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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哲學與藝術 
 

一個傑出的思潮由孕育到成長，必定先有偉大的理念作為先導（註 1），不

論是文學或繪畫亦是如此，也不論是東方或西方令人讚嘆的藝術作品產生更是思

想作為後盾的沈澱與累積。中國藝術中所表現自覺的人性，是一種群體的生命

感，是將自我融化於任何事物、環境之中，要求體驗畫境和作畫時候的精神狀態，

必須忘懷爾我，得自我之神融匯萬物之神，自我之心容納萬物之靈。因而中國畫

的眼光是一種俯瞰宇宙的眼光，它超越了小我的主觀地位和眼界，擺脫這種對立

態度，而是以積極參與，主動投入，並以充沛的想像力重新塑造一個生命力煥發

的世界，這種追根究底繪畫的理念就是所謂道的表現。對氣的描繪，老子謂：「道

生氣，氣生萬物」人與自然相通之處就在於氣的演化，一種生命的能力，落實於

繪畫裡，就是這種生命節奏和氣息的形象性表現（註2）。 

所以，中國繪畫所表現的最深心靈，既不是以世界作無盡的追求，彷徨不安，

而是表現一種深沈靜默與無限自然，無限的太空渾然融化，體合為一。中國人感

到這宇宙的深處是無形無色的虛空，而這虛空卻是萬物的根本，生生不已的創造

力。老、莊名之為〝道〞、為〝自然〞、為〝虛無〞，儒家名之為〝天〞。萬象皆從

空虛中來，向空虛中去，因此紙上的空白是中國畫真正的生機，在一片空白上隨

意放幾個人物，不知是人物在空間，還是空間因人物而有生命。人與空間已溶於

一體，俱是無盡無止的氣韻生動（註3）。 

藝術因哲學思想有了精神，有了生命，中國畫遵循老莊之學，有了「物我合

一」、「虛實相生」⋯等意境上的追求。藝術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必須表現宇宙的本

體和生命，只有這樣，藝術品本身才有生命力（註 4）。本章的主旨從老莊的思

想如何影響到繪畫和中國畫本身的內在風格與特色，以及空白、虛實、律動⋯等

問題探討。 

 

 

註1   沈以正，〈中國繪畫史講義〉，魏晉南北朝山水與人物繪畫發展剖析，頁27 

註2   王慶生，《繪畫－東西文化的衝撞》，台北：淑馨出版社，頁101 

註3   宗白華，《美學與意境》，台北：淑馨出版社，頁99－100 

註4   葉  朗，《中國美學史》，台北：文津出版社，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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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老莊思維的影響 

中國繪畫的起點是老子的哲學與美學，莊子進一步發揚老子的學說，演變、

蘊釀成為一門高深的學問。老子美學中最重要的思想核心就是「道」，道不僅產

生萬物，主宰萬物，同時也是「有」和「無」的統一，王弼〈老子注〉云：「天

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他把老子的「道」直接說成「無」，

並以「無」作為現象世界背後的本體。換句話說，在無形的「道」中包含著無窮

有形、無形的萬事萬物，因此，「道」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具有「惚恍」

的特徵。在老子第二十一章中曾提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

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老子這些話是在講「道」，但同時也可看作是對審美心理精采的描述。在審

