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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 Chao is a literary authors, books collector and thinker in Ching dynasty 

who has the book“Dream Shadows ”was familiar by people. Scholar usually 

emphasize the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 a peaceful and comfortable mood, 

romantic in“Dream Shadows. ”This essay will renew this viewpoint, and discuss 

the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e of Chang Chao and his writings. In“Dream 

Shadows ”has many describe about flowers and plants, birds and beasts, it not just 

for fun and beauty, but for moral and ethic. We can say Chang Chao discuss the 

moral practice via describe the nature. In Chang' s thought, Seamless is unit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so the nature regular and the moral and ethic of human 

nature is can't be separated. In the conclusion,“Dream Shadows ”not just writing 

of esthetics, but thinking of moral and et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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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張潮是清朝初年著名的文學家、藏書家與思想家，其最為人所熟知的作

品莫過於《幽夢影》一書。透過《幽夢影》的清言小品，學者們多強調其生

活情趣、閒情雅致、風流浪漫的一面，甚至稱其為美學大師。當然《幽夢

影》中的雅趣文字的確充滿美感與詩意，這是不容否認的，但從張潮的生活

與思維來看，其實這些閑淡恬雅的清言背後，卻透露出張潮的道德意識與儒

家情懷。《幽夢影》中多述花草鳥獸之事，實則是透過自然生命的情調與人

倫意識作連結，來達致其重視人倫的思維。也就是說，在張潮的概念中，天

地萬物與人是一體的，人倫道德皆出於日月山川等自然規律之中。也因為唯

有清靜本心，以閒適雅趣的心情去觀照萬物，才能夠真正探得天地自然真

貌，而不會使己心沉淪於俗世之中；此正是傳統天人合一修為的工夫。只是

張潮透過閑來修養本心，達到關照萬物的境界。由此可知，《幽夢影》中的

閒情雅致，不僅僅是作為一種生活美學的閒適，更是一種人對於生命與環境

自然的關照與體察。  

 

關鍵詞： 

張潮、幽夢影、心齋聊復集、情本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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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言小品‧道德文章── 
張潮《幽夢影》中的道德意識與修養工夫 

 

壹、前言 
 

張潮（1605─？），字山來，自號心齋，是清朝初年著名的學者。1其較

為人所熟知的是其文學家與藏書家身分，而其清言小品《幽夢影》一書2，更

是讓人津津樂道，一般人也多由此書認識張潮。而《幽夢影》歷來被視為具

有高度文學美感與藝術精神的格言小品，是生活美學的經典與極致；張潮的

人格形象也因此被定位於浪漫風流、附庸風雅的多情才子。3但也正因為《幽

夢影》一書的名號如此響亮，除了研究者，沒有人會去讀張潮的其他著作；

人們也因此將張潮與《幽夢影》畫上等號，張潮的逍遙自在的形象也就被定

型。 

心齋曾經說過：「立品須法乎宋人之道學，涉世須參以晉代之風流」4，

然而當代學者過度強調與強化「晉代之風流」的面向，忽視與弱化了「宋人

之道學」的向度。究其原因，即是因為人們往往透過《幽夢影》來繪製山來

圖像，也就是先讀其書、後識其人。然而《幽夢影》一書屬於格言式論述，

可能有不少是取材自舊諺與俚語，未必能真實反映出張潮的人格意志。5另一

                                                      
1 關於張潮的生卒年考辨，參劉和文：《張潮研究》（合肥：安徽大學，2011年），頁 13。 
2 對於《幽夢影》一書的體例分類及「清言小品」的定義參鄭幸雅：《晚明清言研究》，嘉義：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 年 6 月，頁 17。歐明俊：〈論晚明人的「小品」觀〉，《文學遺產》
1999年第 5期（1999年 5月），頁 67。 

3 參劉和文：〈俳徊於崇儒與尚道之間──從張潮小品《幽夢影》探析順康世人心跡〉，《蘇州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 1期（2009年 1月），頁 50、林政華：《幽夢影評注》（新北：駱
駝，1997 年），頁 10、琹涵：《遇見‧幽夢影》（臺北：木馬，2012 年），頁 6、吳明足：〈張潮
《幽夢影》的漸層美〉，《國文天地》第 27卷第 1期（2011年 6月），頁 18∼20。 
4 ﹝清﹞張潮撰，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臺北：頂淵，2005年），頁 44。 
5 參林語堂：《生活的藝術》（臺北：風雲時代，2010年），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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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格言式的論述多有「籠統概括」、「妙用比喻」的「印象式批評」之

特點；而讀者在面對如此簡約的文字時，通常會偏重主觀直覺來解讀，取其

為人所貼近的一面，而自認為有所領悟。6也就是說，《幽夢影》這樣的隻字

片語，有著高度模糊性與可詮釋性。如此心齋「隨時的片段的心靈感悟」7，

本不適合作為作者人格探討的途徑；而清言片語，常使人有「郢書燕說」8的

詮釋空間，難探作者深意。 

假使能夠跳脫《幽夢影》，以張潮的生平事蹟及其他著作來重新認識張

潮，再回過頭看《幽夢影》，那麼將可以發現其中所蘊含的道德意識與修養

工夫的呈現，可以發見張潮在《幽夢影》中的「蘊謂」層次。9 

 

