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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田」意識的形成與虛擬書寫的至樂取向 

廖美玉* 

摘 要 

「歸田」是士大夫面臨官場上的不適應時，極常見的一種由仕宦到農耕的職

場轉換，其中所觸及到的議題，包括由「士」到「農」的個人自我定位，由「都

邑」到「鄉野」的生存場域轉換，以及由「人為」回歸「自然」、由「當代」重返

「遠古」等行為與心智模式的抉擇。而農民生活的劬勞困乏與田園書寫中的歡樂

景象，一直存在著巨大的落差，其中所關涉的政經文化等諸多問題，以及「歸田」

如何獲得歷代詩人的共鳴而蔚為社會風尚，有待釐清。本論文嘗試對「歸田」意

識的形成及其書寫觀念的遞嬗之跡，進行探源溯流的探討。全文共分七節，除〈前

言〉與〈結論〉外，其餘分別為〈政治體制下的農耕生活〉、〈勸學與勸農的雙線

發展〉、〈回歸原始躬耕記憶的思維進路〉、〈由張衡〈兩京賦〉到〈歸田賦〉──

歸田文學的虛擬書寫〉、〈虛擬寫作的「至樂」取向與春天氣象〉。整體而言，做為

國家主要經濟來源的農業生產，與擔任政策執行者的官僚體系，有其既對立而又

相互依存、甚至存在著某些同質性的微妙關係。因此，藉由張衡〈歸田賦〉所開

啟的虛擬書寫，以及歸田詩人在實踐中所展現的適性逍遙與享受快樂的能力，使

田園得以超越政治體制，成為安頓人心、獲致生命自由、體現「至樂」境界的願

景，進而開闢了「歸田」文學的繽紛園地。 

關鍵詞：歸田 躬耕 虛擬 至樂 春天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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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of Consciousness in 
“Returning to Farm” and the Acquisition of 

Joyfulness in Suppositional Writing 

Liao Mei-y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Returning to farm” is a common type of career transition from official to farmer 

among literati who feel disappointed with the officialdom. The issues included in the 
process contain the self- identification from literati to farmers, the living style from city 
to country, and the mindset decision from present civilization back to ancient naturalism. 
There exists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oil of farmer life and the joyfulness of 
writing on farmyard. This yields man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problems that 
haven’t been studied extensively.  

This essay is trying to investigate the origin of the formation of consciousness and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writing ideas on “returning to farm”. In addi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sections, there are “Farming life under the political 
system”, “Developments of both encouraging learning and encouraging farming”, 
“Thinking processes about the memory of returning to ancient personal farming”, 
“Suppositional writing of the literature on returning to farm— from Chang Hen’s 

〈Liang Jin Fu〉to〈Guey Tien Fu〉”, and “The acquisition of joyfulness and spring 
scene of suppositional writing”. Generally speak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s a 
nation’s mainly economic resource and bureaucracy as policy executor are opposite but 
interdependent to each other. They have some homologous relationships through 
serving the dominator altogether. According to the suppositional writing by Chang 
Han’s “Guey Tien Fu” and the ability to enjoy happiness from executing processes by 
Guey Tien poets, pastoral literature surpasses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becomes the 
paradise to settle human mind, acquire freedom and experience life. This also sets 
pastoral literature up to a flourishing scope. 

Keywords: returning to farm, personal farming, supposition, joyfulness, spring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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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田」意識的形成與虛擬書寫的至樂取向 

廖美玉 

一、前言 

人類一方面建構國家機制與社會規範，以維持穩定、規律而有秩序的群體生

活；另一方面又極力想要超脫社會機制的禁錮，崇尚自由自在、適性逍遙的個體

生活。因而詩人在生存的意義、價值與尊嚴等思考上，以及對「真風告逝，大偽

斯興」的整體沈淪大加撻伐，就顯得格外深沉而刻畫入微。特別是由「仕宦」而

「歸田」所呈現的生命體悟，在付出固窮與孤寂的代價後，自然比較容易在返樸

歸真上享有生命的喜悅，也擁有比較大的主體揮灑空間。 

「歸田」所觸及到的議題，包括由「士」到「農」的個人自我定位，由「都

邑」到「鄉野」的生存場域轉換，以及由「人為」回歸「自然」、由「當代」重返

「遠古」等行為與心智模式的抉擇。概括而言，京城文明意謂著百川匯流、聲勢

浩大、朝宗於海與定於一尊的政治特質，鄉野生態則象徵著多元族群、自強不息、

輪流生長與縱浪大化的自然運行；而農民性格的牽就現實保守性，與士人性格的

追求理想超越性，又有著根本上的分歧點。因此，當士選擇隱居不仕時，其居住

場域自然就退出大河流域的菁華區，散落在深山僻野之中，稱為「巖穴之士」，同

步承受著「饑寒」的生存問題與「孤寂」的心靈問題。「歸田」如何由個人的生命

情調抉擇，一再獲得歷代詩人的共鳴而蔚為社會風尚，並且由親身踐履而轉化成

心靈願景，都可透過文本的閱讀與晶聚，逐步透顯其所蘊涵的生命課題、社會發

展與文化意蘊。 

史籍文獻中比較多有關政策宣示、社會風氣與時代風尚的記錄，而學者研究

對於文士的出路、官員的待遇、農業的收入與家庭結構等等，也有比較多的討論。

惟由仕歸田純屬少數個體的生命抉擇，歸田之後既已退出政治場域，又不同於一

般農民有種種勞役賦稅等義務，因而歷來研究者多只就個別詩人討論，以探索「歸

田」對個人的意義與影響，極少有關「歸田」的整體關照。而在士農、耕讀以及

勞心與勞力等議題上，又多偏重在勞心的士與讀上，以致於「勸學」與「勸農」

發展成不相交的平行線。另一方面，隱逸、遊仙、山水、田園、諷諭等主題又各

有獨到的研究成果。相形之下，結合理想與現實，兼顧精英與庶民，雙拈京城與

鄉野，特別是對典範的推尊與摹擬，典型意境的完成，「歸田」情結的轉化與分流，

菁英與庶民的對話，關懷農民疾苦的諷諭手法，耕讀文化的演繹，乃至於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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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詩學理論，則顯然有待進一步的爬梳。本論文以閱讀、詮釋、分析具體的文本

為起點，側重在「歸田」意識的形成、虛擬書寫的產生、精神上的「至樂」取向、

人物景事模式的形塑，其餘議題則有待進一步為文討論。 

二、政治體制下的農耕生活 

從現有文獻來看，古代國家是建立在農業的基礎上，主政者能充分瞭解稼穡

的艱難，就能瞭解農民的需求，作出最有利於農民的決定，是確保國位長久的必

要條件。《尚書．周書．無逸》即強調「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則知小人之依。」又引殷王為誡，以為祖甲「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

于庶民，不敢侮鰥寡。」故享國三十有三年。其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

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故在位期間短則三年，最多不超過

十年1。《詩經》中有許多篇章是討論主政者與耕種的關係，如《詩．周頌．噫嘻》

云：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

爾耕，十千維耦。2 

由主政者所導引的農業活動，不論是規模或體制，都十分可觀3，顯然已脫離原始

農業的自耕自給4，發展成計畫生產的領導模式。《周頌．載芟》對此有更詳細的陳

述： 

                                                 
1 詳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 240-241。 
2 詳見屈萬里《詩經集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頁 571。以下同出本書者，僅在文本後
標示頁數，不另加註。 

3 鄭玄箋對此有詳盡說明：「《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
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此外，《周禮》用了極多篇幅
記載農業生產的相關編制與規定，如《周禮．地官司徒下．載師》云：「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
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
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
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
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詳見《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
館，1982），頁 198-202。以下同出本書者，僅在文本後標示頁數，不另加註。 

4 有關原始農業的描述，一般帶有排斥政治性，如《莊子．讓王》所形容：「春耕種，形足以勞動；
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間而心意自得。」（見郭慶藩輯《莊子
集釋》卷 9，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又王充《論衡．藝增》與晉皇甫謐《帝王世紀》
所所記載的〈擊壤歌〉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應是更早的農民生活模式，被美化成沒有政治力干預的自足式農耕生活。至於司馬遷《史記．五
帝本紀》所載：「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
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台北：鼎文書局，1979。頁 33-34）乃是由
個人自足農業走向群聚生產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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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強

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

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載穫濟濟，有實

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

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頁 588） 

環繞著如此大規模的耕種活動，是成員眾多的家庭組織，不分層級性別，彼此分

工合作，才能獲得豐碩的收成，永保家族的生存與傳衍。這種頌禱與操作，不斷

地出現在《詩經》中，如《周頌》之〈良耜〉、〈豐年〉等是。如果說《頌》是站

在主政者的立場來講的，那麼《小雅》則是中上階層的告白，說明耕種除了滿足

家人生活所需，還涉及到「納稅」與「祀神」的問題。如《小雅．甫田》云：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

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

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

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頁 409） 

治人者擁有比較廣大的良田，又有專司管理的「田畯」，收成相對穩定良好，每年

有固定的稅額，並且以陳糧供給農人生活所需。可見統治者已有一套收成的分配

與管理辦法。同時為了確保收成的穩定性，除了親自下田督導、勉勵優秀農民以

外，還要虔敬地以豐盛供品祭祀四方后土，以禮樂來迎接、娛樂農神，祈求一年

的豐收富足。更重要的是一家老少婦子的分工合作，除草壅本，送食止飢，以勤

奮而周全的工作方式，獲得豐盛的收成。這些收成，同時滿足了勞力的農人與統

治階層與神祗三方面的需求。《小雅．大田》同樣是詠稼穡之事，為了獲得更多的

收成，從選種、治農具、播種百穀、禾苗到結實，其間的工作，包括去除各種雜

草、害蟲，甚至要依據昆蟲的習性，利用夜間舉火誘殺害蟲，還有不能間斷的灌

溉，以及最後的收刈工作等等5。凡此種種，雖能滿足祭祀、統治者與農民本身的

需求，並且澤及寡婦等弱勢族群，卻要付出繁重而密集的勞力工作，與後代士人

所嚮往的「歸田」生活，顯然是大相逕庭的。更何況就農民的立場來看，辛勤所

得的分配方式也未必能夠令人滿意，屬於民間歌謠的《豳風．七月》，是一首很完

                                                 
5 原詩如下：「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
孫是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
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樨，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
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
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見前揭書，頁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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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農民生活寫真詩，云：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

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

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

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

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

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

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

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頁 263） 

就廣大的農民而言，「生存」仍是最大的生活課題；在寒冷的北方，秋風一起，「無

衣無褐，何以卒歲」就成了嚴厲的威脅。因此，不分性別老少，終年毫不鬆懈的

勤勞，就成了生存的必要代價。從修治農具到主食的耕、種、收、藏，包括鑿冰

與釀酒的食物保存與食品加工，還有副食的瓜果蔬豆，製作衣服的採蘩、採桑、

養蠶、紡績與獵取皮毛，從打獵到軍事訓練，從採茅、索綯到修補屋宇，除了自

家需求，更重要的是「公」事永遠擺在優先地位。即使如此，善良的百姓仍願從

早到晚、夜以繼日，以比較長的工作時間換取生活所需並服侍統治階層。最令人

不安的，是統治階層的予取予求，拿走了人民最好的產品，甚至把人民當成財產，

春遊時看上了勤勞的採桑女子，就可以不顧當事人意願地攜以「同歸」。這種傾斜

的「勞心」與「勞力」關係，自然激起了詩人的反感，《魏風．伐檀》就把「不稼

不穡」、「不狩不獵」的「君子」稱為「素餐」、「素食」、「素飧」6，表達出對統治

者權利過度蓬脹的強烈質疑。 

政治上的「治人」體系，建構了龐大的職官系統，為了方便管理，詳細規範

                                                 
6 詳見《魏風．伐檀》，原詩如下：「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
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
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
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見前揭書，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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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民的工作、義務、活動範圍，原有「治人者食於人，食人者治於人」的不平

衡互動關係，更傾斜成建國立極的單向思維，如《周禮．春官宗伯第三》所云：「惟

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為了鞏固統治王國、確

保穩健而且永續的政權，所有的人力物產都成了統治者所擁有的「資源」，機械性

地將所有資源畫分成若干區塊，分層負責、分工作業與分區管理，是掌控資源的

具體政治措施。就分工作業而言，如《周禮．冬官考工記第六》云： 

國有六職⋯⋯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

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

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頁 593） 

政策的制訂與執行屬於政府官員的工作，另有工、商、農各專業領域，還特別把

女性工作畫分出來。就分區管理而言，如《周禮．夏官司馬第四》云：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

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

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頁 439） 

土地的畫分係以京城為核心，依一定距離畫出同心圓，距離的遠近意謂著關係的

親疏等差。至於分區的目的，主要在於方便管理與穩定賦役來源。而賦役來源又

明顯地以土地與農業為主，仍然以京城為中心點，由政策主導土地的歸屬與利用，

並據以決定稅率。京城內的宅第不必納稅，園蔬課以二十分之一的最低稅率，依

次近郊為二十分之二、遠郊為二十分之三、地方為二十分之四，可見距離京城越

遠稅賦越重，又以漆林專業區的二十分之五為最重。對於不事生產者另有各種替

代的征收規定7。這麼細密的資源畫分，在管理上自然要廣設政府官員，各有職司，

分層負責，無論農、漁、牧、工、商、園圃、山林、狩獵或女工，政府掌握了所

有的人力、物力資源，嚴格規範工作內容與貢品，並且以限制祭品作為制裁方式8。

                                                 
7 如《周禮．地官司徒下》云：「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
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
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凡任地，
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
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
其賦。」（頁 198-202） 