美體驗中，藝術作品在我們心中所引起的廣泛聯想，確實是在一種「恍兮惚兮」

的狀態中看到許多不同的東西，可體會卻又不可言傳，無法用規定的模式加以限

制，只覺得「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因此「道」是屬於感覺範圍而又超出於

感覺的東西（註 5）。這種意境是由視覺的線條、色彩⋯所喚起，但又不是單憑

視覺就能感覺的到，它需要借助於人內心的想像、情感、思維諸多因素的觸發才

能體驗。這種經由我們內心所體驗到的美，顯然不同於對視覺藝術的單純感知，

從這一點來說，繪畫的美既是有形的，又是無形的，如同司空圖在《詩品》中提

到的「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象外之象」、「景外之

景」⋯，表達和創造出那種種可意會而不可言傳，難以形容卻動人心魂的情感、

韻味，進一步突出且發展老子美學抽象的哲理。嚴羽的《滄浪詩話》完全承接這

一美學趣味，更深入地接觸到藝術創作的美學規律，講求意趣，更重視藝術作品

中的空靈、含蓄、想像的美（註6）。所以一方面，「道」是屬於可感覺範圍的對

象，不是柏拉圖式的「理念」或黑格爾式的「絕對精神」；另一方面，「道」雖然

是屬於感覺範圍的對象，卻又是感官所不能感覺到的，也就是達到了一種超越對

繪畫的單純感知「大象無形」〈老子第四十一章〉的境界（註7）。 

   老子關於如何得「道」的種種說法，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滌除玄覽，能無疵 

 

 

註5   李澤厚，《中國美學史》，台北：里仁書局，頁235－236 

註6   李澤厚，《美的歷程》，台北：金楓出版社，頁204－205 

註7   同註5   頁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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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老子第十章〉：所謂「滌除」，是洗垢除塵的意思，也就是去除一切功利私慾。

所謂「玄覽」，是深觀遠照，既非一般的感覺，也非抽象的思考，而是一種理性

的直觀，如同嬰兒般的純真自然，也正是「滌除玄覽」所需要達到的精神狀態。

明代的李贄、袁宏道等人多次讚美赤子的天真，最符合審美的要求。十九世紀德

國美學家席勒指出：「甚至最偉大的天才在審美領域中也得放棄自己的高位，親

切地俯就兒童的理解。」從美學的角度來看，與老子第二十八章所謂「常德不離，

復歸於嬰兒」的說法是相同包含深刻的真理，（註 8）這也是石濤畫語錄一再強

調的 ”太樸”。 

老子的「滌除玄覽」哲學，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更被美學家們引用到文學藝

術的領域上。山水畫在六朝初萌芽時畫家宗炳繪一生所遊歷過的山川於壁上曰： 

「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遊，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這「道」就是實中之

虛，即實即虛的境界，而「澄懷」就是老子說的「滌除」，莊子說的「心齋」〈人

間世〉、「坐忘」〈大宗師〉，也就是虛靜空明的心境。 

宗炳之後，陸機、劉勰等也把老子「滌除玄覽」的思想引申到文學創作理。

陸機在《文賦》一開頭說：「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也就是說，進行

文學創作，首先要以虛靜觀照萬物的本體和生命，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篇〉

說：「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這是直接引用〈莊子‧

知北游〉中的話，強調虛靜對文學構思的重要性。（註 9）何晏、王弼作為魏晉

玄學的主流，以老子哲學中「有生於無」論點作為自己理論的根據，阮籍和嵇康

服膺於老莊之學，崇尚老子「自然純樸」的思想。宋明理學則將老子哲學融進各

學派中，論述宇宙本體，萬物變化等問題，（註10）郭熙《林泉高致》序言中就

說「少從道家之學，吐故納新，本遊方外…」。由此可知，中國的藝術，不論是

繪畫、文學，甚至戲劇、建築等，根本上就得追究到中國人的宇宙觀念、人文精

神，由老莊學說所演變出來的魏晉美學，它的真實內容與結果，乃是藝術性的生

活和藝術上的成就。歷史上的大畫家、文學家、理論家，他們所達到、把握的精

神領域，常不期而遇是老子思想所衍生出來的境界。 

 

 

註8   同註5   頁237 

註9   同註4   頁27 

註10  朱康有，《老子》，香港：中華書局，頁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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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子之後，莊子進一步發展老子的美學思想，把包含在老子哲學中，但還

