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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王船山「乾坤並建」論其「情景交融」

之詩學基礎 

王詩評* 
（收稿日期：99 年 9 月 29 日；接受刊登日期：99 年 11 月 24 日） 

提 要 

「乾坤並建」與「情景交融」是船山《易》學及詩論的核心內容。

船山早於首部著作《周易外傳》即提出由「乾坤並建」所開展的思維

模式（兩端一致論），並貫穿此一思想於其所有的學說之中。筆者以

為，「情景交融」不僅是肇基於此一模式而建構其詩學宇宙，另一方

面，亦由其對「情」「景」內涵之深拓而補充船山「兩端一致論」的

細節。此外，船山之學以「人道」為旨歸，「乾坤並建」揭示道德實

踐的必然以及價值的無限性，「情景交融」則是由具體詩作的創作與

欣賞，經由美感境界之昇華而肯定自然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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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清初學者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薑齋，別署賣薑翁、

船山老農、船山遺老等，學者稱船山先生。一生著述豐碩，有一百餘種，

研究領域橫跨哲學、經學、史學及文學。「情景交融」是船山詩論的核

心概念，其深入地討論抒情詩的兩大要素──「情」與「景」，提出「情

生景」、「景生情」，「以意為主」、「妙合無垠」等說法，兼顧創作

與欣賞之面向，將傳統詩學中的情景論提高至美學境界。對於「情景交

融」的藝術價值前學已多所論及，本文茲不一一贅述。船山的詩學著述

大抵完成於晚年，此際其主要的哲學著作已趨完備1，筆者以為「情景

交融」說很大的程度就是奠基於船山個人的哲學體系而進行展開。然因

討論的範圍甚廣，亦涉及船山廣漠的著述，故本文僅就其學說之基據

──《易》學來討論。2 

船山在《周易內傳發例》中自述其《易》學以「乾坤並建」為綱領，

並以此為解《易》之首要原則。「乾坤並建」3主要是藉由乾陽與坤陰

之相反相成，說明宇宙中對立的兩方，彼此皆具有同一性而不容分割，

進而指出個體本質上是和諧一致。以此為理論基礎，在「性」「命」、

「知」「行」、「理」「欲」等命題中，皆可見此思維模式之展開。誠

如蕭馳所言：「船山所謂『言情』和『取景』，乃詩人面對天地大化時，

                                                 
1  船山主要哲學著述的定稿時間：《周易外傳》成於 1655 年，《尚書引義》作於

1655-1665 年之間，《讀四書大全說》作於 1665 年，《張子正蒙注》成於 1685 年，

重訂於 1690 年，《周易內傳》及《發例》成於 1686 年。詩學著述的完成時間：《詩

廣傳》定稿於 1683 年，《夕堂永日緒論》內外編作於 1690 年。由此可見，船山晚

年將研究重心置於詩學研究之時，其哲學體系已大抵完備。 
2  朱伯崑說：「王夫之作為一位哲學家，其哲學體系同樣是通過對儒家經典的解釋而

建立起來的。對《周易》經傳的解釋是其哲學體系特別是形上學形成的思想基礎。」

見朱伯崑：《易學哲學史》，修訂版（臺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91 年 9 月），

第四卷，頁 13。 
3  在船山的首部著作《周易外傳》（1655），即已提出「乾坤並建」，下文將再詳述其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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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府中爾中有我，我中有爾的兩種活動，雖被畫為『情』和『景』，卻

如同宇宙哲學中乾坤和陰陽的畫分，又是畫而難分，故必定『互藏其

宅』。」4船山在處理其詩論中「情」與「景」的關係時，亦是循其對

立與統一的思維模式而進行詮說。職是之故，筆者以為船山的詩學體系

乃是在其《易》學研究之基礎下進行開展，其中最重要的討論核心就是

「情景交融」與「乾坤並建」的理論承繼。 

下文將就「乾坤並建」與「情景交融」的理論關係作說明：首先，

說明「乾坤並建」的理論內涵及意義，並由此說提出學者對船山哲學模

式之概括——兩端一致論。其次，則就「情景交融」循此「兩端而一致」

模式進行開展之學說內涵，敘述其要。再次，筆者擬從「矛盾對立的統

一體」說明詩論中對於「情」「景」關係的敘述與《易》學中對於「乾」

「坤」之界定，實可相互參證；而此和諧之統一體因處於恆動之存在狀

態，故在《易》學上表現出生生不息的道德踐履，在詩學上展呈詩情之

日新又新。然船山之學終歸於人道關懷，吾人可從其「乾坤並建」見得

具有主體性之「人」向道德生命完滿的境界奔赴的理想；而在其「情景

交融」中，藉由抒情詩的情感淨化及導引，此理想得以在創作與閱讀的

實際操作中落實，肯定自然生命之真實。 

 
二、乾坤並建的理論內涵及其意義 

船山承繼張載（1020-1077）的思想理路，肯定「氣」即是宇宙之

全體。5其論乾坤，亦多自陰陽二氣言說，故下文將舉其言以說明「氣」、

                                                 
4  蕭馳：〈論船山天人之學在詩學中之展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5 期（1999

年 9 月），頁 123。 
5  曾昭旭進而說明：「船山之氣，即是包含了心、神、理、性，包含了存有之無盡密

藏（且不止是理的密藏，根本就是存在的密藏）與無限生化之創造性者，換言之，

乃真是即活動即存有，兩面俱充實飽滿而亭當凝合為一者。決非只是順物質機括，

順盲目的慣性以運轉之蠢氣也。此方真足以作宇宙人生之大本。」曾氏指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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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及「乾坤」之要義： 

 
陰陽二氣充滿太虛，此外更無他物，亦無間隙，天之象，地之形，

皆其所範圍也。6 

乾者陽氣之舒，天之所以運行。坤者陰氣之凝，地之所以翕受。7 

乾坤獨以德立名；盡天下之事物，無有象此純陰純陽者也。陰陽

二氣絪縕於宇宙，融結於萬彙，不相離，不相勝，無有陽而無陰、

有陰而無陽，有地而無天、有天而無地。故《周易》並建乾坤為

諸卦之統宗，不孤立也。然陽有獨運之神，陰有自立之體，天入

地中，地函天化，而抑各效其功能。……陰無陽無以始，而陽藉

陰之材以生萬物。形質成而性即麗焉，相配而合，方始而即方生，

坤之元所以與乾同也。8 

 
依船山之言，「太極」或「太虛」為陰陽二氣之異名，宇宙乃是由陰陽

二氣絪縕相盪而成，故「氣」是其思想體系中的最高層次，天地萬物概

皆為氣化所生。其次，船山以「陽氣之舒」和「陰氣之凝」解釋「乾」

和「坤」，由此可知，「陰」、「陽」之分殊並非本質上之差異，乃是

就氣之活動狀態而言，陽氣具有生成開展之創生義，陰氣具有凝聚成形

之順成義，二氣交相往來，運行不已，充周於宇宙而為一飽滿之整體。

                                                                                                                            
在船山的思想體系中，除了是一切存有之最後實體，同是也是萬物生生之源始。

由此可知，由二氣相盪運化之宇宙是一個「動」的世界，此乃一完滿之整體，並

富有日新又新之變動性。見曾昭旭：《王船山哲學》（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 3
月），頁 340。 

