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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九八課綱〉收錄清代台灣遊記之自然寫作論「大地倫理」
之教學向度與實踐
國立台南大學附中
摘

何儒育

要

在九八課綱所附八篇「台灣題材」之文言範文中，選入五篇遊記，從明末清初陳第
(1541A.D-1617A.D)之〈東番記〉
，至晚清洪繻(1867A.D-1929A.D)之〈遊關嶺記〉，其上承
中國山水遊記傳統，其下體現兩百餘年的時代跨度下之台灣自然與人文地景，並彰顯此地
景中，與「自然」相對應之作者生命際遇，以及台灣文化之內涵。然而，對這五篇旅行文
本之教學視角與方法之探究較為匱乏，故筆者期能透過「生態倫理」與「生命療癒」二視
角，探究文本內涵與教學方法之實踐。
首先，在「生態倫理」的面向上，中國古典「遊記」本有體契自然、與道冥合之道家
傳統底蘊；而在台灣古典文學中，「生態」與「自然」對接受以「朱子之學」為科考核心
之文人具有何種意義？在對原住民融入自然之生態觀的理解與詮釋上，陳夢林〈望玉山
記〉、藍鼎元〈水沙漣〉體現不同的接受方式；陳夢林描述「如雪、如冰、如飛瀑、如鋪
練、如截肪」66 的玉山景貌，皆是不造作、不扭曲地體現其得之於「道」的質性樣態，藍
鼎元則論述「修德化以淪浹其肌膚」的道德教化面向，此二視角開展出兩種對自然生態的
兩種價值態度，辯證儒道二家之生態倫理概念，可引導學生進入多元價值之理解與對話。
其次，從兩漢以降之「征賦」至魏晉唐宋之「山水遊記」，自有其以比興物色而療癒
生命挫折之傳統。在這五篇遊記中，作者之時空背景與生命經歷雖有變異，但其皆在將自
身生命經驗投入台灣自然地景中，而在人之心靈與外在地景融合中，照見「人」之所以為
「人」的超越價值，以及如洪繻所論「亦可傲視其他名山也」的地景認同與生命回歸。此
環合於前文生態倫理的關懷，期能引導學生以台灣地景為核心，將自我視域(horizon)與
自身生命史投入文本閱讀中，進行多元詮釋的辯證，而得到生命療癒與自我安頓的作用，
更能對台灣開啟更深的自然與人文關懷與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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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九八普通高中課程綱要〉所附八篇「台灣題材」之文言文中，選錄晩明陳第〈東
番記〉
、清初郁永河《稗海記遊選》
、陳夢林〈望玉山記〉
、 藍鼎元〈紀水沙連〉與晩清
洪棄生之〈遊關嶺記〉等五篇遊記；除《稗海記遊》因版本不同而有段落選文之殊異外，
其他四篇為各版本皆收錄之範文。
學界歷來對四篇遊記研究，多關注作者生命歷程、文本展現的歷史社會與文化議
1
題，以及文學史建構，且已有極豐碩的成果 ；然而，在面對地球暖化、極端氣候等各

種嚴峻環境問題的此刻，「生態倫理」（ecological ethics）成為跨領域而需以多元角度思
考與實踐的重要論題。所謂「生態倫理」，楊冠政於〈生態倫理學的內涵及其實踐〉一
文，引述美國學者Desjardins, J. R的觀點而定義曰：「生態倫理學，亦稱生態中心倫理，
是以生態系統整體觀點討論人類與自然生態的倫理關係，並認為自然生態有自身的價
值，應受人類的尊重與道德考慮。」 2 對生態系統的尊重與道德義務，正扣合〈普通高
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中第六項教學目標：「深植尊重生命與全球永續發展的觀念」 3 ；
而這四篇遊記是否能在「生態倫理」的視野下，使學生透過文本，尋找與自然相處相待
的方式，達成「尊重生命」與「全球永續發展」的教學目標？
此教學目標揭開四篇遊記中「自然寫作」的教學向度與實踐可能；關於自然寫作的
意義與內涵，吳明益於《當代台灣自然寫作研究》細密週全地界定六項解釋，其一為「以
自然與人的互動為描寫的主軸」，二則「注視、觀察、記錄、探究與發現等非虛構的經
驗」
，三則「自然知識符碼的運用，與客觀上的知性理解成為行文的肌理」
，四為「一種
以個人敘述為主的書寫」
，五為「發展成以文學揉合史學、生物科學、生態學、倫理學、
民族學、民俗學的獨特文類」，六為「覺醒與尊重，呈現出不同時期人類對待環境的意
識」 4 ；從六項界義檢視四篇遊記，陳第〈東番記〉著重描述明末台灣區域分布與原住
民風俗習慣，為現存首篇親身實查台灣的報告，正如周婉窈所論：「一六零三年以前，
中文文獻中不乏有關台灣的記載，但親屢其地並記載其土著居民，陳第是第一人，比荷

1

關於近二十年台灣古典文學研究現況與成果，可參見許俊雅：〈回顧與前瞻──近二十年來臺灣古典文
學研究述評〉，收入《漢學研究通訊》二十五卷四期，(台北：漢學研究中心出版，2006 年 11 月)，頁 33-46。
2
楊冠政：〈生態倫理學的內涵及其實踐〉，收入《應用倫理研究通訊》二十六期，(桃園：中央大學哲學
系出版，2003 年 4 月)，頁 57。
3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可參見「高中學科資訊網」，(網址；fttp://icerc.tnssh.tn.edu.tw)。
4
吳明益：《當代台灣自然寫作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文博士論文，2002 年，指導教授：顏崑陽)，
頁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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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蘭人要來得早。」 說明〈東番記〉之主軸為人文地理，非吳氏所論「以自然與人的互

動為描寫主軸」。藍鼎元〈紀水沙連〉與洪棄生〈遊關嶺記〉皆為作者親身游歷經驗，
在自然景觀的書寫中，敘述自身與自然相契的過程與心境，相當符合「自然寫作」的解
釋。相較於此二文本，陳夢林〈望玉山記〉雖非親身之「遊」，但吳氏第二則定義，將
「注視、觀察」置入「自然寫作」的範圍中；而陳夢林在「望玉山」的過程中，細膩描
述玉山萬變的形貌，並由此興發情志與思想意念，此皆扣合「自然寫作」的內涵。
故本文以此三篇遊記為核心，從生態倫理的視角探究自然書寫所透顯出的文學美
感，以及其中儒道二家對生態倫理的不同思維與辨證，期能引導學生從歧異的倫理觀點
中，反思「自然與我」的關係，理解「我」對「自然」的義務，從而引發對台灣自然生
態開啟更深的理解與關懷。

