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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虛與實的探討

第一節 虛與實的意義

「虛」者，畫面上具有空疏、淡漠、輕薄、飄渺、稀少、微茫、迷離、
流動、曲折、畸零、邊緣、模糊⋯⋯等感覺者均屬之。

「實」者，在畫面上就有濃重、密集、粗壯、層疊、巨大、堅實、盈
滿、積厚、凝結、平正、精美、細緻、清晰、特殊⋯⋯等屬性。

若將虛與實化為外在形式，則「虛」將呈現如輕柔的薄霧、淡然的輕
煙、飄忽不定的雲絮、深遠的平沙、枯黃的草地、破舊的牆瓦、層層堆疊
的落葉，甚至是殘花、黑洞、淺水⋯⋯等； 「實」則呈現出巨大的瀑布、
豐盛的果實、繁複的草叢、大比例的器物、色彩鮮明的造型、數大的群集
物、具有動態或動勢的形態⋯⋯等。

自古以來中外所有的繪畫作品在構圖上無不是虛實相間、交互運用的
結果，推廣至其他藝術，如立體雕塑、公共景觀藝術、建築設計，以至音
樂歌劇作品亦不例外。然而只有在中國歷代的畫論中才有較完整和深入的
探討，西方繪畫大都以構圖中的疏密、留白、賓主等方式說明，較為深入
的探討則有「圖與地」理論，這與平面設計有密切的關係。但我們不能就
此下定論說西方繪畫沒有實虛，只能說西方比較注重「實境」的表現，虛
處都祇是為襯托主題而存在，而中國繪畫卻在文化影響下，充分發揮運虛
以入實、運無以入有的思想與技法，創作出獨特的東方繪畫美。

第二節 虛與實中心思想源探討

老子「道德經」有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
不善己，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生，音聲相合，前後
相隨。」其原意在說明宇宙萬物相對的關係，而繪畫中的實虛關係，也只
不夠運用老子思想中的相對關係來產生虛實變化之妙用而已。

虛實相生、彼此消長，本就是宇宙天地自然演進的現象，也蘊涵著生
生不息的發展軌跡。而在演進中亦充分展現了「自有虛實」、「虛為實之用、
實為虛之體」、「虛實相生」，萬物因而自然且富變化。就以實體的碗為例，
它的最主要功能是用中間虛空的地方來盛物。同理房子的外牆是實體，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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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裡邊虛空的部分為人所住。移到繪畫構圖仍可做為虛實應用的
原則。若一幅畫作全用實或滿，會使觀者有透不過氣的滯澀感；又若太虛，
也會令人看來輕浮、冷漠與失落的感覺，若能善用虛實相濟原則，必能畫
出生動的傑出作品。

一、中西方虛與實的思考核心——有與無

談到西方的繪畫上有關於實、虛形式部分，則必須追溯至古希臘人最
深沉的思想根源，古希臘人認為「具體的桌子」後面有一個「抽象的桌子」，
「個別人」後面有一個「一般的人」。桌子、人都屬具體項，猶如各門科學
理論，是研究具體領域的。但在分門別類的學科之上，還應該有一個把各
類事物統一在一起的東西，一切理念的理念，一切科學的科學，是為形而
上學（metaphysics 即物理學之後，亦即具體學科之上，探討時間、存在、
本質、原因等根本原理）。對形而上學作理性的理解就是哲學（它研究世界
的統一性，世界的最後本體，或歸於理念，或歸於物質），作超理性的理解
就是神學（上帝決定了世界的統一性）。哲學和神學的互補構成了西方的宇
宙觀。這種宇宙觀是實體在前，虛意在後的，也是本體在外，虛境隱內的。

