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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言：

國立中興大學第一任校長劉道元先生

（1902-1996），在他96載的歲月裡，先後進學、

從政、教研和治校，是一位全方位的人文知識份

子，有著他自己一貫的思想體系。筆者參與興大

退休人員聯誼會，近聞羅時晟教授夫人道：“劉

校長還是我們的結婚證人呢。那是民國 56年的

事。”可知興大師長輩還偶而想起四五十年前劉

校長的種種。“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文

天祥《正氣歌》），重閱劉校長手贈的《九十自

述》，再度念起來初到興大多次拜謁校長伉儷的

的親切容顏。這裡想談論道元先生”渾然忘我”

的審美體驗。茲分五小節論述：（一）、道元先

生與現代新儒家馮友蘭先生的邂逅、（二）、其

受中華文化哲學的薰陶、（三）、其寫作、傾談、

旅遊與蒔花的審美體驗、（四）、渾然忘我之美

學的分析四小節，嘗試呈顯道元先生思想的深層

結構，緬懷這位先哲的人品風範，以表尊崇仰慕

之意，敬請讀者予以指正。

一、 道元先生與現代新儒家馮友蘭先生的

邂逅

馮友蘭先生，字芝生，河南省唐河縣人，中

國現代著名哲學家，現代新儒家思潮的重要代表

人之一。1895年生，從小受到了深厚的傳統文

化的教養，1915年從中國公學畢業，考入北大

中國哲學門第二班學員，1919年官費留學紐約

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學習，形成會通中西哲學的

知識結構。1923年以《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

（又名《天人損益論》）畢業，獲得哲學博士。此英

文版著作於次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恰於此年，

馮友蘭以清華大學教授身份到山東第六中學（曹

縣）演講一星期，聽講學生中有劉道元先生。劉

道元先生《九十自述》記載：“我在三哥劉鏡洲

考上設在荷澤縣的山東第六中學（四年制中學，簡

稱六中）的次年秋以本名劉清泗考取第六中學 27

班預科，一個月之後舉行編班試驗，得以晉升當

年正式考試錄取的第一班，即第 24班。我在曹

縣縣立第一高等小學一年半，即結束了小學課程。

但我的年齡已達 20歲。…我在三四年級時，對

我較有影響的有兩個人，一是王鴻一先生，…其

演講每發生振奮與鼓舞的效果。另一是馮友蘭先

生，清華大學教授，與王鴻一先生私交甚厚。有

一次來到學校住一星期之久，每天下午講一次兩

小時，題目是《立志》，在大禮堂，座位有限。…

聽眾確定而有興趣，主講者有精神而發揮盡致。

以我來說，把馮先生所說出來的的每一字都記在

本子上。講演對象是中學生，內容是立志，對我

的為人、求學、做事、研究學問，發生了莫大助

力。”1

道元先生記載馮先生演講題目是“立志”，

1	 劉道元，《九十自述》，台北：龍文出版社，1994，頁39。列入張玉法、張瑞德主編，《中國現代自傳叢書》第4輯第10種。

此著作之上冊 2u41-307 頁，下冊 307-635 頁，30 餘萬言。

渾然忘我：

● 王慶光（興大國政所退休教授）

劉道元先生審美體驗之分析

▼ 劉道元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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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先秦儒學關於人生觀問題的重要議題，《論

