卦；雖〈震〉
〈離〉未以正言，然一為正東，一為正南，其義亦可推及。又因〈兌〉為正
秋，則〈震〉為仲春，〈離〉為仲夏，〈坎〉為仲冬，亦可推定。二至二分，
皆在四時之仲月，故以當之也。然以四卦之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則非〈說
卦傳〉所有矣。

3

吾人從〈說卦傳〉中的文王後天八卦方位圖中，可以看出八卦中〈震〉、

2

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并附索引》（全八冊），（臺北鼎文書局，1992 年 1 月），頁
599。
3
同註 1，頁 83～8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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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兌〉、〈坎〉具有較為特殊的意義：於四時，分別代表春、夏、
秋、冬；於方位，分別代表四正：東、南、西、北。孟喜基於〈說卦傳〉中的
這一思想，又捨四隅之卦而獨取四正之卦，由此創立了四正卦說。四正卦分主
四時：坎主冬、震主春、離主夏、兌主秋。孟喜以四正卦配一年四時，他進一
步利用一年中陰陽之氣的進退消長，解釋了四正卦何以分主四時的原因。他解
釋的方法是依據卦象和數。因為大衍筮法求計時，尤重九六七八。筮法中的九
六七八本來只有陰陽爻及陰陽爻相互轉變的含義，而孟喜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
賦予九六七八以陰陽之氣及陰陽之氣的互相變化的含義，從而將卦象與數結合
起來，用於解說四正卦主一年四季。
孟氏以為〈坎〉卦卦象內為陽爻，外為兩陰爻，即所謂「以陰包陽」。此
陽爻孟氏稱為「陽七」，相當於筮法中的「少陽」。按照「老變少不變」的原
則，少陽不變，不變則為靜，「故陽七之靜始于坎」。此是說〈坎〉卦象徵冬
至十一月，少陽之氣微動於下，未及變時，當靜處於二陰之中。但這裡的少陽
之靜是相對於老陽之動而言，絕非絕對的靜止不變。從本質上講，陰陽之氣始
終處於不斷的變化狀態。陽進陰必退，接下來便是〈震〉卦主事，於是孟氏
稱：「極於二月，凝固之氣消，〈坎〉運終焉。」4
〈震〉卦卦象是一陽動於下，該卦初陽為主爻（兩陰爻從之），孟喜初為
「陽九」，相當於筮法中的「老陽」，老陽要變，即陽氣要發生質的飛躍與變
化，故「陽九」之動始於〈震〉」。此是說〈震〉卦象徵春分陽氣要動生萬
物，至四月陽氣達到鼎盛狀態，接下來便是〈離〉卦主事，即所謂「春分出於
〈震〉，始據萬物之元（陽施生物之元氣），為主於內，則群陰化（陰承陽生
之元氣而生物稱為化）而從之。極於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
孟喜以為四正卦二十四爻分主一年二十四節氣。一年十二個月，每月兩個
節氣，故有二十四節氣。一卦六爻，四正卦共二十四爻。每爻主一個節氣，即

4

劉玉建：《兩漢象數易學研究》，（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9 月），頁 1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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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氏所稱：「〈坎〉、〈震〉、〈離〉、〈兌〉，二十四節氣，次主一爻。」
其中，四正卦的初爻分別主二至二分，即〈坎〉初六主冬至，〈震〉初九主春
分，〈離〉初九主夏至，〈兌〉初九主秋分，即所謂「其初則二至二分也」。
至於其他卦爻如何主其他節氣，孟喜未言，但僧一行在《新唐書》卷二十
八上（志第十八上，歷四上）大衍歷〈發歛術〉中，根據孟喜的說法，制有一
卦氣圖，在此圖中，則標明了四正卦二十四爻分主二十四氣的具體情況。
孟喜的四正卦說，為後世象數《易》學家所吸收，頗為流傳，如虞翻注
〈繫辭〉「兩儀生四象」云：「四象，四 時也，兩儀謂〈乾〉〈坤〉也。
〈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四卦，〈震〉春、〈兌〉
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由此可見，孟喜四正卦說，以獨
特的《易》學思維方式，成為象數《易》學家注釋《易》學經典，闡發《易》
學理論的重要典籍，對後世的象數《易》學發展有重要貢獻。

三、十二月卦（又稱十二辟卦）
所謂十二月卦，為從六十四卦中，選取十二卦，再依據十二卦，陰陽多
少，將其有規律組合為一，以示一年四季十二月陰陽消長的變化特徵。按《舊
唐書‧歷志》，六十四卦中除四正卦外的六十卦，分別配以七十二候（二十四
節氣中，每一節氣分為初、次、末三候，共七十二候）。此六十四卦按辟（即
君）、公、侯、卿、大夫五等分為五組，每組各有十二卦。凡初候二十四，配
以公卦和侯卦；次候二十四，配以辟卦和大夫卦；末候二十四，配以侯卦和卿
卦。六十四卦配七十二候，尚缺十二卦，乃以侯卦補之，故侯卦又分為內外。
每月月首稱為節，月中稱為中，故二十四節氣又分為節氣十二、中氣十二。這
些繁復的說法，未必都出於孟喜，但十二月卦說則為孟喜所提出。5 十二辟卦的
順序如下：
復卦
5

十一月中

冬

一陽生

廖名春：《周易研究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 年 7 月），頁 8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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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卦

十二月中

冬

二陽生

泰卦

正月中

春

三陽生

大壯卦

二月中

春

四陽生

夬卦

三月中

春

五陽生

乾卦

四月中

夏

六爻皆陽

姤卦

五月中

夏

一陰生

遯卦

六月中

夏

二陰生

否卦

七月中

秋

三陰生

觀卦

八月中

秋

四陰生

剝卦

九月中

秋

五陰生

坤卦

十月中

冬

六爻皆陰

選中這十二卦代表十二，是因為卦象中剛柔二爻的變化能體現出陰陽二氣
的消長過程。前六卦由〈復〉卦的一陽始生到〈乾〉卦的陽氣極盛，為陽長陰
消的過程。此外，十二辟卦共有七十二爻，可象徵七十二候。前六卦的〈復〉
卦初九爻表示陽氣始動，為十一月冬至次候，到〈乾〉卦六爻皆陽，為四月小
滿次候；後六卦的〈姤〉卦初六爻表示陰氣始動，為五月夏至初候，到〈坤〉
卦六爻皆陰，為十二月小雪次候。由於十二辟卦象徵二十四節氣與七十二候的
變化，所以又被稱作十二消息卦。前六卦象徵陽息（生長）陰消，稱為息卦；
後六卦象徵陰息陽消，稱為消卦。從歷史的文獻來看，《呂氏春秋》的「十二
紀」等早已將陰陽二氣的消長用於解釋天文、律歷、動植等的變化。但孟喜卦
氣說則從一卦一爻具體陰陽消長態勢，予以圖式以量的反映和詮釋。他將六十
四卦配以時空、物則組成的大圖式。在他看來時空、物則的運動變化是固有
的、恆定的。其運動變化的基本情況直接體現在一卦一爻陰陽交錯的感性標誌
上。卦爻陰陽運動的平衡與否直接關係到天道人事運行的正常與否。這樣便將
卦爻視為「天平」，啟發了京房等人以卦爻變化來推定氣候變化，進而預測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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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吉凶的《易》學「占候」派。京房在孟喜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卦氣說
的形式和內容。他的卦氣說從事物之間的聯繫、發展和制約的聯繫入手，將陰
陽外化為五行，構成了陰陽五行體系。
孟喜之十二消息卦說，一則引曆法入《易》，乃將《易》學科學化，
客觀上使象數《易》走入正確之途；另外，以十二卦卦象表示十二個月，是將
十二月陰陽定量化，一年十二月有六個陰六個陽，是陰陽數積累之過程，簡易
明瞭，為推動曆法而走上規範化 6，此為其價值所在。

四、六日七分
孟喜將四正卦、十二消息卦與一年四時、二十四節氣、十二個月相配
之後，又進而利用六十四卦，扣除〈坎〉、〈離〉、〈震〉、〈兌〉四正卦，
還餘六十卦，將六十卦分值周歲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如此則一卦值「六日
七分」，此說見於《易緯‧稽覽圖》，孔穎達《周易正義》疏〈復〉卦卦辭
「七日來復」曾引述此說云：
案 《 易緯 ‧稽 覽 圖》 云： 「卦 氣 起〈 中孚 〉， 故 〈離 〉、 〈坎 〉、
〈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
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四分
日之一，又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
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7
按此處言：「六日七分」為扣除四正卦，以其餘之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去配
合一年之歲數，然一年之歲數非整數，而是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故孟氏
將多出之「五日又四分之一」，依「每日為六十分」之方式，分為四百二十
分，（一日八十分，五日共四百分，四分之一日為二十分，共計為四百二十

6

傅榮賢：〈孟喜易學略論〉云：「清代的惠棟是《易》漢學大家。其《易漢學》中依孟喜卦
氣說，制了一張卦氣圖，對十二消息卦和二十四季氣及七十二候的象徵關係和對應關係有較
充分的表述。」（《周易研究》，1994 年第三期，1994 年 8 月），頁 6。
7
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65 年 5 月），頁 65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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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六十卦去除，每卦得七分。加上之前所分配之六日，則每卦各得「六
日七分」。
孟喜提出此說，有兩個來源。一是本於律曆。《淮南子‧天文訓》以
十二律，配十二月，它認為十二律又生出六十音，以六乘之，當一年之數，它
說：「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生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
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按此說法，六十音，後又稱為六十律，每律主管六
日。孟喜則以六十卦，代替六十律，每卦亦主管六日。二是本於太初曆。漢武
帝時，制定了新的曆法。天文學家鄧平，依據實測，提出八十一分法，規定一
月的日數為二十九日八十一分之四十三，即 29
的日數則為 365

43
7
。一年的月數為 12 。一年
81
19

385
1
，即 365 。太初曆則以一年之日數為三百六十五日又四
1539
4

分之一日。此說同《淮南子‧天文訓》中的律曆說相比，一年之日數，多五日
又四分之一日。若每日分為八十分，則五日又分四分之一日共有四百二十分。
以六十除四百二十，則為七分。據此，孟喜則導出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的
說法。可以看出，孟喜的卦氣說又是同新曆法太初曆相適應的。8
孟喜創立的六日七分法在漢代影響甚大，其中，《易緯》也吸取了此一
學說，在〈乾元序制記〉說：
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餘二十（每日分為八十分，1/4 為
二十分），四分一日以為八十分二十為之。消息十二月，月居六日七分……三
公十二月，月居六日七分……二十七大夫十二月，月居六日七分……諸侯十二
月，月居六日七分（孟氏將六十卦分為五組，分別配以辟即君、公、侯、卿、
大夫等爵號，分主一年七十二候。鄭注：本應有卿，「蓋有脫文也」）。9
又《乾鑿度》說：

8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80 年 9 月），第一卷，頁
140。
9
同註 4，頁 137～138。
9

遠東通識學報 第八卷第二期 頁 1-14

孟喜《易》學思想略論

孔子曰：「升者，十二月之卦也。」
孔子曰：「〈益〉之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
帝，吉』。〈益〉者，正月之卦也。」
孔子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
者，二月之卦也。」
孔子曰：「『〈既濟〉……九月之時。』（按孟氏六日七分法中，〈既
濟〉主十月節氣之次候，此言九月，與孟氏略有出入。）
孔子曰：「〈歸妹〉，八月卦也。」（按孟氏六日七分法中，〈歸妹〉既
主八月中氣之末候，又主九月節氣之初候，故既可稱為八月卦，又可稱為九月
卦。）10
《稽覽圖》也說：
六日八十分之七。（鄭玄注：「八十分為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
也。」
〈屯〉，十一月。（按六日七分法，〈屯〉既主十一月中氣之末候，又主
十二月節氣之初候，故可稱為十一月，也可稱為十二月）〈蒙〉，正月。
〈訟〉，三月。〈師〉，四月。〈比〉，四月。〈小畜〉，四月。〈履〉，六
月……〈同人〉，七月……〈大有〉，四月一按六日七分法，〈大有〉既主四
月中氣之末候，又主五月節氣之初候，故可稱為四月或五月）…。11
孟喜以前，人們以律數為一切數（包括《易》數和歷數）的本原。史
學家兼天文學家司馬遷在《史記‧律書》中說：「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
壹稟于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新曆《太初曆》的重要參與者之一的落下
閎也「以律起曆」，將音律數據視為曆法數據的「律」。「律，法也，莫不取
法焉」（《漢書‧律曆志》）。《漢書》以後的正史都將律和曆合為〈律曆
志〉，也是曆數法於律數思想的反映。「律」既為「法」，則一切數，包括

10

同註 4，頁 13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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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數也源於律。比如落下閎又說：「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以出也。」孟
喜以後，《易》數地位不斷上升。到西漢末劉歆做〈三統曆〉時，已不滿足於
繼續將曆附於律。他特別抬高了《易》數的地位，將《易》數視為一切數的本
原。〈三統曆〉說：「八十一分曆」的「81」乃黃鐘（律長九寸）自乘。而黃
鐘又源於《易》的「大衍之數」。《漢書‧律曆志》引其語曰：「其數以易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曆
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
焉。」《易》大衍之數成了「推曆生律」的根據。一切律、曆之數皆可從
《易》數中推得。比如十九年七閏，《漢書‧律曆志》：「合天地終數，得閏
法。」天、地終數分別為 9 和 10，9＋10＝19，得「閏法。」

五、結語
孟喜卦氣說的理論來源是《禮記‧月令》、《易傳‧說卦》、《呂氏春
秋‧十二紀》以及《淮南子‧天文訓》，他在此基礎上發展成為較具系統的卦
氣說。卦氣說的主要特點是以陰陽奇偶之數解釋陰陽二氣的盈虛消長，再以之
比附社會人事，以之推斷吉凶禍福，這是象數《易》學的主要特徵之一。孟喜
的卦氣說，開漢《易》之先河，在漢《易》的占筮體例中曾產生重大的影響。
12

而孟喜之六日七分法為揉合《易》學與天文曆法知識而形成，其將《易》學

與自然科學結合為一，開創《易》學研究之新領域。在兩漢及後代〈五行志〉
每引京房〈易傳〉，以說妖異之事，即本孟氏災異也。後世《易》學家如許
慎、虞翻、馬融、鄭玄、荀爽、陸績、王肅、朱熹等皆嘗取之於《孟氏易》。
再者，由孟喜所創立或完善的四正卦說、十二消息卦說及六日七分
法，本來是孟氏用於占筮及言災異的學說，但至東漢以來，《易》學家則取之
用來注《易》，成為《易》學發展史上較為重要的幾種《易》例。如孟喜創立