貳、從「大地倫理」論三篇遊記「比興」之文學美感與哲理興發
在生態倫理的學說中，美國森林與動物生態保育運動先驅李奧帕德（Aldo Leopald）
（1887-1948）於《沙郡年記》一書，提出「大地倫理」
（The Land Ethics）的概念；此首
先來自對「倫理」概念的擴充，李奧睿智地將「處理個人之間的關係」的倫理學，推拓
至「處理人和土地的關係，以及處理人和土地上動植物的關係的倫理規範」 6 如此「土
地」即超越並先在於人對土地的利用。在此意義下，「土地」非僅指動植物賴以生存的
「土壤」，而是李奧所論「納入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我們可以將這些東西統稱為土
地」 7 故「土地」涵括天地萬有等一切生態的存在，
「人」並非土地的支配者，而是萬有
存在中的一員，李奧曰：「土地的倫理規範使智人從土地─集群的征服者，變成土地─集
群的一般成員和公民；這暗示著，他對這個集群內其他成員，以及對這個集群的尊重。」8
這種自覺退居「土地支配者」之外的意識與對土地的尊敬，賦予人一雙謙遜的眼眸，
觀照萬物各從其類而生生不息的整全生態圈，並在觀照中生發對土地的欣賞讚嘆與尊
敬，這種真誠的情感，成為人實踐大地倫理的重要內在因素；正如李奧帕德所論：「倘
使人們對土地沒有懷著喜愛、尊敬和讚嘆之情，或者不重視土地的價值，那麼，人和土
5

周婉窈：〈陳第「東番記」──十七世紀初台灣西南地區的實地調查報告〉，《故宮文物月刊》21 卷 1
期，(台北：故宮博物院出版，2003 年 4 月)，頁 42、43。
6
(美)李奧帕德(Aldo Leopald)(1887-1948)：《沙郡年記》，(台北：天下文化出版社，1997 年 8 月出版)，頁
323。(筆者按：本文所引《沙郡年紀》皆同此版本，下引注略版本項，以廓清篇幅。)
7
同前注，頁 324。
8
同前注，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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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間的倫理關係是不可能存在的。我說的價值，當然是比某種純粹的經濟價值更為廣
義的東西；我指的是哲學上的價值。」 9 所謂「哲學上的價值」
，林火旺於《倫理學》釋
曰：「價值（value）涉及到行為實踐的規範和要求」 10 故「土地的價值」指人對土地實
踐出「合於道德的行為」，人對土地的道德實踐，即奠基於人對土地所生發的尊敬、喜
愛與讚嘆等情感上。除李奧之外，美國國家公園之父約翰‧穆爾（John Muir）於《夏日
走過山間》更貼切描述觀賞巨岩所生發的驚嘆：「這片呈現設計藝術的大地，像是人類
最巧奪天工的雕刻品；其震撼之美，令人讚嘆！我敬畏地看著眼前的勝景，覺得自己可
以為它拋棄一切，也願意以滿心的愉悅，窮畢生之力，探究到底是什麼力量形成這些特
色、岩石、動植物和神奇的天氣。」11 為土地「拋棄一切」的道德實踐及「窮畢生之力」
的研究，皆來自謙遜的眼目在觀岩時所生發敬畏與愉悅情感。
在中國古典自然寫作中，本有「美感自覺」的傳統，柯慶明於《中國文學的美感》
從「身體之行遊」與「心靈之優遊」二者論曰：
「對於『山海』的『賞心晤』
，除了以悠
哉游哉的心情去登臨行止之外，正有賴於一種『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
12
暫時的『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
，對於山水本身作凝神的美感觀照。」 王國瓔於《中

國山水詩研究》中則將「美感自覺」釋為「有意識地對美的追求」 13 ，且對自然生發真
誠的驚嘆與感動，如其論曹操〈觀滄海〉一詩曰：「詩人顯然是為目睹滄海的浩蕩、山
島的崇峻、草木的濃郁而深受感動，於是領悟到造化自然的偉大，聯想到日月星漢的運
行彷彿都囊括在浩浩滄海中了。」14 根據李奧帕德的理論，引文中之山海、丘壑、山島、
草木與日月星瀚皆為「土地」之內涵，而對山水的凝神觀照、目睹滄海山水的讚嘆，與
在「目睹」中對萬物運行之理的聯想，雖未臻至李奧帕德所強調從「生態整體」的角度
觀照，然而在身心皆遊於「土地」中所興發的感悟，亦可在情感上環合於李奧帕德與約
翰‧穆爾所強調的對土地的敬畏、讚嘆與欣賞等真摯之情。
對土地的美感自覺豁顯出〈望玉山記〉
、
〈紀水沙連〉
、
〈遊關嶺記〉三篇自然書寫中
「比興」的寫作模式，此視角可探究作者身心浸潤於「土地」時所生發出的情感，以及
從情感引發對土地的哲思。以下，筆者即從「比興物色」的寫作模式，論述在「大地倫
理」的視野下，三篇遊記之文學美感與哲理興發。
9

李奧帕德：《沙郡年記》，頁 323。
林火旺：《倫理學》，台北：五南圖書公司出版，1999 年，頁 12。
11
(美)約翰‧穆爾(John Muir)：《夏日走過山間》，台北：天下遠見出版公司，1998 年出版，頁 14。
12
柯慶明：《中國文學的美感》，台北：麥田圖書公司，2006 年初版，頁 280。
13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台北：聯經出版社，1986 年，頁 126。
14
同前注，頁 12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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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興」與「情景交融」的書寫模式
在論述三篇遊記的「比興」書寫模式前，應先釐清「比」
、
「興」二概念。在傳世文
獻中，比興首度並見於《詩‧大序》
：
「詩有六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
五曰雅，六曰頌。」 15 兩漢之後，比興解釋逐漸完備，且出現許多歧異；如漢代著重於
「詩教」，強調比興的美刺作用，《毛詩‧箋》所論：「比，見今之失，不敢斥言，取比
類以言之；興，見今之美，嫌於諂媚，取善惡以喻勸之。」 16 不敢斥言的溫柔敦厚，與
取善惡以喻勸的道德實踐，皆呈現儒家詩教怨而不怒、哀而不傷的傳統。魏晉以降，在
文學自覺的風氣下，「比興」成為描述人的情感與自然景物相互交容激蕩的創作方式，
劉勰《文心雕龍‧比興》論曰：「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理者切類以指事，起
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立 ，附理故比例以生。」17 此雖說明「比」為取類比附，
「興」為見物起情，卻未耙梳出二者對「情─景」
、
「心─物」關係之殊別概念；鍾嶸《詩
品‧序》則曰：「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情有餘，興也；
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18 因物寓志之「比」
，已凸顯「由心即
物」的過程，即心有意念而借外物比附抒發；但「文已盡而情有餘」雖勾連起「興」與
「情」的關係，卻未深釋「情」與「物」的關係。
至於中唐，賈島於其詩格〈二南密旨〉論「感物曰興」為：「興者，情也，外感於
19
物，內動於情，情不可遏，故曰興。」 故「興」為「由物及心」的過程，人在對外物

的接觸與知覺中，心生發出真誠深切的情感與思想意念。近代學者延續漢魏以降的比興
論述，在抒情傳統的脈絡下，彰顯出「比興」所蘊藏情景交融的意義，正如葉嘉瑩所論：
「從賦、比、興三個字的最簡單最基本的意義來加以解釋的話，所所謂賦者，有鋪陳之
意，是把所欲寫的事物加以直接敘述的一種表達方法；所謂比者，有擬喻之意，是把所
欲敘寫之事物借比為另一事物來加以敘述的一種表達方法；而所謂興者，有感發興起之
20

