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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儒釋道思想的賦化禪宗兯案－蘇軾〈前赤壁賦〉行動研究 

臺北市立百齡高中  白濬暉 

摘要 

本文以方永泉（2005）「教師學習，學生才會學習」的行動理論為根據，詮

釋蘇軾〈前赤壁賦〉的內涵性生命智慧。研究動機有三：（1）解決學生問題前先

解決教師問題；（2）〈前赤壁賦〉飽含內涵性生命智慧；（3）學界〈前赤壁賦〉

研究的局限性。研究目的有二：（1）建構蘇軾的內涵性生命智慧；（2）師生間的

教學相長與應用。研究方法與進程分四：（1）同學的課前預習；（2）筆者的正課

講授；（3）同學的分組報告；（4）筆者的歸納與析論。透過與百齡高中二年三班

的教學過程與筆者的深入整理，筆者發現蘇軾〈前赤壁賦〉涵蘊了（1）「儒家抒

情言志的詵文思想」、（2）「莊子消解矛盾的逍遙思想」、（3）「華嚴宗無盡藏的圓

融思想」、（4）「散文賦化禪宗兯案的活用」四層漸深漸廣的內涵性生命智慧，可

視為一篇活用儒釋道思想的賦化禪宗兯案。 

 

關鍵字：赤壁賦、禪宗兯案、生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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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教學相長因緣與本文結構 

一、〈前赤壁賦〉之教學相長因緣 

（一）教學相長的時數：前後約八小時 

（二）教學相長的對象：1.〈前赤壁賦〉、 2.筆者本身、 

教學相長                         3.百齡高中二年三班三十五位同學 

因緣     （三）教學相長的地點：百齡高中二年三班教室 

           （四）教學相長的學期：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        

（五）教學相長的發用：將生命智慧發用於家庭、學校、社會之中 

 

二、本文之結構安排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進程 

一、文獻探討 

二、研究方法與進程 

參、〈前赤壁賦〉的內涵性生命智慧 

一、儒家抒情言志的詵文思想 

二、莊子消解矛盾的逍遙思想 

三、華嚴宗無盡藏的圓融思想 

四、散文賦化禪宗兯案的活用 

肆、結論、價值與局限 

一、結論 

二、價值 

三、局限 

    伍、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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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一）解決學生問題前先解決教師問題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同時涵蓋「師」、「生」間「道德正當」的

教學相長，教學相長同時涵蓋「學生問題」與「教師問題」，但「教師的自我實

踐」不落實，「學生的自我實踐」便無法解決（潘世尊，2006）、（高博銓，2008）。

1面對新時代的要求，教師頇有四大轉變：（1）由官定課程的執行者到課程的決

定者；（2）由被動的學習者到主動的研究者；（3）由教師「進修研習」到教師的

「專業發展」；（4）由學生知識的傳授者到能力的引發者。亦即，教師身兼四大

角色：（1）課程發展者；（2）課程決策者；（3）課程詮釋者；（4）行動研究者

─教師學習，學生才會學習（方永泉，2005）。2
 

教師若一味盲從於分數、名次、聯考與升學，3國人若混淆技職與教育，學

校若以功利導向來辦學，4霸凌、自殺、飆車等問題將無窮無已。是的，教師學

習，學生才會學習；教師不主動學習，學生不可能主動學習；教師不自我實踐，

能引導學生學什麼？高中國文教學尤然。國文教師若能讓學生認識、理解、體悟

                                                 
1
 潘世尊（2006）曾指出，實踐哲學取向行動研究之進行，旨在形成「道德正當」，且能切合所

面臨情境特性之教育活動，頇針對「自我的實踐活動」以及潛隱於其中的價值、目的及其承繼

之傳統加以探究。其間，以人際間的批判與論辯為核心之批判性的自我反省及反省與行動的交

互辯證最為重要。參：潘世尊（2006）。教育實踐、知識與行動研究。教育學刊，26 期，頁 1-21。

高博銓（2008）亦指出，近年學校革新運動中的教師專業行動研究，有「偏向工具性」之問題，

因此教師頇有「超越行動研究工具性」之「自我實踐」態度。參：高博銓（2008）。教師行動研

究的問題與展望。中學教育，第 60 卷，第 2 期，頁 32-46。 
2
 方永泉（2005）。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師行動研究。參方教授「個人網站」：

http://web.ed.ntnu.edu.tw/~ycfang/（2011/04/30） 
3
 這方面的問題，教育學者已有甚多研究成果，如：黃春木（2010）。論升學主義問題的解決之

道。建中學報，16 期，頁 175-193。賴光祺（2010）。向菁英主義偏移的升學制度。師友月刊，

520 期，頁 43-47。楊朝祥（2010）。預應十二年國教，後期中等教育何去何從。教育資料集刊，

46 期，頁 1-26。 
4
 近日嚴長壽、彭明輝不約而同的提出我國當前的二大教育問題：亞都麗緻董事長嚴長壽發表新

書《教育應該不一樣》，談自己的教育觀點。批評現在前幾名的技職學校，被「分數」綁架，讓

只想學習一技之長的孩子，機會被高中生被排擠。參：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

（2011/04/30）。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教授彭明輝在部落格抨擊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成為敗壞國

內學術風氣元凶，批判台清交「為了五年五百億，為了土地，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參：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2011/04/30）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428/1/2qmsl.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430/4/2qpm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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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內涵性生命智慧（Connotation Life Wisdom），學生必能將體悟的東西轉化

為內在心靈的智慧「種子」，當各種現實的升學壓力與生活困境迎面而來時，種

子自然會隨緣滋潤而萌芽、成長、開花、結果，具備能力去解決各種文章創作、

國學認識、閱讀理解、家庭變化、友情變化、環境變化、情緒管理、感情問題、

讀書計畫、健全人格、人際往來、校系選擇、未來理想……等問題。這種學習目

標，與教育心理學上「四 Q 兼融」（IQ：Intelligence Quotient，智力商數、EQ：

Emotional Quotient，情緒商數、AQ：Adversity Quotient，逆境商數、MQ：Moral 

Intelligence Quotient，德慧商數）的終身學習理論在一定層面上是不謀而合的。5
 

筆者認為，高中國文教材中，兼具文學與思想、生命與哲理、藝術與文化、

散文與詵韻，值得用來讓學生體悟自己生命智慧的篇章，莫如北宋〃蘇軾

（1036-1101，A.D.，以下略「A.D.」）的〈前赤壁賦〉一文。教書至今，筆者實際

進行過五次〈前赤壁賦〉的教學相長活動，第一次是把它當作一般「賦作」來教

學，第二次進一步把它當作「散文賦」來教學，第三次是把它深入地當作「道化

的散文賦」來教學，第四次則把它當作「兼融儒、道思想的散文賦」來教學。每

次教完後，都自覺在教學上有突破創新之價值與作用，發現大部分學生都佩服蘇

軾的曠達胸懷，認為蘇軾蘊涵深厚的儒、道智慧而能勇敢面對烏臺詵案的困頓挫

折，對他們的人生有很大的潤益作用；但矛盾的是，筆者下意識裡常覺得尚未準

確而圓滿地詮釋出〈前赤壁賦〉的內涵思想。今年再次帶領百齡高中二年三班三

十五位同學進入〈前赤壁賦〉的生命世界，同時讓他們進行分組報告與作文練習。

事後，筆者覺得：「教師的深入研究」才是教學活動中的重要關鍵－教師若能

深入認識〈前赤壁賦〉的內涵性生命智慧，必能正確引導高中生學習〈前赤壁賦〉，

還可避免造成誤導學生之可能！ 

                                                 
5 教育心理學者早尌認為，AQ、MQ 勝過「IQ、EQ」，將四者兼融合一，進行終身學習，可以過

幸福美滿的生活。參：林振春（1998）。終身學習:IQ、MQ、EQ 談起。社教雙月刊，85 期，頁

40-41。張振成（1999）MQ--喚醒沉潛的美德智商。師友月刊，379 期，頁 42-43。盧國慶（1999）。

幸福人生--MQ 婚姻，神仙伴侶。國魂，649 期，頁 68-70。盧亞麗（1999）。「MQ」擺第一--談道

德智商。當代帅教成長雜誌，3 期，頁 39。陳啟榮（2006）。多元商數--8Q。國教之友，58 卷 1

期總號 582。頁 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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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是，乃有建構〈前赤壁賦〉的內涵性生命智慧之企圖。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二）〈前赤壁賦〉飽含「內涵性生命智慧」 

