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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重意」說與佛理詩意象
-兼論「在家眾可否研讀律藏」問題-

朱妤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所三年級

提要：
本文先探討皎然「重意」說的理論與核心價值，意即「情性」，重意乃指作品
的情感厚度。皎然標榜謝靈運作品「但見情性，不覩文字」，能在創作的苦思過程
中尚於「作用」
，達「兩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的境界;皎然並將他人詩作分為「一
重意」、「二重意」、「三重意」與「四重意」，可見「重意」說不僅為皎然創作論的
核心觀念，更是詩歌評賞的標準，具有單獨從《詩式》中提出討論的價值。次以皎
然創作數量最多、與其生命歷程最相關的佛理詩為研究對象，掀開佛理詩中豐富的
意象運用，究竟隱藏皎然何等情性；佛理詩中常出現的意象可概分為天文、山水、
植物與人文意象四類，逐一探討皎然在情性與用事用典的苦思中，如何表達出詩中
的層層情性，表現皎然其為「詩僧」雙重身份的獨特創作思維。末將皎然「重意」
說與其佛理詩作結合印證，證明皎然的佛理詩至少含有「三重意」以上的詩境，符
合其「兩重意已上」理論；皎然另有少數的「四重意」與「五重意」作品，特別是
「五重意」作品為其突破自我理論之創作，呈現皎然詩論與詩作的完美結合，更將
佛理詩的意象與情感層次發揮地淋漓盡致，使詩禪融合臻於巔峰。
關鍵字：
皎然、重意、佛理詩、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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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劉禹錫〈澈上人文集紀〉云：「世之詩僧，多出江左。……獨吳興晝公，能備
眾體。」1許多因素 2促使中唐大曆後逐漸形成「詩僧」的特殊階層，而皎然成為此
時期重要的代表人物，在詩論和詩作兩方面皆有豐碩成就，「詩僧」的稱謂亦出自
皎然〈酬別襄陽詩僧少微〉一詩。 3從師承的關係來看，皎然應屬於禪宗北宗普寂
一系 4，但其亦吸收南宗思想，並雜取諸家，反映在作品中的佛教色彩非常多元，
不拘一家。
皎然的詩論方面，「重意」說為其詩論的核心，指作品中的情感厚度。從「但
見情性，不覩文字」中可知「重意」說首重情性，並在「立意」到「意冥」的創作
過程中以「兩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為要求，追求情在言外的境界，並以此說將
他人詩作分為一重意、二重意、三重意及四重意；因此，「重意」說不僅為皎然創
作論核心觀念，亦是賞析作品之標準，具有單獨從《詩式》中提出論述的價值。
皎然的詩作方面，皎然豐富駁雜的佛教思想，使其於創作時常以佛理入詩，稱
之為「佛理詩」 5；但筆者在閱讀過程中，發現其「佛理詩」並非直接闡述佛理，
而是將佛理或典故藏於豐富的「意象」中，使物象不僅有作者賦予的象下之意，更
有濃厚的佛禪情感，較其他題材詩作更具深度意境，亦呈現出皎然多元融合的佛教
思想，在其詩作中具代表性的意義。因此，筆者以「佛理詩」為研究題材，不僅剖
析詩中的層層意象，更進一步了解詩僧皎然的創作情意與思維。
1

2

3
4

5

【唐】劉禹錫著，瞿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0 月）
，頁
520。
丁敏提出唐代為何產生眾多詩僧的原因：義學昌明、唐詩興盛、知識份子出家、以詩歌求顯達、
以詩喻禪等五項因素。見氏著：
〈論唐代詩僧產生的原因〉
，
《獅子吼月刊》第 24 卷第 1 期（1985
年 1 月）
，頁 18-21。日本學者市原亨吉從不同的角度提出詩僧產生的原因：詩歌的普及、江左
自六朝以來寺院林立而增加僧徒與文士接觸的機會、江左地區受到較小的政治動亂而北方文人
南遷避難。見氏著：
〈中唐初期江左的詩僧〉
，
《東方學報》第 28 冊（1958 年 4 月
），頁 220-224。
王家琪則認為「詩僧」集團於大曆時期出現有兩個特殊原因：一是僧人與士大夫之交往密切，
二是南宗禪的興盛。見氏著：
《皎然詩研究》
，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佛學碩博士論文》第十一輯（高
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4 年）
，頁 172-180。
蔣寅：《大曆詩人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8 月）
，頁 325、337。
皎然師承守直，而守直則從禪宗北宗的普寂大師傳愣伽心印；因此，皎然也自承為北宗一派，
如《二宗禪師贊》詩云：
「瞳瞳大照，有 迹可睹。不異六宗，無慚七祖。」皎然以普寂為七祖，
乃北宗之觀點。詳見許連軍：
《皎然《詩式》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3 月）
，頁 21-22。
楊曉玫釐清「佛理詩」
、「禪詩」與「禪理詩」三個相似的概念，認為一首詩中闡述大乘佛教之
共法，或佛教其他宗派法門的特殊立論依據、修持方式、傳承系統或理論架構不專屬於禪宗思
想者，若使用「禪詩」或「禪理詩」
，非但不妥且易遭誤解，因此使用「佛理詩」一詞最為適當。
詳見楊曉玫：
《中唐佛理詩研究》
，
（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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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筆者依皎然所提出的「重意」說為準則，從「情性」與「用事用典」兩
個判斷標準檢視其佛理詩作，觀皎然如何在意象的選擇與運用中，開拓出多重意的
深遠詩境；並論證皎然佛理詩是具有「三重意」以上，與其所追求的「文外之旨」
相符，甚至有「四重意」及「五重意」詩作，特別是「五重意」作品突破自我理論，
呈現皎然詩學中自我超越的面貌。
（二）、研究範圍與方法
皎然的著作非常豐富 6，但約自明朝中葉以後，《吳興晝上人集》（《皎然集》）
衍變為兩個系統，一為影抄宋本系統，保留下最原始面貌，另一為明代柳簽補宋本，
經過柳簽的增刪；由於後人增刪的作品具存疑性與爭議性，因此 筆者將以台灣商務
印書館於一九六五年縮印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影宋精抄本《四部叢刊初編集部》的《皎
然集》十卷（《吳興晝上人集》）為底本 7，本文中所列的佛理詩亦從該本引用，於
所引之詩後唯書頁碼而不另加註解，另輔以北京中華書局於一九九九年所編校的
《全唐詩》為參考。
前人對「皎然」的研究成果中，略可分為以下五類：１、對皎然的《詩式》
、
《詩
議》等詩論進行分析研究，如許清雲《皎然詩式研究》
、鍾慧玲《皎然詩論之研究》、
許連軍《皎然《詩式》研究》等。２、針對皎然的詩文集進行分類探究，如王家琪
《皎然詩研究》、惠慧《皎然集探微》等。３、皎然生卒年、生平與思想考證，如
賈晉華《皎然年譜》
、吳定泫《詩僧皎然》等。４、以詩僧或佛理詩為主題之研究，
皎然占其中一部份，如彭雅玲《唐代詩僧的創作論研究－詩歌與佛教的綜合分析》
、
楊芬霞《中唐詩僧研究》、楊曉玫《中唐佛理詩研究》等。５、清代神韻派理論之
探源，如易新宙《神韻派詩論之研究》等。
綜觀前人對皎然之研究，尚未有將其詩論與詩作結合印證的部份，因此，筆者
將在前人的基礎上，由皎然《詩式》的「重意」說著手，先了解「意」及「重意」，
掌握皎然的理論基礎；次針對「佛理詩」中之意象做更進一步探究，以了解佛理詩
境中的多重意象，及其意象背後的佛理與心境，據筆者的統計後，將詩中使用較多
的意象分為天文、山水、植物與人文意象四類，逐一探討；末以「重意」說為標準，
論證皎然佛理詩的創作乃具「三重意」以上的理想詩境，並超越自我理論而寫下「五
重意」的詩作。