6  〔清〕王夫之：〈太和篇〉，《張子正蒙注》，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

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88 年 12 月），第 12 冊，卷 1，頁 26。以下船山著述

之引文均出自《船山全書》，茲不再詳註。 
7  〔清〕王夫之：〈繫辭上傳〉，《周易內傳》，頁 507。 
8  〔清〕王夫之：〈坤〉，《周易內傳》，頁 74。 



 
從王船山「乾坤並建」論其「情景交融」之詩學基礎 

‧63‧ 

再次，「陰陽，質也；乾坤，性也。」9「乾」與「坤」雖似為「陰」、

「陽」之異名，然船山又細拈出「乾」與「坤」為引導陰陽二氣活動之

條理，離氣無以獨存。10 

復論船山如何詮說乾、坤之關係，以及「並建」之意義，可觀其釋

〈乾〉、〈坤〉二卦之文，其言： 

 
以化言之謂之天，以德言之謂之乾。乾以純健不息之德，御氣化

而行乎四時百物，各循其軌道，則雖變化無方，皆以乾道為大正。11 

坤之德，元亨同於乾者，陽之始命以成性，陰之始性以成形，時

無先後，為變化生成自無而有之初幾，而通乎萬類，會嘉美以無

害悖，其德均也。12 

 
船山以「陽之始命以成性」說明乾德，乃是突出其於氣化活動中肇始、

生發之作用，乾德推動並宰制氣化流行之方向，使萬物生生各「循」其

道，成就和諧完整之流行秩序；其次，以「陰之始性以成形」說明坤德，

謂其翕受乾德之引領而開顯乾德具體下落於現實界中。「故純乾純坤，

無時有也。有純乾之時，則形何以復凝？有純坤之時，則象何以復昭？」

13由此可知，乾坤在此動態的作用中相涵相攝、不離不勝，雖然二者呈

現不同型態之活動特質，但其同為妙運陰陽的根源條件，所以船山用「時

無先後」、「同於」等詞揭示乾坤相攝之內部聯繫，以及「道」之價值

                                                 
9  〔清〕王夫之：〈大易篇〉，《張子正蒙注》，頁 308。 
10  唐君毅即言：「按易傳未明言陰陽是氣，亦未明將乾坤之道隸屬於二氣。船山則承

漢以來之說，將乾坤之道隸在陰陽二氣流行中，以為其道其德，而更重在說此乾

坤不離此氣之理。此二氣之流行，故原依其有此乾坤之德之道之理；然此德此道

此理，亦順此氣而流行。」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臺北：學生書

局，1991 年 6 月），頁 512。 
11  〔清〕王夫之：〈乾〉，《周易內傳》，頁 52。 
12  〔清〕王夫之：〈坤〉，《周易內傳》，，頁 74。 
13  〔清〕王夫之：〈震〉，《周易外傳》，頁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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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必賴乾坤的「並建」方能完成。 

「乾坤並建」說明宇宙間真實存在而流行者，乃一渾然之氣體

（道），其因發用之故而暫顯為二，實則乾坤相函、無法孤立，船山並

重道體之創生性與凝成性。但是，落於卦象論「乾坤並建」，則〈乾〉

卦六陽爻及〈坤〉卦六陰爻之卦體結構，似乎無法證成陰陽之相容相感。

於此，船山提出「十二位陰陽嚮背、半隱半現說」14，原文如下： 

 
易之乾坤並建，則以顯六畫卦之理。乃能顯者，爻之六陰六陽而

為十二；所終不能顯者，一卦之中，嚮者背者，六幽六明，而位

亦十二也。十二者象天十二次之位，為大圓之體；太極一渾天之

全體，見者半，隱者半，陰陽寓於其位，故轂轉而恆見其六。乾

明則坤處於幽，坤明則乾處於幽，周易並列之，示不相離，實則

一卦之嚮背，而乾坤皆在焉。15 

周易之全體，六陰六陽而已矣。其為剛柔之相摩盪，為八卦者，

無往而不得夫乾坤二純之數也。其為八卦之相摩盪，為六十四卦

者，錯之綜之，而十二位之陰陽亦無不備也。無不備，無不純矣。

故非天下之至純者，不能行乎天下之至雜。16 

 
打破以六爻結構解讀卦體之傳統觀念，船山突破既有之窠臼，提出一卦

乃六陰六陽之十二爻組成，為一完整具足的卦體。〈乾〉卦之六畫陽爻

乃居於顯位，另有六畫陰爻居於隱位，與其相反相成，此六陰爻雖隱而

不現，但不可謂之無。同理，〈坤〉卦之六陰爻為顯者可現，六陽爻則

                                                 
14  林安梧：「就《易傳》而言，船山提出『乾坤並建』以代替既往之『以乾為主』的

易學，既而以『十二位陰陽半隱半現之說』去詮釋『乾坤並建』的體用義。」見

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學之研究》（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6
月），頁 53。 

15  〔清〕王夫之：〈周易內傳發例〉，頁 658。 
16  〔清〕王夫之：〈繫辭上傳〉，《周易外傳》，頁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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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隱不顯。所以，由乾坤互為隱顯的十二位說可以證成「乾坤並建」的

