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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之目的，在探討倪瓚文藝之成就與精神。了解在異族統治之下，元

代文人之遭遇與心境。倪瓚，為元代典型文人畫家，兼三絕，而世多重

其畫，研究其畫，於其詩與書，則尟有研究者，乃思從文學與藝術結

合，詩藝合一之角度，對其文藝思想與創作，作系統深入研究，期能有

所發見。 本文之主題為《倪瓚文藝研究》。全文近三十萬言。除緒論、

結論外，共分為七章，十八節。另有附圖五十六張。茲述其要於後。 

〈緒論〉，旨在說明研究動機、範圍、方法，與過程。方法上，強調由

詩知人，由人知藝，以詩詮畫之法。 第一章〈倪瓚之生平〉，分為傳

略、生活、人品、思想等四節，說明其家世、生活、為人，與思想。以



為探討其文藝思想與創作之基礎。其中，「生活」一節，強調其逢亂棄

家之後，心境上之變化，及其對文藝風格之影響。「人品」一節，強調

其人品，含道德、韻度，與翰采風流三層次。「思想」一節，指出其

儒、釋、道三家思想背景，並論其文藝創作之具有深厚文化思想基礎。 

第二章〈倪瓚文藝之時代背景〉，第一節，說明當時「政治環境」。第

二節，說明當時宮廷內外之「藝文環境」，指出元代所盛，書畫鑑藏、

詩社活動，及藝文雅集之風，對其文藝活動之影響。 第三章〈倪瓚之詩

學主張與倪詩體格〉，旨在闡明其詩學見解，並析論倪詩之體裁、題

材、主題，與風格。第一節〈倪瓚之詩學主張〉，指出其以陶、韋、柳

之詩，為得吟詠性情之正，然亦不廢屈子、少陵之忠憤。第二節，〈倪

詩之體類〉，以題材分類，內容分類為主。第三節〈倪詩之風格〉，指

出其詩風，非止於閒澹一格而已。 第四章〈倪瓚之題畫詩與詠懷詩〉，

係針對二類作深入探討，以為研究倪畫之基礎。第一節〈題畫詩〉，分

其內容為七類。並歸納為「言志抒情」，與「繪畫見解」兩大類，並略

論其與李、杜、蘇、黃之異同。第二節〈詠懷詩〉，指出其主題以「隱

逸」、「不遇」、「懷古」、「黍離」四類為主。並據以分析其精神內

蘊，及對其繪畫之影響。 第五章〈倪瓚之畫學思想與倪畫體要〉，第一

節〈倪瓚之畫學思想〉，說明其對繪畫功能（或創作目的）、審美理

想、品鑑標準等方面之見解。第二節，〈倪畫之藝術特徵〉，側重藝術

形式方面創發之說明。 第六章〈倪畫之意境與品第〉，旨在探討倪畫之

境界、價值，與成就。第一節〈倪畫之意境〉，指出倪畫具有簡遠高逸

等五種意境美。第二節〈倪畫之品第〉，探討逸品畫論之源流，並說明

倪畫品第尊高之由。 第七章〈倪瓚之書學觀念與倪書風神〉，旨在探討

倪瓚之書學見解與成就。第一節〈倪書之師承〉，說明其書學淵源，涵

概晉韻、唐法與宋意三方面。第二節，〈倪瓚之書學觀念〉，說明其論

書重人品，但其人品觀念與傳統觀念有別。第三節〈倪書之分類與風格

意境〉，明其題畫書法之藝術價值，及其書能入晉人格轍，且得其神

理，成就在唐人之上。並說明其風神之清絕，意境之高逸，攸關人品。 

〈結論〉，首先，分析其文藝精神，指出其具有民族精神、仁愛精神，

與超軼絕塵之精神。其次，說明其文藝之特質與成就。最後論其畫史地

位，與現代意義。 至於本研究之創見，主要有以下數項： 其一，研究

方法上，「以文論藝」，切合於倪瓚騷人逸士之身分；「以詩詮畫」，

合詩畫而通論之，切合於倪畫「詩化」之本質。並側重其與傳統間之聯

繫、比較，以顯其精神與特質。 其二，首次就倪詩作系統深入研究，尤

其是題畫、詠懷二詩類之探討，頗能見其性情與精神。 其三，倪畫部

分，詳析其「胸中逸氣」之四層涵義；書法部分，對影響倪瓚書風之所

謂「魏晉風韻」，及宋書之「尚意」，亦試抒拙見。 其四，突破傳統人

品觀念，使人品觀念，在儒家「德行」一義外，尚含有「文學」與「風

韻」兩層意義。並發現倪瓚在儒家「道德節概」外，尚具有魏晉人物之

「韻度」，與宋代名賢之「風流」。 其五，發現倪瓚為一「節士畫

家」，與「仁愛憂國之隱逸詩人」，堪稱「儒隱」，非世俗所謂「不食

人間煙火」者也。 其六，詩歌方面，發現其詩風，有極忠憤、悲涼、貞

勁之一面，非止於閒澹沖和一格。 其七，繪畫方面，發現其常藉畫詠

懷。且畫風通於詩風，意象極簡澹，而至味在其中。且在王、孟詩「清



遠神韻」之外，別饒一種屈子、少陵「悲壯沈厚」之象外之意。今人受

西方影響，有割裂詩畫，純以神韻清虛論倪畫者，蓋失之。 其八，書法

方面，發現其書法之神韻，不僅得六朝道經啟示，且有二王、鍾繇、郗

鑒之影響。格調為有元第一，境界在唐人之上。書畫皆臻逸品，非子昂

之輩所能夢及。 其九，發現其文藝風格，無論詩書畫，皆具有極深厚之

文化思想基礎。而此種思想，涵概儒、釋、道三家。而創作之旨趣，則

在舒時代之「悲」，寫一己之「清」與「仁」。若純以酬酢視之，未免

皮相。 以上，述本研究之成果，至於更嚴謹之詩、書、畫繫年分期，與

畫作之真偽考辨，則力有未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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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集》 元．楊維楨 商務 民七五年 《鐵崖先生古樂府》 元．楊維楨 商

