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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的易經觀

徐鈺晶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
《淮南子》代表漢朝初期學者的集體研究心得，內容有二十一篇，思
想主旨是闡述道家老子與莊子的哲學，用以說明一套完整的宇宙觀與人生
觀。但是在論述中博採各家觀點，尤其強調儒家修德行善的觀念，藉此使
政治上軌道、社會得安定、人民享幸福。融合儒道二家的優點而未必能夠
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這使本書顯示了雜家的外貌。值得注意的是，它在
總結的〈要略〉部分，宣稱《易經》可以「窮道通意」
，具有豐富的智慧。
因此，本文深入探討本書的易經觀，分別論述它對於占卜的態度，對於《易
經》本文的引用，以及對於《易傳》的相關想法。此一探討有助於我們了
解漢朝初期的《易經》研究狀況以及《易傳》的編訂過程。結論將指出：
此一《易經》思潮如果順利展開，或許可以稍加阻止漢朝初期以後所盛行
的讖緯之學，而使思想朝著更理性的方向推進。

關鍵字：《易經》、《易傳》、占卜、儒家、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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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I Jing》in 《Huai Nan Zi》

Hsu Yu-chi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Huai Nan Zi》represents a collective work of scholars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This book consists of 21 articles dealing with important topics. It
inherits basic ideas of Taoism ( i.e., Lao Zi and Zuang Zi’s works) and applies
them to all possible fields. In so doing, it unavoidably touches, accepts, and
even employs the Confucian ideas to help both rulers and people. Interesting
enough is that in the concluding chapter <Yao Lue>, we read that《I Jing》(the
Book of Changes) contains wisdom of the highest level. Thus, the present
paper will tackle this problem, trying to uncover some truth concerning 《I
Jing》. This challenge is difficult and delicate because of the multi-authors of
this book. Through a careful study on the dozen examples quoted from 《I
Jing》, this paper reaches a conclusion that if the ideas of 《I Jing》 as
expressed in 《Huai Nan Zi》 had got the chance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then
the superstition problem of early Han Dynasty might have been compromised
to a great extent.

Keywords:《I Jing》,《I Zhuang》, Divination, Confucianism, Tao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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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的易經觀
一、 引言
《淮南子》是漢朝初期淮南王劉安(西元前 180〜122 年)門下賓客的共同著作。1由於
是眾多學者的合作心得，缺乏一貫的思想體系，所以在哲學史上的評價不高。譬如。勞
思光說：
「《淮南》一書，若作為一理論著作看，可取之處甚少，作為一種資料，代表漢
人心目中之『道家』者，則是最適當的文件。」 2
那麼，漢人心目中的道家有何內容？《淮南子》所展示的實為司馬談《論六家要指》
中所描寫的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3這種道家把另外五家
（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全部攏合在一起，結果成為「雜家」，或稱「雜
家化的道家」
。
《淮南子》一書即是這種道家的代表，其思想為許多觀念的拼湊，不成一
系統理論，涉及技術權謀之處甚多，大體屬於所謂「黃老刑名之術」的一支。 4
上述批評雖有所見，但深入研讀《淮南子》
，即知真相未必如此。徐復觀說：
「但《淮
南子》中，不僅未將黃帝與老子並稱對舉……全書援黃帝以伸張政治理想的，僅一、二
見。在本書中，黃帝所代表的政治理想，還不及伏羲所代表的分量。」 5不僅如此，「且
儒家思想在《淮南子》一書中所佔地位，深入的看，並不次於道家。除大量引用了《詩》、
《易》之外，
《禮》
、
《樂》
、
《春秋》
，皆為其徵引所及；且多發揮六經的微言大義。」推
而至於可以這樣說：「形成《淮南子》思想的另一骨幹的儒家思想，經學思想，乃未受

1

高誘在本書〈敍目〉提及：
「漢書淮南王傳，稱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
而藝文志雜家者流，有淮南內二十一篇。……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
大明禮教。……號曰鴻烈，是內篇一名鴻烈也。……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志論次
儒家至小說，名曰諸子十家，後遂緣之而加子字矣。」
《淮南子》一書之名由此確定。參看劉文典撰，
《淮
南鴻烈集解》(台北：明倫出版社，一九七一年，)，本文以下稱此書為《淮南子》
。
2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第二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一九八Ｏ年)，頁 121。
3
司馬遷，
《史記》
，
〈太史公自序〉
。參看瀧川龜太郎，
《史記會注考證》(台北：中新書局，一九八二年，
頁 1367 )。
4
勞思光，前揭書，頁 115。
5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九年)，頁 18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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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博士制度拘束，未受陰陽五行摻雜的儒家思想，經學思想。」 6
徐復觀的研究結論如下：「在全書內容的結構上，顯得是以老莊思想開其端，且似
乎是全書思想的主流，卻以儒家思想竟其尾；無形中表示，道家思想，應歸結於儒家思
想之上。而本篇〔泰族訓〕中的儒家思想，卻是以《易傳》為中心的大綜合。」 7
那麼，《淮南子》的基本思想究竟是雜家化的道家，還是相對純粹的儒家？由於本
書二十一篇內容並非一人所作，所以很難論斷上述爭議之是非。目前可做的，是以《易
經》為核心進行深入探究，試圖了解《淮南子》對《易經》所持的觀點，譬如：
《易經》
可用於占卜，那麼本書對占卜採取何種態度？《易經》原文在本書中的使用情況如何？
以及《易傳》在本書中所佔的分量如何？

二、 對占卜的基本態度
《淮南子》共二十一篇，其中最後一篇名為「要略」，總結前面二十篇的重點，亦
即「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略。」8在歷數各篇主旨之後，
它回到核心觀念：道。它說：
「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
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冥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
接著出現的就是有關《易經》的論述。它說：
「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
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攈逐萬物之祖也。」 9
《淮南子》對《易經》的重視莫過於此段文字。《易經》為聖人之作，足以窮道通
意，助人掌握道的原貌，窮究萬物之祖。在此，我們要扣緊「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
福」一語來進行研究。
《尚書•洪範》談及「九疇」
，其中第七疇為「稽疑」
。遇有重要事件之抉擇時，君
6
7
8
9

同上，頁 186。
同上，頁 265。
劉文典，前揭書，卷二十一，頁 81。
同上，頁 8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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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應「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10前三項為人謀，後二項（卜為
龜卜；筮為以蓍草占之，再以《易經》解卦）為鬼謀。此即《易經•繫辭下傳》所謂的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11。人有理性思維能力，可以掌握過去與現在的信息，但在決
策時必須對未來有所認知，因此以占卜預測未來。暫且不論龜卜與占筮何以準確的問
題，這裏要看的是《淮南子》對占卜的態度。簡而言之，我們看到三種基本態度。
１、占卜結果是可信的。這是接著前述〈要略〉所謂「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
而說的。伏羲氏製作八卦，是有所本的，即是「洛出丹書，何出綠圖」（〈俶真訓〉，以
下皆直接引出篇名）。在歷史上最初的美好階段，做任何事都「不擇時日，不占卦兆」，
依然可以「鳳麟至、蓍龜兆」。到了後代，天子與諸侯若有不行王道者，就要「舉兵而
伐之，戳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
（〈本經訓〉）
。請注意最後
一句的「卜」字。在談到用兵作戰時，善為天道的人，應該「明於奇侅、陰陽、刑德、
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兵略訓〉）。談到山林，聖人從外知內，由顯知隱，
可以判斷「上有叢蓍，下有伏龜」
（〈說山訓〉）
。世間的賢大夫可以做到「籌策得失，以
觀禍福」
（〈修務訓〉）
。最經典的例子，是「衞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
孔子特地派子貢去救回衞君。子貢請太宰嚭轉告吳王，說當初衞國對於朝於吳或朝於
晉，分為兩派，現在衞君在吳國受難，那些主張朝於吳的大臣都要受罰了，然後，「且
衞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蓍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
業不亦難乎！」
（〈人間訓〉）這段話中的「諸侯皆以為蓍龜兆」
，顯示當時大家都相信占
卜結果為可信。
２、占卜為正式禮儀。禮儀在此是指古代盛行的各種祭祀活動，因而與鬼神有關。
有一段合乎理性的思維：「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褅嘗，非求福於鬼
神也。」（〈人間訓〉）這裏提及的「郊望褅嘗」，是指：「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
褅嘗，祭宗廟」
。舉行這些禮儀不是為了求鬼神降福，而是盡其責任照顧百姓，然後「有

10
11

《尚書•洪範》，收於《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一九八二年)。
《周易•繫辭下傳》收於《十三經注疏》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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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12。這種自負其責的道德觀念使禮儀的人文意義
更為明顯。類似的例子還有「今世之祭井灶、門戶、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
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汜論訓〉）這
種觀念無異於荀子所謂「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 13。
但是我們也讀到此較溫和的說法，即並不質疑禮儀與鬼神的關連，如「夫鬼神，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
（〈泰
族訓〉）這段話肯定了鬼神的作用，也把鬼神與卜筮的預知功能連在一起。占卜作為正
式禮儀，則在以下這一段資料：
「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
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
14
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
（〈兵略訓〉） 。作戰勝敗將決定國家

興亡，必須慎重面對，上述相關的隆重禮儀顯示了占卜的具體作用。
３、不必迷信占卜結果。人若為善，不靠占卜也有福報；人若為惡，占卜何用？在
此要肯定人的主動作為之價值。以夏桀為例，他倒行逆施，
「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
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以致人間固然是民不聊生，連自然萬物也完全失序，這時
「磬龜無腹，蓍策日施」
，也於事無補。
（〈覽冥訓〉）依原注所說，
「磬龜無腹」是說：
「數
鑽以卜，故空盡無腹也，言桀為無道，不修仁德，但數占龜，莫得吉兆也。」「蓍策日
施」則是「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也。」 15換言之，像夏桀這樣的暴君，怎能靠占卜
而得福佑？
至於堯、舜、禹、湯、文、武這些聖君，則同樣不必迷信占卜。他們「之於善也，
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已飯而祭竈，行不
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主術訓〉）他們「率德蹈致，無

12

劉文典，前揭書。本書引用王念孫之注，其說合理，故改「陰行」為「隱行」
，以與「陰德」對言。
荀子論及祭祀時說：
「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禮論〉)他針對卜筮則說：
「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天論〉)參看《荀子新注》(台北：里仁書局，一九八三年)。
14
這段文句稍作改動，參考王念孫之注。，劉文典，前揭書，卷十五，頁 70。
15
此注來自《易經》蒙卦之卦辭，全文為：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再三請示神意，顯示問者並無尊敬之心，因而不會得到答覆。參看《周易》。
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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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於神」，照樣國泰民安。
對所有人皆有效的質疑是，
「嗜欲在外，則明所蔽矣」
，對外物的欲望太多，以致充
滿執著與盲點，這時「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說林訓〉）
這句「安所問之哉？」提醒人們不可迷信，而是要回到人的主體身上，努力修德行善，
自然會有福報。
以上三種態度並存於《淮南子》一書。如果轉移焦點，探討本書對《易經》原文的
使用，又會有何發現？

三、 對《易經》原文的使用
西漢初期的《易經》版本是何種情況，目前不易確知。秦始皇焚書時，保留了「醫
藥、卜筮、種樹」三種資料，
《易經》以卜筮之名而得以傳授不絕。 16漢初以來，
《易經》
各種注解開始出現，依《淮南子》引用的材料看來，尚未受到卦氣與象數之說的影響。17
據劉向《別錄》所說，「淮南王聘善為《易》者九人」，同時著有《淮南九師言》，但原
書亡佚。 18由《淮南子》一書看來，提及《易經》原文的，共有五個卦（乾、坤、屯、
豐、中孚）的十個爻，兩個卦(噬嗑、小過)的卦辭，以及兩組四卦（剝與復，益與損）
的簡單應用。這些材料十分有限，並且分布在二十一篇中的七篇（繆稱訓、齊俗訓、汜
論訓、詮言訓、說山訓、人間訓、泰族訓）
。由此看來，
《易經》所佔分量有限，但仍居
一定的重要性，值得深入分析。
首先要了解《淮南子》的寫作模式。它提出的學說，混合了道德論（代表老莊哲學）
、
宇宙觀、萬物變化規律、國家與盛衰亡、人間善惡報應、人性的本質與作用等思想，然
後為了證明所說合理，就大量援引《老子》、《莊子》、《詩經》、《書經》、《易經》，以及
古代人物與事件，進而以聖人、真人、君子等典範的表現為其例證。以《易經》來說，
它所引述的主要是某些卦的某幾句爻辭，並且是以結論的形態出現，所以十處有九處它
會說「故《易》曰」，再引出原文。以下試作說明。
16
17
18

勞思光，前揭書，頁 15。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 107。
徐復觀，前揭書，頁 19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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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依《淮南子》原書內容順序，到了卷十〈繆稱訓〉才正式引用《易經》原文，
共有五見。 19
（一）談到君子與小人之分，
「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
接著，我們讀到「《易》曰：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後續
又說：「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
也。」
由前後文看來，它講的是：君子擔心沒有行善，小人擔心沒有得利；然後善惡皆有
適當報應。那麼，中間引述的一段《易經》可以說明這個道理嗎？原注說：
「即，就也；
鹿以喻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
其吝也。」意即：若是欺騙百姓，不如放棄這種做法，若不放棄，會有困難。這種解釋
若用以說明「善惡會有報應」，實在缺乏說服力，除非當時的人都認定《易經》為聖人
製作的經典，一字一句皆代表無上的權威。
但是，這樣的原注合乎《易經》的意思嗎？這段引文是《易經》屯卦六三爻辭，大
意是說：在進逐鹿（「祿」的諧音）時，無人帶路，這時進入了山林；君子察知幾微，
20
（
決定放棄；往前走會有困難。 屯卦的組合為「水雷屯」

）
，象徵一個人想要行動（雷

為震，為行動），但外面橫著危險（水為坎，為陷阱）。它與善惡報應並無關連。
（二）談到在上位者是聖人或是小人，本篇說：「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
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不得須臾寧（有如睡臥在邊關城牆上，或在太
陽下曝曬虫繭，沒有片刻的安寧）」。接著引述「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然後再補充說：「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這句引文同樣出自屯卦，為上六爻辭，但它是在描寫小人的處境嗎？答案顯然大有

19

所謂「繆稱」
，原注曰：
「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要略〉說：「繆稱者，破碎
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
具，所以曲說改論，應感而不匱者也。」簡而言之，就是要以奇特的說法，破除受限於時空的見解，使
人能與神明相通，驗證「感應」的效果。
《易經》見微知著，正好適合這個目的，所以《繆稱訓》多所引
述，其次數為《淮南子》全書各篇之冠。參看劉文典，前揭書。
20
參看來知德，
《易經來註圖解》(台北：大冠出版社，二ＯＯ六年)，頁 141。朱駿聲，
《六十四卦經解》
(北京：中華書局，二ＯＯ九年)，頁 2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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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21《易經》有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若要描寫「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
也許另有更好的選擇。 22
（三）談到治理百姓，首重在上位者的真誠心意，所謂「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
本篇說：「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
接著出現的是；
「故《易》曰：亢龍有悔。」原注說：
「仁君動極在上，故有悔也。」這
樣的注並不切題。
這句引文是乾卦上九爻辭，意思是：龍飛得太高，以致有所懊悔。
《易經•文言傳》
的解釋是：
「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23由
此看來，「亢龍有悔」並非因為「情與令殊」（真情與命令不能相應），而是因為位居上
九，與賢人相隔。
（四）為了加重強調在上位者的真誠心意必可得到百姓的良性回應，本篇繼續說：
「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我的本性即是要修德愛民）；其次曰：微
彼其如此乎（若不修德愛民，百姓會這麼好嗎？）」接著是：「故《詩》曰：執轡如組。
《易》曰：含章可貞。」然後，它說：「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不慚乎
24
景，故君子慎其獨也。」 修德必須從慎獨開始，注意夜間所行之事，做到像周公一樣，

面對自己的影子也無所愧。
這裏同時引用了《詩》與《易》，都是要強調在上位者本身充滿德行，可以誠於中
形於外，其效應為：百姓自然聞風景從。「執轡如組」出於《詩經•鄭風•大叔於田》，
原詩為「叔於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25描寫大叔打獵時，乘著四匹馬的
車，手拉繮繩，擺動有序如在織布，兩邊的馬，跑得合拍像在跳舞。這是由技術嫺熟而
進階為藝術表演。其次「含章可貞」出於《易經》坤卦六三爻辭，意指內含文采可以堅
守其位。這兩段引文相互搭配，說明了修德愛民「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

