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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

華夏藝術中的自然觀

馮明珠

在華夏文化的體系中，無論是儒家學說、老莊哲學、周易八卦或佛道思想，都源自於
對宇宙的觀察與解釋，衍生出各種思想與信仰，當然也影響及於中華歷代文人與藝術
創作或工藝製作者，通過對自然界的觀察、臨摩、描繪、載錄、轉化、衍繹等手法，
締造出無數對天地的讚嘆、感懷、學習、共存等人與自然和諧與共的作品。這就是筆
者倡議以﹁自然觀﹂切入為唐獎週活動策展的思維。經過近兩年的討論、選件與論

獎頒獎活動所策劃的特展。事情緣

法人唐獎教育基金會﹂之邀，配合唐

中的自然觀﹂策劃展覽，是應﹁財團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華夏藝術

酒會。筆者時任故宮院長，鑑於﹁唐

宮，為唐獎貴賓舉辦一場專屬的歡迎

物，並選擇宮殿式建築造型的臺北故

宮博物院配合唐獎週活動展出唐代文

事陳振川教授前來拜會，希望國立故

世風華國寶級的作品，包括：唐玄宗

畫處李玉珉處長討論後，決定在二 ○
四陳列室推出特展，選出形塑唐代盛

過於倉促，在與何傳馨副院長及前書

是職責，遂慨然允諾。由於策展時間

爾獎，故宮能參與其中，是榮譽，也

一六年九月二十二
○

起於兩年多前，第一屆唐獎獲獎名單
獎﹂是國家大事，雄心壯志直比諾貝

唐獎故宮文物選萃特展﹂終於在二
述，﹁華夏藝術中的自然觀 —
日至十二月二十二日隆重展出。

即將揭曉前夕，唐獎基金會執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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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由內至外代表「天」、「人」、「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玉三連環
明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永續發展—華夏藝術中的自然觀

展場巡禮

天人合一•永續發展—華夏藝術中的自然觀

拓。展覽除了在﹁唐獎週迎賓酒會﹂

的豐厚果實與科技所帶來的便利之
時，人類亦面臨氣候變遷、貧富差

︿鶺鴒頌﹀、唐李昭道︿春山行旅
中令國際友人驚豔外，展期中也吸引

鼓勵世人重新省思永續發展的中庸

圖﹀、︿唐人宮樂圖﹀、五代南唐周

的特展。第一屆活動結束後不久，陳
之道，設置永續發展、生技醫藥、

距、社會道德式微等等之考驗。為

︿免冑圖﹀、宋李公麟︿畫麗人行﹀
振川教授又率團隊來訪，進一步表達
漢 學 及 法 治 四 大 獎 項 。 ︙︙ 並 勉 勵

了大量的觀眾前來欣賞，是場極成功

等唐、宋鉅蹟構成﹁唐獎週 •
書畫選
萃展﹂；又，標誌唐獎的﹁唐﹂字，
時代先驅者以其學說易天下，以天

人合一﹂生生不息的理想。

平衡和諧的發展，實踐﹁天︵自然︶

諦，勸導世人應在人與自然之間取得

﹁中庸之道﹂蘊涵了﹁永續發展﹂真

弘揚中華文化主流儒家思想，特別是

﹁以天下為己任﹂，說明唐獎目的在

的涵養﹂、﹁中庸之道﹂及儒家名言

短短數十句中提到﹁中華文化數千年

力。

下為己任，共同為世界文明而努

唐獎活動希望長久獲得故宮的支持，

唐獎故宮文物選萃特展﹂的由
—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庸︾第一章開宗明義曰：

中庸之道的自然觀與永續發展
中節，謂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

千年的涵養，從新視野與新思維注

面對當前社會發展，以中華文化數

循教化以達於﹁道﹂，所謂：﹁天

是人的本性，﹁和﹂是指人應當遵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

也；和者也，天下之達道也。致中

入實際的行動與思考。有感於全球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

四八一年︶﹁一簞食，一瓢飲，在陋

前

然生態，滿足人類生活所需；若有不

依大自然規律砍伐養長，確保了自

指導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也。﹂中國以農立國，在儒家思想的

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

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
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