內在聯繫；此外，卦之十二位象一渾天之整體，顯者僅現為一端，一端

外之其他雖隱潛不虛，然合之實為具足的天道全體。17復次，乾坤以其

純而不雜的健順之德開展其餘六十二卦，統率世間萬物之紛然雜陳。每

卦之象雖恆顯為六，但是合其隱位之六爻，仍是六陰六陽具足之十二

位，不離乾坤之範圍，故由此確立其體（乾坤）用（六十二卦）之關係。

18事實上，體用皆為一氣活動之呈顯，相函相即，自始至終都是一完滿

無妄的生命整體，斷無以割裂而分置之。 

「太和」（太虛）、「道」內部潛具「陰」與「陽」、「乾」與「坤」，

雖內涵之兩端乃對比而立，但其互容互攝、彼此往來，成就此統一體創

生發展、相繼不已。個體之兩端因相互包孕而往來，所以此中有彼、彼

中有此，或可謂「此即是彼」、「彼即是此」；此相反相成之兩端，相

摩相盪而綜合統一為太和道體，亦可謂「一即是二」、「二即是一」。19

前學則以此乃貫穿船山學術之中心概念，取《老子衍》之文：「天下之

                                                 
17  曾昭旭：「船山以太極為真實具體存在的宇宙生命體，此生命體若以『卦』之形式

來姑且表示或象徵，那便是由六陽六陰的十二爻所構成的完整卦體。此卦體涵具

二德，便是由直貫地發用創生來說『乾』（創生原則、始條理），以及由架構地累

積成體說『坤』（凝成原則、終條理）。而乾卦的六陽背後隱有六陰，坤卦的六陰

背後也隱有六陽，乾坤兩卦實為一完整卦體的互為隱顯的兩面，乃用來象生命之

純德者。」見曾昭旭：〈王船山兩端一致論衍義〉，《鵝湖》第 21 卷第 1 期總號第

241（1995 年 7 月），頁 10。 
18  汪學群說：「乾坤為體，六十二卦構成的過程是乾坤之體陰陽嚮背、錯綜法則的具

體運用。乾坤之體含有六十二卦象，六十二卦象不過是其展開，它們當效法聽治

於乾坤。乾坤作為純陽純陰之卦，最能體現《易》卦六陰六陽標準，而其他卦不

具備此點，為陰陽相雜而成。乾坤陰陽至足，純健純順，反映太極之體，其他皆

為其用。」汪學群：《王夫之易學－－以清初學術為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2002 年 5 月），頁 142。 
19  張立文：「從陰陽變化渾淪於太極之中來看，陰陽二物合而為一；從渾淪太極之一

中分為清濁、虛實、大小的殊異的對待來看，是一分為二。因此，『一分為二』，『合

二為一』是事物變化象動過程中所表現出的一種形式。」由張氏之文可知，「一分

為二」或「合二為一」乃氣化活動中的兩種型態，實際上具為一氣之流行，陰陽

即太極，太極即陰陽，故筆者以為其乃「一即是二」、「二即是一」。見張立文：《正

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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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變，而要歸於兩端，兩端生於一致。」20名其為「兩端一致論」，此

說之理論內涵，林安梧有精闢的解釋： 

 
我們可以扣緊船山詮釋的起點來理解這個思維模式，事實上，他

深入所欲理解詮釋的對象之中，而建立了兩個詮釋的端點，這兩

端點並不是截然劃分的，它們可以通過一種不休止的歷程將之關

連起來，而之所以能通過歷程將之關連起來，則是因為任何一個

端點都隱含了趨向於另一個端點的發展能力；單就此兩端點獨立

的來看是個自獨立的，它們形成一種「對比的張力」（Contrast 

tension）（「兩端」），而深入此兩端點的任一端，吾人發現彼

此都具有互含的動力，由此互含的動力，而達到一種「辯證的綜

合」（Dialectical synthesis）（「一致」），把「對比的張力」和

「辯證的綜合」掛搭在一起的說，我們便說這是一種「『兩端而

一致』的對比辯證思維模式。」21 

 
林氏之論大抵掌握船山思想之精義，以此詮解其「乾坤並建」說，可以

有如下之理解：乾之剛健創生與坤之柔順和凝，因個體不同之質性而形

成彼此對立之關係（兩端）；但是乾之肇發必賴坤之凝形方能完成，坤

之成立亦翕受於乾之統領，二者交相互感，作用不虛，成就氣化流行之

生生不已（一致）。行筆至此，吾人不禁忖思，究竟是「乾坤並建」依

「兩端一致論」而開展成說？或是「兩端一致論」乃船山於其《易》學

中所究得之理？林安梧說：「船山從陰陽二者之對立相含而說此太極之

體含一對比辯證而開啟了一思辯的形上學。而這套思辯的形上學主要在

告訴我們宇宙是實有的，是變動的。依船山看來他是繼承《易傳》及張

                                                 
20  〔清〕王夫之：《老子衍》，頁 3。 
21  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學之研究》，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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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正蒙》的思想而來的，但基本上船山已給了他們一『創造性的詮釋』

（Creative interpretation）。」22此外，蔡英俊說：「從整體上看，王夫

之的學說大旨，原是以《易經》為基據：他在三十七歲那年，寓居晉寧

山寺中，作《周易外傳》七卷，這是王夫之最早的學術論著，而六十七

歲時，又作《周易內傳》十二卷，發例一卷，前後三十年，我們正可以

把兩種著作加以比觀，探討王夫之思想發展的主要脈絡。」23遍觀王夫

之的著作，大抵據經典之隨文注疏而衍發義理，故而呈現「不背原典又

不為原典所限」之特色。24「乾坤並建」是船山立基於傳統《易》學而

另發之「創造性的詮釋」，但其必先立一個詮釋之原則而展開新的詮說，

方能建構系統性之學術思想。所以，我們可以說船山透過注解《周易》，

依「兩端一致論」的思維模式（體）而提出「乾坤並建」說（用）；但

是，若非「乾坤並建」之確立（用），「兩端一致論」無法實行成說（體），

二者實亦為體用之關係。再者，「兩端一致論」貫穿於船山著述中，因

其使用之範圍甚廣，亦涉及許多哲學思辯上的命題，非本文所能一一解

決。25但船山早於個人首部學術論著——《周易外傳》即已提出「乾坤

並建」，所以吾人可將其視為「兩端一致論」最基礎之學說雛型，並賦

予此說合理的代表性。既然「兩端一致論」乃船山學術之中心概念，那

麼其晚年於詩學研究上提出之「情景交融」必亦循此思維模式而發展，

故筆者茲就船山《易》學之總綱——「乾坤並建」，討論「情景交融」

以其為理論依據之開展。 

 

                                                 
22  林安梧：《王船山人性史哲學之研究》，頁 53。 
23  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 年 5 月初版），頁

247。 
24  曾昭旭：〈王船山兩端一致論衍義〉，頁 9。 
25  以上內容請詳見陳啟文：《王船山「兩端而一致」之思維的辯證性及其開展》（臺

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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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景交融的學說內涵及其開展 

承上所述，陰陽二氣絪縕交盪，氣化生成天地萬物。基於此理，「人」

與「吾身之外者」皆本於此氣而生，乃稟受「道」而具有本質之同構性，

所以「人」與「物」之間本就有交感互動的可能。船山言： 

 
物與我皆氣之所聚，理之所行，受命於一陰一陽之道，而道為其

體；不但夫婦、鳶魚為道之所昭著，而我之心思耳目，何莫非道

之所凝承，而為道效其用者乎！26 

天地之生，莫貴於人矣。人之生，莫貴於神矣。神者何也？天地

之所致美者也。百物之精、文章之色、休嘉之氣，兩間之美也。

函美以生，天地之美藏焉。天致美於百物而為精。致美於人而為

神，一而已矣。27 

 
細審上文，有幾點是吾人當注意者：第一，「天人之蘊，一氣而已」28，

人與物皆本於「氣」而生，天下之美莫非「一而已矣」，所以詩之審美

境界亦為此氣之貫通。第二，在天地本於一氣而生之基礎上，天與人之

一致性則由此突出，人的內在性與天之外在性有一共同之規律，由此益

加強天人、內外、心物之間的辯證統一。29第三，船山一方面由「天道

即人道」拈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指出人異於萬物之主

體性，如其言：「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30人非

                                                 
26  〔清〕王夫之：《張子正蒙注》，頁 151。 
27  〔清〕王夫之：〈商頌五論．三論烈祖〉，《詩廣傳》，頁 513。 
28  〔清〕王夫之：〈告子上篇〉，《讀四書大全說》，頁 1052。 
29  陶水平：「主與客、內與外、心與物、情與景之間是同一個物質運動過程（陰陽二