8 如《周禮．地官司徒下》云：「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
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
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
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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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農業為歲入的主要來源，因此有關農業的規範也就更為嚴密，土地的畫分之

外，在行政區的畫分上尤其組織嚴密，由小而大依次為家、鄰、里、酇、鄙、縣、

遂，各有統轄地域，也各有行政官僚掌其政令刑禁，按時稽核人口，登錄財產，

申報貢賦，分派各種政役、野役，在遂旗的引導下，從事供野牲、修野道、營喪

葬等等工作。無論從政治或經濟層面思考，其主要訴求都在於如何有效管理、提

升生產績效。因此，不論是居住環境的限制、耕種面積的劃分、人口財物的登記、

貢賦勞役的徵調等等，都有嚴格而繁細的「政令刑禁」，不用命者還有被殺害的危

險9。可以想見，行政組織愈嚴密，「治人」的行政官僚體系愈龐大，「食人」的人

事負擔自然就愈沈重，如《禮記．王制》所云：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

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

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上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

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

倍大夫祿，君十卿祿。（頁 212） 

依照地力的良窳，農民的收入乃有等差，平均每一農夫要負擔五到八人不等的人

事經費。而行政官僚的俸祿，最基層的行政官僚是比照上農夫的耕種收入，並依

官職逐級呈倍數增加，職位越高，享有的俸祿越優渥，人事經費成為農人極為沈

重的負擔，更不要談建築、軍事、公共工程等等各種經費支出。則農民幾乎已成

了統治者管轄下的龐大勞動工具，支應著邦國的所有物質需求與享受，並且與統

治階層有著分明的界線。《禮記．坊記》即記載著：「故君子仕則不稼」的分工模

式。如此一來，「食人」的機制乃成了人民難以負荷的重擔，而重稅苛政必然會挑

戰百姓的承受力，同時也困擾著士大夫的良知與理念，甚而嚴重到衝激政治體制

的運作。因此，統治者為了有效維持政權，勢必要有一套嚴苛的統馭方法，《周禮．

天官冢宰第一》就明白標示駕馭臣民的法則： 

                                                                                                                                               
帛，不績者不衰。」（頁 202-203） 

9 如《周禮．地官司徒下》又云：「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
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
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
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疆予任甿，以土均平政。辨其
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
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癈疾
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
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
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頁 232-235） 



廖美玉：「歸田」意識的形成與虛擬書寫的至樂取向 

 

 45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

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

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

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

賓。（頁 27） 

對大臣以恩寵富貴為籠絡手段，以生殺予奪為威赫控制技巧；對百姓著重在教導

尊敬親、老、賢、能以及所有行政官僚，以養成謙卑事人的習慣。其終極目標乃

在確保政權的長治久安。這一套法則，同時考驗著群臣與萬民的接受度，更因而

引發許多有關士、農的議題的討論。 

三、勸學與勸農的雙線發展 

在學術領域上，先後出現「學道」與「學稼」的對話，《論語》中明白提出知

識分子「焉用稼」的思考模式：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

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

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焉用稼？」10 

孔子雖然強調「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子罕第九），惟獨對農事則刻意保持距

離，並且將有心學稼的問學者歸於「小人」階層，明顯地把「稼」界定為人民的

職分，統治者能講禮、義、信，則人民自然「莫敢不敬」、「莫敢不服」、「莫敢不

用情」，而知識分子乃站在協助統治者的一方，從道德上加強政治的穩固性。文崇

一的研究即指出：依照儒家文化理想建構的社會，是一種金字塔式的結構，天子

高居頂端，普通人民形成塔的底部，知識份子努力在其間謀取官職，在理論上取

得「以道濟世」的機會，實際上則扮演著維護「貴賤有等」的封建金字塔。11在《論

語．憲問》中，另有一則與耕稼有關的記載： 

                                                 
10 詳見《論語．子路》（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8），頁 116。以下引文凡出本
書者，僅於文後標示頁碼，不另外加註。 

11 詳見文崇一〈從價值取向談中國國民性〉一章，這個金字塔的軸心線是由天子與官僚系統所組
成的政治的權威，底層是普通人民，兩邊分別是聖賢與士所組成的社會的權威，及族長、家長
所組成的家族的權威，彼此交織成一個嚴密的權威結構。該文收錄於文崇一著《中國人的價值
觀》（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10），頁 127-160。後來文崇一撰《歷史社會學》之〈中國人
的價值與文化〉進一步指出：「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是在一個相當嚴格區隔的社會階級中朔造出
來的。這種階級距離可能是從兩方面開始：一方面是政治上的統治者對被統治者，⋯⋯另一方
面是經濟上的地主對農民⋯⋯」（台北：三民書局，1955，頁 193-197），而不論是從政治上或
經濟上來看，農民都是屬於多數的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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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

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頁 123） 

對於南宮适提出古帝王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的歷史問題，孔子雖然保持沈默，私下

則願意承認南宮适是一位尚德的君子。可見在人為政治建構的過程中，不可避免

地在相當程度上悖離了原始的運作法則。隨著人為活動日益繁複，孟子更進一步

證成孔子的理論，〈滕文公上〉云：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

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

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

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由於滕文公行聖人之政，所以由楚、宋等地的人紛紛負耒耜而至，連知識分子也

「盡棄其學」而加入躬耕的行列，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治人與治於人之辯。孟子

除了指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並且詳細記載了

這一次的論辯：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

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

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

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

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

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

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

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

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

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

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12 

許行率先批判國君不耕而有倉廩府庫的積糧，是「厲民以自養」的殘暴行為，不

得稱為賢。孟子則為統治階層展開凌厲的辯護，主要是從專業分工生產的經濟角

度著眼，耕稼與百工之事不可能同時兼顧，故有「交易」的商業行為產生。進而

把「以粟易械器」的商業行為延伸到政治體制上，使「治天下」成了「大人」與
                                                 
12 詳見《孟子．滕文公上》（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8），頁 97-99。以下引文
凡出本書者，僅於文後標示頁碼，不另外加註。此外，《左傳．襄公》（傳九．五）也記載知武
子之言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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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的交易行為，並且建構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於人」的政治原則。仔細檢驗孟子所言，正犯了邏輯上的錯誤，就「交

易」而言，「以物易物」是商業交易行為，有價值上的對等性，物品與對象的多元

性與選擇性，交易本身的個別性、機動性與可重複性，以及成交與否的自主性等

等，都意謂著商業所特有的「獲利」優先考量。相形之下，政治性的「治天下」

則顯現出統治者的宰制性，「勞心」與「勞力」的劃分已是過於粗糙，而勞心者食

於人而治人，勞力者食人而治於人，又反映出權利、義務的偏頗現象：勞力者明

顯處於劣勢，必須去供養那些治理自己的人；勞心者則是有權無責，「食於人」是

權利，「治人」也依然是權利。至於「治權」如何被評鑒與監督？「食於人」的上

限在那裡？「食人者」顯然是沒有置喙的餘地。特別是「天下之通義」一句，更

賦予政治體制絕對的優勢，連「討價還價」的商業行為都一概抹殺。因此，《孟子》

書中要費花極大的力氣為民喉舌，不斷強化對人民的彌補條款，要「為民父母」（梁

惠王上）、「視民如傷」（離婁下）、「與民同樂」、「與民同之」（〈梁惠王下〉）、「民

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離婁下〉）等等13，處處可見孟子在維護人民權利上的努力與辛勞。追根究柢，

未嘗不是在「勞心」與「勞力」的建構上過於粗疏與僵化，以致於必須付出更多

的努力來彌補，卻未必能發揮實質上的效果。 

當「士」從耕稼的謀生方式中抽離出來，又正在學道的過程中，或學而優卻

猶未入仕，如何超越躬耕自給與政治局限，又如何面對生計問題，就成了另一重

的挑戰。《論語．衛靈公》的說明可作為典範：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

道不憂貧。」（頁 140） 

孔子拈出「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作為士君子的立身準則，並且以耕稼不

能溫飽為對照，樂觀地相信「學也，祿在其中矣」。事實上，仕與祿都是附屬於政

治資源的分配，非士君子所能主導，因此，消極性地降低生活需求，「安貧固窮」

就成了士君子的基本修養，《論語》中此類陳述極多，如：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

好學也已。」（〈學而〉，頁 8） 

                                                 
13 此外，如〈告子下〉記載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
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
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頁 220-221）；又如〈盡心上〉云：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頁
243-244），處處可見孟子在維護人民權益上的努力與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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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賢哉！回也。」（〈雍也〉，頁 53）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述而〉，頁 62）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頁 62）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頁 37） 

孔子嘗試從各種角度告誡弟子們，以知識道德的修習超越現實生活的困窘，以精

神層面的滿足代替物質上的享受，對於人所不堪其憂的陃巷、簞食與瓢飲，學者

要能夠樂在其中，甚至忘懷飢餓、忘懷歲月。因此，「安貧樂道」以至於「固窮」，

既是知識分子的修煉，同時也意謂著「志於道」的「士」，在政治體制中必然邊緣

化的宿命。 

士、農的雙線發展，使得「勸學」與「勸農」大量出現在文獻記載中，《荀子．

儒效》即指出：「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積禮義

而為君子。」不論是為農為士，都要透過不斷積累以成專業。專業的劃分與堅持，

其共同目的都在鞏固政治體制的永續性，如： 

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則國豐矣。審天時，物地生，以

輯民力；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則小民治矣。（《管子．君臣下》，

頁 540） 

勸學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

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

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義理，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

其不為聖人。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呂氏春秋．孟夏紀》，頁 186）14 

管子明白地把國民劃分為大臣、中民與小民三個等級，而各有不同對待模式。農

民屬於小民階層，為了確保食物來源不缺、國家富足，要勸導農民專心致力於農

事，並且禁止從事農業以外的其他事務。由於農業是國家經濟所依賴，因而在政

治結構中，不論是積極性勸導或消極性禁制，目的都在鞏固農業人口的專職性與

穩定性，使農民成了被控管的生產機制，缺乏自主性、創發性與知識性的成長空

                                                 
14 除此之外，荀子有〈勸學〉篇的專著，史傳中更多的是統治者勸農的記載。據潘岳〈籍田賦〉
所云：「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群后，籍於千畝之甸，禮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
撫御耦，游場染履，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帝王本身藉著儀式來宣示重農的意旨，以達到勸
農的目的。詳見《潘黃門集》，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台北：文津出版社，1979），
頁 1756-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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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農民無法與其他階層進行互動乃至有意義而平行的對話，形成相對封閉、保

守而穩定的農村生態。至於勸學，關鍵在人君人親最想要的「忠孝」兩字，而以

人臣人子所最想要的「顯榮」做為獎勵，在策略上巧妙地運用「學」的管道，構

設君臣親子之間的共通義理──忠與孝，因而能夠在權利與義務間各盡所能、各

取所需，天下自然納入一致性的生活軌道中。在「治理天下」的政策性規劃中，

勸學以滿足士的「顯榮」願望，勸農以防制農民的「淫務」，不同的策略意味著不

平等的專業劃分，而農民更成了多數卻無自主性格、無提升空間的絕對弱勢族群。 

歷代文人不遇的典範之一的漢賈誼，曾引起後代詩人對帝王的「不問蒼生問

鬼神」發出浩歎15，若仔細探究賈誼如何為天下蒼生謀，在《新書．瑰瑋》中顯然

是延續前述論點，且進而擴大農民的員額與基石意義： 

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

多食農人之食，是以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今甌民而歸之農，皆

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

而無懸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頁 54） 

穩定的政治生態，在於天下民都能「各食於力」，因此，先決要務就是讓不耕而食

的「末技游食之民」回歸農耕，放棄雕鏤纖巧、美而不耐用的工藝製作，回歸到

躬耕力食的謀生方式，緣土安性，恭儉蓄積，不要有任何的非份之想與冒險的精

神，自然就能維繫長久的統治政權。 

就政治管理而言，策略上對士與農雖有不同等級的差異，其本質則同為政治

運作中的服務者，支撐著龐大的政治體制，農民固然無自主性格，士也只能在被

賦予的角色扮演中拿捏個人的表現風格，並不能自由揮灑個人的才志情性。因此，

當一個人在約定的本位上面臨「倦」的困境時，「何去何從」同時考驗著體制規範

與個人生涯規畫。先秦學者即針對此有過幾次討論。在《荀子》書中記載著孔子

與子貢的對談，當時子貢正面臨「倦於學」的困境，曾經考量過「願息耕」的選

擇，孔子引用《豳風．七月》「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說明農事的專業技術與繁忙緊湊，告誡子貢：「耕難，耕焉可息哉！」明確否決了

士人「歸耕」的可行性16。 

                                                 
15 如李商隱〈賈生〉詩云：「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
鬼神。」，詳見《玉谿生詩集箋注》，馮浩箋注，卷二，頁 314。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1983年。 