在中國，《周易》說：“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即
宇宙的根本規律。而道又為儒、道奉為經典，因此加上釋的道，三者互補
構成了中國的文化宇宙觀。再深入的探討，中國把世界看成什麼？最根本
的東西又是甚麼？就是道、天、無、理、氣⋯等，相對於西方則有 Being（有，
存在）、God（上帝）、idea（理念）、matter（物質）、substance（實體）、logos
（邏各斯）⋯等。就中國自身而言，“道”是核心；“無”表明道的形而
上的特徵，它不是具體的事物，“道可道，非常道”；“道”不是具體的
事物，但具體的事物乃至整個大千世界又是因為有了它才成這樣；“氣”
就說明了“道”的生成運轉變化；這種生成運轉變化是有規律的，因而是
“理”。至於“無”，在先秦時就因其對道的根本特徵之一的強調而獲得
了本體論的意義。“道之為物，惟恍惟惚。”（《老子》二十一章）這個恍
惚之道就是“無”。“天下萬物皆生於有，有生於無。”（《老子》四十章）
在魏晉玄學中，“無”堂皇地登上了哲學本體論的王座。佛學的“空”也
給“無”以有力的支持。漢儒鄭玄說：“以理言之為道，以數言之謂一，
以體言之謂之無，以物得開通謂之道，以微妙不測謂之神，應機變化謂之
易，總而言之，皆虛無之謂也。”

縱觀西方文化發展史上，Being 具有重要意義，它可漢譯為有、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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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西方哲學的根本概念。亞里斯多德說：“Being 永遠是一個疑惑的主
題，是一個以前、現在，而且永遠要被提出來的問題。”（註一）又認為
形而上學就是研究 Being 的學問。從 Being 始，黑格爾的絕對理念開始了漫
漫征程。存在主義的中心問題，就是 Being 的問題，是 Being 的 Dasein（此
在）或 existence（實際存在）的問題。因 Being 包含著豐富的展開潛能，因
而成為西方宇宙觀的核心。哈姆雷特在沈思時說：“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有與無，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實為至理名言。

二、西方的宇宙模式：實體與虛空

當巴門尼德（Parmenides 約前 515／539∼？）把 Being 作為宇宙的本體
時，西方人認識世界就從認識存在開始，並決定了西方文化探索宇宙本體
論的方向。接著亞里斯多德進一步把 Being 推進到 substance，substance 是物
體根本的、基本的、決定其性質的東西，漢譯為本體或實體。如此西方宇
宙特質：實體世界的研究方向就確定了。表現在精神方面為理式、邏輯、
上帝、先驗、形式、理念、意志⋯⋯；柏拉圖的理式是理想的、邏輯的、
數學的、實體的；黑格爾的絕對理念同樣是實體，他的絕對理念的艱難歷
程，就是概念實體沿著辯證邏輯之路的發展過程。西方人看重的是有（Being）
而不是無，是實體（substance）而不是虛空。

古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Lucretius Carus 約前 99∼約前 55）如此描述宇
宙模式：

獨立存在的全部自然，是由於兩種東西組成，
由物體和虛空
而物體是在虛空裏面，在其中運動往來。（註二）

這種宇宙模式決定了：
（一）實體和虛空是分離的，相互之間沒有內在聯繫，虛空只是一個空間

（註一）參見北京大學哲學系編譯《古希臘羅馬哲學》，商務印書館
1961 年版，第 263 頁。

（註二）參見北京大學哲學系編譯《古希臘羅馬哲學》，商務印書館
1961 年版，第 391 頁。



13

場所，實體才是唯一重要的，它佔據空間，在空間裡生存、活動、
伸展、追求。

（二）實體是重要的，因此西方在實體與虛空合一的宇宙中只注重實體；
實體和虛空是可分離的，因此西方在認識實體的時候，就可以把實
體與虛空分離開來，從虛空中獨立出來進行認識。由此必然會走向
形式邏輯和實驗。

（三）面對實體與虛空合一的宇宙，首要的是區分實體與虛空，然而何者
為實體，何為虛空，又是受人的歷史實踐能力限制的。實際上是我
們把知道的實體視為實體，不知道的都只能歸於虛空。自此，實體
意味著己知，虛空意味著未知。實體與虛空不僅是物體與空間的分
離，還包含已知與未知的對立。後者更具有文化特色。當現代物理
學以場、引力、電磁力否定了古典世界物體與空間的分離時，仍然
擺脫不了已知和未知的對立，反而更尖銳地暴露和激化了這種對立。