意，是因某一事物之觸發而引出所欲敘寫之事物的一種表達方法。」 由此觀之，「興」
為由外物感發出內心真摯的情感思想，「比」則是將情感意念藉外物的比附抒發出來；
15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序》
，(清‧阮元校，嘉慶二十年江西南昌府學開本)，台北：
藝文印書館，1989年出版，頁15。(筆者按，下引《十三經注疏》皆同此版本，下注略版本項，以減省篇
幅。)
16
同前注，頁 15。
17
(梁)劉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龍‧比興》，台北：開明書局，1988 年出版，頁 601。
18
(梁)鍾嶸：詩品序〉，(清)嚴可均校輯：《全梁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北京：中華書局
出版社，1999 年)，卷 55，頁 3275。
19
(唐)賈島：〈二南密旨〉，(收入張伯偉編：《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 年出版，
頁 372-373。
20
葉嘉瑩：〈中國古典詩歌中形象與情意之關係例說：從形象看賦比興之說〉，收入《迦陵談詩二集》，
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85 年出版，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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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主要透過眼目口鼻等感官知覺外物，若無官能的感知，無法敏銳地與外物互動而產
生比興的作用。故此，下文先論述「感官─外物」相接的「感官之旅」
，再論述「比興」
跨越歷來古典詩學的創作與鑑賞語境，展現於三篇遊記中之創作方式。
（一）應目會心的感官之旅
三位作者中，除洪棄生一家自曾祖流寓鹿港即世居當地外，陳夢林與藍鼎元皆為因
公赴台者。陳夢林於康熙五十五年（A.D1716）應諸羅知縣周鍾瑄之邀，修《諸羅縣志》
21

而首度赴台，二次為康熙六十年（A.D1721）擔任朱一貴事件統戎藍廷珍之幕僚 22 ，雍

23
〈望玉山記〉收錄於《諸羅縣志》中，應為陳氏首度赴
正元年（A.D 1723）又遊台灣 ，

台時所作。藍鼎元為藍廷珍之弟，亦隨兄赴台處理朱一貴事件 24，於公餘遊賞各地，
《東
征記》收錄〈紀虎尾溪〉
、
〈紀水沙連〉
、
〈紀竹塹埔〉與〈紀荷包嶼〉四文，台灣奇險肥
25

「入臺
沃的自然生態，讓自稱有「山水癖」 的藍鼎元讚嘆有加，如其述「荷包嶼」曰：
以來，則悅水沙連。杭州繁華之地，惠州亦無曠土，水沙連又在番山，皆不得遂吾結廬
之願。如荷包嶼者，其庶幾乎！」這蕞爾偏僻的湖中島，竟使來自清帝國、自幼接受「宋
儒之學」 26 的藍鼎元突生結廬之思，雖於文末作罷，然此亦表達對台灣自然生態的讚嘆
與嶄新體驗。
事實上，渡過「色如墨，曰墨洋；驚濤鼎沸，險冠諸海」27 的「黑水溝」
，身處台灣
一日三變的海島型氣候，觀行奇險原始的自然地景，給予行遊於此的中國文人劇烈奇異
的感官衝擊。郁永河《稗海記遊》屢述沿途地景蠻漠險惡的狀態，如「十二日，過啞束
社，至大肚社，一路大小積石，車行其上，終日蹭蹬殊困；加以林莽荒穢，宿草沒肩，
21

周鍾瑄於《諸羅縣志‧序》論陳夢林此行原委曰：「既得允，則謀可以共斯舉者。漳浦有陳君夢林，舊
遊黔中，與家姪詹事漁璜為筆墨交；又嘗從儀封張大中丞纂修先儒諸書於鰲峰書院，豫修漳州、漳浦郡
縣兩志：是足任也。乃具書幣，遣使迎致邑治而開局焉；既又擇鳳山學生李君欽文、邑明經林君中桂與
俱」，(收入《台灣文獻叢刊》)，台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6年出版，頁3。(筆者按，下引《台灣
文獻叢刊》皆同此版本，下注略版本項，以減省篇幅。)
22
(清)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卷十二‧人物》載：「陳夢林，字少林；漳浦諸生．性好學，多從諸名士大
夫遊．諸羅令周鍾瑄修「縣志」
，具書幣迎至臺，總其成。時朱逆兆未萌；而夢林修志，憂深慮遠，若預
見其未然者。其後參藍總戎廷珍幕府，為計擒數巨魁」
，(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395。
23
連橫：
《臺灣通史‧卷三十四‧流寓列傳/陳夢林》載曰：
「雍正元年，復游臺灣，數月乃去。著臺灣後游
草，鼎元敘之。後卒於家」
，(收入《台灣文獻叢刊》)，954。
24
藍廷珍：
《東征集‧舊序》
：
「予焦心勞思，與幕友陳君少林及予弟玉霖日夜籌謀，安撫整頓，至忘寢食，
不敢憚煩」
，(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3。
25
藍鼎元：《東征集‧記荷包嶼》：「余生平有山水癖，每當茂林澗谷，奇峰怪石，清溪廣湖，輒徘徊不
忍去，慨然有家焉之想」，(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89。
26
關於藍鼎元自幼接受儒學教育的記載，可參見《平臺紀略‧行述》：「府君生十歲而孤，四子、五經書
已能成誦，通大意」，(收入《台灣文獻叢刊》)，5。
27
(清)黃淑璥：《臺海使槎錄‧卷一‧赤崁筆談》，(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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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半線以下如各天。」
、
「十七日，小霽。……既陟巔，荊莽樛結，不可置足。林木如蝟
毛，聯枝累葉，陰翳晝暝，仰視太虛，如井底窺天，時見一規而已」
、
「既至南崁，入深
28
箐中，披荊度莽，冠履俱敗：直狐貉之窟，非人類所宜至也」 從「林莽荒穢、宿草沒

肩」的野地，至不可置足、困結不前的艱辛，甚至遭遇非人所能居處之荊莽荒野，這百
死一生的旅程被郁永河歸納為「探奇攬勝，毋畏惡趣」的冒險精神 29 ，林淑慧《台灣清
治時期散文的文化軌跡》論曰：「旅遊者熱衷於探險，向體能極限挑戰，或向人類所不
知去冒險，本身即表現了超越的精神。許多遊記作者喜好奇特的景觀，例如郁永河在硫
穴附近的描寫，通過追求『奇』
，表現美感聯想力。」30 跨越以往行遊經驗的嶄新體驗，
亦出現於陳夢林〈望玉山記〉中，其將玉山與「嵩、少、衡、華、天台、鴈蕩、武夷」
等名山相比，認為諸名山雖皆「巍峨幽渺」
，但皆為「人跡可到」之處，而玉山卻有「寰
海內外，獨茲山之玉立乎天表，類有道知幾之士超異乎等倫，不予人以易窺，可望而不
可即」 31 這般遺世獨立、宛若隱者，原始素樸卻冠絕諸山之勝景。世居鹿港的洪棄生，
在行遊關嶺的過程中，即使遭遇「批荊覓徑，處處山谿間之，雖三十里不啻百里」的景
況，依然突破各種地形限制，親身行遊觀看水火同源之「靈源」，並迸發「火穴靈源，
溫泉滾滾，夾以佳山水於其間，亦可傲視其他名山」的驚異讚嘆。
在驚險四佈、刻意尋奇的行遊過程中，旅者追求眼目口鼻等一切官能的刺激；其人
與台灣獨特的生態物象相接處，尤其是「目」的視覺作用，人在「觀看」超越經驗的景
貌時，常激盪出各種豐沛的情感；「目」的觀視，亦可連結起其他官能的感知作用與大
腦的聯想作用，余舜德於〈從田野經驗到身體感的研究〉從「眼見」之髒，聯想「手觸」
之髒而論曰：「有時雖只有單一的感官刺激，但此刺激亦讓我們立即聯想到其它組成要
素於感官的呈現，就如我們看到桌子油膩的表面，就以預期到觸覺之髒的感受，而不願
置手於其上。」 32 由此可知，身體各種感官能相互影響聯結，更加深自然景貌對感官的
刺激。
美國詩人兼散文作者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於《感官詩學‧視覺》中，
則以「視覺」為主軸，描述「眼目」與「土地」的豐富景貌碰撞時所激發出的情感：