16 《荀子集解》卷下〈大略〉篇記載子貢告訴孔子：「賜倦於學矣」、「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並且指
出死而後已的生命終極歸宿：「望其壙，皋如也，顛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台北：
新興書局，1955.9），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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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歸原始躬耕記憶的思維進路 

因此，要使「歸耕」成為可能，勢必走另一條思維路線。首先，莊子假盜跖

之口，批評孔子的「不耕而食」，其言曰： 

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

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

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侯富貴

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 

儒者與其所服膺的周文、武政權，交互依附而建構出人為的政治體系，並且縱容

彼此可以享有「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特權，遂以「食於人」的恣態，勞心於

構設一套符合統治者權益的「是非」評斷標準，同時滿足最高統治者的慾求，與

學士追求封侯富貴的心態。盜跖進一步批判「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為「愚陋

恆民」，舉「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

為例證，說明「大城眾民」的政治機制無法久長；湯武以後更是「以強陵弱、以

眾暴寡」、「皆亂人之徒」。因而主張回歸原始生活模式：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

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

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

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17 

人類的生存史，是先學會避開地球多數族群的禽獸，利用天然植物來解決食與住

的民生問題，並藉著燃燒樹枝取暖。最早形成的是母系社會，晝起夜棲，與麋鹿

同在大地上生存，並且懂得運用耕織來滿足衣食的需求，人人安靜自得，沒有父

權與君權的宰制，自然也不會違害到別人，是人類過得最幸福的年代。在〈馬蹄

第九〉篇中更具體描摹這個幸福年代的生活景況：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

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

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

而闚。（頁 334） 

這是比陶淵明的桃花源更古樸的生存境域，所有人都秉持著自有真常本性，穿自

己織的衣服，吃自己種的食物，自給自足，誰也不依靠誰，當然也不會去宰制別

人。人人都是大地的子民，都有自己的一片天，生命是獨立而自在的，所以人人

                                                 
17 詳見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外篇〈盜跖第二十九〉（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頁 991-996。
以下凡引用本書，僅於文後標明頁碼，不另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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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活得自由、滿足而幸福。不只是人，任何物種都不可以將自然界的資源據

為己有，大地上的一切也都是自在的，山不會被開挖，水不會被架上橋樑、被行

舟划過，原野上的多樣性生物聚居群生，彼此之間沒有疆界；動、植物都有其生

存空間，人與所有的物種共享所有的資源，可以相與遊處，也互相闚視著對方，

而沒有任何侵略、佔有與傷害的心。不同於孔子的「鳥獸不可與同群」（《論語．

微子》），莊子一再強調心目中的樂園，是「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

（頁 336），人與天地萬物同居並處，才是平衡而永續的生存模式。因此，莊子反

對任何機械的運用，依賴自己的力量養活自己，在農耕上採取最原始的人力，〈天

地〉篇記載子貢與抱甕丈人的相遇，「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憑藉著自己的力量，從事鑿隧、取水、灌溉的工作，

過著最原始的農耕生活模式。子貢則引介機械的方便性：「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

用力甚寡而見功多。」人為的機械可以有效改良工作效率，產能的提高可以確保

納稅制度的施行，從而有效達成食人而治於人的政治運作。很明顯的，子貢與丈

人代表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子貢代表由儒者所背書的政治統治機制，丈人則象

徵個人自由自在、自給自足的反政治統治的生活模式。莊子進一步假丈人之口而

明白指出： 

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

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

知，羞而不為也。（頁 433） 

機械的發明與運作，造成人的心靈不能純白，從而喪失了人所以生存的根本，許

多糾葛與紛歧由此產生，人類的樂園也因此而失落。這個論點，今日依然適用，

如美國珍妮．班娜斯在《人類的出路》一書就明確指出： 

人類為求獨立，卻始終反其道而行。一萬年前的農業革命揭開我們的文明

旅程， 人類掙脫了狩獵與採集更迭交替的命運枷鎖，開始懂得儲存食物。

科學革命的到來，不僅加快人類的腳步，套句培根（Francis Bacon）的話，

『為探知自然的祕密，而折磨自然。』工業革命又補上臨門一腳，以機器

取代勞力，人類至此真正撼動整個世界。⋯⋯石化工業與基因工程才是真

正令人類逐漸背離自然的主因。現在，我們可自行合成任何物質，又可根

據喜好重新組合基因順序⋯⋯人類文明發展至此，確實與自己的原鄉漸行

漸遠。18 

人類的聰明才智使人離開自然法則愈來愈遙遠，佔有、宰制與紛爭愈來愈多，人

                                                 
18 詳見珍妮．班娜斯著、張曌菲譯《人類的出路──探索生物模擬的奧妙》（台北：胡桃木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1998），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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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痛苦指數也就愈來愈高。故〈天地〉篇記載第一個歸田的例證：禹有天下，伯

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在野，兩人展開一場「仕」與「耕」的對話： 

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

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哀，刑自此立，後

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頁 423） 

就主政者而言，無法理解為何有人要放棄功名利祿，而過著躬耕力田的生活。伯

成子高的回答極為明確，他無法忍受人的原有根本意涵失落，只成了刑法制度下

的一個成員，主政者以賞罰宰制別人的生命，確保自己的統治權與所有權，同時

也成為別人覬覦的對象；鞏固資源與掠奪資源的紛爭，將使人類陷入永無寧日的

苦難，從此個人不再具有獨立自在的生存空間。因此，重新體會自然法則，學會

遵循自然之道，回歸原始生活模式，以躬耕田野抗拒仕宦籠絡，是人類尋找幸福

的惟一進路。這個進路正好指向原始農耕的生活模式，〈讓王〉篇即記載著〈擊壤

歌〉的歌辭：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

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

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

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19 

人為自然的一分子，與所有物種同處共享，順著節候的變化而盡自己的勞力，並

且從中獲得生存所需。如此配合著日出日入的旋律，人可以「逍遙於天地之間而

心意自得」。成玄英疏以此為「處於六合，順於四時，自得天地之間，逍遙塵垢之

外，道在其中，故不用天下。」、「恨舜不識野情，所以悲歎。」回歸自然的生態，

以最少的人力耕種維持生存的基本需求，是人類跳脫人為世俗的傷害，重新找回

生命自主權、獲得自在逍遙的惟一進路。20莊子所開啟的這一條進路，成了後代知

識分子面臨官場挫折的時候，經常浮現的一個場域，一個容許幻想與實踐的場域，

衍生出多元紛繁的歸田樣貌與田園風光。 

在傳統的生涯規畫中，士人的惟一出路是仕宦，因此史籍記載中的士人離官

歸田故事並不多見，其中以范蠡最為成功。史載范蠡輔佐句踐復國後，「范蠡浮

                                                 
19 詳見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卷九〈讓王第二十八〉，頁 966。（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年）
〈讓王〉歸於雜篇，其真偽雖屢受爭議，其為綴輯秦漢之際莊學論述，則大抵可被採納。 

20 這種純樸亡機的生活，在後世人為建制日益繁瑣的年代，不斷引起記憶而成為人類永恆的樂園
意象。特別是在一首相傳是堯時擊壤之歌的歌辭，其所代表的意義與詮釋，更是在歷史的進程
中不斷迴蕩。筆者另有〈「日入而息」自然法則的傳說及其反思〉一文，收錄於《中古詩人夜未
眠》（台南：宏大出版社，2002），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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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

致產數十萬。」棄官避地後的范蠡，父子苦身戮力，躬耕於海畔，不久就致產數

十萬，是極少數以農致富的例子。因此成為政治羅致的對象，為避免仕齊的政治

拘礙，再度辭官離農：「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

閒行以去。」可見范蠡的成功，雄厚的資金當為重要因素，加上父子耕畜、貨殖

的靈活而多元經營手法，再度「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21范蠡離開政治場

域後，將施政才能發揮在農、工、商的經營上，獲得極大的成就。東陵瓜則是另

外一種啟示，《史記》卷五十三〈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云： 

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頁 2017） 

召平原本貴為東陵侯，秦亡為布衣，因貧而種瓜於長安城東，成功地培育出甜美

可口的瓜，並且使「東陵瓜」成為傳世品牌。范蠡與召平的成功例證，是士大夫

轉型成功的典範，對仕宦不得意者而言，不必局限在官場上折磨自己，「歸田」提

供另一種形式的成就感，具有絕佳的指標性意義。令人遺憾的是，漢興以後，統

治階層為了鞏固政權，積極推動「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的治國藍圖，落實階級

畫分與賦役制度，建立嚴密的「治人」官僚體系，並且嚴格執行農業政策，確保

穩定的歲收來源，以支應國家運作所需的龐大開銷。因此，士人藉由「歸田」轉

入農業經營，並且從中獲得成就感的可行性大為降低，有很長的一段時期，士人

只能在文學書寫中虛擬歸田情境，陶朱公與東陵瓜也只能寫入作品成為典故，無

法透過歸田實踐個人的經營長才，進而發展專業農耕技術與農作物改良，造成士

人與社會的雙重停滯。如此一來，官場與農田分別成了士、農的禁錮場所22，兩者

之間不具有常態的流動性，並且各自發展成士人性格與農民性格兩種判然分明的

文化類型。因此，士人如何透過文學虛擬的書寫策略，表達士人理想並且消解鬱

滯，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議題。 

                                                 
21 詳見《史記》卷 41〈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 1752-1753。以下凡
引用鼎文版二十五史資料，僅在引文後標示頁碼，不另加註。 

22史籍上諸多歸田或歸田里的記載，而歸田里者由於農村生態，仍以耕種為主，如東漢第五倫「得
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後漢書》卷四十一〈第五倫列傳第三十一〉），另有「刑
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後漢書》卷六十四〈史弼列傳第五十四〉，頁 2111）、「遣歸田里，
禁錮終身」（《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錮列傳第五十七〉）。故六朝以前，歸田背景大約可分三類
型，一是離鄉百姓的歸田，有從軍者的罷兵歸田，有遣盜賊歸田以代刑罰，百姓的歸田是一種
穩定社會的措施；一是官員的主動歸田，有理念不合求去歸田者，有以無求之心行當為之事者，
有回避刑罰而自請歸田者，也有稱疾告老歸田者；一是對朝官的一種處置方式，有對罪不及流
放或死者的寬宥，有對權臣的軟性解職，有對曾有功者的安頓，也有對直言忤旨者的免官，特
別是東漢時的「禁錮歸田里」（《後漢書》卷六十五〈張奐列傳第五十五〉，頁 2141），幾乎是以
田里為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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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張衡〈兩京賦〉到〈歸田賦〉── 
歸田文學的虛擬書寫 

在漢代嚴密的政治運作中，士、農分屬於兩個對立的階層，前者治人而食於

人，後者食人而治於人；只有在統治者宣示性的籍田儀式中，兩者方才獲得交集23。

至於士、農的流通，一在少數孤特自立，貧窶困乏，躬耕稼以自養，執志讀書，

受薦舉而入仕者24，一在少數士子為避亂而躬耕以守節者25；其餘則為仕宦觸法犯

忌而罷官歸田里26，或者仕宦不如意而以歸田優游餘生27。大抵而言，均屬個案，

無法成為正常交流管道。因此，當士主動選擇離開京城的名利爭逐時，「歸田」並

不成為主要選擇，反而是隱逸的僻處深山僻野，以「巖穴之士」的姿態，同步承

受著「饑寒」的生存問題與「孤寂」的心靈問題28。無論如何，當士選擇隱居不仕

時，其居住場域自然就退出京城的菁華區，走向與鳥獸草木同處的荒野；如何在

京城之外揮灑士人的性情之美，跳脫仕宦束縛而獲得安頓自我的空間，是士人依

違於仕隱之間所努力尋求的向度。藉由「歸田」的虛擬書寫，以農業經營的紙上

作業滿足施政才華，又不必陷入隱逸匱乏困窘的生存問題，乃得以展開縱情肆志

                                                 
23 有關帝王籍田的說明，詳見《後漢書．禮儀志上．耕》注引《禮記．月令》云：「天子親載耒耜，
措之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躬耕帝藉。」盧植注曰：「帝，天也。藉，耕也。」又引史
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
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
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芓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
傳曰『鄅人藉稻』，故知藉為耕也。」韋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
務農也。」杜預注曰：「鄅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瓚曰：「藉，蹈藉也。本以躬
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頁 3107。 

24 如《後漢書》卷四十四〈胡廣傳〉注引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
老，常躬耕稼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
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
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頁 1511。 

25 如《三國志．魏書》卷十一〈胡昭傳〉云：「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轉
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頁 362）；又如卷十二〈司馬芝傳〉云：「司馬芝字子
華，河內溫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荊州⋯⋯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頁 386。 

26 如《後漢書》卷十六〈鄧寇列傳附孫騭〉云：「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又如
卷六十五〈張奐傳〉云：「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不
許諾，唯奐獨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頁 2141。 

27 如《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列傳．魯褒〉：「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
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頁
2438），此輩之人以「利」為唯一考量，並以「仕」為最大獲利場所，彼此勾結成一龐大利益團
體，交相為利，故以朝中無親密之人則無法攫取暴利，因而有「不如歸田」的論斷。 

