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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嘗論漢與魏晉學術之區別，言漢為儒學經學化、儒學神

學化，使本為諸子之一的儒學，一變為聖賢不刊之論，配合

獨尊儒術之詔，所有政策的制定皆本之儒經，儒學儼然成為

經世之學；且設立五經博士，一時讀經、傳經、解經，乃成

學術之主流。然學者務於章句訓詁，且受限家法師法，未能

自由發揮新義。及至漢末以降，諸子復興，加上群雄競起，

求才孔殷，桀驁跖弛之輩，乘時而起，因思想靈通，勇於突

破傳統，蔚成一股清新簡易之新學風。此時莊、老道家自然

無為之說，逐漸掩過滯重之禮教，士人掙脫「比德」之枷

鎖，轉以「暢情寄意」為歸趨。而講「人副天數」的「天人

感應」說，及穿鑿附會、荒誕不經之讖緯之學，也因經不起

理性的質疑而被唾棄，漸變為形上本體之研尋。至於章句之

繁瑣，使學者皓首不能窮一經，呈現無法因應現實之窘態，

故博通眾經，已成潮流，「會通大義」以批判陳言，乃當時

學術之特色。憑著夙慧天成，竟能標立宗旨，別創新解，是

以百家紛陳，眾理蠭出。

由正始時期何晏、王弼等扇起的清談之風，揭舉「自以

為極」的「勝理」，於公開談座上，往返折辯，更相覆疏，

辭理交至，以暢其義，以自由議論之風，帶動由儒經轉向

「三玄」的新思維，透過有無、本末、體用、一多、動靜之

辨，溝通儒、道，孕育許多文化之新命題，在辨名析理中，

強化邏輯分析能力，使「論」體成熟，形上思維獲得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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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發展。且不停留於此，更能翻上一層，超越現實界的對

立，由契悟有無之間，進而遊於泰志適情之境，以臻忘言忘

知，妙契環中。

因學術重點之由經學漸向玄學挪移，使「經生文士」之

規行矩步、抱持禮教，不能與時俱進之輩，顯得迂腐可厭。

於是崇尚自然，慕通貴達的「名士」，便躍上時代的舞臺，

以「風流」之姿顯其清逸之氣，於自在適性，鍾情賞美中，

展現風華；且鶩奇尚異，言語詼諧捷敏，行為任誕不拘，詩

文則貴意在言外，頗多諷諭。當大一統的「群體」規範式

微，士人遂應之以回歸自我、與變升降，以張揚個性為「通

脫」。凡此，尤見於時空異變中，士人或超拔世塵、嚮慕隱

逸，以「出世」為得計；或行止務求絕出流輩，卓爾獨立，

各擅勝場，自成「領域」，極其生動，令人目不暇給。

故吾人檢視魏晉學術之新變，可由為學認知方法的改變

見之。蓋魏晉學術文化思潮的重大議題為「經學玄學化」、

「佛學玄學化」，及士人身分的蛻變。經學玄學化在溝通儒

道，佛學玄學化在順利引進佛學，以成中國文化的一環，而

士人身分則由恣談縱辯，遊於仕隱之間，盛行品藻、識鑒、

賞美為能事見之。其在學術流變的過程中，常見詮解經典時

注入新義，扭轉本經，證成己說；或自作子書，立言興論，

明標新理，此皆憑乎慧識及新的研究方法，故相應於認知領

域，則有集解、達解、通解、隱解、慧解、略解、術解、義

解、開解、實解、神解、不求甚解等目，故本書以〈由知解

到玄解〉為首篇，綜覽魏晉之「知解」，梳理其由客觀現

象之「辨名析理」，一轉為「會心神悟」、「雙遣有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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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解」之境界論，以此來圖解此期之學術、文化、士人習