28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中》，(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22。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中》載郁永河曰：「探奇攬勝者，毋畏惡趣；遊不險不奇，趣不惡不快」，(收
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27，可見郁永河對旅行探險的態度。
30
林淑慧《台灣清治時期散文的文化軌跡》，台北：台灣學生書局，2007 年出版，頁 122-123。
31
(清)陳夢林：
《諸羅縣志‧卷十一‧藝文志‧望玉山記》，(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260。
32
余舜德：〈從田野經驗到身體感的研究〉，(收入《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竹‧清大出版社，
2008 年出版，頁 1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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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康明思所謂，在我們『甜美渾然天成的大地上』，我們找到使人驚訝的美，令我
們狂喜。……而我們的脈搏突然如輕裝甲部隊般猛衝，我們的眼 睛在歡娛中闔上，而
在一陣清醒的暈眩中，我們還不知道發生了什麼就先嘆息，景色是如此美麗，使我們喪
失了驕氣。月光如此皎潔，向我們保證有足夠的亮光幫助我們越過黑暗的平原，或逃過
夜行的野獸。日落如火焰般的光輝提醒我們生存在溫暖的環境中。花朵多樣的色彩顯示
了春、夏日的來臨，食物充足，而所有的生命都生機盎然。 33
人在「甜美渾然天成的大地上」，眼目與月光、日落、花朵等自然景貌相接觸時，
引起狂喜、暈眩感、光明感，以及對天地萬物生生之理的體悟，若從余德舜所論感官相
連結的視角，可知在月光、日落與花朵的「景貌」下，潛藏空氣溫濕度、花朵香味，以
及處於大地上各種動物的聲音等未被敘述出的面貌，此皆增添「視覺」之美；所謂「失
去了驕氣」正可說明人在李奧帕德所說的「土地」面前，從「萬物之靈」到「自甘謙遜」
的意念轉換，替換出一雙謙遜而讚嘆的眼眸。這種「眼攝」至「心感」的過程，可補充
「心」透過「眼攝」的知覺，在自然景貌中激盪出豐沛情感，拋卻「固著於我之所以為
我」的傲慢，以一個參與者的身分，交融於自然生態中，依任「物之所以為物」之理朗
暢流行，最終臻至物我交融的化境；英國當代文學家艾倫狄波頓（Alain de Botton）於《旅
行的藝術》敘述壯麗的景貌對視覺所激發出的情感曰：「壯闊的風景是寫在沙漠中的巨
石與南北極的冰原上。雖然我們人不在這些壯麗的絕景中，也沒有粉身碎骨，卻大受感
34
動，甘心臣服，接受這些必然，從敬畏之心生出崇拜之意。」 在充滿驚喜與冒險的「感

官之旅」行遊中，三位作者如何透過「比興」的運用，將人與土地的關係細緻地描述出
來，而成為台灣古典散文中自然寫作的典範？
（二）「賦比」連用與「比德」物理
三篇遊記中，常見對「土地」的白描，這種白描書寫與「賦比興」之「賦」有相同
35
的作用，正如朱熹所論：
「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 ，前引葉嘉瑩之論，亦說明

「賦」具有「直言其事」之義；「比」作為「由心及物」的過程，體現作者在觀照景貌
的過程中，心已有感會，在對土地的白描中，加入「比」的描述，傾盡一切物類比附，
敘述在身遊時「目遇」所觀視知覺到的一切自然外物。在此三篇遊記中，「比」的作法
可概括為二類，其一為單純「賦比連用」以描述景貌；其二為「比德」的運用，即在觀
33

(美)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感官詩學》，台北：時報出版社，2007 年出版，頁 288。
(英)艾倫‧狄波頓(Alain de Botton)：《旅行的藝術》，台北：先覺出版社，2002 年出版，頁 200。
35
(宋)黎靖德《朱子語類‧八十卷‧詩一‧綱領》，北京：中華書局，2006 年出版，頁 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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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以比之體證敘述物之所以為物之理。
1.賦比連用‧巧言切狀
首先，在「賦比連用」的類型中，洪棄生〈遊關嶺記〉第三段即以此法表現對「靈
源」與其前後景貌的敘述，其曰：「一溪橫之，深不及前溪而奔流益駛，石益多且巨，
立者如削壁、偃如覆舟，跨以木橋」、「泉之後，砌石磴三百級，登臨一望，萬象皆卑。
山坳樓閣如覆盂，叢林如苔點，前山疊疊如几案」 36 此二者皆為「賦比連用」的文例，
巨石「立者如削壁、偃如覆舟」
，
「削壁」與「覆舟」原為二種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
皆不相連的符號，然而在「比」的附儷連綴下，用以描述「巨石」高低立偃等各種形貌。
而「山坳樓閣如覆盂，叢林如苔點，前山疊疊如几案」，覆盂、苔點與几案等符號跨越
原本「所指」的意義，將登高臨下時所觀樓閣、叢林與前山等眾物皆微的景貌突顯出來，
正如張龍溪於《五色字母》中論「比喻」的作用曰：「在本不相干的事物間看出聯繫，
並用形象的語言把這種聯繫表述出來，這就是比喻的作用。」 37 這種「極物寫貌」的作
法，體現中國自然寫作中「物色」傳統。
所謂「物色」
，蔡英俊於《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中釋曰：
「物色一詞，是六朝時期
一項重要的批評觀念，其字面意義是指自然景物的容貌與姿色。」 38 此概念首出於《文
心雕龍‧物色》
，劉勰強調景中賦情，以情託景，情景交融的創作方式，並論曰：
「是以
詩人感物，聯類不窮。流連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
附聲，亦與心而徘徊。」作者在與外物相對中，心生發各種情感，這種情感又觸發作者
對外物無窮的聯想與觀照，
「隨物婉轉」
、
「與心徘徊」可說明心物交感融通的創作過程，
正如洪棄生遊關嶺的過程，靈源已是此趟旅程的高峰，路途中「重崗深壑」
、
「有長崗橫
亙」與「二溪深可眩目，竹橋凌其上，搖搖不定」的驚險與壯麗，已激盪出對「土地」
的驚嘆之情，此觸發其對「靈源」細緻的觀賞與遠、近景精微的描述。
除了「詩人感物，聯類不窮」之「情─景」關係外，〈物色〉篇更提出「形似」的
概念曰：「自近代以來，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
遠；體物微妙，功在密附。故巧言切狀，如印之泥，不加雕削，而曲寫毫芥」39「形似」
的概念奠基於創作者體物入微的深切情感上，情感愈深摯，對「物」的形貌就能愈發體
切，這種體切的觀察力即表現於「窺情風景」與「鑽貌草木」這種對自然物象窮形盡貌
36