（四）已知和未知的對立意味著實體的人化和虛空的敵對化。實體必是人
所認識的，與人的實踐水平相一致的。虛空與未知相連既給人一種
壓迫感，又成為人進一步的認識對象和征服對象。實體與虛空的這
一內容決定了西方文化在對立中前進的性質。

（五）一方面實體是人化的，這源於人必然受限於歷史。另一方面，實體
與虛空的模式本為宇宙模式，它要求得到的是宇宙的整體性質，這
源於人的超越本性。這樣，西方文化史上產生了一批批由近及遠的
因果推論和人化推演出的宇宙整體性質。如柏拉圖從具體的桌子推
出桌子的理式，又從具體事物的理式推出宇宙的理式。實際上，這
類宇宙的整體性質是一種有限的無限化，即按照自已的形象來塑造
宇宙之神的形象，按照人的現有水平給宇宙整體下定義。

（六）實體與虛空的模式含有宇宙整體定義的不可靠內因，加之走向邏輯
和實驗必然使對事物的認識一步步深化。對事物認識的深化又會推
動對宇宙整體認識的變化。實體與虛空的模式決定了西方的宇宙整
體圖式處於不斷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之中。（註一）

在以上的西方宇宙模式思考下，就顯示出由古希臘至今的四種圖式：

（註一）參見張法著《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淑馨、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合作出版，第 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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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的穩定世界：以托勒密（Ptolemy 90∼168）的宇宙學說為背景，
在古希臘從巴門尼德「不動的存在」和柏拉圖「永恆的理式」中表
現出來；在古羅馬，由普羅丁（Plotinus 205？∼270）的太一做代表；
中世紀則由上帝來體現。此時期，實體世界的邏輯圖式是一種「直
線隸屬圖式」，由靜趨動依時間向前推進。柏拉圖的直線：具體桌子、
桌子理式、宇宙理式，是一種唯靜的直線隸屬圖。普羅丁的直線：
絕對的太一像太陽一樣把光芒撒向宇宙萬物，離它越近，得光越多，
離他越遠，得光越少，而光的流溢顯示了動。至於中世紀天堂中的
上帝與它子民的關係，由於有教會在其間而顯得較複雜，因而托馬
斯‧阿奎那（Thamos of Aquino 1225∼1274）就從具體事物的原因，
到原因的原因，直到最後的原因，才證明出上帝。

（二）近代的動蕩世界：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把宇宙
無限地伸展開來，上帝除了轉為新教的上帝外，還轉成牛頓的上帝，
是萬有引力的第一推動者，也化為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 1632
∼1677）的上帝，泛寓在一切事物中。最後黑格爾（Ged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把上帝和理念結合為「絕對理念」，像
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安排物種進化一樣，用
辯證邏輯編排宇宙發展圖式。近代西方的實體世界，是一個辯證前
進的邏輯圖式。

（三）現代的隱喻世界：愛因斯坦摧毀了牛頓的權威，建立在牛頓權威之
上的上帝和絕對理念也隨之死亡。但是宇宙應該有一個整體性質才
對，於是神學家認為上帝不是如尼釆（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那個壞蛋所說的那樣已死了，而是隱匿起來了。哲學
家認為，各門科學不應只是由大學這種行政機構外在地組織起來，
它有自己內在的統一性，即宇宙的統一性，這就是存在（Being），
這個存在猶如上帝是隱匿的，不能由科學和邏輯來證明，因而它是
無（Nichts），但這種無又絕不是虛無（Neant），它確實存在著，因
而是有（Being），它雖然不能由科學的邏輯來證明，卻可以由在世
的單人（Dasein）在經驗中體會到。現代西方的實體圖式是單個人與
上帝，存在與存在者之間的一種隱喻圖式。