氣等新貌，則此篇實籠罩諸論題，可稱為「開宗明義」章。

進而展開此理路之落實於生活的各層面，如名士之「反

正作奇」，以至離性失常，以不遜無禮者為「達」。檢視魏

晉時期之史料文獻，時時出現「裸袒箕踞」、「土木形骸」

之記載，尤其東晉之後，務實之士鑑於西晉之亡，在反省的

聲浪中，對崇尚玄虛、不遵禮法之士，每口誅筆伐，揭舉其

陋行，視此奇言怪行之歪風，為亡國之徵。然夷考魏晉易代

以下，世衰道喪，士人為避禍遠害、保全身家，每以頹廢之

行以「自晦」，如服食「寒食散」、縱酒荒恣，當藥、酒作

用發散後，遂多誕行。又當時老莊自然思想流行，在回歸自

我之訴求下惑溺於情，而喜賣弄情采、揮灑聲光，以顯一己

之獨特；同時也嘲諷虛偽禮法，鄙夷權奸。況胡漢雜居，胡

風流衍，及仙道符籙房中之術暢行，更助長歪風。而高門貴

勢，壟斷政治經濟利益，生活侈靡，享樂宴佚，聲色犬馬，

無所不用其極，在「適性逍遙」之思潮漸靡人心之際，普扇

頹風。

今伸入玄意，從事功與浮華、禮教與自然、反社會或親

社會、是非與美醜、群體與個人、高雅與庸俗、率真與偽

飾、文與質幾個面向，論述其價值之兩棲性。又從現代美學

之論「荒誕」、論「醜」、論「異」及「身體觀」，以暢敘

此令人耳目一新的驚俗駭世之舉。然也以其「異」，不落機

括，而具有身體展演的語義密度，使此種忽「防」遺「制」

之行，不只停留於「方外」的乘虛蹈空，而有更積極、更嚴

肅的訴求，以其正有以反制不合理、虛偽，逼人省思時代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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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對人性的扭曲。然此「刻意」的肆欲之行，實難逃生命落

荒之譏，祇可稱之為「荒樂」，但也有還原人之自然「本

質」的曲致。

魏晉名士具玄心、深情，喜交遊，其有性情相投，則相

對欣然，千里命駕，著「忘言之契」。交友的活動有相攜遊

浪山水，有彌日累夜之清談、飲酒，或詩文之酬答，或政途

上之互相聲援，門第中的相濡以沫；或語言之調嘲，或嘯詠

相和，或祓禊之附庸風雅，凡有會意，則結金蘭之交。而一

旦志乖意索，則割席分座，公然絕交。從漢末以來，「論

交」成了當時嚴肅的議題，一時如浮華交、正交、譴交、廣

交、齊交、神交、勢交、財交、賄交、素交、雅交、俗交、

拒交、絕交、方外交、狎交、至交、嚴交、解交、擇交、談

交、窮交、量交、名流交、僧道交、鄉里交、布衣交、暱

交、金石交等有關交友的名目紛紛出現，甚見其重視友倫。

時阮武即指交游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

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

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

穆之道，長爭訟之源。」此責事交遊、馳名聲，專以鳩合

為務者之華而不實，以其沽名釣譽、黨同伐異，造成混淆

真偽、欺蒙虛實的結果。王昶〈家誡〉亦指其「背本逐末，

以陷浮華，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

之患」。凡此皆因惑於當時之譽，昧於目前之利者，故高門

貴族為維持門第，尤謹慎於交友。然當時士人面臨易代生死

亂危之衝擊，面對茫茫前程，每生千古窮愁的孤獨感，此時

渴求知音格外迫切。良以郢質難求，高契難期，故交遊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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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鑒審擇格外重要，否則始合終乖而「絕交」，實天地之