28 如《晉書》卷四十六〈李重列傳第十六〉：「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園，
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
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沈為中正，親
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跡窮山，韞韣道藝，外無希世之
容，內全遁逸之節，行成名立，搢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
（頁 1311）雖然巖穴之士最後又成了朝廷招邀的對象，其本心則應是不要名利，絕跡窮山，篤
志好學樂道，不假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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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靈遨遊，成為文人新開拓的寫作園地。 

第一個開啟歸田文學的虛擬書寫是東漢張衡29。張衡（78-139），字平子，南

陽西鄂（河南）人，是第一位以寫作表達「歸田」意願的士人。史傳稱其「常從

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章帝）永元中，舉教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

及仕宦，「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

間，以見其志云」30，可見他在仕宦上的潔身自好、嚴於去就。依楊青龍〈張衡著

作繫年考〉，〈兩京賦〉作於而立之年（107），若依范曄《後漢書．張衡傳》所云：

「精思博會，十年乃成。」則〈兩京賦〉創作應始於弱冠之年（97），約是張衡十

八歲初到京師期間（95-99），完成於永和十二年至安帝永初二年（100-108）隨鮑

德任職南陽主簿間所作。而張衡作〈歸田賦〉時，已六十一高齡，實無躬耕的可

能，次年（138）卒。 

在張衡生存期間，歷經章、和、殤、安、順五帝，又有外戚、宦官相繼弄權，

紛紛僭越禮制，自己「治威嚴，整法度」的結果，受到「共讒之」的遭遇。富足

時期百姓猶可安居樂業，而天災（如地震、蝗災、旱災）不斷，使得城鄉差距明

顯擴大，京城依然奢華如故，而百姓饑饉，「民竟相食」。身為資深朝官，在官時

間長達二、三十年，張衡如何以逾耳順之年，在心理上作「歸田」的打算？范曄

《後漢書．張衡列傳．贊》云：「三才理通，人靈多蔽；近推形算，遠抽深滯。不

有玄慮，孰能昭皙。」漢代天人觀念的發展，有《史記．天官書》依人為統治秩

序與階級劃分而建構天上星官體系，有董仲舒以陰陽思想詮釋《春秋》所形成的

神學化政治哲學，彼此交互作用而衍生極其繁複且階級森嚴的倫常名分。當人的

心靈禁錮、迷失在人為的社會建構中，「勞心」者的慾求不斷膨脹，以至於「治人」

機制被無限擴大；廣大的「勞力」階層遂逐步退化，只成為「治於人」的單純物

資生產與供給者，甚至損不足以滿足統治者的需索無度31。這種嚴重傾斜的政治結

構，張衡一方面採取精確的客觀計算方式，對天文、曆算建立更具有科學性的認

知；另一方面從根本上尋求解決的方案，在儒家的主流論述之外，推尊揚雄《太

玄》，本傳云：「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

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打破經、傳的界線，後學的「述」得以與聖人之「作」

                                                 
29 李善注《昭明文選》，於卷 15張衡〈思玄賦〉、卷 21顏延年〈秋胡詩〉、卷 29張景陽〈雜詩〉
均引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及自疏」一句，又於張衡〈思玄賦〉注引《琴操》曾子作〈歸耕〉
詩云：「歔欷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69，頁 206。）惟原詩
已佚，不得其詳。 

30 張衡生平資料，參見《後書．張衡傳》（台北：鼎文書局，1984）、崔璦〈河間相張平子碑〉（《全
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四十五）、張蔭麟〈張衡別傳．附著作考〉（《學衡》第
40期，1925年 4月）、孫文青有〈張衡年譜〉（《金陵學報》第 3卷第 2期，金陵大學出版，1933
年 11月）、楊青龍〈張衡著作繫年考〉（《書目季刊》第 9卷第 3期，頁 75-82，1975.12）。 

31 《老子》七十七章：「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見王淮注
釋《老子探義》，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12），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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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擬，使形而下的禮法制度與形而上的玄道思想相結合。本傳又稱：「衡善機巧，

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常耽好《玄經》。」玄思與機巧的並行不悖，相當程

度地超越了道家忘機無為思想與讖緯神權模式，把自然與人文綰合成一有機整

體，企圖為人類指引一條永續發展的道路，同時也揭示了歸田與隱逸的分野。 

張衡〈兩京賦〉不同於前人同類作品32，在《藝文類聚》已指出：「昔班固睹

世祖遷都於洛邑，懼將必踰溢制度，不能遵先聖之正法也，故假西都賓盛稱長安

舊制，有陋洛邑之議，而為都東主人折禮衷以答之。張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

由於漢初文景之治的放任無為，輕徭減賦，不成就一人而成就天下百姓，累積成

一片榮景。武、宣二朝乃大起宮室，縱情聲色犬馬，成了賦家大事舖寫的對象，

頌多而諷少。張衡以文學的筆法，構設東京洛陽的儉約勤政，對比出西京長安的

揮霍無度，旨在透顯「厚古溥今」的深衷，未必盡合事實真象。其中對「勞心」

階層的貪婪無厭、爭奢鬥侈，極盡天下聲色猶不知足，把統治權曲解成慾望的無

限上綱，乃至比象於天，甚至向暴政傾斜： 

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思比象於

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33 

漢帝王努力把尊卑關係拉大，一方面把自己的地位推尊到比象紫微，另一方面以

壯麗的宮殿建築展現無可比擬的威嚴34，使帝王成為統御萬民的至高主宰，擁有人

間一切資源，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如此一來，君、民成了尊、卑的兩極，一方

用盡心思以維護、鞏固、擴大既得利益，另一方則在龐大的「食人」負擔中苟且

求活，兩者之間斷絕了對話的管道，因而在漫長的歷史流轉中，農民一直停留在

「謀食」的求生存階段，無法有效提升生活品質。孟子在構設勞心與勞力的社會

分工時，同時設計了「君視臣草芥，則視君如寇讎」35的制衡機制，顯然已被統治

者粗暴地切割為二，選擇性地執行其有利於統治者，而刻意地遺漏了君臣相生相

                                                 
32 歷來評論張衡〈兩京賦〉的觀點，多集中在辭藻的弘贍麗雅上，如劉逵〈左思蜀都吳都賦序〉
注云：「觀中古以來，為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兩京，文
過其義。」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任彥昇集》云：「少孺速而未工，長卿工於未速，孟
堅辭不逮理，平子意不及文。」孫梅《四六叢話．後序》：「中興以後，文雅尤多，孟堅、季長
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總兩京文賦，莫不洞穴經史，鑽研六書，耀采騰文，駢音儷字。」 

33 詳見《張衡詩文集校注》，張衡撰、張震澤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4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第八〉：「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
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頁 385。 

35 如《孟子．離婁下》云：「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頁 142）、又《孟子．盡心下》
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
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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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理想藍圖。 

除了延續京賦對帝王生活面的描摹之外，張衡特別對於都會商賈、游俠、辯

士與藝人的歌舞百戲雜技等百姓群像，有較多的敘寫；對於建構君、臣、民三者

之間的互動模式，以維繫理想的政治生態，更有深刻的表達，云： 

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歲，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

得其所，若己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京倉，散禁財，

賚皇僚，逮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饗餼浹乎家陪，春醴佳醇，燔炙芬芬，

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千品萬官，已事而踆。勤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

元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以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仄陋，開

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潔，旅束帛之箋箋。上下通情，式宴且盤。 

由於君民之間的尊卑判然阻絕了直接溝通的可能，立朝的濟濟多士，乃成為溝通

君民的關鍵角色，同時連繫著君、民兩端，在君、民的天平上達到平衡的地步。

對於百姓，要以「勤恤民隱」為主要職志，為百姓生活的良窳負起完全的責任，

並且善用資源以解決天下蒼生的問題，而不是以「無為」做藉口尋求假象的平靜。

這種「發京倉，散禁財」的削減統治者資產，必然衝激到帝王的既得利益，因此

更要努力經營君臣關係，以更精美的飲食文化，呈現同享共樂的境界，才能做到

君臣同心，朝政和樂。更重要的，要具有不斷的自省能力，效法古聖先賢的善政，

突破外在局限、發掘真正的人才，引進敢諫直言或正直廉潔之士；如此才能使朝

廷不致於形成封閉的統治勢力，朝臣徒然淪為捍衛統治勢力的工具。能夠做到這

一點，才能確保資訊管道的暢通，君民同心協力，國家生命力永遠保有活躍性與

穩定性。又云： 

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媮樂，忘民怨之為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

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蘗栽。昧且丕

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

騁羽獵之辭，雖繫以頹牆填塹，亂以收置解罘，卒無補於風規，祗以昭其

愆尤。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廷顛覆而莫

持。凡人心是所學，體習所安，鮑肆不知其臭，玩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

度於哇咬。而眾聽者或疑能不惑者，其惟子野乎。 

上位者過度勞民以滿足個人的慾望，是政治上的大忌，《魏風．碩鼠》已有去之之

言，《孔子家語》也有載舟覆舟的警示36。因此，與百姓有關的事情，在認知上要

                                                 
36 《詩經．魏風．碩鼠》云：「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
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
樂郊，誰之永號。」（見屈萬里《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8，頁 191）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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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重其事，即使是細微末事，也不可輕忽，更何況是一開始就過於膨脹統治者的

慾望，國家財政勢必無法改善。由此來檢討賦的寫作，對於司馬相如、揚雄等賦

家「投其所好」式的諷一勸百，期期以為不可。只可惜在實際政治運作的過程中，

朝臣為了確保自己的優勢地位，明顯地向統治者靠攏，與帝王結合成龐大而堅固

的既得利益團體，無形中犧牲了百姓的權益。故張衡在〈上陳事疏〉中就說：「愿

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

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最高領導者要懂得取法歷史上的善政，主導並

且訂定合理的禮法制度，才能避免過度奢華所造成的競逐之風。 

確立了國家的組織架構、規模制度，士大夫個人更應該有自持的能力，潔身

自愛，堅持士人的理想性格，不可迷失在名利之中，讓權利腐化了純白的心靈。

張衡在〈思玄賦〉中開宗明義提出「圖身之事」，自明心志云：「仰先哲之玄訓兮，

雖彌高其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跡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

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延續知識分子的崇高理想性，居仁

由義，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與珍惜，以坦然正直的態度完成無愧無悔的人生。遺

憾的是，實際的政治操作往往悖離理想，士人在享有權利的滋味後逐漸變質，以

致於理想宣告殞滅，香草美人被逐出了政治場域，屈原的獨清獨醒乃在身後獲得

知音：「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

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裊以服箱。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鞅。惟天地之無

窮兮，何遭遇之無常？」處在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的政治環境中，即使個人願意

竭盡所能，以個人的貧窮為代價來捍衛真理：「愿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

卻依然無法獲得認同。想要同流媚俗，卻又與自己的個性格格不入：「欲巧笑以干

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能以學優入仕，卻發現官場中既無法實踐理想，更不願

意因為妥協而喪失自我。史傳中引述張衡批判朝官的話說：「群臣奢侈，昏逾典

式」，更以讖緯圖說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面對已經嚴重變質的政治，遠遊以

自疏乃成為屈原以來士人的共同策略，而「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雖

遨遊以偷樂兮，豈愁慕之可懷」，遠遊終究與士人個性不合。於是「御六藝之珍駕

兮，游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為罟兮，驅儒墨而為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

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嶔崟。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

在張衡的觀念中，「遠遊」模式不再只是「離去」的落寞身影，除了繼續悠游於「士」

的道德典籍中，更加入了曾子歸耕與舜耕歷山的事蹟37，使遠遊不致於與「過去的

                                                                                                                                               
《孔子家語》記孔子語云：「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可
知也。」 

37 蕭統《昭明文選》卷 15 張衡〈思玄賦〉有云：「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崟。」李善
注引《琴操》：「〈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
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歔欷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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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斷裂，並且具有生活的實質內容。賦中詠詩而清歌，〈歌〉云：「天地煙熅，

百卉含蘤。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

不同於宋玉所形塑的士子不遇的「悲秋」形象，張衡更多地把握春日生機與和諧

氣氛，並且深刻地瞭解到，必須以自我消解的方式，才能重新尋得「淑明」的生

活模式。如果說，以道家玄遠虛無的妙理來求得自我的寬慰，只能達到「思玄忘

憂」的知性思辨；想要具體得到安頓，則有賴於「歸田樂事」的浥注。 

士人以仕宦為惟一的職場，其進退得失常常以「有」、「無」兩種極端的方式

呈現。張衡則在協調素樸與機巧、真性與俗務的關係上，有著明顯的不同取向，

由〈兩京賦〉的「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履老氏之常足」，到〈思玄

賦〉的「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飄輕」、「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