6

7

現存有《詩式》五卷、
《詩議》一卷、
《吳興晝上人集》
（《皎然集》
）十卷，而《儒釋交游傳》
、
《內
典類聚》四十卷、
《號呶子》十卷、《茶訣》一篇等，現已不傳。
《四部叢刊》本《皎然集》收皎然詩文共五百一十四首，另附同時唱和者詩十二首，共五百二十
六首。參見王家琪：《皎然詩研究》
，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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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皎然的「重意」說
在探討「重意」說之前，我們先了解皎然「意」的定義。在《詩式》中言及「意」
者，可概分為兩類，一類代表詩歌的「風格」
，如〈辯體有一十九字〉云：
「立言曰
8
意」 指「意」為詩歌的十九種風格之一，皎然針對此十九種風格沒有高低論，因
此對「意」的詩歌風格沒有特別推崇之意；而另一類則是指皎然詩學核心範疇的
「意」
，後者為筆者所欲探討之「意」
。我們可以從皎然在《詩式．重意詩例》所云，
先了解「意」的定義與「重意」的判斷標準為何，進而釐清整個「重意說」的理論
脈絡。
兩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情性，不 覩
文字，蓋詩道之極也。 9
謝靈運為皎然最為推崇之詩人，因為他在創作時不僅能合於天然、本身所具有
的情感，根據自己獨特的生命經驗來立意；並在詩歌的創作過程中「放意須險，定
句須難」，於苦思謀慮中求句法富於變化，但不影響主題意義的連貫 10，馳騁文字
卻不為所囿。從「但見情性，不覩文字」則已透露皎然對「重意」或「文外之旨」
的認知，「意」即「情性」。而皎然於《詩式．文章宗旨》亦云：
曩者嘗與諸公論康樂為文，真於情性，尚於作用，不顧詞彩，而風流自然。11
引文中再次提及謝靈運的情性之真，「作用」乃是經過苦思後結合表層語言、
物象、深層意旨的技巧；而皎然認為謝靈運能將自身情意融會於物象中，但不過於
隱匿真情，即是「作用」的具體表現，形成「文外之旨」12。而皎然在評論謝詩時
亦云：
「情者，如康樂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辭似淡而無味，
常手覽之，何異文侯聽古樂哉。」 13因此，直抒胸臆的寫作方式是皎然所反對的，
他認為這樣的作品「發言自高，未有作用」 14。因此，皎然肯定物象的運用，並把
「苦思」和「情性」和諧地統一起來；構思取境之時雖要求「至難至險」，但寫作
完成後，要「至苦無跡」
、
「至麗而自然」
，鍛鍊之極而不露痕跡。因此，
「重意」則

8

許清雲：《皎然詩式輯校新編》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年 3 月）
，頁 44。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 年 4 月）
，頁 233。
10
黃景進：《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4 年 9 月）
，頁 179。
11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
，頁 229。
12
黃景進：《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
，頁 186。
13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
，頁 261。
14
皎然於〈李少卿并古詩十九首〉中認為李陵、蘇武二子的作品，直抒胸臆，雖吐辭天成，而於
意度盤礡處，皆未有深一層的作用。詳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
，頁 22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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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藏於作品物象或典故中的情感厚度。
因此，判斷「重意」的標準可從兩大面向切入，一是用事用典；二是情，即作
者的情感。
「重意說」其實是一個由情感貫串、從「立意」到「意冥」的創作過程，
先立下心中獨創、與他人不同的情感，鎔鑄情感於物象之中後，旋即跳脫一切的文
字意象，直觀本心而達「意冥」
。皎然說「但見性情，不覩文字
」，並非不重視文字，
而是追求一種超越於文字和形象之外，能見到詩人之情性、志向的境界。故六朝論
謝靈運者，莫不謂其「巧構形似，體物為妙」，肯定他在意象上的運用能化形入己
意。
另外，皎然提出「一重意」
、
「二重意」
、
「三重意」與「四重意」四種品評，並
15
於四種分類下提出詩例。 簡單而言，「一重意」指直抒情感但缺乏「作用」之作
品。二重意以上，則將層層情感與物象相融合，在真情與苦思中臻至意冥的境界。
以下，筆者將從重意說的「用事用典」與「情感」角度，檢視皎然創作數量最多的
佛理詩作，先從佛理詩中常運用之物象與典故著手，以佛典與同時代的詩僧作品為
輔証，了解皎然在運用物象典故中的情意為何，探求皎然的創作本意；並窺究作品
內容是否具有「兩重意已上」且富「文外之旨」，檢核詩論與詩作的配合程度。皎
然重意說的提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中國詩學史上的意境建構理論有卓越的貢
獻，亦對後世有莫大的影響。

