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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摘要

本計劃是本人累積近二十年來對魏晉玄學教學與研究的具體
成果《兩漢魏晉哲學史》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後續性研究計
劃。該計劃也是本人在先前完成魏晉人物美學、音樂美學、
書法美學、繪畫美學、文學理論、飲酒美學後的新的「玄學
與美學」之課題。本文擬由山水的人文情懷，亦即山水的人
化和人化的山水；山水的自然形式美；山水美的內在本真，
亦即魏晉玄學中的「道」、「氣」和自然萬象之相互關係此三
大面向來進行魏晉山水美學的玄學解讀。

關鍵詞：魏晉玄學、氣、道、山水美學、王弼、嵇康、老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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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自古以來常將山水，包括生長其間的草木、鳥獸、魚花，呈現在自然景象
中的日、月、風、雲、奇石…等，視為饒富審美欣趣的美感對象。例如：早在中國
第一本詩歌集《詩經》〈小雅‧節南山〉有言：「節彼南山，維石岩岩」。又如《楚辭》
〈九歌‧湘夫人〉亦頌美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漢代的大賦描述讚
美山水之美處頗為豐富，魏晉以來對山水之美深情品賞，生動感人的詩畫更是方興
未艾，至今風韻猶存。以山水詩而言，我們不難在魏晉名士如阮籍、嵇康，文士如
王羲之、陶淵明、謝靈運等人的詩作中頻頻出現。若與山水畫相關的畫論觀之，東
晉的顧愷之，晉宋之際的宗柄留下了深刻雋永，發人省思的論述。再從中國繪畫的
傳統分類法所分的人物、山水、花鳥三項畫科而言，中國山水畫出現在戰國之前，
滋育於東晉，確立在南北朝。山水畫成為繪畫的主題係興盛於隋唐，發展於宋元，
於元、明、清三代則成了中國繪畫藝術的主流。對魏晉文學與哲學熟悉的人，眾所
周知的是不管名士或文士皆鍾情於山水的悠遊，徜徉在山水所構成的綺麗風景中，
心曠神怡，有不同的品賞和感懷，吟寫多端且不絕如縷。美學，簡言之，即探討美
及美感所以然的普遍之理。從美學的視角對山水美或山水美感提問的問題為「山水
何以是美？又何以能產生美感呢？」歷來美學學者對此問題所獲致的解釋可總括為
三種說法：一為社會美，亦即自然的人化及人化的自然；二為自然美；三為以山水
之社會美及自然美為觀念所反映出來的山水藝術美，亦即以山水為題材的詩、畫、
音樂、雕刻…等藝術創作品1。本文擬由山水的人文情懷，亦即山水的人化和人化的
山水；山水的自然形式美；山水美的內在本真，亦即魏晉玄學中的「道」、「氣」和
自然萬象之相互關係此三大面向來進行魏晉山水美學的玄學解讀。

研究目的

本計劃是本人累積近二十年來對魏晉玄學教學與研究的具體成果《兩漢魏晉哲
學史》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後續性研究計劃。該計劃也是本人在先前完成魏晉人物
美學、音樂美學、書法美學、繪畫美學、文學理論、飲酒美學後的新的「玄學與美
學」之課題。所擬計劃之進行步驟是先蒐集相關文獻，進而解讀文獻、參考兩岸學
者既有的研究成果，立基於王弼的玄學理論及輔佐以嵇康、郭象的玄論。在範疇上，
以審美對象所由生成的「道」，透過「氣」如何化生自然萬象的宇宙發生論、人與
道、氣、萬物的關係，形神交感的審美活動歷程與境界、人之審美情操與山水美景
的交融等三大範疇的分別研究及相互聯繫的互動關係，期能在玄學與美學的領域中
拓展出以玄學理論及美學架構下新的課題及研究成果。