氣的氤氳化生）及其規律（「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的不同形式的表現。」見

陶水平：《船山詩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 6 月），頁 97。 
30  〔清〕王夫之：〈復〉，《周易外傳》，頁 885。 



 
從王船山「乾坤並建」論其「情景交融」之詩學基礎 

‧69‧ 

被動地承受天之所命，在審美活動之中，人具有主觀能動性。但是，此

心此情之所發必合乎天理，方能成就一圓滿完善的美感至境。 

在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思想背景下，船山論詩，亦重視情景之交

融無間、互藏其宅，並反對前人機械式地劃割情景，其言： 

 
情者，陰陽之幾也；物者，天地之產也。陰陽之幾動於心，天地

之產譍於外。故外有其物，內可有其情矣；內有其情，外必有其

物矣。……絜天下之物，與吾情相當者不乏矣。天地不匱其產，

陰陽不失其情，斯不亦至足而無俟他求者乎？31 

有識之心而推諸物者焉，有不謀之物相值而生其心者焉。知斯二

者，可與言情矣。天地之際，新故之迹，榮落之觀，流止之幾，

欣厭之色，形於吾身以外者化也，生於吾身以內者心也；相值而

相取，一俯一仰之際，幾與為通，而浡然興矣。32 

關情者景，自與情相為珀芥也。情、景雖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

生情，情生景，哀樂之觸，榮悴之迎，互藏其宅。33 

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離，唯意所適。截分兩橛，則情

不足興，而景非其景。34 

 
船山以為「情」乃「陰陽之幾」，查《繫辭下》：「幾者，動之微。」

可知，情即是陰陽二氣氤氳生化中的微妙變化，故此「幾」可以感於內、

通於外，是人、物交感中產生的主觀心理現象，所以，詩人的情志具有

主體靈動之能力。35其次，由上所引文可見，「心」與「情」，「物」

                                                 
31  〔清〕王夫之：〈邶風‧論匏有苦葉〉，《詩廣傳》，頁 323。 
32  〔清〕王夫之：〈豳風‧論東山二〉《詩廣傳》，頁 383-384。 
33  〔清〕王夫之：《詩繹》，頁 814。 
34  〔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篇》，頁 826。 
35  關於「陰陽之幾」的解釋，楊松年以為「幾」乃「宇宙發生、演變的過程」。杜松

柏則以為，應釋「幾」為「動」。杜氏舉《詩廣傳》：「情附氣，氣成動，動而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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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景」呈現相對應之關係，但是在船山其他行文中不難發現，「景」

或指作為外物之自然景象，或為詩作中客觀的藝術形象，如《古詩評選》

評曹植（192-232）〈當來日大難〉一詩云： 

 
于景得景易，于事得景難，於情得景尤難。36 

 
「于景得景易」之兩個「景」字，即代表不同的涵義，前者指自然景物，

後者指藝術形象。「景」之歧義性表示創作過程中，主客體之相互交涉，

船山不特地劃分詩中之景與自然之景的區別，筆者以為此乃與其重視

「心」之主導作用有密切的關係。天下之「物」何其多，若非人以「心」

之靈動力去關注、意識它，並注入特殊之「情」以後，焉能使其成為具

有審美意象之「景」呢？換言之，文學創作中的「景」（物）必與「情」

（心）產生關聯以後，方使其具有意義。37所以，「情景交融」的美學

境界是由「情」為主體，藉由其感知與肇發，使外物成為藝術之「景」。

但是，當「心」意識到「物」的那一剎那，「物」已非原本之「物」，

其乃注入創作者主觀的情志與經驗，而成為特殊之「景」。故船山言：

                                                                                                                            
惡馳焉。」（卷三）氣指陰陽，「氣成動」義同於「陰陽之幾」，乃有識之心，感外

物而變動。另外，楊氏《王夫之詩論研究》考釋王氏詩論中「情」之含義，共有

十四種，可供參考。唯以「情」指「宇宙本體之變化」，仍需再議。見楊松年：《王

夫之詩論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 10 月），頁 25-27。杜松柏：〈王

船山詩論中的情景說探微〉，《興大中文學報》第五期，1992 年 1 月，頁 60。 
36  〔清〕王夫之：〈古樂府歌行．評曹植當來日大難〉，《古詩評選》，頁 511。 
37  張少康認為，船山強調情景二者不可分，從一開始就是密切結合在一起，乃是受

陽明心學之影響，其舉《傳習錄》之文說明：「先生游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

『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

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心靈對外界事物之感知，關係著被感知物存在的意義。

所以，當「心」與「花」產生關聯時，「花」就不只是外物，而在「心」之中。同

理，當「情」與「景」交融互感時，「景」已非單純之外物，而是具有創作者特殊

情意之藝術形象。見張少康：〈陽明心學和王夫之的《薑齋詩話》〉，《國際東方詩

話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05 年，頁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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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38作者的思想感情（意）39，

是詩文創作之統帥。反之，若無作者審美情感之觀照與引領，詩中所描

寫之事物即「無帥之兵，謂之烏合」40。然而，誠如蔡英俊所言： 

 
「情」的本質是游移的、不具象的，固可懸空抽象說出；但是，

直接敘情往往流於平板，不能動人，故需借助於事、物的烘襯才

成為可喻可會的具體之情，也才可以透過鮮明活躍的景象而觸發

種種聯想，引起共鳴。41 

 
船山在肯定「情」的主導性的同時，並不因而偏廢「景」之重要性，詩

作若無客觀的景象寄託創作者的主觀情志，情感的氾濫淫溢將使詩之餘

韻蕩然無存。《薑齋詩話‧下》： 

 
不能作景語，又何能作情語耶？古人絕唱句多景語，如「高臺多

悲風」，「蝴蝶飛南園」、「池塘生春草」、「亭皐木葉下」、

「芙蓉露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以寫景之心理言情，

則身心中獨喻之微，輕安拈出。42 

 
由上文船山所引之詩句可知，「高臺多悲風」，「蝴蝶飛南園」等古人

                                                 
38  〔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篇》，頁 819。 
39  《中國文學理論史——明清鴉片戰爭時期》：「王夫之的文藝哲學中，一個『意』