處於潛在或萌芽狀態的美學思想充份地加以展開。老子是道家美學的開創者，莊

子則是道家美學的完成者，是整個道家美學的最重要代表，並經由莊子的發展，

形成儒道兩家美學對峙的局面，成為中國美學的兩大潮流。 

莊子處處力求「道」的哲理來論證生活和精神不為外物所束縛，把人類放到

整個無限的宇宙去加以觀察，強調「與天地並生，與萬物為一」的地位〈齊物論〉，

並認為這種境界是最高的美，又從另一方面顯示莊子美學的重要特徵是追求著一

種超出有限狹隘現實範圍的廣闊的美，從莊子〈秋水篇〉中河伯與北海若的對話，

即可知這無限之美遠遠高於有限事物的美。莊子對無限之美的肯定和讚頌給了中

華民族的審美意識和中國藝術發展極為深遠的影響。屈原和漢代的賦，唐宋的李

白、杜甫、韓愈、蘇軾的詩和文，張旭、懷素的書法，都有著莊子所提到那種「磅 

礡萬物」、「揮斥八極」〈田子方〉的氣勢和力量，直接間接地受到了莊子美學的

影響。所以審美的境界即是物我一體，「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 

而要如何達到這種境界呢？只要對人世的是非得失採取超功利的態度，那麼

物與我就能達到統一，我就會達到一種「物化」的狀態，得到精神的自由和美。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大宗師〉。莊子

為人所知的莊周夢蝶，就是最好說明這種「若化為物」的審美態度（註11），宋

代大文豪蘇東坡的朋友文與可，畫竹時已達到「其身與竹化」的程度，作為藝術

家的人已隱然不見，他就是竹，竹就是他。（註12）物我合一，不知誰是竹，誰

是人，蘇東坡在「書晁補之所藏文與可畫竹」一詩寫道： 

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 

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如此凝神。 

許多偉大的藝術傑作，也常常使我們感受到如此的境界，如莎士比亞的戲

劇，歌德的《浮士德》，貝多芬的交響樂，羅丹的雕塑⋯⋯呈現藝術家情懷不可

分割地深刻遇合之中。李普斯從心理學的立場說明觀賞藝術的體驗，而認為「把

所有於心的雜多東西，將其統一於全體之中，這是心的本性。」所以心是一，同

時也是多，藉此說明藝術多樣的統一，他又說：「⋯⋯演技台上的演技者和在 

 

 

註11  同註5   頁273－289 

註12  余秋雨，《藝術創造工程》，台北：允晨文化，頁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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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台上的自己之間區別，已經沒有了⋯⋯自己再也體驗不到對立，而是體驗到完