11
12

同註 4，頁 138。
商國君：《中國易學史話》，（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2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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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卦之後，京房繼之發展成為八卦卦氣說，為後世象數及義理派《易》學家
所取，用於解《易》。從《周易集解》所收集的諸家之注來看，具體說來有這
樣一些《易》學家取四正卦說解《易》，他們是京房、鄭玄、荀爽、虞翻、宋
忠、《九家易》、王弼、姚規、干寶、孔穎達、崔憬、李鼎祚等。而孟氏關於
十二消息卦說對後世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四正卦說。凡後世各家各派《易》學
家，大都將十二消息卦說視為解《易》的重要體例。從《周易集解》所列諸家
來看，有這樣一些《易》學家運用此例，他們是：京房、馬融、鄭玄、荀爽、
虞翻、翟元、何妥、姚信、王弼、《九家易》、干寶、孔穎達、侯果、崔憬、
李鼎祚等。又六日七分法，主要被後世象數《易》學家所採用，雖亦有人認為
義理派《易》學家王弼也曾運用此例。從《周易集解》中記載來看，有這樣一
些《易》學家運用此例注《易》，他們是：焦延壽、京房、鄭玄、虞翻、王
弼、干寶、《九家易》、孔穎達、崔憬、李鼎祚等。
孟喜傳《易》於白光、翟牧兩大弟子，二人不負師望，學有所成，皆
為博士，且形成了學派，《漢書‧孟喜傳》說：「由是有翟、孟，白之學。」
其後學有蓋寬鐃、洼丹、鮭陽鴻、夏恭、梁竦、許慎、袁安、袁京、虞翻、馮
顥等，以上皆是孟氏《易》在兩漢時期傳承的概況，所以 說孟喜是漢代象數
《易》的大家。

參考文獻
1.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臺北：臺北學生書局，民國 74 年 9
月）。
2.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并附索引》（全八冊），（臺北鼎文書局，
1992 年 1 月）。
3.劉玉建：《兩漢象數易學研究》，（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9
月）。
4.廖名春：《周易研究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 年 7 月）。
12

遠東通識學報 第八卷第二期 頁 1-14

孟喜《易》學思想略論

5.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65 年 5 月）。
6.朱伯崑：《易學研究史》，（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80 年 9 月）。
7.商國君：《中國易學史話》，（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2
月）。
8.傅榮賢：〈孟喜易學略論〉，《周易研究》，1994 年第二期，1994 年 8 月。

13

遠東通識學報 第八卷第二期 頁 1-14

孟喜《易》學思想略論

14

遠東通識學報 第八卷第二期 頁 15-26

健康維護探討

健康維護探討
莊耀輝
遠東科大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摘要
無病第一利，健康固然是人生最大的財富，但未必每個人都明白其重要，掌
握正確訊息或懂得怎麼維護。
俗話說：
「少年不養生，老來養醫生」
，可見健康並非理所當然，即使今天沒
病痛，未必終生都能免於任何病痛。維護的主要工作，還是在每個人自己本身。
平時的照顧與調理，至為重要。每個人都具有自我療癒的力量，也是自己最好的
醫師，求醫不如求己，預防勝於治療，若是平時不保養，等到苦痛纏身時，才想
要照顧身心靈，便已嫌遲。車況的良好，端賴平時的確實保養，人體機能的正常
運作，同樣也要平時的謹慎小心，妥善維護。
當然，維護辦法愈是簡單，便愈於實行，也愈能行之久遠，省事事省，既可
減輕身心負累，減少家庭與社會負擔，也可確保一定的生命品質，受益匪淺，值
得探討。
本文旨在探討有效可行維護健康的簡易辦法，怎樣珍視健康，以及注意身心
發出的警訊，以收預防勝於治療的效用，確保身心健康，維護生命品質，減輕家
庭、社會的疾病支出，並享受健康的美好人生。
關鍵詞：健康管理、健康維護、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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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f Keeping Great Health
Chuang Yiau-hwei / Professor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ar 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Not get any disease is the best for the good life. Every one can
understand that health is the best wealth in life. However, it is not that
every one can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health and understand the right ways
to maintain it.
Indeed, health is not for granted. The maintenance of health is
largely depended on each one’s personal daily care and moderation in
dealing with eating and excercising. Every one does possess the
self-healing power, and he can be his best physician. It’s better to seek
one’s own self help rather than other outside help.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It’s really too late if only when we got sick then we can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health. Just as a vehicle’s good condition much
depends on the daily care, so the good condition of our organic operation
of the body also much depends on our daily care.
The way of health maintenance would be better to keep long if it’s
easy and effortless to proceed. Without much efforts, an easy way of health
maintenance can reduce the onerous burden to personal, family and society
altogether. Besides, it can assure the quality of good life and bring many
benefits to all. Accordingly, it deserves to be further discussed.
The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the easy and practical ways to keep
great health. Besides, it’ll discuss how to value our own health, notice
the danger signs of health problems, with a view to get the best benefits
of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reduce the pain and disease spending
of personal, family and society burden, and enjoy the good quality of great
life.
Keywords: Health Management, Health Maintenance, Reg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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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人生無常，人命危脆，健康並非理所當然的事，稍一疏忽，便可能苦痛纏身，
生不如死，甚至喪身失命，造成無以彌補的遺憾。
養生需趁早，而非等到健康頻頻出現各種警訊時，才知警覺。懂得更多正確
養生訊息與方法，則體弱多病者，可以轉弱為強，轉病苦為康強，甚至可以臻上
壽，唐初藥王孫思邈即為著例。
隨著國人平均壽命延長，高齡化社會來臨，各種身心機能減退、不聽使喚的
疾病，如老年失智、失聰、失明、巴金森症、癌症、行動不便、糞尿失禁等症狀
漸多，若是淪落到此窘困地步，處處得需要人扶持、幫助，既無法賺錢，又有龐
大醫療費用支出，舉步惟艱時，恐怕就沒生活品質或!!!生命尊嚴可言，這不但
是病患個人身心的煎熬與痛苦，也是其家人與社會很大的心理與經濟負擔。
無病第一利，健康堪稱是人生最大的財富，也是每個人切身的緊要大事，可
是卻常被人忽略，因此，經常可以看到年輕人過勞死、狂飆生命、揮霍生命，以
致身殘體傷，甚至喪身失命的不幸案例，記得 99 學年度上學期帶領學生到台南
市創世基金會參觀時，發現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病患是因車禍所致的植物人，
試想若能及早珍惜健康，將能減少很多人世間不幸與痛苦悲劇的發生。
所謂健康，並非僅是身體無病而已，而是整體身心靈的健康才是。講到健康
維護，上醫醫未病，當然是預防勝於治療，健康有效維護絕不是等到身心頻頻出
現狀況時，才病急亂求醫。求醫不如求己，每個人應為自己平時的健康維護負起
責任。
有些人不免認為健康是醫師、醫藥的事，或是參加些需繳交高會費的健身運
動中心舉辦的活動，健康就能加值、保障，果真如此嗎？恐怕也未必，否則豈非
只要有錢就能確保健康？是不是有省事省時，簡單易行，且適合各個年齡層，又
有實效的簡便維護方法呢？此一切身課題，便很值得吾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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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身心健康的重要
人生什麼最重要？健康亮紅燈的人最懂得健康的意義與重要，周大觀未過世
時，多麼渴望能跟一般健康的小朋友一起遊戲與活動。一個人若失掉健康，人生
馬上便變成黑白，即使擁有財富、愛情、名位、權利等，又有何意義！
目前人類死亡的首要原因，依然是疾病：例如癌症、愛滋病、肺結核、肝癌、
心臟病等，都是目前名列世人死亡的十大疾病之一（註 1）。可是絕大多數的病
痛，都跟不良的生活作息、飲食、運動、休閒有關，畢竟「冰凍三尺，並非一夕
之寒」，怎樣的人，生怎樣的病，很多致病原因，其實都是掌控在每個人手中。
因此，探討此一主題便更有意義。
其次戰火蹂躪，也是人命傷亡的重大原因，自古以來，人類大小戰爭便不斷
發生。戰火無情，遠的如南京大屠殺，近的如赤棉在柬埔寨的屠殺、兩伊戰爭、
阿富汗境內的戰爭，及目前敘利亞內戰等，都造成無數生命死傷，及兩百多萬難
民的流離失所。
再來，意外事故也是人命傷亡的要因，儘管現代科技發達，每年死於交通、
地震、風災、水災、瓦斯中毒、工安、空難的人數，還是有增無減。
其他還有心情鬱悶，一時想不開而自殺的人數也不少，難怪世界衛生組織要
將憂鬱症，列為本世紀威脅人類健康的三大疾病之一（註 2）。
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尤其是病苦纏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時，便能
深切體會人的脆弱無助，病急亂投醫的可能，以及健康的真正重要。
很多身心疾病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長久不良飲食生活累積所造成
的。健康維護，當然也非一蹴可即。平時若不知珍惜，又疏於保養，則不知不覺
間便很容易變成弱不禁風，抵抗力弱，稍遇到風寒便引發病痛，等到病苦纏身時，
便不好受。可見健康絕非理所當然的事，
「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
，即使眼前
健康無虞，也未必未來都能長久無事。
無病一身輕，吃得下，睡得著，有活力，行動自由，人生何等洽意。身心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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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氣力充盛時，看人、看事、看景物都很愉悅，做起事來也更有活力，有健康
體魄，人生便很亮麗，固不待言。
沒有健康，人生便很灰暗。健康是實數，沒有個實數在前面，後面跟再多的
數字，也不具意義，有了健康，人生便有希望。健康的重要，由此可見。

三、 容易造成身心負累的因素
年輕人每太容易看待健康，誤把健康視為理所當然的事，任意虐待身心，直
到身心不堪負荷，健康亮起紅燈，便很可悲。所謂年輕時拼命以命換錢，年老時
便需以錢保命，此中心酸，病苦者感受應是最深。
疾病的形成多半是一個人長久不良飲食、作息、運動、心情所造成的。造成
身心過份負累的因素固然很多，有些是個人難以自主的因素，如環境污染、氣候
變遷、個人遺傳、體質等；有些則是每個人飲食、生活作息習慣、運動、心情、
業障等不正確或不當所致。基本上，每個人應負很大的責任。
目前醫療科技固已解決過去常見疾病諸如下痢、瘧疾、夜盲、頸項腫大
等，但仍難以解決的疾病，依然不少，畢竟醫生並非神，面對其自身生死，
一樣是束手無策，固非萬能。求人不如求己，才是根本之道。
1.

飲食上的問題：不良的飲食作息習慣，偏好精緻食物、肉食，飽食、夜食、
速食，以雞排、牛排為主的美式飲食、炸烤、垃圾食品等，進食時狼吞虎
嚥，都是腸胃極大的負累，更易加速腸胃衰老與病變，血液酸化，便是疾
病溫床。

2. 生活作息的問題：不良生活作息，晚睡晚起，晝夜顛倒。熬夜、日夜顛倒，
違反生理時鐘，長期過度壓縮睡眠時間，造成身心疲累不堪，精神恍惚，
注意力不集中，便很容易出差錯，而且疾病也容易趁虛跟著來。姿勢不正
確，長久下來，容易引發頸椎病變與腰痠背痛，乃至視力衰退等疾病。
3.

運動量不足的問題：現代人過度用腦、用眼，久坐、久視，缺乏運動，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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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少，運動量不足，已經是很普遍的現象。氣血不流暢，精神體力虧損過
多，容易顯現疲勞、呆滯。《黃帝內經·素問·宣明五氣篇》上說，「久視傷
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是謂五勞所傷」，便是不
知量力而為所致。俗話說：
「要活就要動」
，西方也有類似的諺語：
「如果你
沒時間運動，那就多留點時間生病」，即此，可見運動的重要。
4.

心情鬱悶的問題：處在變動快，充滿不確定，未來難以預測的環境，人心的
徬徨無助、憂慮煩惱，在所難免。工作、課業、經濟、健康問題，都會給
人帶來身心的壓力。
四大不調，尤其忽冷忽熱的天氣，氣溫變化太大，體質較弱，抵抗力差時，
就容易出狀況。
甚或喜歡涉足不良場所，吸煙、喝酒、吸毒、飆車，便易戕害身心，污染心
靈。所謂酒亂性，色傷身，財傷德，氣傷肝，煙傷肺，只要不沾染上不良壞
習慣，便容易遠離疾病的苦痛。
人際關係的緊張與不良，疏離、勾心鬥角、傾軋，欠和諧的人際關係，憂慮
掛礙，疑神疑鬼，心情苦悶，愁眉苦臉，日子便很難挨。缺少感激、感動，
不健康的心理態度與想法，怨惱瞋恨多，既是自己負累，也讓其周遭的人同
感不快。
物質欲望多，喜歡亂買東西，入不敷出，淪為物質欲望的奴隸，甚至卡奴，
舉債度日，度日惟艱，便很苦惱，這時當初愛買東西的快感，畢竟難敵債務
逼身的苦惱。
遠離自然，久處室內，很少接觸大自然清新的陽光、空氣與水，宛如籠中鳥
或溫室花朵般，抗病力自然弱。
缺少心靈修為，沒更高貴的心靈座標，沒有積極生存的意義與使命，只知逐
物迷己，縱情聲色、沉迷電玩，渾渾噩噩，與俗浮沉，不虧損虛耗過甚，已
屬僥倖，更遑論保元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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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身心健康的有效維護
健康不是神明或醫生所能賜給，也不是金錢所買得。人人企求健康，但如何
才能獲得它呢？
人一過中年，身心體能漸走下坡，就如日影過中則斜般，速度也愈來愈快。
加上高齡社會來臨，健保費用支出，節節升高，負擔也愈來愈重，不僅個人深感
吃力，即使政府也倍感捉襟見肘，因此，尋找簡易可行的辦法尤為重要。健康維
護愈簡單愈好，不必複雜、繁瑣、耗時、費事、費神，甚或費錢，才能確保行之
久遠。
依個人淺見，健康維護，平時保養主要還是要靠個人，因此，正確健康養生
訊息的掌握、學習、認識與實踐，便很重要，美國有項研究顯示，學歷較高的人，
較為健康長壽（註 3），這固不必是因為學歷較高者，平均收入也較高的緣故。
1. 多接近自然：陽光、空氣、水是生命的重要要素。遠離自然。便遠離健康。
因此，順應自然時鐘，乃至節氣變化，起居作息都有規律，多吸收大自然的
芬芳，最符合養生之道。
2.

