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第二章  山水空靈意境的表現 

    中國自古以來，強調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只是這種精神思維顯

於最初表現形式上，乃著力於對自然的崇拜。自然山水作為獨立的審美對象，在

中國約始於魏晉南北朝，中國山水詩宗謝靈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說：「昏旦

變氣候，山水含清暉」，這裡的山水指的是具有審美價值的優美的自然環境。然

此文人對自然山水審美的價值，並不滿足於客觀景物的外在美感，極力追求的是

「象外之意」足以釋懷、忘卻俗世的紛擾，達於心境的虛空與精神的無限自由。

這種空靈化的直覺感應，是山水畫審美的主要價值。因此，本章試從山水畫興起

的魏晉玄風探索起，了解山水畫成立之美學思想與心靈感悟，再從歷代畫家中北

宋郭熙、南宋馬遠、明末清初龔賢三人的作品，探索分析空靈意象的表現技法，

了解造就空靈感覺的形式因素，以作為個人創作之參考。 

第一節  山水畫與玄學 

    山水畫乃中國繪畫之大宗，其淵源流長，風格繁多，從文獻記載和現存實物

看，山水形象出現於戰國之前，滋育於東晉，初創于南北朝，獨立發展于隋唐，

興盛於五代北宋。而山水畫由初創走向獨立，是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魏晉玄

學的興起。陳傳席在其《六朝畫論研究》中，言：「山水畫興起的直接根源是玄

學。」1 

 可見玄學在山水畫成立之初，所扮演之角色，是何其的重要。 

    魏晉玄學，以老、莊、易三玄為思想淵源，以無為道性為理論宗旨，以自然

與名教的關係為研究中心，這種思想，何以能取代漢以來，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的儒家思想，而成為時代的主流思潮，究其原因，在於時代之悲劇，所造成人生

觀念與生活方式的種種嬗變。東漢末年以來，軍閥混戰，魏、蜀、吳三國的你爭

我鬥，至西晉八王之亂、永嘉之亂、五胡亂華、十六國混戰等，一次次的兵戎相

接造成「出門無所見，白骨蔽平原」的悲慘景象，使社會各階層都飽受戰爭之苦，

文人們因此普遍懷疑儒家文化的現實價值，轉而向道家文化尋找安身立命之法， 
────────────────────────── 
註 1：陳傳席，《六朝畫論研究》，（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91），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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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范曄所言：「漢自中世以下，閹竪擅恣，故俗遂以遁深矯潔放言為高，士有

不談此者，則芸夫牧竪己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2 

 ，遁身遠禍，

明哲保身矯潔自高，放言清談的結果，形成了風靡魏晉思想界的玄學。玄學以辨

名析理為其哲學的思想形式，因此，玄學便隨著辨名析理的清談風尚，更加活躍

與興盛。《文心雕龍、論說》有云：「迄至正始，（二○○──二四九年）務欲守

文，何晏之徒，始盛玄論。於是聃（老子）、周（莊子）當路、與尼父（孔子）

爭塗矣。」當時玄學家利用種種形式鼓吹玄學，而正始時期，何晏一派利用詩歌

的形式闡述玄學的哲理內容，而創始了玄言詩，只是以老莊為宗旨的玄言詩，發

展至最後卻淪為政治說教3 

 。以自然為核心的老、莊思想，終始此類的玄言詩轉

向山水詩發展，晉代的謝靈運為其首要代表。《文心雕龍、明詩》有一段著名的

話：「宋初文咏，體有因革，莊、老告退，而山水方滋。」莊、老告退指的是說

教式的談玄，為談而談的屬表面化的玄理探索，而這時的老、莊思想正為山水詩

的「方滋」打下了基礎，玄言詩轉變為山水詩是一種必然趨勢，而山水詩的興起

也代表老、莊思想逐漸深入人心，而發現寂寞無為的自然本色。 

    魏晉玄學自然主義思潮中，大都繼承了先秦老莊道家所提倡的反璞歸真，實

行樸素無為而治的社會政治思想，以克服東漢末年興起的一股浮華之風。如玄學

名士夏侯玄說：「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敎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

消於下矣。」（《三國志．魏書》）其要求素樸之教先從上做起，來整飭敗壞之流

風。而此思想可說是接受了老子道家自然主義思想的表現。然而在這股強大的思

潮中，對自然的詮釋，又存在著不同的見解，以王弼、阮籍、嵇康與郭象來說，

對自然的認知，有其差異，但終將把自然看作是「無為」的。王弼在注釋《老子》

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時說：「法，謂法則也，人不違地，

乃得全安，法地也。地不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不違道，乃得全覆，法道

也。道不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在自然無 
────────────────────── 
註 2：章尚正著，《中國山水文學研究》，（上海：學林出版社 1997），頁 52 

註 3：陳傳席，《六朝畫論研究》，（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91）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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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違也。」（王弼，＜老子道德經注＞），天地人最終皆法道，道以不違自然為性，

自然即是無為，順應萬物的意思。所以，天地人皆順應自然而無為。而阮籍《達

莊論》說：「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

有內故，萬物生焉。」阮籍完全就客觀存有以論自然，自然成為天地萬有之總稱，

把莊子「道在萬物」的觀念，發揮得更徹底。這種客觀存有的自然觀強調萬有都

是獨立自主，有其自我之生命規律，不可以人為主觀意識去干擾，才能顯現萬有

之自然本質。「遣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莊子.