全地統一。」而當觀賞藝術時，隨自己之感情移向對象，自己與對象，即不復感

到有任何距離並成為主客合一的狀態。莊子在心齋的地方（之前提到，即是老子

所說的滌除玄覽）呈現出的「一」，實即藝術精神主客兩忘的境界，莊子稱此一

境界為「物化」，或「物忘」。這是由喪我、忘我而必然演化出的境界。〈齋物論〉

中提到「此之謂物化」，所謂物化，是自己隨物而化，如前面說到莊周夢蝶，若

莊周夢蝶仍然知道自己本來是莊周，則必生計較、計議之心，便很難「自喻適志」，

因為「不知周」，所以當下的蝴蝶，即是他的一切。主客冥合為一而自喻適老，

此時與環境、與世界得到融合、自由，這也是莊子所謂「和」，所謂「遊」，而在

體驗中最有關鍵的是藉此故事中由忘知而來的兩「不知」，此兩不知，實際上就

是前面提到「忘我」、「喪我」、「物化」的精神狀態。 

當一個人因忘己而隨物而化時，物化之物，也即是存在的一切。更深切的說，

物化後的知覺，便自然是孤立化的知覺，莊周把自己整個生命因物化而來的全盤

美化、藝術化歷程、實境，借此夢呈現於世人；這是他藝術性現身說法實例，也

是「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的生命。（註13） 

從中國繪畫的發展歷程而言，顧愷之的〈畫雲台山記〉算是正式建立山水畫

的基本理論。不過，他所關注到的只是畫面的空間結構，至於超越表現技法，而

昇華到審美主體心靈創造活動應該居什麼樣的地位，終於達到「物我合一」的最

高境界？必須到南朝劉宋時代的宗炳與王微才開始有精確的描述。宗炳在〈畫山

水序〉中所謂「萬趣融其神思」，王微在〈敘畫〉中所謂「本乎形者融靈，而動

變心」，已明白地揭示山水畫基本上是一種「物我合一」的審美活動。審美主體

的情思如何與客觀的物象交融為一？自魏晉以後，就一直是詩歌美學上極主要的

課題。其後，唐代司空圖提出「思與境偕」，確立「情景交融」的美學觀念，以

至王國維〈人間詞話〉，「物我合一」、「情景交融」始終就是批評家們不斷探究的 

主要美學觀。 

「物我合一」落實於山水畫或抒情詩、山水詩，都是最根本的美學觀念。其

實，不論是畫論家或詩論家，他們所要追究的應該是相同的問題：假如藝術的創

造是通過主體的心靈去呈現自然宇宙的諸相，那麼物我之間最完滿的關係應該如 

 

 

註13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學生書局，頁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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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這一問題，並不只是藝術創造的問題，而是中國人的宇宙觀問題。一切人文

活動所涉及「物我合一」的美學觀念，都從這基本的文化思想所衍生而來。因此，

要明白宗炳、王微、劉勰、鍾嶸、司空圖、王夫之、王國維等人所謂「物我合一」

的美學觀念，根本上就得追究中國人的宇宙觀念。而在這個問題上，道家無疑地

處於最根源的位置（註14）。 

老子以「無為」論「人自然化」，莊子更主張無知─去除形軀感知及意念造

作，使心進入虛境而見道，以論「人自然化」。依新儒家牟宗三先生之見解乃道

家「智的直覺」的理境，這便是人心的自然化，此時心歸於道，於道境中所見的

一切便是各物在其自己，亦見物我同源，無分主客及彼此，而並存在虛靜之道境

中。在此無知之知之寂照下，亦可謂萬物創生了（註15）。 

道家的超越精神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傳統藝術，使眾多的藝術家超越人工而追

求天真，超越形象而追求押韻，超越物我而追求大通，其藝術創作必然反映了他

們自由的靈魂與虛靜的心境，從而產生出「自然」、「逸品」等上乘之作（註16）。

莊子所要求的藝術創造，必須如造物者之「雕刻眾形而不為巧」〈大宗師〉，即巧

而忘其巧，創造更能完全合乎物的本質本性。這才是最高地藝術創造。但這也必

須通過精神與技巧的修養始能達到（註17）。 

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和機械文明帶來了人性的深刻異化，歐洲人產生鉅大的

精神失落感，人們對自己固有的文明產生深刻的疑問和反思；在他們看來，中國

道家精神是何等飄灑、自由、超越。相比之下，曾被認為落後的東方文化，反而

激起人們的嚮往之情。西方近代思想家中，叔本華是接受東方哲學影響最深的一

位。他曾激動不已地讚揚東方哲學，每一頁都展示深刻、根本性與崇高的思想。

叔本華吸收東方哲學創立自己唯意志主義學說，因而〝東方味〞極濃，他認為讓

全部精神力量賦予直覺，使自己完全沈浸在直覺中，並讓自己的整個意識充滿著

對當下自然客體的靜觀，在這種靜觀中，人〝在這客體中完全喪失自身，即忘卻

他自己的個性、意志，只作為純粹的主體⋯而繼續存在〞，這與道家的〝坐 

 

 

註14  顏崑陽等，《中國美學論集》，台北：南天書局，頁122 

註15  文潔華，《藝術自然與人文》，台北：允晨文化，頁122－123 

註16  沈清松等，《天心與人心：中西藝術體驗與詮釋》，台北：立緒文化，頁70 

註17  同註13   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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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是何等相似。（叔本華的這些哲學思想在尼采哲學中又進一步得到發展），尼