(清)洪棄生：《寄鶴齋選集‧文選‧遊關嶺記》，(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92。
張龍溪：《五色字母》，台北：大塊出版社，2008 年出版，頁 184。
38
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台北：大安出版社，1995 年出版，頁 168。
3939
(梁)劉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龍‧物色》，頁 174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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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繪中。劉勰用「如印之泥，不加雕削，曲寫毫芥」描述契物至深、化情入景，使「物」
之姿色容態，與「物之所以為物」的精神被細膩描述出來，臻至真樸盡出的境界；蔡英
俊從劉宋以降「莊老告退，山水方滋」的文學史發展切入並論曰：「『物色盡而情有餘』
一句清楚表露出劉勰立論的重心：描寫景物既要能窮形盡相，又要能讓詩中的情味含蓄
不盡；劉勰所以特別標出『情有餘』的詩趣，主要就是為當時專務於『模山範水，字必
魚貫』的創作風尚，找出一條會通可行的發展途徑。」40 如此，
「物色」即跨越對「土地」
純粹的寫實描述，加入作者自身的情感經歷。
正如陳夢林於〈望玉山記〉以賦比連用的方式，窮極遠望玉山之貌，體現觀照之情
曰：「時旁午，風靜無塵，四宇清澈，日與山射，晶瑩耀目；如雪、如冰、如飛瀑、如
41
瀑練、如截肪」 〈望玉山記〉前段中，作者透過「不可以有意遇之」表達對玉山的敬

慕期待之情，此情深化其對玉山的細觀，「風靜無塵」凸顯環境的靜止感，作者的時空
在與玉山相望時瞬間凍結凝止，
「四宇清澈」描繪上下四方明透潔淨、纖毫無染的空間；
在此空間中，
「日」與「山」兩種偉大的物象相互照亮，
「晶瑩耀目」凸顯「山」的聖潔，
玉山超越「山」的形象，被賦予宗教般神聖的意涵，作者隱沒了「我」的參與，只透過
觀照，讓前文所鋪陳的敬慕流瀉出來；下文一連串窮盡姿色與形貌的比附，從堅硬的剛
冰、柔細的飛雪，至飛旋流動的瀑布，與長流的練瀑，窮盡玉山各種樣態。透過對玉山
的敘述，作者亦表達其對土地的價值觀，並非「拓殖斯土」式的開務成物，而是以仰望
之情，讓玉山之美自然流溢，已初步體切李奧帕德所論不干涉、不開發，尊重土地原初
生態的態度。
除了賦比連用，窮形盡貌外，〈紀水沙連〉更以「蓬瀛」典故的比附，敘述水沙連
的自然景貌，其曰：「水沙連嶼在深潭之中，小山如贅疣，浮游水面。其水四周大山，
山外溪流包絡，自山口入，匯為潭。潭廣八、九里，環可二、三十里。中間突起一嶼。
42
山青水綠，四顧蒼茫，竹樹參差，雲飛鳥語；古稱蓬瀛，不是過也。」 「蓬瀛」較早

可見於《史記‧秦始皇本記》：「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神山，名曰蓬萊､
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女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女數千人，入海
求僊人。」43 在始皇求仙之事中，
「蓬萊」與「瀛洲」為仙人居息之處，對二山美景的想
像，都潛隱在「神山」一詞中；
《列子‧湯問》則延伸描繪蓬萊瀛洲之景貌曰：
「其中有
40

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頁 190。
(清)陳夢林：《諸羅縣志‧卷十一‧藝文志‧望玉山記》，(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259。
42
(清)藍鼎元：《東征集‧卷六‧紀水沙連》，(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85。
43
(漢)司馬遷著、(劉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索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六‧秦皇本紀》，(收入楊
家駱編：《新校本二十五史》)，台北：鼎文出版社，1977 年出版，頁 247。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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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上臺觀皆金玉，
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不老不死。所居之人皆仙聖
44
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來者，不可數焉。」 其藉著超越時人經驗的雪白珍禽異獸與延

年之果，突顯一高大巍峨、金玉堂皇之山，
「蓬瀛」成為指涉「仙境」的符碼；而以「蓬
瀛」比附超越時人遊觀經驗的台灣，亦常見於台灣古典文學中，如郁永河《稗海記遊》
以詩述北投硫穴曰：「造化鍾奇構，崇岡湧沸泉；怒雷翻地軸，毒霧撼崖巔；碧澗松長
槁，丹山草欲燃；蓬瀛遙在望，煮石迓神仙」 45 其雖仍以「蓬瀛」比附仙境，但已突破
純粹想像的幻境，與硫穴沸泉毒霧、滾石怒雷的景貌相配，「蓬瀛」一詞從仙境的想像
落實至台灣境貌的勾勒。〈紀水沙連〉在對「蓬瀛」的比附中，以「賦」的手法敘述山
色青翠、雲水蒼茫、竹樹環繞的湖島，此島湖樣貌與歷代傳世典籍中「仙境」圖像已有
差異，且貼近作者下文所論「武陵人入桃源，於曩者常疑其誕；以水沙連觀之，信彭澤
之非欺我也」 46 的桃花源，此桃源的素樸靜美不僅可使遊宦於此的作者生發喜愛與敬畏
之情，更可使其安頓自身生命，使身心舒展於宇宙大和諧的秩序中。
2.比德物象‧附儷德行
除了「賦比連用」之外，
「比德」亦為相當重要的創作方式。
「比德」一詞出自《荀
子‧法行》
：
「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栗而理，知也；堅剛而不屈，義
也；廉而不劌，行也；折而不撓，勇也；瑕適並見，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
止輟然，辭也。」 47 其以玉具體的容色質地比附君子之德，這段論述在《禮記‧聘義》
中被拓展開來，加入忠、信等德行解釋，其論曰：
「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
仁也；縝密以栗，知也；廉而不劌，義也；垂之如隊，禮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
詘然，樂也；瑕不揜瑜、瑜不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 48 鄭玄注「溫潤而澤」
曰：
「色柔溫潤似仁也」說明玉之色貌溫潤，如「仁」泛愛眾生之德；鄭注「縝密以栗」
曰：「縝，緻也；栗，堅貌」，表示玉質地細密堅硬，如君子遍知萬物之大知。「劌」為
「傷」義，故「廉而不劌」代表玉質端方，不茍傷人；「垂之如隊」則體現君子文質彬
彬、謙遜合禮的行為實踐；
「仁義禮知」四德本為〈思孟五行〉之四德 49，又為孟子所論
44