務 民七五年 《清容居士集》 元．袁 桷 中華 民五五年 《僑吳集》（元

代珍本文集彙刊） 元．鄭元祐 中華 民五五年 《秋澗集》（四部叢刊初

編） 元．王 惲 故宮博物院藏 《梧溪集》（四庫珍本二集） 元．王 逢 

商務 《陶南村集》 明．陶宗儀 中圖善本 《谷音》（四部叢刊初編） 杜 

本 商務 《河汾諸老詩集》（四部叢刊初編） 房 祺 商務 《高太史大全

集》（四部叢刊初編） 明．高 啟 商務 《甌香館集》（別下齋校本） 

清．惲 格 學海 民六一年 《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四庫全書珍本六集） 

陳邦彥等 商務 乙、 文學批評（文論、詩話、詞話） 《滄浪詩話》 嚴 

羽 弘道 民六十年 《石洲詩話》 翁方綱 廣文 民六十年 《詩藪》 胡應麟 

廣文 民六一年 《帶經堂詩話》 王士禎 廣文 民五七年 《歷代詩話》 何

文煥 漢京文化 民七二年 《文心雕龍輯註》 黃叔琳註 紀昀評 中華 民七

五 《歷代詩話續編》 丁福保 木鐸 民七二年 《清詩話》 丁福保 木鐸 民

七七年 《詞話叢編》 唐圭璋 廣文 民五六年 二、今 著 （一）、經 學 

《詩經通釋》 業師王靜芝先生 輔大 民六二年 《周易原義新證釋》 孫再

生 正中 民七十年 《周易美學》 劉綱紀 湖南教育 民八一年 （二）、史 

學 《元代社會階級制度》 蒙思明 香港龍門書店 民五六年 《元代漢文化

之活動》 孫克寬 中華 民五七年 《柯九思史料》 宗 典 上海人民美術 民

六二年 《元史研究論集》 袁 冀 商務 民六三年 《元代金華學述》 孫克

寬 東海大學 民六四年 《元史論叢》 袁 冀 聯經 民六七年 《蒙古文化與

社會》 札奇斯欽 商務 民六七年 《元代畫家史料》 陳高華 上海人民美

術 六九年 《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 姜一涵 聯經 民七十年 《元代史

新探》 蕭啟慶 新文豐 民七二年 《元史三論》 楊志玖 人民出版社 民七

四年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 錢 穆 東大 民七四年 《中國隱士

與中國文化》 蔣星煜 上海三聯 七七年 《元代的士人與政治》 王明蓀 

學生書局 民八一年 《宋遼金元史研究論集》 姚從吾等 大陸雜誌社 《元

代道教之發展》 孫克寬 東海大學 《元人傳紀資料》 新文豐 《江蘇藝文

志》（無錫卷） 江蘇人民出版社 三、美藝類（含美學類、藝術類） 

《元四大家》 張光賓先生 故宮 民六四年 《元四大家年表》 張光賓先生 

故宮 民六四年 《中國藝術精神》 徐復觀 學生 民六五年 《中國畫學全

史》 鄭 昶 中華 民六七年 《元朝書畫史研究論集》 張光賓先生 故宮 民

六八年 《倪瓚繪畫觀研究》 吳長鵬 藝術家出版社 民六九年 《沈尹默論

書叢稿》 沈尹默先生著 馬國權編 台北明文 民七一年 《書畫書錄解題》 

余紹宋 浙江人民 民七一年 《中國畫史研究論集》 李霖燦先生 商務 民

七二年 《美的歷程》 李澤厚 元山書局 民七三年 《中國繪畫理論》 傅

抱石 華正 民七三年 《中國書畫理論》 黃賓虹 華正書局 民七三年版 

《中國藝術文化史─ 題跋學》 許海欽 豪峰 民七四年 《中國繪畫美學史