貳、豈是風流人物──張潮的入世理想及儒學意識 
 

如果從張潮的生平事蹟來看，可以發現心齋並非如《幽夢影》中給人那

種灑脫自適、逍遙自在的風流形象，反倒是個積極入世與追求經世致用之士

人、儒者。我們實不能先透過《幽夢影》一書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來對張潮

的人格作定位，那將會忽略心齋及《幽夢影》中真正的儒學性格與道德之深

層意涵。 

 

                                                      
6 參蔡定芳：《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之美學批評法》（新北：花木蘭，2010 年），頁 1∼11、葉嘉瑩：《王
國維及其文學批評》（臺北：源流，1982年），頁 132∼134。 

7 歐明俊：〈論晚明人的「小品」觀〉，頁 67。 
8 所謂「郢書燕說」式的詮釋，即人們都會將自己的「前見」（Vorsicht）納入詮釋之中，而將文字導向
自己所設想的方面。這樣的情形在文字越是簡短的時候越可能發生。參﹝清﹞王先慎撰：《韓非子集
解》（北京：中華，2011年），頁 279、﹝德﹞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海：上
海譯文，2004年），頁 343∼367。 

9 「蘊謂」是傅偉勳教授所謂「創造的詮釋學」中的第三個層次──即「原思想家所說的可能蘊涵是什
麼？」是深入文本表層進入作者更深層意識的詮釋層次。參傅偉勳：《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
（臺北：東大，1999年），頁 10、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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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現儒者風範：生平事蹟透露入世情懷 

 

陳鼎在〈心齋居士傳〉中即言張潮「好讀書，博通經史百家言，弱冠補

諸生，以文鳴大江南北。累試不第，以貲為翰林郎，不仕。杜門著書，自號

心齋居士。」10可以見得心齋是個積極入世、追求功名的儒者，之所以閉門

著述為居士，實在是因為「累試不第」的緣故；並非劉和文所言，是山來能

夠尊重自我率真的天性而勇於放棄功名。11這點可以從張潮的〈八股詩自

序〉探得一二： 

 

此十二年苦心坎坷，境遇多違，壯志雄心，消磨殆盡，自是而後，安

能複低頭占畢就繩墨之為文哉？然花晨月夕，逸性閒情，無所寄託，

往往發為詩歌，以自寫其抑鬱牢騷之概。12 

 

由此可知，張潮曾經對於考取功名抱有胸懷大志，希望藉此一展長才，但無

奈不能如願，只好轉而書寫詩詞歌賦，抒發其滿腹牢騷。那麼藉此再去思考

《幽夢影》中的文字，就可以想見，那不應該只是閒情逸致下的風流產物，

其中想必更蘊含了某種深層的哲思，也就是將其滿腹經綸以及道德理想移情

於山水風月的文字之中。 

除此之外，〈心齋居士傳〉中的記載亦顯示出，張潮在放棄功名之後，

並非突然縱情山水、賞花覽月如此愜意──一如人們從《幽夢影》中所建構

的張潮圖像。他不僅與訪客「論詩文、晰道理，講經濟之學，辯上下古今數

                                                      
10 見﹝清﹞陳鼎撰：《留溪外傳》卷六，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 128冊（臺北：明文，1991
年），頁 310。 

11 劉和文：〈從張潮小品《幽夢影》探析順康世人心跡〉，頁 51。 
12 ﹝清﹞張潮撰：《心齋聊復集》，收入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
叢刊》第六冊（桂林：廣西師大，2007年），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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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以來事」；他更投身於著書，「上自經史詮解，下至鳥獸草木微言」無

所不書，「賦、序、傳、記、論贊、疏、表、冊、檄、書、啟、辭、辯、

箴、頌、跋、引、連珠」諸體皆備。13那麼可以說，張潮就不只是「美學大

師」；《幽夢影》也不僅於「繼承了中國美學的優秀傳統」而已14，而應該

有其經世致用與修身道德的人格與內涵。 

職是之故，應該要理解張潮的《幽夢影》這類清言小品並非其著作的大

宗，這類作品佔心齋著作的總數恐怕還不到十分之一15，因此不可以此書作

為張潮的代表作，並由此來論斷其人格及內涵。如果我們先入為主地採取文

如其人的觀念，透過《幽夢影》來認識張潮，並將張潮的人格透過此來描

繪，進而再回返品讀《幽夢影》，便會造成一個詮釋的循環16，那種風流逍

遙的面向就如盆地中的震波，來回震盪，並且不斷被放大。 

就如黃永武教授曾推論《幽夢影》的書名來自明代詩人謝廷讚的〈梅谿

道中〉「芳魂時間影，幽夢欲分身」兩句，並直言「一看這兩句詩，就知道

大意是高蹈遠隱，不與俗人交接，只管魂影相顧，有點自言自語的味道。」

17這或許就有點陷入歸隱自適形象的震波之中。如果從張潮的生平傳略來理

解張潮，對於《幽夢影》的解讀將會大相逕庭。 

〈心齋居士傳〉中就敘述到某訪客經年與山來暢談天道倫理與經世之

學，張潮「無一字不答」，這與傳聞中心齋居士不愛與人應對，就如同聾子

一般的形象不同，訪客因此感到奇怪。張潮聞之，帶著詼諧的口吻歎曰：

「某果褒如數年矣，然與世俗殊若。夫淫蕩之聲、荒唐之辭、悖謬之論、非

                                                      
13 見﹝清﹞陳鼎撰：《留溪外傳》卷六，頁 310∼311。 
14 見琹涵：《遇見‧幽夢影》，頁 6、張谷平：〈張潮論藝術美〉，《國文天地》第 8卷第 5期（1992年