采有許多論點就與中國繪畫哲學基石──莊子，有相通之處，二者都有個性解放

的思想。莊子要求衝破種種外在規範，打通人與外在世界的隔離，在精神上與外

界交感融合，將自己提升到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境界，而尼采主張不斷地發揮

個體的無限潛能來提昇自己，這顯然與莊子是共通的。 

表現主義畫家傾心於叔本華和尼采，並不是偶然的。表現主義否認物體是眼

睛所看到的客觀事物，認為個體只不過是憑畫家視覺產生出來的形態，因而畫家

的任務不在於表現客觀物體本身，而在於表現因客觀物體刺激而引起畫家的主觀

激情，所以表現主義是在藝術上真正實踐叔本華、尼采哲學的畫派（註18）。一

個藝術家所呈現出的最高藝術精神，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藝術家

由此而成就藝術地作品，而莊子則由此成就藝術地人生。莊子所要求、所期待的

如實地說，只是人生自身的藝術化罷了。費夏認為：「觀念愈高，含的美愈多。

觀念的最高形式是人格，所以最高的藝術，是以最高人格為對象的東西。」費夏

所說的，即在莊子身上得到實際證明（註19）。 

總之，莊子提昇美感的地位，亦即超越形器、感性與人文層次，擺脫太過人

性的美學，一直上升到道的領域。美是自我解放與融合於道的歡悅至境，藉此，

人能將道視為創造力的無窮寶藏，一如李白所言：「援彼造化力，恃為我神通。」

此時再沒有任何自我封限。莊子此種看法，使美感不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

與人的精神修養和存在的根源密切相關。有了這層認識，可以將美感安置在更為

廣闊的視域和歷程中予以定位。形上條件，以及遊於道中、物我不分的交融狀態，

是一般西方美學家所不及之處，但卻是中國繪畫最高的精神層次。（註20） 

 

第二節 中國畫之格調與修養 

  藝術美，基於自然素材及現實世界的實質，是從人的美感及藝術耕耘中經營

出來的創作，就其特性來說價值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屬於不同領域。人的價值與

卓越特性就在於探索形而上境界的智慧，易經上說的好：「形而上謂之道，形而 

 

 

註18  同註2    頁82，83，201 

註19  同註13   頁56 

註20  同註16   頁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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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謂之器。」西方最具影響的大哲柏拉圖曾以其形而上的理念世界著稱，深信人

的靈魂駕馭著肉體，亞理斯多德被認為是西方科學及系統哲學的先驅，同時也強

調靈魂是生命的實質，因此靈魂不僅是身體的形式因，也是身體的完成及目的

因。（註21） 

  中國繪畫講求氣韻，講求可意會不可言傳，藝術的靈魂在於超脫人的精神層

次，隨著創作者的思想、格調，帶領觀賞者超出有限的範圍，熬遊於無限的空間

想像之中。所傳梁元帝在〈山水松石格〉中提到：「或格調而思逸，信筆妙而墨

精」。這在繪畫理論上是一個重大的發明，即是說畫的格調高逸其作者思想必高 

逸；用筆妙，畫上的墨色方能精緻，因此格高體現出思逸，這屬於藝術格調高下

的本質問題。而藝術格調之高，決定於人的思想，西方學者常說「風格即人」，

馬克思也說過「形式是我精神的個性」，古人提到「書如其人，詩如其人，畫如

其人。」同一客觀對象，在不同畫家筆下有不同面貌，實是畫家的思想、人格、

修養、胸懷的表現。有人落筆便高雅，有人作畫終生俗不可耐。魯迅說過：「美

術家⋯他們的製作，表面上是一張畫或一個雕像，其實是他的思想與人格的表現。」

藝術作品通過藝術家創作出來，由於藝術家的思想和人格不一，反映在作品的內

容和形式⋯就會表現出與眾不同的特色。（註22） 

  近代國畫大師潘天壽說：「藝術品，為作者全人格之反映。無特殊之天才，

高尚之品格，深堪之學問，廣遠之見聞⋯決難得有不凡之貢獻。」又說「中國畫

講詩情畫意，講境界格調，要表現高尚的情操⋯在思想上無所追求，無所寄託，

不講精神境界，畫格總是提不高。」（註 23）繪畫之所以各家有各家面貌，正是

各人「思」不同，王維「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是一個典型的隱士型人物，

清淡寡欲，知足逍遙，反映在筆下，也是柔性的線條和水墨渲淡的色調。 

  中國畫家崇尚真性靈的表現，只是這種真性靈不是無理性的本能慾望，相反

地它來自人品和人格，而人品和人格又是經過長期的苦學、修養，包括投身於自

然，投身於生活的〝修身養性〞錘煉而成的。筆下瞬間表現包含著數十年學識、

思想、情感及功力的累積，所謂任意揮灑是受理性浸染、昇華的感情，長期實踐 

 