（ 四 ） 後 現 代 西 方 無 根 的 世 界 ： 解 釋 學 （Hermeneutics ）、 解 構 主 義
（Deconstruction）、後期維特根斯坦、法蘭克富學派一起反對存在者
後面有存在。解釋學認為，世界不是已完成的整體，只等著你去認
識它的整體性，世界是過程的集合體，過程是未完成的，正像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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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事對我們認識過去有影響一樣，未來將發生之事也會對今天
有影響，由於宇宙整體是未完成的，因此任何整體性質都是虛假的。
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和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認為，事物的性質是由它所在其中的參考系（註一）
決定的，參考系可以改變、重選，因此事物並不固定地屬於某一整
體性，也沒有固定不變的本質，人既可能被消極地拋進某一參考系
而具有某一性質，也可以積極地介入某一參考系中獲得某一性質。
後現代西方的實體圖式顯出的是實體和諸參考系之間的關係。

從西方世界圖式的變化中可以了解一旦西方人在文化的創造中把實體
從虛空中分離出來，也就無法避免造成了「主體與客體」、「人和自然」、「已
知與未知」的對立，不斷深入地認識客體，就不斷地從「整體」中獨立出
來，最後認識到整體性的「虛幻」，認識到個體的「獨特性」及其存在於文
化的「符號世界」之中的「事實」。似乎無論如何變化，西方文化大都是以
實體的眼光看世界，總要描繪出一個「實體世界」，擺脫不了傳統實體與虛
空的模式。（註二）

然而事實上，因近代東、西雙方，拜交通、科技、通訊⋯等的進步，
促進了文化頻繁的交流，透過包容，相異質思想終能相互滲透、融合。如
法國抽象畫家皮耶賀‧蘇拉吉（Pierre Soulages 1919∼），喜歡用中國毛筆
和黑色油彩作畫，畫出有似中國書法中草體的奔放、粗獷筆畫結構，並且
慎重的指出“留白處”才是他表現的主要重點。顯然中國虛與實繪畫思想
已經深深影響了他。再者，近代西方畫家為了尋求創作靈感來源，更常參
考其他民族文化特色或傳統藝術的動機，對頗具異國情趣的中國繪畫藝
術，應當不會不加以理論研究和技法的採行的。

（註一）參考系：以物理學解釋，是被假定為不動的物體系。對同一物
體的運動，若選的參考系不同，對其運動的描述就會不同，通
常以地球為參考系研究物體的運動。

（註二）參見張法著《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淑馨、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合作出版，第 8∼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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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的宇宙模式：氣與有無相生

西方以「有」為本，從有到實體，中國則以「無」為本，從無到有。
依西方的有無觀，無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生有的。巴門尼德的存在“或者永
遠存在，或者根本不存在”，他又說“我不能讓你這樣說或想，它是從非
存在物中產生”。（註一）而盧克萊修用來驅散人們心靈的黑暗、揭示自然
面貌和自然定律的偉大教導，一開始就是：“未有任何事物從無中生有。”
（註二）實體只能由原子組成，上帝創造，理念化外，總之，只能來自實
體。在黑格爾看來，無可以生有，有也可以生無，好像和中國觀念相同，
其實他的意思是：你說出「有」，就意味著「無」的存在，反之亦然。他的
「有無相生」要說的是“有實體就有虛空”和“一事物可以轉化為它事
物”。當他把 Being 化為絕對理念的存在，使之沿著辯證邏輯之路遠征的
時候，完全是「從有到有」。他的從無生有只是穿上辯證法衣裝的「原子與
虛空」的近代版本罷了。（註三）

至於中國之無能生有，在於無不是西方作為實體的所佔位置和運動場
所的虛空，乃是充滿著生化創造功能的氣。

張載說：“虛空即氣”。“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
客形爾。”（《正蒙‧太和》）中國文化作為無的廣大無垠的宇宙空間充滿
著氣。氣化流行，衍生萬物，氣之凝聚形成實體，實體之氣散而物亡，又
復歸於宇宙流行之氣。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河草木、飛禽蟲獸，悠
悠萬物，皆由氣生。人為萬物之靈，亦享天地之氣以生。“人者，其天地
之德，陰陽之交，神鬼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禮記‧禮運》）

西方文化是一個實體世界，中國則是一個氣的世界，認為有、實體是
氣，是氣之凝聚。“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張載
《正蒙‧乾稱》）無也是氣，是有形事物之始，又是有形事物死亡氣散後的