21

朱駿聲認為這裏說的是：
「殷憂啟聖，多難興邦，亦濟屯之一道。」此說與批判小人可謂南轅北轍。朱
駿聲，前揭書，頁 23。
22
例如夬卦上六的「無號，終有凶。」
23
〈文言傳〉專門解說乾坤二卦，考量整體觀點，較為合理。
24
此處依原注王念孫所說，在「慚」上加一「不」字。劉文典，前揭書，卷十，頁 40。
25
陳子展撰述，
《詩經直解》(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 24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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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談到聖人治理百姓，看起來平淡無奇，最後才知道可大可久。好像沒做什麼，
因為「動而有益，則損隨之」
。接著本篇說：
「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
復。」然後，「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煇，小人日怏怏以至辱。」意
即：不必刻意做什麼事，因為物極必反；但是又須長期累積善行，才有可能「剝極則復」
。
這其中的道理確實微妙，所以要引述《易經》
，但是所引的這句話不在《易經》
，而在《易
傳》的〈序卦傳〉。依目前的版本，
〈序卦傳〉所寫的這一句話是：「剝者剝也，物不可
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26由此句引文或可推知，
《淮南子》成書時，
《易
傳》尚未寫成定本。
２、在〈繆稱訓〉之外，本書其他各篇引述《易經》最多者為其乾卦與坤卦。乾卦
六爻皆陽，坤卦六爻皆陰，是《易經》的最初兩卦，
〈繫辭下傳〉說它們是「易之門」27。
以下分別加以辨析。
（一）〈齊俗訓〉有一段資料，描寫太公望受封齊國而周公旦受封魯國。他們二人
討論治國方策。由魯國的「尊尊親親」可以推知「魯國從此弱矣」，從齊國的「舉賢而
上功」可以推知「後世必有劫殺之君」
。後來這段對話應驗了。接著，本篇說：
「故《易》
曰：履霜，堅冰至。」然後結論是：
「聖人之見終始微矣。」28這是見微知著的典型例證，
所引之文是說：腳下踩到霜，就知不久將會看到堅冰。這句引文是坤卦初六爻辭。坤卦
六爻皆陰，初六一上場就心存警惕，知道必須「慎始」
，否則無法應付後面的局勢。
〈文
言傳〉談到坤卦初六時，說出一句名言：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本書談到善惡報應之處甚多，基本思路與此類似。〈說山訓〉也引用同一句爻辭，但悄
加修飾為「故聖人見霜而知冰」。
（二）〈詮言訓〉有一段話，談到：推源於根本，收歛於內在，既能自得又可悟道
的人，才能得天下成霸王。文曰：「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
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

26
27
28

來知德，前揭書，頁 589。
同上，頁 551。
此處依原注孫詒讓所說，改「言」為「矣」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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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29這段話回溯到「不惑於道」
，可見其屬於道家立場，所以
接著引述「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為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 30然後是「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這句《易經》引文是坤卦六四爻辭，意為：束起袋口，沒有責難也沒有稱譽。這裏
說的是具體做法，但為什麼要這麼做？以坤卦而言，六四居下坤之上，下坤為民，表示
六四可得稱譽；但它上承六五，六五處於王位，尚且謙虛自持，六四又怎能自居有功？
所以，六四之「括囊」是審時度勢的適當選擇，談不上「不惑於道」與「抱神以靜」這
種覺悟境界。
（三）
〈人間訓〉談到統治者應該與時俱進、隨物而化時，說：
「古者五帝貴德、三
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棒薄而簑笠盤旋也。
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意即：再好的作為如果用在錯誤的時代，
就有如騎著千里馬在曠野追逐，只會像斗笠在空中打轉盤旋一樣，現在霜降才來種穀
子，冰雪融化就要有收成，那麼想吃到食物就太難了。本篇底下接著說：
「故《易》曰：
『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行也。」又說：「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31

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

這裏引述的「潛龍勿用」是乾卦初九爻辭，以此描述「時之不可以行」，只突顯了
「不合時宜」的局限性，而未能側重「與時俱進」的積極性。另一句引文則是乾卦九三
爻辭。若本篇意在說明有道者「因日以動，因夜以息」
，自然合於因時制宜的立言宗旨，
但是把「夕惕若厲」斷為一句，說它是「以陰息也」，則有誤解之嫌。
乾卦九三完成了下乾，又面對了上乾，等於介於兩個乾卦之間，所以用「乾乾」二
字。接著，
「夕惕若厲無咎」應該斷為「夕惕若。厲，無咎。」32意即：到了晚上也要像

29

《大學》的八條目是：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治天下。」此處依序列出七步
驟，其中「心、身、家、國、天下」與之相應，差別在於它有「不惑於道」與「不虧其性」
，而《大學》
有「格物、致知、誠意」三步驟。兩相對照，或可一窺儒道二家之異。
30
「廣成子」之語可參考《莊子•在宥》的廣成子之語。
《淮南子》書中多有擷取莊子原文再重新排列組
合者，此為一例。參看王叔岷，
《莊子校詮》(上冊) (台北:中央研究院，一九九九年)，頁 390。
31
這裏先依〈人間訓〉的原文句讀。隨後將作詳論。
32
來知德，前揭書，頁 105；朱駿聲，前揭書，頁 6。此句爻辭中的「厲，無咎」屬於占驗之辭，不可分
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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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一樣警惕，這樣雖有危險也不會遇到災難。這樣說來，它就與「因夜以息」毫無關
連，甚至有了明顯的矛盾。
（四）〈泰族訓〉一開頭就描述「日月、星辰、陰陽、四時」對於萬物生滅的微妙
感應現象，並稱之為「神明」。聖人效法神明，「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充分體現
了感應的效果。接著我們讀到「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然後是：
「高宗諒
闇〔守喪期間〕
，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磬然〔言詞嚴整〕
，大動天下。，
是以天心呿唫〔如口之開合〕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 33
這裏引用的是《易經》中孚卦的九二爻辭。中孚卦為「風澤中孚（

）」，卦形上

下對稱，二、五居中位，皆為陽爻為實有誠意；三、四居全卦之中，皆為陰爻為虛心以
待，合之則為誠信之至，故名為中孚。其中九二爻辭說：「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
好爵，吾與爾靡之。」 34本篇在此只引述前半句，已足以顯示「以陰陽之氣相動、以類
相從、以音相應」的普遍現象。《淮南子》的宇宙觀確實延續了《易經》以宇宙萬物為
一「有機體」的看法 35，進而將其應用於人間的每一領域。
其次，有關治身與治國，本篇說：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
其次正法。」治國光靠法是不夠的，
「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
，也即是要靠賢人。
「故
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
接著，是引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然後下結論：
「無人
者，非無眾庶，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國家若沒有聖賢，怎能只靠法律與刑罰來統治
百姓？本篇接著肯定孔子與墨子在教化上的成效，以及任用「英、俊、豪、傑」來治理
百姓的重要性。
本段《易經》引文為豐卦上六爻辭。豐卦為「雷火豐，

」
，象徵人在物資豐盛時，

往往會在心靈方面受到遮蔽。到了上六，屋宇華麗至極，但全家受茅草遮蔽，此時窺視
其戶庭，則寂靜不見人。原文結尾還有「三歲不覿，凶」一語，表示這種看不到人的情
況將延續三年，有凶禍。〈泰族訓〉為了強調聖賢在政治上不可或缺，已經舉了很多例
33
34
35

此處「一言磬然」的「磬」字，依原注俞樾之說而改。
來知德，前揭書，頁 508。
換言之，即是「以陰陽受易的法則說明一切」，參看朱伯崑，前揭書，頁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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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中間穿插一句《易經》豐卦爻辭，由此可增加多少說服力，實不能讓人無疑，何況
還有斷章取義之嫌。
（五）本書引述《易經》時，用到卦辭的還有一處，就是小過卦，見於《汜論訓》。
是篇談到天下沒有完美的人，「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
說得更直接，則是「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
，然後是：
「故《易》曰：
『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是故君子無責備於一人。」
在此，以「小過」為人人皆有的小過失，或以之為局限小過失不使擴大，如此可以
行得通（亨），並適合堅守下去（利貞）。這種詮釋不僅望文生義，且有憑空想像之嫌。
小過卦為「雷山小過，

」
，意指四陰爻包圍二陽爻，陰爻稱小，小者超過大者，故稱

小過，此卦卦辭接著說：「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這
些全被撇開不看，只取「小過，亨利貞」五字，其偏差不言可喻。
《淮南子》一書引用《易經》原文部分約如上述，那麼它與《易傳》的關係又如何？

四、 與《易傳》的關係
《易傳》的編輯過程已難以索解，依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所說，「孔子晚
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36此說已受多方質疑，目前只有肯定《易傳》
（十翼）大體上屬於儒家傳統，收集了儒家學者長期教學與研究的心得 37。在《淮南子》
著作的年代，《易傳》應該還未成書，但部分思想顯然已受到討論與重視。以下分別就
引述資料予以說明。
１．〈序卦傳〉說明六十四卦的排列順序有何理由，而其實是看圖說故事，接受既
定順序，再簡單解釋一兩句。本文前引「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
（〈繆稱訓〉）
，可謂本書最近似〈序卦傳〉的一句話。另外，
〈人間訓〉有「有損之而益，
有益之而損」一語，但所論並未涉及損卦與益卦，並且與〈雜卦傳〉的「損益，盛衰之
始也」，沒有明顯的關連。
36

這裏所列，少了〈雜卦傳〉。唐朝孔穎達仍以十翼為孔子所作(見《周易正義》)，宋朝歐陽修《易童子
問》開始質疑其非孔子之作。參考瀧川龜太郎，前揭書，頁 760。
37
載璉璋，《易傳之形成及其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 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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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文言傳〉專就乾卦與坤卦作詳盡的發揮，內容相當周全。在本書〈泰族訓〉，
提及「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接著談到「聖人
懷天心，抱地氣」38可見它是要以「大人」來描述「聖人」
，然後暢談聖人在「天地、日
月、陰陽、萬物、鬼神」各方面的神奇效應。這段引文之前沒有「《易》曰」字眼，並
與現行版本的《文言傳》並不完全相同 39。由此可見，當時《易傳》這一部分的思想已
傳佈開來，但尚未編輯成書。
３．〈繫辭傳〉的內容既豐富又複雜，《淮南子》有多處思想與其相關。〈詮言訓〉
的「方以類別，物以群分」，近似〈繫辭上傳〉的「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汜論訓〉
的「上棟下宇，以蔽風雨」
，近似「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
〈詮言訓〉又說：
「非易不可
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這裏先說「易」
再說「簡」
，與〈繫辭上傳〉描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那一整段可以對照來看。
〈繆
稱訓〉說：「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
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這與〈繫辭下傳〉談到噬嗑卦上九時所說的「小人以小
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實有相同意旨。
４．〈人間訓〉有一資料，談及「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喟然而嘆，曰：益
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
禍福之門，不可不察也。」這段話未見於《易傳》，但有助於我們了解損卦與益卦的延
伸應用。
５．最後，〈泰族訓〉寫了一段對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的評論，內
40
「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
容近似《禮記•經解》的觀點。 其中談及《易經》時說：

故易之失，鬼。」41所謂「清明條達」
，應指《易經》六十四卦的內容清楚明確而循序以
進。但是，
「鬼」字何義？原注說：
「易以氣定吉凶，故鬼。」亦即《易經》占卦，陰氣
陽氣變化無窮，吉凶難測，結果落得「裝神弄鬼」的嫌疑。這樣的理解接近《禮記•經
38

此句依原注俞樾所說而改。劉文典，前揭書，卷二十，頁 56。
〈文言傳〉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40
《禮記•經解》說：
「絜靜精微，易教也。……易之失，賊。」參看《禮記》
，收於《十三經注疏》
。
41
《泰族訓》在此段稍前說「易之失也卦」
。但依原注王念孫所說，
「此六句非淮南原文」
，其說合理，故
在此不討論。
14
39

遠東通識學報第十一卷第二期 頁 1-17

徐鈺晶

《淮南子》的易經觀

解》所說的「易之失，賊也」，有如心存僥倖的小偷，患得患失，錯失了人生正途。但
是如果換個角度，參考《韓非子•八經》所謂的「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術也鬼」42，
則所說的是：明主的賞罰制度，如天之不可測；其用術，則如鬼之隱密不可捉摸。這個
「鬼」字未必全為貶義。《淮南子》一書有關《易經》與《易傳》的部份，大致已如上
述。

五、結論
《淮南子》一書是漢初學者的集體著作，內容極為廣博，網羅了當時所能找到的宏
論卓見。
〈要略〉說它是「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
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因此它既要確
立根本的道理，展示做為基礎的宇宙與人生觀，又要遍舉具體的經驗事件與觀察所得的
現象，來驗證其學說。本文將就其中與《易經》有關的材料，作一完整的研究，乃是因
為〈要略〉提示了此一經典的樞紐位置。
但事實真相如何？《易經》在古代原本用為占筮，由此涉及鬼神與禮儀的領域，對
此《淮南子》顯示了三種態度：一是相信占卜結果，二是在禮儀中謹慎使用，三是採取
理性立場，轉而強調修德行善的意義。這三種態度有其時代特色，若是順此方向發展，
或許對西漢初期以後盛行的讖緯風氣能有一些遏止作用。
其次，本書引用《易經》本文（六十四卦的卦辭與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辭）的地方不
多，全部才十餘處。在詳細分析之後，我們發現《易經》正如《詩經》與《書經》，其
引文主要是被用來加強各篇論述的「結論」
，所以前面幾乎皆冠以「故《易》曰」三字。
由於引述的目的不在發揮《易經》的微言大義，所以難免出現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甚
至望文生義的情況，但畫龍點晴、切中時弊之處也偶然可見。由此或可了解當時的學者
如何看待《易經》：一方面尊之為經典，認為字字有其權威性；另一方面則缺少完整而
系統的研究，以致未能突顯更高水平。
〈要略〉雖然推崇《易經》
，但本書所論及的相關
材料，並無法證實其推崇有理。也許這篇〈要略〉正好出自一位愛好《易經》的儒生之
42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台北：河洛出版社，一九七四年)，頁 99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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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才會聲稱「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
然後，本文也探討，《淮南子》與《易傳》的關連情況，結果發現它所觸及的是極
少一部分的〈序卦傳〉
、
〈文言傳〉與〈繫辭傳〉
，而完全錯過了其中非常重要的〈彖傳〉
與〈象傳〉。原因或許是這些材料在當時尚未編纂成書，或者其中的觀念尚在形成與發
展之中。有關《易傳》的思想屬性與作者立場，在學術界尚無共識，甚至還有複雜的爭
議。不過，遍存於本書各篇的主導觀念，除了發揮老莊思想與勸人修德行善之外，還有
通權達變、與時推移，而後者與《易經》自有緊密關連。因此，如果主張《易經》的智
慧與啟發已經融貫在《淮南子》全書的立論中，也未必不是一個合理的觀點。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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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游散文的特色與地位
張忠智

摘

*

要

南宋文學大家陸游，不僅是一代詩豪，其詞、文也卓然成家。尤其是散文，
體備意豐，名耀當時，可謂一代散文宗匠。但其文名為詩名所掩蓋，長期以來不
為後人重視。若與對陸游詩歌研究的豐碩成果相比，陸游散文的研究確是偏少。
因此，發掘陸游散文的特色與地位，不僅有助於更客觀地評價他在文學史上的地
位，同時，也更有助於對其詩歌做更深一層的認識。

*

張忠智(1961-)，遠東科技大學旅遊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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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tatus of Lu-You 's Prose
Chang Chung-Chih
Far 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Lu-you, a literary author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not only a great poet,
but also famous for his Ci (a form of classical poetry) and essays. In particular, his
essays were glorious at his time for the structures were profound and the contents
were thoughtful. He was so-called a master of essay. However, the glory of his essay
was covered by his fame of poem so that his essays were neglected. Indeed,
comparing with his prosperous achievement of poem, his essays were often forgotten
by people. His essays therefore have not been investigated systematically so far. It is
regretful. We suggest that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Lu-you's essays is helpful for us to
evaluate his position in history as well as helpful to understand his poem more.
Keywords: Lu-you, prose, NanTang History, Fang-Weng Family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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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陸游成長於戰亂的年代，幼年曾隨父親避亂他鄉。他在紹興二十三年（1153，
29 歲）
，赴臨安省試第一，而翌年赴禮部試，卻為秦檜所黜。直至紹興二十八年
（1158，34 歲）
，始任福州寧德主簿，後除敕令所刪定官。紹興三十二年（1162，
38 歲），孝宗即位，陸游以「力學有聞，言論凱切」 1，受賜進士出身。翌年，
隆興元年（1163，39 歲）
，張浚北伐，敗於符離。陸游因以「交結臺諫，鼓唱是
非，力說張浚用兵」 2之罪名而遭罷職。
乾道八年（1172，48 歲）
，王炎宣撫川、陝，辟游為幹辦公事，此後往返於
成都嘉州。淳熙二年（1175，51 歲）
，范成大知成都府，游為參議官，以不拘禮
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淳熙五年（1178，54 歲）
，奉詔還臨安。及光宗
即位，陸游罷官家居。嘉泰二年（1202，78 歲）五月，宋寧宗宣召陸游以原官
提舉佑神觀、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免奉朝請，六月十四日至臨安，十
二月，除秘書監。翌年四月，修史成，除寶謨閣待制。此時，陸游達到了一生仕
宦的顛峰。寧宗嘉泰四年（1204，80 歲）
，力請致仕，時年八十。開禧二年（1206，
82 歲）
，韓侂胄主張北伐，陸游曾表示支持。在嘉定二年（1210）十二月二十九
日逝世，享年八十五歲 3。《宋史》卷三九五有傳。
以下先將陸游各種代表文體的要點，做總結述要，再分別就陸游的散文特色
及散文地位來說明陸游散文的成就。