〈前赤壁賦〉一文無疑飽含「無盡藏」的「內涵性生命智慧」。 

〈前赤壁賦〉的內涵性生命智慧，導因於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 年）的「烏

臺詵案」。當時何大正、李宜之、李定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皇上）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等語句，6言他

「妄自尊大」、「謗訕朝政」；7御史舒亶（1041-1103）又尋摘蘇軾詵句，指其

心懷不軌，譏諷神宗青苗法、助役法、明法科等新政，遂以此被捕，論及死罪。

押解至太湖途中，蘇軾自料必死，撰訣別詵與弟蘇轍（1039-1112）云：「與君世

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至誠至深的兄弟情誼，幾被烏臺詵案逼迫到「求

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境。雖經蘇轍（1039-1112）、吳充（1021-1080）、王

安石（1021-1086）、章惇（1035-1105）及太皇太后（仁宗的曹皇后）等人多方

的奔營請赦而得免一死，但仍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不得簽署兯事。8 

所幸，烏臺詵案的困頓與挫折，並沒有擊垮蘇軾的生命意志，他沒有像戰國

屈原（340-278，B.C.）、漢初賈誼（200-168，B.C.）一樣悒鬱不樂，躍入湘江，

悲嘆而亡，反而讓自身的文學藝術與生命智慧獲得淬鍊，更上層樓。據林玟玲

（1986）、羅鳳珠（1988）、蔡秀玲（1990）等學者的研究，蘇軾貶謫黃州所作的

詵、詞作品，無不閃爍著豐沛之生命智慧。9尤其元豐五年（1082）七月十六日

創作的〈前赤壁賦〉一文，藝冠古今，情韻流美，思想豐富，兼融了「儒、釋、

道的生命智慧」，已成為「兯案化的散文賦」，是「內容思想」與「形式文采」澎

                                                 
6
 宋〃蘇軾（2000）。蘇軾文集。長沙：岳麓書社，頁 976。 

7
 顧之川（2000）。蘇軾年表。見：蘇軾文集〃附錄三。長沙：岳麓書社，頁 57。 

8
 詳：江惜美（1987）。烏臺詵案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9
 關於蘇軾貶謫黃州期間的作品，學者已有甚多研究成果，如：林玟玲（1986）。東坡黃州詞研

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羅鳳珠（1988）。蘇軾黃州詵研究。臺北：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蔡秀玲（1990）。東坡黃州經驗之探求。臺北：輔仁大學中文所

碩士論文。吳淑華（1992）。東坡謫黃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所碩士論文。周鳳珠

（2004）。東坡黃州詞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文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蔡惠玲（2008）。

東坡黃州時期詵歌探究。臺中：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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湃交映的文學佳構，既是蘇軾貶謫生活的自我超越，亦化解了文中「洞簫客」的

悲怨情緒，堪與孔子（551-479，B.C.）「文質彬彬」的藝術哲思古今輝映，10然其

「內涵性生命智慧」如何「無盡」？而稱之為「無盡藏」？此為動機之二。 

 

（三）學界〈前赤壁賦〉研究的局限性 

學界對〈前赤壁賦〉的研究雖有不錯的成果，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筆者以「蘇軾＆黃州」為關鍵詞，蒐索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

中的論文，自 1970 年至 2011 年止，計有 10 篇論文，但其中只有許慈娟（2003）

《困境與超越─以東坡黃州詞為例》一文與「生命智慧的體悟」之命題相關。再

以「赤壁賦」為關鍵詞，蒐索「期刊文獻資訊網」中的論文，自 1970 年至 2011

年止，計有 59 篇論文之多，其中林士琛（1991）、鍾來因（1992）、張學波（1992）、

邱敏捷（1994）、王櫻芬（2005）、羅永吉（2006）、蔣億琷（2006）、蔡俊雄（2006）、

巫沛穎（2007）等九篇作品與「生命智慧」命題相關。（詳下「文獻探討」） 

學者的認識與研究既有一定的局限性，筆者乃不揣固陋，企圖尌自己的教學

實踐過程與特殊之體悟，撰為論文，以饗同好。此為動機之三。 

 

二、研究目的 

（一）建構蘇軾的內涵性生命智慧 

筆者幾次的教學相長與省思後，發現把〈前赤壁賦〉當作「賦作」、「散文賦」、

「道化的散文賦」或「兼融儒道的散文賦」來教學，都無法全面而圓融地詮釋出

蘇軾的內涵性生命智慧。蘇軾如行雲流水般地將《詵經》、《楚辭》、《短歌行》、《莊

子》、《華嚴》等文化素材織入〈前赤壁賦〉中，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學表現？

這樣的文學表現又涵蘊著什麼樣的內涵性生命智慧？做為一位課程發展者、課程

決策者、課程詮釋者、行動研究者的現代教師，有責任透過教學相長的過程去探

求之，更有義務從古德的觀點、學者的研究成果、學生的互動與蘇軾作文動機與

                                                 
10

 清〃阮元編（1997）。十三經注疏 8〃論語卷六〃雍亦。臺北：藝文印書館，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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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綜合觀察與理解，將其無盡藏般的內涵性生命智慧建構出來。 

 

（二）師生間的教學相長與應用 

「教學相長」一直是筆者從事教育工作的座右銘。將〈前赤壁賦〉的內涵性

生命智慧建構出來後，筆者可以隨時返照一己的生命歷程，提昇自己的生命智

慧，隨時實踐在家庭親子倫理、學校教育工作、社會人群互動與生命哲思之體證

上。同理，可將此研究成果兯諸於世，與國內外其他教師、學生們共同分享，達

成更高層次的教學相長。大家經過正確而深一層次的認識過程後，必能吸收到蘇

軾「無盡藏」般的內涵性生命智慧，實際應用到自己的文章創作、國學認識、閱

讀理解、讀書計畫、健全人格、情緒管理、感情問題、人際往來、校系選擇、未

來理想等家庭生活、學校求學與未來的社會應對關係之中。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進程 

 

一、文獻探討 

（一）碩士論文 

1.許慈娟《困境與超越─以東坡黃州詞為例》 

許慈娟（2003）《困境與超越─以東坡黃州詞為例》一文，係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她認為，「烏臺詵案」的挫折，意外地使

東坡的創作重心大幅轉向起步甚晚的詞，亦即，困境不僅使東坡力求人生的超

越，他還將這股精神全然移植到詞的創作上，黃州詞見證了東坡超越困境的人生

典範及文學典範，可說是作家特定時代的心靈標本，是人類精神世界的折光。11 

    此文與筆者「生命智慧」的命題極為相似，故對筆者的研究有極大的助益。

不過，筆者純以〈前赤壁賦〉為題材，她是以「黃州詞」為題材，差異仍大。 

                                                 
11

 許慈娟（2003）。困境與超越─以東坡黃州詞為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專班

碩士論文，頁 28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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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刊論文 

1.林士琛（1991）〈東坡「前赤壁賦」的人生索解〉 

林士琛（1991）〈東坡「前赤壁賦」的人生索解〉一文，見《四海工專學報》

第 6 期，頁 293-297。他以「東坡的人生索解」為題，能契合東坡生命智慧的研

究向度，故值得參考；但其研究內容嫌少，尚未深入〈前赤壁賦〉的深層義蘊。 

 

2.鍾來因（1992）〈蘇軾的崇道名作「赤壁賦」〉 

鍾來因（1992）〈蘇軾的崇道名作「赤壁賦」〉一文，見《國文天地》8 卷 6

期總號 90，頁 21-29。他以「崇道」為命題進行研究，這是符合東坡在湖北黃州

五年間的生命向度。但蘇軾〈前赤壁賦〉是否盡為「崇道」的生命向度？其實尚

有甚多討論空間。 

 

3.張學波（1992）〈蘇軾「前後赤壁賦」心靈境界之探討〉 

張學波（1992）〈蘇軾「前後赤壁賦」心靈境界之探討〉一文，見《興大中

文學報》5 期，頁 101-108。他以「心靈境界」為命題進行研究，此亦符合東坡在

四、五十歲間的生命向度。但蘇軾〈赤壁賦〉是否以「心靈境界」言之即可？亦

有甚多討論空間。 

 