憾事。魏晉士人每以情意論交，又可稱為「方外交」，此殆

如《莊子．大宗師》所言之「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

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吾人稱之為「神交意契」，

以其正反映「忘言遺寄」之時代精神。

而南朝劉峻〈廣絕交論〉，標榜「素交」，撻伐「利

交」，利交乃如商賈之揆利，凡有利則熱絡，無利則棄之，

劉峻感於任昉生前多提攜才俊，然死後兒子孤窮無援，痛世

態炎涼，乃論利交所生之釁，以為世之論交者誡。〈劉峻

傳〉言峻乃漢王室之後，篤志好學，博覽群書，文藻秀出，

然以率性，不隨眾浮沉，又以耿介不逢迎，故一生蕭索，遂

多嫉世之語，從其作〈辨命論〉可探其胸有孤憤。而〈廣絕

交論〉則嘲諷勢利之徒有悖於儒家之「道義交」與道家「情

意交」，因以絕交當世。劉峻作《世說注》廣引群籍，糾補

《世說》之謬缺，並訓疏及考異，誠《世說》之功臣，甚見

其才學功底；然仕宦不遇，故所作之文，多悲憤交集，故吾

人推〈廣絕交論〉既以諷世，亦以自悼。而因劉孝綽〈與諸

弟書〉中有到洽、到溉兄弟未能存恤任昉子之言，遂使李善

注直指〈廣絕交論〉乃指斥到氏者。經仔細追蹤，始知劉峻

以未得賞拔而淪落，遂假任昉之事，迂迴地諷刺梁武嫉才。

配合〈運命論〉之夷神委命，及〈山棲志〉之疏離宦志，此

由憤世嫉俗到遺世獨立，實乃古代碩學者超克坎坷命遇之良

方。

由於貴族門第重門風家教，文化素養高，且有餘力從事

文藝活動，如恣意於清談玄言、陶冶於書畫琴棋；又寄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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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遊覽名勝，觀采人物風姿，熱衷詩文酬唱，藻飾文華；

沾溉玄風，心尚清遠，涵養玄思，遂得在「應目會心」之

際，含孕審美之情懷，且條理出許多藝術思維。如顧愷之從

人物畫中體悟「遷想妙得」、「傳神寫照」、「晤對通神」等

「傳神」美學，特能映現出畫中人物的豐富生命力，喚醒人

的靈思妙想。為了暢神，透過藝術加工或背影烘托法，以增

加審美意蘊。在創作心靈的通感方面，宗炳有所謂「澄懷味

象」、「澄懷觀道」、「質有趨靈」、「含道映物」等命題，

當心靈之淨化、朗徹，乃能智照、玄覽，以其契道而無時空

之障隔。且情景交融、物我為一時，應會感神，神超理得；

移情凝想，靈思直向無垠之境奔逸，而心舒神釋，獲無盡之

美。此與顧愷之「晤對通神」之藉眼睛所凝矚之物，回映主

體之心術、雅俗；及「遷想妙得」之隱顯互見、虛實相生，

借靈思創造，心遊目想，活潑機趣，深化意境，以達氣韻生

動者，皆可會通交輝。凡此審美之思維，亦與「寄言出意」

之旨貼合。

而特別能反映時代思潮的敏感議題為「無君論」，「無

君論」於魏晉可牽連於「有／無」之辯、「自然／名教」之

爭、「暢玄／反玄」之互訾、「體制／反體制」之對諍，也

是「任達士／禮法士」的相詆。蓋亂離之世，生民多艱，除

興「無君」思想，還表現為鄙視禮法的誕行。凡不守禮制、

嚮往自由者，大都有無君的傾向；相對的，反玄務實之士則

主有君。「無君」論之論基，大多取自莊子，經阮籍、嵇康

之重新喚起，到鮑敬言達於圓熟。今還原其理論，首先摧毀

「君權神授」，揭露君主統治乃出於強欺弱、眾暴寡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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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強調人類天生平等，無上下尊卑之別；又歷舉暴政之邪

惡，乃敲剝人民骨髓，陷人民於水深火熱的罪魁；轉而撻伐

禮法文俗之士之為虎作倀，造論以合理化專制統治，此實名

教之罪人；有志之士，因不願與豺狼同路，遂疏離政治，歸

隱山林，甚至出家，不接受統治；又歌頌上古無君時代之美

好，嚮往群生得意、怡然自樂之景象。「無君」的時代已不

可復回，其所以重提之，正見思想之解放，遁離現實體制，

可視為超世拔俗的高蹈思想，它既是論辯的議題，也啟人省

思，合「以無全有」之玄旨。

魏晉以「有無」、「形神」、「才性」、「聲情」、「逍

遙」、「情禮」、「言意之辨」、「自然名教」、「空有」、

「公私」等為「辨名析理」的主題，從王弼「忘言得意」

之論，嵇康標「出位」之思，向秀、郭象「隱解」莊子，

採「寄」言「出」意之方法，及般若學之講「本末等爾」、

「有無均淨」，到顧愷之顯「寫照傳神」之概念，頓使一代

學術思想，充滿蓬勃之氣象，新義時出，突出傳統思維。

在「暢玄」的時代氛圍中，士人之言、行或文章，多因越

「位」逾「格」而得以馳騁靈思，獨闢蹊徑。其發言則妙語

解頤，話中有話；於行則存「禮豈為吾輩而設」，恣肆一

己之真性流露，縱意所如，不在乎他人眼光，甚至因不屑禮

教而故作怪態，以達嘲弄之目的；也因浸洳莊、老，生命感

十分豐富，遂高標自我，敏於觀照世變，善於取譬以批判現

實。其內心有不平處，乃出以不經之文，或直斥、或隱諷，

或故作慢戲以託意氣，自我解嘲。文雖鄙俗，卻十分辛辣，

此所謂「意翻空而易奇」者。今檢視史傳所載，追蹤當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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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津津樂道之奇言、奇行、奇文，在抵掌稱妙之際，當深