愛惜精神體力：保元惜神，勿令過份虛耗虧損，便容易延年益壽，「精神內
守，病安從之」
。氣力能量儲存愈多，便愈有活力。多言耗氣，久視傷精，怒
傷肝，憂傷脾，懼傷腎，不能不知。筆者大一時，跟沈榮槐學長初訪土城承
天寺住持廣欽老和尚。抵達目的地時已深夜，廣老跟我們說，他晚上不再說
話，以免傷元氣。令我記憶很深，可見他能活到九十八歲，無疾而終，絕非
偶然。

3. 保持乾淨的心靈：去除積垢，淨化身語意，紐約名醫卓不拉（Dr Deepak Chopra）
談「乾淨心」（”Pure Potentiality”），便是此意（註 4）。可見若能清除
掉內心種種的怨惱瞋恨等無明煩惱習氣，無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更
重要的是保有纖塵不染的心，慈悲包容的心量，身體內的氣血循環，乃至呼
吸系統、消化系統、神經系統、免疫系統都能正常運作，自然就能少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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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隨時隨處放輕鬆：「花開花落不由己，緣生緣滅終有時」，隨緣順命，保持愉
悅的心情任運隨緣。心情緊繃，最是跟自己過意不去。因此，懂得保持愉悅
自隨，最是善待自己。更值得注意的是，心情好，才有長命百歲的本錢，例
如，家母個性較急，僅活六十三歲便過世，可是家祖母，個性溫和，活到九
十六歲，無疾而終。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這跟個性愉悅與否應有很大關係。
老實活在當下，照顧好當下的念頭，不要隨著妄想煩惱轉，便容易把心情調
理好。
5. 深呼吸：人在緊張憂懼時，呼吸便顯得急促不安。調呼吸，便能調理心情。
呼吸長，壽命長；呼吸短，壽命短；呼吸停，壽命停。可見呼吸與生命息息
相關，人命呼吸間，一息不來，便成隔世，好的呼吸講究的是深、長、細、
勻、暢，多用腹式呼吸，或寶瓶氣呼吸，也就是刻意地把吸氣拉長，閉氣八、
九秒後再呼出，除了可以充份利用肺葉外，也會有較好的呼吸品質，如此一
來，血液含氧量增加，消化吸收功能及免役力跟著強化，既可減少病痛，延
緩老化，也顯得較有活力、朝氣與注意力。
6. 飲食均衡：飲食應節制、清淡、均衡，少肉多蔬菜水果，慢嚼細嚥，多喝水，
並偶而斷食、生食，可減輕腸胃負荷，使腸胃道年輕有活力。人的老化不是
從皮膚起皺紋開始，而是始於腸胃道消化吸收功能的衰化有關，所謂腸壽便
是長壽，因此，善待腸胃，不能不知。
7. 規律運動：伸展筋骨，活動氣血，「通則不痛，痛則不通」。散步、慢跑、有
氧運動、瑜珈、氣功、太極拳、游泳等都是適合各年齡層的好運動。
8. 良好的睡眠品質：養成早睡早起的規律作習習慣，不任意熬夜。清晨即起，
讓宿便早點排出體外，以免積貯腸胃過久致毒，再被腸子吸收，便很不妙。
就寢時，也不要把任何煩惱、憂慮、壓力、痛苦帶到床上。晚上少應酬或宵
夜，以免帶一肚子大便上床睡覺，這實在既不衛生，也不健康，當然也會影
響睡眠品質。
9. 和諧的人際互動：尊重、體諒、包容、寬恕，善待別人，便是善待自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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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命光，有用能量，用在對的地方，人生自是精彩可期。二十世紀傑出科
學家愛因斯坦便深能體會此中道理，不把有用能量耗損在無謂的衝突摩擦
上，他說：「在衝突中尋找和諧」〈“In conflict, seek harmony”〉，便是
這個意思。
10.過有意義的人生：暗地裡多做些利益他人的事，便是有意義的人生，讓別人
因你的存在而受益。正是文藝復興奇才達文西說的，善用一天能有好眠，善
用一生便能有好死。
畢竟養生是切己切身的要事，求人不如求己，預防勝治療，每個人應為本身
健康好壞負最大責任，每個人自己好好照顧自己，既切要也簡便可行。

五、 良好健康的多與少之省思
少
健康訊息

多

道聽塗說的訊息、地下電台的 正確的健康養生知識
賣藥廣告

毒物污染

污染

潔淨

停留

密閉室內

自然原野

呼吸

淺肺呼吸

腹式呼吸、丹田呼吸或寶瓶
氣呼吸

飲水

罐裝食品飲料及垃圾食品

開水

進食方式

狼吞虎嚥

慢嚼細嚥

作料

糖、鹽、脂肪、蛋白

清淡

飲食

飽食、夜食

節制原味

烹煮

過份烹煮

生食

食物

吃肉

蔬果

毒品

煙、酒、毒、色

靜坐調心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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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

人工加味加料

新鮮自然食品

紓壓

壓力

放輕鬆

心情

憂慮煩惱

放輕鬆，選擇愉悅

睡眠

熬夜

規律的起居作息，早睡早起

慳貪

貪欲

施捨

個性脾氣

生氣、怨恨、惱怒、抱怨

歡笑、感恩、濟眾、利他

走動

搭乘車輛、電梯

散步、走路、騎單車

久坐

久坐、久視

走動、伸展、拉筋、運睛

閒談

講話

仔細聽

走路

開車

步行、自行車

生活消費

消費

簡樸、節儉

應酬

應酬

修行

結論
身體髪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每個人若想照顧好自己，便是
多點正確訊息，多點規律正常的作息飲食運動，以及培養愉悅的個性，善良的心
地，高貴的心靈，這便是養生的根本之圖。只要有恆久的毅力與決心，想要維持
良好的身心健康狀態並不難。平時多保養，培良良好生活起居作息習慣，飲食清
淡有節制，規律地適度運動，正向思考，養成樂觀愉悅的個性，多吸收正確的養
生知識與訊息，同時培養利樂他人的健康思維，不自尋煩惱，自討苦吃，持久有
恆地做，便能遠離很多病苦的折磨，也可確保一定的生命品質。
有健康便有彩色絢麗的人生光景，值得每個人重視與珍惜。

附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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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gs.org.tw/master/mastera/library/center/center/200008/890820.htm
2. Top 10 Most Hazardous Diseases of the 21st
Century(http://top-10-list.org/2009/10/04/ten-most-hazardous-dis
eases-21st-century/)
3. “Report Shows Encouraging Progress in Girls’ Education”, VOA News,
2011-03-03
4. “The Law of Pure Potentiality,”
（ http://store.chopra.com/content.asp?id=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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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繪本製作
陳美玲
遠東科技大學創新設計與創業管理系講師

摘

要

生命教育是每個人都需面對的課題，即便是個體成熟的成年人，也難免會遭
遇到一些困境與挫折，當面臨這些問題時，如何讓他們沈靜思考、抒發心理壓力，
替生命找到出口，繪本就是一種很好的媒材，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來表達生
命的意涵。筆者指導學生專題實務創作繪本，以『成人生命教育』為主軸，整理
生命教育相關文獻的定義和內涵，以及繪本的定義、功能、特性、教育功能等，
最後實務創作，製作出以成人為閱讀對象的繪本，總計有兩個故事主題，故事一
『這不是我的故事』與故事二『小畫家』，二本繪本各具特色，不過皆期望能引
發成人的共鳴，學生也從創作過程對生命教育有更深入的體會。

關鍵字：生命教育、繪本、成人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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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Education Picture Books for Adults
MeilingChen*

Abstract
Life educ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issue for everybody. Adults would have some
difficulties or dilemmas. When they have problems, they need to let themselves calm
down and think carefully and find ways to deal with their stress. Picture books with
pictures and words are able to show the meanings of life. They can be used as media
to help adults find a way out when they are in difficulty. The author advised students
to make two life education picture books for adults: one is This Is Not My Story and
the other is Little Painter. These two books talk about different themes of life
education. Hopefully, adults will be touched by the books. The students also have
more ideas about life education through the creations of the books.

Key words: life education, picture book, picture book for adult

Meiling Chen, insrtuctor, Far Eas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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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背景與動機
生命教育一直都是人類非常重要且必修的課題，不論教育、哲學、宗教等領
域對這一個課題都有著墨，然而台灣的生命教育卻顯得不夠周延，孫效智（2004）
在《歌詠生命的旋律─九年一貫生命教育教案》的序言中提到：受忽略的生命議
題包含兩個層次，其一是認知層次，忽略人生終極議題的探索，只重視「身外的」
或「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知識。其次是實踐層次，不夠注意生命價值觀內化
與深化的修養工夫，無法展現出「誠於中，形於外」的氣質。其結果是：社會上
充斥著人生觀模糊、意義感空洞與價值觀混淆的人們，並由之衍生出種種貪嗔癡
慢、EQ 不夠、輕賤人我生命的負面現象。
最近幾年經濟不景氣，連帶自殺、自傷、他殺、他傷等的案件不斷，根據行
政院衛生署（2011）的統計資料，2007 年蓄意自我傷害（自殺）死亡人數總計
有 3,933 人，2008 年有 4,128 人，2009 年有 4,063 人，2010 年有 3,889 人，2011
年有 3,507 人。因而喚起人們對生命教育課題的重視，許多專家學者投入心力，
探究其內涵，從百家爭鳴到逐漸凝聚，形成共識。生命教育最直接的切入點是教
育體系，也就是由小學至大學的學校教育，以人為基礎，「深化人生觀」、「內化
價值觀」、「整合知情意行」與「尊重多元智能」都是生命教育所涵蓋的範圍。
其實，每個人從出生到年老，在其人生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會遭遇不同的生命
教育課題，都需要生命教育，其中已離開學校的成年人仍須持續接受生命教育，
繪本即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媒材。成人階段是人一生肩負最多責任、扮演最多角色
的時期，假如能藉由閱讀繪本而啟發其生命思考與認知觀念，讓成人對於生命有
更多的省思與探究，必能將其角色發揮得更淋漓盡致，展現其生命的價值，甚至
也能間接影響下一代有更好的生命品質（葉俞仟，2009）。當成人在心有疑惑或
懷憂喪志時可閱讀繪本，藉由那些鼓舞士氣及放鬆解壓的故事來達到反思人生意
義、自我接納的目的，成為一個樂觀迎向生命且能關懷社會的人；當成人有嚴重
憂鬱或者有自殺企圖時，可因閱讀有療愈性或者是具有生命教育意義的繪本，進
而改變想法和觀念，願意繼續有價值、有意義的生命。
繪本在台灣的發展已多年了，其品質有一定的程度，綜觀台灣繪本發展史，
發現繪本的閱讀對象多半鎖定兒童，無論是在出版市場或者學術研究的焦點都擺
放在兒童繪本，直到最近幾年才漸漸有專屬成人閱讀所製作的繪本，以成人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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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傳遞生活觀點、心情、體驗等訊息。筆者擔任設計類群學生的專題實務製作
指導老師，希望學生透過生命教育繪本的製作，從中更深入了解生命教育的意
涵，並透過繪本的設計，試圖引導成人讀者融入所設計的生命課題情境，讓讀者
從冰冷生硬的學問、事理轉到溫暖生命的內在涵養，引發其思考生命的本質，以
及對於死亡的認識，培養其對生命產生正向積極的態度，並且透過繪本直接且簡
單的圖語，傳達重視生命意義與追求自我的生命意義感的重要性，讓成人回歸赤
子般的心靈，去追尋所愛，並且更深入的瞭解自己，增進與環境、社會和他人的
互動關懷，以及用更寬廣的態度去迎接生命中的每一個困境。