勞」，強調道的真諦在於心靈的淳粹自然，不必在形式上以「遠遊」的「劬勞」來

淬練自己。因此，當理想與現實的悖離性太大時，棲巖隱逸的忍受孤寂匱乏，與

越鄉遠遊的滿懷悲憤愁思，都不是張衡所要走的道路。其〈四愁詩〉序云：「張衡

不樂久處機密，出為河間相」、「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思以道術為報貽於

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38時局日趨沈淪，個人有理想也有實踐的能力，卻得

不到施展的機會；既無法忍受身處機密而依然讒邪當道，更不願意黯然引退導致

道術不行。因此，〈歸田賦〉對歸田原因的描述，側重在個人因素的自省層次，引

用前賢典範以證成自我生命的抉擇，對政治環境的抨擊並不太過激烈，云： 

游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末期。感蔡子以

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塵埃以遐逝，與

世事乎長辭。 

明白界定「都邑」的政治性格，士人一旦踏入都邑，很自然就承擔起輔世長民、

兼善天下的重責大任。然而，長時間的京城經驗，使張衡很清楚瞭解到理想與現

實的差距：統治者所在乎的，與知識分子的認知有極大落差，因此，理想的實踐

成了遙不可及的夢想。試以蔡澤與唐舉的對話來說，京城的富貴不是士人所在意

的，人生無常，魚水君臣終究是可遇不可求，如何在有限的一生中得到施展抱負

的機緣，不是努力就能有得的。因此，理想未能實踐並不代表士子的挫敗，於是

結合屈原的遠遊與漁父的濯足，組構成士子心目中浮現的新圖像，並且以虛擬的

筆法書寫此中樂境： 

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睢鼓翼，鶬鶊哀鳴。

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 

                                                                                                                                               
頁 206。 

38 詳見《張河間集》卷二，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台北：文津出版社，1979），頁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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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政治場域中春日勸農的儀式意義，轉化成春遊原隰的自在逍遙；把歸田的秉耒

執耜等勞力工作，轉化成詩人對自然景物的審美趣味。從頭到尾不見有躬耕的辛

勞與物質的匱乏，反而大量出現《詩經》中的語彙，塑造出典麗高雅的情韻，純

是士人品味，與農民的篤實樸訥自是大異其趣。因此，〈歸田賦〉以飽醮詩意的筆

觸，書寫田園春光的欣欣向榮，生機蓬勃，鳥語歡歌，比翼頡頏，交織成一片情

意綿長的有情世界。作者以細筆捕捉天氣、草木、鳥鳴等自然景象，正在於放下

官場糾葛之後的閒情逸緻。作者更進一步肯定山澤之樂： 

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

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沉之魦鰡。 

首先，以龍吟虎嘯的適性自在，消解孔子「鳥獸不可與同群」（《論語．微子》）的

儒士性格。並且把統治階層的畋獵之樂休閒化，著重在弋釣的「俯仰任我意，悠

然而自得」、「雲間逸禽射箭而落，深淵魦鰡放釣而懸。」而畋獵的休閒化，正好

調和了統治階層的成就感與農民階層的副業收入。更重要的，歸田的跨越士農界

限，由京城走向田野，放棄仕宦的一切優勢，必須獲得「至樂」的回饋，才足以

彌補由士入農的種種失落： 

于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

將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

軌模；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張衡筆下的田園，是可以盤遊終日而不覺劬勞的生活場域，日月的光景把田野風

光照映得姿彩萬千，審美觀照取代了時間流逝的感傷。由「感老氏之遺誡」而欲

歸駕蓬廬，卻不是謹守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39，過著簡樸寡慾的生活，反而強調歸田的弋釣之樂、春

光美景，更提出舜的五絃琴，以及周、孔的圖書，還要摛文奮藻，陳述三皇的典

範。張衡理性地採取老氏「縱心物外」的心靈模式，以消解儒家世俗化的「榮辱」

價值觀，重新建構人的理想生存境遇：以三皇時代為政治典範，政治力還沒有形

成宰制氣候，人人自在自足，擁有欣賞自然景象的閒情逸志，轉化貴族豪侈的畋

獵為弋釣休閒生活，以聖賢的音樂與圖書為精神糧食，具備良好的文字表述能力，

能夠書寫、宣洩內心世界的思想與情感。這種「高雅」的歸田生活，顯然與躬耕

勞力的「農民」階層不同，也與隱逸的「貧賤肆志」大異其趣。可見歸田之樂，

正在跳脫世俗榮辱之後，以自然美景與誦典著書娛情悅志，以及彈琴弋釣所呈現

                                                 
39 《老子》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見王淮注釋《老子探義》，台北：
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12），頁 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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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任意自得，完全不涉及躬耕之勞，自非寫實作品。歷來以張衡〈歸田賦〉為

抒情作品，馬姜書閣〈駢文史論〉云：「以田園為題材，抒作家內心情志，專從抒

情而題曰賦者，自張衡〈歸田〉始。」即指出「專從抒情」的創作旨趣，重點在

表達仕宦不得意的心志40，卻又能跳脫不得意的悲情，並且使「田園」從勞力與稅

賦的禁制中釋放出來，成為虛擬生命樂境的空間。由於張衡〈歸田賦〉的虛擬特

質，使「田園」這一文學場域擁有更多可能的容受量，士人得以運用其敏銳的心

思與理想性格，揮灑出一片姿彩各異的田園風光。 

在傳統文人中，張衡有比較強的客觀認知與科學精神，崔璦〈河間相張平子

碑〉稱他：「道德漫流，文章雲浮；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瓖辭麗說，奇技偉

藝，磊落煥炳，與神合契。」因此即使不得志於政治場域，也並不自認挫敗而陷

於自傷自憐、悲憤感慨，故能以「歸田」為題，構設士人生命的另一種面向，在

官場之外揮灑生命的春天。大陸學者許結也指出：「考察張衡的人生行事，始終處

於重德崇禮、經世致用和論道尚玄、异俗遁隱之間，探究其因，固當追溯政治腐

化與現實渾噩之因，然論其文化哲學之遷遞，又在漢世經學之失衡。在漢代，經

學神學化與聖學世俗化是同步的，這也就決定了源自儒家理論之經學在道德實踐

和倫理觀念的失衡。」41儒家理論在現實社會中的失衡現象，包括政治制度、道德

規範與倫理觀念等等繁瑣而不合理的束縛，使人們愈來愈不快樂，漢代古詩中即

充滿了人生坎坷、懷才不遇、知音難覓、離恨鄉愁等等苦悶情感42，就此而言，〈歸

田賦〉的寫作有其積極性意義。惟張衡仍不免受限於時代環境，近人施西河研究

指出：「在本質上他仍是個羲和卜史之官，因為他逃不出時代的思想模式，他與許

多思想家一樣超越不了歷史限度（historical limitation）的宿命。」43因此他只能在

文學書寫中建構歸田的虛擬模式，無法讓美麗的田園願景落實在生活環境中，而

士、農的處境也就始終無法獲得有效改善。 

張衡〈歸田賦〉之後，歸田樂境逐漸獲得士人的嚮往，成為京城之外可以息

                                                 
40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云：「〈歸田賦〉者，張衡仕不得志，欲歸於田，因作此賦。」
（台北：文友書局，1973），頁 79-80。 

41 許結進一步歸納學者研究指出，漢代儒學經世精神失落的原因，在於「經學尊神」、「經學諛政」、
「選制腐化」、「學風敗壞」等四端。詳見許結〈「玄」與「禮」的交織──論張衡的宇人生觀〉，
《中州學刊》第 5期，頁 84-89。2001.9。 

42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即指出：「〈十九首〉所以成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
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幾？雖處富貴，慊慊猶有不足，況貧賤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
誰不感慨？人情於所愛莫不欲終身相守，然誰不有離別？以我之懷思，猜彼之見棄，亦其常也。
夫終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復不知有樂，乍一離別，則此愁難已。逐臣、棄妻與朋友闊絕，皆
同此旨。故十九首惟此二意，而低徊反復，人人讀之皆若傷我心者，此詩所以為性情之物，而
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則人人本自有詩也。但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不能盡，故特推〈十九
首〉以為至極。」（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卷 3頁 20-21。 

43 詳見施西河〈張衡思想的剖析〉，《文史季刊》第 1卷第 1期，1970 年 10月，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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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而又不必勞力的生活場域。繼起虛擬寫作者有晉張華（232-300）作〈歸田賦〉44，

云： 

隨陰陽之開闔，從時宜以卷舒。冬奧處以城邑，春遊放於田廬。歸郟鄏之

舊里，託言靜以閒居。育草木之藹蔚，因地勢之丘墟。豐荒果之林錯，茂

桑麻之紛敷。用天道以取資，行藥物以為娛。時逍遙於洛濱，聊相佯以縱

意。目白沙與積礫，玩眾卉之同異。揚素波以濯足，泝清瀾以蕩思。低徊

住留，棲遲菴藹。存神忽微，遊精域外。藉纖草以為茵，援垂陰以為蓋。

瞻高鳥之陵風，臨鯈魚於清瀨。眇萬物而遠觀，修自然之通會。以退足於

一壑，故處否而忘泰。45 

顯然張華努力想鉤勒出歸田的實景，因此以文獻上「冬處城邑，春居田廬」的早

期農耕景象為依據，並且以比較多筆墨說明從時宜、因地勢的農耕活動，以及蔬

果桑麻等農作物生長情形。而後才放筆書寫春遊樂趣，由水邊的沙礫與花草，到

水面的素波清瀾，再到水中游魚與迎風高鳥，偏重在放眼所見的遠觀和心靈感受，

與張衡〈歸田賦〉的弋釣、畋獵、讀書、著述等豐富生活內容相較，虛擬的情調

明顯地降低許多。 

除了創作上虛擬的歸田樂境，在理論上闡述歸田在社會機制中的意義，並且

推衍其所開啟的新境界，也在晉時期出現。晉葛洪（283-363）在《抱朴子外篇》

首列〈嘉遯〉，假設懷冰先生與赴勢公子為主客之辭，先由懷冰先生的「薄周流之

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標舉儒家主流論述之外的

生命抉擇，以「獨違今而遂古」的模式，建構歸田的生活場域。雖有赴勢公子大

義凜然的勸導，以為俊民不可以獨善，懷冰先生仍然堅持： 

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

以延之，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 

躬耕穿井的勞力工作之外，彈琴詠歌、吐納養形、讀書、寫作等等活動，是獨善

生活的主要內容；更以「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的心境，使自然質樸的鳴條、茅

茨、嵩峰、巖霤，替代絲竹、丹楹、臺榭、華屋，從而擁有更寬闊的自我揮灑空

間。這種躬耕獨善的生命選擇，終於獲得赴勢先生肯定為「立言助教」，可以「摽

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46，認同退靜的生命情調，並且呼應到

儒家教化上，使退耕的獨善生活在理論上得到支持。此後如北朝魏李騫暢言「歌

                                                 
44 張華少孤貧，以〈鷦鷯賦〉而知名，入仕後為眾所推服，詔誥憲章多所草定，及賈后干政，諫
不從，又不能去位，終遇害，年 69。故〈歸田賦〉純屬虛擬。詳見《晉書》卷 36〈張華傳〉（台
北：鼎文書局，1975），頁 1068-1077。 

45 詳見《張茂先集》，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台北：文律出版社，1979），頁 1594。 
46 以上有關引文，詳見葛洪撰、楊明照箋《抱朴子外篇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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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而可卜，詠歸田而有期。揖帝城以高逝，與人事而長辭。擊壤而頌，結草而

嬉。援巢父以戲潁，追許子而升箕。」揮別帝城複雜的人事糾葛之後，開展的人

生將是充滿歌頌嬉戲的豫樂，「放言肆慾，無慮無思。何鷦鷯之可賦，鴻鵠之為詩

哉。」47既不必如張華〈鷦鷯賦〉徒詠靜守性之安於一枝，終因不忍去位而遭殺身

之禍；也不必如阮籍〈詠懷〉之四十三所云：「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以高

飛遠禍48。沒有這些不必要的憂思紛擾與顧慮，可以隨心所欲、暢所欲言，生命更

顯得自在自得。 

六、虛擬寫作的「至樂」取向與春天氣象 

生命的本質是喜悅或悲苦？《詩》三百的悲喜憂愉顯得單純而明朗，情感的

表達沒有那麼複雜的考量，也無須刻意壓抑。儒家系統的社會機制強調秩序與和

諧，如孔子所云「任重而道遠」、「克己復禮」、「君子固窮」等等，尤以顏回為典

範，對於人不堪其憂的陋巷、瓢食、簞飲，要能夠樂在其中。至於「安貧樂道」

的提出，更是把「樂」完全提升到精神層面而成為人格修養，以致於一部《論語》，

也就只有「春服既成」一節真能有放鬆心情之後的真正愉悅49。因此，在儒家系統

的論述中，只有「至善」而無「至樂」50。其所謂「善」，雖有「兼善天下」與「獨

善其身」兩種不同的徑路，卻又以「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觀點，使「兼善天下」

取得絕對優勢而成為主流言論，如《孟子．梁惠王下》記載孟子與齊王有關「獨

樂樂」與「眾樂樂」的對話51，不論是鍾鼓管籥的音樂欣賞，或車馬羽旄的田獵活

                                                 
47 北齊魏收撰《魏書》卷 24〈李順傳〉附〈李騫傳〉引〈釋情賦〉云：「承周任之有言，攬老子
之知足．奉炯誡以周旋，抱徽猷而與屬。每有偃於唯塵，恒興言於寵辱。思散髮以抽簪，願全
真而守朴。眷疏傅以徘徊，望申公而躑躅。冀鄙志之獲展，庶微願之逢時。歌致命而可卜，詠
歸田而有期。揖帝城以高逝，與人事而長辭。擊壤而頌，結草而嬉。援巢父以戲潁，追許子而
升箕。供暮餐於沆瀣，給朝餌於瓊芝。同糟醨而無別，混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慾，無慮無思。
何鷦鷯之可賦，鴻鵠之為詩哉。」（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 837-840。 