（註一）參見北京大學哲學系編譯《古希臘羅馬哲學》，商務印書館
1961 年版，第 52 頁。

（註二）參見北京大學哲學系編譯《古希臘羅馬哲學》，商務印書館
1961 年版，第 379 頁。

（註三）參見張法著《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淑馨、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合作出版，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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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宿。這樣，有與無，實體與虛空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氣的兩種形態，
有、無相反相成，虛、實相異相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
其徼，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老子》一
章）正是有無的永恆轉化，構成中國氣的宇宙生生不息的運動，正是氣的
運動，演出萬物競萌，此伏彼起、生機勃勃的萬千氣象。

在氣的宇宙中，無是根本，是永恆的氣。“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
而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晉書‧王衍傳》）無是
有的本源，又是有的歸宿，有（實體）則是暫時的，有限的，而且在本質
上是與無、與氣聯在一起並由之決定的。這種有無相生的氣的宇宙決定了
中國人對宇宙整體認識的三個特點：

（一）用氣來聯繫起實體與虛空，因此任何事物推論都依從整體性，具體
事物反而無法從根本上獨立研究，造成實驗科學無法發展。

（二）物體中最根本的也是氣，氣本是功能性的，雖可觀察但更靠經驗，
雖也可分析但更靠體悟，這使得中國思維沒法走向形式邏輯，必然
另闢蹊徑。

（三）物體之氣來源於宇宙之氣。對物體之氣的認識必然依賴於對宇宙之
氣的認識。整個宇宙對於有限時空的人來說本有已知未知之分。如
果重實體，這個分別會立即見出，由於重虛空，在氣這個概念裡，
已知未知渾然一樣。由於包含未知部分，氣必然是體悟的、難言的
的、講不清楚的；由於包含已知部分，氣又似乎是可以把握、洞見、
心領神會的。由於物體含已知部分，中國人認為他把握住了宇宙整
體之氣，由於這畢竟不是宇宙整體之氣，因此它既沒法實驗，也無
法圖式化，而只有用另一套特殊的方法來把握了。（註一）

總之西方人用實體觀點看宇宙，中國人則用氣的觀點看。一座房子，
西人重柱式、牆面，中國人則重門、窗；至於人體，西人重的是比例，中
國人重的是傳神；面對宇宙整體，西人重理念演化的邏輯結構，中國人重
氣化萬物的“不見其事而見其功”的功能運轉。

（註一）參見張法著《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淑馨、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合作出版，第 1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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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方不同宇宙觀的呈現樣式

（一）、形式：西方宇宙模式的理論化

西人眼中的世界是一個實體的世界，對實體世界的具體化、精確化就
是形式（form），如同中文的形、形貌、外形之意。

古希臘最初與世界其它文化一樣是用神靈觀念來看世界。當第一位哲
學家兼自然科學家泰勒斯（Thales 前 624∼前 547）把宇宙的根源不歸於神
而歸於一種物質——「水」的時候，標誌著希臘文化對世界的理性化和實
體化的開始。當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約前 584∼約前 479）把宇宙的本
源歸結為——「數」的時候，則標誌著西方文化對世界的形式化的開始。
在畢達哥拉斯看來，事物的最後本質是一種數量關係，長短、粗細可以數
量化，冷熱、直曲、明暗也可以數量化，數形成對稱、均衡、節奏、並形
成美。音樂的美靠音程之間的數量關係，人體的美靠人體各部分的比例。
數即是事物的本質，又是從外面就可以看到的，而且能明晰地加以計算，
給予形式化。當藝術家按照美的比例創造雕塑時，既給了石頭一個外形，
又給了一個本質。因而亞里斯多德（Aristoteles 前 384∼前 322）都認為：
形式就是本體。形式就是事物明晰的可分性，首先是各部分自身的大小，
所謂數；然後是各部分之間的尺度關係，所謂比例；最後，各部分大小相
互比例構成完美和諧的整體，就是所謂的秩序、安排。正是這種形式構成
了西人對事物本質的認識，它既是形式，又是內容，是形式和內容的契合
無間。形式決定著希臘哲學的理論結構（柏拉圖的理念體系和亞里斯多德
的邏輯體系），決定著西方理想的國家結構和西人心理中實體性的知、情、
意結構，同時也是美和藝術的本質。（註一）