1
2
3

見點校本《宋史》
，卷 395，頁 12057。
見點校本《宋史》
，卷 395，頁 12058。
嘉定二年 12 月 29 日，換算成西曆已為翌年，1210 年 1 月 26 日。陸游生於宋徽宗宣和七年
(1125)10 月 17 日，依中國傳統算法，1209 年 10 月 17 日，已過 85 歲生日，故有的書說陸游卒
時年 86 歲，只是在計算的認知上有所不同而已。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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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陸游各體散文綜論
(一)政事之文
陸游的政事之文，依其仕宦經歷，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高宗紹
興二十七年至孝宗隆興元年（1157-1163，33-39 歲），這六年中，陸游由初次的
外任而調為京官，對自己的政治才能與抱負流露出自信與熱誠，心態也積極而情
緒活躍，他熱衷政事，敢於批評，與朝中同僚的聯繫也很密切，在官場中沒有太
多的顧忌，言語行為都比較自在，並發表了一些對於朝政時事的意見。第二個階
段，是孝宗隆興二年至淳熙五年（1164-1178，40-54 歲），在這十四年間，陸游
的政治熱情頗受挫傷，在出為鎮江通判與隆興通判之時，消極情緒就日漸滋長，
對道教的興趣則日漸增濃，而任職之時，他恪盡職守，也有不少公事之文，在與
同僚的交往文字之中，則時常抒寫自己的不滿。第三個階段，是孝宗淳熙六年至
寧宗嘉定元年（1179-1208，55-84 歲），離蜀東歸後的陸游，心態積極而情緒愉
快，由於仕宦環境的改變，讓他再度看到了希望。在這三十年間，他先是做地方
官，後進入京城，仕途稍顯順利。在此期間，他一面積極恤民撫政，卻也一面想
要退出仕途，歸養山陰，可謂半在為官，半在歸養，而歸養的時間達二十三年。
此時的陸游，既飽經風霜，又年事已高，所作政事之文，已不見鋒芒，卻仍不斷
受到攻訐與彈劾而去官，但陸游已經可以坦然地面對官場中的風雲變化。對比第
一階段與第三階段前期的仕宦酬答文字，就會發現，前一時期的內容往往比較單
純，大抵只是謀求仕進而已；後一時期則比較複雜，時常夾帶著一些人事的糾葛，
也不免有一些怨憤。當淳熙十六年（1189，65 歲）
，陸游受到何澹的彈幼而罷官，
他就完全放棄了對仕途的希望，再也不想出仕任職。綜觀陸游的公事之文，就其
形式而言，以駢文為主；就其內涵而言，則大半為公事與酬答文字。這些文字，
與陸游的仕宦狀況緊密相關，真實地反映了陸游在仕宦中的活動，以及他的心態
與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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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序題之文
陸游的序題之文，共 35 篇，其中有 23 篇作於光宗紹熙以後，主要寫於晚年
退居山陰之時。這一時期，陸游年事、文名俱高，來請代寫集序者亦多，應人之
請而寫的共 28 篇。大抵可以紹熙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因自紹熙以後，陸游已
居住在山陰養老，寫作內涵及目的與昔日已有所不同。陸游早期的序文，時而激
昂慷慨，發出愛國正義之聲。晚年退居山陰，有時一變而為幽默風趣，從情緒的
奔放無奈轉化為隨性流動的曠放自得。陸游序體散文，筆者歸納其寫作特色有三：
(一)表達含蓄，構思精巧；(二)曠放無忌，博學治通；(三)以序寫人，聲貌並出。
其中，第三個特點，最能代表陸游此類散文。因為陸游筆下的人物，均為其感情
之所傾注，無論是寫慷慨激昂的朝士，或是寫放曠不拘的隱士，其對南宋政局的
態度，往住才是他記敘的要點。他對人物性格的描畫，往往文字不多，而聲貌並
出。《渭南文集》題跋有六卷，從卷 26 至 31，收錄陸游的跋文，共 258 篇。所
寫題跋大多為詩文集而作，如〈跋韓非子〉
、
〈跋淵明集〉
、
〈跋王右丞集〉
、
〈跋花
間集〉等，這些題跋文字，既有版本的考述，也有作家作品的評析，往往短小精
悍，情辭俱勝。

(三)記體之文
陸游的「記」體之文，記事者多，寫景者極少，即或有之，亦是簡單數筆帶
過。筆者以為，陸游乃以撰史之法作記，故其記之撰述頗類史傳，大抵有二個特
點：一、敘議結合，二、昔今對比。陸游較常用的是「順敘」之法，有時「先敘
（昔今對照）後議」
，有時「夾敘夾議」
，偶爾也用「插敘」
（「初……」）
，這也是
一般史書所慣用的寫法。而陸游的寫法通常是：先寫一段與題相關之古事，次綜
合敘述（或綜論）
，再言及宋代如何如何，通常寫與主題「不同」者，以「反面」
顯題。次則步入欲寫之「主題」，以「敘事」為主，敘可褒揚之人與事，兼有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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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通識學報第十一卷第二期 頁 19-32

張忠智

陸游散文的特色與地位

論，在「議」中表示讚美、期許、勖勉、感慨與批評。而在其雜記文中，寫景者
甚少。陸游是寫駢文的高手，使用對偶與排比，幾乎篇篇可見，他往往以虛字「而」
來銜接對偶與排比句。

(四)南唐書──以宋齊丘列傳為例
陸游《南唐書》中之宋齊丘，以〈宋齊丘列傳〉觀之，宋齊丘似並無卓越傑
出之處。張耒〈書宋齊丘化書〉中就說：
「齊丘，偽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
何足道哉！」 4他所倚恃的，不過只是烈祖的情誼與厚愛。烈祖死後，齊丘不知
大禍將至，猶廣植朋黨，一任親吏恣意妄為，故禍及自身，遂至「蒙大惡以死」。
陸游之意，宋齊丘本身並非大惡之徒，而是「蒙」大惡，並非其人本身有何十惡
不赦之大罪，但其親吏所做之一切不法與惡行，宋齊丘皆須「概括承受」，故膺
死罪，但若謂其「窺伺謀篡竊」，則絕非事實。陸游所指出宋齊丘之好權利、尚
詭譎、造虛語，矜功忌能等缺失，實亦為大多數政治人物之共同缺失，尚不致危
及國君之地位。而當其「富貴滿溢」之時，若能如張耒在〈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中所云：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身為慮。」5雖
然在烈祖之時，
「狃於要君」
，然亦應可全身遠禍，惜其不然。而「植朋黨」一事，
尤為君主所忌，他又「闇於知人」，終遭殺身之禍。陸游多從反面描述宋齊丘，
又運用抑揚與對比等寫作技法來貶抑他，但陸游也本持史家實事求是之求「真」
之精神，為宋齊丘辯駁，認為宋齊丘只是「狃於要君」，而絕非「謀篡竊」者。
國君如過度工於算計，反而易失臣民之心。若能如烈祖之待齊丘，則非但君臣能
相契，賢人君子亦不必隱居於深山大澤之中了。

4
5

見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
（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 1 月），卷 53，頁 807。
見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
，卷 53，頁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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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放翁家訓
陸游的《放翁家訓》，像一位述說故事的老者，依依不捨地想將他腦海中所
想到的，在立身處世上應該注意的，一一敘述。希望能上無愧於先祖，而下有益
於子孫。陸游的《家訓》，至今雖已有八百年，但其精神內涵，對吾人仍具有啟
示的意義。如告誡子孫處理自己的身後之事，要依據家中情況，儉約辦治，不必
鋪張浪費。他也再三交代子孫「不可不讀書」，讀書可以增長智慧與知識，也可
以自其中獲得許多樂趣，其目的不全然是為了做官。他雖認為做官不如務農，但
其目的，只是希望子孫能安分守己平平安安地過生活。陸游的《家訓》，留給子
孫很多彈性的空間，只提供一些基本原則，至於如何做，尚須結合實際的需要，
而願不願意做，則交給兒孫自己決定，這也顯示陸游是一個非常通達的人。陸游
曾在〈跋范巨山家訓〉中強調，不僅要「愛」子孫，更要「教」子孫；而子孫「思」
父祖，則更應奉父祖之「教」
。他所謂的家道之「興」盛，一切以「德」為依歸，
否則即使是為高官顯將，也都不能說是「興」。可見陸游最重視的還是做人的
基本操守──「德」。

三、陸游散文的特色
陸游詩今存約九千三百首，詞一百四十三闋，收入《全宋文》之散文有八百
零七篇。詩可以說是他一生的心情日記，而散文，則是他積極用世、事功與學問
的心血彙萃。
陸游散文，今收入《渭南文集》者，有表、疏、奏狀、書、啟、記、傳、序、
跋、碑銘、墓志之類，以及《入蜀記》
。此外，尚有《老學庵筆記》十卷、
《家世
舊聞》二卷、《南唐書》十八卷。《南唐書》雖為史書，然其秉筆為文，「得史遷
家法」（毛晉跋語），亦為優美之傳記文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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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游的散文，有南宋「中興大家」6之譽，朱東潤也稱讚陸游說：
「南宋時代，
陸游和朱熹同稱為當時的古文家，有人甚至認為他的散文是南宋第一。平心而論，
陸游的散文和唐宋八家比較，遠在蘇洵、蘇轍之上，明人茅坤選《八大家文鈔》，
不錄朱熹、陸游，所見不可謂不偏，後代對於陸游散文的注意不夠，可能正由於
此。」7不錯，的確是「注意不夠」
。但為何如此呢？雖然陸游的散文並不亞於蘇
洵、蘇轍，但為何在散文史上的地位卻往往被人所忽略？筆者認為，這當與科舉
考試制度有關，畢竟，在《渭南文集》中，並無一篇「策論」可供考生學習。正
如他自己說的：「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
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8這從在明、清廣泛流傳的《蘇門
六君子文粹》，完全是為科舉考試而選的範文即可推知。
陸游之散文，個性鮮明，與其詩詞作品，同樣具有不朽之生命力。筆者歸納
其特色有五：一、敘事清晰，文筆簡潔；二、議論犀利，愛憎分明；三、抒情寫
景，優美閑淡；四、博洽多聞，良史之才；五、愛國憂民，志在恢復。
陸游往往只用短短三兩句話，就將事情敘述得清清楚楚，將人物寫得栩栩如
生，將道理講得警策透辟，將景物描繪得鮮明如畫。如：
〈跋李莊簡公家書〉
，僅
用「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幾句，就將一個嫉惡如仇的
愛國志士形象歷歷再現。如〈祭朱元晦侍講文〉
，僅僅 35 個字，卻熱情洋溢，具
有極大的感染力。又如〈放翁自贊〉
，亦僅 55 字，就將一個威武不屈的志士形象
很立體地勾畫出來。其〈跋韓幹馬〉，又寫由觀馬而展開之引申與聯想。若非其
讀書之勤，方其入蜀沿途所記，又何以與詩文史地書籍相互印證發明？又何以能
以七十八歲之高齡而入都修史？其《入蜀記》
、
《南唐書》
，以及《老學庵筆記》，
就是博學多聞的最佳成果。

6

7
8

祝允明〈書新本渭南集後〉
（四部叢刊本《渭南文集》附）云：
「放翁文筆簡健，有良史之風，
故為中興大家。」
朱東潤〈陸游的散文〉，
《陸游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 9 月）
，頁 171。
陸游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老學庵筆記》
（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 11 月）
，卷 8，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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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游的文章，馴散兼長，眾體皆備，而以「志銘記序」之文及筆記、遊記諸
作，最能體現其特色。或議時事，如〈上二府都邑劄子〉；或論軍事，如〈代乞
分兵取山東劄子〉
；或述理財良策，如〈書通鑒後〉
；或論詩歌創作；如〈方德亨
詩集序〉；或品評人物，如〈祭劉樞密文〉；或自我解剖，如〈放翁自贊〉；或塑
造英雄人物，如〈姚平仲小傳〉
；或記載居室書齋，如〈書巢記〉
。上自國家朝堂
大政，下至日常生活瑣事，無所不寫。若說陸游的詩，是時時不忘憂國，而其散
文又何嘗不是如此？其憂國憂民、志在恢復的思維與情感，可說也遍布在其所有
的文類之中。

四、陸游散文的地位
陸游的長子子遹在〈渭南文集跋〉中，曾言及陸游文章的師法淵源：
先太史之文，於古則《詩》
《書》
《左氏》
、
《莊》
《騷》
《史》
《漢》
，於唐則
韓昌黎，於本朝則曾南豐，是所取法。然稟賦宏大，造詣深遠，故落筆成
文，則卓然自為一家，人莫測其涯矣。 9
宋人張淏在《會稽續志》中也稱陸游：
自少穎悟，學問該貫，文辭超邁，酷喜為詩；其他志銘記序之文，皆深造
三昧；尤熟識先朝典故沿革、人物出處。以故聲名振耀當世。 10
可見陸游在南宋人的評價中，不僅僅是詩寫得好，他同時也被視為是優秀的散文
家。雖然陸游並未以散文名世，但這也並不能否定其散文之價值。南宋散文有兩
大主流，一是以朱熹為代表的語錄體，一是以陳亮、葉適為代表的政論文，他們
所側重的，不是「闡發性理」
，便是「經世治用」
，對散文美的藝術追求，並不是

9
10

見《渭南文集》（收入《陸放翁全集》
，台北：世界書局，1990 年 11 月 5 版），頁 319。
見張淏《會稽續志》
，卷 5。引自孔凡禮、齊治平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陸游卷》，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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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迫切需要。然而，陸游卻「明確提出了文章的功用在於『娛憂舒悲』，即
抒發個人真實感情，不為社會功利所束縛的主張，並在創作實踐上，以大量筆意
精逸、情韻悠邈的小品文字，為沈溺卑弱的南宋文壇帶來一股清新自然的風
氣。」 11
他在〈徐大用樂府序〉中曾言及，徐大用有樂府辭，「識者貴焉，或取其數
百篇，將傳於世。大用復不可，曰：
『必放翁以為可傳，則幾矣。不然，姑止。』
」12
由此可知，放翁之可否，乃是評斷其樂府可傳與否之依據，足見放翁在時人心目
中之地位。又〈師伯渾文集序〉中曾云：「伯渾得疾不起，子懷祖集伯渾文章，
移書走八千里，乞余為序。」 13〈趙秘閣文集序〉亦云趙公之子「囊公之文，萬
里請予於山陰澤中，曰：
『願有以冠篇右。』」14此皆說明，陸游文章聲譽之遠播，
使人不辭千里、萬里之勞，也務必求得一序。朱熹當時也稱讚他說：「放翁老筆
尤健，在今當推為第一流。」15陸游「身老空山，文傳海外」16之語，信不誣也。
明代的袁宏道，在〈答王以朋〉書中曾指出：
「近日始學讀書，盡心觀歐九、
老蘇、曾子固、陳同甫、陸務觀諸公文集，每讀一篇，心悸口怯，自以為未嘗識
字。」 17這雖不是單獨推崇陸游的文章，但也足可證明公安派的「性靈小品」，
也一定曾經汲取過陸游散文的精萃。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渭南文集》云：「游以詩名一代，而文不甚著。
集中諸作，邊幅頗狹，然元祐黨家，世承文獻，遣詞命意，尚有北宋典型。故根
柢不必其深厚，而修潔有餘；波瀾不必其壯闊，而尺寸不失。土龍清省，庶乎近