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

親，禮也。﹂這是迄今行遍天下的大

以﹁禮﹂，故孟子云：﹁男女授受不

色，性也。﹂然須經由教化，束之

異性相吸的自然現象，所謂：﹁食

君子好逑。﹂描述的就是人之本性，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詩歌總集︽詩經︾首篇︿關雎﹀：

就是師法自然的結果。中國最早的

宋汝窯︵圖一︶典雅溫潤的天青色，

儒家思想天地和諧的自然觀，

師法自然的藝術觀

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道理。又，孔子曰：﹁仁者樂山，智
者樂水。﹂人因本性不同，好惡亦有

也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藝術創作。北

的安貪樂道，與大環境共生的理想。

所不同，但﹁樂山、樂水﹂都是喜愛

已過分消耗大自然，導致大氣臭氧

當今世人未必重視，人類在不自覺中

出來的永續發展之道或實踐方式，

兩千多年來中國先聖先賢們提

所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光明普照﹂之德；也正是︽老子︾

之德，水有﹁潤澤萬物﹂之德，火有

息﹂之德，地廣無垠有﹁博厚載物﹂

行教化，如：天體運轉見﹁自強不

大自然的表現。儒家也以師法自然推

層破洞，面臨氣候變遷、生態滅絕

總之，在華夏文化的體系中，

道法自然。﹂的哲理。
思想，教化育才，鼓勵﹁以天下為己

卦或佛道思想，都源自於對宇宙的觀

無論是儒家學說、老莊哲學、周易八
地球﹁永續發展﹂的創新方法。

任﹂的人，經由探究科學新知，提出

等威脅。唐獎則提出中庸之道的儒家

人合一、和諧共生的生態觀。

足，人也應學顏回︵前五二一年

︽莊子 •
齊物論︾曰：﹁天地與我並
生，萬物於我為一。﹂強調的也是天

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

化的進步與發展，在人類享受文明

要思維：

據唐獎網站論述，唐獎創設的主

來。

然觀

及律書等。這就是﹁華夏藝術中的自

歷代醫書、漢學善本古籍、法家經典

法治等領域，策劃展出院藏極豐富的

來也可配合唐獎的生技醫藥、漢學與

品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觀美學；未

一六年首先以
合唐獎頒獎主題，二 ○
﹁永續發展﹂策展，介紹中國藝術作

一屆為唐獎策劃展覽，筆者遂決定契

永續合作。基於故宮未來可能一屆復

文矩︿畫明皇會棋圖﹀、宋李公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

宋

汝窯青瓷蓮花式溫碗

源自宋米芾︿吾友帖﹀，因而也同時
選展了︿三希堂法帖﹀中米芾書蹟墨

教。﹂若能達到﹁中和﹂的境界，人
與自然便能各在其位，和諧共處，萬
物便能生長繁衍。︽中庸︾第二十二
章進一步解釋：﹁惟天下至誠，為能
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仁、恕、誠、孝是儒家核心價值，君

梁惠王上︾：﹁不違
•

∼

子必備的品德修養。北宋大儒程頤
︵一 ○
三三 一一 ○
七︶云：﹁誠
者，實而已矣。﹂南宋朱熹︵一一三

︽孟子

需、永續發展﹂的自然觀。

賴。這就是儒家﹁生態平衡、各取所

裡，即﹁人﹂與﹁大自然﹂相互依

局面。﹁人性﹂與﹁天道﹂互為表

便能實踐天、地、人三者共生和諧的

存在的規律，贊助天下萬物的化育，

通過教育認識善道，明白大自然客觀

性，徹底實踐人性本善之善道，以及

天道﹂，強調人應真實地了解人的本

﹁誠﹂，也就是孔子所言的﹁人性與

︶解釋：﹁誠者，真
○ 一二 ○○
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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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量考古出土文物論，最遠古