三、皎然佛理詩的意象
「詩」中有「意象的世界」，海德格爾認為只有通過這個世界，才能體驗到真
正的、曾存在過的世界。 16皎然其「詩僧」的特殊身份，在創作時常藉由外在的事
物表象或佛典來寄託心中情感，再透過意冥觀照，最後返回本心真正的情意，頓悟
物我合一的真如，所謂「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 17即為形
15

據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詩式》中〈重意詩例〉內容，整理成表格如下：
一重意

宋玉云：「晰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

二重意

曹子建云：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王維詩：「秋風正蕭索，容散孟嘗門。」
王昌齡詩：
「別意 猨鳥外，天寒桂水長。」

三重意

古詩云：「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

四重意

古詩云：「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宋玉九辯云：「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16
17

葉秀山：《思‧史‧詩－現象學和存在哲學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
，
頁 172。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景德傳燈錄．懷讓禪師第二世馬祖法嗣》
（台 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編，
2006 年）（T.51, no.2076, p.24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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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地說明生活中的自然物象都是佛性真如的體現，感覺中的物質世界都是精神本體
虛幻的表現形式 18，藉由描寫自然景物表達自我情感而達「重意」的境界。以下，
筆者將探究佛理詩中的意象運用，並探究該意象所隱含的作者本意為何，概分為天
文、山水、植物與人文意象四類。
（一）、天文意象
1.雲
「雲」的意象在盛唐山水詩中多有「隱逸」的象徵，到了中唐卻有些變化，意
象從「隱逸」轉向「禪意」19。
「雲」為皎然詩中出現次多的意象 20，最常 以「浮雲」21
入詩，並以其為題寫下〈浮雲三章〉一詩。
《維摩詰所說經》云：
「是身如浮雲，須
22
臾變滅。」 而葛兆光先生認為從唐代詩僧靈一以來即以「雲」喻僧人不論面對世
事如何變幻，要有全無執著、全無依住、全無愛取，隨緣逐流的平凡而自由的生
23
命 ：
誰見予心獨飄泊，依山寄水似浮雲。 24（〈述祖德贈湖上諸沉〉，頁 14）
別後須相見，浮雲是我身。（〈酬別襄陽詩僧少微〉，頁 24）
看飲逢歌日屢曛，我身何似繫浮雲？（〈戲題二首》其一〉，頁 38）

18

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
（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1 月）
，頁 263。
周裕鍇認為由隱逸的雲轉向禪意的雲，正如同詩僧階層的出現一樣，一是因安史之亂及其後遺
症給詩人帶來的幻滅感，二是因禪家南宗在安史之亂後已壓倒北宗，南宗的淡泊無心取代北宗
住心靜觀的結果。詳見《中國禪宗與詩歌》
，頁 72。
20
筆者針對《全唐詩》所收皎然詩作 463 首統計，使用「雲」意象的詩共 175 首，分別是卷八一
五有 35 首、卷八一六有 21 首、卷八一七有 31 首、卷八一八有 26 首、卷八一九有 24 首、卷八
二Ｏ有 15 首、卷八二一有 23 首。次於「山」意象。
21
浮雲首出現於《詩經》中作為比興的表現手法，直到《楚辭》中的浮雲才具備個人的象徵意義，
有「小人」之意；在曹植〈遊仙詩〉中的浮雲，則成為嚮往神仙世界的表徵；魏晉時期，受玄
風影響，浮雲象徵理想的精神境界；到晉陶淵明，把雲與懷古主題聯繫起來，雲具有寧靜、淡
泊生活和心境的象徵意義，直至唐人沿用深化而保存下來。詳見楊玉梅：
《先唐詩歌中的浮雲意
象》
（南京：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4 年 5 月
）。
22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
（T.14, no.475, p.539b）
23
見葛兆光：
〈禪意的雲：唐詩中一個語詞的分析〉
，《中國宗教與文學論集》（北京：清華大學出
版社，新華總店北京科技發行，1998 年）
，頁 93-109。但實際的情況較此說法更早。
24
【唐】皎然：
《皎然集》
（臺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
《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影宋精抄本》
，1965 年），
頁 14。以下從本書之引詩，直書頁碼於詩後，不另加註解。
19

- 292 -

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 頁 287-308（西元 2011 年），台北市華嚴蓮社
Collec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sis Relating to Buddhism
Taipei Hua-yen Lotus Society0000-0000（暫未申請）

「雲」象徵自在、變化或出塵之美，表現禪家淡泊清靜的生活與閒適自由的心
境 ，如皎然所說：「逸民對雲效高致，禪子逢雲增道義。」（《皎然集》，頁 42）
靈一亦云：「閒雲不繫從舒卷」 26自在廣遊且不受實相拘束，為禪僧追求的心靈解
脫，達「浮雲是我身」的境界。
25

境新耳目換，物遠風煙異。倚石忘世情，援雲得真意。
（〈奉和顏使君真卿與
陸處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頁 15）
佛經中亦以「雲」譬喻「諸佛」
，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云：
「毘盧
27
遮那摩尼寶王，興供養雲，供養一切諸佛如來。」 雲可以代表「諸佛」之意。只
要到達佛的修道境界，即能「援雲得真意」，佛之真意即為禪僧不斷探索與追尋的
目標。
2.月
28