第二節 繪本
2.1 繪本的定義
，日本稱之為「繪本」
，英文為「picture
繪本是有圖、有文的一種「圖畫故事書」
book」。顧名思義它是一種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結合了故事內容的敘述與圖
畫的生動表現，但它也可以是一本全是圖畫、完全沒有文字的書籍（林敏宜，
2000）。
在台灣，一般人常將有文字和圖書的書籍稱為繪本或圖畫書，這兩者可相互
陪襯、相互詮釋，讓閱讀者同時用視覺與文字的角度去解讀內容。有些繪本只有
圖畫卻無文字，在缺少文字的註解下，有時反而讓閱讀者多了一些想像的空間，
例如，繪本《一日遊》只單純以圖畫表現，沒有使用一言一語。此外，有些繪本
雖以文字為主要的閱讀內容，許多訊息卻都藏在圖畫間，因此若抽離繪本的文
字，圖像將變得空洞無物；若抽離繪本的圖像，文字也顯得生澀乏味（謝依婷，
2008）。綜合來說，繪本大多數是以故事題材為主幹，再透過栩栩如生的圖畫和
簡單的文字來傳達繪本所想訴說的議題思想，並且兼具文學與藝術的價值。
2.2 繪本的好處
現今市面上所販售的繪本各式各樣、包羅萬象，涵蓋的範圍又廣又大，有冒
險探索的自然類、道德關懷的社會類、自我探索成長的故事類、聲音啟發的音樂
類繪本，以及兩性教育、品格教育和生命教育等教育類繪本。每一本繪本都包含
不同的性質與涵義，也想傳達一些想法。陳美姿（2000）提出繪本具有三個功能：
（一）社會化：連結自身經驗與故事中的主角和情境產生認同感。（二）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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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身融入於故事角色中，有助於語文、認知及價值觀的發展，並達到教育和娛
樂的功能。（三）性情陶冶：以故事情節引導讀者正確的性格反應，並利用和藹
親密的態度取代嚴厲訓誡的教法以及道貌岸然的冷峻。
邱愛真（2004）認為繪本是可以反省自身交友經驗與學習友誼互動的好媒
介，因為繪本具有反思的特質，能減緩吵架時引起的傷害。徐惠鈺（2011）在繪
本對身體病弱兒童生命態度的影響中也提到，可以藉由繪本的閱讀來分享心中的
想法，並且能夠更積極、正向地看待事情，即使面對困難也不放棄、堅持到底。
王玲雁（2008）則認為閱讀繪本不僅能擴展視野，更能幫助認知學習、培養審美
素養，也能在閱讀時因與故事內容產生共鳴，進而探索自我與他人的情感，並幫
助自我成長。
繪本特別強調視覺傳達的效果，通常其版面大而精美，不僅具有輔助文字傳
達的功能，更能增強主題內容的表現，而且繪本可以說是老少咸宜的書籍，不但
適合親子共同閱讀與學習，更是幫助孩子跨入兒童文學領域的橋樑（林敏宜，
2000）。然而黃迺毓（2003）認為說故事和聽故事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父母
在對孩子說故事時，多多少少會加入自我的價值觀與詮釋，然而因為成人與孩子
的認知程度、思考模式與情感領會均有差異，所以當成人與孩童從不同的角度來
看世界時，會產生不同視域的交融以及生命教育的真諦。
近年來繪本的閱讀年齡的範圍愈來愈大，不少成人也喜愛繪本的圖文並茂，
認為它能滿足好奇心與撫慰心靈，它還有使人反璞歸真，回歸擁有赤子之心的能
力，而它容易閱讀的特質讓人可以輕鬆的心情去沉浸於想像的世界裡。尤其當成
人願意拋開傳統的權威教導與傳輸，讓自己回到孩子的生命角度，貼近孩子的生
命視野來看這一個世界，或許可讓成人用清明之心探索生命之源，思考生命本有
的可貴，重新安頓生命的位置。
2.3 繪本的特性
在繪本的想像世界裡，文字不單只是文字，在圖畫的搭配演出下，文字的涵
義變得更為立體生動，也更容易瞭解，宛如一部圖文並茂的 3D 電影，帶給人驚
喜與感動，也因此繪本已漸漸演變成為獨樹一格的文學類。儘管市面上的繪本多
以兒童為主要的閱讀者，但繪本如今不再是專屬於兒童文學的讀物，它具備多樣
化的形式以及寬廣的涵蓋領域，可視為是跨學科統整最合適的媒介，而且適讀年
齡從零歲到一百歲，不同年紀或領域的人皆可以找到合適的繪本來進行閱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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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雁，2008）。繪本以能任人自由翱翔想像的特質，觸動大眾心底最柔軟的
那層內在，牢牢抓住大小讀者的心，在今日繪本早已屬於老少咸宜且極有親和力
的文學類，只可惜供應成人閱讀的繪本只佔少數。
江福祐（2002）指出繪本是兒童文學中最吸引人的一種文類。其特性歸納出
下列四點：
（一）在形式上：繪本利用敘事結構圖畫和圖畫的連貫性、動態性來傳達和
詮釋故事的主題和內容，通常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也有連一個文
字都沒有。
（二）在內容上：繪本的內容是以主題、內涵、主角、時空背景、情節開展
等要素所構成的故事或童話，運用圖畫的敘事結構，將內容以及故事
情節以圖畫的方式來表現。
（三）在對象上：繪本的主要閱讀對象是零至八歲的幼兒，尤其以學齡前後
階段的幼兒為主要對象，他們多是缺乏文字閱讀能力的小讀者，但現
今出版的繪本也有適合國小階段學生或者成人閱讀之繪本。
（四）在運用上：繪本可做為營造親子和諧氣氛的工具，也有助於兒童的人
格養成，閱讀者可依自己的需求，選擇合適的繪本來進行閱讀或教
學，並且經過深層的主題探討與反思，達到多元化的全面發展。
2.4 繪本的教育功能
繪本的教育功能有很多，除了認知與圖文的教育學習外，還包含生命經驗、
想像力和思考力等的培養，並且它可陶冶心智和性格，培養出具有道德操守以及
豐富想像能力的人。繪本目前被普遍運用於家庭教育以及學校教育中，無論是做
為知識性的補充教材，或者做為情意教育和人格養成的媒材，其重要性已是不可
或缺（謝依婷，2008）。總合各教育學者的觀點，繪本有助於兒童的成長，其功
能如下：
（一）閱讀認知。繪本的產生源於需要，在兒童的識字能力尚未建立之前，
利用生動活潑的圖畫搭配色彩的刺激，引發其各種的想像與學習。徐
素霞（2001）指出繪本是滿足幼兒好奇與學習的樂園，它讓兒童在充
滿趣味及想像的世界，培養出閱讀的習慣與興趣。林敏宜（2000）也
同意繪本可以增長兒童的認知學習，其題材的多元化讓兒童能從其中
學到豐富的知識且增進生活的閱歷。透過不同文化與國家故事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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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讓兒童瞭解到不同文化的價值觀點與涵義，並利用兒童喜歡幻
想、對新奇事物的好奇心等特點，來創作符合兒童心理與語言角度的
繪本，甚至用誇張、華麗的手法，配合饒富變化的各種情境來加深他
們對於繪本傳達理念的印象並滿足心靈需求。在兒童尚欠缺邏輯觀念
和抽象思考能力時，繪本中細膩的插圖可輔助他們學習、認識事物的
速度；而饒富趣味性的故事情節，更可以幫助兒童組織事物、處理問
題的能力，協助兒童認知概念的形成。
（二）語言價值。學齡前的幼兒可透過閱讀繪本，從中認識基本的單字與會
話，隨著年紀的增長更能從其中獲得豐富的語彙和表達能力，所以繪
本也算是具備輔助功能的教材工具（徐素霞，2001）。由於語文能力
對兒童的影響深遠，因此繪本中的語言價值變得極為重要，繪本作者
運用簡單易懂的文字，傳達所欲表達的題材內容，用兒童喜愛的方
式，符合兒童的思考角度與想像視野來傳遞故事主題，希望能增加其
語文的敏銳度、精進語言發展、培養閱讀習慣和想像力。除此之外，
繪本中的文字在兒童自行閱讀與傾聽成人朗讀時，會因不同的觀看或
想法的角度，而有不同的詮釋。
（三）品德教育。含有品德題材的繪本可引導兒童以正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
去思考及解決問題，利用故事情境拉近與讀者的距離，使其產生感同
身受的想法，再透過故事的轉折學會去體會別人的情緒感受，培養判
斷對錯的能力，並修正自我品性與表現。吳淑玲（2001）認為透過故
事可讓讀者內心產生認同，與主角情境聯繫在一起，釋放相同遭遇所
造成的壓力與情緒，使其達到情緒宣洩的功用，並且發展出處理情緒
問題的能力。
（四）藝術涵養。圖畫可跨越文字理解的限制，是最佳的「視覺語言」（徐
素霞，2002）。由於孩童的學習與模仿能力很強，因此在閱讀時，也
會因每本繪本的畫風、使用素材以及使用色彩和線條的不同，而有不
同的感受，從中可培養欣賞不同美感的能力。色彩豐富、風格多變的
圖畫書，會讓兒童在不知不覺中，因為受到色彩與形狀使用不同的刺
激，領悟到藝術的多樣性與多元性，進而喜愛美術、學習繪畫（賴玉
敏，2004）。林敏宜（2000）則認為優良的繪本大多具備淺顯易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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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柔和的色彩和精美的印刷包裝，它可以說是一種陶冶兒童心
靈、創造視覺效果的藝術品，所以長久沉浸在優美的繪本中，審美態
度與能力也必定會受到一定的薰陶滋養。
（五）情緒教育。在各種畫風及故事內容的繪本中，兒童能從中體會不同的
生命經驗，在故事中所感受到的憤怒、忌妒、傷心、難過等情緒，都
是另一種方式的生命歷程體會，而且也能藉由故事中不同的困境來培
養其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且引導其產生正向的觀念及態度，去
面對人際互動、培養正向情緒，使自我成長。就情緒教育的層面來看，
繪本具有心靈治療的功能，簡單的文字閱讀可達到情緒宣洩、壓力釋
放的效果，而生動的圖畫搭配柔軟的色調也能達到溫暖心靈、撫慰身
心的目的。
2.5 繪本運用於生命教育
近年來，在強調「智育」、重視升學的教育環境中，許多人從小就接受才藝
訓練、語文訓練、數學競試，卻少有機會好好認識自己或者與他人相處，造就出
「知識的巨人、生活的白癡」，價值觀有偏差。隨著社會亂象叢生，價值觀紊亂
之際，實施生命教育的腳步刻不容緩。生命教育的基礎關乎全人的教育與關懷，
其內涵包括人與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人與自然，希望促進個體身、心、靈
的均衡發展，使人能認識生命、肯定與尊重生命。教育部將生命教育列為教育改
革最核心的一環，鼓勵各級學校把生命教育列為輔導重點，使學子們不只學習，
還要能發展成為一個能了解自我、接納自我、尊重與欣賞他人和不同文化，探索
生命價值與意義的人。
用適合兒童的繪本來實施生命教育就是一種很好的管道。林敏宜（2000）認
為兒童藉由閱讀圖畫書會使其個人在認知、人格、道德、生活等各方面獲得成長。
在認知方面，可增廣閱歷，豐富知識；在人格方面，學會自我接納、自我認同、
甚至自我實現；在道德方面，可涵泳心性、陶冶氣質、學習判斷善惡、培養正義
感與同情心；在生活方面，可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和正當的生活態度，所以，繪
本是進行兒童生命培養的極佳輔助，當然用於成人身上亦能有略同的效果。
2.6 成人繪本
狹義的「成人繪本」指的是以成人的角度延伸發展，包含用成人的思維、說
話的口吻來陳述、描寫其成人的生活、心情、思想，或表述作者的經驗、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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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記錄時事、社會事件及性別議題等等，這些是具較高涵養的文學；廣義的「成
人繪本」，無特定限制，單純以作品內容出發，除了狹義的成人繪本的範疇，其
他透過繪本、童話、寓言等表現深刻教育引導、自由創意思想等之圖文作品，都
可涵蓋在內（陳秋萍，2007）。
過去的台灣，繪本與兒童讀物一直都脫離不了關係，曾有學者想要在「繪本」
之前冠上「兒童」一詞，此種做法即把兒童做為主要的讀者對象（洪文瓊，2004）
。
大多數人認為，成人繪本即是兒童繪本的延伸，以現代繪本的形式本身來看，確
實也是如此，但目前繪本的發展已讓故事主題及表現形式都有別於過去的兒童繪
本，且趨向成人化。「成人」繪本的興起不僅打破把繪本歸類為兒童專屬讀物的
刻板印象，也使原本屬於兒童文學的繪本，具備成熟的條件去獨立開創一新興的
文學類型，並且呼應時代精神的新文學類型（陳麗雲，2011）。
成人繪本形成的背景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新時代，人文藝術也掀起了一波成人
繪本的興起，不但提供了成人讀者更多樣的選擇，也為成人教育帶來新的面孔。
顏鈺珊（2011）認為個體的成長是持續不斷的，在每個發展階段中扮演的角色不
停的轉換，成年後由於面臨金錢、婚姻、家庭、事業等等生活上的改變，肩負的
責任以及心理的壓力都會相對加重，而這也使其成長歷程因此而有所改變與轉
換。當個體面臨巨大苦難時，若能擁有自我思想與自由，使個體感受到自我生命
存在的獨特感和意義感，並且讓個體在悲困的情境中能跳脫出悲傷的思想框線，
去感受樂觀的情緒，以正向的觀點去審視過去負面的經歷，並發揮生命潛能，學
會在困境下自在生活，將會對生命產生另一種體會（傅偉勳，2001）。
成人在歷經各種階段角色、體驗過諸多的困境與壓力後，多半會藉由各種形
式去尋求彌補心中的缺憾，而成人繪本即是為此而存在，它不但是成人擁有想像
的空間與心靈治療的最佳媒材，並且在閱讀繪本中感受找尋到一處可以無限發揮
想像力的天地的滿足感（薛家欣，2008）。

第三節 學生的繪本實務創作
專題創作故事一『這不是我的故事』與故事二『小畫家』，根據敘事基本五
步驟 1）闡述/說明/解說、2）開始實施、3）複雜性、4）高潮、5）結局和收場，
創造出能讓成人有所共鳴的內容，並且達到抒發情緒、改善自身生命品質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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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故事創作發想
比起兒童，成人遇到的困境與壓力更多也更複雜，在現今自殺率與憂鬱症人
口逐漸攀升的年代，讓成人有能力面對逆境，讓情緒有一個出處，讓心靈得到安
穩，以賦有正面力量的故事結構，讓處於人生低潮的成人獲得正向的力量，這就
是生命教育繪本最想要達到的目標。
繪本一：『這不是我的故事』
當生命僅剩下幾天或是幾個月，我們會選擇什麼樣的方式來過完這最後的人
生，是要痛痛快快地花完身邊僅剩的金錢，享受從沒有過的物質生活，還是去旅
行，走遍世界各地旅遊景點，又或者會把所有的財產拿去做善事，將剩下的錢留
給有需要的人？想一想，在腦海中誰是我們最重要的人和物？誰會毫無保留為我
們奉獻？誰會一路支持我們，不管是在失敗或成功的時候？許多人的答案應該
是：
「家、家人」
，家永遠是我們的最後的堡壘，家人終究會陪伴在我們左右。但
是在這個忙碌的社會，每個人汲汲營營為生活打拼，「金錢擺中間，人際感情擺
兩邊」，即使是和家人或朋友短暫的相聚，都是一種奢求，人際間產生無形的距
離。然而，在所剩無幾的日子，我們要怎樣彌補這一路走來的歲月裡所留下的遺
憾？希望透過這個故事，能引起讀者的共鳴，給讀者一個正向的思考。
繪本二：『小畫家』
我是一位畫家，我可以畫出許多美麗的事物，也可以畫出鮮艷的色彩，但是
我卻不能在自己身上留下色彩，也不快樂。我到處尋找更多美麗的色彩，還有人
們快樂的笑臉，我用色筆以及鮮艷的顏料把這些事物都畫下來。可是我回到家，
面對鏡子，從鏡子裡的反射看到自己卻是黑白的，而牆上掛著的卻是一幅幅美麗
的畫，所以我決定要去尋找屬於我的色彩，希望有一天能找到自己的色彩。

3.2 繪本文本
繪本一：『這不是我的故事』
當我的生命將盡，只剩半年，回首來時路…
1.小時候每天上學必經的路上，遍野的玫瑰花，煞是好看。
2.每天埋首書堆，只為拼上國立大學。
3.第一次偷偷親她，我臉紅心跳，手還微微的顫抖著。
4.拎著一個小皮箱，她成為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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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騎著腳踏車到處跑業務，賺的錢好像都不夠花。
6.每天總會經過隔壁小巷口開的那家女裝店，我都不曾走進去。
7.小女兒說她的鞋子又舊了，我總嫌她吵。
8.櫃子裡堆著兒子的獎盃，有的還蒙上了灰塵。
9.偶而帶全家去吃路邊攤，我們就可以開心好幾天。
10.下雨的日子，屋裡也滴水。
當我的生命將盡，只剩半年，…
1.握住孩子的雙手，教他們學會騎腳踏車，今後沒有我的日子，他們也可以緊握
人生的方向盤。
2.把兒子放在肩膀上，對他說：「孩子你是我的驕傲。」
3.買件洋裝給大女兒玲玲，希望她永遠光鮮亮麗。
4.買雙鞋給小女兒亮亮，希望她用這雙鞋走出來的路能平穩順遂。
5.買一束玫瑰花給我親愛的妻子，每朵花都有我滿滿的愛。
6.當年給不起的婚禮，讓她穿上婚紗，挽著手走紅毯。
7.蓋一座城堡，像銅牆鐵壁般，代替我守護他們。
8.來一個家族旅行。
9.全家一起去高級餐廳吃大餐。
10.我親愛的家人，謝謝你們！此生有你們相伴，讓我生命更圓滿。

繪本二：『小畫家』
1.我是一個畫家。
2.我擁有很多畫筆和顏料。
3.但我畫的圖都是黑白的。
4.在空無一人的家，
5.我是孤獨的。
6.我決定要去尋找快樂
……
7.我到處搜集笑臉。
8.我發現快樂原來就在我自己的心中。
9.我要努力揮灑我的彩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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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繪本圖文稿
繪本一《這不是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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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二《小畫家》

40

遠東通識學報 第八卷第二期 頁 27-46

生命教育繪本製作

41

遠東通識學報 第八卷第二期 頁 27-46

生命教育繪本製作

3.4 學生創作心得
（學生 A）
這次的專題是以生命教育繪本為題材，從資料蒐集與創作的過程讓我深深體
會到生命也能有不一樣的意義及解釋，我知道生命無價的可貴，也知道生命的更
多意義。有些事情用說的無法明確表達出來，用畫圖或用繪本卻能夠表達心裡真
正的想法，圖畫感動人心的力量有時比文字來得更大，並且讓大人小孩都能深深
受到這個圖畫的影響及感動，讓讀者謹記在心裡，小故事卻有大大的啟發。
（學生 B）
生命中我們追求的到底是什麼？名利、金錢、平穩寧靜的生活、親情愛情的
享受、還是奉獻社會的公益？故事裡或許無法訴說全部，但希望閱讀者能感受到
我們想傳達的不過是希望大家能愛在當下，珍惜不同階段所經歷的時光。或許人
生不完美，可是真有完美的嗎？！或許再想想，會發現有時瑕疵的美，更讓人體
會到不一樣的感動，對愛，我們似乎都應該學習更加珍惜。
（學生 C）
為什麼我們要做以生命教育為主題的繪本呢？因為我們發現現今社會，自殺
與他殺事件頻傳，希望能以最簡單、最淺顯易懂的讀物，教會人們一些道理，或
者能更加導正他們的行為，能為他們找到遇到挫折時的解決方法。訂定主題後，
開始找文獻，讓我發現，其實生命教育真的包含非常多不同的面向，到最後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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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出了兩本繪本，真的費了很多心思與時間，不過很值得，我從中學到了很多，
讓我更有耐心與專注在一件事情上，希望這兩本繪本，可以引導他人從中得到些
啟發，並能找到解決事情的方法與正面能量。
（學生 D）
當初專題決定要做繪本時，其實是抱持著嘗試看看的心情去做的，從討論劇
情，到自己動手繪製繪本、上色，一切的過程都是我們一點一滴去完成，在做這
二本繪本最大的樂趣是跟隊員們討論劇情，雖然我們的生命經歷不多，不能跟市
面上實力堅強的作者比較，但是我們用著最初的心去繪製這兩本繪本，去完成我
們對生命教育的想法，這其實也算是我們在學習我們自己的人生，希望大家看到
我們想傳達的訊息，並且能理解。