10月），頁 76。 
15 參劉和文：《張潮研究》，頁 75∼89。 
16 參﹝德﹞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頁 343∼350。 
17 黃永武：《生活美學〈理趣〉》（臺北：洪範，1997年），頁 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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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不經之言，即喑嗚叱吒如霆，實不聞也，非天下之至聾乎？」18由此可

知，張潮並非不與人應對，《幽夢影》也不應該是遠離塵俗的自言自語，反

而正顯示出心齋渴望與志同道合者大談天道人倫；至於凡夫俗子就不要來打

擾。與其費口舌心力言說，不如自顧自地書寫。 

也就是說，假使先去理解張潮的生命與人生境遇及其理想志趣，再來解

讀《幽夢影》，那麼就可以探究出其中的道德人倫之內涵；此一個詮釋進路

的翻轉，瞬時見得一部被解為隱居高蹈的作品，顯透出一抹道德意識與情

懷。 

 

二、跳脫幽夢印象：清言小品不足以識心齋 

 

一般認為《幽夢影》這樣清幽淡雅而帶有生活趣味的文字，是一種處於

亂世之中的出世情懷，將之視為遠離塵俗進而享受世界美好的經典文字。19

黃永武教授順此而論，言張潮的時代是個是非、立場、價值錯亂的時代，由

於社會墮落、政治無望，因此「知識分子要維持內在『道德我』形象的連貫

性、一致性十分困難」，於是「只剩『美』還發揮一絲慰藉的作用，所以亂

世的讀書人，無不陶醉到自我美感的小天地中。」20 

黃教授的文字看似順理成章，極有道理，但似乎依舊在閒雅自適的漩渦

中打轉。事實上張潮身處康熙盛世，與明末動盪的時代不同，自然不能說那

是個世道混亂、有志難伸的時代。正如劉和文所說：「康熙年間，當生活之

舟幾經歷史風浪的顛簸重新回到那條千年古航道時，士大夫們自覺地承受了

時代與社會的規範。」在這樣的氛圍下，士人們紛紛探尋個體生命的意義與

                                                      
18 ﹝清﹞陳鼎撰：《留溪外傳》卷六，頁 311∼312。 
19 參張曼娟：《好潮的夢》（臺北：麥田，2014年），頁 3、黃永武：《生活美學〈理趣〉》，頁 208。 
20 黃永武：《生活美學〈理趣〉》，頁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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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價值系統，企圖建立一個新的儒家道德。也就是說，張潮的時代是儒

家的道德精神全面復歸的時代。21 

誠如前文所言，《幽夢影》這類的文字在張潮的龐大著述中幾乎可說是

個特例，如果將之作為心齋人格的摹本，自然會認為《幽夢影》是遠離塵囂

享受生活的美學書寫。然而張潮的作品可說諸體皆備，甚至多有頌、贊、

表、疏等奏議類的文章，表達了對於康熙盛世的期許與表彰。如〈擬上命儒

臣纂修皇輿考歷代人物考群臣謝表〉言「帝德弘敷，徧及尊卑上下，則山呼

萬歲，立萬年不拔之基，野祝三多，躋三代無疆之治矣。」；〈草擬皇上因

天下太平應允朝臣之請，拜祭孔林泰山，群臣祝賀表〉道「極千秋而昭濟

漆，則國運與孔顏而並永聖德。日新日日新，皇圖偕河嶽以俱長，聖壽萬歲

萬萬歲矣！」又如〈南巡頌〉亦言「維清緝熙／天子穆穆，允文允武，宐其

遐福⋯⋯至於海邦，莫敢不來王。」22由此足見張潮對於清政權的深深期許

與認同，並顯露出其積極入世、行道於世的抱負。 

 

參、草木鳥獸寓人倫──《幽夢影》自然書寫中的
道德意識 

 

至此可以基本上認識到，張潮不只是個遠離塵俗的風流人物，儘管《幽

夢影》中的文字美則美矣，但實不能僅作為一種生活情趣與生活美學視之，

而應從其積極入世之心與表彰道德的層面來解讀。正如前文曾經提及，張潮

的著作等身，而清言小品僅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不能本末倒置，以《幽夢

                                                      
21 參劉和文：《張潮研究》，頁 58∼60。 
22 ﹝清﹞張潮撰：《心齋聊復集》，頁 139、14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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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為認識張潮的始點，並逕自於文本之中作詮解。應該從張潮諸體文章中

進行跨文本的考察，才能探得《幽夢影》的深意。 

 

一、自然中有人倫：《幽夢影》自然書寫中的人倫天道 

 