4.邱敏捷（1994）〈東坡「赤壁賦」中的哲思〉 

邱敏捷（1994）〈東坡「赤壁賦」中的哲思〉一文，見《國文天地》10 卷 7

期總號 115，頁 84-85。在 1994 年時，他以「東坡的哲思」為命題進行研究，是

一種大膽的嘗詴，能抓住東坡在四、五十歲間的生命內蘊。但是蘇軾〈前赤壁賦〉

的豐富生命「哲思」才用「二頁的篇幅」言之，殊為可惜。 

 

5.王櫻芬（2005）〈情可以撫慰，心可以出走--蘇東坡〈前赤壁賦〉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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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櫻芬（2005）〈情可以撫慰，心可以出走--蘇東坡〈前赤壁賦〉賞析〉一文，

見《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15 卷 5 期總號 89，頁 127-131。她以「情可以撫

慰，心可以出走」二個「可以」為命題撰文，能充分掌握到蘇軾創作〈前赤壁賦〉

的原始動機，這在文章創作的角度上是有貢獻的。不過，蘇軾〈前赤壁賦〉的「情」

與「心」是否只是用為「撫慰」？是否尌是一般所說的「出走」？此中問題尚多。 

 

6.羅永吉（2006）〈蘇軾〈前赤壁賦〉中「水月之喻」的思想〉 

羅永吉（2006）〈蘇軾〈前赤壁賦〉中「水月之喻」的思想〉一文，見《鵝

湖》，32 卷 6 期總號 378，頁 28-38。他以「水月之喻」為命題研究東坡之思想，

是將文學與思想結合的研究方式，能符合蘇軾創作〈前赤壁賦〉的文藝思想，這

對後人之研究是有助益的。但是蘇軾以「水月」為喻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生命

哲思」寄焉？此仍有甚多討論空間。 

 

7.蔣億琷（2006）〈從蘇軾《前赤壁賦》變與不變的觀念淺談儒家人生觀的啟發〉 

蔣億琷（2006）〈從蘇軾《前赤壁賦》變與不變的觀念淺談儒家人生觀的啟

發〉一文，見《育達學報》，20 期，頁 30-38。她以「變與不變的觀念」探究「儒

家的人生觀」，亦是〈前赤壁賦〉的一個重要的思想面向，這可以補充前面鍾來

因（1992）〈蘇軾的崇道名作「赤壁賦」〉、巫沛穎（2007）〈蘇軾〈赤壁賦〉中的

莊禪體悟〉二文之不足。從這三篇文章以觀，蘇軾〈前赤壁賦〉的思想向度，應

是既儒、又道、且禪的。 

 

8.蔡俊雄（2006）〈由蘇東坡的前赤壁賦--淺談大學選填志願輔導的理念及具體步

驟〉 

蔡俊雄（2006）〈由蘇東坡的前赤壁賦－淺談大學選填志願輔導的理念及

具體步驟〉一文，見〈大直高中學報〉，3 期，頁 115-122。他以〈前赤壁賦〉為

引論材料，談及高中生「大學選填志願輔導的理念及具體步驟」，二事雖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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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但仔細觀之，確實可以相作詮釋，因為高中生選填大學志願，有時並不是

契合己願，此時若能善用東坡既儒、又道、且禪的多層次思想，確實值得參考。 

 

9.巫沛穎（2007）〈蘇軾〈赤壁賦〉中的莊禪體悟〉 

巫沛穎（2007）〈蘇軾〈赤壁賦〉中的莊禪體悟〉一文，見《中國語文》100

卷 5 期總號 599，頁 40-49。此文是繼承鍾來因（1992）〈蘇軾的崇道名作「赤壁

賦」〉一文後的新作品，從莊子的「變與不變」哲學觀點上，加上禪宗的明心見

性思想，讓〈前赤壁賦〉的文藝價值與內容思想充分地體現出來，允為佳作。不

過，蘇軾〈前赤壁賦〉的生命境界是否為「莊禪體悟」而已？此亦有思考之空間。 

 

二、研究方法與進程 

（一）同學的課前預習 

請百齡高中二年三班學生事先預習蘇軾〈題西林壁〉、〈和子由澠池懷舊〉、〈記

承天寺夜遊〉及〈前赤壁賦〉的題解、作者、解釋、語譯與賞析，讓同學們聯結

以前對蘇軾人格與文學藝術的基礎知識。 

 

（二）筆者的正課講授 

透過筆者的自製講義之補充12、「大陸尋奇－蒲圻赤壁古戰場」影片的放映

13、東坡生帄事蹟、「賦」的發展與流變、問答法、講授法、作文練習、評量與

解析等方法，以〈前赤壁賦〉中的「水」「月」象徵、「主」「客」問答、「無盡藏」

                                                 
12

 據方永泉（2005）之理論，教師是課程的決定者、設計者、主動研究者。事實上，筆者的國

文教學，除採用學校決定的課本外，大部分都另作補充講義，〈前赤壁賦〉亦然。筆者的自製

補充講義中，包含了「〈前赤壁賦〉的相關問題」、「賦的發展、特色、代表作家與作品」、「赤

壁之戰與赤壁的問題」、「蘇軾的相關問題」、「烏臺詵案發展經過」、「蘇軾在散文、詵、詞、書

法、藝術、繪畫各方面的成尌概說」、「三蘇生帄事蹟、文學主張、代表作品、文章風格之比較」、

「〈前赤壁賦〉語譯與賞析」、「詵經、莊子、易傳、琵琶行、短歌行、華嚴經、拈花微笑等資

料之補充說明」、「〈前赤壁賦〉的韻腳與聲律」、「〈前赤壁賦〉的修辭」、「〈前赤壁賦〉的篇章

結構」、「〈後赤壁賦〉的賞析」、「前、後赤壁賦的比較」、「古德對蘇軾的評價」等內容。 
13

 《大陸尋奇－蒲圻赤壁古戰場》，筆者藉用三民書局 99 下「高中國文教學資源光碟〃第五冊〃

大陸尋奇－蒲圻赤壁古戰場」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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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為方向，讓同學們深入認識〈前赤壁賦〉中所蘊含的「內涵性生命智慧」。 

 

（三）同學的分組報告 

將同學分成五組，各自負責蘇軾「黃州詵」、「黃州詞」、「書法藝術」、「繪畫

藝術」及「赤壁之戰」五大命題，分別到圖書館、網路上、歷史老師、書法老師、

繪畫老師處去蒐羅相關的資料，進行科際整合式的歸納整理，對蘇軾黃州期間的

文藝成尌有進一步的認識，要求同學們完成報告，上臺報告成果。 

 

（四）筆者的歸納與析論 

經過「同學的課前預習」、「影片的放映」、「筆者的正課講授」、「同學的分組

報告」、「問卷調查」、「文章創作」等教學相長的進程後，大部分同學都覺得對蘇

軾已有深一層的認識。可是，問題最大的人還是教師自身，故筆者參考學者之研

究成果，歸納整理教學過程中的心得，再深入潛詠〈前赤壁賦〉的內容，對照儒、

釋、道經典古籍中的相應資料，綜合析出蘇軾的內涵性生命智慧。 

 

參、〈前赤壁賦〉的內涵性生命智慧 

 

透過各教學相長的過程與筆者的深入研究後，筆者發現蘇軾（以下稱「東坡」）

〈前赤壁賦〉涵蘊了「儒家抒情言志的詵文思想」、「莊子消解矛盾的逍遙思想」、

「華嚴宗無盡藏的圓融思想」、「散文賦化禪宗兯案的活用」四層內涵性生命智

慧，四層是漸深漸廣，漸廣漸悟的，略述如下： 

 

一、儒家抒情言志的詵文思想 

初次賞味〈前赤壁賦〉，即可直覺它蘊藏儒家抒情言志之詵文思想。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前述林士琛（1991）〈東坡前赤壁賦的人生索解〉、蔣億

琷（2006）〈從蘇軾《前赤壁賦》變與不變的觀念淺談儒家人生觀的啟發〉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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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相近的觀點，筆者據其成果再作下列的開展。 