第四節 結論與未來展望
近年來自殺人數攀升，代表現今人們遇到的困難與挫折越來越多，挫折容忍
度低，人際間越來越缺乏關懷，越來越多人對生活失去熱情，對人生迷惘，不知
為何而活，懷疑生命的價值為何，這些種種更凸顯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學生利用
專題實務創作繪製生命教育繪本，不但自己對生命教育這個課題有更深刻的了
解，也希望這二本繪本能讓成人們觀賞閱讀，成為成人抒發情緒、解決困境的一
個工具。成人繪本是具有相當大的市場的，希望未來創作更多的成人繪本，讓更
多的成人閱讀，瞭解生命的意義，找回人生的熱情，抒發憂鬱的情緒，並且更加
珍惜自身生命，以開朗的心看待這個世界，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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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鋼琴師」的電影閱讀美學
蔡玲玲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陳方周
中國醫藥大學副教授

摘

要

本文以電影「海上鋼琴師」為例，討論電影的閱讀美學。試圖解讀創作者對
生命意義、對友情的闡釋等等意涵。全文以電影情節導讀電影閱讀美學，以自我
設限和二分法分析主角的個性。結論則鼓勵讀者閱讀電影，將單純的娛樂，知識
的取得和生活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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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Aesthetics of Film Reading in “the
Legend of 1900”
Tsai, Ling-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Far East University

Chen, Fun-jou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aesthetics of reading films. The author tried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friendship, etc. with the plots of the film,
The Legend of 1900, and to analyze the personality of the protagonist who used to be
self-handicapping and dichotomous. In conclusion, the readers were encouraged to
read movies, not mere to regard it as an entertainment, but also as acquiring the
knowledge and the taste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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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好的電影應該是蘊蓄豐富的藝文內涵，電影是許多藝術領域的綜合體：
包括戲劇、文學、攝影、音樂、繪畫、舞蹈、建築、道具製作……等等。本文以
電影「海上鋼琴師」為例，討論電影的閱讀美學。

前言
法國藝術評論家兼導演 Alexandre Astruc (1948)在法國銀幕中（L'Ecran
Français）所發表的「攝影機鋼筆論」（caméra-stylo）認定電影已達到跟文學
或其他自主藝術同等的地位（攝影機就像是電影創作者的鋼筆），也鼓吹導演應
自行編寫劇本以主導電影的拍攝過程。因為電影本來就具有思考的能力，電影如
同文學一樣，之所以能成為一門特殊藝術，在於它的確是一種能夠表達任何思想
內涵的語言或文字。或者可以說︰電影是一種書寫，它表達劇作家或導演的思
想，更深入而言，電影可深化人文的素養：電影跟經典閱讀、藝術欣賞、上課聽
講一樣，可以累積知識及提昇素養。看電影可增進人生的趣味：電影靠著每秒二
十四格的視覺殘留錯覺，建構了一個虛擬又真實的人生，植基於真實，但又左以
大量虛構情節，讓生活饒富趣味。
本文以電影「海上鋼琴師」(The Legend of 1900) 為例，試圖解讀創作者
對生命意義、對友情的闡釋等等意涵。本片是一部意大利電影，由蒂姆·羅斯主
演，朱賽普·托耐特執導，電影是由亞歷山卓·巴利科 1994 年的劇場文本「1900：
獨白」所改編而成，意大利作曲家恩尼奥·莫里科内為電影創作配樂，是全劇的
靈魂。它是一部以壯闊的大海為藍本，爵士音樂為素材，而牽引出劇中人物 1900
傳奇、浪漫的一生。全片以鋼琴和小號樂曲貫串，影像與音樂的巧妙结合形成了
視覺和聽覺的震撼。主角鋼琴家更將自己獨特的人格魅力表現於如詩般的樂曲
中，構成深不可測的旋律。

49

遠東通識學報 第八卷第二期

頁 47-56

「海上鋼琴師」的電影閱讀美學

文獻回顧
一、電 影 閱 讀
簡政珍(2013)教授所著「第 三 種 觀 眾 的 電 影 閱 讀 」鼓勵讀者能在觀影的
瞬間融入影片情境與角色意識，在表面平靜的畫面裡看到影片的縱深與層次，亦
感受到影像中自然、稠密、隱約的細節與美，進而對人生省思。這種觀眾細膩敏
銳，儘管閱讀許多理論，但是不套用理論框架，而是用身心感覺動人的場景，以
感動做為思想的基石。 最重要的是，
「第三種觀眾」一定是對人生有感覺的人，
也對文本有感覺，反之亦然，能體會文本，即是因為他能體會人生。因此，「第
三種觀眾」的電影閱讀才動人。簡教授指出：電影中的色彩光影、影像構圖、取
景拍攝、旁白敘述等都值得精讀細品。本片畫面唯美浪漫，海上鋼琴師帶著小號
手坐在鋼琴椅子上，流暢的彈奏樂曲，悠遊滑行於郵輪上，它的色彩光影、影像
構圖、取景拍攝都令人讚歎。
二、自我設限的涵義
Jones 和 Berglas (1978) 是最早提出「自我設限」一詞的學者，他們認為
凡是能夠減少能力歸因和可能失敗的關係，或增加能力歸因和可能成功的關係之
任何行動或情境的選擇都是「自我設限」（Jones ＆ Berglas, 1978）。學者認
為，自我設限是一種典型的自我挫敗行為（self-defeating behavior），自我
設限者故意在自己成功的路上設下障礙物，因此危及到表現結果。如果他們失敗
了便責怪於此障礙（handicap），而非能力不足。然而，如果成功他們會因克服
障礙而獲得額外的稱讚。自我設限因此以一種策略完成了兩個歸因的目標，在成
功的過程中故意設置障礙，同時為失敗提供了一個保護的藉口並為成功提升了聲
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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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yder 和 Smith（1982）對自我設限行為解釋一種歷程，是個人在擔心可
能喪失自尊的情況下的反應。個體會利用一些特質或行為，例如虛弱、減少努力、
外在環境影響等，以提供個體控制自己或他人對自己表現的歸因，減少不好的表
現和自己的關係，並增加成功和自己的關係。利用此行為策略，個體可以逃避具
有評價情境的威脅，擴大正向自我相關的回饋。可見：自我設限是一種歷程，包
括動機與行為等兩個層面。當個體面臨具威脅性的評價或情境時，若對自己的能
力沒有信心，或不確定是否可以有好的表現時，個體為了保護或提升自我價值
感，並為自己未來可能的失敗預留理由，會事先採取一些行動或找出一些理由，
為將來可能的成功製造阻礙，陷自己於不利成功的情境之中。也就是說，自我設
限意指個體事先為自己的表現製造障礙或尋找藉口，以為未來可能的失敗預留理
由 (Aronson, Wilson, & Akert, 1994)。
在本片中，鋼琴師迷戀一名美女，在渾然忘我中，彈奏出一首琴韻悠揚的鋼
琴曲。然而，他面對自己心愛的女人時，卻顯得手足無措，縱然他才華橫溢，經
常在眾人面前演出，在面對爵士樂大師的挑戰，以及眾多記者時，絲毫沒有一點
的懼色，但是面對自己心愛的女子時，卻顯得畏縮沒有自信。
由這件事可以點出海上鋼琴師的個性，他很固執，將世界二分為已知和未知
兩部分，鋼琴、朋友與旅客是屬於已知，而陸地以及自己心儀的女孩是屬於未知
的。屬於已知的，是他生活的全部，在這個宇宙中，他很自在，勇敢，無拘無束
的表達自己，以及與他人互動。至於未知部份，則他連想都不敢想，更遑論有任
何行動。他終身生活在船上，一刻都不肯離開船，去嘗試陸地上的生活，這樣的
心態是與他不敢正面的向心儀女子表達心中的愛意如出一徹。最終，他只能看著
女孩下船，淹沒在人潮中，而沒有任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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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情節及其意涵
海上鋼琴師是一名被丟棄在郵輪的孤兒，被船上工人發現、以當年 1900 為
名，並撫養長大，而客輪也成了他一輩子的家。他自學琴藝精熟，名聞遐邇，但
是卻從未下過船。船上的小號手與他成為知己，多次勸說 1900 下船去開始全新
的人生均以不羨慕陸地上的生活為由拒絕。爵士樂創始人謝利聽說 1900 琴藝之
精湛，決意挑戰。1900 看透謝利的目的不過是想提高自己聲望罷了，起初並沒
有拿出真功夫與之較量，但由於謝利的一再強勢逼迫，1900 最後用詼諧但震撼
的樂音風靡全場。
1900 邂逅了一名傾心的女子，但自我設限的心態使然，只能將愛戀寄託於
琴聲。1900 曾經決定為了愛情踏入陌生的陸地，但當他站在甲板與陸地之間望
向城市時，卻又轉身固執的回到船舶上。他的「二分法」：所見與所不見令他焦
慮。即便是他明知戰後郵輪將爆破解體，他仍無法面對陸地上的新生活，於是坦
然面對死亡，甚至與小號手訣別時，仍可以拿死後的雙手開玩笑。
一、閱讀樂曲
整部電影以一曲又一曲沁人心脾的旋律羈絆人心，觀眾不得不隨著音樂的起
伏，感受不同人生際遇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電影影像與樂曲的巧妙結合形成
了更為強烈的視覺和聽覺的震撼力。
此外，這名海上鋼琴師未正式上過一天學，但卻懂得閱讀每一名旅客的臉，
並且譜曲寫出他們的心情故事。如詩、如畫，還有他深刻的個人哲學。他將自己
獨特的人格魅力融入樂曲中，構成了人文氣息濃郁的心靈旋律。
二、沉重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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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之初，是擁擠的旅客翹首引領於甲板上，著急的等待著陸。忽然，有人
大喊：「亞美利加」，所有群眾隨之大呼「亞美利加」。美國，新大陸，對當時
而言，可以說是培植希望的沃土，但卻也充滿未知。我們終其一生，悾傯紛雜，
尋尋覓覓，卻不見得獲致心靈的希望。人世的重重桎梏，使我們習慣、迷失在社
會的洪流裡，不斷壓抑自我，使生命變得越發沉重。
本片中船上有位原本務農的老紳士，看到壯闊的大海時，開啟於內在認知上
的轉換，為了小女兒，決定與厄運搏鬥。然而，這擁擠的人群，各個抱有不同的
希望，而這些沉重的希望，也可能引領人們一步步踏入陷阱，使生命陷於絕境。
三、 二分法與自我設限
本片的二分法：海洋、陸地；已知、未知。1900 將世界二分為已知和未知
兩部分。海洋和郵輪是他的世界，陸地是與他無關的故事，甚或是因為被遺棄，
而排拒陸地。鋼琴、朋友與旅客屬於已知，是他生活的全部，他可以徜徉其間，
以及與他人互動；而紐約、心儀的女孩是屬於未知，使他躊躇不前。這名海上鋼
琴師的固執，習慣的二分法，使他自我設限。對陸地的缺乏信心，形成難以超越
的壕溝。
預設立場的目的在給予人存在的理由，或預先給予失敗的藉口。1900預設陸
地無以言喻的恐懼與敵視，生父母遺棄他而自行著陸，形成他對陸地的怨懟。這
樣的二分法和設限，終究使他決定與船共沉，也不願意嘗試新的生活型態，或嘗
試失敗。
四、友情的詮釋
小號手Max是1900的知己，希望好友有美好、寬廣的未來，多次勸1900
上陸地追求人生。因為1900對鋼琴的執著，對陸地的抗拒，始終未果。令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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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節在於當 Max得知船要爆炸解體時，要求暫緩，並親自上船尋找摯友。事實
上，在此之前，有無數人到船上搬運清點等等，就是無法找到躲藏的1900。直到
小號手進來了，1900才願意現身。然而，一番談話，Max依然無法勸下1900。也
許觀眾對Max失望或憤怒，豈可拋下生命，自己離開了船!殊不知，只有Max 懂得
1900，在難以割捨之際，仍然選擇成全1900對生命的理解。

結論
電影由欣賞到閱讀，我們也從娛樂的心態轉化為對電影藝術的「鑑賞」。觀
眾可以直覺的「喜歡」或「不喜歡」，加上「知識」、「理性」的意識，而形成
「閱讀」與「鑑賞」。觀眾欣賞和閱讀電影時，才能被電影創作的內涵感動。這
種知性與理性的差距，造成不同層次的差距，也造成不同的解讀。編導原來構築
的意義也可能被擴大延伸，超乎編導原有的意圖。這就是電影閱讀美學的「意
義」。
總之，電影如實反映人生百態，細細閱讀，可以體會多一分的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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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博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在我們現代的社會中「養生」與「自我修養」為熱門的話題。中國傳統的道家思
想、黃老學派、中醫、神仙之道以及飲食文化，皆有豐富的養生思想的内容與生命智
慧。著名的文學家、音樂家與玄學家，嵇康，不僅是為魏晉時代放蕩不羈的名士，也
是竹林七賢的領袖人物。其受到當時主流思想的影響，如老莊思想、黃老道家、神仙
及方士傳統等，而將此些豐富的思想資源納入到其養生思想裏。本論文以〈養生論〉
為主要參考資料，企圖揭示與探討嵇康養生觀的綜合性，同時也試圖闡明其養生論的
嵇康養生各層面及思想背景。

關鍵詞：道家思想、嵇康、玄學、養生論、身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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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ynthetic Aspect of Ji Kang’s Philosophy of
Nourishing Life