字卻可分為內涵不同的三個概念。其一，『意』是指與『志』相對的隨感而生，心

所偶發的有背社會規範的私欲。其二，『意』即『義』也，指純理性的思想。其三，

『意』指藝術作品中作為審美對象的情與志的統一體。」此三說雖異，蓋皆重視

作者之主體性。見黃保真、成復旺、蔡鍾翔著：《中國文學理論史——明清鴉片戰

爭時期》（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4 年 6 月），頁 242-243。 
40  〔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篇》，頁 819。 
41  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頁 320。 
42  〔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篇》，頁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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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唱句，句句無不是生動鮮明的畫面，看似雖純然寫景，實則寓有作者

內部的「獨喻之微」。因為創作者主體意志的貫注，使寫景之句富含動

人的精神生命，然其含蓄而不外露之表現方式，反而營造出無限的想像

空間，讀之令人餘味無窮。由此可知，「情」與「景」於審美活動中乃

是交融、相生，亦即詩人的主觀情思，和外界的客觀景物是和諧統一。

其次，《詩廣傳》：「有識之心而推諸物者焉，有不謀之物相值而生其

心者焉。知斯二者，可與言情矣。」43情之起源，有「景生情」（不期

而遇的外界事物激動人心而生情感）和「情生景」（內心先有其情，而

後發現與之相應的外界事物）。不管是由外而內之「景生情」，抑或由

內而外之「情生景」，概皆「吾之動幾」與「物之動幾」間的往來，二

者是從審美活動之最初始即相互觸發，不可分離。「言情」與「取景」

實為陰陽天地之化的內外感應，二者往來授受，渾然一體，此和諧的詩

學境界藉由「兩端」的雙向建構而成就「一致」的完整統一，細審之，

船山的詩學宇宙乃與其「乾坤並建」所開展的思維模式，為一脈相承。 

 
四、由理論之關聯與承繼論「乾坤並建」與「情景

交融」 

(一)矛盾對立的統一體之內部關係 

船山的詩學著作均作於晚年，此際其天人思想及哲學體系已大抵完

成，故於上文對於「乾坤並建」及「情景交融」的內涵敘述中，不難發

現船山的詩學理論與其《易》學思想有很大部分之關聯性，或可謂其「情

景交融」乃是立基於「乾坤並建」的理論模式，結合前人之情景說以及

自身豐厚的文學創作與賞析之經驗，所作的跨域開展。蕭馳說：「在船

山詩學的『話語宇宙』中，其『本體－宇宙論』的『乾坤並建』原則表

                                                 
43  〔清〕王夫之：〈論東山二〉，《詩廣傳》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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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情景並建』的原則和方法。」44船山的自然宇宙乃是由乾陽、坤

陰之絪縕氣化而成的完滿統一體，乾、坤之對立並非本質上的殊異，而

是就氣化活動中的方向而言，其相反相攝之力量成就本體恆處於流行的

狀態，由此生機洋溢的氣化活動亦確定本體之存在。船山以同樣的思維

模式架構其詩學宇宙，「情」與「景」乃是最重要的基本根據，二者地

位等同，如同《易》理以「乾」、「坤」並重，無有偏廢；再者，此相

對立（心物、內外）之「二端」同時又以其潛在勢力包含在與其相反的

另一基質中，在「由內至外」（情生景）與「由外至內」（景生情）的

雙向建構中，渾然而成一個不可分割之藝術境界（一致）。 

乾作為自然界創生萬物的原動力，坤則是在順成乾之健動中，以其

凝成之質性完成道的現實性。所以，我們可以說乾引領坤之凝形，坤翕

受於乾之肇發，在理論的次序上乾看似首出於坤，但是本體一動必定全

動，所以在乾之始動之刻，已提領並蘊涵坤之順成力量，故道體的價值

性端賴乾坤的共同合作方能完成。同理，在詩文創作之中，船山重視抒

情主體所欲表達之情志，外界之「物」因為與詩人之「心」產生內部的

關聯，方使景物意象具有意義，亦使作品具有精神生命。所以，「情」

以其主導性貫注生命力於「景」，而「景」之營造成就「情」之抒發，

作品的藝術境界必賴「情」「景」相生相涵方臻至善。對於心物交感之

時「情」與「景」的關係，船山提出「賓主」說來討論，下文茲舉其文

說明： 

 
詩文俱有主賓。無主之賓，謂之烏合。俗論以比為賓，以賦為主；

以反為賓，以正為主，皆塾師賺童子死法耳。立一主以待賓，賓

無非主之賓者，乃俱有情而相浹洽。若夫「秋風吹渭水，落葉滿

長安」，於賈何與？「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於

                                                 
44  蕭馳：〈論船山天人之學在詩學中之展開〉，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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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渾奚涉？皆烏合也。「影靜千官裡，心蘇七校前」，得主矣，

尚有痕跡。「花迎劍佩星初落」，則賓主歷然，鎔合一片。45 

詩之為道，必當立主御賓，順寫現景。若一情一景，彼疆此界，

則賓主雜遝，皆不知作者為誰。意外設景，景外起意，抑如贅疣

上生眼鼻，怪而不恒矣。46 

前無倚，後無待，不資思致，不入刻畫，居然為天地間說出，而

景中賓主，意中觸合，無不盡者。「胡蝶飛南園」真不似人間得

矣。……筆授心得之際，殆天巧之偶發，豈數覯哉？47 

 
詩文創作的活動，乃是在心、物的彼此往來相激盪間，因流動生變而成。

我們可以說，在此活動過程中，二者恆處於「心攝物，物涵心」的狀態。

筆者同意李錫鎮之言：「物我交感時，『主』指『己』可主動感『物』，

『賓』指客體（物）引起主體（己）之感。」48茲舉李白〈子夜秋歌〉

為例：詩人因其心中有所懷來（主），故而在見到夜晚之月景（賓）時

將其涵攝入內，此景因為心的作用而被賦予孤棲憶遠之情，故其不再僅

是自然現象，而於詩作中融合成為「長安一片月」之藝術形象。船山以

為「賓」「主」是構成詩歌內容的兩大重要元素，詩文應以心之感發生

情為主，所以詩篇中的「景」若缺少情感內涵，則淪為「烏合」。而賓

主關係又以「賓主歷然、鎔合一片」為最勝。所謂「賓主歷然」，並不

是指「賓」「主」二者個別分明，而是指詩歌的語言，可以在即目可感

之下直尋勝語，不待躊躇推敲即得情景不隔之境界，亦即「神於詩者，

妙合無垠」49。此外，詩中景語已非純然孤立、客觀之景，其乃隱涵作

                                                 
45  〔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篇》，頁 821。 
46  〔清〕王夫之：《唐詩評選》，頁 1012。 
47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頁 706。 
48  李錫鎮：《王船山詩學的理論基礎及理論重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博士論文，1990 年），頁 267。 
49  〔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篇》，頁 82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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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身歷目見的審美觀照，或可謂含情之景、傳神之景。「立主御賓」之