而近代則是顯露出形式和內容的分裂。這與哥白尼的無垠宇宙觀相一
致，因為近代人已經失去了古代世界中人和自然的和諧關係，近代的詩人
只能是感傷的詩人，寫感傷的詩。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哲學
裡，說明形式只能把握現象（Phenomenon）界，但是把握不了物自體
（Things-in-Themselves）；而且主張在主體方面有天才（Genius），此天才無
視形式，勿需形式，自己創造形式；在客體方面有崇高，它無形式、無限，

（註一）參見張法著《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淑馨、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合作出版，第 14 頁。



19

給人心靈以可怖的震驚。最後端賴黑格爾重鑄宇宙新模式，他把形式和內
容合一為外在形式，而把隱定性的力量全部集中在理念（經過改造的理式）
上，結合成在近代意義上，可與中國形神論相通的內容和形式。內容和形
式是可以不斷變化的，以藝術而言，先有形式大於內容的象徵型藝術；又
轉入內容和形式相適應的古典型藝術；再變為內容大於形式的浪漫型藝
術。然而不管怎麼變化，它都為理念內容所統帥，都是理念內容按照自身
的辯證邏輯不斷發展的結果。總之在突破形式的近代，形式原則並沒有消
失，只是換了新裝呈現。

現代，隨牛頓和上帝的隕落，黑格爾理念內容的崩潰，取而代之的是
多層結構和深層結構理論。它彌漫於語言學、人類學、心理學、文藝學⋯⋯。
在近代，形式和內容的聯繫是明顯的，此理論中有關表層形式和深層結構
之間的聯繫如果不是全然分立，至少也是非常隱晦曲折，這表現在結構主
義（Structuralism）的言語和語言、精神分析的意識和無意識、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的存在和存在者的關係中。然而不管表層和深層的關係多
麼隱晦曲折，現代學者總是力圖把深層結構形式化，而這正表明深層結構
是西方文化形式原則的又一深入。另外多層結構是從最表面開始，一層層
嚴格地往裏推，但到最後總會遇上類似於康德的物自體的東西，繪畫上，
克萊夫‧貝爾把這不好講的東西稱為「意味」。多層結構和深層結構都顯出
一種很嚴格的形式原則，並且都顯出了要追求一個最後的根據以使形式安
頓下來。

後現代則認為世界是未完成的，因此追求最後的東西是不可能的，世
界是一個不斷演化的過程，因此，任何結構都是一種建構，當然一旦建構
起來，就成為一種固定的結構，但由於世界是變化的，建構必然也可以解
構。因此，存在者後面沒有一個存在，意識下面沒有一個無意識，表層結
構深處沒有一個深層結構。事物的意義不是被決定的，而是相對的、生成
的、變化的；所謂似有若無、迷離恍惚的存在、無意識、深層結構只是事
物的參考系可以轉換這一現象產生出來的幻像。然而這也只不過是後現代
否定了現代的形式原則而代之以自己的形式原則而已。

由以上可知形式原則在西方的不斷變化顯出了形式的根本性質——求
真。形式使西人對世界的認識不斷地深入、開拓，但形式的運用又超出了
西人運用形式的願望。

西人運用形式的初衷有二：
一、求「真」，即真實的認識世界。
二、求「全」，即認識世界的整體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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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西人從形式上得到滿足，但後者又不可遏止地否定了西人求全的
願望，造成人由整體性消失而來的荒誕感，但也才能真正的體認到人在世
界的真正位置。（註一）