人間世》注），「虛以待物」去除人一切的物慾與思維，以心靈的虛空狀態來觀照

萬物。莊子之藝術精神在此玄風助長下更加茁壯。而這種觀物哲學進一步引導士

人，以超功利的心靈去欣賞自然萬物的美和價值，發現萬有生命之本質，這就是

藝術心靈的境界。孫綽《庾亮碑文》曰：「公稚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方寸湛

然，固以玄對山水。」（《世說新語．容止》）以玄對山水，即是以超越于世俗之

心的虛靜之心對山水，此時山水乃能以其純淨之姿，進入虛靜之心的心靈層面，

與人的生命融為一體。因而人與自然，由相他而相忘。而此心靈慧眼，對東晉山

水詩、山水畫中，強調自然山水之獨立內在美有很大的啟發作用。 

    人既為萬物之靈，那與山水應同屬無為的自然。因此，「天人合一」、「物我

合一」的想法，在玄學的精神內涵下是理所當然的。阮籍《達莊論》言：「一氣

盛衰，變化而不傷。……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自然生我，我自然

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豈遠之哉。」。因此，在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思

維下，由人物之美的品評推及過渡到自然美的欣賞是天經地義的事。因人與自然

山水本質的體悟，最終都是──萬有之本體的道。因此，氣韻生動觀念從人物畫

推展至山水畫時，其所強調的「神」，並不是「傳神寫照」中的神韻，而是客觀

山水景物下的「景外之意」──道的體現。所以宗炳在其《畫山水序》言：「山

水以形媚道。」
4 

 人物畫與山水畫，既然均是探索生命本質，但山水客觀的存在，

不帶任何人為主觀的成見，是如此的素樸與沉靜，比起人物畫，更適合作為心靈

的家園，精神的依歸。徐復觀在其＜中國藝術精神＞中言：「人物若非被作者所

深摯愛慕的父母或女性，則作者的感情，幾乎不可能安放到對象中去，以使作者 

───────────────── 

註 4：宗炳，＜畫山水序＞，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上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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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精神得到安息與解放。」5 

 這種精神的寄託與遺脫世務，自然山水比起人物畫 

來說，更足以讓人融入其中，而忘我、喪我。這也因為有玄學中的莊學，向魏晉

人士生活中滲透，除了使人自身成為美的對象外，更使山水、松、竹等自然景物，

都成為美的對象。 

    「山水以形媚道」也好，「以玄對山水」也好，可以發現六朝文人士大夫眷

戀山水，除了遊覽之外，還有一個更重要的目的，那就是領略玄趣或體會聖人之

道。然所謂之「道」，主要是老莊哲學以及魏晉玄學所崇尚的超然絕象的形而上 

的道。老子講「滌除玄覽」，認為必須滌除心中的塵垢雜念，才能對玄遠之道進 

行觀照。而宗炳發展了這一思想，認為必須澄懷才能味象，才能從山水之象中觀

道，即澄淨心靈去體察、品味玄學之道。然而宗炳更進一步闡述創作山水畫也可

以達到「觀道」、「味道」的目的，其言：「夫理絕于中古之上者，可意求于千載

之下，旨微于言象之外者，可以取于書策之內，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

寫形，以色觀色也。」又說：「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靈，皆可得之于一

圖矣。」
6 

 ，「玄牝」是道家語言，＜老子＞所謂：「谷神不死，是為玄牝，玄牝

之門，是謂天地根。」7 

 所以，「玄牝」乃是衍生天地萬物的本源。這種本源在

佛教來說，也是認同的。「一之為妙，空玄絕于有景，神化贍于無窮，為萬物而 

無為，處一數而無數，莫之能名，強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 

8 

 明了『實相』也可以了「無為」的真意。可見明白了山水所謂之「道」，就能

明白「無為」狀態下的一切事物的本源。由此可知，山水畫與山水一樣，都是一

種道體，是「道」的有形有質的載體，是觀道、體道的媒介。那如何從山水畫中

觀道呢？宗炳言：「夫以應目會心為理者，類之成朽，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 

應會感神、神超理得。雖復虛求幽岩，何以加焉？又神本亡端，栖形感類，理入

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9 

 眼睛觀賞到具體的山水之形，內心就會有所思 

考和感應，心的感應和精神相通，精神就能有所超脫，精神能超脫，就不會拘泥 

註 5：徐復觀，《中國藝術精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舨社，2001），頁 135 
註 6：同註 4 
註 7：余培林編撰，《老子》，（台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3），頁 45 

註 8：劉道廣，《中國古代藝術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 88 

註 9：. 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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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有具體的「山水之形」上，才會有所深想和體悟，感受到的是萬事萬物之外