語》：“志於道。”《孟子》：“士何事？曰：

尚志。”“夫志，氣之帥也。”《荀子》：“卑

濕重遲，則抗之以高志。”馮先生事先做過充分

的準備，演講後認真整理這次演講後，換了一個

新名，正式出版面世。馮先生說：

“民國 12（1923）年冬，我往曹州山東省立第六中

學講演，以後整理講演稿，作成《一個人生觀》一

文。此文由商務印書館印入其所發行之《百科小叢

書》內，於 13（1924）年 10月出版。＂2

二年後，馮先生將其博士論文英文本《天人

損益論》自譯為中文，與此《一個人生觀》小書

組合成一本新著：《人生哲學》。這是一個學術

性較濃的著作，它的前 11章就是《天人損益論》

這本書，它的後兩章（12、13 章）就是由他山東第

六中學講稿整理的《一個人生觀》，但增加新字、

易名《一個新人生觀》上（12 章）、《一個新人

生觀》下（13 章）。

將六中演講稿殿後博士論文的這一編排，顯

示馮先生對他在六中的演講是滿意的，那麼他整

理講稿後增加什麼樣的內容呢？馮先生在第 12

章曾重點予以說明：

“今依所謂｀中道´諸哲學之觀點，旁採實用主義

（Pragmatics）及新實在論（Neo-Realism）之見解，

雜以己意，輮為一篇，即以之為吾人所認為較對之

人生論焉。＂3

道元先生對這場講演沒有留下文字紀錄，呂

希晨紀念馮先生的文章中，敘述了 1924年《一

個人生觀》的思想內容，這稍稍彌補了上述缺憾。

呂希晨著重闡述馮先生在中道思想上的創見：“這

是一個具有現代人生哲學意義的新人生論思想體

系。新人生論認為，宇宙是一切事物的總名，人

是宇宙中的一物，人生是宇宙中的一種事，這就

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宇宙間的一切事物，固然

都是變動不居的，人不能以自己的標準衡量宇宙。

吾人動作云為、舉措設施等一切都是人生。人生

的目的就是一個“生”字，生而有欲望，欲望要

求被滿足，此欲望即是“好”，天然就無所謂好

與不好，好是主觀的，只是因為人有欲，於是宇

宙就有了所謂好與不好的區別，於是出現價值觀

念。但在天然界裡本沒有好與不好的價值區別。

這一瞭解，可以緩解由欲與不欲、好與不好的矛

盾導致現實人生的不幸。但是，人生另有道德良

心安寧的需求，人們對客觀自然規律不能不遵，

道德法則是“不得不然”之道。吾人如欲達安心

的目的，就必須遵守道德規範，就這點說，道德

規範亦是客觀的，不隨人的主觀而變更。新人生

論強調理性一則可以發現與認識規則，二則可以

調和人生領域中的矛盾與衝突，而且認為：道德

上的“和”與知識上的“通”是一致的。所以，

吾人滿足一欲，必須適可而止，止於相當程度 ;

過此程度就要與他人之欲發生衝突，從而有害於

“和”。它繼承和發揮了儒家的中和觀念，這對

於保持現實人際關係的和諧、促進社會秩序的穩

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人生論不僅比較全面地論述了人生哲學的一般

問題，而且對於文學藝術、宗教、自由意志、幸福、

人生術、生與死等觀念型態問題有所主張，認為中

國古代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凡人都可

以不朽，人能有所立，其所立就是其精神之所寄，

亦即所謂靈魂的子孫。其所存立，其人亦可謂不朽。

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整個人類是永生的。生

死就是新吾代替故吾的新陳代謝過程。顯然，這些

看法都具有辯證法的合理因素。＂4

馮友蘭先生 1923年冬在曹縣山東第六中學

演說《一個人生觀》，“以我來說，把馮先生所

說出來的的每一字都記在本子上…對我的為人、

求學、做事、研究學問，發生了莫大助力。”（見

２	馮友蘭，《人生哲學‧序》，北京：商務印書館，1926。
３	馮友蘭，《人生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26，頁 276。
４	呂希晨，評馮友蘭的《人生哲學》，收入李中華編，《馮友蘭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287-

304，尤頁 29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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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以下陳述馮先生的演講的確對道元先生在美

學等思想領域起了作用。

二、 道元先生受中華文化哲學的薰陶：

道元先生長期接受私塾教育，傳統文化的底

子深厚，入新制小學讀二年，考入曹縣山東第六

中學，當時的六中以崇、葛、郭師為中心的師道

充分地發揚了教師的倫理作用、地位以及師生關

係。從六中出來的學生，對社會服務之敬業表現，

實出自於六中的傳統精神。5這加強他對中華傳統

文化的信心。

道公一生謹守中道哲學的道德律，自律甚嚴。

以發揚中華文化為旨意為其“命名學”。長子名

“中我”，次子名“庸我”，三子名“經”，孫

子名“統宇”、“統禮”、“統德”、“統仁”、“統

海”，看一眼就明白了，這寄望著要兒女遵行儒

家道德倫理，毋忘經典垂訓，以中庸、仁義、禮

敬為價值標準生活準則，胸襟須寬宏如宇宙、似

海洋一般恢恢有容。“經”，織物的縱線，與“緯”