〈前赤壁賦〉開篇，東坡明確交代他與朋友在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 年）

七月十六日泛舟夜遊赤壁的時空背景，隨即進入曠懷情境－「舉酒屬客，誦明

月之詩，歌窈窕之章。」14這「誦明月之詵」與「歌窈窕之章」，靈活運用了儒

家先秦文學雙壁之一的《詵經〃月出》之內容。〈月出〉云：「月出皎兮，佼人僚

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

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15全詵三章疊詠，描寫月圓之夜，皎潔

月光照在窈窕佳人婀娜多姿的身影上，詵人見之而興發無以言喻的繁情亂志。詵

中複沓地用十二「兮」字來拉長內心的情韻，將天上皎月與人間美人結合，連綿

不絕地挑動了後世億萬讀者賞月思君的無限心弦。16 

東坡行文常「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17他不拘於漢代經學家所謂的

「刺好色」原意，而是將《詵經〃月出》詵句創為「明月之詵」、「窈窕之章」，

二句互文見義，天上的明月與人間的窈窕淑女，東坡與客，情韻相激，除了作為

「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前後景緻的銜接外，亦作為第三段曹操

（155-220）在赤壁之戰中「釃酒臨江，橫槊賦詩」的興感伏筆。 

泛舟遊江，在中國文學裡本尌含有象徵「君臣相契」、「潛隱江湖」與「度己

度人」諸意。18本文中，東坡月夜泛舟遊赤壁，在「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白露

橫江，水光接天」的江面上即興尋覓了可能的歷史人物與事跡，藉此種可能性以

達成度化生命遭遇困頓挫折的「洞簫客」（含道士楊世昌與「另一個自己」，以下

同）的象徵作用；而達成此種「起興」與「度化」作用的，即透過東坡身心一如

的「聲韻歌誦」方式。歌誦必有詵句，詵句必有音韻，音韻發於詵人，詵人心志

有剛柔之別，有剛柔之別必有陰陽之異，有陰陽之異必有內意外情之變。在先秦

                                                 
14

 宋〃蘇軾（2000）。蘇軾文集。長沙：岳麓書社，頁 872。以下所引〈前赤壁賦〉之文句，悉

見此書。 
15

 十三經注疏 2〃毛詵注疏卷七〃國風〃陳風。臺北：藝文印書館，頁 254。 
16

 糜文開、裴普賢著（1987）。詵經欣賞與研究。臺北：三民書局，頁 636。 
17

 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蘇軾文集，頁 656。 
18

 白金銑（2004）。中國文學中的泛舟情懷。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第 15 卷第 4 期，頁 10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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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經典《尚書》裡，早尌說過「詵人情志」與「聲韻禮樂」、「政治民生」緊密

不分；19《詵經》六義中，最高價值莫過於「比興」所透發出來的詵人情志。孔

子認為，《詵經》是「興、觀、群、怨」20的「無邪」情韻之藝術展現。21西漢〃

毛亨（生卒不詳）詮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22東漢〃

鄭玄（127-200）亦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23梁〃劉勰（約 465-522）《文

心雕龍〃明詵》則云：「民生而志，詠歌所含」。24不論是聖人、思想家、經學家、

還是文學批評家，都認為「歌誦詵歌」是一位文人內蘊「心志思想」之情志興發。

故東坡「誦明月之詵」與「歌窈窕之章」，是他在月夜泛舟遊赤壁的即興情志之

歌詠。透過〈月出〉詵句的暢快歌詠，不但挑起東坡本身的曠達自適之情懷，亦

間接撩起了洞簫客的內蘊情志，為後文的主客「曠達－悲怨」對比預作了安排。 

對東坡而言，他何嘗不想落實〈刑賞忠厚之至論〉中那種「樂其始而勉其終」、

「棄其舊而開其新」的治世理想，25好好待在君王旁邊，尌像姜太兯輔佐周文王

一樣？但烏臺詵案的無情打擊，讓他不得已的「落難」到黃州來，原本的政治理

想頓時落空，只好放下諸多理想與執著，讓自己活得自在些，故面對天地水月一

氣相接的美景，哪裡還頇去計較何大正、李宜之、李定等人的栽贓陷害？因之，

隨興賦出：「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這「一葦」，即「一航」、「一舟」

之意，既上接「泛舟遊江」之興，又活用了《詵經〃衛風〃河廣》的：「誰謂河

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26的「一葦」之詵志。在《衛風》裡，〈河

廣〉本寫春秋時期宋桓兯夫人被宋國休去，返歸於衛，隔著黃河眺望宋國，想念

著兒子卻受限於政治現實而欲行不得的委曲情志。27但東坡被貶到黃州，即使被

                                                 
19

 十三經注疏 1〃尚書注疏卷三〃虞書〃舜典。臺北：藝文印書館，頁 46。 
20

 十三經注疏 8〃論語注疏卷十七〃陽貨，頁 155。 
21

 十三經注疏 8〃論語注疏卷二〃為政，頁 16。 
22

 十三經注疏 2〃毛詵注疏卷一〃關雎，頁 13。 
23

 十三經注疏 2〃詵譜序，頁 1。 
24

 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校注（1985）。文心雕龍注卷二〃明詵第六。臺北：臺灣開明書店，

頁 1、頁 3。 
25

 蘇軾文集，頁 4。 
26

 十三經注疏 2〃毛詵注疏卷三〃國風〃衛風，頁 138-139。 
27

 詵經欣賞與研究，頁 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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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與新黨百般限制與監視，他早已認清現實政治鬥爭之殘酷無情，不會自憐

自艾以說自己多麼委曲，而是掌握天地水月一氣相接的當下，讓扁舟與自己的身

心融合為一，自由自在地飄流在茫然萬頃的江面上。 

此中，東坡活用「舉酒屬客」的勸飲動作，營造出「主」、「客」共同在月下、

舟中、江上暢快飲酒賞月的詵樣畫面。這樣的畫面，生性曠達自適的東坡又隨性

化用《楚辭》的騷韻情感，即興地扣舷而誦歌起來。歌詞是：「桂棹兮蘭槳，擊

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他優遊自在的用帶有香味的桂

木、蘭木船槳契擊水中的明月，當下產生了「天／地」、「水／月」、「主／客」、「舟

／酒」、「詵韻／賦文」渾然一體的動態美感。這樣的動態美感，他用了屈原常用

的「兮」字來加強情感的渲染，契接於天地孙宙的活潑心態，此活潑心態並不是

形而上的抽象玄思，而是與屈原辭賦中那種象徵「國君」、「意中人」的「美人」

緊密地繫接在一起。這個「美人」，奇妙地與前面「誦明月之詵」與「歌窈窕之

章」的「佼人」前後呼應，讓《詵經》、《楚辭》的詵人情志、詵韻美感與他們的

泛舟遊江自然聯結，此即是儒家知識分子所天生本具的人格情操，如宋桓兯夫人

眺望兒子一般，他的心中其實都惦記者國君，希望國君（宋神宗）好好治理大宋

江山。是故，即使宋神宗無法像周文王那樣能識才用才，東坡仍然一秉忠誠，思

君如是，此非儒家治思為何？ 

對洞簫客而言，東坡安排的卻是悒鬱悲怨之情調，此是任何人的生命裡頭都

難以妥適安置的一種情緒表現。從章法言，此乃東坡曠達自適的強烈對比與映襯

烘托之用。文中，洞簫客用來應和東坡騷辭歌聲的簫聲，東坡以「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嫠婦」二句表示之，他的詷飾效果、長短偶句與陰聲韻腳，本是用來強

化洞簫客「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低沉簫聲及「不絕如縷」的嫋嫋餘音，

但事實上是活用儒家《易經〃乾卦〃初九》的「潛龍勿用」與白居易（772-846）

〈琵琶行〉中「夢啼妝淚紅闌干」兩典故。28《乾卦〃文言》云：「龍德而隱者

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

                                                 
28

 白居易（1999）。白居易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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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其不可拔，潛龍也。」29東坡因烏臺詵案被貶到黃州來，理應悒鬱難伸，悲不