提出即揭示主體之情決定詩中景語的表現方式，透過「景語」的形象化

亦可見得抒情主體的表現內涵，此乃應合船山之言：「無論詩歌與長行

文字，俱以意為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50再者，賓主

妙合、情景交融的詩語是「不資思致，不入刻畫」，此語不僅間接批判

宋元時死守法式之輩，亦說明詩中勝語應是即景會心、當下定奪，船山

據此提出「現量」一說： 

 
「現量」，「現」者有現在義，有現成義，有顯現真實義。現在，

不緣過去作影；現成，一觸即覺，不假思量計較；顯現真實，乃

彼之體性本自如此，顯現無疑，不參虛妄。「比量」，比者以種

種比度種種理：以相似比同，如以牛比兔，同是獸類；或以不相

似比異，如牛有角比兔無角，遂得確信。此量于理無謬，而本等

實相原不待比，此純以意計分別而生。「非量」，情有理無之妄

想，執為我所，堅自印持，遂覺有此一量，若可憑可證。51 

「僧敲月下門」，只是妄想揣摩，如說他人夢，縱令形容酷似，

何嘗毫髮關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

想也。若即景會心，則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靈

妙，何勞擬議哉？「長河落日圓」，初無定景；「隔水問樵夫」，

初非想得：則禪家所謂現量也。52 

 
其於《相宗絡索》對「現量」一詞作如下之定義：現在義、現成義、顯

現真實義。53船山認為情語即景語之產生，乃「心中」之情，與「目中」

                                                 
50  〔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篇》，頁 819。 
51  〔清〕王夫之：《相宗絡索》，頁 536-537。 
52  〔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篇》，頁 820-821。 
53  關於船山詩論中的「現量」一說，請詳見蕭馳：〈船山詩學中「現量」意涵的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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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景，「與相融浹」而成。故詩語是直據心中之真情與入目之實景，而

當下定奪，不假思量計較，呈現審美對象的真實體性。船山另舉賈島「僧

敲月下門」為例，若為即景會心之佳句，則一出語即珠圓玉潤毋需揣摩，

然其卻苦思、執著於「推」、「敲」二字，乃是落入「比量」之邏輯思

辨，以及「非量」之妄想幻境。54 

筆者上文已從「乾坤並建」說明「情景交融」亦是「兩端而一致」

的思維模式的開展，倘若二說確有理論承繼之關係，則本節對「情」「景」

關係之論述，理當亦能用來說明「乾」與「坤」。綜上所述，吾人可對

其相對應之關係作如下之整理： 

第一，「情」與「景」、「乾」與「坤」，其對立之兩端彼此互涵

互攝、相值相取，船山以「互藏其宅」定義情景相生之關係。55在《張

子正蒙注》中，其釋此語為： 

 
互藏其宅者，陽入陰中，陰麗陽中，〈坎〉、〈離〉其象也。太

和之氣，陰陽渾合，互相容保其精，得太和之純粹，故陽非孤陽，

陰非寡陰，相函而成質，乃不失其和而久安。56 

 
〈坎〉 卦的卦象為二陰爻中藏一陽爻，〈離〉 卦的卦象為二陽爻中

藏一陰爻，船山以這兩個「陽入陰中」及「陰麗陽中」的卦象說明「互

藏其宅」之義。是知，陰陽之氤氳氣化渾合為一，並非是陰氣與陽氣之

                                                                                                                            
討：兼論傳統「情景交融」理論研究的一個誤區〉，《漢學研究》第 18 卷第 2 期（2000
年 12 月），頁 369-396。 

54  筆者於此補充，任何詩情一旦物化為文字，即已非「現量」所得之藝術境界，其

中定無可避免的會有「比量」之斟酌審度，甚或是詩人無中生有的幻想空間（非

量）。然船山於其詩論中特別強調「現量」一義，筆者以為除了是要凸出詩文創作

時的「即景會心」，亦是對前期詩文創作「字字求來處」之批判及反動。 
55  《詩繹》：「關情者景，自與情相為珀芥也。情、景雖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

情生景，哀樂之觸，榮悴之迎，互藏其宅。」〔清〕王夫之：《詩繹》，頁 814。 
56  〔清〕王夫之：《張子正蒙注》，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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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而改變其原本之質性。其當如〈坎〉〈離〉二象，為陰陽爻參伍錯

綜，相涵和合，二端在「容保其精」之狀態下成為完整之卦體。所以，

「情」「景」之關係亦為契合而有辨，二者交發互用方能呈現物之本榮、

體相之本來如此，而不流於紊亂，即如前述之「賓主歷然、鎔合一片」。

乾與坤於氣化活動中是以「創發」或「凝成」的作用與另一端並建太極

本體，其各自的質性並未因為活動而生變，從「十二位陰陽嚮背、半隱

半現說」來審視乾坤「互藏其宅」的關係實更為具體。〈乾〉卦之六陽

爻居於顯位，而六陰爻藏於隱位，吾人不能因六陰爻之隱而不見而謂其

無，其乃以爻位之陰陽相應構成完整的一卦十二位，以此說明〈坤〉卦

及其餘的六十二卦，概皆由陰陽參伍相合而成之「矛頓對立的統一體」。 

第二，船山強調寫「景」應要「立一主以待賓」，景語若是與抒情

主體無內部之聯繫，於其中不見作者之「情」，即如賈島、許渾詩句為

「烏合」，「抑如贅疣上生眼鼻，怪而不恆矣」57。所以，船山言：「詩

之為道，必當立主御賓，順寫現景。」58外物因與作者之心目感應、融

浹而具有審美意象，或可謂「景」因「情」而具有意義，「情」決定「景」

之表現內容。筆者以為在審美活動中，「情」「景」雖為相依互存的兩

大要素，但是從理論上分析，「情」確為審美活動從出的根源，若無創

作者的主體能動性，心物感應、情景交融則無以肇始。由詩論中「立主

御賓」的主張反視「乾坤並建」，吾人未嘗不能以「立乾御坤」的關係

看待乾、坤。《周易內傳．坤》言： 

 
陰非陽無以始，而陽藉陰之材以生萬物，形質成而性即麗焉。相

配而合，方始而即方生，坤之「元」所以與乾同也。59 

 

                                                 
57  〔清〕王夫之：《唐詩評選》，頁 1012。 
58  同上註。 
59  〔清〕王夫之：〈坤〉，《周易內傳》，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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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對乾德「始命」、坤德「始性」作說明，乾是創生萬物的原動力，