如果細讀《心齋聊復集》中收錄的賦篇，可以發現雖然其文字的確充滿

了文學藝術的美感，但在字裡行間卻總是透露著道德意識與經世濟民之想

望。如〈慶雲賦〉道「覆漢祖之鼎而成文，軒轅因其象而作蓋兮」、「聖人

在位，必有祥兮⋯⋯何以似之虞陶唐兮」23，歌頌聖人之功與盛世之德；

〈瑞麥賦〉言「天心仁愛，皇恩浩蕩。德澤沛而恭巳無為，禎祥見而太平有

象」24，盛讚在位者的功績並期許天下太平。 

除此之外像是〈治心四書序〉、〈十哲贊〉、〈二十四孝贊〉等篇章，

更是直指道德人倫，專為闡述倫理秩序而作。25在〈異端說〉中張潮甚至以

「吾儒」自稱，批評攻訐楊朱墨翟與佛老，儼然以儒學的傳道者自居。26而

〈意中園全集自序〉更明顯可看出張潮儒家風範與天道人倫意識，他說「予

之集，其大者在表彰《六經》」，又說「諸體皆備，而後可言集。」27張潮

此處以「諸體皆備」為其著述的理想，並以闡揚儒家核心的經典為職志，可

見其道德意識之強烈。而值得注意的是，張潮所列舉的文章體例，琳瑯滿

目，唯獨未提及清言小品之類，更可見得《幽夢影》此類書並非其著述的核

心；也即我們或許應該從表彰《六經》、闡述天道人倫的視角來詮釋心齋的

這部著作。 

                                                      
23 ﹝清﹞張潮撰：《心齋聊復集》，頁 112。 
24 ﹝清﹞張潮撰：《心齋聊復集》，頁 113。 
25 參﹝清﹞張潮撰：《心齋聊復集》，頁 120、124、173、175∼178。 
26 參﹝清﹞張潮撰：《心齋聊復集》，頁 156∼157。 
27 ﹝清﹞張潮撰：《心齋聊復集》，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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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人合一：神秘整體論下的自然道德觀 

細究《幽夢影》，可以發現張潮將自然與人倫緊密結合，具有「神秘整

體論」28的傾向，也就是萬物皆由氣所化生，而因為一氣之化生流行，故每

個人都與全世界的訊息相融洽，是一種天人合一的存在，是其言「八卦實盡

陰陽之蘊，由太極而相生不已。」29而這樣的融洽中，又含有劉又銘所謂

「神聖氣本論」的特質，即是預設了在萬事萬物中都有「理」的存在，而這

樣的「理」是自然與人所共有的。30所以說，對張朝而言，自然之氣與人的

才性氣質是息息相關的。 

《幽夢影》中有言：「聖賢者，天地之替身。」31這正是張潮體認到人

與自然具有不可分割的一體性之例證，而這樣的思維也的確存在於《幽夢

影》之中；那麼可以說，《幽夢影》中之所以言山水花草、蟲魚鳥獸，正是

在討論天道與人倫所必需。也就是說，張潮所思的是一種「天人合一的」

（anthropocosmic）世界觀。32《幽夢影》書中的觀賞自然不是一個絕對主體

對客體的觀賞，而是互為主體，強調物我合一的觀想。這是一種修養、一種

工夫，而非單純地在玩樂中賞花賞月賞花香。 

 

（二）萬物有道：寓道德於萬物之中的比德觀 

承上而論，儘管《幽夢影》中多述自然環境、蟲魚鳥獸，看似脫離塵世

而隱居山林、縱情山水；然而不能忽略的是，這些文字其實都蘊涵著人倫道

德，與天道性命相連繫。如「蟬為蟲中之夷齊，蜂為蟲中之管晏」33，看似

                                                      
28 參楊儒賓：《異議的意義：近世東亞的反理學思潮》（臺北：臺大，2012年），頁 135∼136。 
29 ﹝清﹞張潮撰：《心齋聊復集》，頁 150。 
30 參劉又銘：〈宋明清氣本論研究的若干問題〉，收入楊儒賓、祝平次編：《儒學的氣論與工夫論》（臺
北：臺大，2005年），頁 206∼208。 

31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55。 
32 參﹝美﹞安樂哲等主編，彭國翔、張南容譯：《儒學與生態》（南京：江蘇教育，2008年），頁 3。 
33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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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蟬言蜂，實則藉蟲表彰聖人氣象；又「蘭，花中之伯夷也；葵，花中之伊

尹也；蓮，花中之柳下惠也。鶴，鳥中之伯夷也；雞，鳥中之伊尹也；鶯，

鳥中之柳下惠也。無其罪而虛受惡名者，蠹魚也；有其罪而恒逃清議者，蜘

蛛也。」34看來談花、談鳥、談蟲魚，實際上論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人格

特質才是重點；且頗有奪胎自《孟子‧萬章下》所謂「伯夷，聖之清者也；

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35之跡，用意即在表彰聖人。更

進一步而論，此處「有其罪而恒逃清議者，蜘蛛也」，正與〈討蜘蛛檄〉一

文呼應，皆以蜘蛛為「機巧為心，貪殘作性」，「倚強欺弱⋯⋯戕害生靈」

36之物，藉此諷刺權貴小人坐享其利而殘害百姓。如此更可確知《幽夢影》

中的文字並非閒情雅致的遊戲之作，而有其道德意識存焉。 

其實，在張潮的觀念裡，將花草樹木、蟲魚鳥獸皆與人倫道德及聖人相

連屬，這不僅僅是一種文學的比興，不僅僅是一種徜徉自然的趣味，而是真

正體認到「理」自在萬物之中。正如劉和文所說：「古人欣賞自然界中的花

木竹石除姿態之外，更高層次在於韻味」，也就是自然界中所蘊含的德性理

趣，而這樣的思維可說繼承了先秦時代傳統儒家的「比德」說。37也就是

說，在張潮的認知中，天地萬物的一切都蘊涵著人倫天道38，心齋就曾明確

地說： 

 