「月」意象的運用，於皎然詩中佔第三之多 ，其多與夜景一同出現，可分為
「水月」與「清空中月」兩類 29。關於「水月」，水和月兩者在審美上有「晶瑩澄
澈」的共同處，常被連用而建立一個遠離塵世喧囂的心靈世界 30。因此，中國古代
文化常將水和月連用，以表達澄澈靜寂的美景，如晏幾道〈木蘭花〉云：「夜涼水
月鋪明鏡，更看嬌花閒弄影。」 31不過，佛教對中國的影響使「水月」有著更深層
的意涵，如錢起〈送僧歸日本〉云：「水月通禪寂，魚龍聽梵聲。」 32在皎然詩中
的「水月」主要表達禪家般若的妙意難以傳達，是與心互証的 33：
水月無痕，緣生則有。莫辨其端，莫窺其後。以有為瑕，以無為垢。
（〈座右
偈〉，頁 63）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亦說：「水中之月也，以譬諸法之無實體。」 34《大智
25

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頁 47。
孫通海、王海燕責任編輯，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
《全唐詩》
（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1 月），
〈題東蘭若〉，卷 809，頁 9211。
27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T.10, no.279, p.415a）
28
筆者針對《全唐詩》所收皎然詩作 463 首統計，使用「月」意象的詩共 130 首，分別是卷八一
五有 24 首、卷八一六有 24 首、卷八一七有 23 首、卷八一八有 21 首、卷八一九有 13 首、卷八
二Ｏ有 12 首、卷八二一有 13 首。次於「山」和「雲」意象。
29
蕭馳：〈中唐禪風與皎然詩境觀〉，
《佛法與詩境》
（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9 月）
，頁 153。
30
朱恒：《詩詞意象中「重月輕日」現象的文化成因探析》
（湖北：華中科技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
士學位論文，2004 年 5 月）
，頁 31。
31
【宋】晏幾道著、楊繼修編著：
《小山詞研究》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0 年 3
月
），頁 126。
32
【唐】錢起著、阮廷瑜校注：
《錢起詩集校注(上)》
（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6 年 2 月）
，頁 376。
33
蕭馳：〈中唐禪風與皎然詩境觀〉，頁 153。
34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4 年 10 月）
，頁 68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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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論》 ：「解了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 35佛家喜用「月印萬川」的形
象比喻，月的普照是佛法無處不在的象徵 36，〈座右偈〉說明了水月無痕、佛法無
實理，此不可言喻的妙悟，唯有心證心生才是真正的佛理。
而從原始佛教到龍樹以來，大乘佛典一直被喻為菩提智的明月 37，因此皎然詩
中的「清空中月」，則有「菩提智」之意，乃從汙染迷惑中體悟四聖諦的智慧；另
外，「月」象徵瑩潔空明的清靜心，如寒山所說：「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 38
不過寒山只是以月譬喻，皎然是通過對明月夜的意境建構，自然傳達出「心似秋月」
的言外之意：
秋天月色正，清夜道心真。（〈秋宵書事寄吳憑處士〉，頁 12）
花空覺性了，月靜知心證。（〈送清 凉上人〉，頁
25）
以上兩首詩，則是心月互證的修道境界，跳脫寒山的物我對立，皎然則表現出
物我合一的心境。
此外，月也透露出一種「心月孤圓」的孤獨感，
《續古尊宿語要》
：
「心月孤圓，
39
虛明洞透。耀古輝今，絲毫不漏。恁麼明得。」 月的長存看盡人間千萬事，物換
星移使月更顯孤寂，但也只有它與本心的清靜最接近，因為「月本無心同不同」，
無論世事如何變換，總是一定靜之心；而在中唐的動盪歲月中，
「古人望盡今人在」
的月則反映出皎然心境上「孤月將明誰更待」的孤寂：
家家望秋月，不及秋山望。山中萬境長寂寥，夜夜孤明我山上。海人皆言生
海東，山人自謂出山中。憂虞歡樂皆占月，月本無心同不同。自從有月山不
改，古人望盡今人在。不知萬世今夜時，孤月將明誰更待。（〈山月行〉，頁
47）
夜夜池上觀，禪心坐月邊。虛無色可取，皎潔意難傳。若向空心了，長如影
正圓。（〈南池雜 咏五首‧水月〉，頁
36）

35
36
37
38
39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大智度論．十喻釋論》（T.25, no.1509, p.101c）
吳定泫：《詩僧皎然》
（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4 年）
，頁 60。
蕭馳：〈中唐禪風與皎然詩境觀〉，頁 153。
孫通海、王海燕責任編輯，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卷 806，頁 9164。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續古尊宿語要．別峯珍禪師語》
（X.68, no.1318, p.43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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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既是詩人的審美對象，又是禪僧的觀照對象，象徵著瑩潔空明的清靜心 40，
正如姚合所說：「看月空門裏，詩家境有餘。」 41（〈酬李廓精舍南臺望月見寄〉）
在寂靜的月夜裡，透過「月」的恆存性與時代動盪的短暫性相對照，建構出皎然心
中層層的情性。
（二）、山水意象
1.山
皎然為禪宗北宗普寂一系，而禪宗為崇尚山林的佛教，因此，其詩中使用最多
的意象莫過於大自然的意象，其中又以「山」的意象最多 42，於詩作中表達他愛山
之心：「萬慮皆可遺，愛山情不易。」心與山的結合亦表現出心如山定、見若虛空
的覺受有關，如《華嚴經》云：「發金剛山心，一切苦患不能壞故……發大山心，
一切惡風不能動故。」 43亦云：「發如鐵圍山心，一切諸苦無能動故。……發如須
彌山心，不傾動故。」 44等以表達對諸苦患與惡風能無所傾動。「山心」乃以山為
心，以山峰所親近的「慧心空中境」 45為心 46：
琴語掩為聞，山心聲宜聽。是時寒光澈，萬境澄以靜。
（〈答鄭方回〉
，頁 4）
真心不廢別，試看越溪清。知汝機忘盡，春山自有情。
（〈送旻上人遊天臺〉）47
皎然在〈答鄭方回〉一詩中則告訴鄭方回：就算掩耳拒聽琴聲或是人語，仍是
聽得見的，努力想逃離一切塵事，俗塵的紛紛擾擾依然會影響我們，既然如此，何
不面對它？試著「山心聲宜聽」
，以山為心，則能面對世俗一切、不為所動。
另外，皎然肯定旻上人的道心，認為他能陶然忘機，與自然萬物合而為一，達
到「春山自有情」的境界，山之情即我之情，是最自然純粹之情。此外，山的意象
中藏有佛教典故：
以茲得高臥，任物化自淳。還因訪禪隱，知有雪山人。
（〈奉酬於中丞使君郡
齋臥病見示一首〉，頁 2）
40