楊伯峻：
《列子集釋》，北京：中華書局，1979 年出版，頁 152。
(清)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中》，(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25。
46
(清)藍鼎元：《東征集‧卷六‧紀水沙連》，(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86。
47
(清)王先謙著《荀子集解‧法行》
，(收入《新編諸子集成》)，北京：中華書局，2006 年出版，頁 351。
48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禮記正義‧卷六十三‧聘義》，(清‧阮元校，嘉慶二十年江西南昌府學開
本)，頁 1031。
49
魏啟鵬：
《簡帛文獻五行箋證》：
「仁型於內謂之惪之行，不型於內謂之行。義型於內謂之惪之行，不型
於內謂之行。豊型於內謂之惪之行，不型於內謂之□(行)。□□(智行)於內謂之惪之行，不型於內謂之
45

◥ 39

臺北場專題研究類(一)

四端，四端體現於「玉」之容色質地，說明「玉」可如實詮釋君子的德行修養與實踐。
西漢初年，賈誼《新書‧道德說》一文，更將玉之質性與宇宙生化過程相比附，擴大玉
之比德範圍，其論曰：「德有六理，何謂六理？曰道、德、性、神、明、命。此六者，
50
德之理也。諸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獨玉也。」 賈誼認為玉有「澤者

鑑也」
、
「腒如竊膏」
、
「湛而潤，厚而膠」
、
「康若濼流」
、
「光輝」
、
「礐乎堅哉」六種質性，
分別比附道、德、性、神、明、命六重宇宙生化過程，而描繪出充滿道德性且秩序井然
的宇宙，至此，「玉」已成為包羅「天道」與「人德」的象徵符碼。
從「天道生化」與「君子如玉」的比德，可知先秦儒家即有宇宙萬物與人之質性與
道德「同質相附」
、
「同類相應」的觀念；此牽涉「天道」與「人道」相應的論題。首先，
在天道秩序的面向上，
《易‧繫辭傳》篇首論曰：
「天尊地卑，乾坤定已。卑高以陳，貴
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類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變化見矣。」 51 天乾地坤在萬物化生之前即有自然而然的卑高設位，日月星辰與四時節
候依序運轉，萬物於天地間各從其類、生生化育，此體現出活潑且井然有序的宇宙。其
次，
〈繫辭傳〉下文所論「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52 表示
聖人仰觀天文、俯察地理以遍知天道秩序之目的，為推知人道之吉凶變化。
如此，
「天道─人道」實為一理貫通；西漢初年陸賈《新語‧道基》論曰：
「於是先
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理，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
夫婦之別，長幼之序。」 53 「知天知地」的先聖在仰觀俯察天文地理的過程中，理解萬
物皆依循「天地相承、氣感相應」的天道秩序生育長養；先聖將此觀察成果，透過乾坤
卦象體現出來，確立人道以天道為本的為政法則，柯慶明於〈從亭台樓閣說起──論一
種另類的遊觀美學與生命省察〉論〈繫辭〉所載「伏羲氏仰觀天文，俯察地理」曰：
「面
對天地鳥獸萬物，人們掌握的卻是透過它們的象、法、文、宜，而製作為符號文字，以
54
便通神明之德，類萬物之情。」 這種透過對自然萬物所體現之天理的觀察而知人事的

思想，在董仲舒《春秋繁露》被拓展開來，天道秩序成為心性修養與政教制度所依循的
行。聖型於內謂之惪之行，不型於內謂之惪之行」
，北京：中華書局，2005 出版，頁 4，可知仁義禮智為
思孟五行中之四行。
50
(漢)賈誼著、閻振益校釋《新書校注‧道德說》，(收入《新編諸子集成》)，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
出版)，頁 316。，頁 234。
51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易正義‧繫辭‧上》，(清‧阮元校，嘉慶二十年江西南昌府學開本)，頁
113。
52
同前注，頁 145。
53
見(漢)陸賈著、王利器校釋《新語校注‧道基》，(收入《新編諸子集成》)，(北京：中華書局，1997 年
出版)，頁 7-9。
54
柯慶明：《中國文學的美感》，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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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董氏既認定天人是同類，更有一積極的意義，
法則 ，正如徐復觀《兩漢思想史》所論：

即是『莫明於在身之與在天同者而用之』，以要求天道在政治人生上的實踐；這便可以
把天貫通到政治人生的各方面」56 由此觀之，
「玉」既作為大地蘊藏的一種礦石，在「天
道─人道」相符應的觀念下，玉堅硬溫潤的色貌質地，與君子剛毅木訥、溫柔敦厚的生
命質性相互對應；換言之，人可透過觀察「玉」以理解君子所應具備的德行。
「玉」對君子德行的比附，正體現於〈望玉山記〉中，其第二段論以「玉」名「山」
之義曰：「故昔之命名者，弗取玉韞於石，生而素質，美在其中而光輝發越於外？台北
少石，獨萃茲山；山海之精醞釀而象玉，不欲使人狹而玩之，宜於韜光而自匿也。」 57
其中勾勒出玉的二種「比德」
，一為「美在其中而光輝發越於外」
，二為「不欲使人狹而
玩之」
。其一，
「美在其中」字面上固然為「玉」溫潤清透的色貌質地，但在比德的觀照
下，「其中之美，發越於外」則指涉君子完備的內在德行與具體的道德實踐，此義為玉
之比德之重要傳統，如《春秋繁露‧執贄》中，從「君子不掩其過」反面提點君子完備
德行曰：
「玉至清而不蔽其惡，內有瑕積，必見之於外，故君子不隱其短。」58「不蔽其
惡」為孔門重要德行，
《論語》反覆論述「過則勿憚改」59 的道德修為，玉有斑痕則畢顯
的質性如實詮釋君子對「過」的態度，由此可見〈望玉山記〉體現的儒家思想傳統。
其次，
「不欲使人狹而玩之」則與台灣獨特的地理環境相應，與大陸相較，台灣為
獨立之島，居民較少；玉山又為島上地勢最為險峻之處，山勢阻絕，人煙罕至；郁永河
於《稗海記遊》論玉山山勢曰：「玉山在萬山中，其山獨高，無遠不見；巉巖峭削，白
色如銀，遠望如太白積雪。四面攢峰環繞，可望不可即，皆言此山渾然美玉。」 60 玉山
如此高聳峻峭，遠望如美玉而不可即，此孤絕意象，扣合先秦儒家所論君子不黨而慎獨
的德行；
《論語‧述而》論曰：
「君子不黨。」邢昺疏曰：
「相助匿非曰黨。」61 表示君子
能反省所生發的所有思想意念，不與人同群逆非；〈為政〉又論：「子曰君子周而不比」
62
何晏注曰：
「阿黨為比」 更體現君子獨立於眾人之外而「義之與比」的道德思想、修為