48 張華賦見註 40。阮籍詩云：「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雙翮臨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
實，夕宿丹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詳見逯欽立輯校《先
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504-505。 

49 任重道遠的具體陳述，見於《孟子．告子下》云：「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
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後知生
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頁 223） 

50 如《論語．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頁 32）、《禮
記．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頁 983）等是。 

51 原文如下：「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
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
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樂樂，孰
樂？』曰：『不若與。』『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
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
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
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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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全都泛政治化為施政指標，而非單純只是藝術品味與休閒活動的考量。在〈梁

惠王上〉篇中，對於站在沼邊觀看鴻雁麋鹿的國君，引《大雅．靈臺》的「王在

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明白指出：除

非與民偕樂，國君不能獨樂臺池鳥獸52。因此，在天下尚未「兼善」以前，個人沒

有享樂的權利。國君如此，輔佐的士人階層自然就必須以承擔苦難為主體呈現的

路徑之一，以不屈不撓的精神來承擔苦難，並且甘之如飴，享受犧牲，才能達到

「樂」的頂極境界。由此來看張衡〈歸田賦〉之樂，就只能是六十一高齡的幻設

之作，讓自己在虛擬世界中想像盤遊、漁釣、畋獵與琴書之樂。 

所謂「虛擬世界」，在今日網路上是流行語彙，其概念則早已存在人類社會中。

「虛擬世界」的特質，在於滿足人們的幻想與期待，在實有空間中重新訂定生活

規範、人生目標，使人活得更順心如意。與虛構不同，虛擬係以一個具有現實基

礎的想像構設空間，讓人可以在其中演練生命歷程，不同的遭遇與抉擇都會有不

一樣的人生。珍妮．班娜斯在《人類的出路》一書中，介紹田納西大學的德瑞克

（James Drake）與皮姆（Stuart Pimm）的研究計畫，特別提到： 

是利用電腦中所設定的生態系統（也就是虛擬生命），與水族箱內的水中生

物（真正的生命）來進行實驗，讓它們自行運作一段時間後，再觀察淘汰

後的結果。在毫無人為因素干涉的情況下，這個實驗性族群內的生命體，

便自然將族群大小調整到足以維持其複雜性，又能永續存在的狀況。這就

是所謂『天然的運作秩序』。53 

由於虛擬具有未來性，可重複操作，且可有效縮短進化的時程。因此，以虛擬使

生命操作進入實驗階段，避免以親身經歷付出太昂貴的人生代價。透過虛擬手法，

可以設定一個符合需求的空間，不必挑戰傳統規範，無須悖反社會期待，更不用

承擔獨清獨醒的痛苦，就可以完全滿足個人的想望。重點在於如何「奠基於現實

空間概念」，在虛擬世界中「設定」完備的內容，才能夠獲得沒有遺憾的結果。 

以「歸田」而言，如何設定一個理想的田園世界，使士人在政治的諸多拘限

中獲得「至樂」，是必要探究的。歷來有關「至樂」的討論，古希臘後期的伊壁鳩

                                                                                                                                               
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
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頁 29） 

52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
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
牣魚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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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頁 11） 

53 詳見珍妮．班娜斯著、張曌非譯《人類的出路──探尋生物模擬的奧妙》（台北：胡桃木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1998.11），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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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Epicurus，公元前 341-270）認為快樂即是「善」，卻不同於儒家系統的論述，

他坦言「假如我除去味覺的快樂、愛的快樂、視聽的快樂，我不知道如何能夠表

示善。」他甚至要人「遠離一切方式的文化」，因為一個人愈有權力，愈容易遭受

嫉妒，也愈容易樹立敵人、招致禍害，而無法獲得心靈上的平靜快樂。他所描述

的「至樂」，是： 

快樂的量的極限，就是一切能致使痛苦的事物的排除。在快樂存在之處，

只要快樂持續著，則身體的痛苦，或心靈的痛苦，或並此二者，就都不存

在。54 

能夠超越身體與心靈的痛苦，才可以達到快樂的極限。無獨有偶，《莊子》外篇〈至

樂〉首先探詢「至樂」的存在問題55，指出世俗「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

也。」可見不論中外，一般人都是以味覺、聽覺、視覺等感官享受為指標，若得

不到這些就會帶來痛苦、憂傷或害怕：「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

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則大憂以懼。」得不到固然痛苦，

為了得到以及維繫所得到的，必需付出許多勞力、精神、時間等等與生命有關的

代價，反而使人無法或無暇充分享受自己所得到的。更何況所謂的「樂」，並沒

有一定的指標，不同的人對「樂」可能出現截然不同的反應，甚至同一件事也可

能出現「善」與「不善」兩種作用，則所謂「樂」或「善」都伴隨著負面的影響，

因而提出「至樂無樂」的論斷： 

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

舉群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

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

為幾存。（頁 611） 

                                                 
54 伊壁鳩魯的著作多已散佚，相關引文見於狄奧基尼斯《生活的目標》所引述他的話，以及寫給
朋友的少數留存信函，如〈致美諾寇的信〉有云：「我體會到，在欲望中間，有些是自然的，有
些是虛浮的；在自然的欲望中，有些是必要的，有些則僅僅是自然的；在必要的欲望中，有些
是幸福所必要的，有些是養息身體所必要的，有些則是生命本身的存在所必要的。我們對於這
些東西，有了正確的了解，就能夠為了肉體的健康和靈魂的平靜來考慮取捨，因為肉體的健康
和靈魂的平靜乃是幸福生活的目的。」、「我們認為幸福生活是我們天生的最高的善，我們的一
切取捨都從快樂出發；我們的最終目的乃是得到快樂，乃是以感觸為標準來判斷一切的善⋯⋯
快樂是我們天生的最高的善。」、「我們所謂的快樂，是指身體的無痛苦和靈魂的無紛擾⋯⋯使
生活愉快的乃是清醒的靜觀，它找出了一切取捨的理由，清除了那些在靈魂中造成最大紛擾的
空洞意見。」等等，可見他有理性清明的思考。詳見《古希臘羅馬哲學資料選輯》（台北：仰哲
出版社，1987），頁 355-383。 

55 原文如下：「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
樂奚惡？」對至樂的存在提出一系列的探問，再逐一加以分解。相關引文詳見郭慶藩輯《莊子
集釋》（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頁 60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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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莊子「無為誠樂」並不能獲得認同，世俗反以「無為」為大苦，因而直言「人

之生也，與憂俱生」的可悲性，並嘗試闡明「死為大樂」的見解，且反覆論證「無

為」可以定是非，可以無君無臣，可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只有「無為」

可以「萬物皆化」，則人與天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也就沒有人所自

擾的諸多憂懼了。〈田子方〉又假借孔子與老子的對話，指出「游心於物之初」

乃「至樂」境界：「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並

進一步闡釋其內涵： 

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

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

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

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頁 714）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所有的變化都在同一體內，則生死、終始、得喪、禍福等變

化也都在同一體內。更進一步申說，如〈大宗師〉所言「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人是萬化之一，而萬化是無窮無盡的，因此「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自然就沒有生死、得失等等問題，也就沒有任何事可以掛懷了。 

不論是西哲的素樸享樂主義，或莊子的無為而入於萬化，都著重在精神層面

的無煩擾與不「患心」，在執行上屬於除去法，把可能妨害「至樂」的行為或思想

去除，而不是具體地陳述獲得快樂的途徑。因此，想要設定「至樂」的內容，就

必須另尋管道。由此回過頭來看儒家系統中的惟一孔顏樂處，就在舞雩氣象，《論

語．先進》記載曾點心中的志向云：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歸。（頁 100） 

單純的春游，輕便的春服，隋意的組合，沒有太多的擔負與拘束，戲水迎風，自

有一股逍遙自適的樂境。如此單純樂境，在社會現實中竟是難得，以致於曾點先

是不知如何表述，最後更引得孔子喟然而歎與衷心嚮往，而以「吾與點也」從諸

多士人理想中脫穎而出，卻也只是說說而已，孔子依然不能擺脫「汲汲魯中叟」

的歷史形象56。值得注意的是，「歸田」既不同於志士的固守貧賤，也不同於感士

不遇的悲秋情結，反而在無常人生、坎坷際遇中，積極尋求生命本身的「至樂」。

因此，歸田本來應有春耕、夏種、秋收、冬藏的四季作業，張衡略過季節更迭所
                                                 
56 陶淵明〈飲酒詩二十首〉最後一首首先推斷孔子的努力：「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
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可惜隨著生命的結束，努力並沒有發揮預期的
作用。因此陶淵明以「醉人」的恣態，擺脫社會現實的拘束，才能建構屬於自我的生活環境。
原詩詳見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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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的繁瑣農務，把歸田設定在春日熙和的季節；陶淵明更在〈癸卯歲始春懷古

田舍〉之二灑脫地寫出「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把一般農人所最在意的秋收，

看得雲淡風輕。 

春天所呈現的意象，加拿大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 1912-1991）在〈文

學的基型〉（The Archetypes of Literature）一文中，以春天對應黎明與誕生，是傳

奇（romance）、大部分的祭酒神詩歌、狂想詩文的基型。又在 1957出版《批評的

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中將喜劇對應於春天，而把傳奇對應於夏天。喜劇

中出現的自然景象和人間事物，是團敘、秩序、友誼、愛情的意象基型，有馴化

了的牛羊，美麗的花園、小叢林，田園牧歌的基型。57由此來看古詩中的春天書寫，

並不是始終符合此一基型。《詩經》中的春天，主要做為人事背景的「利用厚生」

或「感激性情」，有農民社群的春事，男女相悅的情事，辛勤忙祿而甘之如飴，大

抵與春天的基型相去不遠。漢代社會的政治機制日趨嚴密，人的生存空間日趨固

定，生命無常、生活坎坷的缺憾也就日益突顯。以具有文人背景的〈古詩十九首〉
58為例，所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當士人勇敢地以百年身承擔千歲憂時，

殷憂、孤憤、牢騷、窮愁等等就幾乎與士人劃上等號。大抵其中所呈現的生命觀，

以為人生是無常的，死亡是必然的，無論是道德修養或醫藥發明，都無法有效延

長有限的人生；死後的世界是永遠的黑夜，既沒有所謂前世來生，也沒有死後世

界的想像。人惟一擁有的是今生，又是不能從頭來過，因此就在無奈、懊惱、悲

憤、哀怨中渡過，如「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暮。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道。下

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

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一詩，即歸結出素樸的享樂主義，以口腹等物質慾

望的滿足為快樂；又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滋。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一詩，更挑明了及時行樂的觀念。《列子．楊朱》篇更直截了當指出「豐屋、美服、

                                                 
57 弗萊的基型論，受到現代心理學、人類學和神話學的影響，特別是榮格「集體無意識」的理論，
認為文學作品總體上表現為一些相當有限而且不斷重複的模式，依此模式建構文學的知識系
統，即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會不自覺地運用一些基本的、原始的意義或象徵，這些意象或象徵
就是「原型」（archetype，或譯為基型）。並著有〈文學的原型〉一文，收入朱立元、李鈞編《二
十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結構與解放》（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頁 910-948。此外，
《批評的剖析》（陳慧、袁憲軍、吳偉仁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第三篇〈原型批
評：神話理論〉，對春、夏、秋、冬的敘述結構有詳盡說明，詳見頁 192-299。又黃維樑在〈春
的悅豫和秋的陰沉〉一文中曾以基型論分析杜甫〈客至〉與〈登高〉二詩，詳見《中國文學縱
橫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頁 33-67。 

58 本文所引〈古詩十九首〉主要依據梁蕭統編《昭明文選》（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69）、《古詩
十九首集釋》（台中：曾文出版社，1975）等書，不一一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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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59把現實物質慾望的滿足當作生命的目標，

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中對新聲逸響的美好享受，而歸結到「無為守窮

賤，轗軻常苦辛」的生命取向，未嘗不是對儒學系統的反動。只是如前所述，單

憑感官慾望的滿足，並不能使快樂長久，美酒、厚味與姣色對身體的副作用，隨

著年齡的增加而愈形嚴重。因此，十九首中有關春天的書寫，就陷入了負面的表

述，如：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

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

化，榮名以為寶。 

繁春華盛景的作用在提點生命的流逝且不可逆，因而出現了「奄忽隨物化，榮名

以為寶」的有激之言。面對必然死亡的人生，把「留名」成為記錄「我曾經存在」

的標幟，以至於有主父偃「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的悖論60，以及曹植極力抗

拒如「沒世無聞」、「禽息鳥視」的動物性活著，終究如草亡木卒般不具有任何影

響61，都說明了人對自我生命的主體性意義存在著無解的焦慮。因此，尋找生命中

的「至樂」，乃成了詩人們努力的目標。繼張衡在〈歸田賦〉中揮灑春光之後，陸

機〈招隱〉詩更在春景中體悟到「至樂」的存在，詩云：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躊躇。躊躇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

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承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

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

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62 

招隱的季節在「春草生兮萋萋」，由招邀隱士而涉足隱者所居，在一片有美麗花卉

的小叢林中，風與花的互動譜成絕美的視覺饗宴，水流在高低起伏的山中激蕩出

                                                 
59 詳見詳見《列子．楊朱第七》，其中又云：「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
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乎守名
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頁 86。與古希臘伊壁鳩魯
的部分論點相近。 