周裕鍇：《中國禪宗與詩歌》，頁 46-47。
【唐】姚合：《姚少監詩集》（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大本原式精印四部叢刊正編》
第 37 冊）
，頁 56。
42
筆者針對《全唐詩》所收皎然詩作 463 首統計，使用「山」意象的詩共 233 首，分別是卷八一
五有 40 首、卷八一六有 30 首、卷八一七有 43 首、卷八一八有 36 首、卷八一九有 32 首、卷
八二Ｏ有 27 首、卷八二一有 25 首。居皎然使用意象之冠。
43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T.9, no.278, p.768a）
44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T.10, no.279, p.421c）
45
唐．皎然：
《皎然集》
，頁 9。
46
蕭馳：〈中唐禪風與皎然詩境觀〉，頁 152。
47
孫通海、王海燕責任編輯，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卷 821，頁 935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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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有關「雪山」的典故，「知有雪山人」中「雪山」指的是釋迦牟尼佛過去
修菩薩道時，於雪山苦行，被稱為雪山大士，或雪山童子 48；所以「山」不僅隱含
釋迦牟尼的修道精神，尚有「佛法」之意，更表明遠離世俗的世界，代表自我的修
道期許與永恆的自然心境。
2.水
水意象不僅呈現詩人對自然的欣賞和認識，其內在精神意涵則是透過水意象所
表現的與詩人心境契合的自然美。
《楞嚴經》中有月光童子修習「水觀」49的故事，
就是水與修道者心境契合，物我合一；而丁福保《佛學大辭典》說：
「一心觀想水，
觀法成就，則在水得自然，于身之內外，現出水，亦得隨意，是為水定。」 50在皎
然詩境中，「水」表現出皎然廣遊卻擁有澄澈靈活的心境，為水得自在之禪定：
客齋開別住，坐占綠江濆。流水非外物，閒雲長屬君。浮榮未可累，曠達若
為群。風起高梧下，清絃日日聞。（〈題鄭谷江畔桐齋〉，頁 20）
城中歸路遠，湖上碧山重。水照千花界，雲開七葉峰。寒空艾綬滿，空翠白
綸濃。逸韻知難繼，佳遊恨不逢。仍聞撫禪石，為我久從容。
（〈冬日遙和盧
使君幼平、綦毋居士游法華寺高頂臨湖亭〉，頁 5）
「流水非外物」呈現水觀的修習智慧，水和禪於心中相融，物我相忘；「水照
千花界」指廣流的水雖映照大千世界，但卻保有清澈無瑕的本質，僧人修道之心亦
是如此。
（三）、植物意象
皎然詩中常運用「落花」的意象，「落花」象徵從燦爛綻放到死寂枯萎的生命
終點，在佛典中用以譬喻眾生無常，或十二因緣中從有、生到老死 51，如《方廣大
莊嚴經．音樂發悟品》云：「尊觀死苦，恩愛永絕。眷屬分離，無復重覩。猶如逝
川，亦如花落。」 52修行者若不能體會一切事物本無常的道理，是無法除去妄情、
無法證心修道，皎然詩云：
南看閩樹花不落，更取何緣了妄情？（〈送清勵上人遊福建〉，頁 25）

48
49

50
51
52

王家琪：《皎然詩研究》
，頁 333。
月光童子初成水觀時，只見水而不見身，有一弟子於窗外窺視，唯見清水無他物，於是擲瓦礫
於水內，遂去；月光童子出定後覺得心痛，後弟子據實以告之，月光童子告訴弟子：我再次
入定後，你若見水即開門入水中將石礫取出，弟子照做，月光童子出定後，身已無礙。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頁 692。
蕭馳：〈中唐禪風與皎然詩境觀〉，頁 155。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方廣大莊嚴經．音樂發悟品》（T.3, no.187, p.56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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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朝花落幾株樹，惱殺禪僧未證心。（〈送至嚴山人歸山〉，頁 27）
而「竹」和「蓮」的植物意象，不僅在中國儒家具有高風亮節的君子表徵，在
禪詩中也富有涵義：
江郡當秋景，期將道者同。跡高憐竹寺，夜靜賞蓮宮。古磬清霜下，寒山曉
月中。詩情緣境發，法性寄筌空。翻譯推南本，何人繼謝公。
（〈秋日遙和盧
使君游何山寺宿敡上人房論涅盤經義〉，頁 5）
百緣唯有什公瓶，萬法但看一字經。從遣鳥喧心不動，任教香醉境常冥。蓮
花天漏浮雲捲，貝葉宮春好月停。禪伴欲邀何著作，空音宜向夜中聽。
（〈同
李著作縱題塵外上人院〉，頁 20）
「竹寺」代表僧人期許最後臻於最高的禪修境界，禪心合一；而在佛經中，
「蓮」
53
指彌陀之淨土，故有「淨土」之意，強調出世、聖潔的宗教境界 ，與佛理、心境
相融無跡。
（四）、人文意象
1.鐘聲、磬聲
「鐘」亦為皎然詩歌常見的聽覺意象之一，本義是在作法時敲擊鐘，使僧眾得
以聚集，為「真空之音」；在佛家看來，鐘聲有去除煩惱的作用，所以它非妨礙禪
定的外在之物，而是禪定時那寂靜心境的外化。 54如《增一阿含經》云：「若打鐘
時，一切惡道諸苦，並得停止。」 55而《佛祖統紀》卷六《智者禪師》亦云：「聞
擊鐘磬之聲，能生善心，能增正念。」 56平緩靜寂的聲音，而疏鐘與僧人淡泊閒靜
的心態恰巧為異質同構 57，鐘聲有著與心境聯繫的特點，皎然詩云：
古寺寒山上，遠鐘揚好風。聲餘月樹動，響盡霜天空。永夜一禪子，泠然心
境中。（〈聞鐘〉，頁 38）
53