  

註21  葉  航，《美的探索》，台北：志文出版社，頁19－28 

註22  陳傳席，《中國繪畫理論史》，台北：東大圖書，頁56 

註23  潘天壽，《潘天壽談藝錄》，台北：丹青圖書，頁5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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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出的感覺。最高的藝術是從人的性情和品格中自然流露出來，是由作者的最

高人格來決定，要求畫家以胸中之韻去觀察，感應物之韻，再以自然之韻化為己

韻。北宋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提到：「人品既己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

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得不至。」宋朝韓拙在《山水純全集》上也說：「然作

畫之病眾矣，唯俗病最大。」去除俗病的辦法就是〝洗心澄懷〞，〝滌除玄覽〞（前

面提到老子的思想），深化人的精神，涵養人的品格，〝人格不俗畫自不俗〞。西

方美學家認為，觀念的最高形式是人格，所以最高的藝術是以最高的人格為對象

的藝術。但是，人格絕不僅僅只是觀念，人格是一種受理性觀念昇華，淨化人的

精神情感，最終要滲透到人的血液、潛意識之中，使學識和修養在繪畫中能自然

地流露。（註24） 

  畫家、詩人的心靈活躍，本身就是宇宙的創化，這種微妙境界的實現，端賴

藝術家平素的精神涵養，在跳動的心靈飛躍而又凝神寂照的體驗中成就。宋朝畫

家米友仁曾說：「畫之老境，於世海中一毛發事泊然無著染。每靜室僧跌，忘懷

萬慮，與碧虛寥廓同其流。」在這種修養與心境中完成的藝術境界自然能空靈動

蕩而又深沉幽渺，憑藉深靜的心襟發現宇宙間無窮的境地，所以藝術境界的顯 

現，絕不是純客觀地機械描摹自然，而以「心匠自得為高」（米芾語）（註25），

人格自會表現於作品之中。中國繪畫的最高層次在於穿梭時間、空間，與天地宇

宙相溶合，而相溶合之前的關鍵點就是創作者的人品修養與格調品味問題，任何

經得住時代考驗與歷史見證的作品，都可從藝術中看出創作者的生命、思想及氣

質！ 

 

第三節 繪畫中的空間及律動 

  每一種藝術可以表現出一種空間感，西洋繪畫在希臘及古典主義畫風裡所表

現的是偏於雕刻和建築的空間意識，文藝復興以後，發展到印象主義，空間情緒

寄托在光影明暗裡面。那麼，中國畫中的空間意識是怎麼樣的一個境界呢？中國

畫的空間構造，既不是憑藉光影的烘染襯托，也不是移寫雕像立體及建築的幾何 

透視，而是顯示一種類似音樂或舞蹈的空間感型，畫家解衣盤礡，任意揮灑。他 

 

 

註24  同註2    頁119－120 

註25  同註3    頁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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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與著重點在全幅的節奏生命而不沾滯於個體形相的刻畫。畫家運用筆墨的