若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以及

天地人自然結構

經過近兩年的討論、選件與論

又最能代表華夏民族宇宙觀的先民製

觀﹂切入唐獎策展的思維。

唐獎故
—

察與解釋，衍生出各種思想與信仰，

一六
○

當然也影響及於中國歷代文人與藝術

觀察、臨摩、描繪、載錄、轉化、衍
年九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二日推

宮文物選萃特展﹂終於將在二

述，﹁華夏藝術中的自然觀

繹等手法，締造出無數對自然讚嘆、
出。在︿展覽概述﹀中，策展人之一

創作或工藝製作者，通過對自然界的

感懷、學習、共存等人與自然和諧與

︵ 註 一 ︶﹁ 華 夏 藝 術 中

山 —
齊家系︿玉璧﹀︵圖二︶及新石
器時代良渚文化︿玉琮﹀︵圖三︶，

張麗端副研究員原選有新石器時代龍

的自然觀﹂特展選件中，策展人之一

的﹁北極﹂。

道﹂，而璧的中心點是先民宇宙觀中

空行移的軌跡，即﹁光道﹂或﹁黃

步解釋：圓璧的造形表達太陽在天

﹁通神密碼﹂，並通過︽周髀︾進一

﹁玉琮﹂上的神秘紋飾，鄧淑蘋稱為

出現；良渚文化晚期出現在方形器

時所用﹁玉璧﹂及﹁玉琮﹂等禮器的

成，反映在藝術創作上即是古人祭天

三千五百年左右便在黃河上、中游形

﹁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可能在西元前

根據玉器著名學者鄧淑蘋的研究，

作物，首推﹁玉璧﹂與﹁玉琮﹂。

共的作品。這就是筆者倡議以﹁自然
何炎泉介紹道：
中國藝術中所表現的自然觀豐富且
多樣，最早由對天地的觀察與自然
描繪開始，在認知過程中與萬物不
斷互動協調，衍生出各種觀點與想
像，逐漸形成富有特色的藝術樣
貌，成為中華文化中相當獨特的一
環。
依故宮典藏特色，展覽分﹁楔
子：自然的啟示﹂、﹁實景描繪﹂、
﹁季節題材﹂、﹁想像世界﹂及﹁人
與自然﹂等四單元，選展文物包括繪

器、木雕、古籍與地圖等計八十一組
張麗端詮釋道：

畫、書法、玉器、瓷器、琺瑯器、漆

件。下以策展同仁選件為基礎，提出

重，已不適於佩帶的玉璧，且經常

中，則均已大量出現較大形、較厚

河中上游的龍山、齊家等地區文化

年前以後，長江下游的良渚，及黃

裝飾功能的小型玉璧。而距今五千

到西南的大溪文化，皆已出現具有

環可以展開，天和人、人和地，兩兩

外環則是山嶽海波紋，象徵大地。三

中環琢龍紋，應指人間，代表帝王；

紋樣為太陽、星辰與雲氣，象徵天；

一個圓璧，由裡而外分為三環：裡環

這件有褐黃斑之青玉三連環，鋪平是

件明代玉器︿三連環﹀︵圖四︶中。

距 今 五 、六 千 年 前 ， 從 中 國 東 北 的

放置於墓主胸、腹等重要位置，顯

以卡榫相連，形成一個球體，正是

筆者對華夏藝術中自然觀的一些看

示此時可能已發展成為禮制用器。

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宇宙觀。可惜

紅山文化、長江下游的崧澤文化，

此時玉璧亦常與玉琮相伴隨葬，故

這三件玉器作品最終未被列入自然觀

法。

信史時代的︽周禮︾中記載﹁以蒼

選件中。
傳說中三皇之一伏羲氏，是華

璧禮天；黃琮禮地﹂，絕對有其幽
遠的根源，與遠古人們宇宙觀中

民抬頭仰望穹蒼，看日月東昇西落所

最大的一件璧器，似乎可以感受到先

不勻，表面留有直線條，為故宮所藏

璧，外觀極為樸拙，圓周不正、厚薄

圖二這件新石器時代的龍山齊家系玉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

取諸身，遠取之物，始畫八卦，以

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記 •
三皇本紀︾載：
︵伏羲︶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文明始祖。唐代歷史家司馬貞︽補史

夏史前文化的重要組成，被奉為華夏

產 生 的 崇 敬 心 理 。 ︵註二︶圖 三 良 渚 文

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

﹁天圓地方﹂的觀念有關。

化的玉琮，構造外方內圓，正表達了

以儷皮為禮，結網罟以教佃漁，故

運行悟出乾坤之奧，從而起太極、

伏羲氏又根據天地陰陽變化、日月

曰宓羲氏。

古人對宇宙﹁天圓地方﹂的觀察。
古人通過玉璧敬天、玉琮禮地，
期盼達到天、地、人和諧共存圓滿的
境界。此一觀點正好反映在院藏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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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玉璧
齊家文化
新石器時代（西元前2000左右）
圖2
玉琮
良渚文化晚期（約距今4500∼4200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青玉質，有褐黃斑，代表天、