的理。雖然「神」是無邊際的東西，如玄學中的「無」一樣，須借具體的形而下

的「有」才能得以表現。「神本無端，栖形感類，理入影迹」山水之神本來是無

具體形狀的，無從把握，但神卻寄託於無形之中，而感通於繪畫之上，「理」也

滲透于山水畫作品之中。從這裡可看出玄學「有」、「無」思想的影響。另一位理 

論家王微說：「本乎形者融靈。」10 認為形、神本來就是一體、不可分，與宗炳

的形、神二體雖不同，但對於繪畫表現的本質要求，則是相同的，都強調「寫山

水之神」，實在是他們發現了山水之美。宗炳、王微的山水畫傳神論打破以前只

有人物畫才能傳神的觀念，對後世畫論中提出的萬物皆要傳神的理論有很大影

響。 

    在魏晉玄學的的籠罩下，封建文人的主體意識，發生了全面的改觀。老莊文

化作用于魏晉士人的人生觀念，助長了全生、適性與陶樂意識的弘揚，擴大了魏

晉風尚的流播，導致山水自然以全新的姿態進入文人的生活與審美範圍。玄言

詩、游仙詩…等大量創作，也加速山水詩畫的發展。而老莊文化作用於魏晉士人

的審美觀念，以「無」為本，以「有」為末，強調萬物有靈，萬物皆是神靈的顯

現。然此神無形體、無從見到，只好藉助一定物質的、有形的、實在的東西來表

現。因此，山水自然被看作自然無為的理想人格象徵，山水自然展示出怡情蕩性，

綽玄悟道，文思奧府等多層次的審美價值。虛靜觀念，以及玄遠清靜情趣，文貴

形式等藝術觀也確立了，因而山水大自然作為獨立的、重要的審美對象，而被描

寫成現實，山水畫從此嶄露於魏晉時期。 

 

 

 

 

────────────────────────── 
註 10：王微，＜敘畫＞，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上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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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山水空靈意境的思維 
 

    魏晉南北朝，因玄學的興盛，導致玄言詩的發展，而其中對「自然」的探索，

又啟發山水詩、畫的產生。然而在山水畫成立之初，達官文人所欣賞的山水之美，

就不只限於眼前客觀的山川景色，而是更深一層的心靈體驗。徐復觀在其《中國

藝術精神》＜自敘＞中言：「魏晉時代因玄學之力而比西方早一千年，引起了藝

術的真正自覺。」11 這種自覺，是畫家所捕捉到的或畫家所賦予對象的精神內涵，

也就是對象的內在美。繪畫的價值不是別的，正是在乎於它本身的藝術性。東晉

詩人王凝之的＜蘭亭詩＞：「莊浪濠津，巢步穎湄，冥心真寄，千載同歸」、孫綽

＜三月三日蘭亭詩序＞：「情因所習而遷移，物觸所遇而興感。…..為復曖昧之中，

私縈拂之道，屢借山水，以化其鬱結，永一日之足，當百年之溢。」明白顯示出

士人從山水的靜觀中，忘卻政治生活及人世外務，徜徉於自然山水中，體驗萬物

無限生機與活力，將有限生命投入無窮大化之中，物我兩忘，化解了心中的憂鬱，

讓心靈沉澱、澄清而得到精神的解放，達於「忘我」、「無我」之境的心靈體驗，

此正是山水空靈意境的表現，也是對老莊思維體悟。因此，魏晉的繪畫，經佛教、

玄學的浸染，其中的哲學意味，由滿實逐漸轉為空靈，由火熱的情感奔流幻化為

幽靜的哲學沉思。12 

    中國老莊思想一向以陰柔之氣為貴，而崇尚虛無，佛家則更往前推進一步，

主張本無。而在玄風的刺激下，由此互相辯證推演：道家主「意」，佛家主「滅」；

道家主「靜知」，佛家主「涅槃」；道家主「物我兩忘」，佛家主「四大皆空」。佛

教以“苦空＂觀人生，宣揚對塵世的厭棄；然而道家卻執著於自我的超脫，而不

是自我的否定與捨棄，尤其是莊子。這樣種種的論述與推敲，反而把道家的空虛

觀念推向了極端，影響了繪畫，於是空靈、玄遠成了繪畫的美學理想。 

    空靈在直觀的視覺顯現中，是畫面所散發一般極大的氣勢，是一種整體的氣

氛，也是一種整體的直感意味，足以讓人深入其中、渾然忘我而後神思遨遊，所

以是象外之意、弦外之音，也是所謂的「意境」。而此股「氣勢」化身為形式的

呈現就是巨大的「虛無空間」，是「空間」的精神化，是「虛」、「無」，也是「空」。

老子言：「埏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 

註 11：徐復觀，《中國藝術精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3 

註 12：王慶生，《繪畫－東西方文化的衝撞》（台北：淑馨出版社，1992），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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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之以為利，無之以為用。」13 因器具、房屋的中間的為虛空，它才能發揮其

功能作用，由此可知「有」之所能能夠給人便利，端賴「無」的作用。這相對於

廣大宇宙天體是「虛」，大自然的山川列植土地之上，就是「有」，就是「實體」。

因此繪之於形式，就以呈現其廣大無垠的虛無空間，進而投射於人主觀思維中，

達於心靈的虛空。而此顯現的巨大「虛空」，並非無有，而是充滿惚恍飄缈之氣。

老子言：「其上不皦，其下不昧，繩繩不可名，復歸於無物，是謂無狀之狀，無

物之象，是謂惚恍。」14 又：「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合恍合，其中有象，恍

合惚合，其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精，其精甚真，其中有信。」15 這種又有又無，

又虛又實，恍惚無形，其中又具備了宇宙萬物的形象，蘊含一切生命物質的本質

與原理，這種特質就是「氣」的幻化，也是「道」的顯現。其中精即氣之精，是

一切物象本質，老子四十二章中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

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16，道生混然一氣，而分化成陰陽兩氣，而兩者

不斷的交合，不斷的創生，於是形成萬物。萬物因道而生。莊子也言：「人之生，

氣也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若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