古謂禽獸亦知人倫，予謂匪獨禽獸也，即草木亦復有之。牡丹為王，

芍藥為相，其君臣也；南山之喬，北山之梓，其父子也；荊之聞分而

                                                      
34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59。 
35 ﹝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2007年），頁 176。 
36 ﹝清﹞張潮撰：《心齋聊復集》，頁 159。 
37 參見劉和文：〈俳徊於崇儒與尚道之間──從張潮小品《幽夢影》探析順康世人心迹〉，頁 50。 
38 張潮這樣的思維顯然是個儒者的展現，因為對於儒家而言，各種自然現象都只有作為道德象徵的時候才
有意義，如《論語》中提到的山水、松柏等自然物都具有道德意涵。參劉綱紀：《藝術哲學》（武漢：
武漢大學，2006年），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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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聞不分而活，其兄弟也；蓮之並蒂，其夫婦也；蘭之同心，其朋

友也。39 

 

可以見得，他不僅認為禽獸知人倫，連草木之屬亦有人倫，透過對於植物的

分析，即巧妙地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融入其中。這正如張

柳村在評案張潮此類文字時所言：「莫作游戲文字看過」40，其中自有道德

深意。因此，必須理解到「張潮筆下的景觀無不展示出了人之品格」41之特

點，才能讀出《幽夢影》中的「蘊謂」。 

 

二、從山水到道德：《幽夢影》自然書寫中的人文修養 

 

（一）閱讀山水：以感悟自然作為道德的修養 

所以說，觀想山水花草、蟲魚鳥獸，對於張潮而言就是一種修身的進

程，正如其言：「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42；自然萬物的

一切都是人們用以提升自我性靈的重要對象，且這樣的工夫甚至比讀書識字

更為重要。心齋就認為：「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山水亦書也，棋酒亦書

也，花月亦書也。」43又言：「能讀無字之書，方可發驚人妙語。」44因此可

以說山來在《幽夢影》中看似醉心於山水蟲魚鳥獸中，是一種生活情趣；實

則這對他來說都是一種修養工夫。這是在其眾多著作中，道德意識的另一種

呈現；這樣的呈現有別於一般所認知深奧沉重的哲學論文，但只要先透析張

                                                      
39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45。 
40 見﹝清﹞張潮撰：《心齋聊復集》，頁 158。 
41 劉和文：《張潮研究》，頁 129。 
42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28。 
43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42。 
44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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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的人生態度與生命境遇，並跨文本地去考察，就可以看透其中的道德價

值。 

而所謂「讀山水」，實際上就是所謂的「感應」，即透過人與自然共同

來源的氣，達到彼此感應的狀態──與世界融為一體。正因為人血氣的構成

是宇宙連續之流的一部分，故人與自然萬物能夠有機地相連繫，彼此之間能

夠互相影響與變化。45故《幽夢影》言：「月下聽禪，旨趣益遠；月下說

劍，肝膽益真；月下論詩，風致益幽；月下對美人，情意益篤。」46正展現

出自然的情境對人的影響，那是一種情感的轉化，對於人的氣質與內涵會有

著微妙的改變。  

又所謂「賞花宜對佳人，醉月宜對韻人，映雪宜對高人」47，亦潛藏著

一種理念：自然會引起某種情緒與意念，而這樣的氛圍是會影響人的深度與

氣性的。在此同時，這也會有一種磁吸效應與吸引力，將有相同氣質的人凝

聚在一起；這也是為何張潮會說：「藝花可以邀蝶，纍石可以邀雲，栽松可

以邀風，貯水可以邀萍，築臺可以邀月，種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蟬。」

48也就是說，天地萬物與人之間的共感不是單向的，而是一種雙向的交融性

互攝，這正是一種天地萬物與人產生的「關係性的共鳴感」（relational 

resonance）49。 

 

 

 

                                                      
45 參﹝美﹞杜維明：〈存有的連續性：中國人的自然觀〉，收入﹝美﹞安樂哲等主編：《儒學與生態》，
頁 105。 

46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25。 
47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5。 
48 ﹝清﹞張潮撰：《新校本幽夢影》，頁 8。 
49 參﹝美﹞安樂哲等主編：《儒學與生態》，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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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情感物：以真情顯發作為感物的進路 

而要能夠對萬事萬物有所感，重要的就是要有真情，故張潮特別強調

「情」的重要，他在《幽夢影》中說：「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50這

也就是吳雨若所評註「世界原從情字生出」51之意。情字對心齋而言之所以

如此重要，正是因為他認為世間的道理都蘊含在那氣化的宇宙之中，因此有

著「民胞物與」的一體情感。故張潮所建立的是繼承儒家傳統之「有情宇宙

觀」──把身心與自然萬物作情感的類比與連繫，這也是為何張潮會不斷在

《幽夢影》中歌頌品評山水蟲魚鳥獸等自然之物；因為那正是對道德人倫的

一種表述方式。52 

而此一所謂「有情的宇宙」，是將「情」作為本體，那是有深層的形上

道德意義的，不能將「情」僅僅是當作耳目口體等感官意識的膚淺情欲，而

應該是「仁─天命之性」所發用之「情」。53也就是說這個「情」是蘊含在

氣之中，且是生發道德的源頭、是人生的終極實在；這個情是具有神聖的品

格的「情本體」。54張潮此一「情」的概念，可以說是直承明代湯顯祖而

來。55其在《幽夢影》中所言「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56即奪胎自臨川〈牡丹

亭記題詞〉之「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

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57此一「真情」在修養工夫上即

為「誠」，而「誠」則實際表現在「仁」的情感之上，如《中庸》所謂：

                                                      
50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46。 
51 見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46。 
52 李澤厚：《回應桑德爾及其他》（香港：牛津，2014年），頁 62。 
53 參張美娟：《從羅近溪「一陽之氣」到李贄、湯顯祖文藝思想──以中國氣論為研究進路看古典文論》
（臺北：學生，2011年），頁 152∼153。 