明 玉三連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地、人和諧共存，圓滿境界。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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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五行，是以簡單的符號分別代表

無論是伏羲氏或︽易經︾，都是師法

對大自然的讚嘆
天地洪荒，宇宙萬物，大自然的

先賢們悟出﹁天人合一﹂和諧共生的

大自然，成就了深邃的中華文化；而

文學的發展，衍生出大量的︿天文
大道理，進而著書立學，影響後世深

天、地、水、火、風、雷、山、澤制

被儒家尊為五經之首，是一套以符號
圖﹀︵圖六︶與︽天文志︾的出現，
遠；同理，藝術創作的起源，反映對

真實存在與變化規律，讓中國的先聖

系統表現宇宙萬物觀的古代經典，於
當然也影響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宇宙觀
實境的自然折射，先民們在岩壁、洞

先賢先哲觀天地的結果，導致中國天

是明仇英︽畫帝王道統萬年圖冊︾之
與審美觀。

八卦，奠定了日後︽易經︾的出現，

︿伏羲氏﹀︵圖五︶被選入特展中。

錄與質樸的信仰，最後發展出極具特

穴、彩陶、墓室等處對周遭生活的記
不安，文人寄情於山水，出現大量詩

秦漢以來皇家園林的興建與社會動蕩

中人雖然渺小卑微，卻顯得與自然環

歌頌人與自然共生的絕佳景色；畫

受到畫者在讚嘆大自然的雄偉壯闊，

六
○

三公分，寬一
•

境悠然與共。︿谿山行旅圖﹀︵圖
七︶，縱二

林瀑布間，與景色融為一體，不仔細

茂林巨石下，格外渺小；樓閣隱藏山

三 •
三公分巨幅大畫，巍峨聳立的高
山、涓涓垂注的瀑布，驢馬行人走在

○

文創作同時，描繪自然的畫作也應時

保存在臺北故宮被譽為鎮院之寶

色的中國山水畫藝術。研究指出，這

四

的范寬︵約九五 ○ 一 ○
三二︶︿谿
山行旅圖﹀及郭熙︵約一
∼

完整的東晉畫家顧愷之︵三四六
七︶︿女史箴圖﹀雖是人物畫，但
○
顧氏著︽論畫︾中已提到：﹁凡畫，

明山水畫已然形成。也有人主張：自

○○○ 一

人 最 難 ， 次 山 水 ， 次 狗 馬 ︙︙ 。 ﹂ 證

九 ○
︶︿早春圖﹀，這兩幅寫實的
○
北宋山水畫作，任何人觀之，均能感

而生。

天文圖

類畫作大概出現在魏晉時期，存世最

明

∼

46
2016年10月
故宮文物月刊·第403期

4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宋

范寬

谿山行旅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仇英

絹本彩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伏羲氏
冊
明

畫帝王道統萬年圖
圖5

圖7

∼

展場巡禮

天人合一•永續發展—華夏藝術中的自然觀

三公
•

端詳，不易察覺，卻十分和諧。︿早
春圖﹀︵圖八︶，縱一五八
分，寬一 ○
八 •
一公分，也是一張巨
幅大畫，主景集中在近景巨石蒼松，
銜接錯落有緻的山石密林、流水瀑
布、溪澗縱谷及平台樓閣，雲煙飄渺
間主峰再起；左側平坡逶迤，拉出了
遙遠的空間感。全幅景緻描繪初春瑞
雪消融，大地甦醒，草木發枝；時值
日暮，左側巨石後露出茅屋竹籬人
家，婦人抱嬰，前後兩童子挑著擔
子，小狗奔走於前，似乎是一家人從
靠岸的蓬船登岸回家；右側舟子似乎
也正撐篙靠岸；山間路上，也有行人
匆匆趕路。同樣以人物渺小的手法，
襯托出山石的壯觀，隱藏於山林間的
人家，無論是亭台樓閣的豪富宅第，
或茅屋籬笆的市井小民，均與大地和
諧與共，表達的正是中國山水繪畫中
﹁天人合一﹂的自然觀。
除山水畫作外，中國花卉翎毛
畫，也是源自捕捉自然界中瞬息萬變
的景象。院藏宋崔白︵十一世紀︶的
︿雙喜圖﹀︵圖九︶即是例證。畫
家以精練的技法，捕捉到稍縱即逝的