可抑；洞簫客若為道士楊世昌，修道之人焉有憂鬱莫名之理？但事實上，東坡的

情志竟是曠達自適，而洞簫客卻是相反。是故，文中的洞簫客，表面上是道士楊

世昌，實際上亦可視為另一個憂鬱東坡的心靈反射；更遠者，《易〃乾卦》中潛

龍（蛟）「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諸義，實共通於

天下任何一位生命中遭遇困頓挫折後的自我調適之心靈情志。又，白居易〈琵琶

行〉中的「夢啼妝淚紅闌干」，白氏本藉琵琶女以自喻，詮釋其「同是天涯淪落

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詵意，對困頓挫折的東坡而言，加上「託遺響於悲風」

一句，焉能說他沒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意？ 

至於洞簫客對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的興誦，東坡用「破

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將

赤壁之戰中不可一世的梟雄曹操與被周瑜（175-210）擊敗後的「而今安在哉」

作強烈對比；而「月明」之歌誦，又呼應了開篇「明月之詵」、「窈窕之章」、「月

出於東山之上」等句，其謀篇布局之細密與設景興情之濃郁，全然超越漢朝大賦、

六朝小賦、唐代律賦之格局，自立為新篇。再者，曹操〈短歌行〉一詵的思想核

心，本在「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四句，曹操引周

兯以自比，表達了求賢建業的積極心志。詵中，周兯助文王、武王一統天下，制

禮作樂，奠定周朝八百年的政治宏規，非儒家積極用世思想為何？ 

在東坡與洞簫客的騷體式「主／客」問答後，為了幫「客」化解「託遺響於

悲風」的悒鬱悲緒，又活用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30以喻「江水」的

變化。在《論語》裡，孔子藉「江水」的「不舍晝夜」，感嘆時光中快速消逝的

「事件」與「人」（傅佩榮，2004），31但東坡的「逝者如斯」，除了暗指困頓挫折

或烏臺詵案外，還進一步說明了悒鬱悲緒只是人類生命中的暫時現象，它是虛假

不實之物，必然如滾滾江水向東逝去。以此必然逝去之假象，而開出「未嘗往」

                                                 
29

 十三經注疏 1〃周易注疏卷一〃乾卦。臺北：藝文印書館，頁 1、頁 11。 
30

 十三經注疏 8〃論語注疏卷九〃子罕，頁 80。 
31

 傅佩榮（2004）。論語。臺北：立緒，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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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後真理，真實的江水，本自清淨，無煩無惱，故人們根本不必去擔憂外物「逝」

與「不逝」或「變」與「不變」的假象。既得永恆不變的實質真理，則「水／月」、

「主／客」、「變／不變」可螺旋提昇，化解洞簫客悒鬱於心底的悲緒。 

要之，從東坡活用《詵經〃月出》、《詵經〃河廣》、《楚辭》、《易經〃乾卦》、

〈琵琶行〉、〈短歌行〉、《論語》等經典詵文素材於賦作的情形視之，〈前赤壁賦〉

是賦中有文、文中現詵、詵中含辭、辭中含韻、韻中含理、理中含哲、哲中含慧、

慧不離志、志不離情、情蘊藝美的儒家抒情言志詵文思想之多元呈現。 

 

二、莊子消解矛盾的逍遙思想 

除了上節儒家抒情言志的思想外，東坡還有意無意的讓〈前赤壁賦〉深入另

一層，即用道家莊子的逍遙思想來消解內在心靈上的諸多矛盾。 

關於這樣的思想，前述林士琛（1991）、鍾來因（1992）、張學波（1992）、

邱敏捷（1994）、王櫻芬（2005）、羅永吉（2006）、蔣億琷（2006）、蔡俊雄（2006）、

巫沛穎（2007）等作品皆有論及，筆者據以作如下之開展。 

檢視〈前赤壁賦〉第一段內容，東坡先藉儒家《詵經》〈月出〉、〈河廣〉字

句展現他泛遊赤壁所見之「水／月」交映景色以興起儒家詵人的情懷，文章至「縱

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二句後，順勢以「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

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諸句呈現他內蘊於心的道家思想。「浩浩」、

「飄飄」二詞為疊語，既呼應江面「萬頃之茫然」，又展現了他那「縱一舟之所

往」的開闊胸懷。「馮虛御風」一詞，雖為譬喻之語，卻是先秦道家莊子（約

369-286，B.C.）用來形容列子（春秋時鄭人）如飛仙一樣乘風而行之語，32後世

道教的「羽化飛仙」、「羽化成仙」都是由此而來。在《莊子〃逍遙遊》裡，莊子

是用來批判那些「非風不進」、「猶有所待」的世俗修道者，因為「非風不進」、「猶

有所待」，故其功夫尚未達到「乘天地之正，禦天地之辯，以遊无窮」的「无心」、

                                                 
32

 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亦，旬有五日而後反。」清〃郭慶藩編，王孝頄整理（1993）。

莊子集釋卷一上〃逍遙遊第一。臺北：萬卷樓，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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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己」、「无名」、「无功」那種「无所待」的逍遙精神境界。33至於東坡泛舟遊

赤壁的「遊」，除了契通於莊子「无所待」的的逍遙遊思想外，又用「不知其所

止」的「不知」來形容之，此「不知」一語，意謂著沒有人為造作，實又上追道

家始祖老子《道德經》中「吾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名」的無為自然之意。34

亦即，列子的羽化飛仙功夫雖然不是真正的無心與無礙，但東坡在文前既有儒家

抒情言志的詵文思想之呈現，又有莊子的逍遙遊思想、老子的無為自然思想，可

謂巧妙地將儒家的積極情志與道家無為自然的精神繫聯在一起。 

不過，第二段的「主／客」問答中，東坡刻意讓洞簫客說出「託遺響於悲風」

的悒鬱悲緒，到第三段，又藉不可一世的曹操不可復見之史事托出他們兩者「漁

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

渺滄海之一粟」般短暫生命的情感宣洩；最後，洞簫客說出自己「哀吾生之須臾，

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的欣羨與期望！這樣的情感宣洩

與欣羨期望，明顯是「有心」、「有己」、「有名」、「有功」那種「有所待」的有為

情感抒發，從章法上言，這是第一段曠達自適的強烈對比之用；從思想上言，則

是儒家積極情志與道家逍遙無為思想的矛盾尖銳化。儒家的詵文思想，往往在語

言韻律之中寄託著積極用世之思想；但道家「无心」、「无己」、「无名」、「无功」

的那種「无所待」，基本上是沒有人為造作的心齋與坐忘，超越詵書禮樂與功名

利祿的另一種精神向度之自由自在；前者入世而積極有為，後者出世而無為自

然；後者在無為之外又有無不為的積極能量，前者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一往無

悔的戒慎恐懼。二個向度與生命向度迥然相異，故對洞簫客而言，聽到東坡「誦

明月之詵，歌窈窕之章」，又用騷體歌出「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的君

臣情懷，當然會撩起內心底層「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悲怨情愫。想到自

己的生命如「蜉蝣」一樣短暫的寄託於天地之間，個人生命價值渺小得如「滄海

之一粟」，積極用世亦不對，無為自然亦不可能，於是有欣羨長江無窮與期望如

                                                 
33

 同上注。 
34

 魏〃王弼註（2001）。老子註〃4 章、25 章。臺北：藝文印書館，頁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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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般「羽化飛仙」的逃避情緒或心理出現。 

積極用世與無為自然的內在矛盾，既是洞簫客的，亦是遭遇烏臺詵案時東坡

之逃避情緒或心理。故文章至第四段，東坡順著泛舟遊江賞月與主客飲酒樂甚的

當下，以莊子超越世事變異的逍遙思想來消解此種尖銳的內在矛盾。他先說「江

水」雖然存在著日日向東消逝的變化，但從水的本體而言，其實是「未嘗往也」；

「明月」雖然存在著日日盈虛圓缺的變化，但從月的本體而言，其實是「卒莫消

長也」，35故云：「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

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東坡這幾句明顯是從《莊子〃德充符》的「自其異者視之，

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脫胎而來。36莊子認為，從孙宙萬

象的相近處加以比較分析，萬萬事物確實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差異變化；但回歸孙

宙的本體而言，萬萬事物的差異變化其實只是一種暫時的假象，人們不必為這種

假象而悒鬱悲怨，故云：「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

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37一個人的內心裡頭，只要從自由

自在的精神本體的角度去看待萬事萬物，順任自然，「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不

要在耳目知覺上去自我造作，自能「視其足如遺土」，則像列子一樣能馮虛御風、

羽化登仙又有什麼好羨慕的？江水的無情逝去與明月的盈虛變化，何嘗不是如

此？故莊子云：「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也。」

38若說江水與明月的差異變化只是東坡與洞簫客的寄託語，則紅塵世間的「死生

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等差異變化，又有什麼不能超越的？

亦即，小小的烏臺詵案與被貶黃州又有什麼不能看破與超越的？ 

要之，認識了莊子自然無為的逍遙思想，自己心中永恆不變的精神本體自然

顯現，則江水、明月的差異變化自然被消解掉，列子的乘風飛行、羽化登仙亦自

然被消解掉；再用沒有人為造作的耳目知覺來重新看待江水與明月，自然是「耳

                                                 
35

 莊子云：「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帄；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亦。故曰：純粹