11

12

13
14
15
16
17

見苗洪選注《唐宋小品十家：陸放翁小品》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年 1 月）
，前言，
頁 7。
〈徐大用樂府序〉
，
《渭南文集》
，卷 14，頁 2101。曾棗莊主編《全宋文》
（上海：上海辭書出
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 8 月）
，卷 4933，頁 339。
〈師伯渾文集序〉
，《渭南文集》，卷 14，頁 2009。《全宋文》
，卷 4933，頁 337。
〈趙秘閣文集序〉
，《渭南文集》，卷 14，頁 2103。《全宋文》
，卷 4933，頁 342。
〈答鞏仲至〉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64。見《朱子全書》
，第 23 冊，頁 3108。
〈放翁自贊〉
，《渭南文集》，卷 22，頁 2187。
《全宋文》
，卷 4946，頁 167。
〈答王以朋〉
，《袁中郎全集》
，卷 1，尺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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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較南渡末流，以鄙俚為真切，以庸沓為詳盡者，有雲泥之別矣。」 18然而，
《四庫提要》的看法，是否與陸游散文在南宋當代的實際狀況相符呢？若以《南
宋文範》所選錄陸游作品的情形來看，便會發覺有所不同。茲將《南宋文範》選
錄朱熹與南宋四大家之作品統計如附表。

賦
騷辭
樂歌
樂府
五古
七古
奏疏
表
箋啟
書
銘
贊
碑
記
序
議
說
題跋
祈謝文
祭文
行狀
傳
書事
墓銘
墓表
墓碣
神道碑
總計

18

朱熹

陸游

楊萬里

范成大

2

1

4
1

3
1

1
1
7
5
5
1

10
13
21
2

3
7
7
1

4
2
1
2

2
6
11
6
1
4
1
1
1

5
3

1
1

2

3

8
1
1

1

24

7

8
2
2
12
15
2
4
11
2
2
1
2
2
2
2
91

尤袤

2
1

1

2
1
2
7
1

84

44

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整理本）
（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 月）
，卷 160，集部 13，別集
類 13，頁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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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統計可知，若詩文合計，以朱熹為最多，其次為陸游，而陸游被選人
之散文作品體類以箋啟、記、序、題跋、墓銘為較多。若就選入《南宋文範》之
詩文總數而言，以朱熹 91 為最多，陸游 84 居次，其次為楊萬里、范成大、尤袤。
若只就選詩而言，則以陸游為最多，遠超過其他四家，其次為楊萬里、范成大、
朱熹、尤袤。陸游入選 44 首，而朱熹只有 14 首。若單就選文而言，則是朱熹
77 居首，陸游 40 居次。
由此可見，在《南宋文範》成書之時，陸游之文，是除了朱熹之外，在南宋
四大家之中，無論詩或文，都是入選最多的。這也可以見出陸游的散文在當時也
是極受推崇的。絕對不是「文不甚著」可以一語帶過。因此，筆者可以很肯定地
說，陸游絕對可以稱得上是一位詩、詞、文兼擅的一流寫作大家，他的散文作品，
在中國的散文史上，應當有其一席之地。
陸游的散文創作頗多，而本論文目前的研究成果，僅能及於《渭南文集》中
的表、牋、劄子、奏狀、啟、書、序，碑、記、銘、贊、傳、雜書、跋，與《南
唐書》一隅，以及《放翁家訓》
。其他如疏、祝文、墓誌銘、祭文，及《入蜀記》、
《老學廣筆記》等，尚待來日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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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煙濤天下秀，蓬萊谿壑好風光
──張夢機詩作中的臺灣地景
顧敏耀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專案助理教授

摘要
關於張夢機之臺灣山水詩作，約以 1991 年為分水嶺，前期大多受到個人生
命歷程以及時代背景的影響而帶有沉重的家國憂懷，島內地景對於詩人而言是
「比」與「興」之題材，較少作為「賦」之對象，
〈中部橫貫公路紀行〉是少數
的例外，惟詩中也出現了呼應當局反攻大陸國策之詩句，而且無庸諱言的是，
當時詩人對於臺灣地景或有驚奇讚嘆如對於太魯閣峽谷者，但是較少有愛憐欣
賞之情，甚至將臺灣山水與中國山水相較而頗有貶抑之辭。到了後期則隨著個
人生活經驗的積累與美好回憶的沉澱，地理空間因主觀情感而有了不同的意義
與價值，雖然還是寫了許多憶念華夏故土之作，然而對於臺灣的山川大地卻也
能不吝於給予讚賞與肯定。其次，他一方面能夠充分刻畫當地景物特色，一方
面則能寓情於景、藉景抒情，呈顯所思所感，體現其性情與人格。此外，正如
張夢機於《近體詩發凡》所說：
「故文學創作，貴在模擬之外，自有銷鎔之鑪，
以冶古人佳句。檃括入律，渾然天成，不惟可以踵武前賢，抑且可以顯示後出
轉精之效」
，從這些臺灣山水詩作當中，亦能看出他十分擅長轉化鎔鑄前賢描寫
山水之體裁結構與遣詞用句，頗能將其學術研究上之洞見與實際創作活動緊密
的結合起來，互相發明，相輔相成。
關鍵詞：臺灣文學、臺灣古典詩、文學地景、人文地理學、地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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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ndscape of Taiwan in Zhang Meng-Ji’s Poetry
Ko Bin-Yau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Great differences of Zhang Meng-Ji’s poetry about the landscape of Taiwan
happened at 1991. During Zhang’s earlier period, likely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his poems focused around his concerns about the nation. He
used classical poetry “Bi” and “Xing” instead of “Fu” to describe the landscape of
Taiwan; his poem, “Central Cross-Island Highway” was a rare exception, though.
Moreover, Zhang Meng-Ji’s earlier poems contained a lot of implications to fight
back to China, which reflected the policy of that time. At his early period, his poetry
reflected his astonishment but not admiration towards the special landscape in
Taiwan and sometimes even showed that he thought the landscape of Taiwan was
inferior to that of China. However, at Zhang’s later period, being affected by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in Taiwan, he appreciated and praised the
gorgeous and splendid landscape, even though he still wrote myriad of works to
recall the old mainland China. In the late period, Zhang, on the one hand, had
described the landscape vividly; on the other hand, he put his emotions in his works
and wrote what he thought and felt. In addition, just as what Zhang Meng-Ji had
mentioned in his “Role of Jintishi” : “The way to compose a work is to repurposing
what people had said in words and changed into your words. In doing so, you may
not only recapitulate the wisdoms had said, but also show your ability,” in Zhang’s
poetry about Taiwan’s landscape, we could observe that he was good at using words
of others and changing into his own words. This demonstrated that Zhang was able
to combine what he learned from the literature with his writing.
Key word: Taiwan Literature, Taiwan Classical Poetry, Literary Landscape, Human
Geography, Sense of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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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煙濤天下秀，蓬萊谿壑好風光
──張夢機詩作中的臺灣地景
顧敏耀

一、前言
《2007 臺灣作家作品目錄》是由臺灣文學館在 2008 年出版的當前最具代表
性之臺灣作家名錄與作品目錄，書中收錄者幾乎都是現代文學作家，少數幾位古
典文學作家則有賴和、陳虛谷、周定山、葉榮鐘、林獻堂以及張夢機等。在臺灣
戰後古典詩壇中，張夢機（1941～2010）正是來臺第二代中最負盛名之詩人，書
中所撰之小傳如下：
張夢機，男，籍貫湖南永綏，1941 年 9 月 13 日生於四川成都，1949 年底
隨父母來臺迄今。
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曾任臺灣師範大學講師、高雄師範學院教授、中
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事長，中央大學教授，現已退休。曾獲中興文藝獎、
中山文藝創作獎、《乾坤詩刊》十週年古典詩貢獻獎。
張夢機創作文類包括文學論述、傳統詩、雜文等。古典文學修養深厚，常
以寫作格律詩自娛；學術論述集中於古典詩文的評介賞析。雜文作品則以
論辯、批判為主，展現學者超然於物的包容精神，融合典故於小品文中，
更見古典與現實結合的巧妙。張夢機除提倡古典文學的學術研究，特別鼓
勵古典詩的創作和研討風氣。50 歲時因中風病倒，仍靠堅強毅力，重拾
創作之筆，並屢有佳作。 1
敘述簡要平實，四平八穩，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似乎尚未見及有論文細究其籍貫
所在地「湖南永綏」。其實該地業已於 1952 年更名為「花垣縣」，屬湖南省「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轄，「是個以苗族為主的少數民族聚居山區……其中苗
族人口佔總人口的 78.6％」
，沈從文《邊城》即以該縣茶峒鎮（今已改名邊城鎮）
2
為小說場景 。張夢機家族是否就屬於當地的苗族呢？他轉讀國文研究所之前，
乃師大體育系的高材生，身材魁梧，籃球與拳擊等運動皆十分擅長，是否即來自
山地民族之天賦？自古以來，漢化之中國少數民族亦有不少在漢文學方面有耀眼
之成就，譬如被譽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可能出身「傒族」 3，撰有
《藍公案》之清初名儒藍鼎元則屬「畬族」 4，關於張家之民族背景，亦可進一
1
2
3

4

封德屏主編，
《2007 臺灣作家作品目錄 2》
（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
，頁 750。
不著撰者，〈幸福的花垣〉，
《民族論壇》
，2007 年 11 期，頁 57。
陳寅恪，
〈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
，
《陳寅恪先生全集》
（臺北：里仁書局，1979）
，
頁 531-566。
顧敏耀，
〈藍鼎元傳記資料考述——兼論其〈紀水沙連〉之內容與意涵〉
，
《成大中文學報》
，第
42 期，2013 年 9 月，頁 13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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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考察確認。
至於張夢機之詳細傳記，顏崑陽〈大詩
人張夢機教授傳略〉 5 已有翔實且公允之述
評，此處不再贅述，惟詩人本身於 2001 年亦
曾作〈自敘〉一首，運用富有畫面感、節奏
感的藝術手法呈顯其生平經歷：
長繩不繫日與月，少歲青絲今黃髮。
流光五紀坐致悲，偶念三湘淚垂血。
髫年隨父別秣陵，由滬乘桴渡溟渤。
雞籠艤船近午天，昏黑始抵岡山歇。
曾於鄉序欣披書，重嶺遠湖俱攀涉。
閒游隴畝愛唐詩，頗謂擊壤勝彈鋏。
北臺負笈投名師，竟使駑下臻高格。
上庠曾是騁龍媒，飛詠摛文各卓越。 張夢機《師橘堂師》（臺北：華正書局，
已而竹塹服役歸，山校絃歌再響徹。 1979）封面書影
陪都擊缽喜掄元，授業雄州感怡悅。
攜春旗津暮聞潮，冒冷合歡朝踏雪。中山獎飾獲寵榮，黌宇松風聽獵獵。
前塵撮要說分明，空有詩名驚耄耋。沉痾十載忍寂寥，花月無端竟虛設。
才過老蒼耳順年，懶向賡吟計工拙。欲移五柳傍宅栽，漫就淵明學閒適。
詩作開首就表達對於時光飛逝的無奈與感慨，作者適屆耳順之年，故云「流光五
紀」 6，至於「三湘」則是指其祖籍地湖南。詩中接著運用類似蒙太奇的手法，
描述生命中許多重要片段之畫面，包括：隨父離開南京 7而取道上海搭船渡海來
臺 8、少年時期對於體育活動的興趣勝過舞文弄墨 9、北上求學 10期間的學識涵
養大有進境而個人的才學與興趣亦獲得充分發揮 11、畢業之後前往新竹服兵役繼
而在山間的學校任教 12、參加臺北的擊缽吟會奪得冠軍且開始到高雄授課 13、春
天到旗津聽潮聲而冬天到合歡山賞雪、榮獲中山文藝創作獎的肯定且前來種滿松
樹的中央大學擔任教授 14等，接著筆鋒一轉，表示自己年紀老邁，在家養病，忍
受著寂寥的日子，甚至都懶得作詩了，只希望像陶淵明那樣閒適過活就好。全詩
韻腳有月、髮、血、渤、歇、涉、鋏、格、越、徹、悅、雪、獵、耋、設、拙、
5

收錄於李瑞騰、孫致文合編《歌哭紅塵間——詩人張夢機教授紀念文集》（桃園：中央大學中
文系，2010）
，扉頁。
6
一紀為 12 年。
7
秣陵為南京別稱。1949 年作者 8 歲，故云「髫齡」
。
8
溟渤意指大海。
9
擊壤為一種古代的遊戲，將一塊鞋狀的木片側放在地上當靶，在三四十步之外用另一塊木片去
投擲，打中則獲勝。此處泛指運動競賽。
10
指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
上庠，稱位於京師的國立大學。龍媒，駿馬。
12
指北投的惇敘中學以及內湖的德明行政專校（今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
13
指高雄師範學院（今高雄師範大學）
。
14
張夢機於 1979 年以《西鄉詩稿》榮獲該年度中山文藝創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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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韻部分屬六月、九屑、十一陌、十六葉，全屬入聲韻，詩人以此表述其苦悶
得令人哽咽之心情，此詩堪稱一篇簡潔扼要的「六十自述」。
張夢機自從幼年隨家人來臺之後，除了曾經短暫前往中國參訪遊覽，其實幾
乎都生活在臺灣寶島之中。這座島嶼是在一億年前由歐亞大陸板塊與古太平洋板
塊擠壓而先產生面積不大的「古臺灣島」，到了六百多萬年前，因菲律賓板塊與
歐亞大陸板塊碰撞而引發大規模造山運動，發育成臺灣的主要山脈 15，在這不到
四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有超過二百五十座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且包括山
地、丘陵、臺地、盆地、平原等各種地形皆有 16，江山如畫，風光旖旎，四百年
前葡萄牙人以「美麗島」
（Ilha Formosa）稱呼 17，良有以也。誠如連橫所說：
「夫
以臺灣山川之奇秀、波濤之壯麗、飛潛動植之變化，可以拓眼界、擴襟懷、寫游
蹤、供探討，固天然之詩境也」 18，張夢機在身體健康之際，曾往臺灣各地遊山
玩水：「中年任游衍，足跡遍炎州。茗煮東墩月，詩吟北地丘。港都雄控海，潭
竹勁搖秋。鳳樹花如火，嵌城燃客愁」（〈憶往〉） 19，在後來的養病期間，亦有
不少回憶昔日遊蹤之作，描摩山水景物的同時也抒發胸中情懷。
以下便以景物所在地分為北、中、南三部分，略擇若干具有代表性之篇什以
分析論述。參考之詩集版本包括《師橘堂師》（臺北：華正書局，1979）、《西鄉
詩稿》
（臺北：學海出版社，2011）
、
《鯤天吟稿》
（臺北：華正書局，1999）
、
《夢
機六十以後詩》
（臺北：里仁書局，2004）
、
《藥樓近詩》
（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
誌出版公司，2010）、《張夢機詩文選編》（合肥：黃山書社，2012）等，另外也
檢索其他散見《乾坤詩刊》等雜誌之詩作。

二、北部風光——以碧潭為例
張夢機不僅就讀之大學與碩博士班都位於臺北市內，繼而執教之大學也有許
多都在北部（如臺灣師範大學、文化大學、淡江大學、東吳大學、中央大學等），
爾後更定居新店安坑，因此他關於北部地景之詩作佔最大宗，包括早期的〈陽明
山春遊〉 20、〈雙重溪絕句〉、〈初冬永武約登草山〉、〈碧潭篇用高青邱中秋翫月
韻呈漁叔師〉
、
〈碧潭秋感〉
、
〈夏日與崑陽文華碧潭共茗飲作〉
、
〈碧潭〉
、
〈過圓通
寺〉
、
〈碧潭坐雨寄懷崑陽文華〉
、
〈碧潭春日茂村來共茗椀歸後有詩見寄次答〉
、
〈甲
寅立秋避喧碧潭忽憶茂雄金昌書此寄懷〉
、
〈中元前二日雄祥置酒招飲泛月潭上感
秋作兼似文華崑陽〉
、
〈碧潭獨夜〉
、
〈烏來口占〉
、
〈碧潭口占〉
、
〈植物園聞蟬〉
、
〈臺
北行〉
、
〈過關渡〉
、
〈郊行〉
（十首）
、
〈夏日過至善園新雄熙元哲夫炯陽同遊〉
、
〈與
15
16
17
18
19
20