（二）、整體功能：中國宇宙模式的理論化

中國是“氣”的宇宙觀，因此具體化為整體功能的理論，其源久遠，
在《周易》已有很完整的整體功能思想了。《周易》用（陰）—（陽）兩符
號相互重疊和自身重疊，產生了（乾）（坤）（震）（巽）（坎）（離）（艮）（兌）
八卦，象徵八種基本物象：天、地、電、風、山、火、水、澤，八卦再自
身
重疊和相互重疊，形成象徵宇宙萬物的六十四卦。這裡，陰陽二爻不是實
體的而是功能的，“一陰一陽之謂道”。八卦也是功能的，“八卦相蕩，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繫辭》上），整個《周易》系統也是一個整體功能系統。從《尚書‧洪
範》開始的五行學說也是整體功能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
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似講五種物質，
但完全從功能著眼，已超出具體事物的本身了。

從先秦到兩漢，“氣論”與“陰陽五行”不斷融和，終於構成了中國
文化“氣”、“陰陽”、“五行”的整體功能的宇宙，它被運用於“天地
人”，滲透入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

整體功能，就是從整體本身出發，以整體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來
把握。它絕不離開整體來談部分，離開整體功能來談結構，它認為離開了
整體的部分，再也不是整體的部分，分割開來的部分再也不具有其在整體
裡的性質。把分割開來的部分考察、研究、透視得再精確、明晰、詳細也
沒用，因為它已失去了原有最本質的東西。例如人體解剖得到的知識，早
已不是人體本質性的知識。人最重要的是神氣，一旦解剖，神氣已亡，談
何認識。各部分之所以存在，全賴整體的存在，整體功能是整體決定部分，
而不是部分決定整體。

（註一）參見張法著《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淑馨、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合作出版，第 16、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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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整體功能是已知部分的整體功能，而中國的整體功能是包含了
未知部分的整體功能，是氣。它的整體性質的顯現是靠整體之氣灌注於各
部分之中的結果，各部分的實體結構是相對次要的，而整體灌注在這一實
體結構之中的氣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談某一整體，首先重“整體的氣”，
論人講“神情氣度”，論畫以“氣韻生動”為第一。談某一整體的部分，
也主要重灌注在該部分的“整體之氣”。繪畫上講“意足不求形色似”，
書法上講“筆不周而意已周”，文學上講“無字處皆其意”。因此中國的
整體功能是迥異於西方的系統論。

然而由於整體功能論是反分析解剖和反實驗的本性，其精妙處難以闡
明，謬誤處也不易辨析，證之千年來的中國王朝更替，有關宇宙的基本結
構（自然方面的天地、日月、四時、男女，社會方面的君臣、父子、夫婦、
朋友）是絕對不變的。詩歌上的“詩言志”為萬世名言，繪畫上也講“六
法精論，萬古不移”（郭若虛）。西方人尊敬亞里斯多德，因為他站在自己
時代的頂峰，僅此而已。中國人卻能尊敬孔子為萬世師表。如果形式原則
本身使西方文化的形式不斷變化，不斷發展，則“整體動能”既帶給中國
文化超前性結果，也給自己文化帶來停滯性的災難。

由於以上宇宙觀的不同，西方人是從一定點（既是歷史的、文化的、
又是個人的）向高山、海洋、向無限的蒼穹望去，結果必然是視覺把握不
住客體，想像力不能與客體相適應，感性受到否定，人感到阻滯、拒絕、
渺小、無力⋯⋯。而中國人對客體的觀照方式是流動的，俯仰往還的。原
始的彩陶藝術就不但可以平面環繞觀賞，又可以從上往下觀賞。《周易》講
仰觀俯察，《禮記》講上下察，繪畫講三遠：“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
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
（郭熙《林泉高致》）對於一片山景，我們的視線是流動的，轉折的。由高
轉深，由深轉近，再橫向於平遠，成了一個節奏化的行動。郭熙又說：“正
面溪山林木，盤折委曲，舖設其景而來，不厭其詳，所以足人目之近尋也。
傍邊平遠，嶠嶺重疊，鉤連縹緲而去，不厭其遠，所以極人目之曠望也。”
他對於空遠、深遠、平遠，用俯仰往還的視線，撫摩之，眷戀之，一視同
仁，處處流連。十足顯露出中國人的樂觀天性和藝術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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