稿》 郭 因 木鐸 民七五年 《西方文學批評方法評介》 賴干堅 廈門大學 

民七五年 《故宮博物院名畫之欣賞》 鮑少游 商務 民七六年 《中國書法

理論體系》 熊秉明 谷風 民七六年 《山水與美學》 伍蠡甫等 丹青 民七

六年 《高克恭研究》 吳保和 故宮博物院 民七六年 《董其昌年譜》 鄭 

威 上海書畫出版社 民七八年 《中國繪畫史圖錄》 徐邦達編 上海人民美



術 民七八年 《莊子與中國美學》 劉紹瑾 廣東高教 民七八年 《氣化和

諧─ 中國古典審美意識的獨特發展》 于 民 長春東北師大 民七九年 

《中國繪畫史》 俞劍華 商務 民八十年 《六朝畫論研究》 陳傳席 學生 

民八十年 《中國文人畫之研究》 陳師曾 中華書畫 民八十年 《繪畫東西

方文化的沖撞》 王慶生 北京大學 民八十年 《中國繪畫研究論文集》 朵

雲編譯部 上海書畫 民八一年 《中國書畫與文人意識》 陳滯冬 吉林教育 

民八一年 《王羲之與王獻之》 潘 岳 上海書畫 民八一年 《中國書畫》 

楊 仁 南天 民八一年 《中國繪畫思想史》 高木森 東大 民八一年 《神與

物遊─論中國傳統審美方式》 成復旺 商鼎 民八一年 《王靜芝論書叢

稿》 業師王靜芝先生 華嚴 民八二年 《唐宋詞美學》 鄧喬彬 南齊魯書

社 民八二年 《心境與表現─ 中國繪畫文化學散論》 徐建融 上海人民美

術 民八二年 《藝術至境論》 顧祖釗 天津百花文藝 民八二年 《明清文

人畫新潮》 林 木 上海人民美術 民八二年 《心印》 方 聞 上海書畫 民八

二年 《中國詩畫與中國文化》 張 晨 遼寧教育 民八二年 《中國元代藝

術史》 李福順 北京人民 民八三年 《意境 · 典型 · 比興編》 徐中玉主編 

中社科 民八三年 《禪與中國藝術精神的嬗變》 黃河濤 北京商務 民八三

年 《中國畫心性論》 江 宏、邵 琦 上海書畫 民八三年 《四王畫論輯

注》 吳聿明 浙江人民美術 民八三年 《中國畫的靈魂─哲理性》 張啟業 

北京文物 民八三年 《唐人書法與文化》 王元軍 台北東大 民八四年三月 

《藝術史與藝術批評》 郭繼生 台北書林 民八四年三月 《宋代詞學審美

理想》 張惠民 北京人民文學 民八四年 《中國藝術的生命精神》 朱良志 

安徽教育 民八四年 《中國藝術意境論》 薄震元 北京大學 民八四年 

《詩情畫意》 鄭文惠 台北東大 民八四年 《境生象外》 韓林德 北京三

聯 民八四年 《論書絕句》 啟 功先生 商務香港分館 《文人畫粹編第三

卷》 日．石川淳 東京中央公論社 民六八年 《中國美術史》 日．大村西

崖著、陳彬龢譯 商務 民七六年 《中國繪畫史》 美．高居翰（James 

Cahill）著 李渝譯 雄獅 民七八年 《隔江山色》 美．高居翰 台北石頭出

版社 民八三年 （四）、 文學類 甲、 文學批評（文論、詩話、詞話） 

《從詩到曲》 先師鄭騫先生 科學出版社 民五十年 《詩品註》 業師汪中

先生 正中 民五九年 《百種詩話類編》 先師台靜農先生 藝文 民六三年 

《元詩研究》 業師包根弟先生 幼獅文化 民六七年 《元代文學批評資料

彙編》 曾永義先生 成文 民六七年 《元季四畫家詩校輯》 莊 申 香港大

學亞州研究中心 民七一年 《元代文學批評之研究》 朱榮智先生 聯經 民

七一年 《抒情的境界─中國文化新論文學篇》 蔡英俊等 聯經 民七一年 