濃淡，點線的交錯，明暗虛實的互映，形體氣勢的開合，譜成一幅如音樂如舞蹈

的圖案。中國繪畫的透視，宗炳在〈畫山水序〉裡說：「今張綃素以遠映，則崑

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迴」又說：

「去了稍闊，則其見彌小。」沈括評斥李成仰畫飛檐，而主張以大觀小．又說從

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不能重重悉見，這是根本反對站在固定視點的透視法。（註

26） 

  王微在〈敘畫〉裡說：「古人作畫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本乎形者融，

靈而變動者心也。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盡寸眸之明。」

從這段話中，可明白王微根本反對繪畫是寫實和實用的，繪畫不是面對實景，畫

出一角的視野，而是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那無窮的空間和充塞空間的生命

（即所謂的道），才是繪畫真正對象和境界。張載曾說：「太虛即氣。」以氣為根

本的中國畫，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而是把二種結合在一起，用一種流動的眼光、

移動的立場攝取世界，這種散點透視的方法，早在山水畫之前的人物故事畫中就

形成了，畫家需把不同時間、地點表現在同一空間構圖之中，因此不得不去突破

焦點透視的逼真性。（註27）繪畫發展到了山水畫時，欣賞者更隨著畫家移動視

點，越過山川又見小溪，一位穿著簑衣的老翁正在垂釣，遠處炊煙裊裊，牧童和

樵夫哼著小調懷著愉悅的心情走過田埂，歸向溫暖的房舍⋯。如同王維說「詩中

有畫，畫中有詩」。在中國畫裡，步步移、面面看的透視法更將欣賞者帶入一個

宛如夢境的詩意當中，這就是中國人藝術與生命、宇宙相結合的境界。 

從無出發，以氣為本，決定了中國畫尚虛、尚空，在空寂處見流行，能空能

虛是實現中國藝術意境的首要前提；中國畫底的空白在整個意境上並不是真空，

乃是宇宙靈氣往來，生命流動之處。笪重光說：「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

這無畫處的空白正是老莊宇宙觀中的〝虛無〞，萬象的泉源，萬動的根本。（註

28）而所謂的妙境，指的是繪畫形象虛實，神氣盎然，意餘畫外，如同司空圖提

出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它體現藝術形象的有限與無限，所涵蓋的意蘊往 

 

 

註26  同註3    頁149－168 

註27  同註2    頁107 

註28  同註3    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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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超出我們想像之中。（註 29）鄧石如在論到虛實布置時說：「疏處可以走馬，

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高日甫在〈論畫歌〉中也說：「即其

筆墨未到處，亦有靈氣空中行。」最虛的地方是空白，空白處理成了中國繪畫的

獨特手段，畫家所寫的自然生命集中在一片無邊的虛白之上，在這一片虛白上都

負荷著無限生意。在中國畫中，有形亦可以虛，無形亦可以實，如雲水煙霞不著

筆墨化為虛象；空白在景物實相的對照下，又顯出雲水煙霞的存在，在無與有、

虛與實這種矛盾中感受藝術的氣息。虛實早已相容於天地萬物之中。 

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先秦各派哲人的宇宙意識是動態的、變化的，充滿著循

環流動的大氣，有著生生不已的創造力。正因為這種動態的宇宙意識和藝術審美

情趣，魏晉的畫論才可能將氣韻與生動相聯，所謂生動就是生命的節奏、運動的

節奏，同時也是高度的旋動，熱情，它不僅是一切藝術表現的狀態，且是宇宙創

造過程的象徵，即繪畫中具有 ”舞” 一樣的律動美感。（註30）藝術家十分注重

這種動感，古代藝術大師總認為「律動」就是創造出美的最重要因素，例如文藝

復興大師達文西，強調人像裡若缺乏這種動勢，就是「雙重的死亡；最先是虛構

上的死亡，再者它對於觀眾之精神及身體上，均不表示運動感來的話，那就是再

來一次的死亡。」一幅成功的繪畫含有向某個方向運動的力勢存在，它是傳達的

力量勝過傳達的事實。嚴格說來，繪畫與雕像之所以表現出律動與生命力者，並

非採取實際上手足運動姿勢，而是正常姿勢之變化所帶來之張力感，古希臘的擲

鐵餅雕像，實際上並不擲鐵餅，杜勒的天使像，手裡所拿的劍，並不揮擊下來….