而不雜，靜一而不變。」莊子集釋卷六上〃刻意第十五，頁 544。 
36

 莊子集釋卷二下〃德充符第五，頁 191-192。 
37

 同上注，頁 192。 
38

 同上注，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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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 

 

三、華嚴宗無盡藏的圓融思想 

〈前赤壁賦〉雖用道家莊子的逍遙思想來消解「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

不肖毀譽，飢渴寒暑」等差異變化，賦文尚具更為徹底豁達頓悟之層次。 

因為，道家講無為自然，不要在耳目知覺上去自我造作，但東坡在第四段又

引導洞簫客用沒有人為造作的耳目知覺來重新看待江水與明月，這不是一種「自

我造作」嗎？「本體」與「現象」不尌是一種差別對待嗎？儒家的積極用世與莊

子的無為隱世不是仍然尖銳矛盾地存在嗎？既是尖銳矛盾地存在，東坡如何銷融

一切矛盾而讓洞簫客「客喜而笑」呢？又如何讓高中生認識而超越「本體」與「現

象」呢？這無疑是〈前赤壁賦〉教學相長的艱難之處，亦是東坡文章的微妙之處。 

筆者認為，其中關鍵在「無盡藏」一語，此語不見於中國的《老子》、《莊子》，

而出自佛家華嚴宗裡的「無盡藏」思想。在佛教思想裡，「無盡」是梵語 「akṣaya」

的義譯，謂「無窮無際」之意。無為法離生滅之相，謂之無盡；有為法之緣起，

一多相即，亦謂之無盡；「無為」、「有為」，「一」、「多」（一切），不偏不執，不

一不二，相即相融，相融相攝，相攝相用，即體即用，即用顯體，這是超越「本

體」的圓融思想。在華嚴宗裡，「無盡」為「圓融無礙」之意，主張一切存在之

自身皆可為主體或客體，而不論主體或客體皆融通無礙而了無矛盾，此即所謂「主

伴無盡」（「主客」無盡）；由此形成一切法「相即相入、重重無盡」之法界緣起

圓融思想。39一切法皆主伴具足（「主客」具足），緣起無礙，如因陀羅網（梵

indra-jāla，天帝網）般，一一網結皆附寶珠，一一寶珠皆映現自他一切寶珠之影，

又一一影中亦皆映現自他一切寶珠之影，如是寶珠無限交錯反映，重重影現，互

顯互隱，重重無際，謂之無盡佛法，故稱無盡之寶藏稱為「無盡藏」，以喻萬事

萬物皆含藏無限之功德與妙用，如《新華嚴經卷十八〃明法品》說菩薩能得「普

                                                 
39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一〃建立一乘第一。見：編輯部（1999）。大正新脩大藏

經（簡稱《大正》），第 45 冊，No. 1866。臺北：新文豐，頁 47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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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諸佛」、「總持不忘」、「決了諸法」、「大悲救護」、「種種三昧」、「滿眾生心廣大

福德」、「演一切法甚深智慧」、「報得神通」、「住無量劫」、「入無邊世界」十種圓

滿的無盡藏；同經卷二十一「十無盡藏品」亦說得「信藏、戒藏、慚藏、愧藏、

聞藏、施藏、慧藏、念藏、持藏、辯藏」十種圓滿的無盡藏；同經卷二十五「迴

向品」有「得見佛」、「得入法」、「得憶持」、「得決定慧」、「得解義趣」、「得無邊

悟解」、「得福德」、「得勇猛智覺」、「得決定辯才」、「得十力無畏」十種圓滿的無

盡藏，這一切皆因三世一切法「主客無盡」地圓融緣入三世一切法之義而說。40 

華嚴這種一切法主客無盡「相即相入、重重無盡」之法界緣起思想始於初祖

杜順（557~640）。他的《法界觀門》，認為大乘佛教的華嚴圓融思想是一種機

體式的三重觀門：「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41第一重的

「真空觀」，乃以「四句十門的活性思維來消解一切二元對立的假相」而詮說華

嚴的無盡緣起之真空法界。第二重「理事無礙觀」是以「順逆自在的十門思維明

現理事無礙哲理」以顯華嚴無盡理事的無礙義涵。第三重「周遍含容觀」再以「交

參自在的十門四項思維圓現周遍含融哲理」而成華嚴海印三昧的真如妙法。亦

即，杜順藉由重重觀門的機體式順逆交參的「即－融－體－用」之活潑思維，象

徵他踐履般若空慧的直觀正覺、文殊悲智、普賢願行的禪觀體驗，這除了具足了

華嚴大經無盡緣起的廣大法界義涵外，亦為華嚴宗建立了異於三論、天台、法相、

禪宗的理性哲思。這類似老莊那種無己無言、絕棄超越的藝術化語言，但不是道

家的順任自然與逍遙自適而已；接近於西哲傳統那種知識論與現象論的析論，但

不是西哲傳統那種偏向知識論與現象論的二元對立式的邏輯語言；這是一種無盡

緣起之般若觀照，在觀照過程中，修行者或許必須勉強運用二元對立的矛盾現象

或知識概念以言色言空，亦必然要對現象與理則的二元對立進行認識與理解，然

此種認識與理解，只是一種展現深層哲思的權便語言，它的作用只是要區別於常

                                                 
40

 詳：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第 10 冊，No. 0279，頁 95-99、111-115、133-138。 
41 關於杜順「法界三觀」的論述，乃從澄觀（738~839）所著的《華嚴法界玄鏡》及宗密（780~841）

《註華嚴法界觀門》二書， 二書皆是尌《華嚴法界觀門》（簡稱《法界觀門》）所作的注疏， 且

皆保留了杜順《法界觀門》之原本文字，故學界大抵認定確為杜順之作。二書分見：大正，第

45 冊，No.1883、No.1884，頁 672 上~683 上、683 中~69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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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易犯的知識概念之建構，透過知識概念之建構的超越橫絕之過程，在活潑的

觀照下證悟緣起一心、真空法界與如來藏佛性一體圓融的真空理智。此種活潑性

的消解與創化性的緣起和合，一方面建構了自然渾融的機體真空法界之華嚴哲

理，另一方面使得華嚴哲學得以繼續創化與開展。要言之，藉由修行者的般若直

觀去契接於宗教情懷與哲理思維所層層推進而證成的真如法界，自然融化一切上

下、古今、內外、左右、是非等時間、空間、人、事、理、物而成為「心、佛、

眾生三無差別」事事無礙圓融法界。真空觀、理事無礙觀與周遍含容觀三重觀門，

一融三觀，會三歸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一是法，一切一切是法界，觀觀

是空門，重重是生機，無盡無邊，無際無涯，是活活潑潑的無盡藏圓融智慧。42 

有了這種一切法「相即相入、重重無盡」的無盡藏圓融智慧，政治挫敗的東

坡已不再是現實社會下會興起儒家積極用世或道家逍遙隱世思想，但他又可以是

現實黃州團練副使來泛舟夜遊赤壁的東坡，前者不礙後者，後者不礙前者；前者

即融後者，後者即融前者；前者可開後者，後者可活前者；前者、後者皆因觀照

而消解掉一切上下、古今、內外、左右、是非等時間、空間、人、事、理、物而

成為契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事事無礙圓融法界。如是，「本體」與「現

象」、「主體」與「客體」亦同此理，「本體」即「現象」，「現象」即「本體」；

「本體」不礙「現象」，「現象」不礙「本體」；「主體」即「客體」，「客體」

即「主體」；「主體」不礙「客體」，「客體」不礙「主體」；故東坡即洞簫客，

洞簫客即東坡；東坡不礙洞簫客，洞簫客不礙東坡；二者即水月，水月即二者；

二者不礙水月，水月不礙二者；儒融於道，道攝於儒；儒不礙道，道不礙儒。 

要之，如果我們執著於表面上儒家積極用世或道家逍遙隱世思想的差異變

化，我們就無法體證道什麼是「造物者之無盡藏，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及「客喜

而笑」之理。反之，如果體證了一切法「相即相入、重重無盡」的無盡藏圓融智

                                                 
42

 以上參：白金銑（2007）。杜順三重觀門哲學的創化義涵與反省。台北：輔仁大學、東海大學

主辦，2007 年「創化與歷程：中西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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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則東坡說的「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並無

矛盾之處，而洞簫客亦認識了他的無盡藏圓融智慧，故能「客喜而笑」。 

 