棘、竹子、野草︶及大自然︵秋色、

子與喜鵲︶、植物︵霜葉、枯枝、荊

活潑，傳達觀察者︵人︶、動物︵兔

被肅殺秋風吹得颯颯作響。構圖生動

霜葉、枯枝、荊棘、竹葉及路邊野草

的兩隻喜鵲，三者在秋日野外相遇；

十一︶。前者紀錄了南宋燈光通明的

一二六四︶︿秉燭夜遊圖﹀︵圖

十︶及馬麟︵活動於一一九五

宮廷畫家馬遠︵活動於一一九 ○
一二二四︶︿華燈侍宴圖﹀︵圖

描繪﹂，策展人首先入選南宋父子

綜觀特展第一單元﹁實景的

富，成為﹁華夏藝術中的自然觀﹂特

風、山坡︶和諧且饒富趣味律動，雖

宮闕正進行皇家夜宴、歌舞昇平的氛

自然景象：兩隻山喜鵲向路過的野

在肅殺的秋季，仍然生機盎然。類似

圍，為靜謐夜色注入歡樂生氣；後者

展重點選件。

上述實景描述作品，是中國藝術重要

畫白衣文士踞坐於小閣裡，望向庭中

兔鳴叫示警，野兔回頭張望展翅示威

表現題材，在故宮典藏文物中極為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軸
早春圖
郭熙
宋
圖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軸
雙喜圖
崔白
宋
圖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軸
華燈侍宴圖
馬遠
宋
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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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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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紈扇畫冊
秉燭夜遊圖
馬麟
圖11 宋

展場巡禮

天人合一•永續發展—華夏藝術中的自然觀

受月光及燭火映照的海棠花，正是蘇
軾：﹁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
紅妝﹂詩意寫照。馬氏父子結合了自
然美景與人文活動，成就千年絕響，
迄今觀畫，這兩幅南宋傑作仍叫人怦

皇帝有詠西湖景色詩文外，清代宮

一七六九︶︿西

廷畫家也開始描繪西湖景色，如董
邦達︵一六九九

︵一六六八
一七五六︶︿西湖圖﹀

湖十景圖﹀︵圖十三︶及張宗蒼

∼

記錄四季花卉配以相應的翎毛魚蟲等

夏雲、秋月、冬嶺等四景山水畫作，

生飲食文化與醫療系統；詠嘆春水、

創作中，於是出現配合四時節氣的養

生活哲理當然也折射在文人藝術詩文

四時配合二十四節氣生活作息，這種

育人們應依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規律，先聖先哲領悟到箇中真諦，教

榮，周而復始，生生不息，原是自然

季節變化，四時運轉，生命枯

季節題材

於人為開發破壞，逐漸形成保存文化

點；也因文人的愛好，自然美景得免

不同創作工藝，留下杭州西湖著名景

胎畫琺瑯風景蓋罐﹀︵圖十六︶，以

碗﹀一對︵圖十五︶及清乾隆款︿銅

一組、清雍正款︿琺瑯彩瓷虎丘山水

合選展了清乾隆款︿西湖十景圖墨﹀

︵圖十四︶等。器物處策展人特別配

∼

然心動。
第三件選展作品是宋葉肖巖
︵活動於十三世紀前半︶的︿西湖
十景圖﹀︵圖十二︶。杭州西湖十
景出現於宋室南渡後，歷經元、
明、清發展已有十八景、二十四景
之說，成為名勝保留迄今，吸引著
各代文人雅士留下無數詩文畫作。
清高宗曾南巡遊西湖，自此除乾隆

遺產共識。院藏明錢穀︵一五 ○
九
一五七八︶︿石湖八景圖冊﹀︵圖
十七︶亦為一例，石湖屬太湖支流，
山明水秀，風光綺麗，相傳春秋晚期
著名歷史人物范蠡帶西施入太湖隱居
於此，發展至今已成為保存有豐富吳

