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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二十世紀以降，王國維其人及其文藝思想，廣為近世學者所論議，足見

其學術研究之重要。自 1914 年第一篇論文始迄今，王學研究已有百餘

年歷史。其境界說，可謂美學上極其重要之理論。觀其論斷精審，著想

之高，洵堪為文藝之法式。今欲言文藝及人生之道，王氏美學可資參酌

者甚多。 是以本論文研究目的有四：一、探究王國維美學思想之西學淵

源。二、論析王國維境界說之內涵，三、闡述王國維境界說之實踐方

法。最後，評議王國維美學思想之得失。冀以研究所得，以為今之學人

論藝、立身之鵠的。故本文內容，分四部份：第一部份，述說研究緣

起、研究方法，及闡述王氏美學之生發，與其傳介西方哲學美學之概



略；第二部份：主述王國維美學核心——境界說之淵源、義涵、樞機與

運斤法則；第三部份：境界綜論，申述境界與知識、形式、天才之關

係；第四部份：餘論，則分由生命存在與〈人間詞〉創作，論述王氏境

界說之實踐工夫。 研究後發現，王國維美學思想紹述康德、席勒、叔本

華、尼采之學說，而逐次步上德國唯心思辨哲學後塵。康、席、叔皆欲

假審美無關利害之特質，調和情與理之對峙，以復歸人之善良本性。王

國維美學，亦然。觀其四大說，無用、天才、古雅、境界說及其相關之

一系列新學語，如出與入，有無之我，大小之境，造境與寫境，意與

境，自然與理想......等，在在可見靜安化合情理二者之欲圖。然如彼等

所言，審美判斷與人之知力、意志，皆吾心之形式，而外物本質原不可

知，若此，則先驗主觀之審美如何彌合主觀之知、意？故知，王國維美

學，亦如康、席、叔、尼之學說，猶未盡善。 即令如是，王國維於新學

初唱之際，傾力傳介西方哲理，開時代風氣，厥功甚偉，其重要性，固

不待言。  

摘要

(英) 

Wang Guo-wei's Aesthetic Thought Since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Wang Guo-

wei's concept of art has been studied broadly. This shows that his concept of 

aesthetics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world. From his first paper in 1914, 

Wang Guo-wei's academic concept has been studied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His theory of realm has great influence on aesthetics. Therefore, if any 

scholars would like to study aesthetics today, Wang's theory can offer a lot of 

consultation. For this reason, this paper has four main purposes: First, study the 

origin of concepts of Wang Guo-wei's aesthetics. Second, study the culture of 

Wang Guo-wei's theory of realm. Third, study the practice of Wang Guo-wei's 

realm theory. Finally, discus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Wang Guo-

wei's aesthetic thinking. I hope tha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be used as the 

goal of later scholars. Studies found that Wang Guo wei inherited a large aesthetic 

thinking from Kant, Schiller, Schopenhauer and Nietzsche, and went on the path 

of the German's idealism and debate gradually. Kant wants to blend the conflict 

of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and to restore human nature by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So does the Wang Guo-wei's thought of aesthetic. From the four of theory 

- Useless, Genius, Quaint, Realm, we can clearly see his effort to harmonize the 

conflict. However, such as Kant there are no more than subjective judgments and 

lacking in objectivity, then the Wang Guo weis concept of art tends to be 

subjective inevitably. In spite of this, Wang Guo wei has a very great contribution 

on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Therefore, Wang Guo-wei's aesthetic 

thought is very important and beyond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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