Gábor Kovács
M.A.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Self-cultivation and Life Nourishment (Yang-sheng) is a popular topic in our modern
day life. We can find a rich Yang-sheng philosophy and life wisdo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the Huang-Lao School of thought, Chinese medicine and Immortality Cult,
as well as in culinary culture. The famous scholar, musician and metaphysician of the Wei and
Jin Period, Ji Kang, was not only one of the leading personage of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ove, but also a bohemian literati, a celebrity of intellectual circles, who got
influenced by the mainstream ideas of his age, like the thought of Laozi, Zhuangzi, the
immortal and alchemist traditions, as well as folk religion. Besides studying these rich
philosophical resources, he also integrated them into his own Yang-sheng thought. Present
article attempts to reveal and discuss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Ji Kang’s concept of Life
Nourishment, and also to clarify the various levels of his Yang-sheng philosophy, using his
essay “On the Nourishment of Life” as the principal reference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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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嵇康思想的時代背景
作爲魏晉玄學發展高峰的代表人物嵇康，同時也是跟阮籍一起為竹林七賢之領袖，
早已受到老莊思想的影響，自己提倡「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 1（〈養生論〉）等
精神上的自我修養工夫。嵇康在文章裏主張「心無措乎是非」 2（〈釋私論〉），但是
他的行動卻是「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 3（〈與山巨源絕交書〉）自身處
於動亂的時代，他強烈地表示其「越名教而任自然」 4（〈釋私論〉）的思想，而愛討
論名教與自然的對立關係，揭露禮法和「禮法之士」的虛偽本質。嵇康以道家與道教
的獨特性之身體觀建立他的「形神兼養」爲主之養生思想，本論文以〈養生論〉為主
要的文獻去探討嵇康養生思想的綜合性及其在玄學思想的地位。

一、 曹氏與司馬世家的鬥爭
於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東漢的大將軍曹操逝世於洛陽， 5之後其長子，曹丕嗣
繼魏王。曹丕逼迫漢獻帝劉協禪讓帝位，且追尊他父親曹操為太祖武皇帝。曹丕自立
為帝之後，定國號魏，並且定都洛陽，歷史家把他建立的皇朝稱曹魏。魏文帝曹丕稱
帝七年就去世，其長子魏明帝曹叡即位。 6此時曹魏朝廷分為兩大派，一個是以曹真和
曹休為主的曹氏一族、另一個是以司馬懿世家和賈逵世家為主的新勢力，他們二者的
關係相當惡劣，日漸形成嚴重的對立。由於司馬懿為曹魏立下不少戰功，在曹魏的政
治地位漸漸提升，權力越來越多。 7在高平陵之變之後司馬懿的兒子司馬師在政治鬥爭
中剷除了夏侯家的夏侯玄，因此司馬氏家族的權力變成更大。於 265 年左右司馬昭的
長子司馬炎繼承了相國晉王位，他掌握全國軍政的大權，而用手段説服魏帝曹奐早點

1

載明揚校注：《嵇康集校注》（臺北巿：河洛圖書，1978 年），卷二，頁 146。
《嵇康集校注》，第六卷，頁 234。
3
《嵇康集校注》，第二卷，頁 123。
4
《嵇康集校注》，第六卷，頁 234。
5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參見〔晉〕陳壽撰、〔晉〕斐松之注：《三國志》（武英殿本），收入
《四部備要》子部第 121 冊（臺北市：中華書局，1966 年），卷一，頁 18。
6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卷二，頁 1。
7
關於司馬懿可參見〔唐〕房喬等撰：《晉書•宣帝紀》，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九冊（臺北巿：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卷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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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位。司馬炎同年登上帝位，晉王司馬炎變成了晉武帝，改國號為「晉」，歷史家稱為
「西晉」。 8

二、 魏晉文化的發展
儘管歷史舞臺上的權利鬥爭，漢晉之際的文學、哲學、藝術、史學、科學、技術
等方面發生劇烈的變動及發展，而這個活動與發展的一個核心地點為當時的首都洛陽。
漢末社會的巨大變動也引起社會思想的變化，文學也經歷了許多變化。魏晉建安之文
學中以曹魏文學為最盛，吳、蜀沒有很多作家或創作。建安文學的一個特色為其反對
靡弱詩風，被後人稱為「建安風骨」或「漢魏風骨」。這是因為自曹操等人熱愛文學，
各地文士紛紛吸附。《文心雕龍•時序》所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
9
10
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曹操「外定武功，內興文學」 （《三國

志•魏志•荀彧傳》引《魏氏春秋》），其特別愛好文學，創作了不少反映漢末長期戰
亂所造成的慘苦景象的詩歌，如《蒿里行》、《薤露行》等作品。明代人，鍾惺讚他為
「漢末實錄，真詩史也。」 11（《古詩歸》卷七）他的樂府詩雖然不因襲古意，但能夠繼
承樂府民歌「緣事而發」 12（《漢書•藝文志》）的精神。曹丕及其兄弟曹植皆為文學高
手，曹丕著作文學評論的《典論》，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名著，導致文學開始自
覺發展。他本身也從事文學創作，擅長寫七言詩。曹丕的弟弟曹植具有浪漫的氣質，
在他的作品中他特別講究藝術的錘煉，詞藻的華美以及比喻豐富等技巧。其詩歌的藝
術特色是「骨氣奇高，詞采華茂」 13。其著名的著作《洛神賦》等文。
到了魏正始時代，曹魏統治集團已經完全發展成為新的貴族大地主，政治日趨腐
敗。當司馬氏在逐漸掌握了魏國的軍政大權之後，與曹魏統治者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政

8

《晉書•武帝紀》，卷二，頁 13。
〔梁〕劉勰撰：《文心雕龍》，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四一七•詩文評類，第一四七八冊
（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62。
10
〔晉〕陳壽撰：《三國志》（宋紹熙刊本），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第八冊（臺北巿：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8 年），頁 150。
11
〔明〕鍾惺：《古詩歸•卷七》，收入編纂委員會、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編：《續修四庫全書》集
部•一五八九•別集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425。
12
〔漢〕班固撰：《前漢書》（武英殿本），收入《四部備要》史部第 108 冊（臺北市：中華書局，
1966 年），第四冊，卷三十，頁 22。
13
〔明〕鍾嶸：《詩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四一七•詩文評類，第一四七八冊（臺北市：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19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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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鬥爭，當時的政治異常腐敗與黑暗。正始文學時期，由於當時政治形勢受到司馬
氏操控，文人備受壓抑，難以直接面對現實。當時的作家有竹林七賢及何晏、夏侯玄、
王弼等「正始名士」，大部分通老莊，好玄學，不過對於社會現實，與建安作家完全不
同，保持比較沖淡的態度。
在思想方面魏晉時期最突出的思想為玄學。其基本教義為《老子》、《莊子》和
《周易》，合稱三玄。玄學家好談玄理，稱為清談，以何晏，王弼，阮籍與嵇康為代表。
玄學家認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後原理的「本」，才能瞭解平常所見的表像「末」，
進而提倡「以本統末」的理論。玄學思想另外一個核心概念為抽象的「無」，強調「以
無為本」，認為天下萬事萬物，皆產生於「無」。「無」是老、莊心目中的本體。何晏主
張「以無為本」，他以「無」去解釋《老子》中的「道」，在《道論》中曰：「有之為有，
恃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
14
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 （《列子•天瑞篇》張

湛注引《道論》）天地萬物皆是「有所有」，而「道」則是「無所有」，是「不可體」的，
因此無語、無名、無形、無聲是「道之全」。王弼的「無」，即是老子的「道」，他主張
「崇本息末」，曰：「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15（《老子注》四
十章）阮籍與嵇康等人爲竹林玄學的代表人，主張儒教的禮法壓抑人性且虛偽，強調
人性的解放與自然真誠。他們處於司馬氏與曹氏爭奪政權的鬥爭中，看到司馬氏利用
「名教」進行黑暗殘暴的統治，便大力提倡老莊思想，以老莊的「自然」與「名教」
相對抗。到了西晉之後，清談之風蔓延到政治的舞臺上，大權的達官也談玄理。西晉
後期之玄學代表人為裴頠及郭象。裴頠對「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張「崇有論」，郭象
進一步證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學的發展到此爲止，其到達其終結階段。
兩晉時期，宗教以佛教、道教為主。自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
風，加上道教興起，佛教傳入，這些巫師、僧侶大都「張皇鬼神，稱道靈異。」 16整個
魏晉南北朝，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的生活、生命經常受到威脅，很容易接受宗教迷信
思想的影響。佛教的發展不只興起了大僧侶地主，也引起了與儒、道的矛盾，發生了
歷史上有名的有神論與無神論的鬥爭，對文化思想為生了深刻的影響。

14

楊伯峻撰：《列子集釋》（臺北市：華正書局，1987 年），頁 10。
〔春秋〕李耳著、〔魏〕王弼注：《老子注》（華亭張氏原本），收入《四部備要》子部第 12 冊（臺
北市：中華書局，1970 年），下篇，頁 4。
16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市:師大出版中心，2012 年），頁 4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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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嵇康的生平——「嵇康，臥龍也」
曹氏與司馬世家之間的權力鬥爭影響到當時文人的生命，許多知識分子因爲表示
其對政治壞心與虛僞的批評而遭殞命。何晏因佐曹爽秉政、惹怒了司馬師，因此被司
馬懿宰了；夏侯玄被司馬師宰了；可見，魏晉名士受到官方壓抑的恐怖，依附某個政
治集團的散漫心境。再加上魏晉時代長期的戰亂，導致文人避禍，轉到清談、吃藥和
喝酒，而拒絕接收官職。
嵇康與竹林七賢的名士生存於這種不穩定的情況下。嵇康生於魏文帝黃初五年
（224 年）在譙郡（今安徽宿縣），逝世於 262 年在洛陽。根據《晉書•嵇康傳》嵇康
的祖先本姓為奚，其原籍是會稽上虞（今浙江省），後來因爲避禍而搬到譙郡。因為居
17
住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嵇山，嵇康祖先棄原姓，而把它改成爲嵇姓。 他娶曹操曾孫女為

妻,曾任中散大夫，後人有稱其為嵇中散。此時嵇康居住在以洛陽往北的一個地方叫山
陽（今河南），經常和其他六個人見面在他傢附近的竹林裏面爲了討論玄學的一些問題。
後來這幾個人被稱為「竹林七賢」。竹林七賢的人員為「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
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 18 雖然嵇康在當時的政
爭中傾向皇室一邊，並且任中散大夫，不過他對政治沒有任何興趣，也可以說很嫌棄
任何政治方面的工作。山陽當時為一種道家思想的中心，嵇康也受到影響，他花很多
工夫研究當時的道家思想潮流。竹林七賢的山濤曾推薦他做官時，他作〈與山巨源絕
交書〉拒絕朋友，裏面曰：「又聞道士遺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
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19 可
見，他在心目中很相信以道家的服食可以延長一個人的壽命。遊玩山川，觀賞魚鳥，
他特別喜歡過這樣的生活，而爲了做官放棄這種的生活娛樂，他無法接受。之後再寫：

17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
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曆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
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
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
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
《晉書•列傳•嵇康傳》，參見《晉書》，《百衲本二十四史》第 9 冊，頁 360。
18
《晉書•嵇康傳》，頁 361。
19
《嵇康集校注》，第二卷，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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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無為為貴。」 20（〈與山巨源絕
交書〉）
但嵇康在當時的政爭中傾向皇室一邊，對於司馬氏採取不合作態度，因此受到忌
恨。司馬昭的心腹鍾會有一次想結交嵇康，受到後者的冷遇，鍾會從此對嵇康結下仇
隙。 21嵇康的友人呂安被其兄以不孝而誣陷，嵇康出面為呂安辯護，但鍾會即勸司馬昭
乘機除掉呂和嵇。《晉書》記錄他對司馬昭這樣說：「嵇康，臥龍也，不可起。」 22 嵇康
的確瞭解他對鍾會表示的態度的後果，不過好像他不太在乎，在《與山巨源絕交書》
中曰：「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
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 23 他認爲
一個人性格上所不能容忍的事情，真不能勉強他去接受。現在大家都說有一種於世無
所不堪的通達的人，表面上跟一般俗人沒有兩樣，而內心卻能保持自己的正確主張，
能夠隨波逐流而又一生沒有遺憾，但這只是一種空話而已。
嵇康臨刑前，三千名太學生聯名上書，求司馬昭赦免嵇康，並讓其到太學講學，
但司馬昭不許。在刑場上臨刑，嵇康神色自若，他顧視日影，從容彈奏〈廣陵散〉，曲
罷歎道：「廣陵散於今絕矣」 24，隨後赴死。 25許多年之後向秀作〈思舊賦〉，云：「嵇博
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
於時日薄虞淵，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嘆，
故作賦云。」 26（《昭明文選》卷十六〈賦辛•哀傷〉）

20

同上註，頁 123。
〔南朝宋〕劉義慶撰、〔南朝梁〕劉孝標注、龔斌校釋:《世說新語校釋》，〈雅量第六〉（上海：上
海古籍，2011 年），頁 683。
22
《晉書•嵇康傳》，頁 362。
23
《嵇康集校注》，第二卷，頁 114。
24
《晉書•嵇康傳》，頁 362。亦可見於：〔南朝宋〕劉義慶注、〔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
《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新華發行，1993 年），頁 344。
25
《晉書•嵇康傳》云：「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
“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
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於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
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
字。」見《晉書•嵇康傳》，頁 362。亦可見於：〔南朝宋〕劉義慶注、〔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
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新華發行，1993 年），頁 344。
26
〔梁〕蕭統編、張啟成、徐達等譯注：《昭明文選》（臺北市：臺灣古籍，2001 年），卷十六，頁
9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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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嵇康養生思想的基本脈絡
《文心雕龍•明詩》云:「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志清
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 27 一文指出阮籍與嵇康之詩歌成就高超絕倫，二者為當時
代表性的詩人。此「雜仙心」的風氣對嵇康而言是代表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就是他
自己的信仰。按照嵇喜所寫的《嵇康傳》以及他自己的説法，他受到了當時仙道之影
響。 28魯迅這樣論述當時之宗教活動：
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癒熾﹔會小
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
鬼神志怪之書。

29

當時的各種宗教信仰對人民的影響力相當大，不過我們無法確認嵇康是否直接受到其
影響，而如果受到，他接受的程度為多大，但如果我們檢查一下他最著名的作品〈養
生論〉，我們可以看到他養生思想的多層次及其養生哲學的綜合性。曾春海認爲嵇康直
接受到道教養形術之影響，而且把它納入其養生觀裏。 30無論如何，嵇康顯然把「養生
延命」當成了其思想的核心以及純粹的真理命題。這一簡單的事實無疑構成了嵇康思
想的主要部分。 31

一 、〈養生論〉的基本探討
嵇康對玄理有自己的見解，他崇尚老莊，曾說「老子、莊周，吾之師也。」 32
（〈與山巨源絕交書〉）。其著〈養生論〉來闡明自己的養生之道，強調「修性以保神，
安心以全身」 33 等精神上的自我修養功夫，同時也講求養生服食之方法以及作用。〈養
34
生論〉的文體屬於「論」，其來源應該為《易經》。 「論」此文體已經建立於漢代，卻