絪縕氣化乃肇始於乾之健動而生生不息，於流動中確立本體的存在性，

因存在而流轉不已。上文以「陰非陽無以始」說明坤德之順成性，雖然

乾坤相涵而動方能呈現道之完整性，然坤仍是翕受於乾之統領，以其凝

成作用使乾健之德具體落實於現象界中。所以，就本體之創生論乾、坤，

二者皆為超越的原理，其不離不勝之關係是無法被割裂的；但若就理論

的次序而言，乾仍是肇發氣化活動之主導者，為內部道德本體之根源。60 

第三，萬物本於氣而生，審美境界亦為一氣之活動，所以，就存在

的本質而言，人與天之間應存在相感類聯的對應網絡，「天人合一」非

人為的努力目標，而是自然的本當如此。「外有其物，內可有其情矣；

內有其情，外可有其物矣。」61此語正說明心物交感，是「吾之動幾」

與「物之動幾」的平行互應，「現量」之提出即是強調詩人在創作時應

及時把握內、外之幾的靈動契合，以表現審美對象最真實之體性。同樣

地，乾、坤雖同為成就太極恆動之兩大相對的作用力，然若失去其一則

無太極之生生，另一作用力亦流於虛設。所以在「乾坤即太極」、「太

極即乾坤」的前提下，乾與坤是相對應而互賴互存，無乾即無坤，無坤

即無乾。此外，太極一動則本體全動，乾以創發之德推動氣化流行，坤

則隨即以凝順之德輔助無形的乾健動力具體落實。雖然在氣化活動之理

論分析上，乾首出於坤；但是在道體活動之實行上，乾坤是時無先後、

即刻並建。 

經由以上的討論，吾人當可確定，船山對於《易》學中「乾」「坤」

                                                 
60  侯潔之〈王船山乾坤並建的義涵及倫理向度〉一文，從道德實踐的面向確立乾作

為內在道德價值從出的根源。其言：「乾主坤從的架構落實在實踐上，說明的是德

行的發展（筆者案：坤）乃規約於道德意識的導向（筆者案：乾），若顛錯乾坤關

係，無疑抽離了道德前導，由內在道德的要求轉而為順從物欲的宰制，此即所謂

的知能相雜。」見侯潔之〈王船山乾坤並建的義涵及倫理向度〉，《中國學術年刊》

第 28 期秋季號（2006 年 9 月），頁 54。 
61  〔清〕王夫之：《詩廣傳》，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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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以及詩學中「情」「景」之關係，實為相承而一貫。其雖於較早

的《易》學著述中並無提出具體的用語定義「乾」「坤」的關係，但從

其晚年詩論中對「情」「景」關係之敘述，亦可反推並分析「乾」「坤」。

筆者以為，在船山提出「乾坤並建」的同時，其已建立一個「兩端而一

致」的理論模式，並對「兩端」彼此的關係有初步的概念。直至船山將

研究重心置於詩學上，則更完整地發展並完成此思維模式，且以「情」、

「景」之用詞對「兩端」有更明確且成熟的界定。所以，「情景交融」

不僅是將中國詩學中的「情景說」臻於至高點，其亦代表船山主要的思

維模式之完成，然無庸置疑者，「乾坤並建」在此中扮演甚為重要之角

色。 

(二)《易》之「生生不息」與詩情「日新又新」的無限性 

船山在《古詩評選》中評謝莊〈北宅秘園〉時，對情景交融的詩境

有唯美的描述： 

 
兩間之固有者，自然之華，因流動生變，而成其綺麗。心目之所

及，文情赴之，貌其本榮，如所存而顯之，即以華奕照耀，動人

無際矣。62 

 
情景妙合無垠的至境是「流動生變」，而生機洋溢。因兩間之相值相取、

一俯一仰而呈現詩境的存在，詩境亦以其本體之存在而呈顯內部之流動

變化，相續不停。上文亦適於說明「乾坤並建」所開展的世界，由乾、

坤之並建而確立道體之存在，因道體之存在而肯定乾、坤之恆動不已。

此「矛盾對立的統一體」既為「流動生變」者，其必蘊含豐富的可能性

和無限的開展性，亦即《易》之「生生不息」，或為詩情之「日新又新」。 

                                                 
62  〔清〕王夫之：《古詩評選》，頁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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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涵具乾、坤二德，象生命之純德者。以此為本體開展的其餘六

十二卦，乾、坤錯綜，參伍以和，每一卦亦各具六陰六陽十二爻，為本

體之完整呈現。所以，由卦體開展的道德生命，在每一個階段都是完整

俱足，為天道意義的全幅彰顯。另一方面，由乾、坤互涵落實於現象界

的六十二卦，顯位六爻的結構互異，亦代表由本體發用的諸般現象是紛

然雜陳，如生生萬物之殊姿樣態。然而，「乾坤並建」的旨意不僅在說

明宇宙之起源及生成，而是站在人文關懷的角度談道德生命的自我實

踐。63乾、坤之純健、純順之德下貫於六十二卦，即表現為日用人倫上

因節度之異而展呈的個別道德行為，所以，一切的言行踐履莫非自我生

命的道德呈現，在由內至外的具體落實中（體→用），步步開展價值的

無限性。64唐君毅以為，若欲說明船山思想中「日新而富有」之義，則

宜歸於「乾坤並建」，其言： 

 
乾繼坤，而坤德亦日以新；坤更寄於乾，而乾德亦日以富。此中

乾之繼乎坤，即來者之繼往；坤之寄於乾，即往者之寄於來。來

者之繼往，即往者之開來，而迎來者以使之生；往者之寄於來者，

                                                 
63  船山《易》學的終極關懷乃是落實於具體的人道之上，我們在其著述中可以顯見

「《易》之以立人道」的宗旨。如〈周易內傳發例〉：「若夫學《易》者，盡人之事

也。盡人而求合乎天德，則在天者即為其理。……茍精其義、窮其理，但為一陰

一陽所繼而成象者，君子無不可用之以為靜存動察、修己治人、撥亂反正之道。」

見〔清〕王夫之：〈周易內傳發例〉，頁 675。《周易外傳．泰》：「道行於乾坤，而

其用必以人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則耳目所窮，功效所廢，其道可

知而不必知，聖人所以依人而建極也。」見〔清〕王夫之：〈泰〉，《周易外傳》，

頁 850。 
64  於此，曾昭旭有精闢的說明：「我們若以真實存在的生命或宇宙為體，則生命之體

驗實踐便是生命自我體驗其存在，或通過生命之開展以實證其存在的過程。這便

稱為『由體生用』。但，所有具體生命（乃至全宇宙的大生命）的步步自我開展，

同時也就是步步的自我豐富、自我充實。因為未經開展的生命，只是一原則上雖

蘊涵一切可能卻事實上並無任一可能獲致呈現的混沌與虛無。所以，步步的開展，

就本體處說雖然是已有的開發而並無添加；但就現象處說卻是由無而有、由少而

多的日新富有。」見曾昭旭：〈王船山兩端一致論衍義〉，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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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來者之既送往，而亦迎往以相與成，由此往來之相繼相寄，