研究方法

1 請參閱伍蠡甫編《山水與美學》論文集，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台北：丹青圖書公司，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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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採取魏晉玄學內在理論的進路，以王弼的玄學理論為主要架構，嵇康、郭
象為輔。在前人徐復觀、牟宗三、朱光潛、宗白華、劉綱紀、葉朗等人的基礎下，
再兼取台灣玄學學者戴璉璋、陳鼓應、林麗真、江建俊、莊耀朗…等人的既有研究
成果，分別由三個面向進行研究：1.依王弼玄學基本理論：有生於無、以無全有、
以有顯無、玄通有無的理脈，探討「道」、「氣」與自然萬象的生成關係。「氣」
為生成萬物的宇宙元素，氣化萬殊使自然萬象產生多樣而豐富的美景，特別是山水
之不同美感特質。再由道對氣的運行規律說明萬象的差異間又相互聯繫和互補映，
進而詮解山水相涵相互襯托而產生氣韻生動的整體美。本人曾發表過〈王弼玄學與
顧愷之的人物畫論〉深受陳鼓應等人的肯定，使本人更有信心以王弼的玄學理論模
式來賞析魏晉的美學。2.道、氣與人的性命之縱貫關係之釐清，以及形神互動的原
理之究明，期能對審美主體的審美感官與心靈的分別作用及融合的審美意識作層層
的辨解，同時透過嵇康〈養生論〉的形神相親及以神導形說，探究虛靜心之修養對
淨化心靈，昇華出審美心靈的作用所在。3.透過嵇康「遊心太默（玄）」及郭象「寄
言出意」的玄學方法闡明情景交融的意義美及意境美，這部分計劃要深入阮籍、嵇
康山水審美的詩文以資解說。

文獻探討

以阮籍為例，史書載他好讀書，也喜歡遊山玩水，數日忘返家。他常任意出遊，
「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他所以有這種行徑可理解為生活在污濁衰
亂的魏晉之世，人生對未來了無遠景，不禁感傷自己窮途暮日，無路可走。他曾登
武牢山，在山頂俯視京邑，觸景生情，一時興起而作一首豪傑詩，發出「登高望遠，
今古蒼茫」的感嘆。他的詩流傳至今共有八十七首，其中有八十五首都題名「詠懷」，
寄意深遠為其特色。鍾嶸在《詩品》中評論說：「《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
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我們可選一首「登高臨四
野」詩作來解說，該詩說：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
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
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
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
求仁自得仁，豈復嘆咨嗟。

阮籍自述登上高山，眺望四周，北邊可見到青色的山岩，回想過往歷史中盛衰興亡
的無常，不禁湧現出今古蒼茫的悲慨。在北邊青色的山崗上，可看到一片長得青蒼
的松樹和柏樹，遙望著陣陣鳴叫的飛鳥逝去。阮籍在這一情景中體會到什麼呢？葉
嘉瑩認為阮籍當時在心中所湧現的蒼茫之悲慨，其意境同唐朝杜牧所寫過詩句中的
「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登
樂遊原〉）所表露的心境非常相近。她詮釋「萬古銷沉向此中」之蘊意為：「當你看
到一隻飛鳥在天邊消失的時候，就會感到那千年萬世的萬古也都消磨了，也都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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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2因此，在相近似的心境下，阮籍在蒼茫無盡的青山上，由實際所見到的飛鳥
而意識到不知古往今來有多少飛鳥都類似這般在遼遠的視野中迅速飛逝。換言之，
阮籍由眼見的有形有限的青山與飛鳥，寄意深遠的對今古蒼茫的盛衰連連之串串史
事，湧現不容自已的悲慨。

魏晉名士的一項突出的人格特徵是「尙智兼鍾情」。他們不但有深邃的形上智慧，
更饒富人情味，「情之所鍾」的「情」係發自內心深刻的純真之情，情之所鍾貫通於
宇宙情、山水情與人間情。例如，《世說新語‧言語》第五十五條載述桓溫有次率軍
北征，途經舊日居住金城，目睹以前種植的柳樹已繁殖為十圍。他觸景生情，感嘆
時光流逝，景物改易，人事已非，深覺人生苦短而自己卻功業無成。兩相對比下，
他慨然曰：「木（柳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當下即「泫然淚下」真情感人。《世
說新語‧任誕》第四十二條載述桓伊每回聽到清歌，內心所蘊蓄的深情隨即被召喚
起共鳴而泉湧不已，連連慨歎世事無常，人活在幻變之流中情何以堪。謝安對此一
行為品評桓伊的生命情調是「一往有深情」。