相對。《周易》有乾坤並建、經天緯地的智慧，

故名長女為“緯”，以與三子之名“經”恰相輔成。

以聰慧有德名次女曰“穎”，以知人曰哲之義，

名小女曰“哲”。

重視家庭生活，要求兒孫有家教：民國 41

年 6月我（道元先生）自美國歸來，即定居台中市。

自定居台中之後，即師法曾國藩的“竹、蔬、魚、

豬”家訓，而提出“起床先折被，飯後即洗碗”

的家規，以昭示於家人，含意至為簡明，就是凡

做完一事，立即予以結束，大之如戰事停止即清

理戰場，小之如將一籃花由小盆移大盆。家中支

出，隨時或晚上一定落賬。老伴家庭記賬，幾十

年如一日，每到月末即做一總帳。6

對子女前程的 3個原則：子女由小學、中學

而大學，在家庭一幅繁榮發展的情形下，我和老

伴在飯後看電視時提到對子女的以下基本想法：

（一）、將來誰成新家，由其自己作主，老家的

父母支持和協助新家，不是管轄。（二）、無論

男女，誰考取留學考試誰出國。（三）、讓子女

瞭解我的收入是三個教授之所得，不但自己夠用，

而且還足以支持出兒女國留學的費用。7

學校須弘揚中華文化、建立優質學風：由惠

蓀堂的命名顯示的中國文化傳統精神。自我（道元

先生）作校長之日開始，即視為湯校長病逝於公職

和軍事指揮官在戰場上陣亡相同，無論古今中外

都是極可貴又極為光榮的事實。或為之建廟立碑，

或為之立傳於國史館。在中興大學的大禮堂，為

紀念前校長因公殉職命名為惠蓀堂，也就無異於

忠烈祠了。同時，舊惠蓀堂本是湯校長到校所首

建的大禮堂，是當時國內各大學容量最大的禮堂。

它在本校居適中的位置，是恢弘堂皇之偉大建築

物，代表崇高與光榮。今日新禮堂落成，仍以湯

校長令名命名，表現本校師生受湯校長之精神感

昭而心胸開闊眼光遠大，此一紀念方式又深為總

統蔣公所嘉許，比諸一般總統明令褒揚更為難得

而富有教育深意。湯校長之愛、之忠、之烈的意

義，在高等教育史上將歷久而彌新！ 8

三、 道元先生寫作、交友、旅遊與蒔花的

審美體驗

（一） 道元先生渾然忘我的寫作和旅遊：

道元先生在《九十自述》裡，回憶青壯時期

的寫作和旅遊時說：“我（道元先生）住國立北京

大學八年，在校時是一有社會經驗的學生，跑到

社會上則是一具有潛力的青年。在大學三四年級

時期就有繼續寫作發表及旅遊這兩方面的‘渾然

忘我”境界。北大三年級時，曾寫《兩宋田賦制

度》，四年級又寫《中國終古時期的田賦制度》，

5	 劉道元，《九十自述》，頁 39。
6	 劉道元，《九十自述》，頁 31。
7	 劉道元，《九十自述》，頁 18。
8	 劉道元，《九十自述》，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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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氣呵成，雖無“渾然忘我”的說法，確有