美者神奇，其所惡者臭腐，臭腐復化為神奇，神奇復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

氣耳。』聖人故貴一。」17，神奇為美，臭腐為惡，美惡的差別與作用都在於氣，

而氣的充足，就是生命力的展現，也就是美。氣寰宇萬物自然四周，因而面對大

自然山水，內心所體現的就是一種朝氣蓬勃的生命意象。正如莊子所言：「判天

地之美，析萬物之理，奪古人之全，寡能備之容於天地之美，稱神明之容」18、

「天地有大美而不言，四時有明法而不議，萬物有成理而不說，聖人者原天地之

美，而達萬物之理，是故至人無為，大聖不作，觀於天地之謂也。」19 天地雖沉

默不語，卻靜默涵養自然萬物，具有孕育包容萬物之「大美」。莊子認為這個「大

美」乃是由「道」演生而出。因為只有「自本自根」的道，才能孕育涵括了天地

萬物及天地萬物之大美。天地化育是普通生命之流行變化，具生生不息的特質，

是永恆的象徵。由此體悟天人合一的道理與萬物俱化，以顯露生命創造之活力本

質。換句話說，天地之美寄於生命，在於盎然生意與旺盛活力，而生命之美形於 

───────────────── 

註 13：余培林編撰，《老子》，（台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3），頁 60 

註 14：同上，頁 69 

註 15：同上，頁 95 

註 16：同上，頁 175 

註 17：王先謙，《莊子集解》，（台北：東大圖書公司，2004），頁 194 

註 18：同上，頁 303 

註 19：同上，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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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在於生物之氣息。所以觀天地之美，著眼於宇宙生命的體悟，也就是「體

道」。透過「體道」感應主體的無限，明白肯定人的自由和偉大之美，精神消遙

而無待。然此，並不否定自己或對象，在實在的直接經驗基礎上，超越理性思維、

邏輯、和分析的直覺洞察，直接體味，直接的心靈感應，要求物我交融、物我統

一，最終獲得人生和宇宙的哲理境界。莊子《天下篇》所言：「獨與天地精神往

來。」20 至此境界，人從世俗價值的思維中解放出來，而得到大自由、大解放，

獲得精神的徹底解脫，體驗到與宇宙相融合的境界，實現精神的無限超覺。而這

精神的無限自由，就是山水空靈意境的魅力所在。 

    然而要從靜默深沉的山水中，體會此宇宙萬象變化之理，人的心靈審美為其

首要條件──虛靜之心。老子言：「致虛極，守靜篤。」21 就是要消除心智作用，

以使心空虛無知；因慾念煩惱的去除，而使心安寧沉靜。道體虛無寂靜，人心也

和道體一樣，虛明澄靜。但人往往為私慾所矇蔽，所以必須加以修養，使心回復

其原有的虛靜狀況，能明察事理，洞知萬物變化之律動。莊子也言：「此四方者

不蕩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不為也。」22，只要私

慾不在胸中攪亂就能平正，內心平正就能安靜，安靜就能明澈，明撤就能空明，

空明就能順應自然而沒有什麼做不成的。然而此清靜絕不是與世隔絕，無為也絕

不是什麼都不做。「體則虛，虛則實，實則倫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23，心神體靜便清明虛空，心靈虛空，就得以納入自然萬象，反而使心靈更加充

實。莊子更進一步講的「心齋」、「坐忘」、「唯道集虛」，都是要求主體心靈能夠

「虛而待物」，有一個空靈明覺之心。而劉勰在《文心雕龍、神思》中，將「虛

靜」作為美學命題的內涵，其說：「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王脏，澡雪

精神，積學以儲寶，酌理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怪辭…然後使玄解之宰，

尋聲律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24，

虛靜作為陶鈞文思的積極手段，也就是說構思之前的必要準備，以便借此，窺探

自然意象的運行，而使思想感情更為充沛。如同創作前，作者唯有靜心觀照下，

才能由客觀的景物，進入主觀的思維，而達到情景交融的物我合一的直覺感動，

也才有胸有成竹繪之成畫的那股動力。南朝劉宋時期的繪畫理論家，宗炳在其《畫 

────────────────────── 

註 20：同註 17，頁 311 

註 21：同註 3，頁 77 

註 22：同註 17，頁 215 

註 23：同上，頁 115 

註 24：張晶，《禪與唐宋詩學》，（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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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序》中就寫道：「聖人含道暎物，賢者澄懷味像，至于山水，質有而趣靈。」

25，味像的先決條件是「澄懷」。澄懷就是要滌蕩污濁勢利之心，道於空靜的山林

最為理想，遠離塵濁世俗，寧靜地思索，深沉地入靜，方能體會萬物生息之道。

有此體悟，也才有創作靈感的泉源。 

    空靈的意境，它不是思想的直接跳躍，也不是直接的象徵性符號的連接，更

不是思辨的推理認識，而是個體的直覺體驗，是視覺的客觀景物與思想的主觀哲

理的結合，是主客一體，天人合一的心靈感動；其「虛無」氣勢所產生的「空」、

「無」，恰與佛、道、釋各家思想中心做一契合與聯貫，尤其道家中莊學的超曠

空靈。所以，徐復觀在《中國藝術精神》中言：「中國以山水畫為中心的自然畫，

乃是玄學中的莊學產物，不能了解這一點，便不能把握到中國以繪畫為中心的藝

術的基本性格。」26。因此，從審美與創作兩個角度來看，空靈最基本的精神特

質與形式要求，均以虛靜的心靈為核心。曾肅良在《論中國的虛靜美學－從中西

美學觀念的差異性談中國繪畫特質》一文中也言：「中國藝術哲學的本源傾向『唯

心』主義，是『虛靜』的主張，由『虛靜』的心，衍變出空靈與寧靜的特質。」

27 這種特質，源於宇宙自然的和諧無為狀態，人透自我的覺醒，發現其內在之美，

將人之情感予以寄託，達到「暢神」的目的。而此空靈之美，也才得以顯現。 

 
 