年來石湖的自然風光與人文建設似乎

越遺跡的國家公園。對照於明代畫家

已盡可能保存下來了，今日暢遊石湖

錢穀所繪︿石湖八景圖冊﹀，五百多

依稀仍見錢穀畫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
西湖十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軸
西湖圖
張宗蒼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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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湖八景圖

董邦達
圖13 清

蘇堤春曉
冊
圖12 宋 葉肖巖 西湖十景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石湖
錢穀

冊
明
圖17

圖14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風景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器表為黃地西洋纏枝
花錦，蓋、肩、腹各四開光，分別以棗紅、藍和紫紅色繪傳統山水人物。
圖1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琺瑯彩瓷虎丘山水圖碗
雍正
清
圖15

展場巡禮

天人合一•永續發展—華夏藝術中的自然觀

寫生作品，以及春水、秋山等立體構
圖等。而在儒家學說的影響下，藝術
創作者觀察大自然，固然見其美，更
重要是見其德。例如，中國文人特愛
松、竹、梅，譽為歲寒三友，有不畏
寒霜、不與百花爭榮之德，成為畫作
重要題材；梅盛開於寒冬、蘭幽靜中
飄香、菊榮於秋日、竹挺直有節，皆
隱寓君子之德，故稱四君子；荷出淤
泥而不染，也成為中國花卉畫中重要
的一支。
筆者參與討論過程，在第三
單元﹁季節題材﹂中，書畫處原選
有四幅元人畫作：︿畫春堂琴韻﹀
︵圖十八︶、︿畫夏墅棋聲﹀︵圖
十九︶、︿畫秋庭書壁﹀︵圖二十︶
及︿畫冬室畫禪﹀︵圖二一︶圖軸，
是結合四季變化與文人生活的畫作；
元人︿太行雪霽圖﹀︵圖二二︶及宋
人李相︿東籬秋色圖﹀︵圖二三︶，

一五七六︶所繪︿四時

俗活動或動植物，表達二十四節氣，
折射出帝王關心民瘼、教化百姓順天
應時的生活哲理；後者全卷繪四時花
卉四十餘種，寓意四季長春，彰顯花
葉世界之美。
以四季花卉為紋飾裝點用器，
是工藝創作常用手法，因此選展多件
瓷器、琺瑯器、漆器及銅器等。例如
清康熙︿銅胎畫琺瑯四季花卉膽瓶﹀
︵圖二六︶策展人描述：﹁瓶身彩繪
海棠、荷、芙蓉、梅分別代表春、
夏、秋、冬四季之花卉，花朵粉白相
映，顧盼多姿，色彩暈染濃淡得宜，
配色清麗脫俗，尺寸雖小卻在空間分
布巧妙的布局中看見四季的流轉。﹂
清雍正︿琺瑯彩瓷紅地白梅花碗﹀
︵圖二七︶，瓷碗器外施紅色琺瑯料
為地，彩繪白梅及翠竹，是雍正皇帝
喜愛的紋樣。同樣的構圖，也有黑地
白梅者，清世宗究竟是愛梅花之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軸
畫春堂琴韻
圖18 元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軸
畫夏墅棋聲

是詠嘆秋冬景色作品；明人陸治
︵一四九六

一七四六︶

︵？ 一八 ○
五︶︿春祺集錦﹀︵圖
二五︶。前者以山水畫作點綴應時風

︿畫墨妙珠林﹀︵圖二四︶及汪承霈

品：張若靄︵一七一三

最後選展兩卷清乾隆朝詞臣畫家作

分明的題材。策展人幾經討論取捨，

佳景圖軸﹀等，均是表現大自然四季

花卉真蹟卷﹀、︿歲朝圖﹀與︿端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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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元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軸
畫秋庭書壁
元人
圖2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軸
畫冬室畫禪
圖21 元人