54 關於「情本體」參李澤厚：《李澤厚近年答問錄》（天津：天津社科院，2006年），頁 228-229、李澤
厚：《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北京：三聯，2005年），頁 55。 

55 參劉和文：〈從張潮小品《幽夢影》探析順康世人心迹〉，頁 50。 
56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44。 
57 ﹝明﹞湯顯祖撰：《湯顯祖全集》（上海：上海古籍，1991年），頁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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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

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58與天地參的真義正是在氣化宇宙觀

下物我合一、民胞物與的理想境界；而在形上本體的脈絡而言就是「仁」的

展現。59 

即便張潮在《幽夢影》中沒有直接提及「仁」，但如其所言「為月憂

雲，為書憂蠹，為花憂風雨，為才子佳人憂命薄，真菩薩心腸」60，這其實

都是因為真情而發之愛人愛物的仁心；只是張潮在此用較為淺白的「菩薩心

腸」表述罷了！而前文所提及的賦篇、檄文、表疏，無一不在為民請命、企

求萬世太平、企盼人民都能安居樂業，此種種論述無一不是仁民愛物的仁心

體現。由此可知，張潮所強調的「真情」即是「仁」的表現。 

 

肆、立體的道德圖像── 
     《幽夢影》中「情」、「美」、「閑」作為修身
的進路 

 

正因為張潮的思維中有著高度的儒家道德意識，因此《幽夢影》中的自

然書寫都有其人倫價值存在，也就是在自然皆存在的必然、在萬物中都蘊含

著道理；這也就是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所謂「大自然的力量

及其因果規律包含著大自然的一種秩序的根據，這種秩序就其把多種多樣的

和諧綜合為一種必然的統一。」61也就是說，《幽夢影》中看似自然書寫與

                                                      
58 見﹝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2008年），頁 34。 
59 參﹝美﹞羅泰勒：〈民胞物與：儒家生態學的源與流〉，收入﹝美﹞安樂哲等主編：《儒學與生態》，
頁 57。 

60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2。 
61 ﹝德﹞康德著，李秋零主編：《康德著作全集：典藏本》第二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13 年），
頁 114。 



清言小品．道德文章 

張潮《幽夢影》中的道德意識與修養工夫 

曾暐傑 

35 

 

逍遙自在的情調，其實是蘊含人倫價值的。誠如成中英所言，儒家思維中的

天地人三位一體的意識，是一種宇宙論、生態學與倫理學的統一體。62因

此，在看似單純的自然景物書寫，其實並非中性的，而是帶有價值意識的。

而此一書寫即是對於自然與道德的體認與開展，如牟復禮（Fredrick. W. 

Mote, 1922─2005）所言，儒者在宇宙的發展中是作為一個「參與者在一個

自發的自我生成的生命過程中相互作用。」63也就是說，張潮在《幽夢影》

中所展示出的「真情」、「美感」與「閒逸」，都是在氣化宇宙觀、人倫與

自然一體思維下的修為與體認；而非僅止於生活美感與趣味的展示。 

 

一、以情感物：從「血氣情感」到「情的本體」 

 

誠如前文所言，張潮在《幽夢影》中說「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

可以說建立了一「情本體」，將「情」抬升到至高的地位。正因為此「情」

具有形上根源的位階，所以不能僅當作人自然的情感欲望。但這並不是說張

潮的文字中不具有自然的情感欲望與真情之所在，而是說這個「情」有兩個

層次：作為感官意識的「自然情感」與作為萬物根源的「情本體」；而兩者

是一個連續體，透過前者的感發能夠顯發至後者，而後者能夠將前者導向一

個更高層次的境界。 

張潮說：「古今至文，皆血淚所成」64，此血淚者是為「自然情感」的

萌發，是真情的流露，或許是「無善無惡」的自然之情，但是此情一旦發展

到極致，即會轉換為具有「仁心」的道德之真情，那種情是具有道德價值

                                                      
62 參﹝美﹞成中英：〈儒家人格中宇宙論、生態學和倫理學的三位一體〉，收入﹝美﹞安樂哲等主編：
《儒學與生態》，頁 191。 
63 Fredrick. W. Mot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1）, p.19.參﹝美﹞安
樂哲等主編：《儒學與生態》，頁 97。 

64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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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心齋就曾在其所養心愛的金魚死亡時作了一篇〈祭金魚文〉。對於心