60 《史記》卷 112〈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蓋偃有功焉。
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
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 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 2961。 

61 曹植〈求自試表〉云：「⋯⋯顧西尚有違命之臣，東有不臣之吳⋯⋯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
錐刀之用⋯⋯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
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掛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
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
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詳見《三曹詩文全集
譯注．曹植集》，傅亞庶注譯，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頁 873-875） 

62 詳見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689-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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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複多姿的聲響世界，交織成一片令人沈酣忘返的自然美景。如此美景使心靈滿

溢愉悅的感覺，是本然存在的；亦即美景自在，喜樂自在，只是人本身迷失在人

所構設的名利富貴中，以致於喪失了快樂的能力，總是困處在「心不夷」的諸多

感傷、悲憤、鬱滯等等負面情緒中。詩人就在春天的美景中找回了「至樂」的本

能。有趣的是，蒐檢當時詩歌作品，可以發現另外二位歸田詩人陶淵明與謝靈運63，

同樣也是闡發春天美景的代表人物。陶淵明〈停雲四章〉云：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

幽邈，搔首延佇。 

停雲藹藹，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閒飲東窗。願言

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

促席，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歛翮閒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

不獲，抱恨如何？64 

當秋冬的長風遠去，春風無力吹動行雲，於是雲停滿了天空，積累成一場漫天瀰

地、綿綿不絕的時雨，大地一片灰濛濛，阻絕了所有的戶外活動，身心因此都放

了假，只剩下孤獨與思念。久雨之後，受到潤澤的枯枝冒出了花朵，一剎時滿枝

滿椏的新鮮花葉，爭相呼喚詩人的心情，連鳥兒都放棄了飛翔，收起翅膀閒立於

枝椏間，以美麗的聲音呼應著花兒。詩人就在如此春光美景中感受著生命的美好，

即使時光依然流逝，生命終將結束，更應該敞開胸懷，與春天一起徘徊，在相賞

相應中擁有一季生之喜悅。在大自然的和諧、美好生態中，「人」卻是缺席者，如

此美景、如此心情，無法與人分享，是詩人惟一的遺憾。直到南宋辛棄疾，在〈賀

新郎〉中以「江左沈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呼應淵明的無奈65。很明顯地，擺

落人為拘束，大自然的春光美景方能進入人的心靈世界。其〈時運四章〉更是直

接切入春日良時，把舞雩氣象發揮得淋灕盡致： 

                                                 
63 陶淵明是歸田詩人自無疑義，謝靈運依違在朝廷與山林之間，雖無歸田的宣示，實際上他在莊
園的構築與農業經營上，呈現的是完美不同於陶淵明式的歸田，因此我把陶謝並列為歸田的兩
種不同類型，筆者另有專文討論。 

64 詳見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台北：里仁書局，1980），頁 11。以下引文凡出自本書者，僅於
文後標示頁碼，不另外加註。 

65 原文如下：「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
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東窗裡。
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沈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雲飛風起。不恨古人吾
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詳見《稼軒詞編年箋註》，夏承燾箋註，（台
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10），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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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霄。有風

自南，翼彼新苖。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

一觴，陶然自樂。 

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集，閒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輝。但恨

殊世，邈不可追。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

莫逮，慨獨在予。（頁 13） 

以欣豫的心情，換上輕鬆的春服，天地一片清朗，和風拂過田野，撩弄得新苗彷

彿長了翅膀。春水流過平原，洋洋澄澈，引得詩人親近水湄，縱情戲水，縱目游

觀，更有酒助興，在陶然自樂中幻入時間之流，與沂水的童子冠者異代同樂。或

者在忙過花藥林竹等農事之後，琴酒相伴，正是黃唐世界。與〈停雲〉相同的，

當時人們放棄曾經擁有的美麗時光，無法享有生命存在的喜悅，是陶淵明最大的

感慨，也是人類難解的習題。因此陶淵明只能自我調整到小單位的社群中，如〈遊

斜川．序〉所言：「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

臨長流，望曾城，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

復乃為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皋，遙想靈山，有愛慕名。欣對不足，

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紀其日時。」陶淵

明以澄和閒美形容春天的風物氣象，有長流靈山，魚躍鳥飛，一片生意盎然，二

三鄰曲同遊同賞，欣對不足，更以詩寫下自己的感動： 

開歲? 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

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閒谷矯鳴鷗。迴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

秀，顧瞻無匹儔。提壼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否？

中觴縱情遙，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頁 44） 

友善的農民社群，在春光美景中盡情暢飲，把握生命的當下，讓生活充滿歡樂與

珍重。陶淵明筆下的春天，有花園、小叢林、長流、游魚、飛鳥，有鄰曲也有酒，

同時也能放任自我、馳騁想像，回味人類曾經擁有的樂境。相形之下，謝靈運明

顯地與陶淵明有極大不同，卻能夠共同找到了春光的美，實值得吾人進一步探究。

首先，與陶淵明〈停雲〉詩由陰雨走向春陽一般，謝靈運〈登池上樓〉一詩同樣

在封閉中開啟春天的大門： 

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宵愧雲浮，棲川怍淵沈。進德智所拙，退耕

力不任。徇祿及窮海，臥痾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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瀾，舉目眺嶇欽。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

徵在今。66 

陶淵明是由自然界的雲雨阻道發端，謝靈運則是由心情上的自我封閉寫起。首先

以比較長的篇幅闡述理想、現實、個性之間的落差，而逼出貶謫的現況，並以「臥

痾」澈底隔絕與外在環境的接觸，直到緊湊在一句中的「褰、開、窺、臨」連續

四個動作，才再度注目仕宦處所，同時也在春景的導引下開啟了詩人的心靈視窗。

「傾耳」二句以聽覺帶出視覺的效果，同步開啟寬闊視域，藉由冬去春來的季節

轉換，把之前寥落空蕩的景與情整個翻轉過來，自然流露出池塘春草的良辰美景。

以下雖不免落於知識性的書寫，由春草而引出一連串的典故與辯解，卻也呈現出

更多元的思維模式。在〈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中更大幅度增加春天的分量，

詩云：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舍舟眺迴渚，停策依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

亦玲瓏。俯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意何

感？升長皆豐容。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葺。海鷗戲春岸，天雞弄柔風。

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游非情歎，賞廢

理誰通？（頁 76） 

此詩只是由新居往祖宅的熟諳舊遊路線，全由「解作竟何感？升長皆豐容」二句

而顯得處處驚奇。開端已見留連姿態，無論近玩遠觀、水色山容，無不鮮妍可愛、

春色無邊，一掃秋冬的舊姿容。因思《易．解卦》所謂「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

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的描摹，實精準地把春天的神奇力量表述無餘。詩人即在

解作中品味所有的豐容，有冒出地表的翠綠新筍，綻放水澤的紫葺花朵，春江水

暖群鷗戲，春風輕柔地撫弄著山雞鮮黃的嫩毛，豐美多姿的色彩與容顏，深深吸

引住詩人的目光，引動詩人心中的無限柔情。與陶淵明〈停雲〉一般，謝靈運也

為人們不懂得欣賞如此春光美景而感歎，卻更堅持且自豪於對春光的賞愛。可以

這麼說，由於歸田，詩人對春天所帶來的自然動、植物變化有更細微的觀察，也

有更多的賞愛與感動。與單純士人所最在意的秋天搖落與遭逢不偶，顯然有極大

不同。 

除了發現春天的喜悅，歸田的至樂取向也著重在發現更多的生活情趣。張衡

〈歸田賦〉的歸田之樂猶在設想之間，陶、謝則是在生活中努力實踐快樂的本質，

因此耕種之外的諸多樂事紛紛浮出書寫地表。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先在〈序〉

                                                 
66 詳見李運富編注《謝靈運集》（湖南：岳麓書社，1999.8），頁 43-45。以下凡出自本書者，僅
在引文後標示頁碼，不另外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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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申明「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的性情，全文以「田園將蕪胡不歸」開始，多

寫情話琴書、躬耕田畝、游觀山水、吟詠賦詩：「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

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排除無意願與不可

能的仕宦與求仙，明確地自我定位於歸田，而歸結以「乘化歸盡」、「樂知天命」67。

謝靈運〈山居賦〉也在〈序〉中明言：「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

全文極寫四周山水勝致，宅園居室既有景觀之美，更兼顧農業經營的豐收之樂；

至於山居之樂，有「風生浪於蘭渚，日倒影於椒塗。飛漸榭於中沚，取水月之歡

娛。」賞玩則有各色水草林木花卉以及各種游魚飛鳥走獸，而且「緡綸不投，罝

羅不披，磻弋靡用，蹄筌誰施」，純是「撫鷗鯈而悅豫」，已然超越貴遊之以畋獵

取樂；謝靈運最特別的還在登山的挑戰體能之樂：「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

雨，犯露乘星」，以及禪堂僧房的講經論道與修行。更重要的，歸田能夠「既耕以

飯，亦桑貿衣，藝菜當肴，採藥救頹。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

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68幾乎眾美兼備，使生計來源與生活情趣相結合，歸

田成了不必安貧固窮的新選擇，且耕且讀，順性逍遙而又沒有生活壓力的至樂境

界乃成為可能。 

辭賦之外，陶謝詩中所描述歸田之樂，更是豐富多姿。以陶詩而言，如〈歸

園田居五首〉、〈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一「孟夏草木長」等若干歸田名篇，寫親耕

力耘固然甘之無悔，更多的篇幅則是不斷展現享受快樂的能力，有辭官之樂、虛

室之樂、社群之樂、室家之樂、琴書之樂等，如〈和郭主簿〉之一云：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獃風因時來，回? 開我襟。息交逝閒臥，坐起

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

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

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頁 60） 

即使春已歸去，夏日依然美好；能夠滿足且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自然都是美

好的，也都是快樂的。因此，無論是盤桓東園、躬耕西疇、種豆南山、杖策郊遊、

班荊暢飲、雞黍迎客、濁酒自陶等等，無一不在體會生命之樂。同樣的，謝靈運

詩中也不斷探尋各種樂事，有賞心之樂，如〈郡東山望溟海〉詩云：「蕩志將愉樂，

瞰海庶忘憂」；有營墅植樹之樂，如〈田南樹園激流植援〉所云： 

                                                 
67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論者已多，不煩贅言。原文詳見前揭書，頁 159-163。 
68 謝靈運〈山居賦〉有意與士人所作京城賦作區隔，〈序〉中即強調「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
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並且著重在農業經營的豐收景象，如「葺駢梁於巖麓，
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闢東窗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阡陌縱橫，
塍埒交經，道渠引流，脈散溝并。蔚蔚豐秋，苾苾香粳。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凌陸，麻
麥粟菽，候時占節，遞蓺遞熟。供粒食與漿飲，謝工商與衡牧。」與工商牧業也有所不同。可
見謝靈運的歸田意識極為清楚。詳見前揭書，頁 22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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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啟扉面南江。激澗代汲井，插槿

當列墉。群木既羅戶，眾山亦當窗。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峰。寡欲不期

勞，即事罕人工。（頁 72） 

依循山川形勢而營造，就能以最少的勞力獲得最大的改善，並且同時擁有賞景之

樂與成就感；至於〈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一詩，更是為了

追逐獨特的美感經驗，不惜冒險犯難：「冒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

葛弱豈可捫。」以期得到「早聞夕? 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

（頁 94）的自然奇景。不論是陶淵明的降低慾求以滿足於所擁有的，或是謝靈運

的精心營造以達到自己所追求的，當所擁有與所欲求的達到平衡的地步，「至樂」

就產生了。由此來看歸田與隱逸的不同，隱逸顯然太沈重，包括對現實的批判、

生活的困窘，甚至以生命為代價；隱逸又是一種退避，既避世也避人，由主流社

會退處深山浚谷，放棄人類文明的成就，忍耐物質上的匱乏與精神上的孤寂，卻

仍存在著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堅持。歸田則容許不同的生活模式，如陶淵明的物質

雖未必盡如人意，卻擁有和諧的社群關係與豐富的精神生活；謝靈運雖常存在著

孤獨感，卻能夠在莊園營造與美景品味上獲得滿足感。 

耐人尋味的是，陶、謝以不同方式實踐歸田的樂境，並沒有引起太多的回響，

反而是享譽梁朝宮廷、最後顯貴於北朝的庾信（513-581），出現了另類的桃源風味。

首先，在梁朝帝王的優寵下，庾信在宮體詩的氛圍中，寫下〈詠畫屏風二十五首〉

組詩，以屏風做成一個又一個的框限，透過繪畫藝術，使京城遊樂場景形成一幅

幅的畫作，呈現出封閉而又華美的至樂境地，俠客金鞍，長橋小苑，高閣翠蓋，

春衫紅袖，花香酒醺，更有流水桃花，處處令人沈迷，以致於有「逍遙遊桂苑，

寂絕到桃源」的幻覺，構築出完全不同於陶淵明式的桃花源，虛擬出另類的皇家

桃花源。試舉其中與桃花源意象有關連者如下： 

逍遙遊桂苑，寂絕到桃源。狹石分花徑，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

香一園。定知歡未足，橫琴坐石根。（其五） 

千尋木蘭館，百尺芙蓉堂。日落低蓮井，行雲礙芰梁。流水桃花色，春洲

杜若香。就階猶不進，催來上伎床。（其一０） 

上林春逕密，浮橋柳路長。龍媒逐細草，鶴氅映垂楊。水似桃花色，山如

甲煎香。白石春泉上，誰能待月光。（一七） 

三危上鳳翼，九阪度龍鱗。路高山裡樹，雲低馬上人。懸巖泉溜響，深谷

鳥聲春。住馬來相問，應知有姓秦。（其二０） 

洞靈開靜室，雲氣滿山齋。古松栽數樹，盤根無半埋。愛靜魚爭樂，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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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入懷。仲春徵隱士，蒲輪上計偕。（其二二）69 