入體會其詼諧與嘲詆之性質，此具備《世說》之「排調」與

「輕詆」之況味者，頗有殊勝處。而結合政治、社會、士風

民情、思潮、信仰、修辭美學等以解讀之，庶幾展現魏晉文

化特殊現象之一環，蓋「諧謔」現象正可視為一種「恣情越

禮」之行，在顯智露才、唐突叛逆之餘，也襯托士人之矜奇

好勝，勇於突破謹重拘束之形象，而以自由通脫為尚，充滿

機趣。

從《昭明文選》選文之標目，可以確立文類屬性、釐

清文學流變，並掌握重要的作家及作品，且從其卷帙次序

間也可偵知一些訊息。《昭明文選》二十二卷，除收「招

隱」、「反招隱」之詩作外，還與「遊覽詩」合卷，實已點

出「隱」與「遊」之關係密切，二體的共同點乃皆有敘景，

但取象卻有虛實之別，內涵也各有所重。而同是山水，又有

「遊覽」與「行旅」之分，謝靈運寫景之作，即分布在「遊

覽」與「行旅」二類中，以其工於綺麗山川的點染，故允推

為山水詩之巨擘。而二十一卷末為「遊仙」詩，更使仙、

隱、遊連結。

緣東晉偏安江南，老莊思想深入人心，加上佛教與仙道

之傳播、衍盛，蔚成回歸自然、逍遙山水之風潮，一時神遊

仙鄉、棲隱林澤、登臨岩壑之風瀰漫。按西漢淮南小山有

〈招隱士〉，鋪寫深山野居之險惡，故召喚隱者出山；反觀

魏晉之「招隱詩」，卻極寫林岫之美，以招人歸隱。而王康

琚作〈反招隱詩〉，乃視僻地野居之小隱未得自然之和，為

激矯之行，故勸人各循其性分，入世隨俗，以「朝」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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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之所，這一翻轉，乃呼應著慕道尚雅的時代背景。因當

時貴勢假「無心順有」、「跡冥圓融」之「朝隱」說，得借

優裕之生活條件，恣情流觀江南風物之美，真正達到人與自

然景物相翕闢。在尋幽探勝中，發現許多奇秀之景點，文士

更刻意模山範水，經營藻采，凡此都促成山水、遊覽詩之成

熟。況世家大族多信天師道，也助長深入岩崖幽谷，以採藥

煉丹，或行呼噏吐納；而佛門高僧，選連峯清流之佳勝處，

立精舍、築寺院，都帶動仙、隱、遊融為一體之面貌。即

「遊覽詩」中含有隱意及飄飄欲仙之氣；而「隱逸詩」中也

巧構佳景、志概凌雲。「遊仙詩」之仙界描寫實即人間之美

勝處，僧、仙與隱同為逃世高蹈者，僧、仙、隱及高門貴族

之沉迷於風景，發現山水之靈秀，更樂遊其中，以快其志，

使仙、隱、遊相融相入。透過《文選》之選詩以證成三者之

關聯，因「憂」而企於「仙」，仙不可得而淪於「隱」，由

「隱」而「遊」，而遊後陶醉、眷戀於美景，且感悟生命之

消息，遂益深「隱」意，或浮現乘化飛昇之想。透過駐足取

景之角度及作者心境的移轉，也可檢別其同中之異、異中之

同。而仙、隱、遊皆是「塵外高蹈」之思的落實。

曹魏齊王芳「正始」年間，曹爽專權，重用浮華之士，

對內借推動新政及對外發動伐蜀之戰爭，欲以樹立聲威，陰

奪司馬懿之權，頓使政治氣氛變得詭譎。士人處政爭漩渦

中，不得不各擇其主，或曹或司馬，與世浮沉。而學術方面

亦呈現新變，世所豔稱的「正始之音」，正是指何晏、王

弼、夏侯玄等名士所主持的大型談座，自由議論，辨正然

否，在主客豎義攻防中，摩擦出智慧的火花，一時名理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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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繼推出，深深的影響知識份子的思維。尤其莊、老思想自