愛之物的逝去乃自然情感的流露、血氣之表達；但當山來為此金魚如奠祭亡

者一樣「以瓣花卮酒，奠金魚之魂」，並為其寫祭文表達哀悼之情而謂：

「見其生，旋見其死。難言太上亾情瘗爾魂，又招爾魂，乃見吾儕博愛。」

65如此之「真情」已近於「癡」而轉為「博愛」──仁心之顯發。這就是山

來所謂「情必近于癡而始真」66──那種「不以生死易心」的至情真意的體

現。也就是說，張潮將情視為第一義，並於生活中實踐真情，真情的生活即

是他的修養工夫與實踐；因為唯有從血氣自然之情才能夠上蹈情之本體，也

即仁心的顯發。 

《幽夢影》中有這麼一則文字：「物之能感人者，在天莫如月，在樂莫

如琴，在動物莫如鵑，在植物莫如柳。」67物能感人除了物本身有可感之

氣，更重要的是人心的真情才能有所感；有真情則有感、有感才能體現出

「仁」的境界。中國古代人們將失去痛癢知覺稱為「麻木」，而如此對外界

無所感、失去同理心者就是「不仁」，由此可知「有所感」對於道德的實踐

是何等重要。68故心齋此處面對月、琴、鵑、柳因有真情而有所感，感而心

動、動而成辭，這正是《文心雕龍‧物色》中所謂「物色之動，心亦搖

焉」、「情以物遷，辭以情發」69的表現。 

但心齋此處所謂至感的外物，不僅體現出自然欲望的情感，更可以提升

到「情本體」──也就是「仁」的層次。望月讓人思鄉，這是對於血緣之親

的人倫體會；古琴為六藝之一，是君子修德所必要，且如〈樂記〉所言：

                                                      
65 ﹝清﹞張潮撰：《心齋聊復集》，頁 179。 
66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20。 
67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38。 
68 參 Tu Weiming, “ Pain and Humanity in the Confucian Learning of the Heart-and-Mind, ” in Sarah Coakley 

and Kay Kaufman Shelemay edt., Pain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the interface of biology and culture(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26. 

69 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1994年），頁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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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

是也」70，可以見得琴聲樂音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是一種道德的呈現；

杜鵑傳說為望帝失國而死所化，日夜悲啼，這是一種憂國憂民之思的最深體

現，亦是仁民愛物的情懷；柳在古時多為離別餞行之物，柳之樂曲亦多憂傷

悲涼而用於傷春懷別，這是對於友朋及情誼的深刻感受。如此來看，張潮

《幽夢影》之情並非僅止於血淚情感，而是透過血氣貫穿至「情本體」的層

次，是具有道德意識與人倫價值的。 

 

二、以美修身：從「優美」到「壯美」 

 

血氣情欲的真情感，往往對於美有著直觀的感受與感動，人們看到美的

事物都會心動，這是人天生而有的本能，是自然而然毫不費力氣的。所以張

曼娟認為，透過《幽夢影》「讓我們驚歎，這就是我們生活的世界嗎？原來

這麼美。」71這當然沒錯，心齋在《幽夢影》中的確帶我們領略了諸多自然

的美感，讓我們深深受到感動。然而張潮除了呈現出自然美學的面向外，他

並非悠遊自在耽溺於美之中，而是有所反思與超越。在《幽夢影》中，所有

自然景緻都不只是直觀的描繪，而是在「直觀感悟的藝術意境被染上了道德

理性的色彩」，一切「生活的審美體驗，也轉化為一種倫理性的愉悅」。72

所謂「一日之計種蕉，一歲之計種竹，十年之計種柳，百年之計種松。」張

道深在其後評曰：「百世之計種德。」73這就不僅僅是一種直觀的感物，更

轉化開展出一種道德意識。 

                                                      
70 見﹝清﹞孫希旦撰：《禮記集解》（北京：中華，2012年），頁 982。 
71 張曼娟：《好潮的夢》，頁 3。 
72 劉和文：《張潮研究》，頁 60。 
73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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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說梅蘭竹菊等等植物的各種姿態風韻讓我們感到讚賞與愉悅，

那麼這就只是單純血氣情感的直觀美感，這是人皆有之的本能；但如張潮所

言：「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菊令人野，蓮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艷，牡丹令

人豪，蕉與竹令人韻，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74這高、幽、野、淡、豔、豪、韻、媚、逸、清、感恐怕就不只是一種血氣

情感能夠體會出的愉悅，況且這些具有道德意識之情，有些未必能夠直接讓

人感到愉悅，就世俗價值而言，反而感到些許沉重；張潮這樣的感受縱能帶

來愉悅，也是一種轉化出道德理性的愉悅與歡快感，而非感官欲望直接顯透

出的快感。 

在此我們必須將「美」區分為「優美」（beautiful），或稱為「美

感」；與「壯美」（sublime），或稱為「崇高感」兩個概念。所謂的「優

美」是一種形式的和諧，人與自然之間呈現出一個和諧而沒有對抗、沒有衝

突的狀態，且自然而然地給人愉快的感受；至於「壯美」是自然界中的一種

景象，或許會讓我們感到可怕、沮喪，但卻能夠使人感受到一種崇高感，使

我們的精神力量超越平常的尺度，進而有勇氣去面對這個世界。75那麼可以

說，對於梅、蘭、竹、菊等花草之美的愉悅感受，是一種優美的呈現；但當

張潮轉化出清、逸、感、幽等情感時，那種對於自然情狀的美感已經轉化為

一種壯美之情，是具有超越的精神力量的。 

而張潮在《幽夢影》中的文字，多半都不僅僅是優美的呈現，而是在優

美中顯透出壯美，甚至已從優美轉化至壯美。所謂「為月憂雲，為書憂蠹，

為花憂風雨，為才子佳人憂命薄」，「花不可見其落，月不可見其沉，美人

不可見其夭」76，心齋已經不是耽溺享受花開之美、月明之美、佳人之美，

                                                      
74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38。 
75 參﹝德﹞康德著：《康德著作全集：典藏本》，頁 209∼210、劉綱紀：《藝術哲學》，頁 363∼366。 
76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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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設想到了花謝、月落、佳人香消玉殞之時，以真情體會與觀想這大自然