∼

展場巡禮

天人合一•永續發展—華夏藝術中的自然觀

道教影響下，凡人修道有成，羽化

中龍鳳﹂讚譽出色之人。再者，在

袍，主宰天下，華人迄今仍以﹁人

尊貴無比，權力不容被挑戰，身穿龍

攀附成為龍的人間化身，真命天子，

︵一四九四

治︿仙山玉洞圖﹀︵圖三十︶、仇英

學。選展的宋王詵︵一 ○
三六 一 ○
九三︶︿瀛山圖﹀︵圖二九︶、明陸

古籍中更是詳載修道練丹與養生哲

神獸盤踞，繪畫裡則有仙山蓬萊，

一五五二︶的︿仙山樓

夏文化在道教思想影響下，仙人羽

龍頭杖與書冊，侍者隨侍在側。華

仙人，頭冠圓光，乘龍御風，手持

丘壑中的仙境，這類色彩瑰麗的山水

三二︶等，都是以青山綠水呈現畫家

二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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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欣賞梅花堅忍不畏嚴寒的美德
呢？正是：﹁看花是花不是花﹂，花
花世界真實存在，觀察者固然欣賞其
美，然更被其生長環境所感動，這也
就是中國藝術中的自然觀。

想像世界、人與自然
特 展 的 第 三 、四 單 元 ， 就 筆 者
看來，均屬人與自然範疇。人對於
未知的自然界充滿想像力與期待，許
多實境中不存在的虛擬圖騰於是出
現，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元素，龍

升天，也常乘龍而去。選展的宋馬

∼

幻境，發展成為中國畫史上的獨特篇

∼

客、洞天福地、幽玄祕境，是許多出
世修道者追求的理想境界，也皆成
為藝術表現題材，於是器物上可見

∼

與鳳便是其中一例。有人主張華夏民
族是龍的傳人，中國歷代君王更努力

遠︿乘龍圖﹀︵圖二八︶，畫得道

李相

閣圖﹀︵圖三一︶及文伯仁︵一五 ○
一五七五︶︿圓嶠書屋圖﹀︵圖

圖23 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瓷胎畫琺瑯紅地白梅花碗
雍正
清
圖27

故宮文物月刊·第403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銅胎畫琺瑯四季花卉膽瓶
康熙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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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軸
太行雪霽圖
圖22 元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軸
東籬秋色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驚蟄
張若靄

畫墨妙珠林（卯）冊
圖24 清

圖26

全卷縱42，橫778.8公分
局部
卷
清 汪承霈 春祺集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5

展場巡禮

天人合一•永續發展—華夏藝術中的自然觀

章。文伯仁︿圓嶠書屋圖﹀，將傳說
中的海上仙山﹁圓嶠﹂繪於圖幅上
端，島嶼樓觀，杳無人煙，是仙人居
住之所；下幅繪座落於園林中的茅舍
人家，名曰﹁書屋﹂，應是繪書齋即
景，文人晤談，有朋來訪，好不熱

有依月亮盈虧訂出針灸時辰的禁
忌，有以星象變化作為占驗依據，
有模擬蟲、草、鳥、獸姿態以除病
強健的運動招式，有模仿自然美景

三三︶，更清晰表達了自然美境與人

最後一單元是﹁人與自然﹂，策

之色澤、質感、形象的瓷器與文房

一七九四︶︿畫登瀛洲圖﹀︵圖

人悠然神往。清張廷彥︵一七三五

人對自然的學習與互動，更是人與

與情懷。種種藝術表現不僅呈現出

仿天體紫微星垣設計的宮闕地圖，

古人師法自然的結果，因而出現摹

展人盧雪燕詮釋極佳：

文具，也有為數眾多以讚嘆園林與

自然萬物相生相息的絕佳例證。

達再造自然、回歸自然的人文理想

此一單元中，圖書文獻處選展

田園為主題的詩文書畫創作，以傳

天人合一的境界。畫作清潤雅秀，令

人想像的仙境，遂與現實疊合，臻至

鬧。文伯仁的天上人間，咫尺天涯，

仙山玉洞圖

文生活交融和諧的理想世界。

陸治

一水相連，似乎是可互通的；於是文

圖30

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軸
仙山樓閣圖
仇英
明
圖31
軸
明 文伯仁 圓嶠書屋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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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山圖

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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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
乘龍圖
馬遠
圖28 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王詵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
局部
圖29 宋