55

人道以治道為本的觀念可參照筆者所著《春秋繁露君王觀研究‧外王治道──國家政教制度與社會規
範》，(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論文，指導教授：陳師麗桂先生)，頁 152-214。
56
徐復觀：《增訂兩漢思想史‧卷二》，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76 年出版，頁 390。
57
(清)陳夢林：《諸羅縣志‧卷十一‧藝文志‧望玉山記》，(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259。
58
(漢)董仲舒著、(清)蘇輿注《春秋繁露義證‧執贄》，(收入《新編諸子集成》)，北京：中華書局，2002
年出版，頁 420-421。
59
如(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論語注疏‧學而》載子曰：「君子不重則不威，學則不固，主忠信，無友
不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
〈子罕〉亦載子曰：「主忠信，毋友不如已者，過則勿憚改」，(清‧阮元校，嘉
慶二十年江西南昌府學開本)，頁7、頁81。
60
郁永河於《稗海記遊‧番竟補遺》
，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55。
61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論語注疏》，(清‧阮元校，嘉慶二十年江西南昌府學開本)，頁 64。
62
同前注，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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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行為實踐；這種戒慎恐懼的思想意念與特立自持的生命修為，推拓擴展至任何一時空
環境，即歸結為「慎獨」的概念，
〈中庸〉論曰：
「莫見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
也。」鄭玄注曰：「慎獨者，慎其間居之所為。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為不見睹、
不見聞，則必肆盡其情也，若有佔聽之者。」63 表示在經傳注疏傳統中，
「慎獨」已成為
君子時時刻刻反躬自省，使意念歸回中正平和的道德修養；其「不使人狹之」的質性，
比附「君子慎獨」的傳統。〈望玉山記〉文末所論「豈若茲之醇精凝結，磨涅不加；恥
太樸之雕琢，謝草木之榮華。江上之青，無能方其色相；西山之白，莫得比其堅貞。」
64

亦扣合玉山之比德。
「醇精凝結，磨涅不加」環合前文「美在其中」之德；而對自然景

貌作道德性的比附詮釋，描繪出充滿生生之德且秩序井然的儒家生態圈，萬物在其中各
從其類，依循四時生化長養，彰顯孔子所說「天何言哉？四時行焉，百物生焉」的天道
規則。
二、因物興思──「大地倫理」視野下的儒道辯證
「興」為「由物及心」的過程，作者透過景貌遊賞，觸發真摯情感與思想意念，尤
其漢儒所開展出諷喻寄託以關懷時政的詩學傳統，更真切傳達其於經學背景下所形成經
世濟民的價值觀，正如蔡英俊於《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所論：「漢代經學家所以倡言
春秋大義，深切關懷現實政治、社會，原有著非常強烈的實際政治的參與感，漢帝國的
專制勢力方興未艾，知識份子贊成或反對，都可以參與塑造帝國的性格；微言大意、比
興美惡，正是他們表達對帝國的意見的媒介，手段。」65 在遊記中，
「興」的作法固然可
以觀照作者與自然景貌間情景交融的關係，但在「大地倫理」的視角下，從「土地」興
發出的思想，可呈顯作者自身參與土地的特殊方式，以及對待自然的態度與價值觀；三
篇遊記中，陳夢林〈望玉山記〉與藍鼎元〈紀水沙連〉在參與土地的過程中，體現兩種
對待自然的方式，其一為道家的自然生態觀，其二則為儒家經視角度下的致用觀，此二
者開啟「儒─道」對話的語境，亦展現出先秦儒道思想對自然的兩種態度。
首先，陳夢林〈望玉山記〉以「玉」比附君子之德，建構出一和諧乾健、運轉有序
的宇宙；先秦以降，儒家即常從道德角度解釋天道秩序，天道的道德內涵成為人道德修
養與實踐的準則，故文中之「玉」超越「礦物」的意義，指涉君子溫潤慎獨的德行。但
儒家天道觀並非〈望玉山記〉的唯一視野，若將「玉」與人德相比附的道德意義擱置，
純粹關注玉山景貌，則會浮顯一幅道家天道觀的圖像。
63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禮記正義》，(清‧阮元校，嘉慶二十年江西南昌府學開本)，頁879。
(清)陳夢林：《諸羅縣志‧卷十一‧藝文志‧望玉山記》，(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260。
65
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頁 12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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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道家強調萬物根源於「道」
，
「道」體現於萬物生化的過程與萬物分殊的稟賦中，
由萬物根源於「道」的角度，觀照除去道德意義的「玉山」
，會發現陳夢林描述「如雪、
66
如冰、如飛瀑、如鋪練、如截肪」 的玉山景貌，皆是不造作、不扭曲地體現其得之於

「道」的質性樣態，
「道」在「德」
、
「命」
、
「形」
、
「性」的造化過程中，亦賦予「玉山」
與下文提及的「嵩、少、衡、華、天台、雁蕩、武夷」等諸名山殊異獨特的景貌。除「玉
山」樣態之外，作者也描述雲、風與山相融滌盪的景致：「雲薄於紙，三峰勾股摩盪，
隱隱如紗籠香篆中。微風忽起，影散雲流，盪歸烏有；皎潔光鮮，軒豁呈露。蓋瞬息間
而變換不一，開閉者再焉。過午，乃盡封之以去。」 67 雲在山間流動穿梭與風起雲散的
景狀，皆自然呈現「道」所賦予雲與風的質性，且與玉山交融成一個和諧流動的有機宇
宙，若無風的流動，雲無法聚散；無雲氣凝聚，就無雨水澆灌山林植物，這勾勒出道家
萬物各自無依無待，而又相連相生的生態觀。葉海煙於〈生態保育與環境倫理的道家觀
點〉引《莊子‧齊物論》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論曰：
「生是一體並生，而
物我為一乃經由物我並生的一體性，所不斷獲致的具存在意義的驗證。」 68 從形下萬物
質性各異的角度觀之，萬物伸展自身質性會造成彼此衝突，李奧帕德於〈大地倫理〉提
到「土地金字塔」的概念，認為「各層之中的物種相似處，並不在於其出處，也不在於
其長相，而是在於其食物。金字塔的每一層都從其下一層獲得食物和其他服務，而且本
69
身也為其上一層提供食物和服務。」 金字塔上層的物種在體現「道」所賦與特質的過

程中，造成下層物種的死亡；但若從形上道體的生化觀之，萬物一切質性既根源於道，
這些獵食、死亡的衝突，就成為萬物保持生態平衡的和諧大秩序。故「道」使萬物達成
對立面的和諧統一。
面對玉山所體現的和諧宇宙，陳夢林呈現的態度是前文所論，以一雙敬慕的眼眸，
不干涉地讓玉山絕美豐沛地自然流瀉，正環合老子所論「生而不有，為而不恃，長而不
70
「人類造成的改變有
宰」 這種使萬物自然依稟賦生長的態度；此亦為李奧帕德所強調：

別於演化上的改變，其影響也遠比預期的深遠。」 71 「土地」為一整全生態圈，人類減
少對生態圈的干預造作，維持其和諧平衡，是人類對土地的道德義務，道家雖不從「義
務」角度解釋生態關係，但老子「生而不有」與莊子「萬物與我為一」的思想，可作為
66

(清)陳夢林：
《諸羅縣志‧卷十一‧藝文志‧望玉山記》
，(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259。
同前注，頁 259。
68
葉海煙：〈生態保育與環境倫理的道家觀點〉，《哲學與文化》25 卷 9 期，(台北：哲學與文化月刊雜
誌社，1998 年 9 月出版)，頁 816。
69
李奧帕德：《沙郡年記》，頁 339。
70
(清)朱謙之注：《老子校釋》
，北京：中華書局，1984 年出版，頁11。
71
李奧帕德：《沙郡年記》，頁 34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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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倫理」在華人文化圈中的重要的切入點。
面對同樣生生化育的宇宙，游宦於台灣的藍鼎元有不同的興發思想，其於〈紀水沙
連〉文末論曰：「嗟呼！萬山之內，有如此者；大水之中，有此勝地。浮田自食，蟒甲
往來，仇池公安足道哉！武陵人誤入桃源，余曩者者嘗疑其誕；以水沙連觀之，信彭澤
之非欺我也。但番人服教未深，必時挾軍士以來遊，於情弗暢，且恐山靈笑我。所望當
72
局諸君子，修德化以淪浹其肌膚，使人人皆得宴遊焉，則不獨余之幸也已。」 藍鼎元