就整體而言，尙智兼鍾情的魏晉名士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積澱了深厚的世道人心
之情愫。當他們親臨大自然懷抱中，對週遭的山水景物進行審美觀照時，在類比聯
想及觸景生情下，心中所積蓄的情思泉湧，其借景抒情的意境深遠，感人肺腑。要
言之，在他們的山水審美觀照中，百感交集，複雜而深邃的意識內涵及情思意境在
興物托志及類比移情的綿密聯想下，融入山水自然，使大自然的山水美感與心有千
千結的人文思緒化成一全幅的心情寫真。在見景生情，因物起興的人文與自然交融
下，產生強烈反差性的美醜之對比或美麗與哀愁的對比張力。如前面引述嵇康雙鸞
「戢翼太山崖。抗首嗽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這是令人
眼神一亮，多麼令人欽羨的良辰美景，大自然所奏出的美妙樂章，令人油然生起「逍
遙遊太清，攜手相追隨」的意境與至福。

魏晉士人崇尚老莊，雅好遊山玩水，已是普遍的社會風尚。竹林七賢竹林下的
聚遊已是千古美談，阮籍喜歡山水之遊，嵇康更是性喜山水自然之美，觀其贈秀才
入軍詩之十三：「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瀺灂，山鳥群飛，
駕言出遊，日夕忘歸。」他生動的描述了浩浩洪流躍動著萬千的氣勢，魚龍悠遊於
水聲中，山鳥歡悅地群飛在天際。他所以會「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意蘊著自己生
命對大自然生命的嚮往和契應。蓋山水的純真唯有透過純淨的心靈去感受接納這一
切，當人全神貫注於山水的審美之樂時，情景交融獲致渾然忘我的陶醉。因此，山
水審美的欣趣該是他美感心靈至足的享受了。《世說新語》載述顧愷之有一次從浙江
會稽回來，有人問他見到山水有何美？他回答說：「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
其上，若雲興霞蔚。」山水呈現了大自然的生氣蓬勃、草木盎然滋長。王羲之遊蘭
亭，在《蘭亭集‧序》中描述所見山水美景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其山水審
美的欣趣在「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晉宋之際的山水畫畫家宗炳一生多次
遊歷名山大川，他認為山水的自然美被人喜好的原因在於「暢神」。

王弼在詮解通行本《老子》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道」
與萬物生成關係時，將形上實體義的「無（道）」詮解為規律性的形上之理，確立了
規律性的「道」與自然萬象間的體用不離關係。王弼對萬物（有）與道（無）的表

2 見葉嘉瑩《阮籍詠懷詩講錄》頁九十三，台北：桂冠圖書公司，二○○○年二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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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性語言做了區別性的分別。他在〈老子指略〉說：「名也者，定彼者也；稱也者，
從謂者也。名生乎彼，彼出乎我。…名號生乎形狀，稱謂出乎涉求。」「名號」用來
表述具殊別性的感性特徵之具體存在者，例如：台北 101 大樓，名實之間要有對應
符合的符應關係。「稱謂」用來表述慕道者對形上的「道」所獲致的體悟之知，亦即
本體之知。他說可資以表詮道之存有狀態者有六種意蘊的稱謂詞，他提醒我們說：「然
則『道』、『玄』、『深』、『大』、『微』、『遠』之言，各有其義，來盡其極者也。」我
們可將王弼的這一基本玄理用來詮解山水及所涵萬象和「道」的關係。若立基於知
識論的角度，我們對山水及其萬象的概念知識之表述使用「名號」語，若從美感的
角度，則我們對山水及其萬象所煥發的「道」的無限玄妙之美，乃使用「稱謂」語
來表述。那麼，山水及其萬象與「道」有何雙向關係呢？山水由道所化生，是「道」
顯示於人的無限美感之作品，山水稟受了「道」所賦予的不可窮盡之物性。換言之，
道化生了山水，卻蘊藏於山水之中，成為山水恆常的本質，亦即山水的自然本性，「道」
透過山水及其所涵的自然萬象，自發性的煥發出無窮無盡的山水之姿色。山水的靜
態美深藏了「道」所賦予的奧秘的本真之性，亦即山水含蓄著自然的儀則，山水在
時間流動中所顯發的動態美，係因順本真之性而展現的自然情態。從王弼的玄理，
返「無」以「全有」，以「有」顯「無」，卻未能窮盡「無」的全幅內涵，玄同有無
為一整全的世界。因此，返回山水自然本性之根源「道」才足以保任完全山水的純
真。山水千姿百態的靜態美及千變萬化的動態美係開顯「道」的方式。「道」才是山
水所以美的存有根源。無形無限的「道」及有形有限的山水乃由本貫末，體用一源，
不可分割。因此，玄通山水與其宗主的「道」才是渾全的大自然本身。是之故，中
國山水畫的留白，表微了「道」的無形及其生生不息的生機和不可窮盡的奧妙。不
同的山水美景表現了玄美之美無盡的可能性。