 
 
 
 
 
 
 
 
 
 
────────────── 
註 25：宗炳，＜畫山水序＞，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上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583 

註 26：徐復觀，《中國藝術精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141 

註 27：曾肅良，＜論中國的虛靜美學──從中西美學觀念的差異性談中國繪畫特質＞，收錄《水墨新紀元論文集－2002

年水墨畫理論與創怍國際學術研討會》，（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出版，2002），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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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山水空靈意境的風格表現之探討 

 

    方東美在《生命情調與美感》中說：「盎然充實的生命就是力的擴張、美的

表示，一切藝術創作均使我們達所欲生、暢所欲為，以實現無窮的可能。生命正

是藝術、藝術當於生命，美的創造為人生根本之所在；雖離卻藝術，人生即無以

耀露他的自由。」28 生命之活力展現就是美的表現。這也是山水畫受玄學啟發所

追求之精神內涵。中國畫家透過客觀景物的直覺與主觀老莊的「無為」哲思交集

感應，體會出自然萬物生命之本，借以靜穆的山水，來展現心靈生命的情調。而

此，自然無為的虛靜精神，帶給人精神上的無限自由。這種心靈上的喜悅，也一

直影響而存在於中國歷代繪畫發展，茲就從北宋郭熙、南宋馬遠及明末清初龔賢

三人中，探索「虛無空間」下的空靈山水。 

一、郭熙 

    郭熙，字淳夫，河南溫縣人（今河南孟縣），于宋仁宗朝（1023~1063）入翰

林圖書院當藝學，神宗時（1067~1085）擢升為得寵之待詔。宋神宗時特別喜歡

郭熙的畫，曾經「一殿專皆熙作」29，王安石變法改革官制時，新建立的中書、

門下兩省和樞密院、學士院的壁畫，均是郭熙的創作，是宋神宗時代山水畫壇上

的重要人物。其最活躍的時間約在神宗的熙寧至哲宗的元祐年間（1068~1093），

以長於山水畫知名於時。他能在廳堂的大幅素壁上信筆寫出，《宣和畫譜》載：「于

高堂素壁上，放手作長松巨木，回溪斷崖，岩岫巉絕，峰巒秀起，雲烟變滅，腌

靄之間，千態萬狀。」30 可見其在李成的基礎上，把中國的山水畫創作，推向更

加真實細膩的表現，而突顯大自然的細微變化，並賦予它強烈的感情色彩。 

    《早春圖》（台北故宮博物院藏）（圖一）是現存最早有確切紀年的卷軸，是 

──────────────────────── 

註 28：龔鵬程，《美學在台灣的發展》，（嘉義：南華管理學院，19986），頁 116  
註 29：鄧椿，＜畫繼雜說＞收錄《中國畫論類編》，（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80 

註 30：王雲五編，《宣和畫譜》卷十一，（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3），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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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最有名之傑作。上有畫家的落款〝早春、壬子年（公元 1072 年）郭熙畫〞，

鈴〝郭熙圖書〞印。畫幅與「谿山行旅圖」

（圖二）同屬雙拚絹本，淺絳設色的大幅

山水，描繪初春瑞雪消融，大地甦醒，草

木發枝，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早春圖》基本上仍然延續北宋初巨

碑式的結構，畫幅正中置一主峰，山腳下

以煙嵐襯托出前景山巒上勁拔的枯木及山

腰的樓觀，只是中峰頂立並非如北宋初採

用垂直沉穩的架構，而是以「S」型動感的

構圖來表現，與「谿山行旅圖」(圖二)的肅

穆自然不同，空間的處理也複雜了許多，

高遠、深遠及平遠的視點轉換運用，流暢 

自然，合乎道理。人眼睛的視覺範圍，上下左

右本比 180 度廣，加上視覺的餘光，遠比一般

相機的定點透視來的廣且深。因此，在《早春

圖》的視點可以用平視的角度來看，作者只要

站在遠方與正中主峰一樣的高度，就可將全景

納入眼中。所以，不管此圖是否是畫家多次登

高的印象組合為心靈經驗表現在畫面上，其所

追尋的理想中的山水，必合乎自然之理，也是

人的直覺之「真」。 

    在畫面令人拍案叫絕的是主峰兩旁的河流

處理方式；在中景右側山凹中的飛瀑，以裁成

四段的方式，由遠而近，由上而下奔洩，造成 

源遠流長的效果。尤其利用此處凹谷陰面的低 

圖一  早春圖  北宋  郭熙 

絹本  設色  158.3×108.cm 

台北  故宮博物院 

圖二  谿山行旅圖  北宋  范寬 
絹本  水墨  206.3 × 103.3cm 

台北  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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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度低調子的視覺對比，來突顯中景主峰高明度高調子，拉開距離，營造山凹的