漢末以下，逐漸衍盛，溝通儒道成了當時學術之最核心議

題，何晏集解《論語》、王弼注《易》、為《論語》釋疑，

多援道入儒，並賦予聖人「體無」、「有情無累」之新義。

管輅躬逢此學術的鉅大轉折期，仍沿循漢代象數易的軌

跡，益以陰陽、方伎，而自成「數術易」一系。以其精於

《易》占及相應之理論，援之與正始玄談界之精英，如何

晏、鄧颺、裴徽、鍾毓等對辯，又與方鎮牧守辯陰陽之道，

甚得時譽。而世之論清談者，多忽略管輅談辭如雲之表現，

也未能正視其所談的《易》「義」及「術數」之「理」，遂

流失此脈絡之學術系譜。同時，管輅處易代政爭慘烈時，能

以《易》道持身，規過勸善，蹈禮循節，故為諸方勢力所尊

迎，此見其兼具才學與慧識。而對其「祕術」，乃定位為神

道設教，足以袪禍導迷，澄定人心，故有輔教之功。透過解

析管辰所作〈管輅別傳〉對管輅一生學術之總結，兼論《三

國志．方伎傳》、《世說．術解篇》及《晉書．藝術傳》之

精義，得見「術數」之精微。同時，可觀參天人之方術，以

「得數得神」為宗旨，遂得以全身於亂世，實尤見其「退藏

於密」之「玄智」。

而由於一些守經信古、不知變通的「迂儒」，見任道狂

放之輩，每攘臂奮袖，口誅筆伐，視其為損綱敗紀、亂群惑

眾之蠹。更有針對阮籍任誕之行，欲從理論上使其一招斃命

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伏義，其〈與阮嗣宗書〉可視為聲

討虛誕的檄文。以其咄咄逼人，難以招架，阮籍遂採迂迴轉

進法，僅以燕雀安知鴻鵠之志一語帶過。然經此反向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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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遂撰述〈大人先生傳〉、〈達莊論〉、〈清思賦〉等

名作，冷嘲熱諷，間接抑制了禮法之士的挑釁。重視此伏、

阮的互動，始得深入照察魏晉「自然」與「名教」之爭的底

蘊。

魏晉士人善於推類辨物、設論造說，勇於突破常理常

論，另標新理，其標題或命義都帶著顛覆性，故閃爍著奇光

異采。以思想解放，故傲然獨得，於言於行，都能一新耳

目，引領學術的蓬勃發展。緣吾人向來結合「玄理」與「玄

風」以說「魏晉學」，使玄學因在當時政治、社會、文化及

士人風習的新異多采的表現中，更加昭顯玄理之抽象思辨

影響深遠，以其「涉玄」而「生新」，蓋涉玄而涵蘊睿思穎

義，落實於生活層面，自然充滿別趣別裁，此時最能激發創

造之動機，從而拓延無限的機趣，足以彌縫補闕，最能啟人

思致。

《世說．文學》76記載：「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

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

輒覺神超形越。』」阮孚談郭璞〈幽思篇〉之詩句，敘林水

之清悠，即興超越凡塵之感。此感乃從體悟天道而來，蓋寒

暑代往，盈虛消息，瞬息萬變，人寄身遼廓虛寂之宇宙間，

殆若毫末，面對莊嚴之大自然，則物情之是非、遭際的順

逆，實微不足道，於是有高蹈之思、豁達之情。以所論諸篇

都不出「神超形越」之玄旨，故吾人遂援之為書名焉。

本書各篇皆立基於文獻，進而以歷史批評法抉其時代

義，再深入分析其內容，演繹其新義，出入穿梭，兼顧社會

外緣與內在理路，在多元的解讀中，觸類旁通，使讀者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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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而得沾溉「六朝風物」之美。從各議題所傳達的豐富

概念，足以擴展視域，使靈思摶扶搖而凌霄漢。誠如謝靈

運詩所言「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欲解「六朝情」，

「意」愜則「理」無違，故凝神覽視，感物興思，借浮想每

能讓心靈導引至綺麗的國度，而陶醉於緜邈的韻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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