27

《文心雕龍》，《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四七八冊，頁 11。
謝大寧：《歷史的嵇康與玄學的嵇康》（臺北市：文史哲，1997 年），頁 10。
29
《中國小說史略》，頁 46。
30
曾春海：《竹林玄學的典範——嵇康》，（臺北市：輔仁大學，1994 年），頁 120。
31
《歷史的嵇康與玄學的嵇康》，頁 10。
32
《嵇康集校注》，第二卷，頁 114。
33
《嵇康集校注》，第三卷，頁 146。
34
《說文解字注》曰：「論以侖會意。亼部曰。侖。思也。龠部曰。侖、理也。此非㒳義。思如玉部䚡
理、自外可以知中之䚡。靈臺。於論𡔷鍾。毛曰。論、思也。此正許所本。詩於論正侖之假借。凡言語
循其理、得其宜謂之論。故孔門師弟子之言謂之論語。皇侃依俗分去聲平聲異其解。不知古無異義。亦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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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針對「論」的文學批評為魏文帝曹丕所著的《典論》，其〈論文篇〉曰：「夫文，
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
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35劉勰作《文心雕龍》，為當時最精密的批評的書，其也討論
「論」，說「聖哲彞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 36
劉勰也針對嵇康時代的論體，做如下的評述：
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
徒，始盛玄論。于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途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
〈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無〉，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并師
心獨見，鋒穎精密，蓋論之英也。 37
據劉勰的説法，魏國開始時建立霸業，兼採名家與法家的方術；當時的作家傅嘏、王
粲，他們考核和熟習名家與法家的理論。到了魏正始年代，要致力於遵守魏文帝、明
帝的注重文治；這時何晏及其學生開始使論述玄學的理論，其風氣興盛起來。因此老
莊的道家學派得勢，同孔子的儒家學派爭奪地位。當時，細讀傅嘏的〈才性論〉、王粲
的〈去伐論〉、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夏侯玄的〈本無論〉、王弼的〈易略例〉、何晏
的〈道德論〉等，這些作品都是獨出心裁的，論點銳利而精密，皆為當時論文中最精
采的。

二 、「養生」之道家意義
「養生」為一個道家思想的術語，在道家脈絡中第一次出現於《莊子•養生主》。
〈養生主〉從結構來看，可分成六個部份，第一部分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涯。 以
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38 人們的「生命」終究是「有限」的，
而知識卻是無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無限的知識，則不僅會把自己搞得
無平去之别也。王制。凡制五㓝。必卽天論。周易。君子以經論。中庸。經論天下之大經。皆謂言之有
倫有脊者。許云。論者、議也。議者、語也。似未盡。」〔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
《說文解字注》（南京市：鳳凰，2007 年），第三篇上，頁 165。
35
〔漢/魏〕曹丕:《典論•論文》（臺北巿：廣文，1988 年），頁 8。
36
《文心雕龍》，頁 27。
37
同上註，頁 27。
38
〔梁〕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市：群玉堂發行：鴻泰總經銷，1991 年），上冊，
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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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累不堪，而且根本是辦不到的，既然如此還在不停地追求知識，那可真是十分危險
的！為了要使自己能夠平安順利的「保身」、「全生」、「養親」、「盡年」，首先要的原則
便是「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 39 無論是「近名」或者是「近刑」都不是件好事，
更何況是為善而得的「名」、為惡而得的「刑」。做好事得到好的聲名，心理便會漸漸
產生壓力，為了維護自己的好聲譽，有時便會造成內心的負累，反而不能獲得安適與
自由。要是做了壞事，不僅聲名難彰，勢必又會因為刑戮而導致身體的毁傷。只要能
「稟之自然」做到「知止守分」， 40不為善亦不為惡，便能養生。
莊子著名的屠夫「庖丁」之養生功夫有如下精彩的描述：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
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
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旡非〔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
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
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
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
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
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以解，
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
「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41

〈養生主〉本文以庖丁解牛為喻，說明養生的關鍵在於順應自然，杜保瑞說：「讓自己
完整地保全不受無謂的損傷，這是莊子藉『庖丁解牛』的故事所告訴我們的道理。把
我們的人生比喻為庖丁手上遊刃有餘的刀，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這就是一個
『全生』的生命目標，我們的生命悠然地走在自然的軌跡上，而不受社會風塵的摧殘，
終盡其年仍保全德。」 42 杜先生的説法十分貼切的歸納「庖丁解牛」的生命哲學核心概
念。原來「庖丁解牛」乃五人生命具體的表現與實踐，也同時是養生功夫的典範。

39

同上註，頁 115。
同上註，頁 115。
41
《莊子集釋》，上冊，頁 117。
42
杜保瑞：《莊周夢蝶：莊子哲學》（臺北市：五南圖書，2007 年），頁 11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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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漢朝初年，養生思想獲得了更今而更綜合的發展，如《淮南子》
。其以道家學
說為主體，結合儒、法、陰陽為行學說自成體系，其中「養生」的概念有相當重要的
地位。總共有九個地方「養生」出現，其養生觀主要有三點：（1）二元論的形神觀，
《淮南子•精神訓》曰：「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 43 ；（2）
「內修」為主的養生方法，〈精神訓〉曰：「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
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 44 這是強調心神
的作用，指出過度勞形操神的害處；（3）「登假於道」的養生目的，《淮南子》的養生
所要達到的最高境界，在〈精神訓〉篇中曰：
形若槁木，心若死灰……不學而知，不視而見……天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
不能寒也。……居而無容，處而無所，……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
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
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 45
此一文之註釋將「養生」的概念與「正道」連在一起，曰：「養生之和，謂正道也。已
脩正道不惑，故不可示以天下之窮勢而移也。」 46 由此看來，養生之道自是天人和合的
正道。
此外，西漢時期的中醫經典《黃帝內經》的養生之道，具有陰陽、五行、天年、
精氣神、四時、日常起居、飲食、情志、治未病等養生工夫，其內涵富有日用實踐的
47
價值。《黃帝內經》道：「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 （《靈樞‧歲露論》），

「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 48（《素問‧四氣調神大論》），「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
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浮沉於生長之門。」 49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自然界的運動變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人體，而人體對其影
響也必然反映出與之相應的生理活動或病理變化。因此，各種養生活動要遵循自然規
律的變化，
「和於陰陽，調於四時」 50（《素問‧上古天真論》），並要主動把握陰陽，利

43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市：中華書局，1998 年），中冊，頁 505。
同上註，頁 520。
45
同上註，頁 522-525。
46
（漢涿郡高誘注）見《淮南子集釋》，中冊，頁 547。
47
〔唐〕王冰次注、〔宋〕林億等校正：《黃帝内經》，收藏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三
九•毉家類，第七三三冊（臺北市：臺灣商務，1986 年），頁 424。
48
同上註，頁 14。
49
同上註，頁 19。
50
同上註，頁 1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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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然變化的規律來進行養生實踐活動。《黃帝內經》進一步，從養生醫學角度出發，
建立了唯物主義形神觀。「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 51（《靈樞•經脈》），形體
的本源是精的化生，各種生命組織器官構成的形體，是生命存在的重要基礎。神依賴
於形，形又以神為生命的標志，「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52
（《素問‧上古天真論》）此「形神合一」自始更是養生之道的基礎原理。

三 、嵇康養生觀的前導思想
「養生」的觀念在《莊子•養生主》文中化為許多的具體操作的智慧，如「全
生保身」的生活哲學、庖丁解牛的「養生」哲學、「委於自然」等生命觀。《淮南子•
真訓》強調了養性、養德，而〈修務訓〉提出精神的調養。〈精神訓〉主張「内修」及
〈原道訓〉篇中「養生」得到禁嗜欲的意思。在黃老文學裏養生跟神仙與長生不老有
密切的關係。《黃帝內經》提到各式不同的養生術，順四時陰陽之氣，保養肉體安好，
53
以導引、按躈為治療與養生之法。 可見嵇康著作〈養生論〉之前「養生」的觀念在道

家思想中有幾個不同的意思，而且其意思内涵經過不少的變化。「養生」的這些意思或
多或少都在於嵇康的思想中。其中作者想講究幾個較爲比較重要的：神仙文化、黃老
道家、飲食養生及呼吸吐納的部分。

（一）、 黃老道家與神仙之道的養生觀
黃老學派是道家的一個支派，最早在戰國漢初出現的。其假托黃帝和老子的思想，
實為道家和法家思想結合，同時採用陰陽、儒、墨等諸家觀點。《漢書‧藝文志》著錄
有《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泰素》二十篇、《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黃帝長柳
佔夢》十一卷等，都與陰陽數術有關。而《黃帝雜步引》、《黃帝三王養陽方》、《黃帝
內經》、《黃帝雜子十九家方》、《黃帝歧伯按摩》等古代神仙、醫學、房中等養生著作
也都托名黃帝，這說明黃老學對養生術的重視。 54這些著作除了醫書《黃帝內經》尚存
51

同上註，頁 340。
同上註，頁 9。
53
李翠瑛：〈以「氣」入道——論莊子養生思想與修道化境〉，《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 4 期（2004
年 12 月），頁 3。
54
《前漢書‧藝文志》，同註 1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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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都已失傳。 55到了東漢，黃老學與西漢的黃老學重點在統治術不同，已側重於養生修
仙，黃老學遂發展為黃老道，為道教產生提供了思想理論。
東漢是醫方文學的時期，此文學以醫藥學與植物學爲主，其作品假托黃帝及神農
而著作。《隋書•卷 34》包含許多關於醫療的書，其中不少書的書名中出現神農（8 本）
或者黃帝（46 本）兩個名字。除此之外，《隋書》中也出現和神仙有關的作品（10 本），
其内容與道家内外丹有關，其中最有趣的是《雜神仙丹經》。《隋書•卷 34》還列舉幾
個和養生有關的著作，如《養生要術》、《養身經》、《養生服食禁忌》、《養生傳》及
《帝王養生要方》等。 56
《隋書》記載的上述作品與嵇康有什麽關係呢？嵇康的〈養生論〉生存於《嵇中
散集》、《文選》等書中，其中最主要的是《文選》、又稱《昭明文選》裏的版本。《文
選》由南朝梁武帝的長子蕭統組織文人學士編輯而成。至唐初李善更多方搜羅資料，
分為六十卷進行注釋，從而使《文選》得到廣泛的流傳，其與五經並駕齊驅，有不少
學者為其作注。李善發現在嵇康的〈養生論〉中有幾句話直接從《莊子》、《淮南子》、
《養生經》及《養生要》而引用來的。這些部分一方面幫我們瞭解養生的傳統如何影
響到嵇康的思想，另一方面我們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嵇康〈養生論〉之前的養生文學。
黃老學和神仙學兩股社會思潮差不多同時興起於齊楚，二者又有相同處，相互影
響下，黃帝、老子也逐漸被神仙化。戰國時代，長生不死的信仰以及神仙的傳說就廣
泛流傳於社會。《莊子•逍遥游》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疪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
而不信也。

57

他描繪的神仙可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有可以遨遊太空，與天地同壽等神通。這也
成為後世所描述神仙的基本神通，對後來的神仙思想影響巨大。

55

錢新祖：《中國思想史》（臺北市: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年），上冊，頁 245。
Jerry Swanson:“A Third Century Taoist Treatise on the Nourishment of Life: Hsi K’ang
and his Yang-sheng lun,”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ssays in
Honor of Max Fisch（Lawrence, Kansas: 1970）, pp.139-142.
57
《莊子集釋》，上冊，頁 2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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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秦漢人們開始大量的實踐探索，尋找各種礦物、植物等煉藥，以及研究尋找
自身的命門，都是爲了成仙。漢武帝時神仙家李少君、謬忌、少翁、奕大、公孫卿等
受皇帝寵信。《漢書•郊祀志下》中有一個重要的部分描述當時神仙文化的精神，云：
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
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
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
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
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 58
在魏晉時期養生之學大興，當時學術世界中有兩種相對立的思想,一個認為修道可成仙，
長生不老，另外認為生死皆由天定，半分不由人意。嵇康也相信神仙的存在，在〈養
生論〉曰：「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 59 表
示他對立所謂：「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60的想法，並且指出：
（神仙）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
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 61
神仙稟受自然之純氣，非修煉所能達到的，但如導養得法，常人也能夠長壽。這種的
看法與流行的服食飛升神仙之說有所不同。雖然我們一般的人無法變成彭祖，但是由
形神兩方面的自我修養功夫，凡人還是能夠長壽及理解道德玄理。此自我修養工夫在
身體方面包含恰當的飲食習慣、服食、呼吸吐納導引，此皆屬於身的修養，而在神方
面包含「寡慾」、「耽聲色」及「溺滋味」等修行術。故嵇康曰：
善養生者，……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
禁也。……外物以累心不存，神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
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理日濟，同乎大順。 62（〈養生論〉）

58

〈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前漢書》第三冊，頁 13。
《嵇康集校注》，卷第三，頁 144。
60
《嵇康集校注》，卷第三，頁 143。
61
《嵇康集校注》，卷第三，頁 144。
62
《嵇康集校注》，卷第三，頁 156。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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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養生者透過心身的修養，「愛憎不棲於情，憂喜不留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
平。」 63（〈養生論〉）愛憎、憂喜不留與心目中，則可達到泊然無感、心神既不為情意
所觸動的心情狀態，此則〈答難養生論〉所言的「性氣自和」、
「情志自平」狀態 64。
嵇康肯定了神仙存在，也從氣化論的角度言神仙稟受特殊之氣，非積學所能致，
與聖人不可學致的論點是一致的，這本是在氣化論的前題下所導至的必然，故嵇康只
能從養生長壽之法入手，論述神仙不可學，但養生可學。而葛洪站在道教修煉成仙的
立場，當然不僅止於養生之法，而且積極肯定神仙可學。

65

（二）、 飲食之道的養生觀
嵇康身處亂世，但崇尚老莊，主張服食養生之道。其曰：
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 66 （〈與山巨
源絕交書〉）
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裡俱濟也。

67

（〈養生論〉）

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 68（〈養生論〉）
他認為，人之所以能長壽，在於注意平時在細微之處保養自己。中國飲食文化和其他
文化領域有密切的關係，如道德修養、治國、醫療養生、身體營養等。中國最早在西
周即有飲食文化與制度。《周禮•天官冢宰上》曰：「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
後、世子。」 69《論語》中孔子講授飲食之道，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
魚餒而肉敗，不食。」 70（《論語•鄉黨》）與《老子》在五十九章中云：「治大國若烹小

63

《嵇康集校注》，卷第三，頁 146。
《嵇康集校注》，卷第四，頁 146。
65
李宗定：〈葛洪《抱朴子內篇》與魏晉玄學 ──「神仙是否可學致」與「聖人是否可學致」的受命
觀〉，《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4 期（2008 年 3 月），頁 168。
66
《嵇康集校注》，卷第二，頁 125。
67
《嵇康集校注》，卷第三，頁 146。
68
《嵇康集校注》，卷第三，頁 152。
69
〔魏〕王弼注：《周禮》，收入《四部叢刊》初編•〇〇一•經部，第一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
館，1967 年），卷一，頁 16。
70
〔魏〕何晏注：《論語》，收入《四部叢刊》初編•〇〇三•經部，第三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
館，1967 年），卷五，頁 4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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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 71從此可見，烹飪在中國人心目中的重要性。春秋時「在儒學的倫理生活中，飲食
已不只是爲了滿足生理本能；在超越告子『食色，性也』（《孟子•告字下》）的命題之
後，儒家的飲食觀有了下列三個攸關文化發展的實踐向度：（一）飲食的儀式化；（二）
身心衛生之道；（三）飲食與人格。」 72 此相應中國飲食文化的四大理論：「食醫合一」、
「飲食養生」、「本味主張」及「孔孟食道」。早期儒家的思想中飲食的文化已經出現養
生的概念，到了魏晉玄學在醫學、黃老學、方士與神仙文化的影響下文人的飲食養生
觀發展到另外一個層次上。
魏晉竹林七賢的嵇康與阮籍之思想具有強烈的飲食養生特性。阮籍和嵇康兩個人
皆崇尚老莊思想，阮籍嗜酒成性，往往大醉；他終日：「縱酒昏酣，遺落世事」，作官
只是「祿仕」而已，言談交際更是「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73（《魏書•王粲傳•
阮籍》）他采取了喝酒大醉的手段來反抗儒家名教。葉海煙教授指出：「阮籍此一『醉
功』，除了令人歎服外，更教人對其生命之苦悶，寄以無限之同情……阮籍性情之不同
74
流俗與心志之高潔曠遠，其實並非一般文人所能比擬。」 嗜酒的阮籍一方面以喝酒去