深度感，也加強了山石、峰巒的姿態及量感，創造更具說服力的視覺效果，尤其

是三度空間的厚度。而主峰左側，郭熙利用「掩映斷其脈」的溪流及主峰延伸出

來層層相疊的斜坡，經營出主峰的深度和厚重。此處恰與右側河流相反，屬高明

度低調子的淡墨處理，形成一開闊的空間。利用主峰與淡墨遠山的懸殊比例暗示

二者間『遠』的距離，而產生了「自近山望遠山」的平遠效果。這兩河流，利用

黑、白兩種不同的基調，表現遠的深入，活潑了畫面，加強了虛實對比與空間深

度，實感佩服。 

    至於筆墨的運用，更加的豐潤、誇張。尤其顫動、曲折的輪廓線和對比強烈

的明暗度，所帶來的動感是宋初所沒有的。他把清晰明確的景物置之中間偏右，

後方則以層層濃密而飄浮的烟雲銜接，將視覺導向左上遠處河谷，加強了虛實的

生動對比，更表現了大氣迷漫，運行流通，深厚空間。其將皴法與造型的墨染融

成一種筆法，以透明的淡墨、濃墨和焦墨的調子，用粗細變化的筆跡層層復加，

使它們互相交叉，造成一種滋潤而模糊的表面。而為了有效地區分遠近，利用烟

靄橫截樹梢來營造，其提議：「用濃墨、焦墨欲特然取其限」、「然後用青墨水重

疊過之，即墨色分明，常如霧露中出也。」。31 所以，整幅筆墨韻致，感覺深厚

壯健，渾圓滋潤，意境清幽寧靜，空靈清曠。 

    筆墨構圖形式表現均服從作者主觀〝意〞的傳達，畢竟，主客觀的心靈深層

體驗才是藝術創作的真諦。《早春圖》，表現出春到人間，萬物萌生的快樂氣息，

也就是萬物蓬勃生命之意，如同荊浩所謂「真」的表現，因此，從構圖的動態，

線條的活潑多變，雲氣的散佈，墨色烟潤處理，最後均服從作者心靈上「真」的

追求。然此「真」，並非客觀景物的刻畫，也非可行、可望，有人、有屋的形式

構成。在繁複的大山大水中，若以樹、石、人、屋等細微比例下的景物，來顯現

真實的生命，那簡直是緣木求魚。「真」在大山大水景物中，應是「真實空間」 

──────────────── 

註 31：郭熙，《林泉高致集》，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上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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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顯現，是「氣」的運行，是整體的氣氛和氣勢。清高宗乾隆在畫幅上題：「樹

纔發葉溪開凍，樓閣仙屋最上層，不藉柳桃閑點綴，春山早見氣如蒸。」這就是

指畫中的空氣感，道出郭熙畫中的精神內涵。這種「真實的虛空」，才是郭熙所

強調的「可居、可游」。「可居」不是表面形式屋舍擺置，而是足以讓人釋懷、安

心留置的真實空間；「可游」則是引人入勝，神游其中，流連忘返，物我合一，

忘我的境界。所以郭熙「遠」的提出，不僅僅是空氣和物理距離的表現，也是進

入自然達道的一種表述。其言：「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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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遠者明瞭，深

遠者細碎，平遠者冲澹。」32 均一再顯示以“遠＂作為山水的形式追求。宗炳在

《畫山水序》所言：「竪畫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數尺，體百里之迥。」33，

是想在有限的尺寸裏，收盡廣擴的山川勝境，而〝坐窮四荒〞與〝雲林森渺〞則

是體道之「遠」，所以，咫尺之間表現的是大千世界。因此，《早春圖》的各個部

份都提示了幽遠的縱深感，畫面卻保留著一個由各部分區域合成的整合空間，此

空間的整合，有靠雲氣的統一，形成巨大廣、深的「真實空間」，也就是「無」

的呈現，這也是《早春圖》，雄偉氣勢的原因所在，也是空靈意境的呈現，更是

郭熙本人嚮往的烟霞聖地。 

二、馬遠 

    南宋馬遠（1190~1255 年），字欽山，原籍河中。出身藝術世家，兼善山水、

人物、花鳥為宋光宗、寧宗兩朝畫院待詔，與夏珪齊名，世稱「馬夏」，創立〝水

墨蒼勁〞的畫派。其畫意境清曠空靈，章法簡潔，筆法勁健，造形鮮明生動，具

有濃厚的詩意。高居翰在其《中國繪畫史》中言：「馬遠使用了最簡鍊的方法，

依賴了由形象所引起的情緒上的聯想，和包圍形象的，那片空茫所挑起的言外之 

意，把他的主題籠罩在一片感性的聲光中。」34，「空茫」，兩字確切點出馬遠畫 

───────────── 

註 32：同註 31，頁 639 

註 33：宗炳，《畫山水序》，收錄《中國畫論類編》上卷，（台北：華正書局，1984），583 頁 

註 34：高居翰著，李渝譯《中國繪畫史》，（台北、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4）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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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踏歌圖  南宋 馬遠 