自幼浸潤於儒家思想，
《福建通志台灣府‧國朝列傳‧彰浦縣》載曰：
「藍氏之族多將帥
73
才，鼎元獨力學，以文章經濟自許。」 「文章經濟」體現藍氏根於儒學的經世理念，

引文提出「與民同樂」的觀念，認為水沙連寧靜安詳的絕美景貌，應使「人人皆得宴遊」
。
然而，荒莽蠻漠之地如何使人人皆能游賞？「宴遊」的空間不同於於老莊所論自然的原
始生態圈，而有賴於人為的經營擘劃、開務成物，使其成為人人共遊共賞之地；這種積
極的致用觀亦回應先秦儒家對生態圈的經營態度。孟子說齊宣王與梁惠王時，皆提及文
王以園囿與民同樂之事，如其謂惠王曰：「文王以民力為臺為沼，而民歡樂之，謂其臺
曰靈臺，謂其沼曰靈沼；樂其有麋鹿魚鱉。古之人與民偕樂，故能樂也。」 74 修建靈臺
靈沼，飼豢珍禽異獸，在「大地倫理」的觀點中，是對生態圈的傷害，然而在儒家致用
的觀點下，就成為與民同樂的仁政實踐；此外，《荀子‧天論》亦曰：「聖人清其天君，
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
不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 75 聖人使心虛壹而靜，調合情緒，依循四時更迭施行
政教措施，使萬物生育長養、欣欣向榮。不論是孟子「與民同樂」的仁政，或荀子「官
天地、役萬物」的政教實踐，皆說明先秦儒學具有積極治理自然，使之合於人之需求的
致用哲學。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致用」如李奧帕德認為減少人為干涉是為對土地
的「道德義務」一樣，亦被賦予道德的意涵，孟子「仁道」本是純善四端的具體發顯，
荀子虛壹靜的大清明心亦為重要的道德修養面向；由此角度出發，藍鼎元所論「人人皆
得宴遊」的觀念，是始自先秦，儒家知識份子對「土地」的致用傳統，以及「仁政」的
道德實踐。
在「儒─道」殊異的「土地」思維中，何者較貼近當前台灣需求？依先秦道家觀點，
人應依任自然，無為無作，使生態圈自然運轉；然而在當前台灣產業經濟發展的需求中，

72

(清)藍鼎元：《東征集‧卷六‧紀水沙連》，(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86。
(清)陳壽祺等：《福建通志台灣府‧國朝列傳‧彰浦縣》，(收入《台灣文獻叢刊》)，頁 793。
74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台北：藝文印書館，1989年出版，頁11。
75
(清)王先謙：
《荀子集解‧天論》，(收入《新編諸子集成》)，頁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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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依循道家歸返於「道」的方式，是否能解決時代問題？台灣需要何種開發？如何在
開發中體現孟子所說人最珍貴獨特的四端純善之道德心性？這些論題在教學場域中，並
非單純對知識的認知與學習，而是融入自我生命的價值辨證。牟宗三於《歷史哲學》提
出「具體解悟」的認知方式，期認為分類、定義、分析、綜合、演繹、歸納等手續以達
到其知解活動式的「抽象的解悟」並不適用於歷史的閱讀，故提出「具體的解悟」的概
念：「吾人看歷史，需將自己放在歷史裡面，把自己個人的生命與歷史生命通于一起，
是在一條流裡面承續著。……從實踐看歷史，是表示：歷史根本是人實踐過程所形成的，
不是在外面的一個繼承物。」 76 將自身投入「史事」中的讀史方法，可以使讀者進入並
參與文本的視域（horizon） 77 中；這種讀史方法，可推拓至閱讀這三篇遊記，教師可引
導學生反思自身生命史（Life History）
，反省生命歷程中自身與自然的關係，再將此反省
的思維「放入文本」中，重新體驗作者的旅程，並思索自身在旅程中會採取何種態度對
待自然，更深地反省自身與自然相對待的態度，是否能合宜地改善台灣當前嚴峻的環境
狀態。

參、結論
本文從「大地倫理」的視角出發，探究〈九八課綱〉所收錄陳夢林〈望玉山記〉
、 藍
鼎元〈紀水沙連〉、洪棄生之〈遊關嶺記〉三篇清代台灣自然寫作的遊記，三篇文本皆
運用「比興」創作方式，敘述台灣特殊的自然景貌所激發出對「土地」的深情與哲思。
在「比」的運用中，三位作者皆展現以「目」為主，連接諸官能的感官之旅，在賦比連
用的附儷之中，窮形盡貌地描繪出台灣獨特靈妙的自然地景；而〈望玉山記〉更上承先
秦儒學的比德傳統，以「玉」比附君子之德，並展現出「天道─人道」相比附的道德化
宇宙。
而在「興」的運用中，〈望玉山記〉與〈紀水沙連〉分別由景興發出先秦儒家與道
家面對自然的殊異態度，在儒道自然思想的辨證中，可引導學生從自身生命史的角度反
省自我與自然的關係，並將反省的觀點投入文本中，進行有別於「單純知識理解」的「具

76

牟宗三：《歷史哲學》，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76 年出版，頁 1。
此處援引的「視域」概念，來自(德)迦達默爾的理論，其曰：「『視域』(德文 Horizont，英文 horizon)
概念本質上就屬於處境概念。視域就是看的到的區域，這個區域囊括和包容了從某個立足點出發所能看
見的一切。」見氏作：《真理與方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年），頁 391。洪漢鼎先生於〈真
理與方法二版序言〉釋曰：「按照加達默爾的看法，理解者和解釋者的視域並不是封閉的和孤立的…理
解者和解釋者的任務就是擴大自己的視域，使他與其他視域相交融。」收入氏編《詮釋學經典文選(上)》，
(台北：桂冠出版社，2002 年出版)，頁 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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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解悟」，使學生深切理解對待自然態度的合宜方式。不論是儒家或道家的自然哲學，
都需在時代推移的過程中不斷反省與對話，以改善人與環境的關係，誠如杜維明於〈儒
家傳統與文明對話〉一文睿智的提醒：「雖然我們無法放棄我們人的視角，但我們必須
超越人類中心主義，以便能夠公正地對待我們人性的全部標準。……委實，生態意識也
78
正在將我們連為一體，去發展一種天人合一的視域。」 超越人類中心主義，發展天人

合一的視域為跨越文化、族群而須深刻反省的論題，筆者期待透過「大地倫理」的視角
對三篇遊記的解釋，喚醒學生對台灣生態議題的深切關懷，並在三篇遊記的學習與浸潤
中，理解、思索並實踐出李奧帕德所論身為「人」對「土地」的道德義務。

78

杜維明：《儒家傳統與文明對話》，河北：人民出版社，2010 年出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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