張伯宇、高慶珍、徐君臨，
《臺灣地理圖說》
（臺北：南天書局，2008）
，頁 6-9。
張瑩瑩總編輯，《福爾摩沙大百科》
（臺北：野人文化出版公司，2006）
，頁 26。
林礽乾等總編輯，
《臺灣文化事典》
（臺北：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2004）
，頁 888。
連橫，
《臺灣通史》（臺北：大通書局，1987）
，頁 616。
張夢機，《藥樓近詩》
，頁 155。
本詩於《師橘堂詩》作〈陽明山春遊〉，
《西鄉詩稿》作〈陽明春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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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信發自慈湖至三峽遊衍竟日〉
、
〈烏來白雲
軒與一蕃光甫茗話〉等，以及在家養病期間
的〈過碧潭〉
、
〈碧潭懷舊〉
、
〈碧潭夕望〉
、
〈植
物園觀荷〉
、
〈新店首夏〉
、
〈萬華酒集〉
、
〈環
河道中〉
、
〈林口蘆竹道中〉
、
〈舊遊〉六首其
21
五 、、〈再記前遊〉六首其三、其五、其
六 22、
〈記華岡〉
、
〈碧潭〉
、
〈碧潭口占〉
、
〈記
23
譙溪〉 、
〈憶金山〉
、
〈過臺北市〉
、
〈陽明山
花季〉
、
〈碧潭晚眺〉
、
〈中大憶舊〉
、
〈碧潭遠
眺〉
、
〈碧潭三章章五句〉
、
〈中大十景〉
、
〈雙
24
潭春晚〉、〈陽明夜遊〉 等。
由以上臚列的這些詩題，可以看出「碧 張夢機《西鄉詩稿》
（臺北：學海出版社，
2011）封面書影
潭」屢屢成為其吟詠之主題與場景，足以作
為其詩作當中的北部代表地景。碧潭位於新
北市新店區內，新店溪經過直潭、灣潭與青潭而流經該處時，水流趨緩，溪面開
闊，彷彿形成一處水潭故稱，舊名猶有「石壁潭」
、
「赤壁潭」
、
「新店潭」等 25，
在日治時期就已經因為風景秀麗而成為當地觀光名勝，「潭水滿溢著紺碧之色，
更有巉巖之翠綠互相掩映，水明山紫，美景實在不可名狀」 26。
張夢機在身體健康時，就已經卜居新店，「扣掉上課的時間以外，他習慣趁
著自在輕風，到湖邊看水，看鷗鳥貯著情意，在波紋裡來來回回。當煙波飛上心
靈，他就怡然頷首，從容地回到字紙裡看書、寫稿。所以，他的書名就叫作《鷗
波詩話》」 27，碧波粼粼，沙鷗翔集，確實適合詩人在此悠遊與構思。李瑞騰亦
曾追憶云：
「有一次我下山辦事，到新店看他，在他家用過晚餐，他帶我到碧潭。
就在碧亭，喝茶、抽菸、嗑瓜子，更重要當然是聊天了。……那一夜，離開碧亭，
夜已深，我趕最後一班車上山，梳理頭緒，彷彿有了深刻的人生體悟」 28，幽靜
的碧潭水畔，洵屬暢敘長談之佳處。厥後張夢機於 1993 年出版之詩文合集就題
為《碧潭煙雨》，書後有該書編者李瑞騰所撰之後記〈在碧潭煙雨中吟哦一山青
翠〉，更明顯點出了碧潭與詩人之間的緊密聯結。
只要有詩友吟侶相聚，張夢機總是喜歡選擇在碧潭，相關詩作不少，由前文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該組詩皆無另立小題，第五首之內容描寫碧潭，錄於《張夢機詩文選編》，頁 127-128。
該組詩亦無另立小題，此三首分別描寫野柳、陽明山以及烏來。錄於《張夢機詩文選編》
，頁
129-130。
「譙溪」殆即宜蘭之「礁溪」
。
題下小注：「記三十年前往事」
。
張家榮，〈碧潭與碧潭吊橋〉
，《臺灣文獻別冊》，第 45 期，2013 年 6 月，頁 60-72。
杉山靖憲，
《臺灣名勝舊蹟誌》
（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頁 541。原文為「其の水､紺碧を
湛えて巉巖の綠翠と相掩映し､水明山紫､景光眞に名狀す可らず。
」
黃秋芳，
〈如夢令——張夢機的《鷗波詩話》
〉
，李瑞騰、孫致文合編《歌哭紅塵間——詩人張
夢機教授紀念文集》，頁 115。
李瑞騰，〈生命之悲與沉鬱之詩〉，李瑞騰、孫致文合編《歌哭紅塵間——詩人張夢機教授紀
念文集》
，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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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詩題當中可看出曾經相約的友人包括「文華」 29、「崑陽」 30、「茂村」、「雄
祥」
、
「伯元」31、
「子良」32等，其中七言古詩〈中元前二日雄祥置酒招飲泛月潭
上感秋作兼似文華崑陽〉 33充分刻畫出當地的景色以及當時的心境：
去秋觀濤渡旗津，歌月持螯美清夜。水犀射盡三千弩，銀闕仍卷涼 34潮
大 35。今秋置酒碧潭舟，柔櫓劃破水中榭。醉耳失聽濤聲美，秀巖有態幸
嬌奼。一潭明月冷黃昏，淒梗晚蟬真定霸。得光寒木幻龍蛇，落景沉波老
魚怕。浮生久苦困樊籠，偶共閑遊若遇赦。耽茲幽趣斂塵心，隔渚浴鳧應
不訝。時逢普渡近中元，已 36放蓮燈逐流下。清梵數聲出僧舫，涼宵聞此
意悲吒。吾生一粟渺滄溟，抱月長終非可假。況復帶甲滿乾坤，逋客幾人
脫刀欛。世事轉知等微毫，惟有青嵐買無價。莫隨杜老傷蹇剝，且慕坡公
欲羽化。諸子擢秀擅才華，何妨高詠凌鮑謝。不然賭酒飲千鍾，醉向蘆邊
臥長壩。
全詩一韻到底，韻腳有夜、大、榭、奼、霸、怕、赦、訝、下、吒、假、欛、價、
化、謝、壩，除了「大」屬於去聲二十一箇韻之外，其餘皆屬二十二禡韻，鄰韻
通押。正所謂「去聲分明哀遠道」
，詩人即運用去聲韻表達其心情之沉重與鬱悶。
龔鵬程曾表示，張夢機「交遊雖廣，師友雖多，其實卻一直是不快樂的」37，在
這首詩作當中亦可看出他「不快樂」的心情，雖然詩人先描述了潭畔有濤聲之美
與秀巖之嬌奼，然而由「一潭明月冷黃昏」以及「落景沉波老魚怕」等用字遣詞
則透露其抑鬱寡歡、悶悶不樂，背後的原因殆即戰亂所造成之離鄉背井，「況復
帶甲滿乾坤，逋客幾人脫刀欛」，如何讓人開心得起來呢？不過，詩作最後還是
表示，因為不能辜負眼前美景與詩友相伴，暫時努力學習蘇東坡之超然物外，不
妨就醉臥長壩旁的蘆葦叢裡吧！其強顏歡笑而無可奈何之情，不言可喻。
早期的碧潭對於張夢機而言，美則美矣，似乎還是少了點什麼，其實他真正
緬懷的還是幼年待過的神州大地，如同〈碧潭秋感〉 38四首之二所述：
不泛雙湖二十年，詩懷長在秣陵煙。疏鐘寺院秋雲外，夕照茶檣亂葦邊。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陳文華（1946～）
，淡江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
顏崑陽（1948～）
，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陳新雄（1935～2012）
，字伯元，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退休。
張子良（1938～2005）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退休。
張夢機，《師橘堂詩》
，頁 26。這次聚會是詩人銘記腦海中的美好回憶，養病時期曾有〈碧潭
懷舊〉之作：「薄晚重過髮已星，煙波曾此照衿青。記尋山寺留幽躅，舊約潭雲坐碧亭。不霽
虹形橋尚在，長留茗氣水猶馨。呼朋最憶中元夜，泛月銜杯共畫舲。」見《鯤天吟稿》
，頁 54。
《師橘堂詩》
、
《西鄉詩稿》以及《張夢機詩文選編》三種版本皆作「涼潮」
，疑應為「浪潮」，
形近而誤。
此乃「強弩射潮」之典故：
「淛江通大海，日受兩潮。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在候
潮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彊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胥山祠。既而潮避錢塘，
東擊西陵，遂造竹器，積巨石，植以大木。堤岸既固，民居乃奠。」見《宋史》卷九十七〈河
渠志七‧東南諸水下‧淛江〉
。蘇軾〈八月十五看潮五絕〉其五：
「江神河伯兩醯雞，海若東來
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
「已」於《西鄉詩稿》誤植為「己」
。
龔鵬程，〈前言〉
，張夢機，
《張夢機詩文選編》
，頁 17。
張夢機，《師橘堂詩》
，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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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斧爛時棋正劇，衣砧多處月初圓。重歸應訝柳花老，飛盡烟堤十里綿。
詩中提及之「秣陵」乃是南京古稱，張夢機因為父親張廷能在 1946 年奉派擔任
南京空軍訓練部教官，因此舉家遷居，作者與其長兄就在當地就讀小學。在此詩
作之結尾，他已經開始想像如果有朝一日返鄉之後，將會看到柳花飛揚在綿延十
里的堤岸邊。張夢機在早期關於碧潭的詩作裡，往往一再流露這種對於海峽彼岸
的想念，例如〈碧潭〉 39：
小渡船家半夕曛，頻來多恐白鷗嗔。欲裁一片匡廬碧，補作空潭半頃春。
作者天馬行空的表示，他想要裁剪江西廬山（別稱「匡廬」）的一片碧綠，增補
碧潭之半頃春色。此種心境在〈碧亭茗話子良贈詩甚美奉答〉40表述得更為明顯：
十幅春帆飽山翠，千家秋雨熟霜柑。江南風物哪堪說，默對黃淤一勺潭。
（五首其二）
每向桐風憶石頭，棲霞舊艷供清愁。可能驛遞傳紅葉，粧點文山一碧秋。
（五首其三）
作者認為，若與江南山水相較，碧潭也只是
「黃淤一勺潭」而已。每次秋風吹起時，總
是讓他想起了南京（古稱「石頭城」），憶及
名剎棲霞寺的豔麗秋景，心中徒添清愁。詩
人再次突發奇想：不知道可否將南京的紅葉
寄來，增添文山碧潭之秋色？總而言之，在
此時期，他筆下的碧潭，無論春天或秋天，
總是有所缺陷，需要海峽彼岸之美景來彌補
才行。
此種心境，對於離鄉背井避難來臺的遺
民／移民而言，自是人 心之常而無可厚
非，不過，韶光荏苒，久居此地之後，隨著
各個時期無論是喜怒哀樂的各種記憶之積
累，自然而然也逐漸培養出對於當地的歸屬
感、安全感與認同感，原本的「空間」
（space） 張夢機《鯤天吟稿》（臺北：華正書局，
1999）封面書影
由於染上了主觀的情感色彩而轉化為「地
方」（place） 41，乃個人歷史經驗之場景、美好回憶之舞臺，更是情感寄託之所
在，不再是等待補闕之遺憾殘景，而是不假他求、自成圓滿的可愛美景：
車聲似樂喚山靈，潭底游魚欲出聽。突兀崖亭臨水起，至今茗氣帶花馨。
（〈碧潭〉） 42
薄暮長橋緩緩車，碧潭此際竟何如？山頭燈火樓千戶，岸外霜天月一梳。

39
40
41
42

張夢機，《師橘堂詩》
，頁 22。
張夢機，《師橘堂詩》
，頁 32-33。
蔡文川，
《地方感——環境空間的經驗記憶和想像》
（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2009）
，頁 22。
張夢機，《鯤天吟稿》
，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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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合餘生約雲水，恐難殘命混樵漁。孤衷貯得詩歸去，小市人家夜色初。
（〈夜歸〉） 43
中年愛此況餘齡，向晚停車辨物形。兩岸叢篁生夕籟，一潭秋水浸疎星。
微茫橋索懸空設，突兀崖亭散茗馨 44。何處舟人夜搖櫓，幾聲欸乃最堪聽。
（〈碧潭晚眺〉） 45
碧潭的小魚好像也善解人意，茶亭裡的清茶也帶著花香，迷人景色讓詩人不禁想
要在此度過餘生，耳畔傳來的搖櫓聲都讓人覺得餘韻無窮，字裡行間流溢出濃厚
的喜愛之情。
詩人晚年隱居於碧潭附近，偶而徜徉於此，湖山如畫，稍可慰其胸中之孤單
寂寥；而碧潭得此大詩人之模山範水、敲金戛玉，亦足以使山水增色。

三、中部山水——以中橫公路為例
張夢機對於臺灣中部景致之詩作有〈中部橫貫公路紀行〉46、
〈登松雪樓〉47、
〈溪頭篇再疊高青邱中秋翫月韻〉48、
〈記宿梨山〉49、
〈舊遊〉六首其三、其四、
50
其六 等。其中雜言古詩〈中部橫貫公路紀行〉句式長短錯落有致，頗似李太白
〈蜀道難〉之章法，且描寫得瑰瑋壯麗而氣勢恢弘，極具可讀性。詩前有小序云：
中橫公路，跨中花兩縣，綿亙二百餘里，嶇嶔偉麗，冠絕臺員。丙辰立春
之后二日，偕內子素蘭 51，與高雄師院諸生，自東勢入山，游觀其上。昭
旭 52亦挈眷同往。是夕宿梨山，翌晨，至合歡之陽，登松雪樓吟眺，雪氣
沉浮，林壑四碧，如在畫圖。晌午出大禹嶺而東，幽邃竅穴，突怒巉崖，
相繼奔會。遂盡覽新白楊、天祥、太魯閣之勝，薄暮乃抵花蓮。歸數日，
補成斯篇，至山水雄秀處，藻墨不能盡也。
丙辰指 1976 年，該年立春為陽曆 2 月 4 日，可知詩人出遊之日期即該年 2 月 6
日，正當春寒料峭之時節，適可觀賞林寒澗肅而松柏不畏霜雪之冬景。全詩略可
分為五段。首段開門見山，點破題旨：
43

楊澤主編，《又見觀音——臺北山水詩選》
（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4）
，頁 64。
「馨」字於張夢機《鯤天外集》、《夢機詩選》以及楊澤主編《又見觀音——台北山水詩選》
等諸版本皆作「薰」
，考諸本詩韻腳皆屬下平九青韻，
「薰」字卻是上平十二文韻，在《張夢機
詩文選編》則校改為「馨」，應為正確之版本。
45
楊澤主編，《又見觀音——臺北山水詩選》
，頁 64。
46
張夢機，《師橘堂詩》
，頁 34-35；張夢機，《西鄉詩稿》，頁 1-4。
47
張夢機，《師橘堂詩》
，頁 36。
48
張夢機，《西鄉詩稿》
，頁 35-36。
49
張夢機，《夢機六十以後詩》
，頁 15-16。
50
此三首詩作分別描寫溪頭、合歡山以及鹿港。
51
指其夫人田素蘭，曾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著有《洛陽伽藍記校註》等。
52
指曾昭旭（1943～）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先後任教於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系、中央大學
中文系、淡江大學中文系、華梵大學中文系等，著有《不要相信愛情》
、
《解情書》
、
《永遠的浪
漫愛》等。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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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湍瀉玉，懸壑流丹。煙嵐縹緲，星日高寒。林巒縈迴，鳥道千盤。其勢
若鶚摶鶻沒，其險殆鬼鑿神剜。古杉老檜一時起波濤於指顧之間，巉巖峻
阪，怵目皆然。令人歛息屏氣，惟有撫膺長歎。
此段韻腳有丹、寒、盤、剜、間、然、嘆，歸屬之韻部為「寒」
、
「刪」與「先」，
皆屬平聲之陽聲韻，營造悠揚開闊之感。至於起始之六句都用彼此對仗之四字
句，顯得鋪張華麗，類似賦作之風格，且鏗鏘有力，具先聲奪人之氣勢。次段內
容即詩序所述之「翌晨，至合歡之陽，登松雪樓吟眺，雪氣沉浮，林壑四碧，如
在畫圖」，詩中全用七字句：
此來我欲凌嶢嶭，砭骨曉寒在衣褐。翠微重疊堆青蒼，層巔乍見佈銀屑。
乘雲飛躋千峰頂，吟鞋半日踏玉葉。松雪樓高眺奇萊，天際芙蓉益峭拔。
臺榭邱壑炫一色，寒光搖室生虛白。憑欄忽起飛騰思，破虜明春當大獵。
鞭鞚快挾六幕風，搴旗蹴踏萬帳雪。
雖然句式讓人感到較為流暢舒緩，不過因為韻腳包括褐、屑、葉、拔、白、獵、
雪，皆為入聲韻（曷、屑、葉通押），所以同時也塑造了斬釘截鐵、孤高冷峻之
氛圍。詩中所謂「破虜明春當大獵」云云，則可看出受到當時官方所宣揚「反攻
大陸」意識型態之影響，屬於時代之印記。第三段敘述大禹嶺至新白楊之間的景
色，句式則五、七、八字句交互出現：
午發大禹嶺，路轉新白楊。澗谷淵淵深似海，縷脈俛視來奔降。盤崖飢鴉
翻在下，畏途直欲祈彼蒼。卻恐衝車飄瓦墮，血肉只飽飢鴉腸。嶺陸煩互
走，巨細得盡覯。戢戢抽春筍，繚繚書古籀。或如蜿行遁藏之蛇，或如振
翼奮搏之鷲。盆甖與峨冠，曝鱉共寢獸。跬步即殊相，須臾異狀候。霧合
天地黑，晴生花木秀。變態焉能窮，惟有天籟長搜漱。
此段與韓愈〈南山詩〉 53具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譯為「文本間性」）
之關係，例如韓詩之「或亂若抽筍」
、
「或繚若篆籀」被轉化成「戢戢抽春筍，繚
繚書古籀」，還有「或蜿若藏龍，或翼若搏鷲」被拉長為「或如蜿行遁藏之蛇，
或如振翼奮搏之鷲」，另外「或累若盆罌」、「或儼若峨冠」、「或覆若曝鱉，或頹
若寢獸」此四句則濃縮成「盆甖與峨冠，曝鱉共寢獸」，諸如此類，蓋屬黃山谷
所謂「奪胎換骨」之手法。詩人於此詩法曾三致意焉：「實則脫胎換骨為詩家用
字最高明之手法，學者宜漸漬沉酣而熟習之……前賢作詩，皆擅此道。」「粗略
論之，奪胎換骨之法，要皆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鉤深入神，化腐朽為神奇。……
寖假而詩人真能陶冶萬物，鎔鑄群言，雖取古人之陳句入詩，亦必能盡得渾然天
成之高妙，不著斧鑿拆補之痕跡也」54，可見張夢機在進行學術論述的同時，也
將此研究成果透過詩歌創作而具體實踐。第四段描寫作者在新白楊至太魯閣之間
的所見所感：
53