絹本  水墨淺設色  192.5×111cm 

北京  故宮博物院 

中的精神內涵。以下就以「踏歌圖」(圖三)、「山徑春行圖」(圖四)、「華燈侍宴

圖」(圖五)來探索其風格特色。 

    「踏歌圖」(圖三)是馬遠大幅山水畫

中的代表作品，雖帶有「全景」的成分，

但與北宋巨碑式的全景架構，顯然有極大

差異。中景的主峰明顯已靠向左邊，畫面

中間焦點，已為雲霧遠樹所取代。作者觀

景的高度也逐漸降低，角度逐漸轉為定點

透視。所觀之景，已不是北宋遠觀下寬闊

宏偉的大山大水，而是近觀下優美靜謚的

邊角景致。近景與遠景的複雜關係被雲烟

濃霧給虛擬和省略了，輪廓線鮮明的物像

與淡淡的自然空氣形成強烈的對比，這構

成了被認可的詩意。尤其畫面中央、大塊

雲霧的擺置與左下近景黑而厚實的岩

塊，成強烈對比，突顯了雲霧下的空間厚

度。而此空間，透過雲氣的流動，與飄渺之

遠山連成一氣，擴展了整張畫面的空間。致

使畫面左實右虛，「邊角」構圖模式逐漸明朗。 

    而筆墨方面，馬遠則擴張了李唐的斧劈皴，利用側筆淡墨快速地橫刷出明

暗、強烈的山石，使其產生堅硬感。由於馬遠將皴線加長，故又稱此類為「大斧

劈皴」而這拉長墨線的手法，在他的樹枝畫法上亦可見之，稱之為「拖枝」。線

條勁挺強健，墨色暈染厚實滋潤，增加山石、樹木與雲霧的虛實對比，突顯「虛

無」空間的存在。整體以優美動人的形象意境表現原詩：「宿雨清畿甸，朝陽麗

帝城、豐年人樂業，壠上踏歌行」的內蘊，呈現雨後初晴，山野間清幽的景色，

農民生活景象，彷彿讓觀者身臨其境，聽到水聲和歌聲飄蕩在晴空山谷之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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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容膝齋圖  元 倪瓉 

絹本  水墨淺設色  74.7×35.5cm 

台北  故宮博物院 

圖四  山徑春行圖  南宋 馬遠 

絹本  設色  27.3x43cm 

台北  故宮博物院 

 

接反應大自然山水的生命氣息。 

    「 山 徑 春 行

圖」（圖四）（台北

故宮博物院藏），

這是一幅山水、人

物占有同等比重

的作品，表現文人

士大夫徜徉於山

水的雅興，從而刻

畫其閒適高逸的精

神面貌。此圖幾乎

只由前景與遠景構成，省略了中景作退後空間的連貫。前景柳樹、主僕及岩塊，

集中在畫面左下角，與淡墨遠山連成一氣，畫面重心偏向左邊。相對的右上角留

以大片的空白，形成虛實相半的「對角線」構圖。值得注意的是畫面利用大量之

空白，來拓展觀者的想像空間，然這「空白」的空間不是象徵性的意會，還是著

重在自然之「理」，以雲霧來作視覺的延伸與連貫，所以左邊清晰之路徑向右延

伸，逐漸消失於飄渺的雲霧中，此法為上方大片留白增加了空間的深度與厚度。

這與倪瓚（圖五）一河兩岸的構圖留白模式不同，一樣是

「空白」，但前者屬視覺直觀的經驗感受為主，後者則以

主觀思維的象徵性想像為主。因此，前者視覺感受的空靈

意味勝於後者。至於用筆不像《踏歌圖》那樣銳利剛硬，

但仍挺拔有力，墨色暈染，依然溫

潤厚實，而詩意也趨於濃厚，大氣

的氛圍也愈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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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華燈侍宴圖  南宋  馬遠 
絹本  設色  125.6×46.7cm 

台北  故宮博物院 

    《華燈侍宴圖》（圖六）（台北故宮博物

院藏），以大幅立軸形式表現宮廷中的歡宴，

但作者不是正面描繪宴會上的杯觥交錯場

面，而是著力於富有特徵的宮苑景色的刻

畫。此圖雖是「全景」，但構圖還是偏於「邊

角」佈局，將重心放在右邊，利用右下的「實」

與左上方雲霧的「虛」，作強烈對比，而右邊

中間的兩棵青松，頗具姿態，有助於加強畫

面的氣勢，尤其與殿閣及右下前景之梅樹的

對照，突顯視點的深遠空間。氣流通於整個

畫面，有一種霧氣迷漫，薄霧輕嵐，意境清

空的景外之致。 

    從三張圖看來，馬遠對畫面抒情氣氛的

營造，相當用心，尤其是對雲霧空氣流通的

刻畫，以大片「留白」的方式，配合自然之理

的整體直覺效果，以「理」貫「法」呈現自然

宇宙中的空氣感，更強調「虛」的表現，使人心曠神怡。而邊角的構圖方式，配

合近深遠淡的墨色，強調大虛大實的對比手法，使無畫處皆成妙境，以少勝多，

開創「畫面小、空間寬」的空靈化格局。 

 

 

三、龔賢 

    龔賢（1619~1689 年）字半千，別號野遺、柴丈、半畝，江蘇昆山人。早年

值明末戰亂，在外飄泊流離，晚年隱居金陵清涼山，賣畫課徒，生活清苦。富民

族氣節，一腔堅貞之情寄于繪畫之中。善畫山水，師法董源、二米、吳鎮和沈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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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尤其是沈周，龔賢稱其為「畫苑尼山」35，特別讚賞他的「筆豐墨健」。36