《談藝錄》 錢鍾書 木鐸 民七二年 《古典文學論探索》 業師王夢鷗先生 

香港集成 民七三年 《中國詩歌研究》 羅宗濤先生等 中央文物 民七四年 

《兩宋文史論叢》 黃啟方先生 學海出版社 民七四年 《中國文學論集》 

徐復觀 學生 民七四年 《趙孟頫文學與藝術之研究》 戴麗珠 學海出版社 

民七五年 《中國山水詩研究》 王國瓔 聯經 民七五年 《中國文學批評

史》 郭紹虞 盤庚出版社 民七七年 《宋元文學史稿》 吳組緗 北京大學 

民七八年 《蕭瑟金元調》 李夢生 上海古籍 民八十年 《宋詞與佛道思

想》 史雙元 北京今日中國 民八一年 《道家與道家文學》 李炳海 麗文

文化 民八三年 《中國修辭學史》 周振甫 洪葉文化 民八十四年 《宋金

元文學批評史》 顧易生等 上海古籍 民八五年 《中國詩詞風格研究》 楊



成鑑 上海古籍 民八五年 貳、 論 文 類 一、期刊論文 ＜元代的科舉制度

＞ 丁崑健 華學月刊一二四、一二五期 ＜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

背景＞ 姚大力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 ＜元代佛教與元代社會＞ 陳

高華 中國古代史論叢七十年一輯 ＜金元之際的全真道＞ 郭 旃 元史論叢

第三輯 ＜元初的遺民詩社─月泉吟社＞ 徐儒宗 文學遺產一九八六年六

期 ＜元代詩學＞ 業師包根弟先生 中國文學講話八遼金元文學（巨流七

五年版） ＜元詩四大家＞ 業師包根弟先生 輔仁國文學報第四期 ＜元詩

的特質＞ 業師包根弟先生 青年戰士報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十版 ＜倪雲

林生平及詩詞＞ 王季遷 故宮季刊一卷二期 ＜清閟詩文論略＞ 鄂允文 蘇

州大學學報一九九五年第一期 ＜倪雲林與清閟閣＞ 于大成先生 純文學

十卷二期 ＜詩境界＞ 業師王夢鷗先生 中國語文三二七期 ＜詩品與人品

＞ 先師葉慶炳先生 中外文學十四卷十二期 ＜元玄儒句曲外史貞居先生

張雨年表＞ 張光賓先生 美術學報十四期 ＜元賦風格論＞ 許 結 文學遺

產一九九三年一期 ＜元人散曲的神韻＞ 黃 克 文史知識一九九五年十二

期 ＜晉末宋初的山水詩與山水畫＞ 廖蔚卿 大陸雜誌四卷四期 ＜論中國

詩與中國畫的融通＞ 陳憲年 文藝理論研究一九九五年四期 ＜中國詩與

中國畫＞ 錢鍾書 收入《七綴集》 書林 民七九年 ＜中國古代題畫詩論略

＞ 劉繼才 社會科學輯刊一九八六年五期 ＜盛唐的題畫詩＞ 孔壽山 朵雲

一九八七年四期 ＜元代的題畫詩＞ 業師包根弟先生 古典文學第二輯民

六九年七月 ＜唐代詩論畫論的互相滲透＞ 陳華昌 朵雲一九八八年二期 

＜中國畫題跋之研究＞ 虞君質 故宮季刊一卷二期 ＜倪瓚畫之著錄及其

偽作＞ 容 庚 中國學報二卷二期∫三卷四期 ＜中國藝術之抽象觀念化＞ 

業師王夢鷗先生 美術學報三期 ＜中國繪畫的意境＞ 姚夢谷 美術學報民

五七年一二月 ＜文人畫的基本精神＞ 高木森 故宮文物四卷一期 ＜文論

與畫論─從歷代文論、詩話來看文人畫應具之修養＞ 舒士俊 朵雲一九

八六年十一集 ＜文人畫的價值＞ 陳衡恪 中國畫研究一期一九八一年十

一月 ＜談中國文人畫＞ 江兆申 故宮文物四卷四期 ＜士人畫的分期與文

人畫的發展＞ 高木森 故宮文物四卷二期 ＜試論張彥遠的文人畫觀念＞ 