結果與討論

山水審美是魏晉名士共同的雅興，尤其為東晉及晉宋之際的文人雅士所鍾愛，
蓋永嘉之亂後，世局丕變。西晉文士避難定居於以會稽為中心的浙東海邊地區。悠
遊於江南的山靈水秀之間，撫慰失落的心靈，啟迪逍遙自適的生命情調，是彼時文
人雅士託付精神，安頓生命最好的抉擇。

山水及其所涵的自然萬象之所以美，美在其具有千變萬化，多采多姿的自然物
性和所呈現出來的形象。其何以美的根源在化生山水且內蘊於山水的「道」，以及人
所稟受「道」而享有的靈性生命。人以美感心靈對山水審美有三層境界：第一層美
感是以物觀物，亦即就山水本身所具有獨特的形象來欣賞山水自然表象的形象美或
自然美。第二層是以我觀物，亦即在情景交融中貫注審美主體潛意識所蓄藏的豐富
而細膩的情感。這是人文與自然的交融，將自我生命的人文情懷，透過聯想和構思
的興、比作用移情投射於山水，使山水人化而帶有深刻人文內涵的美感。第三層是
以「道」玄覽山水之美，亦即澄懷含道地玄對山水而臻於暢神之美，例如，嵇康「目
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遊心太玄」這首詩中即山水的情發玄思而情趣化於
玄冥之境中，這是妙契道真的玄美境界。山水純真的自然美，人文化的山水美感及
人在隱默之知中妙契道真的玄美，此三重境界美未必是割裂獨立的，三者亦可能相
互滲透，相融相化，隨審美主體的不同心境而有不同的組合。總而言之，對魏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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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雅士而言，山水之美對他們有難以言喻的召喚力。他們對山水之美所回應的感召
也隨主觀心境和客觀情景的不同而有千絲萬縷的不同交織，產生難以窮盡的審美感
受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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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 95-2411-H-004-042-

計畫名稱 對魏晉玄學中的山水審美研究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曾春海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96 年 6 月 24 日～96 年 7 月 13 日