注重寫生，從大自然吸取營養，山水大都取材於南京一帶風光，著意表現豐饒明

麗的湖光山色。 

    《溪山無盡圖》（圖七）（北京故宮博物院藏），是其六十三歲所作之長卷山

水作品。描寫重山複岫的山水圖景，以山為主，以水為輔，其變化無窮也在於山，

以水作陪襯。起首於山間一泉水，在煙雨空濛的自然山水中，泉水傳出聲響，劃

破靜謐的山林氛圍。接著是崗巒、岩壁及一片叢林，作者善用濃淡、黑白的對比

手法，使得佈滿崗巒的畫面，不感到迫塞，而境界卻很幽深。 

    「留白」的運用，是其畫面的重點所在，從水面、山石的亮面、樹頭、樹叢、

屋舍、雲氣、瀑布和天空，白的亮度在黑白虛實對比下，顯露出不同的層次變化，

形成一種薄霧照面之空靈氣氛。而雲氣在山石叢林的對比下，層次豐富，有時是

薄霧輕嵐；有時是積雲厚實，整體充滿〝氣〞的運行，是密實構圖的透氣所在。

至於實景山岩樹林著墨的部分，層次更是千變萬化。雖然構圖「滿實雍塞」，但

卻覺得境界「寬廣舒坦」，原因在於：（一）、樹林墨色變化層次多，且上濃下淡，

甚至予以留白點，不染「實」，使能透氣，氣通就不「塞」。尤其用筆，大都採乾

筆皴擦，先乾後溼，以求筆法勁健有骨，墨氣靈活有韻。其在《課徒畫說》中說：

「皴法先乾後溼，故外潤而有骨，若先濕後乾，則墨死矣。」37 可見其對墨韻的

追求，體驗何此之深。而所謂「潤」，無非是濕度適可，關鍵在于皴染之時能見

筆，所以是〝潤而有骨〞。若太濕，皴染之時，墨汁粘滯，結果筆礙墨、墨礙筆，

只能〝混沌〞一片，其味索然。然墨潤還不足，其又言：「筆法要古、墨氣要厚、

丘壑要穩、氣韻要渾」38，因此整體而言要求畫面渾厚華滋的氣韻。然為了丘壑

能更加穩定，畫山石幾乎是上白下黑，尤其河水岸邊。至於山腳下方的景色，因 

───────────── 

註 35：王石城著《中國歷代畫家大觀－清（上）》（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8 頁 264） 

註 36：同上 

註 37：龔賢，《課徒畫說》，收錄《中國話論類編》，（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797 

註 38：龔賢，《柴丈畫說》，收錄《中國話論類編》（台北：華正書局，1984）頁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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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谿山無進圖局部  

乾筆的運用，其感覺「黑」但不「實」，是活墨、是「虛黑」、是實中之「虛」， 

而不致產生雍塞之感。（二）、畫面以大塊面的景緻，分出前後空間，力求整體統

一的和諧感。近景山石岩塊墨色濃淡對比強，遠山則墨色對比弱，要求整體的空

間擺置。（圖八）（三）、筆觸的「留白」運用，因其墨法上，講究以「異」化氣。

這裡，龔賢畫中墨韻所體現的「異」，有時是通過相同筆法的疊加，以造成此多

比少而顯現的──「異」以「同」為本，這「異」就顯得氣機連貫，整體感特別

厚重而強烈，而「同」以「異」為化；這「同」就顯得靈光閃爍而不滯。39 

 

    

整體而言，其強調畫面的層次感與整體感。山石皴法渾成，墨色變化明浄和諧，

表現了大自然在幽靜中的一種蓬勃的生趣。是寂靜中的自持和超出了動亂時代所

加給人的種種勞苦後，在此自然中獲得一種愉悅與平靜。王伯敏在《龔賢墨法水

法論》一文中言：「在畫面加強層次與整體感，從而給人在視線上以舒展的餘地。

這些餘地，也就是畫面上的一種空靈感。而這種空靈，決不是在布局上安置一江

開闊的水面，或是留有廣闊的其他空白，而是旨在畫實實篤篤的崇山叠嶂中能顯

出空間，有回旋之意。」40 此說明龔賢利用「實中求虛」，表現宇宙的虛無空間，

求得畫面空靈之意象，這有別於「大片留白」的空靈形式表現，也是對空靈的虛

靜精神作形式上的另一種極致表現。 

 

    郭熙、馬遠和龔賢三人之繪畫風格迥異，但同樣具有靜謐空靈之意味。郭熙 

───────────────────── 
註 39：舒士俊，《龔賢略議》，收錄《龔賢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5），頁 173 
註 40：王伯敏，《龔賢墨法水法論》，收錄《龔賢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5），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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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遠望景觀的大角度，描繪自然山水，偏於客觀景物詳細的寫生，畫面佈置虛

實參半；而馬遠則偏於近觀下單點透視的邊角山水，畫面實景少，虛白多；龔賢

亦是大山大水的遠觀角度，然客觀景物的描繪偏於主觀的寫意，畫面實景多而密

實，而空白虛處少。三人形式雖不同，但對自然萬物生命之「理」的追求，是一

樣的執著與認真。同樣把「虛無」大氣氛圍中的空氣感，作為氣韻追求之重心。

只是在形式構圖的繁密上，郭熙居中；馬遠簡而少；龔賢繁而密。因此，不同形

式表現亦可具有同樣的心靈境界，形式服從於作者心靈所體驗之情感意境，而此

意境情感才是藝術品永恆價值的存在。所以，藝術創作不應執著於短暫的視覺刺

激的形式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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