相開相送而相迎，以有此天地萬物之生成，則天地之氣有生成之

相續，而非生滅之相續；而人物之精神之氣、生命之氣、物質之

氣，皆同有往來而無斷滅，死乃為生之大造（《周易外傳．无妄》）

矣。65 

 
無論是自然宇宙或是詩學宇宙，本體恆處於往來受授之相繼歷程，故而

日新又新、日生日成。道德生命因為道體內涵的日益豐富，進而肯定日

用實踐的無限意義，「德合天地」不僅是理論上的旨歸，實為生命價值

體現的本當如此。 

道體的「日新而富有」落實於詩學創作中，詩的境界因流動生變而

具有詮釋之無限可能，船山從作者、作品、讀者的角度說明：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盡矣。……「可以」

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

情；遊於四情之中，情無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

而自得。……人情之遊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貴於有詩。66 

 
船山認為，興、觀、群、怨此四情彼此密切相關，可以相互補充、轉化，

使詩作更具有藝術渲染力。作者雖然「用一致之思」表達其志，但是作

品因內容蘊含豐富的形象，故引起讀者紛然之詩興。讀者因其不同之情

感體會和生活經驗，對作品作出新的理解和詮釋，即「出于四情之外，

以生起四情」，然因詩之形象具有普遍性的共鳴，所以讀者的再創造不

悖於四情，而悠遊於其中。朱光潛對於「境界」之說明，適足以補充王

                                                 
65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頁 498。 
66  〔清〕王夫之：《詩繹》，頁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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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之論： 

 
詩的境界是情景的契合。宇宙中事事物物常在變動發展中，無絕

對相同的情趣，亦無絕對相同的景象。情景相生，所以詩的境界

是由創造來的，生生不息的。……欣賞一首詩就是再造一首詩；

每次再造時，都要憑當時當境的整個的情趣和經驗做基礎，所以

每時每境所再造的都必定是一首新鮮的詩。67 

 
同一首詩，作者的主體情志和讀者的詩興感發，往往各自奔放而自有紛

華；甚或同一人閱讀同一篇文本，因為彼時彼境的情感觀照而有不同的

審美感受。論者以為抒情詩的創作，乃為一種自我生命的真實呈現。68作

者或讀者藉由創作或是閱讀，在審美關照中肯定自然生命的真、善、美，

因心靈之綏靖與昇華，使得審美主體與天地大化之生命感應越趨契合，

在具體展現個體生命的理想與價值的同時，亦進一步體現出萬物生生的

奧妙。由此可知，詩學宇宙是一個開放且充滿無限可能的系統，讀者於

此間具有主動參與創造的權利，詩境因為流動華奕而生生不息，故而每

一次的吟哦誦讀皆為真實生命的當下體現。 

船山之學的最終旨歸在於人極，其乃重視「人」作為主體於此天地

大化之中的價值意義。無論是由「乾坤並建」所建構的自然宇宙，或是

以「情景交融」為內涵的詩學宇宙，道德生命的具體實踐和真實呈現，

是永不止息而恆處活動之狀態中。筆者以為，船山於其《易》學研究中

揭示此義，而在詩學創作與欣賞上，提供吾人實踐此價值理想的途徑。 

 

                                                 
67  朱光潛：《詩論》（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90 年 3 月初版），頁 68-70。 
68  蔡英俊說：「我們所以說『情景交融』的美學基本上是肯定『美感經驗』的可能與

效用，認為『美感經驗』可以是『自我生命』的一種呈現方式，具體而微的揭示

了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見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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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語 

「乾坤並建」與「情景交融」是船山《易》學及詩論中的核心內容，

二者在理論承繼上實有密切之關係。經由本文爬疏可知，船山以「乾坤

並建」架構其「本體－宇宙論」的思維模式，亦即學者所謂「兩端一致

論」，並由此模式開展其他的學說內容，在步步增益的進程中完備此一

貫穿船山學術的中心思想。「情景交融」即是在「兩端一致論」的模式

下，結合前人情景論的基礎和船山個人的文學經驗，所完成的詩學理

論。然此際已是其思想臻於成熟的階段，所以「情景交融」雖肇基於「乾

坤並建」的理論雛型，在另一方面，又以其對「情」「景」內涵之深拓

而補充其「兩端一致論」的細節。 

歸結於人道，「乾坤並建」藉由道體的互動相感說明道德的實踐是

動態的發展過程，「與天合德」雖為理論上之本然如此，但必透過現實

生活的具體落實方能完成。船山於此雖已指示吾人進德修業、自強不息

的方向，然實際操作的方法則見其晚年的詩學論述。在萬物本氣而生、

天人往來受授的前提下，吾心之動幾與天地之動幾可相感相契，詩人即

須在靈動乍現之刻把握當下的「情景交融」，化為文字、成為詩篇，故

詩作中的審美境界是詩人生命的真實呈現，也是天地大化的淳善自然。

讀者在閱讀之中因個人的性格和經驗之異而領會不同的審美境界，藉由

其所再創造的詩境肯定自我生命的價值、契會天地運作的自然奧妙，並

與原作者進行個體生命間的交流互感，達於至善。 

綜上所述，「乾坤並建」與「情景交融」不僅在理論上有相承繼的

關係，「情景交融」在完備船山思想體系的同時，亦透過詩之創作與欣

賞，開啟吾人奔赴美善至境的實際道路，完成船山人道關懷的終極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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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establishment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blending of sentiment and 

scenario” are the core content on the studies of “Yi” and poetry discourse by 
Chuan-shan. In quite early period, the contemplation model (two extremes in 
consistency: as unveiled in “co-establishment of heaven and earth” has been 
put forth Chuan-shan at his first work “Interpretation on Chou-Yi,” while his 
thought had penetrated in all of his studies and doctrine.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blending of sentiment and scenario “ is not initiated from the model so 
as to construe the universe of poetry discourse;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worked to deepen the connotation of “sentiment” and “scenario” and 
supplement the details of “Two extremes in consistency” of Chuan-shan. 
Furthermore, the study by Chuan-shan had resorted to “humanitarian” as the 
foundation of motif, while “co-establishment” indicates the absolute and 
value infinity of ethical pragmatism. Therefore, “blending of sentiment and 
scenario” will, through the cre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substantial poetic 
work, be confirmed of the meaning of natural life with the consummation of 
aesthetic realm. 

 
Keywords: Wang Chuan-shan, co-establishment of heaven and earth, 

blending of sentiment and scenario, two extremes in consistency, 
realm of context,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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