表示他不拘儒家禮節，且崇拜自然，另一方面在酒醉中可以深入道的玄理。
嵇康的飲食思想與阮籍不同，「基本上，嵇康的飲食之道是與養生之道並進的」， 75
也就是說由受到黃老學及方士文化的影響，他把導引的呼吸吐納、道教的服食等概念
納入其養生思想裏，而造成一個新的綜合性的飲食養生哲學。根據〈養生論〉對嵇康
而言，恰當的飲食不只是爲了健康的身體，而也是身形修養的一個要求。先需要透過
身體的苦練，才能到達一個清潔的心靈（神）狀態。在嵇康的養生思想裏神與形是一
體的，無法分開的，他說：「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出理之易失，知一過
之害生。」 76 （〈養生論〉）有知識有修養的人懂得，形體依靠精神而立身，精神要借助
形體而存在。嵇康的養生觀建立於其這個身體觀，「而以虛靜、平和、淡漠與超然物外
等原則為養生主調，是大體繼承了莊子『養生主』：『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的
基本精神。」 77 但嵇康在進一步，他由納入道教所常用的「呼吸吐納」及「服食養身」

71

《老子注》，下篇，頁 15。
葉海煙：《老子哲學新論》（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7 年），頁 286。
73
《三國志》（武英殿本），卷二十一，頁 6。
74
《老子哲學新論》，頁 290。
75
《老子哲學新論》，頁 293。
76
《嵇康集校注》，第三卷，頁 146。
77
《老子哲學新論》，頁 29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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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鍛煉方式，將其養生觀提升到另外一個境界上，同時在他的養生思想中傳統的道家
思想獲得一個新的意涵。〈養生論〉云：「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
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裡
俱濟也。」 78 修養性情來保養精神，使心志安定來保全身體，在感情上不留愛憎，在心
中不留憂喜、清凈淡泊，不受哀樂的影響，這樣就會身心和洽，氣機平順；還要進行
呼吸吐納的修煉，服食但要來調養身體，使身體和精神相互融合，這樣就會表裡一起
相輔相成。
飲食如何幫助達到養生修養的目的呢？在此我們要回到傳統中國醫學及黃老學的
領域上。傳統中醫教導陰陽五行學說，當中每個元素都有相對應的季節、口味、顏色、
器官、身體系統和其他影響人類生活的屬性。依據《黃帝內經》，人的組成包含「天的
成份」與「地的成份」；同樣的，食物中也含有「天的成份」（五氣）與「地的成份」
（五味）。食物所含的五氣和五味進入人體後，經過五臟六腑的作用，化生為精與氣，
並來涵養神。因此《黃帝內經》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味入口，藏
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79 （《素問•六節
藏象論》）嵇康繼承了此概念，在〈養生論〉曰：「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
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暗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
哉？」 80所謂的「凡所食之氣」是指外物的氣納入人體內，其包含食物、藥餌及天地間
的元氣。
培養一個好的食物習慣是必要的，但與《淮南子》所提倡的一樣（或許是其的影
響下）嵇康認爲食五穀對人身又不好的影響，會感染到人形的氣，因此我們需要煉丹
服食。《淮南子•墬形訓》亦云：「食氣者神明而壽，食榖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
神。」 81也就是說，不飲不食則能知慧清明，延壽不死。不食榖物如何可以輕身延壽？
道教指出人體有三蟲，亦名三尸，居脾中，是慾望根源，也是人體敗壞之源，三蟲賴

78

《嵇康集校注》，第三卷，頁 146。
《黃帝内經》，頁 40。
80
《嵇康集校注》，第三卷，頁 150。
81
《淮南子集釋》，頁 17。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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榖物而生，如果我們斷食榖物，則此三尸不存，即可延壽長生。然而不食腥葷榖物，
如何維生？這個有兩種方法 82，就是嵇康所提出的服食及呼吸吐納。

（三）、 服藥餌的長生之道
曾春海提出「嵇康相信神的民間傳説所陳述之仙家服藥養生朮。」 83 服食為一種道
教修煉方式，起源於戰國方士於神仙家，其原本的目的為長生成仙。服食仙藥風氣盛
行魏晉南北朝時期，倡服金丹，同時，服食草木葯也較普遍。葛洪《抱朴子‧仙藥篇》
引《神農四經》云：「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為天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中藥
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
」 84嵇康受到服食傳統的影響，
《晉書•嵇康傳》云：「（嵇康）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
85
詠詩，自足於懷」又云：「康嘗采藥遊山澤，會其得意。
」 根據所述的歷史資料藥物在

嵇康的生活中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對嵇康而言，恰當的飲食一方面幫助身心合一，另
一方面補助身上的氣與精，「由養形在進於養神，以至於致虛守靜，完成養生的終極目
的」， 86 但是比食物更重要的是藥物。〈養生論〉曰：「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
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
耳務淫哇。」 87 嵇康的這個説法相應上述《抱朴子》所引的古早醫療概念，嵇康認爲食
五穀不如上藥，因為任何食物的氣對人的身體有影響，可改變其體質，而五穀之氣
（食物之營養成分）對內臟有傷害，不養生的。因此人若要走養生的路徑，就需要食
藥物（如靈芝、流泉、金丹等），因爲藥物不僅是對身體有祛病營養之作用，同時也有
養氣以及振作精神的效。 88 既然如此，嵇康嘆息而說，世上的人看不清楚這個道理，只
貪圖五穀，「沉溺聲色」
，眼睛被迷惑繚亂，耳朵極力追求「淫哇」，而「滋味煎其府藏，
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 89

82

林淑貞：〈長生不死的飲饌圖像—六朝志怪異食書寫所豁顯的意蘊與思維〉，《成大中文學報》第 26
期（2009 年 10 月），頁 35-64 。
83
《竹林玄學的典範——嵇康》，頁 125。
84
［東晉］葛洪撰、陳飛龍註釋：《抱朴子內篇今註今譯》（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404-407。
85
《晉書》，上冊，頁 363。
86
《老子哲學新論》，頁 295。
87
《嵇康集校注》，第三卷，頁 150。
88
周紹賢、劉貴傑：《魏晉哲學》，（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 年）。頁 92。
89
《嵇康集校注》，第三卷，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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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論〉）但是懂養生的人即不如此，心地清靜，去除私念，故絕少貪欲，而知道
追求名利的危機。外界之事物因能使心受害，就不留存於心，神氣因情志淳樸恬靜，
故就特別飽滿。 90 因此，有養生智慧的人常常服食「靈芝」藥物，爲了陶冶情志，飲用
甘美的「醴泉」，爲了滋潤其臟腑，沐浴「朝陽」爲了增進健康；故能「無為自得」、
「體妙心玄」以及與「羨門比壽」。

（四）、 導引的仙道思想
養生者不食五穀，需要服食煉丹，嵇康在〈養生論〉云：「呼吸吐納，服食養身，
使形神相親，表裡俱濟也。」 91 呼吸吐納的鍛煉，服食丹藥保養身體，使形體和精神緊
密結合，表裡之間互相協調。嵇康沒有從事解釋他所說的呼吸吐納是什麽樣的修煉法，
因此本人在這段企圖闡明其意義以及在嵇康思想中的角色。
呼吸吐納原本為道家的修鍊術，是指 從口中吐出惡濁之氣， 鼻吸入清新之氣。後
來道教將其繼承發展，認為吐納可吸取生氣，吐出死氣，長生不死。呼吸吐納法在戰
國時期已經存在，《莊子•刻意》曰：
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
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
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92
平時，人呼吸的時候不會注意到自己的呼吸，而在氣息修煉中，就要有意識的根據要
求，不斷的去體會，去掌握自己的呼吸。對此，古人稱爲練氣，調氣等。 93在《莊子》
中「吹呴呼吸，吐故納新」是一種行氣的方式，不過如果我們把這兩個概念和「熊經
鳥申」連在一起可見莊子所說的不只是一個呼吸方式，而是一種完整的延壽的練習，
其目的為由形神兼養，達到真人（神人）的精神境界。《論衡•書虛》云：「百川亦然，
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 94〈道虛〉又云：
「令文
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
90

《養生論》曰：「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外物以累心不存，神
氣以醇白獨著。」見《嵇康集校注》，頁 156。
91
《嵇康集校注》，頁 47。
92
《莊子集釋》，下冊，頁 535。
93
馬濟人：《道教與氣功》，（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7 年），頁 8。
94
〔漢〕王充撰、蕭登福校注：《新編論衡》（臺北市：臺灣古籍，2000 年），上冊，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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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烹之輒死。今言烹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煮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 95 可
見，呼吸跟天下（宇宙）以及人身的元氣有密切的關係。早期的吐故納新都是以練息
爲主的，認爲充滿天地間自然界的「精氣」，吸入人體，延年益壽的效用。 96 到了東漢
簡單的呼吸流氣之養生法發展成以停閉吸氣爲主與胎息法爲主的導引養生術。《抱朴子
內篇•微旨》：「明吐納之道者， 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 97
至於導引，其是指一類主動的柔軟肢體運動或氣功動功，有兩種導引，一個是肢
體導引為外導引、內氣運行為內導引者。
《經典釋文》引晉人李頤注《莊子》上述的説
法，說導引是「導氣令和，引體令柔」。嵇康為魏晉時代的人，受到許多其他養生思想
的影響，他自己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曰：「又聞道士遺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
意甚信之。」 98他不只是相信，也是自己身試道教採用的延年益壽法 99。由受到道教的影
響下嵇康自己本身也練習導引養形術，〈養生論〉所說的「呼吸吐納」修煉與《答難養
生論》所說的「呼吸太陽」是屬於他養形法的方面，其與《太清中黃真經》及《太平
經》所提的「食氣」相似，其理由為宇宙天地萬物同稟一氣而生的，因此由「食氣」
100
可以補充身體的虧損，由吸入的元氣中獲得新的生命力。 導引吐納運用胎息吐故納新

之法，以養氣攝生、延壽益生，也就是內丹法的基礎原理。根據今天的科學研究「導
引」具有促進胃腸消化、血液循環、補充血液、強健四肢等的功效。很明顯嵇康受到
當時道教的養生思想之影響，曾春海說「道教信人與自然皆本源於宇宙的元一氣，人
的物性結構與自然的物性結構有類比的相似性，彼此間透過共同的宇宙律而得以相聯
係，在宇宙整體的律動下，互動互應。思養生長壽的道教徒亦透過感覺知識上的類比
直覺，尋求天地間的長生久在之物，取其精華以滋補，調理人的體質而得以延年益
壽。」 101

四、 結論

95

《新編論衡》，上冊，頁 707。
《道教與氣功》，頁 8。
97
《抱樸子內篇今註今譯》，頁 229。
98
《嵇康集校注》，第二卷，頁 123。
99
《竹林玄學的典範——嵇康》，頁 125。
100
同上註，頁 125。
101
同上註，頁 12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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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哲學為中國思想重的一個特殊性的範疇，儒道釋的思想皆涉及到此思想範疇。
牟宗三對於養生思想指出：
「養生」是道家本有的問題，目的在成真人。依照中國思想來說，儒家 肯定
「人皆可以為堯舜」，佛教肯定眾生皆可成佛，那麼道家雖未明講，但也應當承
認人人皆可以成真人。從成真人的觀念後來發展而為由養生、煉丹等以求成
仙。 102
「養生」的道家傳統跟隨時代之變化以及文人思想的主流，到了魏晉南北朝養生思想
在玄學中獲得了一個新的意涵，而其代表人物嵇康，將此養生思想再發展到一個新的
境界上。
嵇康生存於一個非常動亂的時代中，思想文化出現多元而複雜的現象。在思想方
面有幾個主要的潮流影響到嵇康的生命哲學以及文人的心態，包括黃老學派、老莊、
陰陽五行、神仙、氣學、養生文化、儒家思想及方士文化等，而且這些影響理所當然
可以在嵇康的養生思想中發現。嵇康不只是採用這些資料，他也將他們融合起來，給
予自己養生思想一個綜合性的特色。因此我們可以說〈養生論〉的思想是一種綜合性
的思想，其綜攝了老莊道家的氣化宇宙生成理論、方士、神仙等道教傳統，而賦予它
們一個新的哲學性意含；同時，他更重新解釋以老莊為基礎的道家思想。換言之，嵇
康由受到的影響下，不僅是引用中國飲食文化、黃老道家、導引氣功以及當時玄學的
某些概念納入其養生思想裏，同時也是歸到傳統道家形而上思想，而由加入修身養性
的「呼吸吐納」念及「服藥餌」的醫療傳統賦予其自己的養生觀一個綜合性與時代性
的層次。他的養生哲學以〈養生論〉爲代表，進行與魏晉玄學相互呼應，而提供一種
創造性的詮釋。

102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5 年），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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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便於匿名送審，作者姓名、服務單位及職務職稱，請僅列於頁首，
勿於內頁呈現。
（五）檔案請存成 Microsoft Word 97-2003（doc 檔）格式。
（六）為維持本刊之品質，若著作人為碩士生，則需指導教授為合著人。
五、請勿一稿兩投或侵犯他人著作權。來稿將於收件後三個月內回覆審查結果，
若自投稿日起三個月內未獲通知者，稿件可自行他投。
六、本學報採匿名審稿制度，來稿須經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審查通過後，始得刊登。
唯稿件刊登之優先順序由本學報編輯委員會決定之。
七、來稿若經採用，作者應負論文排版完成後校對之責，編輯委員會僅負格式上
之校對。凡經刊登之稿件，贈送作者該期學報二本，不另奉稿酬。
八、著作人投稿本刊經刊登，即視為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遠距圖
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
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
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作者請填具「著作授權同意書」，以利論文之數
位化及傳播。
九、投稿資料單：
為配合送審作業，投稿者請先填寫「《遠東通識學報》投稿資料單」
；如作者
不止一人時，請一併填具「《遠東通識學報》合著人證明」。
十、聯絡方式：
校址：台南縣新市鄉中華路 49 號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電話：06-5979566 轉分機 7501 或 5298
信箱：szhuang@ms31.hinet.net、gege@cc.feu.edu.tw
網址：http://www.feu.edu.tw/edu/gec/dsl/center/ch/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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