不可抗拒的不和諧之狀態。這其中除了醞釀出「情本體」之仁心，更是由單

純的美感轉化出一種具有崇高感的壯美之情。 

 

三、以閑見道：從「閒心情」到「閑工夫」 

 

既然張潮所謂的情是由自然情感欲望轉化出的以仁為本質的「情本

體」，而其在《幽夢影》中呈現的美感也是從「優美」中轉化出之具有崇高

超越價值的「壯美」；那麼我們就必須進一步理解，在心齋的生活中，尤其

是《幽夢影》所呈現的真情與美感，看似是那麼逍遙自適、愉悅灑脫，實際

上那不僅是一種生活美學的呈現，而是帶著某種嚴肅意義與道德意識的德性

愉悅感。由此必須釐清張潮所謂的閒情雅致，並非我們在表面上所理解的

「閒」，而是具有修身工夫的意義。 

張潮在《幽夢影》中即言：「人莫樂於閒，非無所事事之謂也。閒則能

讀書，閒則能遊名勝，閒則能交益友，閒則能飲酒，閒則能著書。天下之

樂，孰大於是！」77也就是說「閒」是一種生活的態度、是一種學與修養的

工夫。誠如前文所言，張潮認為整個世界都蘊含著道德人倫，而人在修身中

最重要的即是「心」與自然萬物的契通，以呈現出那天道人倫。山來在〈治

心四書序〉中即言「凡發一言，措一事，必得此心之安而後已」，心如能清

靜有所治，則對萬事萬物必「感而必通理」78那麼要能求其放心、觀想萬物

而見道，必要能「閒」，不閒何以能夠在喧囂之中靜觀萬物、反視己心？唯

有「閒」才能夠親近自然而見道，此正是張潮所言「能閒世人之所忙者，方

                                                      
77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28。 
78 ﹝清﹞張潮撰：《心齋聊復集》，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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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忙世人之所閒」79之原因。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中國文人都認為遊山玩水具

有修養情性之功，進而使人清心淨慮、滌除妄想。80 

也就是說，張潮所呈現出的「閒」應該分為兩層：「閒心情」與「閑工

夫」。81前者是一種情緒上與心境上的轉換，企圖滌除自己的塵囂雜念進而

親近山水、觀想自然；而後者是透過前者的心境轉換，進一步企圖反求本

心，希望在心與萬物合一的境界中體認天道與人倫，是一種修身的工夫。所

以心齋之「閒心情」重點在於過度到「閑工夫」，「閒」不是為了出世隱

居，而是修身進道的一種途徑。山來就自言：「躬耕吾不能，學灌園而已

矣」、「胸藏邱壑，城市不異山林。」82可見其「閒」非為隱匿出世、單純

的享受生活，而是有更深層的意義。 

 

伍、結論 
 

透過跨文本的考察與梳理，本文先從張潮的生平與性格著手，發覺其儒

家情懷的一面，了解到山來是個有積極理想抱負，曾經想要入世一展長才的

理念；無奈天不從人願，他才轉而投入著書、校勘與藏書的工作，抒發自身

滿腹牢騷，同時也寄託自己的道德理想。由此再回過頭探析人們所熟知的

《幽夢影》，就可以從中詮釋出一個與過往不同面向的道德意涵。 

藉此可以了解到，《幽夢影》中雖多言自然景緻，充滿對日月星辰、蟲

魚鳥獸書寫，但這並非單純審美式的自然書寫，而是具有道德面向與價值意

義的「比德」之論述。而看似愜意瀟灑的文字中，其實帶著深沉的道德理

                                                      
79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58。 
80 參林語堂：《生活的藝術》，頁 288。 
81 參劉和文：〈從張潮小品《幽夢影》探析順康世人心迹〉，頁 51。 
82 王名稱校：《新校本幽夢影》，頁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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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字裡行間所呈現出的美感，其實是由自然情感所引發的「優美」轉化而

成具有崇高價值意義的「壯美」情境；而所謂的閒也是為了反求本心、觀想

自然天道的一種「閑工夫」而非「閒心情」。也就是說，張潮在《幽夢影》

中所展現出的真情、美感與閑逸，正是其道德意識的一種表達，更是一種作

為儒者的修養方式。 

當然不可否認，張潮具有林語堂以來的學者所強調的充滿美感與生活情

趣的面向，但同時應該理解到在那美感與閒情之中，還有著昇華為具有形上

道德意義的層次，那是不可忽略的。正如心齋在《幽夢影》中所言：「立品

須法乎宋人之道學，涉世須參以晉代之風流」，不要忘了張潮終究是以儒者

自居，不要過度強調其「風流」的面向，將其塑造為魏晉風格的人物，而忽

略了山來文字與思想中的「道學」面向；他只是以不同於宋明理學的修身工

夫來體現其人倫天道罷了！我們不該忽略其「以美啟真」、「以美啟善」83

的進路，不應該將其論述單純視為放鬆身心的生活美學，而應視為足以顯發

透過真情、美感、閒趣開展修身與道德的面向，使其論述由平面的美感書

寫，開展出一套由「血氣情感」到「情的本體」、自「優美」到「壯美」、

從「閒心情」到「閑工夫」的立體圖像。 

 

 

 

 

 

 

 

                                                      
83 參李澤厚：《波齋新說》（香港：天地圖書，1999年），頁 14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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