54
55
56
57

蔡榮婷：《唐代詩人與佛教關係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頁 221。
吳定泫：《詩僧皎然》
，頁 60。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增一阿含經》（T.2, no.125, p.722a）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佛祖統紀》
（T.49, no.2035, p.182a）
周裕鍇提出詩僧偏愛鐘聲的因素：一、鐘聲悠揚動聽，能把宗教感情轉化為一種審美感情，將
禪意化為詩情。二、鐘聲餘意裊裊不絕，最能體現超越於形象之外的悠遠無窮的詩的韻味。三、
鐘聲的節奏是平緩的，疏鐘與詩人淡泊閒靜的心態恰巧為異質同構。四、鐘聲打破寧靜的虛空，
象徵著一次心靈的頓悟。五、鐘聲是不可捉摸的東西，動亦靜，實亦虛，色亦空，動靜不二，
象徵著本體和詩的本體。六、鐘聲從靜寂中消失，傳達出來的意謂是永恆的靜，本體的靜，把
人帶入宇宙與心靈融合一體的那一長美妙神秘的精神世界。見氏著：《中國禪宗與詩歌》，頁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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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寫寒山夜色中的鐘聲，鐘聲的敲響依著風傳達耳中、直達心裡，從鐘的
意象表現佛理為出發點，「永夜一禪子，泠然心境中。」最後讓鐘聲迴盪的意境與
心靈契合，達到詩佛合一的境界；鐘聲成為了到達佛境的嚮導，如果真正懂得聽聲，
就意味著把握了永恆的真理。 58此外，「磬」與鐘在佛家也有相似的功用：
一磬寒山至，凝心轉清越。細和虛籟盡，疏繞懸泉發。在夜吟更長，停空韻
難絕。幽僧悟深定，歸客忘遠別。寂歷無性中，真聲何起滅。
（〈五言妙喜寺
達公院賦得夜磬送呂評事〉，頁 35）
「磬」的運用對皎然而言，同「鐘」富有隱喻的禪意，「一磬寒山至，凝心轉
清越。」磬聲在夜裡表現其悠揚迴盪的震撼力，不僅用耳聆聽，更用心去體會與傾
聽，進而達到「幽僧悟深定」的最高禪定境界，「寂曆無性中，真聲何起滅。」最
後了解一切本性空寂並永恆存在，禪定後心不再需要聲音的媒介，也就無關聲之起
滅了。
2.寺廟
「寺」是佛教語彙中出現頻率極高的單詞，為佛教建築物的表徵，僧園之總
名。 59佛寺具有雙重涵義，內在涵意代表佛教境地，為僧人內心永遠的皈依之處，
外在也為詩作增添藝術風格與審美觀：
一坐西林寺，從來未下山。不因尋長者，無事到人間。宿雨愁為客，寒花笑
未還。空懷舊山月，童子念經閑。（〈懷舊山〉） 60
秋風落葉滿空山，古寺殘燈石壁間。昔日經行人去盡，寒雲夜夜自飛還。
（〈秋
61
晚宿破山寺〉）
〈懷舊山〉一詩，則說明寺廟地點的特殊性，往往建於深山之中，因此常與「山」
一同出現於詩句，表現寺廟處於山中清幽之境；「一坐西林寺，從來未下山。」皎
然直截地表現他對西林寺的喜愛和懷念，寺廟裡的誦經聲亦縈繞於耳、於心，山中
的佛寺轉變為心中所嚮往的佛境。而〈秋晚宿破山寺〉則描寫所住的寺廟雖破舊，
許多人也因此離開了這個地方，但只要心中有佛有禪，不管寺廟新舊，不論身在何
處，即使在夜晚，破寺依舊有諸佛環祐，佛寺是身與心的最終歸處。
3.金色

58
59
60
61

吳定泫：《詩僧皎然》
，頁 60。
蔡榮婷：《唐代詩人與佛教關係之研究》，頁 221。
孫通海、王海燕責任編輯，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
《全唐詩》
，卷 815，頁 926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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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為佛教的代表色，因為據佛經記載，佛陀具足三十二種圓滿的外相，
其中之一即身體顏色如黃金，並且身體常具金光 62《法界次第初門》云：「十四金
色光其相微妙」，身金色相，身體之色如黃金，因此「金」常於詩中與佛教意象連
用，充滿皎然對自我的期許。
中有清真子，愔愔步閒墀。手縈頗黎縷，願證黃金姿。旋草階下生，看心當
此時。（〈題報恩寺惟照上人房〉，頁 20）
短歌行，短歌無窮日已傾。鄴宮梁苑徒有名，春草秋風傷我情。何為不學金
仙侶，一悟空王無死生。（〈短歌行〉，頁 46-47）
皎然為惟照上人題字云：「願證黃金姿」，期許惟照上人最終修道能達佛陀境
界；而〈短歌行〉中「金仙侶」可見金色與仙佛的合用形象，呈現佛陀的三十二外
相，以表法身眾德圓極，臻於「一悟空王無死生」的佛理境界，使見者受敬，皎然
敬而自修，敬而自期。