54

張夢機曾撰論文〈杜甫北征與韓愈南山詩的比較〉（收錄於《思齋說詩》），文中認為：「論風
格北征沉壯鬱勃南山奇崛壯麗」
、
「參筆法北征工敘情事南山巧摹物狀」
、
「究聲律北征南山平側
相諧皆合古調」
、「探章法北征開闔盡變南山鍼縷細密」，對於〈南山詩〉有深入之探究，故而
能將其化為作詩之材料。
張夢機，《近體詩發凡》
，收錄於《張夢機詩文選編》（合肥：黃山書社，2012）
，頁 33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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岧嶢已過餘陂陀，詩囊貯得山翠多。偶憐情與境合，真堪憑軾長哦。狂思
濡墨灑崢嶸，倩誰剗平蒼崖奮一摩。回顧群峰插霄漢，千鬟萬髻高峨峨。
後車啣尾緣嶺表，緩逐逶迤行木杪。六十五狹橋，八十三隧道。共攜夕靄
下天祥，終日疲頑快一掃。生樹雜花紛爛漫，枵腹飲香得暫飽。九曲蟠龍，
長春聽濤。立壁拏雲作磅礡，寒谿不雨猶喧囂。
詩中之「六十五」與「八十三」殆皆虛指，只是形容道中狹橋與隧道之多不勝數、
一個接著一個不斷出現。此確屬實情，在新白楊之後就依序有衡山隧道、慈雲橋、
嵩山隧道、恆山隧道、西寶隧道、谷園隧道、泰山隧道、天祥隧道、祥綠隧道、
慈母橋、九曲洞隧道、流芳橋、秀富隧道、錐麓隧道、靳珩橋、溪畔隧道、白沙
橋、寧安橋、長春橋、西拉岸隧道、砂卡礑隧道、錦文橋……等，正是藉由這些
橋樑與隧道之連接才得以穿越險峻的太魯閣峽谷，並使得遊客能夠看到沿途磅礡
之美景。最末段則抒發個人感慨：
偉哉江山竟如此，混沌元氣老不死。形勝已湮三百載，未許塵凡窺壯采。
樵夫雖知莫能言，詞客窘步驚汗駭。直待五丁九死磊塊崩，危衢始得橫貫
東西兩際海。攜內作壯遊，奇絕冠平生。嘯歌則與風俱發，憂樂亦無端互
侵。已倦腰腳終不悔，山水固潛仁智心。歸來恍覺皆虛妄，佳景過眼難摹
狀。祗今攤卷對吟燈，猶憐水石風雪相摩蕩。
中部橫貫公路在日治時期就已經開始興築，惟僅完成部分路段，戰後在 1956 年
再度興建，並於 1960 年竣工 55，詩人以「五丁九死磊塊崩」形容開路人員之犧
牲慘烈，此亦充分反應史實，在中橫開鑿過程當中的殉職人員多達二百餘位，公
路局因此特別興建「長春祠」以為紀念 56。本詩以恍如夢境而讚嘆愛憐之筆觸作
結，頗有餘音裊裊之感。
清儒朱庭珍《筱園詩話》有云：「夫文貴有內心，詩家亦然，而於山水詩尤
要。蓋有內心，則不惟寫山水之形勝，並傳山水之性情，兼得山水之精神，探天
根而入月窟，冥契真詮，立躋聖域矣。……以其靈思，結為純意，撰為名理，發
為精詞，自然異香繽紛，奇彩光豔，雖寫景而情生於文，理溢成趣也。使讀者以
吾詩而如接山水之精神，恍得山水之性情，不惟勝畫真形之圖，直可移情臥遊，
若目覩焉。造詣至此，是謂人與天合，技也進於道矣，此之謂詩有內心也。」57
批覽張夢機此首〈中部橫貫公路紀行〉，中橫沿途景色之壯麗與令人驚駭確實令
讀者感同身受，歷歷在目，堪稱「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庶乎臻於朱庭珍所述
「詩有內心」之妙境。其文友于大成（1934～2001）亦曾對此詩作讚揚備至：
余髫齡從先王父學為詩，三餘之暇，吟詠不輟；其後從陳先生定公習繢事，
秉燭作畫，每忘昏曉。迨中歲事考據，遂並弃去不復為。數年前有橫貫公
路之游，覩其峰巒之奇，鳥道之險，神為迻而目為眩，欲為詩以紀之，而
55

56
57

廖財聰編纂，
《重修臺灣省通誌‧卷二 土地志‧勝蹟篇》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頁 199。
魏宏晉編著，
《臺灣的國家公園》（臺北：遠足文化公司，2002）
，頁 81。
朱庭珍，《筱園詩話》，郭紹虞編選，富壽蓀點校，《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頁 2344-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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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久不成，友人張子夢機曰：「我有橫貫公路紀行長歌，君曷作一畫，即
書吾詩其上，如何？」余受其詩而讀之，不啻我口之所欲出，為之歡喜贊
歎，意欲閉戶十日，用經營一長卷；乃每一援筆，而神思枯竭，以是畫亦
不能成。因悟望溪、姬傳之不能為考據，東原、懋堂之不能為詞章，非必
不屑為，抑亦勢有所不能也。 58
雖然臺灣在日治時期就有描寫太魯閣峽谷之
相關漢詩作品，不過大多為篇幅較短的律詩
或絕句，譬如黃謙容〈東海岸旅行雜詠：登
太魯閣〉：「巍然太魯峽清幽，溪谷紆迴作勝
遊。此日登臨無限感，千秋落葉正深秋」59、
井出季和太〈太魯閣視察口占〉二首：
「溪畔
紅櫻帶雨開，肩輿動夢路崔嵬。懸崖腳下三
千尺，山嶺白雲去又來」
、
「翠微投宿玉泉樓，
浴後飛杯物外游。漁火滅明似螢火，蕃歌切
「蒼
切使人愁」60、徐德宗〈太魯閣峽〉二首：
涵碧影漾江明，一遍山頭雁陣橫。雲物輪囷
蕭颯雨，轉蓬萬里動鄉情」、「輕烟迷野岸蕭
條，白雪橫村一艇漂。澗水蔚藍双氣合，山
容翠黛蹙迢迢」 61 等皆然，類似扇面上的雅
致小畫，而張夢機的這首〈中部橫貫公路紀 張夢機《夢機六十以後詩》（臺北：里仁
行〉確實如同山水長卷一般，充分描摩出中 書局，2004）封面書影
橫公路沿途之佳景壯采，讀之令人無限神往。

四、南部景色——以高雄與臺南地區為例
張夢機詩作當中，關於南部景物者，包括早期的〈行軍途次拷潭作〉62、
〈高
63
雄與永武眺海夜話作〉、〈大貝湖與永武茗飲〉 、〈高雄重晤聰平盤桓兩日歸作
六絕奉貽〉、〈南行雜題〉 64、〈重過超峰寺〉 65、〈重過旗津〉 66、〈高雄講舍課罷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張夢機，《西鄉詩稿》
，頁 1。
《詩報》，第 51 期，1933 年 1 月 16 日，頁 13。
《詩報》，第 56 期，1933 年 4 月 1 日，頁 13。
《詩報》，第 144 期，1937 年 1 月 1 日，頁 14。第二首最末「迢迢」刊出時誤植為「超超」
。
拷潭，指高雄仁武的拷潭營區。
大貝湖，即澄清湖，別稱猶有大埤、大埤湖。
共十首，其中與南部地景有關者為〈宿大貝湖侵曉觀蓮〉
、〈登壽山眺海〉以及〈嵌城書懷〉
。
題下小注：「寺在大岡山西麓，童年嘗與至交王宗渝、李芳崙、劉鉞、傅丙仁遊此。
本詩原為七言律師，後來重刊於《乾坤詩刊》
（第 44 期，2007 年 10 月）時，僅刊出前半首，
題名也改為〈過旗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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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澄清湖〉
、
〈遊美濃〉，以及養病期間的〈記春秋閣〉
、
〈愛河五日〉 67、
〈鯤南豪
雨〉
、
〈高雄〉
、
〈舊遊〉六首其一、其二、
〈再記前遊〉六首其一、其四、
〈鄉居憶
68
69
往〉 、
〈鯤南風災〉 等，其中早期之詩作大多是藉景抒懷，以個人情懷為主軸，
景物只是陪襯之作用，例如 1965 年服兵役期間所作的〈行軍途次拷潭作〉：
古槐搏風力，兵氣助蕭森。雖抱飛騰意，終傷急劫心。蒼茫餘鶻沒，蓊鬱
護蟬吟。南越新傳警，雲霾作夕陰。
詩題之「拷潭」位於今高雄仁武境內，因該處有一潭水時常乾涸（臺語稱乾涸為
「洘」，音khó）
，故名「洘潭」，後寫為臺語同音之「拷潭」或「考潭」 70，當地
是仁武境內少許有丘陵起伏的村莊，清領時期曾有節孝婦吳猜娘獲得官方旌
表 71，日治時期在此建有軍營，戰後作為槍械庫，屬於陸軍 21 師獨立團駐防區，
二二八事變期間，起義民眾曾想要前往攻佔接收，惜乎未能成功 72。在張夢機的
詩中並未看到前述關於當地人文歷史脈絡之描寫，至於眼前所見諸如強風中的古
槐、蒼茫裡的老鷹、佈滿雲霾的黃昏，都只是用來襯托作者沉重之心情，而末聯
所謂「南越新傳警」則是指南越政權在當時發生了軍事政變，情勢不穩 73，臺灣
與南越同屬東亞反共陣營，當時蔣政權更時常以南越局勢來恫嚇臺灣人民 74，作
者有受到時代氛圍之影響，因此也感到憂心忡忡。另外像是寫於 1971 年的〈高
雄與永武眺海夜話作〉亦有類似之情形：
吹笳擫笛沸城根，樓櫓迎潮蜃氣昏。劍佩千秋扶正朔，風雲一峽界中原。
尸盟揖盜天方憒，熒惑拖芒世共諠。強弩三千都射盡，崩崖猶有怒濤翻。
尾聯化用蘇軾詩句：「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八月十五日看潮〉
五首之五）。此處之高雄海濱到底是旗津、西子灣還是其他地點似乎無關緊要，
從詩作內容也無法確切辨別，不過當年發生一件國際大事：10 月 25 日聯合國大
會通過 2758 決議案：
「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政府的代
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的
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75，此即中國國民黨政
67

以上二首皆錄於《夢機六十以後詩》
。
此詩描寫中小學階段在高雄岡山的生活與周遭景觀，見《藥樓近詩》
，頁 51。
69
此首未收錄於已集結之詩集，刊於《乾坤詩刊》
，第 52 期，2009 年 10 月，頁 4。
70
張德水，《臺灣種族、地名、政治沿革》（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
，頁 376。
71
古文錦等撰述，
《臺灣地名辭書 卷五 高雄縣 第二冊》
（南投：臺灣文獻館，2008）
，頁 306。
72
賴澤涵總主筆，《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
，頁 125-126。
73
唐向宇，
《南越第一共和國興亡史——越南戰爭序曲》
（臺北：獨立作家，2014）
，頁 419-435。
74
最著名之案例是在南越被北越併吞之後，在 1979 年由《中央日報‧副刊》刊出一篇《南海血
書》，指出有一位臺灣漁民在南中國海的珊瑚礁上撿到一篇用鮮血寫成的文字，作者署名「阮
天仇」
，自云為南越人民，北越入侵之後，與妻兒搭小船流亡漂流大海，最終餓死珊瑚礁上。
此篇著作後來成為當局反攻宣傳的樣版，由中央日報發行單行本，且透過大眾傳播以及教育系
統廣為宣傳，甚至由中影拍攝成電影《南海島血書》
，喧騰一時，事後證明是偽託之作。
75
原文為：「Decides to restore all its right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o recogniz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its Government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expel forthwith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ang Kai-shek from the place which they
unlawfully occupy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 all the organizations related to it.」引自聯合國網頁
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26/ares26.htm。2017 年 1 月 5 日讀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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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所宣稱的「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
、
「排我納匪」76。詩人對此感到氣憤難
平，認為西方世界 77簡直是開門揖盜、糊塗昏憒，高雄海邊的怒濤聲好像也正在
對此表達強烈的不滿。另外還有寫於 1973 年的〈南行雜題〉十首其七、其九，
亦屬相似手法之作：
鶻沒雲低晝渺冥，蒼茫難辨水天形。坡公縱謫南溟外，猶看中原一髮青。
（〈登壽山眺海〉）
浮家有淚驚秦火，焚服無能負鄭王。三百年來一回首，危樓猶自戍斜陽。
（〈嵌城書懷〉）
詩人登上壽山（即今稱「柴山」）眺望臺灣海峽時，縱然海天一色，蒼茫渺冥，
無法望見禹甸神州，但是還是讓他想起蘇東坡被貶謫海南時緬懷中原之詩作：
「餘
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
（〈澄邁
驛通潮閣〉二首其二）；在臺南赤嵌城遊歷時，也聯想到「中華民國在臺灣」的
情勢彷彿與三百多年前奉明正朔之鄭氏王國相似，自己僅僅是與家人避秦來臺的
一介儒生，對此時局實感無能為力，徒感悵惘而已。再如作於 1976 年的〈重過
旗津〉則云：
天氣微暄渡晚津，彈丸小嶼得重登。聚村瓦舍三千戶，照海漁船五百燈。
世事又隨啼鳥換，暮潮仍向亂崖崩。滄溟西接微茫外，直掛雲帆病未能。
雖然詩中也有提及眼前所見人口密集之村落以及燈光映照著海面的眾多漁船，然
而末聯才是全詩結穴所在，化用的是李白之詩句「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
滄海」
（〈行路難〉其一）
，蓋以當時臺海兩岸正屬於風雲變幻之際，1975 年蔣介
石病卒，翌年其死對頭毛澤東也亡故，然而在島內曾經相信蔣介石所宣稱「一年
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離鄉軍民們，卻仍然無法返鄉探親 78，
詩人在此詩作中也表述他想要再次踏上故土之強烈心願。
張夢機對於臺灣南部風景所採用的以憂懷為主軸而以景色為陪襯之書寫手
法，在後期則有所轉變。例如作於 1999 年的〈舊遊〉六首其一、其二 79分別描
寫高雄阿蓮的大岡山以及高雄鳥松的澄清湖：
岧嶢大崗山，游衍得幽趣。沿鐘尋寺門，禮佛香幾炷。遠眺青煙升，知有
樵戶住。偶然發長吟，轉身旋忘句。蓊勃夏木森，蟬鳴閒吾步。摘食多桂
圓，浮嵐入衫屨。欲攜片雲歸，留與補衾布。
娟秀澄清湖，明鏡一泓水。四圍遍青蒼，其間點紅紫。曲橋臥淪漣，高塔
瞰遐邇。垂柳晴綰春，鳥啼含宮徵。仙潢在郊坰，去城不十里。嗟我散澹
人，養晦侶學子。講貫多餘閑，邀朋踏吟屐。平眺隔岸花，閑釣唼波鯉。
在這兩首詩作當中，不僅有活靈活現、色彩鮮明的視覺描寫，包括「遠眺青煙升，
知有樵戶住」
、
「四圍遍青蒼，其間點紅紫」
，更有好似讓人身歷其境的聽覺描寫，