專心致志、旁若無人的情形。寫後一書時，有一

天曾寫了 9600字，是我一生寫作效率的高峰，

就是此一“渾然忘我”的寫照。至於旅遊的樂趣

盎然，亦起自北大本科時期，每逢假日或週末，

多與同鄉同學三五人或六七人，做不同地區的活

動，多是一日之由，早出而晚歸，不僅把書拋到

九霄雲外，即是是多日研究分析得不到結果的問

題，亦從腦海消失，不留絲毫痕跡。…經此一遊，

旬週來的課累書困亦轉為精神煥發、眼明體輕

了。”9

自興大退休之後的劉校長，旅遊活動大增，

他說：“1985年以前和 1987年之後，每年所

做旅遊的次數或五、六次或七、八次不等。1974

年迄現在（1991）止，曾三次赴美探視子女，所做

旅遊活動亦多。最近五、六年（1985-1991）我（道

元先生）和內子所做國內外旅遊次數，每年都在

10次以上。先說國內所去的地方，規模較大而次

數又較多，為石門水庫、阿里山、日月潭、鵝鑾

鼻等地，至於外島，以金門之四次為最多，澎湖、

馬祖各二次，綠島和小琉球各一次。國外旅遊，

則有教育考察的韓、日之旅、隨侄兒們香港會親

的港澳之旅，以及三次赴美探視子女（曾繞道加拿

大溫哥華）”。10

顯然不論青壯時期或告老退休，他都很能享

受其中的樂趣：“真正的旅遊樂趣，是到野外、

到鄉間、到叢林、到深山，可以與同行者暢談，

可以野地餐飲，以收攬天地間的自然之美。”11

田園之美和闔府親子共遊之樂趣使他怡然留下一

些即興或即景詩作。

道公赴美探視子女之即興詩選舉隅：

朝發鹽湖城，暮宿黃石園，隔窗望玉乳，色

比昨天豔。/

米德水庫胡佛壩，火峪紅石大地沙 ;車上欣

賞夕陽下，彩雲繪成燦爛花。（擬人化彩雲）/

縷縷紅緣橫山腰，紅光起伏彩帶拋，大地瑰

麗行車賞，有志少年卻攀高。（紅緣，紅帶也）/

拉城風光世界殊，地方發展賴贏輸 ;萬千旅

客涓滴獻，沙漠小城成明珠。（拉城，拉斯維加）/

塔城郊外尼克湖，四面環山靜如秋，淦家披

衣游淺水，緯申持篙划小舟 ;青石崖頭有情侶，

森林深處席地休，日薄西山駕車返，萬丈遊情暫

時收。（淦、家，指夏武忠、夏家珍二外孫。緯申，指

夏緯申，阿拉巴馬大學數學系教授，是小女兒劉哲的先生

之名）/

阿州名湖豔陽天，避暑垂釣兩俱歡，煙霧起

自微波際，晨曦騰於樹梢間 ;野餐集中綠山下，

露營散佈蔭岸邊，老少持桿不曾懈，我則靜坐審

自然。/

八三曾來此地遊，舊時點滴懷中收，湖面廣

闊分兩部，丘嶺闢開通路築 ;老少垂釣在原處，

沿岸散佈到盡頭，愈看愈覺風景美，比諸西子仍

遜籌。（末句之西子，指西湖，謂其美仍遜西湖一籌）/

散步至湖端，回顧水連天，細風拂面爽，微

波未稍間 ;魚躍呈活力，飛鳥求食歡，頻坐靜觀

賞，不覺抵帳邊。/

七天五湖遊，暑期有時間，仁者本樂水，智者

多樂山，兩湖山水俱，樂水亦樂山，遊情似未竟，

未盡心亦安。（《論語‧雍也23》：“子曰：仁者樂山，

智者樂水。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

佛州風光自不同，大地平坦顯西東，入境機

構供橘水，路上行車把電充 ;眾多農產街邊展，

煮熟花生味正濃，巴城宿地選得好，海邊巡禮收

穫豐。（巴城 Panama	at	Florida	State）/

早起趨車至墨灣，輪渡擺至那一邊，上百閒

人同垂釣，祖孫三代樂陶然。/

微風不時掠耳吹，海水長天共一色，群鳥爭

食眼前過，釣得多蟹逍遙歸。12

9	 劉道元，《九十自述》，頁 491-492。
10	劉道元，《九十自述》，頁 518-595。
11	劉道元，《九十自述》，頁 497。
12	劉道元，《九十自述》，頁 541，頁 576，頁 576，頁 577，頁 578，頁 579，頁 579，頁 581，頁 582，頁 583，頁

589，頁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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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元先生雖非文學家，但謀篇之時，能虛心

靜意，集中注意力，運用想像力（‘精神之運”、“神

思之運”），發揮形象思維，以上之即興詩，文字

樸拙，情景交融，豈不天真爛漫，意興遄飛？《文

心雕龍‧神思》云：

“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臟，澡雪精神，積

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夫神思方運，萬途競萌，

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

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

值得注意的是，道元先生經常使用“渾然忘

我”此一四言詞彙，上述北大三年級時，曾寫

《兩宋田賦制度》，四年級又寫《中國終古時

期的田賦制度》，出現過“都是一氣呵成，雖無

“渾然忘我”的說法，確有專心致志、旁若無人

的情形。”接著說，他寫作最高紀錄一日內寫出

9600字，“就是此一“渾然忘我”的寫照。”