展場巡禮

天人合一•永續發展—華夏藝術中的自然觀

價值兩層意涵，全書共八論，強調

﹁遵生﹂有遵循生命常軌和尊重生命

︵圖三五︶，是為晚明養生專著，

和身分感知相互形塑與影響。︽繡像

︵性情︶，重視文人生活、身體修練

﹁養生﹂應包含養形︵形體︶和養神

翻症︾︵圖三六︶則是討論﹁痧症﹂
病狀與治療方法的圖譜，書中以具體
的動物形象為各種病症命名，也是一
本透過繪圖具體呈現痧症症狀，並以
文字敘述病徵與治療方法的醫書；卷
末附有勞傷吐血等二十種疑難雜症的
治療方式。
總之，古人觀察自然、師法自
然，用各種方式載錄自然，以豐富想
像力詮釋未知的自然，將各種自然界
現象轉換並融入日常生活中，這就是
影響中華民族兩千多年﹁天人合一、
和諧與共、永續發展﹂哲理的智慧與
創造力。

結語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聞名國際，
也是世界各大博物館希冀引借展覽的
華夏文物，然以往的借展博物館，
多以歷代帝皇收藏為策展主軸，如
一九九六年赴美國巡迴展的﹁中華
瑰寶 —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珍藏﹂、
一九九八年赴法國的﹁帝國的回憶 —

情懷。展件說明中詮釋道：﹁自然對
於詩人而言，不僅是藉由文字追摹的
對象，同時也是探索和創造個人生命
境界的重要媒介。﹂此二人的詩作影
響華人社會深遠。
﹁人與自然﹂單元中，文獻處
選展了多件古人師法自然的名著，
最特殊有趣的是︽黃帝蝦蟇經︾︵圖
三四︶，這是一部討論針灸治病的
醫書，成書較早，約在漢代以後，
以中國最早的醫理論著︽黃帝內經︾
為基礎，結合日月變化及陰陽刑德觀
念，主張人體的氣血消長會隨著月亮
盈虧而產生規律性變化。所謂蝦蟇，
又作蝦蟆、蛤蟆，亦即蟾蜍。書中主
張針炙下針定穴位須因應入夜月中兔
子及蝦蟇轉變而有所調整；治療五臟
病痛，亦應配合四時、五行之避忌。
全書圖文並茂，以圖示說明針灸穴位

國立故宮博物院瑰寶﹂、二
•

︶撰︽雅尚齋遵生八牋︾
○

與月亮盈虧關係。高濂︵一五七三
一六二

台北

台北
—
八
○○
台灣國立
—
一四年赴
○

三年赴德國的﹁天子之寶
○○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二
年赴奧地利的﹁物華天寶
故宮博物院精品展﹂、二

日本的﹁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
神
展﹂及正在美國舊金山亞洲
—
品至寶

藝術館展出的﹁天子之寶 —
國立故宮
博物院精品展﹂等，各博物館策展人
要求借展文物，必然上溯自院藏唐宋
國寶級作品，以珍藏概念策展，主題
性不強。﹁唐獎選萃﹂策展期間，澳
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博物館前來索展，
本人請同仁推介﹁華夏藝術中的自然
觀﹂，獲得該館熱情回應，議定該展

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前院長

將於二 ○
一八年赴澳洲展出，是為唐
獎策展中的意外收穫。

註釋
引自鄧淑蘋，︿圓與方 —
古人思維中的
歷代玉器
天地陰陽﹀，︽古玉新釋 —
小品文集︾，國立故宮博物院，二 ○
一六。
有關圖二新石器時代齊家文化︿玉
璧﹀、圖三良渚文化晚期︿玉琮﹀及圖
四明︿玉三連環﹀論述，徵引自器物處
張麗端副研究員提供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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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最負盛名的唐代山水
田園詩人孟浩然︵六八九或六九一
∼

滿了詩人對自然的讚嘆與回歸自然的

∼

七四 ○
︶與王維︵六九二 七六一或
六九九 七五九︶的詩集，詩集中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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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
畫登瀛洲圖
張廷彥
圖33 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刊本
《雅尚齋遵生八牋》
高濂
圖35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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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光緒29年（1903）樹德堂刊本
《繡像翻症》
圖36

2.

圖34 《黃帝蝦蟇經》 日本文政6年（1823）敬業樂群樓刊衛生彙編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