76
77
78
79

李筱峰，《臺灣史 100 件大事‧下》
（臺北：玉山社，1999）
，頁 88-90。
「天方」原指阿拉伯地區，此泛指西方世界。
臺灣直至 1987 年才正式開放返鄉探親。
張夢機，《張夢機詩文選編》
，頁 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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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沿鐘尋寺門」
、
「蟬鳴閒吾步」
、
「鳥啼含宮徵」等；其間有自然景物，如「蓊
勃夏木森」
、
「明鏡一泓水」
，亦有建築景觀，如大岡山上的佛寺（指超峰寺）
、澄
清湖上的「曲橋臥淪漣，高塔瞰遐邇」，更有棲息其中的動物，如蟬、鳥以及鯉
魚，描摩得面面俱到，動靜皆宜。此二首之詩眼應為「閒」／「閑」，透過五言
古詩之體裁，更能表現其悠然自得、清新古雅之感，至於作者對於這兩處景點之
憶念與深情，亦不言可喻。
另外，〈再記前遊〉六首其一與其四 80則分別描寫高雄大社觀音山以及臺南
白河關子嶺之景色：
楠梓觀音山，翠湖當其麓。鄰寺鳴暮鐘，餘響爽心目。我來婪尾春，窄徑
列修竹。鑿池設亭臺，錦鯉唼波綠。嘉饌三杯雞，快啖頗自足。飲杯共朋
儔，語笑似琴筑。回思齠齔時，到此恣遊矚。攀援上層顛，林壑皆畫幅。
不意兩紀過，重踏塵外躅。今夕情何堪，思往意彌篤。
暄暖老白河，嵯峨關仔嶺。呼朋飲嵐光，清暇銷晝永。水火驚同源，駐足
此奇景。大千寺樓鐘，聆之發深省。向晚臨山村，溫泉濯身頸。浴罷涉夜
回，處處疑魅影。幸遇澗戶歸，導引脫困境。擁雲臥招提 81，漸覺枕衾冷。
幽興聞唄生，酌詩句益警。
觀音山雖然位於大社，不過距離其最近的火
車站是楠梓火車站，故詩中稱其「楠梓觀音
山」
，清領時期將觀音山列入「鳳山八景」之
一，1894 年成書的《鳳山縣采訪冊》記載：
「觀音山，在觀音里，縣北二十三里，脈由
虎形山出，高三里，長十五里，陡起十九峰。
中一峰屹立如菩薩端坐，眾小峰拱峙於側，
分支環抱，不可名狀。其麓一巖，名曰「翠
屏」
，為縣治八景之一（原註：八景中有「翠
屏夕照」即此）
。中蓋觀音寺，左右二山，天
然鐘鼓，形家稱勝地焉」 82 。張夢機詩中所
謂「鄰寺鳴暮鐘」正是指這座觀音寺（別稱
「翠屏岩」、「大覺寺」），然而他描述之主題
乃是寺旁的「翠湖水上餐廳」
（又稱「翠湖土
雞城」），作者與友人來此快啖暢飲，而且欣 張夢機《藥樓近詩》（臺北：印刻文學生
賞周遭景致，是一段非常愉快的回憶。至於 活雜誌出版公司，2010）封面書影
關仔嶺之遊，同樣也是與友人一同前往，飽
覽當地的「水火同源」奇景、參訪名剎「大仙寺」 83、前往泡溫泉、借宿在幽靜

80
81
82
83

張夢機，《張夢機詩文選編》
，頁 129-130。
原註：
「是夕宿碧雲寺」
。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臺北：大通書局，1987）
，頁 21。
詩中稱「大千寺」
，殆屬音近誤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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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碧雲寺內，在梵唄聲的陪伴下，讓他作出來的詩句更為精簡凝練。
當作者在「藥樓」養病期間，腦海中所浮現的南部景物之回憶，似乎都暈染
了可愛動人的情調，不再背負著沉重的家國之思、故園之情、身世飄零之感，反
而能夠融情入景，而且情景交融，非但細膩再現當地景物，更緬懷當時的美好時
光，此時的詩人擺脫物理空間的侷限，自由自在的神遊於回憶中的廣袤山水大
地，前賢所謂：「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
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84，殆此之謂乎？

五、小結
山水田園與遊覽感遇之詩作，素為漢語古典詩歌中之重要主題，在臺灣古典
詩史上亦然，由楊青矗於《臺詩三百首》特闢一類「臺灣勝景遊吟」 85以及近年
民間詩社編選之《臺灣千家詩》86描寫主題全為臺灣各地名勝景點，亦可略窺一
斑。總綰前文諸小節所論述，張夢機詩作中的臺灣山水書寫，若以北中南三區各
舉碧潭、中橫公路、台南與高雄為例而考察分疏，約略可以歸納出以下三項特點：
其一，寫作之手法與風格約以 1991 年（詩人五十歲）不幸罹病為分水嶺。
前期大多受到個人生命歷程以及時代背景的影響而帶有沉重的家國憂懷，島內地
景對於詩人而言是「比」與「興」之題材，較少作為「賦」之對象，〈中部橫貫
公路紀行〉是少數之例外，惟詩中也出現了「憑欄忽起飛騰思，破虜明春當大獵。
鞭鞚快挾六幕風，搴旗蹴踏萬帳雪」之呼應當局反攻大陸國策之詩句，而且無庸
諱言的是，當時詩人對於臺灣地景或有驚奇讚嘆如對於太魯閣峽谷者，但是較少
看出愛憐欣賞之情，甚至將臺灣山水與中國山水相較而頗有貶抑之辭，如寫碧潭
時云「江南風物哪堪說，默對黃淤一勺潭」等。到了後期則隨著個人生活經驗的
積累與美好回憶的沉澱，或者也與開放探親之後看到中國的現況而有所比較與感
觸有關，臺灣的地理空間因主觀情感而有了不同的價值與意義，雖然詩人還是寫
〈記過金陵〉、
了許多憶念華夏故土之作，諸如〈神州雜憶〉四首、
〈記大陸游〉87、
88
〈禹甸〉
、
〈記燕陝游〉 等，然而對於臺灣的山川大地卻也能不吝於給予讚賞與
肯定，這從他後期對碧潭的描寫當中可以明顯看出 89。這並非地理空間此一客體
（object）本身有所改變，而是作為主體（subject）的觀看者本身之心境轉化所
致，亦即詩人因其意識的意向性活動（consciousness as intentional）之不同，雖

84

見劉勰《文心雕龍》
〈神思第二十六〉
。
該類又按照體裁區分為「勝景七律」
、「勝景七絕」
、「勝景五律」
、「勝景五古」
、「勝景七古」
，
見楊青矗，
《臺詩三百首》
（臺北：敦理出版社，2003）
，頁 19-191。
86
洪嘉惠主編，
《臺灣千家詩》
，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2。
87
以上二題收錄於張夢機《夢機六十以後詩》
。
88
以上三題收錄於張夢機《藥樓近詩》
。
89
簡錦松〈從碧亭到藥樓——談張夢機詩的由虛入實之境〉
（《成大中文學報》第 50 期，2015 年
9 月，頁 141-164）則指出張夢機早期之詩作頗有「為詩造境」者，後期則較為貼近眼前實際之
景，此亦為其前後期詩作風格不同的一個面向。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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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投射於相同的地理景觀之上，卻因此而在詩作中形塑出不同的山川樣貌 90，詩
人在晚年能夠寫出如此讚揚臺灣景物之詩作「孰云塵網事尋常，慣以詩文記數
行。八月南投萬櫻發，一秋北港眾罏香。梨山高插白雲上，蘭嶼獨浮蒼海旁。四
合煙濤天下秀，蓬萊谿壑好風光」 91，亦不足為奇了。
其二，在刻畫當地山水特色的同時，往往也充分展現作家本身之特性。此即
清儒葉燮（1627～1703）所云：「遊覽詩切不可作應酬山水語。如一幅畫圖，名
手各各自有筆法，不可錯雜；又名山五嶽，亦各各自有性情氣象，不可移換。作
詩者以此二種心法，默契神會，又須步步不可忘我是遊山人，然後山水之性情氣
象、種種狀貌、變態影響，皆從我目所見、耳所聽、足所履而出，是之謂遊覽。
且天地之生是山水也，其幽遠奇險，天地亦不能一一自剖其妙，自有此人之耳目
手足一歷之，而山水之妙始洩，如此方無愧於遊覽，方無愧於遊覽之詩」92。衡
諸張夢機描寫臺灣山水之遊覽詩作，大多能夠兼具此二項特質，譬如其詩句「微
茫橋索懸空設，突兀崖亭散茗薰」一看便可知道是碧潭而非其他日月潭、鯉魚潭
或珊瑚潭等，還有像「飛湍瀉玉，懸壑流丹。煙嵐縹緲，星日高寒。林巒縈迴，
鳥道千盤。其勢若鶚摶鶻沒，其險殆鬼鑿神剜。古杉老檜一時起波濤於指顧之間，
巉巖峻阪，怵目皆然」此等陡峭險峻之勢，更非中橫公路／太魯閣峽谷莫屬；至
於其詩中寓情於景或藉景抒情之處，亦多能體現其所感所想，展現其個性人格與
生命經歷之特色。
其三，作者十分擅長轉化鎔鑄前賢描寫山水之體裁結構與遣詞用句。譬如〈中
元前二日雄祥置酒招飲泛月潭上感秋作兼似文華崑陽〉與〈高雄與永武眺海夜話
作〉都化用了蘇軾〈八月十五日看潮〉之詩句；〈中部橫貫公路紀行〉在體裁與
句式方面頗與李白〈蜀道難〉相似，至於內容則化用了韓愈名篇〈南山詩〉中的
許多詩句；還有〈登壽山眺海〉之於蘇軾〈澄邁驛通潮閣〉
、
〈重過旗津〉之於李
白〈行路難〉亦有此等互文性之關係。張夢機於《近體詩發凡》曾云：「故文學
創作，貴在模擬之外，自有銷鎔之鑪，以冶古人佳句。檃括入律，渾然天成，不
惟可以踵武前賢，抑且可以顯示後出轉精之效」93，詩人頗能將其學術研究上之
洞見與實際創作活動緊密的結合起來，互相發明，相輔相成。
筆者在碩士論文撰寫期間，曾於 2003 年前往彰化請益古典詩壇耆老吳錦順
老師，當時吳老師便曾再三稱讚說：「你們中央大學的張夢機教授是目前全臺灣
古典詩壇首屈一指的詩人！」同年前往新店藥樓拜訪張老師時，深受啟發，受益
匪淺，謦欬笑貌迄今仍宛在眼前。惜乎張老師已於 2010 年駕返道山，不過仍然
為我們留下了許多珠璣滿目的錦繡詩文，除了臺灣山水詩作之外，其他抒懷、酬
唱、憶舊、感時、記事、詠物等不同主題之詩作仍然值得繼續深入探討論述，希
望未來能夠見到一部完整的《張夢機全集》且在網路上能有收錄其詩文作品的數

90
91
92
93

參考鄭樹森〈前言〉
，鄭樹森編，
《現象學與文學批評》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4）
，頁 2。
張夢機，〈臺員〉
，《乾坤詩刊》
，第 41 期，2007 年 1 月，頁 10。
葉燮等，《原詩‧一瓢詩話‧說詩晬語》，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頁 69。
張夢機，《近體詩發凡》
，收錄於《張夢機詩文選編》，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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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資料庫，方便各界讀者瀏覽運用，並且衷心期待有更多相關研究成果的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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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方東美「生生之德」對人與萬物的相關意涵

陳恩迪

∗

摘要

「生生之德」從簡來說，是儒家哲學對於生命的基礎且崇高認知，且不從
西方傳統哲學之邏輯論證的方式藉以理解與界定，乃是中國獨有之設身處地體證
萬物之道，進而產生人類對自然界之關愛、體恤與認同等各項良性互動。「生生
之德」同時對於東方世界的倫理道德給予一項根基與體悟性的標準，並引此發揚
對東方人的教化作用之落實，教育使之與萬物間的關係成為一共生與共存之認知
事實。然而，東方與西方的認知差異，產生出文化與思想的斷裂，而方東美正有
鑑於此，透過對「生生之德」的闡述與針砭，令西方世界亦能體會其正確之意涵，
且有利中國哲學於世界倫理體系上的建構。

關鍵詞：方東美、生生之德、超越內在、
《易經》
、體證（悟）之知、生、命、生
命。

∗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所博士候選人。Doctoral candidate in philosophy a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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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ing into the impact of Thomé H. Fang’s “Virtue of creative
creativity” on human and all things and its related implications

EN-TI CHEN

Abstract

In simple terms, virtue of creative creativity is a basic confucian cognition of life, and
why it differs from the logical theory of Eastern’s traditional philosophy is that
western philosoph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experiencing, which is
experiencing and feeling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s with the natural world. Virtue of
creative creativity is a basic Chinese standard of ethics and morality, and has been
instilled into the minds of Chinese descendants throughout history. its educational
concept is to teach people to learn to live together in peace with nature. However, the
different perceived cognition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is what generates two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oughts.Thomé H. Fang believes that through the explanation
of his virtue of creative creativity, Eastern world can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Chinese philosophy is being built.

Keywords: Thome Fang, virtue of creative creativity, inner transcendence,
I Ching, justifying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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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生生之德」的由來和原始義

開門見山地說，方東美對人類之生命觀即為「生生之德」
，一以概之，
且內涵是循體證之知而非邏輯構築，其原因有三：首先，生命觀是以人為
出發點闡述生命為目標，探討自身立足於宇宙之間，人與這個世界的關係，
也就是從宇宙觀和人生觀討論對生命的看法等等作為重點項目而開展。而
眾所周知，方氏的宇宙觀和人生觀之核心義，正是「生生之德」發揚；第
二，
「生生之德」足以貫穿方東美論著四十年的一貫思想且無異動，它具
體表達出方氏所描述之「宇宙與人生互相契合的境界」 ；第三，其「生
生之德」是把持《易經》為基石，進而延展至方東美的哲學運用。其中含
有溝通人與人、人與萬物之外推和交談所具備的創造性詮釋，且受到學界
的肯定與討論，引發學者們開啟及反省人類對自身外的一切事物之充分關
心 ，產生猶如保羅‧田立克（Paul Johannes Tillich 1886-1965）所謂「終
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之人類對諸自身與萬物的深層互動。是故，本
篇論文即是說明「生生之德」的意涵，包含它在《易經》的原始義，以及
方東美結合中西方學說所開展的詮釋義。

從儒家對於生命的詮釋而言，似乎可循著魯國馬殿失火，而孔子問人而不
問馬來開展 1，這不難看出當時儒家之道德原則與生命間的相互關係，但此事件
間接表示著人與萬物間的差異與斷裂嗎？吾人應該從儒家思想中的時代語境來
看待。

1

《論語‧鄉黨》，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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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的生命意涵來說，「生」與「命」各擁其意，雖可合起來談，卻也不
能妄加獨斷。就「生」而言，多半的意義坐落在哲學類別的「本體論」上，若從
動詞來看，亦有其生長、生成與茁壯之意，是以萬物大化流行之不變之變的永恆
狀態，之如《太極圖說》所謂「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充分闡述萬物氣韻生動
之生命旺盛的活潑動態。若從名詞的角度切入而言，就是任何「有生命之有機體」
之所以存在的定義，這如同《孟子‧告子上》所謂「生，亦我所欲也」，意即生
命有機體有追求自身得以存活的狀態與權力。然而，就「命」而言，則更多指向
無法以自身之力而介入的形上定數與內涵，如奉行儒家之治的清帝雍正所著《大
義覺迷錄》謂「天震地怒，鬼哭神號，皆無可奈何，而人力竟可勝天乎？」儒家
認為做人做事雖是個人一體之行為，若是符合了「生」之行為表率，但最終成果
仍須遷就於天而非個人所能預知與預防，這的確是一項不爭的事實 2，吾人可知
孔子曾道：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3」此謂人之命應順從天之理之鐵證。然而，
若鑿儒家「生」與「命」之相通處，應可從二方面切入：第一，對於「生」的概
念可與現代意義之「生命」一詞相應，也就是過往儒家之「生」就能代表現代「生
命」，其意義幾乎可用「生命體」貫穿；第二，對於「命」的概念則是輔佐現代
「生命」之客觀意義，即是生命本身含有不可抗力之因素，且是相對不與人為所
相關。就儒家而言，生命不僅僅是一種客觀的自然狀態（可能以邏輯論證解析），
且具有超越人類自身本體所及的超越性存在（不能以邏輯論證解析），正是基於
對此的了解，才開展出一系列對於「生」與「命」的生命哲學探討。

若從儒家談「生」視之，或許較接近現代用詞的「生命」之意，儒家對於「生」
的解釋多數以動態的、本體的連續性來看待，在儒家許多經典內也都可察覺以「易」
和「化」來解釋「生」的意義，如同《繫辭上傳》之「生生之謂易」、二程所提