據道元先生的自述，他曾在寫作、至友交談、旅

遊、蒔花四方面達到過“渾然忘我”之境界：

“我（道元先生）常說，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渾然忘

我＂，與至友漫談是“忘我＂的一個機會，之後每將

要點登入日記。我在數種情形下可以有此一境界。最

易做到也是最徹底的一項，是進入我的書室、專心致

志執筆寫我正在寫的文章時，立刻把腦海裡任何與寫

無關的事都忘掉了，可長達兩小時，天坍了也不知道。

次一情形的“忘我＂，是與至友若干人，毫無約束、

漫天鋪地無所不談。再次，是旅遊，有趣的景致人物，

使我對家國天下的煩惱，忘得一乾二淨。又一情形是

當我栽培花木時，親手栽植，望其迅速開花結果，就

在快樂想像中不知不覺地“渾然忘我＂了。後面還會

提到養花如何使我達此心境。13

“忘我”、是道元先生工作上的秉持 :“離開

服務地，忘卻服務事”。大約心胸廣闊、對事情

拿得起放得下的人都能夠如此。14然而“渾然忘

我”究竟是什麼意思？是怎樣一種境界？請留在

下一小節來疏解。

（二） 道元先生養花 18年亦達“渾然忘我”之境： 

難忘的小時候養花家風：道元先生記載：

“七八歲時，讀家塾，二叔家大堂兄清顧喜歡養

菊花種類甚多。開花亦好，都給標出名稱。每屆

農曆八九月間，客廳院、大客廳、私塾教室及西

廂房，以及走廊、院中，都擺滿了奼紫嫣紅的菊

花。同時，在村外的菜園，亦特闢一區專為繁殖

菊花之用…這一為時多年的養花家風，深植於我

（道元先生）的記憶中，不時浮現出來。同時老伴

尹素桂女士家居益都縣大尹村，她的家人亦喜歡

養花，多為四季海堂。”15

退休後在民權路栽培五福花園：道元先生有

兩對聯語，“著書蒔花皆自得，遊目騁懷與人

同。”“養花為健身，花茂身亦健。”又解釋五

福花園的名號來由，說：“’五’字在我國文字

裡有特別意義。如五倫、五常、五經、五義，數

到五福則更有深意存焉，就是《尚書‧洪範》“五

福以壽為先”。郭紹武校長題字“壽餘花棚”，

顯示壽的延續和福的禧氣。由我（道元先生）自己

來看我近 18年的的五福花園，各地滿滿地都是

花，1987第三次普查的結果，計有年秋 404盆，

49類之花木。”16

愛妻與次子使五福花園繁蔚多姿；道元先生

記載：“老伴充裕了我（道元先生）的時間、激發

了我的情趣。她多做一小時，我就少做一小時。

她在一個地方除了草，那個地方就不再需要我去

做同樣的工作。本年（1991）一月，老伴病將一年，

我亦將年屆九十，決定請次子庸我（道元先生次子）

家移居台中，合住我現有之興大宿舍，以便照顧

兩位老人。事實上，自去年（1990 年）2月 28日

老伴車禍發生以來，心華（道元先生次媳）絕大部

分時間均在台中。於照顧兩位老人之餘，便去五

福花園的各部分弄花，或非盆、或修剪、或施肥，

13	劉道元，《九十自述》，頁 452。
14	劉道元，《九十自述》，頁 491-492。
15	劉道元，《九十自述》，頁 451（案，道公與友人言：“一個家庭的成功，太太成分居三分之二。”（頁 538）。
16	劉道元，《九十自述》，頁 46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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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予以示宜的照顧。隨之花的數量不僅不再減少，