四、重意說與佛理詩之印證
（一）、皎然佛理詩的創作過程
透過以上對佛理詩意象之探析，筆者認為皎然的佛理詩作至少含有「三重意」
，
並以之占最多數，而其它少數作品則是富有「四重意」或「五重意」的意蘊，基本
架構可透過下圖呈現：

由上圖可知皎然佛理詩的創作過程，至少是含有三重意的。從心中「立意」直
62

蔡榮婷：《唐代詩人與佛教關係之研究》，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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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情感是為一重意，為作者於創作時最基本的意旨，不過直抒情感是未有作用
的，必須出發尋找適合的「物象」將情感融會其中，建構第二重意的內容；而皎然
亦運用物象於佛典之意以表情性，建構第三重意的內容，最後臻於「意冥」，直觀
而返本心。
此圖為最基本的架構，除了文本內容的物象表意之外，物象的「象下之意」或
「佛典之意」其實不單單只有一種情意而已，可以有多層次的情感意義，端看作者
如何去苦思運用，而創造出三重意以上的境界；在此，是肯定皎然的佛理詩至少具
有三重意的創作詩境。以下，配合此架構圖，輔以上一章佛理詩意象探析的詩例，
進行驗證，三重意、四重意、五重意作品各舉兩例，避免孤證。
（二）、詩例印證
1.三重意
從剛剛所探討過的詩中，我們先來看「三重意」之詩，並示以結構圖：
禪子自矜禪性成，將來擬照建溪清。南看閩樹花不落，更取何緣了妄情？（〈送
清勵上人遊福建〉，頁 25）

皎然以「花不落」言清勵上人禪性未修成，在於無法了斷妄情；若「花落」則
表示禪性成，妄情可斷。「花不落」代表的「象下之意」為一般世人無法看破蓬勃
生命最後走向凋零的終點，皎然希望修禪者要能接受生與死乃自然過程，才不會讓
自己陷入因死亡而分離的痛苦情感中；而花落在佛典中則代表十二因緣 63從無明到
最終老死，花不落則無法從六道輪迴中成道解脫。因此，皎然認為清勵上人仍未看
63

十二因緣又名因緣觀，支佛觀。指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
死。為辟支佛之觀門，說眾生涉三世而輪迴六道之次第緣起也。見丁福保：《佛學大辭典》
，
頁
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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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生死，藉「花不落」而實言「花必落」，告訴僧人必須看透生命無常，將一切生
老病死置之度外，能割捨自己，才能割捨兒女私情，唯有不再為花萎不捨，不再為
落花傷悲，不再為任何人事物動搖本心，才是真正修道證心、了卻俗情。皎然藉「落
花」之意象，表達了斷妄情之心意、大自然生命無常與看透因緣輪迴而達三重意詩
境，不僅告誡清勵上人，亦期許自己。皎然佛理詩多數作品皆以此「三重意」為架
構。
此外，我們再看三重意的詩句：
夜夜池上觀，禪心坐月邊。虛無色可取，皎潔意難傳。若向空心了，長如影
正圓。（〈南池雜 咏五首‧水月〉，頁36）

皎然在〈南池雜 咏五首〉這一組詩前有序曰：
「余草堂在池上洲，昔柳吳興詩：
汀洲采白蘋，即此地也。左右雲山滿目，一坐遂有終焉之志。會廣德中寇盜淮海騷
動，宵人肆志，吾屬不安，因賦南池五詠，聊以自適。」64經過了長達八年的安史
之亂後，廣德年間仍騷動不定，心情亦動盪不安，皎然遂於南池邊油然而生終焉之
志，冀望能在此地安身終老。而〈水月〉一詩為組詩之首，皎然透過池上之月，建
構出一個遠離世俗塵囂的心靈世界，表達其嚮往的隱居心情，但此心意卻是深藏於
心底難以言喻；末兩句表達佛典中「心月孤圓」之意，因為恆存的月見證時代更迭，
對比似真實虛的水中月，而感嘆朝代的變動與短暫，亦強烈地透露出皎然在不安定
的時代中懷著空明孤寂的心情，並對於動盪的生活環境，存有逃離的想法。皎然透
過「水月」意象表達其終焉之志、遠離塵囂的隱居心情與紛亂時代下的孤寂，以此
自適。

64

【唐】皎然：
《皎然集》
，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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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重意
佛理詩雖以「三重意」為最多，不過，亦有「四重意」的詩句：
一磬寒山至，凝心轉清越。細和虛籟盡，疏繞懸泉發。在夜吟更長，停空韻
難絕。幽僧悟深定，歸客忘遠別。寂曆無性中，真聲何起滅。
（〈五言妙喜寺
達公院賦得夜磬送呂評事〉，頁 35）