周學斌 朵雲一九八八年三期 ＜宋代的文人畫論＞ 徐復觀 美術學報三期 

＜蘇軾的文人畫觀論辨（上）（下）＞ 阮 璞 美術研究一九八三年四期 

＜「簡之入微」的理想和「極妍盡態的追求」─惲南田 研究初涉＞ 孫 

克 朵雲一九八五年九集 ＜逸的書學＞ 南 溟 美術史論一九八九年二期 

＜從逸品看文人畫運動＞ 嚴善錞 朵雲一九八八年三期 ＜逸品論的文化

內涵＞ 馬源增 美術研究一九九０年一期 ＜論逸品畫的藝術特徵＞ 郁火

星 美術研究一九八九年四期 ＜中國文人畫史上的董巨逸軌＞ 黃 專 朵雲

一九八八年三期 ＜莊子對文學藝術之影響＞ 林祖亮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十一卷一一期 ＜董其昌的畫論和王漁洋的詩論＞ 張少康 蘇州大學學報

一九九五年二期 ＜中國哲學與中國繪畫＞ 姜澄清 美術史論一九八九年

一期 ＜中國畫家靈魂熔鑄＞ 黃鴻儀 朵雲一九八五年八集 ＜中國繪畫思

想＞ 呂佛庭先生 美術學報十八期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朱志榮 文藝理

論研究一九八年 ＜方東美論中國藝術之精神─攬彼造化力，持為我神通

＞ 易憲容 中國文化月刊二００期 ＜宋元繪畫收藏著錄＞ 金維諾 美術研

究一九八０年三期 ＜元代山水畫基本格局與審美心態＞ 杜哲森 美術研

究一九八八年四期 ＜中國畫批評學爭議＞ 景 鎮 朵雲一九九一年三期 ＜



新安畫派的淵源＞ 汪世清 朵雲一九八五年九集 ＜由比德到暢神＞ 張伯

良 南京師大學報一九八八年四期 ＜荊浩《筆法記》新探＞ 陳奕純 美術

史論一九九三年四期 ＜元代繪畫的時代主調與畫家的民族心理表現＞ 

張啟業 文物一九八八年十期 ＜國畫筆墨探源與欣賞＞ 蔡茂松 美術學報

十九期 ＜中國山水畫的起源＞ 莊 申先生 大陸雜誌八卷八期 ＜近年來元

代繪畫的研究＞ Chu-tsing Li 故宮季刊四卷二期 ＜審美對象的意味＞ 

美．Ｊ．馬克撰 朱葉譯 美術史論一九九０年一期 ＜走向表現文化的

美學＞ 英．埃德加 · 卡里特 北京光明日報民七九年 ＜道家的文藝思潮

＞ 日．青木正兒撰 鄭峰明譯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十二卷十期 ＜題畫文學

之發展＞ 日．青木正兒撰 馬導源譯 大陸雜誌三卷十期 ＜倪雲林年譜＞ 

日．渡邊明義 國華一九六一年四∫五月號 ＜倪雲林＞ 日．中村雍子 日

本美術工藝二五一∫二五二號 二、學位論文 ＜元雜劇所反映之元代社

會＞ 顏天佑 政大中研所博論民六九年 ＜宋題畫詩研究＞ 李 栖 東吳中

研所博論民八十年 ＜元詩之社會性與藝術性研究＞ 蕭麗華 台大中研所

博論民八一年 ＜倪雲林繪畫研究＞ 黃瑞呈 文大藝研所碩論民六十年 ＜

元四家中倪雲林之研究＞ 宋莉環 文大藝研所碩論民六三年 ＜元代繪畫

理論＞ 石守謙 台大史研所碩論民六六年 ＜倪雲林之詩畫研究＞ 虞蓮系 

師大國文所碩論民六六年 ＜元代山水畫主觀意識之表現＞ 吳光閭 文大

藝研所碩論民七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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