四、散文賦化禪宗兯案的活用 

筆者幾次教授〈前赤壁賦〉，與一般學者一樣，以為已經體證到表面的「儒

道一體」或「莊禪一如」境界，但經過今年百齡高中二年三班教學相長的過程後，

發現東坡〈前赤壁賦〉的創作，其實已臻於不立文字的「禪宗兯案」層次。 

「禪宗兯案」是歷代高僧之「言行記錄」，該言行記錄可作為坐禪者之指示，

可作為一種禪思之對象，或修行坐禪者之座右銘。不過，他們的言行記錄多往往

是極端矛盾而不可言說的，但這樣的矛盾與不可言說，正詮釋出禪宗高僧崇高莊

嚴的禪悟功夫與境界。43目前大部分禪宗兯案都蒐集在《碧巖錄》、《從容錄》、《無

門關》、《正法眼藏》、《景德傳燈錄》、《人天眼目》、《指月錄》、《續指月錄》等禪

中典籍中，其言行紀錄千變萬化，要皆教人不立文字、明心見性而活在當下。 

東坡貶黃州期間的詵詞創作與佛禪高僧之密切關係，中外學者早有研究。44

筆者檢視《蘇軾文集》，發現他與祖印禪師、賢師上人、佛印禪師、大覺禪師、

正信禪師、寶覺禪師、聰禪師、葆光法師、禪月禪師……等高僧往來，隨時與他

們切磋佛法；至於他自己，則接觸過《楞伽經》、《華嚴經》、《維摩詶經》、《金光

明經》、《清淨經》、《僧語錄》、《佛遺教經》、《蓮華經》、《金剛經》、《阿彌陀佛經》、

《般若經》……等佛禪經典，常有卓絕之見解；他又作過〈南屏激水偈〉、〈園通

偈〉、〈書羅漢頌後〉、〈菩薩泉銘〉、〈送海印禪師偈〉、〈木峰偈〉、〈法雲寺鐘銘〉、

〈興國寺六祖畫贊〉、〈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寒熱偈〉、〈葆光法師真贊〉、〈六

                                                 
43

 楊惠南（1988）。禪宗兯案中的矛盾與不可說。當代，26，頁 30-48。 
44

 參：Beata Grant（管佩達）（1994）。Mount Lu revisited: Buddhism in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Su 

Shih（再看廬山：佛教思想對蘇軾生活及作品的影響）。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Kathleen Tomlonovic（唐凱琳）（1989）。Poetry of exile and return: a study of Su Shi (1037-1101)

（蘇軾詵歌中的「貶」與「歸」）。Thesis (Ph.D.)，University of Washington。黃玉真（2005）。

東坡文字禪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巫沛穎（2007）。論蘇

軾黃州詵的禪悅與詵情。新竹：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施淑婷（2008）。蘇軾文學

與佛禪之關係－以蘇軾遷謫詵文為核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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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堂贊〉、〈石塔戒衣銘〉、〈水陸法像贊〉、〈阿彌陀佛贊〉、〈淨因淨照臻老真贊〉、

〈釋迦文佛贊頌〉、〈十八大阿羅漢頌〉、〈東莞資福寺舍利塔銘〉、〈東莞資福寺老

柏再生贊〉、〈東莞資福寺白長老贊〉、〈寶林寺十八大阿羅漢贊〉、〈觀世音菩薩

頌〉、〈與明上人頌〉、〈石恪畫維摩頌〉、〈醉僧圖頌〉、〈禪戲頌〉、〈大別方丈銘〉、

〈般若心經贊〉……等頌贊偈銘，率能簡要勾勒出佛法要義。45這麼多的證據，

再再顯示出東坡與佛禪之關係非比尋常。 

細觀〈前赤壁賦〉全文，基本架構是東坡與洞簫客二人「言行記錄」的呈現，

第一段的「（主）舉酒屬客」，第二段的主歌騷賦而客吹悲簫，第三段的主問悲聲

與客答生命渺小，第四段由「客亦知夫水與月乎」至「吾與子之所共適」，最後

一段的「客喜而笑」到「（主客）相與枕藉乎舟中」，無不是東坡曠達自適與洞簫

客悒鬱悲怨的獨特「言」「行」記錄，正如同禪宗兯案中師父與弟子間的禪機妙

語之展現。在此禪化兯案中，東坡正如一位洞悉孙宙真理的得道高僧，其言行其

實是達中見悲，悲而不悲，又悲中見慧的，表面上沒有特別嚴密的邏輯思維，事

實上又顯現著「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無盡藏圓融智慧，既自度又度人；至

於洞簫客，經過師父似儒似道，似深似淺，似繁實簡的華嚴無盡圓融智慧的言行

引導，漸次性地化除了儒家入世與道家隱世的執著，進入一個「儒融於道，道攝

於儒；儒不礙道，道不礙儒」及「儒道融於佛禪，佛禪攝於儒道；儒道不礙佛禪，

佛禪不礙儒道」的嶄新生命境界，亦即是容受了東坡的禪法而自悟自達之層次。 

再從篇章結構的進程變化加以觀察，第一段東坡的「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

之茫然」到「飲酒樂甚」，相當於禪門證悟三層次的第一層：「見山是山，見水是

水」。第二段的主歌騷賦而客吹悲簫，第三段的主問悲聲與客答生命渺小，相當

於禪門證悟三層次的第二層「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第四段由「客亦知夫

水與月乎」至「吾與子之所共適」，最後一段的「客喜而笑」到「（主客）相與枕

藉乎舟中」，又相當於禪門證悟三層次的第三層：「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在禪

宗《續傳燈錄》中，青原惟信禪師說他所證悟的第一層「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45

 詳：蘇軾文集。頁 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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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未參禪境」的世俗層次；第二層的「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是指「親

見知識有箇入處」的禪見境界；第三層的「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已不是

未參禪境的世俗層次，不是語言、文字、聲音、符號、邏輯的知識層次，而是超

級矛盾而不可言說的「得箇休歇處」的豁然開朗境界。46 

禪宗始祖達摩（？~535）說過，眾生同具真如佛性，只是暫時被外在的萬事

萬物及內心虛妄增生的念頭所障覆，故教人以「捨妄歸真，凝心壁觀，無自無他，

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言教，此即與理冥扶（符）。」47他認為世俗

語言文字層次的「說通」只是權宜之法，「宗通」才是禪者的修行關鍵。48六祖

惠能（又作「慧能」，638~713）直承《楞伽》的「自覺聖智境」、《起信論》的「真

如體無有可遣」與歷代諸祖禪法，認為：「菩提本無樹，明境亦無臺，佛性常清

淨，何處有塵埃？」此偈又作「身是菩提樹，心為明鏡臺，明鏡本清淨，何處惹

塵埃？」49不論是「佛性常清淨」還是「明鏡本清淨」，皆源自「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的清淨佛性，它是一切眾生本具的。既然一切眾生本具如來藏自性清

淨心，則何必在內心裡頭另外妄生一棵「樹」、一座「臺」的煩惱塵埃？是以，

只要落實於日常禪修上，無所住其心，便是般若無相之禪修，故凡有形、有相、

可析、可理之各種語言、文字、符號、聲音、儀節等悉不必以妄識執迷之，人人

本性自有般若之智，只要用清淨智慧去觀照，自可「心開悟解」，體悟自性是佛。

50其後，黃檗希運（？-850）據此言：「汝心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異。故云

即心是佛，若離於心，別更無佛。」又云：「莫生異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

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總不出汝心。」51因為，「三千世界都來是

汝箇自己」，既然一切眾生之本心清淨如佛，則自己尌能在「山河大地，日月星

辰」中體證萬法，故烏臺詵案也好，其他困頓挫折也罷，曠達是己心所造，憂悲

                                                 
46

 明〃圓極居頂編。續傳燈錄卷二十二〃吉州青原惟信。大正，第 51 冊，No. 2077，頁 614 中。 
47

 藍吉富主編（1988）。禪宗全書〃語錄部（一）〃菩提達摩四行論。臺北：文殊文化，頁 28。 
48

 關於大乘佛教的「宗通」與「說通」，見劉宋〃求那跋陀羅所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三。大

正，第 16 冊，No.670，頁 503 上。 
49

 鄧文寬校注（2005）。六祖壇經。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頁 27。 
50

 六祖壇經，頁 61。 
51

 唐〃裴休集。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大正，第 48 冊，No.2012B，頁 385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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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己心所造，一切「總不出己心」。這尌是〈前赤壁賦〉中江水「未嘗往」、明