大陸地區

研究機構
武漢大學、陝西師大、西北大學、安徽大學

工作記要：

本人承蒙國科會惠准執行本人所申請的專題研究計畫「對魏晉玄學中的山水審美研究」

的移地研究計畫，於 96 年 6 月 23 日赴大陸進行資料蒐集、訪談、開會的交流之行。本人乘

便特地先到武漢大學參加國際中國哲學會議，在會議中提出一篇論文從魏晉玄學的養生論對

比《慢活》一書的要旨。《慢活》一書是法國作家卡爾‧歐諾黑（Carl Honoré）在 2004 年出

版的名著，該書被譯成 18 種語言。在台灣的中文譯本，1年內即創下 12 刷的佳績。本人曾

細讀該書，發現有許多精彩的論述與中國古代《老子》、《莊子》的經典智慧，以及魏晉玄學

家嵇康的〈養生論〉及中醫保健有許多不謀而合的觀點。本人在論文中以道家哲學，特別是

嵇康的養生論予以詮釋，且做了對比性的論述，突出兩者間的特色、差異及可相得益彰性的

互補處。拙文引起與會者的興趣，提出不少問題，使本人得知《慢活》書中所提出的養生之

道與道家可相互借鏡處不少，對當代工業化的緊張、快節奏的生活所造成的壓力及心理苦悶、

精神失常的文明病症，頗有啟示性的哲思。本人在這次會議中蒐集了會議論文數十篇，獲贈

中國哲學方面的專著 12 本，對今後的研究和教學有莫大的助益。會後，本人還赴武當山參訪

道教文化，再去隆中，參觀與魏晉時代有關的諸葛亮隱居、劉備三顧茅廬的古蹟地。

7月 1日，本人從武漢搭機赴西安與陝西師大及西北大學兩校從事中國哲學研究與教學

的學者們進行交流。西北大學中國思想研究所的方光華（該校副校長）、謝陽舉（道家哲學學

者）、陳俊民（陝西師大前副校長）、田文裳（《魏晉三大思潮》一書作者）、尤西林（美學學

者）、劉常智（中國哲學學者）等有過交流。本人報告了本人對魏晉美學的研究心路歷程，特

別是扼要陳述了本人對魏晉山水美學的研究心得，也獲得許多指教性的回應。有學者指出魏

人的審美態度有兩種形式，一是靜觀和體味人生，另一是把生活藝術化和審美化的實踐。山

水美感就是山水審美的生活實踐方式之一。有學者認為魏晉人遊山玩水的雅興，源於莊子「獨

於天地精神相往來」、「與天地並生，與萬物為一」的哲思和玄妙之美的體會，前者是體驗莊

子至人無待的逍遙境界，後者則是體驗莊子物我兩冥的美妙狀態。有學者則謂魏晉名士的山

水審美是玄學尚虛無、重曠遠、放達的生命意境實踐，旨在享有玄遠曠達的胸襟。更有的學

者指出，魏晉名士的山水審美旨在對自然美進行實存性的體驗，在魏晉時期，隨著老莊思想

的盛行，莊園的興起，山水自然之美，成為具玄思的名士們自覺的審美對象。同時，他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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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的精神自然狀態中安頓了自己的生命，這是出於他們對自然的深情，希望自己的靈魂與

自然永不分離，真正是忘情於山水。這些寶貴的看法對本人頗有啟發，值得再深思和開展其

中的蘊義。本人原想赴華山領會一下對山水勝境的感受，可惜在西安期間一直下雨，未能成

行。後來在市區的書城中訪書，選購到一些與我專題研究計畫有關的專書，也算是這趟的收

穫之一。

7月 7日，本人由西安搭機飛往安徽、合肥，安徽大學哲學系的退休老學者錢耕森及中

年學者史向前（專門研究嵇康）至機場迎接本人。本人選赴安徽的主要理由是中國哲學界，

當代最具美學研究貢獻和影響力的兩大學者，朱光潛及宗白華先生，皆是安徽人。安徽人民

出版社出版過這兩位先輩的美學著作全集。其中朱光潛的孫子宛小平（從母姓）任教安大哲

學系的美學課程。宗白華的美學在魏晉的玄美這課題上有重要的貢獻。同時，竹林玄學的思

想領袖嵇康出生於安徽銍縣。安大哲學系對本人熱情接待，副系主任王國良率史向前及在系

中教道家哲學的老師遠赴嵇康出身地銍縣做了兩天行程的田野考察。我們一行先至淮北市一

宿，隔天輾轉抵銍縣，考察當地的風土人情及生活文化。本人以前出版過《嵇康》專著，能

親臨嵇康的出身地真是百味交集。我們在銍縣縣政府的花園附近還看到了當地政府所石雕的

嵇康全身立像，我們留連良久，照相數張。再搭車赴渦陽尋訪文獻中所載述的嵇康墓。可惜

當地人沒有人能帶路，我們自行尋找不得，只看到國共徐蚌會戰時，八路軍陣亡將士的七里

葬塚。本人在與安大哲學系老師們，特別是專治嵇康的史向前教授相處數日，在晤談中得知

不少宗白華對魏晉美學的研究概況。他們咸認為魏晉的山水美學中滲透了名士們神超形越的

名士風度及玄遠幽深的自然玄祕奧意。本人還獲贈當期的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

第三期）學報首篇刊出朱光潛孫子宛小平的大作〈方東美與黑格爾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