皎然取「磬」之意象，說明修道僧人須永保清空淡泊之情性。磬有其特殊功用
與造形，磬聲若至，則心轉清越，不論輕敲之細膩，亦或重擊之疏曠，磬的「真空
之音」皆使僧眾能靜心聚集，特別於夜晚敲響時，更發覺其迴繞不絕的音韻，使人
定心，皎然藉此表示僧人不論是在身形或心境上，必須靜定而不輕易受外界波盪。
而在佛典中，「磬聲」具有「去除煩惱」的作用，能讓幽僧更堅悟人之清空本性，
亦使歸客忘卻生離死別之苦；而智者禪師認為聽到敲擊鐘磬之聲，可以使人生善心
並增正念。皎然認為在消極面上，磬聲能助消除煩憂，而在積極面上，則能使人更
發善意正念，期許最後擴及整個國家社稷，人人都能永持清空本性。此「四重意」
隨著聲滅而達「意冥」，直觀心境，最後，若真正持有靜空本性，則不論聲起聲滅
早已度之事外。此外，我們看亦具有四重意的詩句：
客齋開別住，坐占綠江濆。流水非外物，閒雲長屬君。浮榮未可累，曠達若
為群。風起高梧下，清弦日日聞。（〈題鄭谷江畔桐齋〉，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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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為鄭生於江畔之齋題詩，鄭生好彈琴，性達且寡欲。在本詩中，皎然即以
水和雲襯托出鄭生與世無爭、自由自在的超然氣質，肯定鄭生的生命態度；水和雲
兩種物象具有相似的本質，兩者皆無實狀，能自在變化、隨遇而安。而在佛典中，
水代表「水觀」物我合一的修習智慧，消解外物並與心相融，而雲則指僧人無執著、
無依住的平淡生命觀，皎然以此稱許鄭生的心境能與自然萬物合而為一，跨越物我
的界線後，對任何有形無形事物皆無所求取、無所動心，以此曠達觀照一切浮華名
利，皆過眼雲煙；因此鄭生的琴音，方能如此清幽透徹，毫無雜念。此詩雖為鄭生
題詩，但亦反映皎然的心情，皎然於出家後，以超曠態度四處廣遊交友，看似閒適
自在卻仍會為動盪時局而深感不安；相對於鄭生能身處方外的開闊心境，皎然透過
自然意象稱許之，並藉以自省自期。
3.五重意
「五重意」詩作在皎然佛理詩中雖佔非常少數，卻是對其所提出理論的超越，
皎然在《詩式》中對其他作家的詩作分類，最高只提到「四重意」的境界，筆者在
閱讀過程中，發現皎然創作上對自我的超越，有「五重意」的詩作，如〈秋晚宿破
山寺〉一詩：
秋風落葉滿空山，古寺殘燈石壁間。昔日經行人去盡，寒雲夜夜自飛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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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於秋夜住宿於破舊山寺中，對於曾經人煙鼎盛的寺廟，現在卻空有落葉及
殘燈相伴，呈現出無人掃葉與換燈蕊的的淒涼景況；皎然雖有景物依舊、人事已非
之嘆，但寺廟的新舊毫不影響僧人修道之心。寺院不僅為僧人的庇蔭居所，於佛典
中更代表潛心向佛的皈依處，身心皆獲得安頓。而雲的自在無形，則透露僧人不受
寺院華麗或陳舊的拘束，皆能修道，看破有形物質的束縛；佛典中的雲象徵諸佛之
意，雖宿於破山寺中，但諸佛常在，因此，皎然非但沒有於深山中的夜晚感到淒清
孤寂，反而靜心與諸佛同在。皎然透過寺廟與雲的意象，寫下五重意的作品，交織
出修道僧人與諸佛之間的心靈皈依，並跳脫一切有形事物的框架，一心向佛。
另外，亦有一首五重意之詩：
真性在方丈，寂寥無四鄰。秋天月色正，清夜道心真。大夢觀前事，浮名悟
此身。不知庭樹意，榮落感何人。（〈秋宵書事寄吳馮處士〉，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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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皎然寫給吳馮處士的幾首詩中，能知皎然對於吳馮處士走向仕途一事，「為
君中夜起，孤坐石上月」而感到憂心。因此，皎然藉空中秋月告訴吳馮處士，應看
透一切生死虛名，不論仕途順遂與否，不論庭樹榮落與否，最後都能悟道。而明月
正色象徵僧人內心的空明清境，如月皎潔明正；但修道過程中看盡物換星移，多少
有些物是人非的寂寞，但在看透一切輪轉因緣後，方能悟道一切富貴名利、生死榮
落皆必然之事。而在佛典中，這樣的悟道方式為「菩提」 65修道的通覺智慧，並從
汙染迷惑的塵世中體悟苦、寂、滅、道之 四聖諦，最後，臻至心月互證的自然境界，
體悟真性如月，雖居一丈見方卻容量無限。皎然詩透過空中明月的意象與悟道真性
的力量交疊出層層的五重意對話，期許吳馮處士，甚至是天下為名利而走上仕途的
人，最後皆能了解一切生死虛名皆是空，回歸最初的真性。

65

菩提通覺之法，有事理二法。理者涅槃，斷煩惱障而證涅槃之一切智，是通三乘之菩提也；事
者，一切有為之諸法，斷所知障而知諸法之一切種智，是唯佛之菩提也。通於此二者，謂之大
菩提。見丁福保：
《佛學大辭典》，頁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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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皎然為「詩僧」的核心人物，不僅使詩僧階層活躍於中唐以後，亦是詩論史上
最早寫出詩論著作的僧人 66，留下豐碩的創作成果。在詩論方面，皎然的「重意說」
為其創作論之核心，首重情性，強調最初的「立意」到「意冥」的創作過程需達「兩
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並從皎然對謝靈運詩之評論中，得出「情性」與「用事
用典」為判斷「重意」的兩大標準。在詩作方面，皎然之佛理詩不僅為創作之大宗，
亦運用意象來表達多重之情性，呈現出皎然的生命態度與修道精神。因此，筆者將
詩論與詩作相結合，證明皎然在佛理詩的創作上乃富有「三重意」以上的境界，不
過，重意說只談論到「四重意」，進而發現皎然寫下超越自我理論的「五重意」的
作品，佛理詩透過豐富的意象建構，使看似簡單的詩句藏有層層的寓意，如唐君毅
所說：「一一有情生命，各本其心識、各造業受報其善惡染淨苦樂。」 67而這些意
象下的寓意實由本心而發，最後回歸自我心境。
意象不絕對是被直觀的，它可以取自禪者「緣在」的世界，追求本心的直觀。
因此皎然佛理詩中的意象，不僅隱含禪理，更深藏作者心中的層層情性，表現出情
在言外卻不掩情之高妙。一花一草都有他生命的智慧與自我期許，絕非一般單純的
花草造景；當然，皎然詩中的意象運用不只上述這些而已，筆者對文本統計後只選
取數量較多的意象進行探析，尚有部分為數較少的意象等待更進一步的開拓與詮
釋。

66
67

蕭馳：
〈中唐禪風與皎然詩境觀〉，頁 120。
唐君毅：
《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 : 生命存在之三向與心靈九境》下冊（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6
年
），頁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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