而且有相當程度地增加。亦使若干種類和各若干

枝花，脫離了花盆的牆根，回過頭來走上復蘇之

路。今年春季，若干花木之所以能夠開花，尤其

石斛蘭多開得不錯。最特出的是其中之一、高裝

多枝的黃色石斛蘭。一枝多至 10朵花以上，而

開花最多的一枝竟有 13枝之多。為歷年之冠！ 17

“1990年 12月 20日，庸我在中壢租兩輛

大卡車，將所有的花木運來民權路本宅，共 98

盆之多，共 22種。數量最多的是杜鵑，計 28盆，

幾佔全部 1/3。其餘為桂花、九重葛、茶花、百

日紅、變色茉莉等。以花齡言，30年以上者有 5

盆，均屬庸我多年所苦心經營者。庸我曾做一花

卉紀錄，我也在五個月內有了概略的瞭解，以六

種花的盆栽最為傑出：杜鵑（28 盆）、狀元紅（5

盆）、葫蘆竹、君子蘭、仙人掌、粉撲花。這些

花運到本宅後，分置於門外、前院及後院。當 2-4

月杜鵑花開時，幾道街的行人往我門前來駐足觀

賞。每一顆盛開時，全樹上下都是花，活像一個

高個頭的人穿上衣身花衣服似的，有鄰居在這個

盛景之前照像存念。”18

與花結緣，做了園丁、花匠，道元先生找到

生命的寄託，說蒔花讓自己“渾然望我”：“現

在以我家庭養花的立場及20年以上的養花經驗…

在培養過程中它能使我忘勞，在怒放期間，它能

使我‘渾然忘我’，這情形和我在書室寫作時相

同。”

四、 從美學角度分析道元先生“渾然忘我”

之審美體驗

（一） 道元先生養花為的是審美的愉悅，故貶抑商

業價值：

道元先生說：“什麼是‘好花’？本自己所

喜愛，且以自己的能力、設備和時間，使某種花

的生長能夠茂盛、開花能夠豔麗者，就是‘好

花’。培養一種花，不是基於它的交換價值，而

是基於它能給我的欣賞價值（aesthetic	value，又稱審

美價值）。在培養過程中它能使我忘勞…，旁人認

為一定很累，實際上無論在五福花園中哪一部份，

修剪、整理哪一種花木，以致置放正在盛開的花

盆於哪一地方，都能使我感到欣慰、滿足、高興，

而達到‘忘我’的境界，這種花就是‘好花’。

以此，各時期的傑出之花，固然是好花，正在成

長中而加以注視者，亦將是好花。呈現夕陽景象

以致放於花棚牆根者，才可以說它現在不是‘好

花’了。商業性花園，以十萬甚至百萬元計價之

花，不會在培養過程中發揮健身的目的，更不會

有渾然忘我的境界。養高品質（光案，依上下文宜改

成‘高價格’）的花，不是‘寓於物’，將成‘役

於物’了。”19

（二）從四個面向詮釋“渾然忘我”之審美體驗

1. 審美價值（即道元先生所稱欣賞價值）之分析：

道元先生說：“培養一種花，不是基於它

的交換價值，而是基於它能給我的欣賞價值

（asthmatic	value，又稱審美價值）。”“當我栽培花

木時，親手栽植，望其迅速開花結果，就在快樂

想像中不知不覺地渾然忘我了”。

謝仲明教授對審美價值（即欣賞價值），是從

審美判斷（或品味判斷）起始、以超功利的愉悅為

終，他說：

“審美判斷又稱為品味判斷（judgment	of	

taste）和關於崇高（sublime）的判斷，只有品味判

斷是直接與美或藝術相關，而崇高感則與內在道

德相連，但二者皆與情感 -一種特殊的愉悅之感 -

有必然關係。…品味，就是一種能排除一切欲求

而僅僅由無待的愉悅（disinterested	pleasure 或譯超功

利的愉悅）來鑑賞對象的能力 ;如此被鑑賞的對象

（山水、花卉），便是所謂美的東西…無待的愉悅，

固不涉及任何欲求（十萬或百萬元之利），其產生的

原因，乃在於某對象的形式，在我們鑑賞對象的

17	劉道元，《九十自述》，頁 486。
18	劉道元，《九十自述》，頁 490。
19	劉道元，《九十自述》，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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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我們的想像力…無刻意地因此形式而與知