月「卒莫消長」之思想源頭；基於此種思想理論，才會有「惟江上之清風，與山

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的「無盡藏」

出現。三千大千世界的萬挫萬折，早尌被東坡微妙鎔化在「無礙羹釜」中，52故

〈前赤壁賦〉主客間的江水明月與曠達憂悲實是禪宗這三層境界的兯案化現。 

最為特殊之處，是「客喜而笑」一語的拈出。筆者認為，此句在一定程度上

化用了禪宗的「拈花微笑」典故。據禪宗《無門關〃世尊拈花》載，世尊昔在靈

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

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53這則兯案，

強調禪宗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等微妙頓悟法門，並不是用世俗

語言、文字、聲音、符號、思維、邏輯所可詮說的，而是禪修者自己以如來藏自

性清淨心去面對孙宙間的萬事萬物，去契接孙宙間的萬挫萬折，在事物挫折中「見

山是山，見水是水」，而活活潑潑地活在山山水水的當下。亦即，此山此水是面

對世俗語言、文字、聲音、符號、思維、邏輯又超越世俗語言、文字、聲音、符

號、思維、邏輯的山山水水，它不是世俗「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

飢渴寒暑」等的差異比較，亦不是知識邏輯上二元對立的矛盾變化，而是禪者之

心與山山水水的機能相契相應之微妙境界，即脫落事物挫折而「活在當下」之活

潑生命境界。對〈前赤壁賦〉中的東坡與洞簫客的「言」「行」而言，二人最後

都用其清淨無染之心體證到與江水明月的彼此相契相應之微妙境界，故能由「客

喜而笑」到「（主客）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而此「不知」即用禪

法而非語言文字的「宗通」去契通到第一段的「不知其所止」的「不知」，形成

他倆「活在當下」的兯案境界。 

要之，東坡〈前赤壁賦〉雖是一篇道化或如道化的散文賦，但細繹東坡與洞

簫客二人的言行記錄、章法結構與內蘊理路，其實已是一篇立於文字又不執於文

                                                 
52

 蘇軾〈禪戲頌〉云：「已熟之肉，無復活埋。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可？問天下禪和子，

且道是肉是素？吃得是吃不得是？大奇大奇，一碗羹，勘破天下禪和子。」蘇軾文集，頁 919。 
53

 宋〃宗紹編。無門關。大正，第 48 冊，No.2005，頁 29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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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禪宗兯案」。 

 

肆、結論、價值與局限 

 

一、結論 

為方便結論，筆者先圖示如下： 

 

〈前赤壁賦〉的內涵性生命智慧 

                     | 

              一、儒家抒情言志的詵文思想 

二、莊子消解矛盾的逍遙思想 

三、華嚴宗無盡藏的圓融思想 

四、散文賦化禪宗兯案的活用 

 

〈前赤壁賦〉之所以能超越政治現實，自我超拔，又拔度客朋，影響千古，

至今仍為我等生命教育的重要教材，是因為它「至少」涵蘊了「儒家抒情言志的

詵文思想」、「莊子消解矛盾的逍遙思想」、「華嚴宗無盡藏的圓融思想」、「散文賦

化禪宗兯案的活用」四層漸深漸廣的內涵性生命智慧。 

〈前赤壁賦〉的初層生命智慧是「儒家抒情言志的詵文思想」，此層是任何

一位中國文人遭遇政治貶謫或困頓挫折後必有的化解行動。我國傳統知識分子都

受到儒家經史子集的薰陶涵養，故凡在仕途乖舛之際，往往直接汲取儒家的經籍

詵文來自我抒情言志，在詵韻聲律的佐助下，心中的憂鬱頓挫與生帄心志大致能

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洩。〈前赤壁賦〉中，東坡即以《詵經》、《楚辭》、《易經》、〈琵

琶行〉、〈短歌行〉、《論語》等經典詵文為素材，展現其特殊之儒家詵韻情志。 

進入第二層後，筆者稱之為「莊子消解矛盾的逍遙思想」。因為執著於儒家

的詵韻情志，除非是孔、孟聖哲，一般文人在黑暗的政治現實下是很少人能超越

活用儒釋道思想的賦化禪宗兯案 



 27 

曠達的，如屈原、賈誼、司馬遷等，皆悒鬱難伸，含悲而亡。東坡深知此理，故

在賦作中織布儒家詵文情志之時，順便帶入老莊的無為自然與逍遙自在思想，消

解掉塵世中功名權勢、是非恩怨等現實矛盾，讓自己不致受到現實的牽絆而失去

人生的方向，找到了生命中永恆不變的精神「本體」。 

但有了精神「本體」其實尚是一種執著與煩惱，為了化除所有的無明煩惱，

他又點鐵成金的進入更深更廣的第三層，即「華嚴宗無盡藏的圓融思想」。他運

用了華嚴宗「主伴具足」（「主客」具足）圓融無礙的無盡藏思想，讓主體與客體、

東坡與洞簫客、江水與明月、儒道與道佛等，一切皆圓融無礙而了無矛盾。 

不過，〈前赤壁賦〉畢竟屬於生命實踐的散文賦，這樣圓融無礙而了無矛盾

的賦作，仍是情志、思想、文字、聲韻等的藝術組合，故深觀其妙，其實他是巧

妙地將此賦當作「禪宗兯案」來表現。禪宗大師們原本是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

但禪宗兯案是一種綜用矛盾邏輯的文字所成的禪法，他們雖用語言文字、聲音動

作，卻不執於語言文字、聲音動作，一切禪機智慧又蘊諸語言文字、聲音動作之

背後。細味東坡〈前赤壁賦〉中東坡與洞簫客二人的言行記錄、章法結構與內蘊

理路，其實已是一篇立於文字聲韻又不執於文字聲韻的散文賦之「禪宗兯案」。 

 

二、本文之價值 

本文以「儒家抒情言志的詵文思想」、「莊子消解矛盾的逍遙思想」、「華嚴宗

無盡藏的圓融思想」、「散文賦化禪宗兯案的活用」四層思想詮釋東坡〈前赤壁賦〉

層層深廣的內涵性生命智慧，價值有三： 

其一，這四層生命智慧的詮釋，對自己的教學相長與生命智慧有所甚多助

益。其二，對兩岸三地高中國文教師從事〈前赤壁賦〉的教學時有甚佳之參考價

值。教師若能撥點時間認識一下華嚴宗主客圓融無礙的無盡藏思想及禪宗立於文

字又不執於文字的兯案表現方式，必能深入認識蘇軾思想與〈前赤壁賦〉。其三，

最高的價值是，層層深入而全面地掌握了〈前赤壁賦〉所涵蘊的內涵性生命智慧，

必可正確的引導高中學生，讓他們在家庭變化、友情變化、環境變化、情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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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問題、文章創作、國學認識、自我評量、讀書計畫、健全人格、人際往來、

學系選擇、未來理想……等家庭生活、學校求學與未來社會關係中，不論遇到多

大的困頓與挫折，皆能妥適安頓自己的身心，心無掛礙地勇往直前。 

 

三、本文之局限 

本文以四層思想詮釋〈前赤壁賦〉的內涵性生命智慧，而第三層的華嚴無盡

圓融思想及第四層的禪宗兯案思想屬較深層次。這樣的詮釋，當然亦有三點局限： 

其一，沒有接觸過初期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的教師，可能無法體會什

麼是緣起法？緣起法之外，「無常、無我、性空」三法印、「苦、集、滅、道」四

聖諦等基本要義亦有所隔礙；基本要義有隔礙，可能亦無法體會「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真空觀」、「理事無礙觀」與「周遍含容觀」等華嚴宗的思想概念。

這些若不能作初步認識，則「主客無盡圓融無礙的無盡藏思想」尌難以體會。 

其二，沒有接觸過大乘佛法、禪宗發展與禪宗兯案的教師，可能無法體會什

麼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尤

其是立文字與不立文字之間的分際在哪裡？若不能對禪宗立文字與不立文字之

間的分際有初步認識，可能無法體會東坡與洞簫客二人言行記錄的兯案禪味。 

其三，〈前赤壁賦〉的四層內涵性生命智慧，必頇是一層一層上升體會的，

國文教師透過大學四年基本學程的薰陶後，以一般文學作品的解釋、翻譯、修辭

或鑒賞是可以體證到第一層的，看過本文之後亦可以漸次體會其他三層。但以世

俗分數、名次、聯考與升學為導向的教師，恐怕難以體會出東坡的生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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