2

從道家來看，於《莊子‧內篇‧人間世》有云：「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德之至也。」此段言論也充分符應儒家對上天於「命」之不可干涉、參透與協行的看法。
3
《論語‧堯曰》，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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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等等，由此可見「生」已經在中國哲學與思想
界有一規律與闡述的方式。然而，本文所談的「生生之德」，即是方東美在此範
疇中面對近乎孱弱且被西方所排斥的中國有機的本體論哲學所努力重新開展、振
筆疾呼之精神所在。

方東美曾囑咐其學生以「生生之德」為其重要的論文集之名，所以稱其哲學
為「生生哲學」或「生生之德」的哲學，實乃無庸置疑之確鑿立證。如此，吾人
能近乎肯定地理解「生生之德」即代表了方氏的生命觀，且是他所極力宣揚的儒
學之關鍵所在，這是他宣稱一種「永遠有希望」的觀點。實然，方東美在「生生
之德」的觀點下所見的宇宙機制和人生轉化的特色，是為萬物有生論和有機的中
和系統，不偏不倚的正中過往儒家所談之動態的「生」。方氏認為宇宙之間到處
充滿生機活力，人生處於大自然中而體驗萬物的中和之道，並感應其和諧的秩序，
進而學習效法跨越自我中心，捨棄故我之我執與法執，並在各民族間彼此講求協
同與合作，在不同的宗教中皆能為世界貢獻所長，成就一般和諧地「超人」哲學 4，
方東美肯定此一理想實現的時際，便能為全人類重建光輝燦爛的歷史文明和締造
持續的幸福生活世界。然而，此壯闊美善的願景，被方氏重複地強調並稱其為「有
機體」，其為包容的、相互的、開放的和有關係的整體之系統，且能適用於經驗
世界的各個角落，而在此一「交融互攝，旁通統貫之廣大和諧系統」中，物物相
輔相成，構成一有機體的萬物生命鏈 5。但，何以為之呢？在方東美引用《易經》
之「生生之德」一詞中，即發現他闡述中國哲學的宇宙、人生以及形上學的看法，
原因之一是認為「生生之德」能整全地代表《易經》的基本思想，同時也足以表
詮中國哲學的主要觀點 6。

4

方東美，
《生生之德》
，
（台北：黎明，民 68 年 4 月初版）
，頁 141-142，145，157-158。此處所
談及的「超人」哲學乃全人類知識與物質互通有無之和諧，並非尼采的「超人」哲學。
5
曾春海，《中國哲學史綱》，
（北市：五南圖書，民 101）
，頁 806。
6
方東美在〈哲學三慧〉一文中說明希臘、歐洲與中國是哲學的三大智慧。方東美，
《生生之德》，
頁 15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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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一詞出自《易經》，方東美總括地認為它是《易經》的基本思想，
也認為它能詮釋中國哲學的主要觀點。其因可溯自一九三八年發表的〈哲學三慧〉
一文，方氏在剖析希臘、歐洲與中國三大傳統的智慧，就直接以《易經》的思想
來代表中國哲學。接著再以「生生」
、
「愛」
、
「化育」
、
「原始統會」
、
「中和」
、
「旁
通」等六大原理說明中國哲學，而此六大原理的發揮皆不離《易經》的闡述宗旨，
更重複以「生生」做為其原理的核心義，並冀望讀者能理解後起身而行 7。

吾人可說「生生」出自易經，而方氏將其做為中國哲學的代表其來有因。之
如前段所言，
《繫辭上傳》有「生生之謂易」
，它代表《易經》的哲學要義，其本
義是用來解說「變異」一詞，意思是生生不已就稱為變異，它是「生生」一詞直
接使用的直白例子 8。而「生生」有著另外更豐富的內涵所在，例子可見於《繫
辭下傳》所記載「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意思是指「天地最大的功能是創生」，
間接帶出了「天」、「地」、「大德」等觀念。就《易經》中所表示，其以「乾卦」
和「坤卦」代表了「天」與「地」的兩種觀念，分別是主動力和受動力轉換，也
就是天能夠成為主動力而影響受動力的地，「天」和「地」共生共存，不行排斥
而充分相互往來，形成萬物生成、變化和發展的兩大終極原理。如同《易經‧乾
卦‧彖》所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以及《易經‧坤卦‧彖》所記
載的：「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一樣，萬物必須依「乾」而開始，賴
「坤」而生。從《易經》可知，乾是宇宙始源之「資始」
，也因此而主導了天體，
坤則是宇宙始源之「資生」，也由此而順應了天體，而此種「資始」與「資生」
觀念在《繫辭上傳》，被轉換成「大生」和「廣生」二種意思來加以描述。其原
文謂：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
闢」兩句話的意思分別是：第一，乾所代表的陽氣，靜止時專一，活動時正直，

7

方東美，
〈哲學三慧〉
《生生之德》
，139、152-153 頁。摘自傅佩榮，
〈方東美先生論「生生之德」〉
，
頁 90。
8
傅佩榮，〈方東美先生論「生生之德」〉
，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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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擁有最大的生產能力；第二，坤所代表的陰氣，靜止時閉合，活動時張開，
所以擁有最廣的生產能力，而此「大生」和「廣生」兩者合起來稱之為「生生」9。
質言之，「生生」一詞，除了有「變動不已」以外，還包含「大生」與「廣生」
的意思，亦可說它們代表主導天體的「主動力」和順應天體的「受動力」，兩者
相輔相成，形成萬物生成變化發展的原理。吾人可於《易經‧乾‧彖》和《易經‧
坤卦‧彖》中得到理解「乾、坤」二卦象徵著「天、地」
。最後，在《繫辭下傳》
得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天地最大的功能即為「生」。

對於生生之德的「生」，學界卻持有兩種不同看法，且內涵是相當不同的。
首先，項退結認為即使生生有「大生」
、
「廣生」和「變動不已」的意思，此點無
庸置疑，但卻不一定是創造性的，因為它仍有毀壞性（如降災）且向虛無靠攏的
可能性（如在重生、循環前的狀態） 10。第二，沈清松則認為，生生之謂易，也
就是生生之德在時間與空間中的「創造流行」。其內容始乎太極，孕育兩儀，衍
生四象、八卦，再開展為六十四卦，進而天地定位、萬物化成，鋪陳出自然與人
在時間和空間中所被創造的歷程，因而，生生之德是一創造性的哲學 11。本文採
用前者的主張，因為方東美兼融中西哲學並在書中多次引用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4-1947）
，故筆者同意「生生」一詞的創生觀念是受到西方創化思
想的影響，亦即西方「歷程哲學」的概念，在生物的演進過程之中，不僅僅只有
創造，同時也伴隨著相當程度之毀壞與虛無，但這些負向狀態也都是世界為了準
備朝向更大的正向狀態之前置必須。

生生之德的「生生」，既然帶出了天地、乾坤及生的觀念，那麼「德」字有
何意義呢？傅佩榮認為「德」字有「功能」和「德行（實踐）」兩種解法，理想
9

同上，頁 91。
項退結，《中國哲學之路》，
（北市：東大，民 80），頁 45。
11
沈清松，〈生命美感與創造— 方東美的生平與思想評介〉
，（中國哲學會、哲學與文化月刊社
主辦，「方東美先生百歲誕辰紀念學術研討會」，1999，12），第四章，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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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斷依據則是《易經》，《易經》透漏了人要觀察「天地之道」，進而建立「人
之道」，而符合其演進的「人之道」的人為聖人，聖人必須把握其「天地之道」
的契機，最終兩者相互往來，據此才能做合理的解釋與分別。例如，《易經．說
卦》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意思是，確立天的法則，稱之為陰與陽；確立地的法則，稱之為柔與剛；確立人
的法則，稱之為仁與義。這句話所表示的「陰陽、剛柔」就是指出「天地的大德」
中的「德」
，也就是天地與陰陽相互交感的「功能」運作，至於人之道的「仁義」
則是指「德行」12。此外，從《易經．乾卦．文言》的「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也可以找到另一對
「德」字的理解。傅佩榮表示，
「日月之於明」
、
「四時之於序」
、
「鬼神之於吉凶」
都是依其「功能」而言，「大人」是指德行完備的君子，所以他的表現正是「依
天地及陰陽之功能的可能」而立德行，再經由德行而彰顯天地及陰陽之功能。如
此的理解之後，
「生生之德」正是方東美所稱之「宇宙與人生相契合的境界」
，也
足以說明其一貫思想 13。

第二節

「生生之德」的衍生義

「生生」所產生了「創化」的意涵是方東美融合中西哲學後的發展，結合「德」
字之後，方氏詮釋其為「生生相續，創化不已」的意思。以下舉例說明，在《生
生之德》一書謂：

中國民族生命之特徵可以老（兼指莊）......孔（兼指孟荀）......墨為代表。
老，顯道之妙用。孔，演易之「元理」。墨，申愛之聖情。貫通老、墨

12
13

傅佩榮，〈方東美先生論「生生之德」〉
，頁 93-9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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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中道者厥為孔子。道、元、愛三者雖異而不隔。 14

方東美認為中華民族生命的特徵可從「老莊」
、
「孔、孟、荀」以及「墨」為代表，
三者又分別以「道」
、
「元」
、
「愛」為其不同別說之特點，三家不論是道家的「遵
循道本」、儒家的「追原天命」，或者是墨家的「尚同天志」，彼此之間雖然是不
同的，卻都同樣追溯生命之本源與尊嚴，即是以生命為本質出發，儘管不同卻皆
有所相通，再因為相通而能生生相續。

另外，方東美認為「中國人知生化之無已，體道相而不渝，統元德而一貫，
兼愛利而同情，生廣大而悉備，
『道』玄妙以周行」
，
『元』旁通而貞一，
『愛』和
順以神明，......。」因同情交感而能相續相通，以此推論之中國哲學，便能以六
大原理相互含攝 15，其中「生之理」的「生」即擁有五種意義「......育種成性......
開物成務......創進不息......變化通幾......綿延長存......。」以上六大原理以及生之理
的五義，方東美認為皆可用「生生」
、
「創進」為其核心意義。最後一例，是在《中
國人生哲學》〈宇宙論精義〉一文中，這六大原理再度被方氏提及 16，後來轉變
成四大原理 17，這也是內在超越的人生歷程哲學。

第三節

「生生之德」的四大原理

方東美所談之內在超越或許亦是中國哲學中一項頗具爭議的觀點。何解？首
先，它關乎到中國哲學究竟有無超越的問題，而超越是否是引西方哲學之詞而成
一己之詞，而兩詞是否存在著關係，又或者是某種程度上的符應，但又符應了多
14

方東美，《生生之德》
，頁 141。
此六大原理是生之理、愛之理、化育之理、原始統會之理、中和之理以及旁通之理。方東美，
《生生之德》，頁 141、152-154。
16
方東美《中國人生哲學》
，（台北：黎明，民 69）
，頁 126。
17
四大原理為性之理（即生之理）
、旁通之理、化育之理以及創造生命即價值實現歷程之理。方
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
（台北：黎明文化，民 93），頁 21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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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第二，將西方傳統認為是外在超越而非內在超越是否確切無誤；第三，當代
儒家談及內在超越的詮釋可說是對哲學人類學的內涵，若否認其根基，是否可引
發另一僅是「舉燭」之謬的錯誤思想，更甚是斷章取義之譏。然而，方東美從本
體論、超本體論以及價值論的各項特徵開始，對於中國哲學思想的詮釋濫觴，開
啟了一條回歸生命精神之路，會否也是種符合上述任何一條規則之誤。筆者認為，
先不論是否為謬，但這既是一種佛家所謂之自證慧，是自我民族思想認同的做法，
也是民族共命慧的回歸重談，在中華文明史上展開為生命精神的律動及肯定，其
中也開示了中華慧命的重生。而人生內在超越的歷程之理的四大原理是方東美所
提出，亦是用來闡述《易經》哲學中所啟示人生的作為掌握，也足以代表方氏所
表達的「生生之德」的終極原理，而該原理可化約歸結成方東美的一句話：「大
道生生不息的創進歷程，蔚成宇宙的太和次序。 18」做為其生命哲學的基礎，這
點卻是肯定的。

以下紹述四大原理及其對應：首先，生之理與創造生命之理可對應。因為方
東曾道：「『生之理』於其化育過程中，原其始，......創造宏力之無盡源泉，始乾
元也；要其終，......經歷化育......命運歷程之究極歸趨，止至善也。」是說明生命
的來源與歸途之過程，此一過程顯現在大自然的整體運行中，於「始」與「終」
之間呈現一種和諧創造、不相違背的動態，是一種宇宙的太和秩序，亦是人生境
界的首要認知；第二，「元」是眾善之長，在本質上超越一切相對價值，亦可用
絕對價值來看待；第三，
「創造生命之理」意謂：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成性存仁，道義之門。」
此原理強調人的生存與價值之實現在於與自然連合，不利己而陷彼，進而奮不顧
身地投身大化之流中，最終順承於天而非違逆的態度。也就是：

18

方東美，〈中國人的智慧〉，摘自《中國人生哲學》
，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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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即無限，......展向無窮，......要終者，即是善之成。......人類個人所面
對者，正是一大創造之宇宙，故個人亦必須同其富於創造精神，方能德
配天地，妙贊化育......。 19

第四，旁通之理的：
「......同時兼亦肯定生命之大化流衍，瀰貫天地萬有，參與時
間本身之創造化育歷程，而生生不已，終臻於至善之境。」所指的是包容一切、
廣大悉備、動態的生生不息等特色，不但藉此涵蓋所有生命，且代表一株草一滴
露的全體相關、無一不屬，以及共同參與天地及陰陽的創造關係；最後，化育之
理是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乾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強調天是最高的善及指導原則，萬物在天的羽翼所蓋之下，被天所創造和庇佑，
而萬物的繁衍、生成和生存也需要跟隨天道的引領方始可能。

從簡而言，生生乃有「變動不已」
、
「大生」
、
「廣生」以及「生生相續創造不
已」的意思。以上種種生命的特質，又以人類別具有其殊勝的條件，但此認知亦
不妨害萬物欣欣向榮的事實。方東美強調，人需要和宇宙同富於創造精神，方能
德配天地，妙贊化育。那麼，人「如何知道」
、
「該做什麼而有創造精神」呢？對
此，方東美的回應不但是心理層面的，更是形上的一番詮釋，此謂對創造、對生
命存在的肯定，他道：

人應該相信一切萬有存在都具有內在價值，在整個宇宙中更沒有一物缺
乏意義，各物皆有其價值，是因為萬物都參與在普遍生命之流中，與大
化流衍一體並進，所以能夠在繼善成性，創造不息之中綿延長存，共同
不朽。 20

19
20

方東美，《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上》，頁 223。
方東美，〈中國人的智慧〉，摘自《中國人生哲學》
，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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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方氏的認知中，充分表達生命該自我肯定，相信存在必有其價值，接著在自我
肯定的同時，也肯定萬物的意義，視自身與他人皆為生命洪流中所不可缺少的一
份子。彼此之間共同合作，成全自己也成全他人，使生命各安其位、貢獻所長。
如此而來，宇宙生命與自然皆能合一，人一方面能實現自己的存有價值，一方面
也幫助所有的形式生命，完成其潛能的實現，尋求更深的生命意涵。

小結

方東美以「生命」為中心建構了他的本體哲學架構，是符應了《易經》「生
生之謂易」的原理。方東美在〈哲學三慧〉一文表示「無名之指」衍生出「情理
二儀」，此由「太極無名」所顯現的真義，三者彼此之間相互含攝與彰顯。方氏
欲告諸普天下之人類，其心靈中蘊涵一種本體智慧，而世界各個民族的哲學創造
與文化精神即為此種智慧所引導，類似「氣化萬殊」的統合性概念。如前段所提，
他將重點擺放在中國、希臘與歐洲三種文化類型，加上後來所論及的印度，基本
上把世界文化劃分為這四大傳統，並斷言世界文化的前途在於個別文化多途並進
和渾融互攝的演進中，故須在合同容異的前提下，彰顯人類文明之價值。

然而，方東美所認為的「生生之德」正是在解釋這項全人類的價值意涵，
「生
生之德」不但是宇宙間充滿著生命，而且生命是動態且富有創造的能力（來自天
地與陰陽之間的以身作則式的教導），據此說明宇宙「生生不已」的有機的存有
學和以「善」為價值的人觀。方氏強調了人和大自然的關係是協合，最終將在至
善內相互融合，人共同參與大自然創生的過程中，人屬於人生旅途與宇宙創生旅
途中的一份子，吾人將協同宇宙中不斷湧現的新生命共同前進，即是與時偕行、
與新偕行，至終回歸在神的完美內。方東美所建構的「以人為中心的宇宙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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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價值為中心的人性觀」21，此宇宙觀和人性觀一方面重視主體，另一方面也
同時肯定創造，呈現人性和存有的恰當默契，對於生命和有機主義的重視則說明
了存有在歷程中的動態關係，以上種種正是方東美所勾勒出兼綜統貫的生生哲學
體系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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