（註31）中國兩宋郭熙、范寬、李唐…等的繪畫，藉著溪流、樹木生長的姿態、

人物的動作、神情所營造出整體畫面的律動，讓欣賞者讚嘆它由靜到動的生命

感，如至身畫中，感覺它的變化與無聲勝有聲的境界。 

動勢不但與方向、位置發生關連，甚至也與形態產生變化，我們的繪畫，能

使人產生三次元的空間感，皆來自畫面整體的律動所致。巴洛克美術無論建築或

繪畫，大多利用此種造成動感（動勢），創造出許多富有力動美之藝術品來。力

動感不僅存在於物之形態，甚至物與物之間隔，亦能製造出動勢出來，在繪畫、 

 

 

註29  曾祖蔭，《中國古代美學範疇》，台北：丹青圖書，頁323                   

註30  同註2    頁203 

註31  王秀雄，《美術心理學》，台北：市立美術館，頁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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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或建築所看到的，物之相互間或物之部份與部份間，這種視覺雖還沒有完全

探究出來，但其動勢不僅與間隔之大小、形態、比例有關，亦受到周圍物很大影

響。二十一世紀美術大師畢卡索，他的作品人物給予動勢與生命力，同時亦暗示

運動與時間經過的畫家，莫蒂里亞尼作品超過常態的脖子和膧體的人物…不但變

形，還創造許多具各人風格且富生命力的人物。（註32） 

繪畫的功能是藉著作品的創生，賦予我們的眼睛一種運動感，也即藉著這種

方式，繪畫作品中所具有的運動和我們的眼睛及心靈加以溝通。每件作品，不只

是它被創作時隨著時間而運動，更在欣賞時隨著畫面律動而感動。（註33）所以，

能記錄藝術家表現行為的這種力勢作品，該作品即獲得生動與生命力。 

 

                          小           結         

中國藝術從老莊思想衍生，講求人與自然宇宙合為一體，繪畫不僅要求形

似，而且要達到神似，做到「形」與「神」的統一，就是中國畫論中反覆提出、

解釋的「形神兼備」、「以形寫神」的現實主義美學原則。它強調寫實與意趣的統

一，感性與理性的統一，境與意的統一，虛與實的統一、物我合一的統一…。「畫

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悅），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淮南子）。

西施的面貌雖然畫的很美，確不可愛，孟賁的眼睛畫的很大，確並不可怕，原因

就在於作者沒有把形後面的神，虛與實的氣質烘托出來，更沒體現意境上的聯

想。（註34）而中國意境的創造前面已提到許多，就如美學家宗白華所說「既須

得屈原的纏綿悱惻，又須得莊子的超曠空靈」纏綿悱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萬

物的核心，超曠空靈，才能如鏡中月，水中花，無跡可尋。美國當代畫家惠斯曾

說：「當我繪畫時，我希望自己並不存在，只有我的手在那裡工作…每當我孤獨地

穿過林間，越過原野，我將自己完全遺忘，如入無我之境。」由此可知，對於藝

術實象表現之掌握，是中外相同，最大分別在於，中國繪畫一直以創造意境為指

歸，須靠藝術家去心領神會的抽象意識。（註35） 

 

 

註32  同註31   頁310－313 

註33  劉思量，《藝術與創造》，台北：藝術家出版社，頁94 

註34  李澤厚，《美學百題》，台北：丹青圖書，頁172 

註35  吳道文，《藝術的興味》，台北：東大圖書，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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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認為藝術是理念的精神內容與物質的感性形式統一，藝術越是向前發

展，精神內容越是超過和壓倒物質的感性形式。以中國的水墨畫為例，物質的感

性材料可說減少到最低的限度，而精神內容則達到最高的表現程度，因此，水墨

畫強調精神，強調抒寫主觀的思想感情….知識份子表現最高度的心靈自由。正

因為這樣，水墨畫才有高度的藝術獨創性（註36），在水與墨的溶合中，感應到

老莊思維的無窮生命力。    

 

 

 

 

 

 

 

 

 

 

 

 

 

 

 

 

 

 

 

 

 

 

 

 

註36  蔣孔陽，〈中國藝術與中國古美學〉，《復旦學報》，198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