以春天為主調，不斷出現流水、長橋、船與桃花，開啟一個異於現實世界的絕境。

不同於陶淵明的桃花源，整組詩普遍增添了專屬於貴遊的高閣重簷、金鞍玉舳、

管絃歌舞，人物也跳脫出黃髮垂髫的天倫圖像，放棄人與人之間的親切寒喧，代

之以成年男女的豪情綺懷，以及無數的香花、游魚、翔鳥、古松、山雞、白鶴等

等觀賞用動植物。在一片春光蕩漾中，畫者、詩人、讀者全都沈酣於如此美景，

耽樂而忘記了現實世界的種種不圓滿。孫康宜在《抒情與描寫》一書中即指出這

一組詩的虛擬特質：「正是詩人的虛構，將生活改造成了藝術。在其〈詠畫屏風二

十四首〉中，庾信就是這樣做的。通過仔細的觀察和敏銳的想像，詩人在其作品

裡再創造了二十四幅畫，每一幅畫都有自己的血肉和自己的世界。」詩人在虛構

中重新賦予畫作生命，透過藝術創造，孫康宜認為庾信把宮體詩導向了另類的桃

花源： 

讀庾信這一組詩，我們發現，它們與一般宮體詩的不同之處在於創造了一

個烏托邦，二十四幅畫中的每一幅都包含著一個遠離塵囂的極樂世界。他

們給人的印象是，詩人在竭力製造陶淵明之理想國「桃花源」的一個新的

藝術翻版：「逍遙遊桂苑，寂絕到桃源」。70 

這樣的論述，讓我們更清楚了解到「桃花源」世界的虛擬特質，在「春天」與「至

樂」的兩大取向下，可以容納更多不同層級、不同樣式的事物，使不同的人可以

形塑不同的「桃花源」以供沈酣，也促成了「桃花源」永續存在的可能，在更多

人的不斷形塑與追尋中，「桃花源」幾乎成了虛擬理想國的代稱。 

庾信在梁朝備受恩遇，出使西魏期間祖國亡於西魏，由西魏到北周，庾信一

直享有高官厚祿，實際上過著極為優寵的日子。至於心理上所背負的長期羈旅他

鄉與故國黍離之慟，孫康宜認為庾信乃選擇以另一種方式生活來排遣孤苦：「雖然

總在朝為官，但他真的──至少在精神上──像一個隱士那樣生活。這反映在其

詩中對張衡、疏廣、疏受還有最重要的陶淵明等前代隱士的頻頻引喻。他假託自

己現在的簡樸生活堪與陶淵明相比，並引以為榮：『野老時相訪，山僧或見尋。有

菊翻無酒，無弦則有琴。』在其〈小園賦〉中，他描寫自己的蔽廬，遣詞用句令
                                                 
69 在二十五首詩中，除 11首「擣衣明月下」、19首「將軍息邊務」二首非春天景象，其餘如「停
車小苑外，下渚長橋前。芷菱迎擁楫，平荷直蓋船。殘絲繞折藕，芰葉映低蓮。遙望芙蓉影，
只言水底然。」（其三）、「三春冠蓋聚，八節管絃遊。石險松橫植，巖懸澗豎流。小橋飛斷岸，
高花出迥樓。定須催十酒，將來宴五侯。」（其六）、「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注連。歌聲上扇月，
舞影入琴弦。澗水才窗外，山花即眼前。但願長歡樂，從今盡百年。」（其七）、「徘徊出桂苑，
徙倚就花林。下橋先勸酒，跂石始調琴。蒲低猶抱節，竹短未空心。絕愛猿聲近，唯憐花徑深。」
（其九）等，詳見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3），頁 353-361。 

70 詳見孫康宜著、鍾振振譯《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1），頁 19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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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恍若見陶淵明的草屋。」71在朝仕宦的庾信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卻讓另一個自

我活在虛擬的隱逸世界中，以消弭亡國後仕宦顯達的無奈與不安。值得注意的是，

庾信在〈歸田〉詩中標舉的歸田人物卻是虛擬歸田的張衡，而不是陶淵明或謝靈

運。其詩云： 

務農勤九穀，歸來嘉一廛。穿渠移水碓，燒棗起山田。樹陰逢歇馬，魚潭

見酒船。苦李無人摘，秋瓜不直錢。社雞新欲伏，原蠶始更眠。今日張平

子，翻為人所憐。72 

虛擬歸田後的張衡，在百畝民居中努力地播種著各種穀物，既要引水灌溉，又要

芟草整地。偶然遇著行人，差身而過，並無問津者，真正是與世相違。而歸田轉

業的問題，更在專業知識的貧乏，以致於種成的瓜果，要不是品種不良乏人問津，

就是季節不宜求售無門。至於民間社日儀式、候時入田以及養蠶樹桑等等繁瑣而

不能有任何差池的農耕活動，更非半途轉業的歸田士人所能應付得來。因此庾信

在結尾特別描摹歸田後的張衡，在農民社群中顯得失措而格格不入。這是從農民

觀點來看歸田的自覺，因此庾信詩中另有〈園庭〉、〈寒園即目〉等詩，坦言「樵

隱恆同路」、「寒園星散居，搖落小村墟。遊仙半壁畫，隱士一? 書」，在退朝閒居

系統中明顯地傾向隱逸與求仙，生活中的士大夫況味如「倒屣迎懸榻，停琴聽解

嘲。香螺酌美酒，枯蚌藉蘭殽。飛魚時觸釣，翳雉屢懸庖。」好禮知樂，隨時應

世，而又無繫榮辱；弋釣與美食之樂，顯然又與大夫之賦有著血緣關係。至於〈幽

居值春〉雖有意以農耕畫分與仕宦的區隔： 

山人久陸沉，幽逕忽春臨。決渠移水碓，開園掃竹林。欹橋久半斷，崩岸

始邪侵。短歌吹細笛，低聲泛古琴。錢刀不相及，耕種且須深。長門一紙

貴，何處覓黃金？（頁 278-283） 

賦所代表的是以才華、利祿為衡量指標的上層社會，一旦選擇幽居，生活所需仰

賴耕植，決渠、開園等深耕的勞力工作自然免不了，春天的至樂取向因而淡薄許

多73。只是士人習性終究無法勝任密集的勞力工作，於是放任欹橋、崩岸繼續廢棄，

                                                 
71 同前註，頁 207-208。庾信詩中對張衡、疏廣、疏受、陶淵明的引喻，詳見《庾子山集》頁

305.279.280.283.306.362。又如〈小園賦〉云：「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
以避風霜。」、「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恆沈。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頁 20）等
等，處處可見陶跡。 

72 詳見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3），頁 279-280。 
73 值得一提的，庾信的歸田體認已失去至樂取向，他的至樂反而出現在皇家的畋獵中，如〈三月
三日華林園馬射賦〉亟寫「飲羽銜竿，吟猿落雁」的勝事，而斷以「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
欣者也」；又寫群臣共襄盛舉：「乃有六郡良家，五陵豪選，新迴馬邑之兵，始罷龍城之戰。
將軍戎服，來參武讌，尚帶流星，猶乘奔電。始聽鼓而唱籌，即移竿而標箭。馬噴沾衣，塵驚
灑面。石堰水而澆園，花乘風而繞殿。熊耳刻杯，飛雲畫罍。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
司筵賞至，酒正杯來。至樂則賢乎秋水，歡笑則勝上春臺。」（同前注，頁 1-19）把「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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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細笛、古琴裝點成獨特的高情逸興，形塑出另一種亦耕亦隱的新形象，而「歸

田」書寫也就蘊涵有更多的變化與發展。 

七、結語 

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中，社會秩序與個人自主如何相容相輔，是考驗知識

分子的兩難議題。儒者以其崇高的道德標準與嚴格的自我修養，建構了「勞心」

與「勞力」的社會運作機制，並且謹慎地提出「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讎」

的制衡機制。遺憾的是，理論與體制的細膩周延，終究無力克制現實政治場域的

粗糙淺薄。勞心階層的過度膨脹，以及既得利益者的食髓知味，權利的滋味腐化

了人心，使得「勞心」與「勞力」變形成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國家」

成了個人產業，人民與土地成了國君最重要的資產。於是人們所企求的幸福生活，

就只能建構在爭脫政治力的干預上，如〈擊壤歌〉的「帝力於我何有哉」，以及陶

潛〈桃花源詩〉的「歲熟靡王稅」。因此，觀察詩人「歸田」意識的形成過程，可

以發現以下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一、 首先探討政治體制下的農耕生活，在「勞心」與「勞力」的政治思維模式下，

為了維繫統治權及其衍生的龐大職官系統，確保國家經濟來源，有效管理、

提升生產績效，有關農民的居住環境的限制、耕種面積的劃分、人口財物的

登記、貢賦勞役的徵調等等，都有嚴格而繁細的「政令刑禁」，以確保政權的

長治久安。而這一套明顯向著「治人」者傾斜的制度，勢必引發許多相關議

題的討論。 

二、 其次探討「勸農」與「勸學」的雙線發展，就政治管理而言，策略上對士與

農雖有不同等級的差異，其本質則同為政治運作中的服務者，支撐著龐大的

政治體制，農民固然無自主性格，士也只能在被賦予的角色扮演中拿捏個人

的表現風格，並不能自由揮灑個人的才志情性。因此，當一個人在約定的本

位上面臨「倦」的困境時，「何去何從」同時考驗著體制規範與個人生涯規畫。 

三、 進一步就回歸原始躬耕記憶的思維進路進行討論，回歸自然的生態，以最少

的人力耕種維持生存的基本需求，是人類跳脫人為世俗的傷害，重新找回生

命自主權、獲得自在逍遙的惟一進路。可惜在嚴密的「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的體制下，士人能夠藉由歸田轉入農業經營，以實踐多元的生存樣貌者，終

究是鳳毛麟角。因此，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陶朱公與東陵瓜就只能成為文學

                                                                                                                                               
設定在至高無大的權勢場域中，個人只能在局促的空間中尋求自我安頓。至於〈春賦〉則為南
朝時作，與梁簡文帝〈晚春賦〉、元帝〈春賦〉同屬宮體之文，與歸田後春遊逸興無涉，故不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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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的典故，無法實質上促成士、農雙贏的局面。 

四、 再就文學書寫而言，由張衡〈兩京賦〉到〈歸田賦〉，正好標示著歸田的虛擬

書寫的出現，在遠遊與隱逸之外，不同於屈宋所形塑的士子「悲秋」形象，

張衡更多地把握春日生機與和諧氣氛，在春耕勸農的儀式意義中，賦予自然

美景、誦典著書、娛情悅志的士人品味，有孔子「舞雩」的精神氣象，也有

莊子逍遙自適的樂境；而弋釣之樂顯然又與漢賦有著血緣關係，詠典著書則

又標示著士人身分。張衡透過〈歸田賦〉的虛擬書寫，巧妙地協調素樸與機

巧、真性與俗務的關係，開闢了「歸田」文學的繽紛園地。 

五、 最後闡明歸田文學的「至樂」取向，及春天氣象的深遠意涵。把「樂」從人

格修養與政治論述中釋放出來，讓生命跳脫「壽無金石固」的迷思，以生生

不息的自然法則取代永續政權的人為制度。一旦敞開胸懷、縱浪大化，即可

盡情沈酣春光美景，生活上的諸多樂事自然紛紛浮出書寫地表，不斷展現歸

田詩人的適性逍遙與享受快樂的能力。 

 
就歸田文學而言，張衡以〈歸田賦〉開啟抒情小賦的書寫，坦白承認自己「無

明略以佐時」，因而決定「與世事乎長辭」，由於已逾六十高齡，無論從體能上或

時間上，都無法實際從事躬耕自足的生活，因此只能透過虛擬滿足自我心靈的願

景，極力想像遠離政治場域後的種種樂趣，聊以自遺自娛而已，也為汲汲士人指

引了另外一條可以獨善的道路。影響所及，陶淵明是第一個及早覺悟「實迷途其

猶未遠」，並且以盛壯之年開始實踐歸田躬耕的詩人，並不是所有士人都適合政治

場域，承認「性剛才拙」、「與物多忤」，才能使自己坦然於「世與我而相違」（〈歸

去來兮辭〉），不能兼善天下，至少要有能力安頓自己。王維的「自顧無長策，空

知返舊林」是另一種歸田的類型，雖不實際從事農耕，卻能與農民社群和諧相處，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山居秋暝〉）、「偶然逢鄰叟，談笑無還期」（〈終南

別業〉），無形中泯滅了菁英與庶民的界限，更充分瞭解到物候消長的變易性，讓

人回歸到大自然的一分子，同時也還給大地一片祥和喜樂的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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