性（understanding）進入一諧和狀態，此種心靈狀

態，亦稱想像力與知性的自由遊戲（free	play）;而

所謂無待的愉悅，乃正是這種遊戲的感情。”20

有段關於“品味判斷”、‘想像力、“無待

的愉悅”的美學論述，可能曲折與複雜，簡單說

即是：審美（即欣賞）是一種想像力的活動，它只

能在超功利的遊戲裡產生。它準確詮釋道元先生

蒔花（養花）之愉悅，愉悅之極則讓道元先生“渾

然忘我”。

2.“好花”定義的解析：

道元先生又說：“什麼是好花？本自己所喜

愛，且以自己的能力、設備和時間，使某種花的

生長能夠茂盛、開花能夠豔麗者，就是好花。”

這裡說的“好”，有二意，A、“自己所喜

愛”，是訴諸或決定於主觀情感的。B、須“能

開得茂盛、豔麗”，則是實用主義的定義（Pragmatic	

definition），即試驗結果能合乎我們的期望，則這

個美（或好）是已證實的觀念，也即是真觀念。真

觀念即已證實的觀念 ;真知識即已證實的知識。

凡此都是實用論的特徵。21筆者以為當中有著馮

友蘭《一個人生觀》演講的影響，蓋馮先生是實

用主義大師杜威（John	Dewey）的門生。

3. 從注意力的集中與鬆弛說明“忘我”、“渾然忘

我”：

莊子是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他提出坐忘、

心齋的修道方法，《莊子‧大宗師》：“墮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是謂坐忘。”美

學家的解釋為：這主要是一種以審美感知為其特

徵的心理狀態，它的意思是，忘掉自己感官知覺

與形驅的存在，不要自見、自明，即能與大道達

到同一，叫做“坐忘”。這預設了“美”是“道”

的特質之一。《莊子‧人間世》：若一志，無聽

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

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不是別的，就

是所謂的“心齋”。但坐忘的說法較之於心齋更

進一步指出審美感知具有忘懷一切的特徵，得到

一種高度的精神喜悅。22

道元先生也可能自孟子得到“忘我”的啟迪，

因為他把“專心致志”與‘渾然坐忘”連在一起

敘述，《孟子‧告子上 9章》：“今夫奕之為數，

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

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

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鴻鵠將至，

思援弓以射之。則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專

心致志”，就是集中注意力，道元先生書房寫作

要專注才能有成。“坐忘”就是鬆弛注意力，道

元先生抒解壓力的方法就是藉摯友傾談、外出旅

遊、專心蒔花等鬆弛注意力而達成忘我、渾然忘

我。

道元先生以至友（交情最深的朋友）鋪天蓋地

頃談，可達渾然忘我之境，則可舉一李白五言古

詩為佐證。李白“下終南山遇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來徑，蒼

蒼橫翠微。相攜及田家，童稚開荊扉。綠竹入幽

徑，青蘿拂行衣。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

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

機！

下山後至山人家留宿，在這樣“良辰美景賞

心樂事”的幽美環境裡，兩位老友對飲頃談，哪

得不‘樂”，哪得不“忘”了身外的一切一切。

4. 交換價值“寓於物”，審美價值（欣賞價值）“役

於物”的分析：

白話一點，這是把審美價值寄託於花卉或是

被物質利益所操控驅使之間的矛盾與抉擇。這也

是審美心靈與物質利益何者優先的選擇。道元先

生借用陶淵明《歸去來辭》的辭語，我們也照搬

20	謝仲明，「康德論想像力與藝術」，收入《美學與人文精神》，東海大學文學院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 8月，

頁 211-232。
21	謝幼偉，《哲學概論》，台北：華岡書局，1972，頁 98-99。
22	李澤厚、劉綱紀主編，《中國美學史》第一卷上冊，頁 30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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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若著眼計算花的市場價格，便”以心為形役”，

如是，必將“惆悵而獨悲”了 ;若養花純粹是為

自己、家人與鄰居一起鑑賞而獲得愉悅快適，拋

卻俗慮，與自然美融合為一體（“渾然忘我”），

就“樂夫天命復奚疑”。（快樂地與大自然和諧統一，

這種美是自由的形式，其優位於利益之快樂是毫無疑義的

事啊！）23

結語：道元先生做到了真善美合一

道元先生一生分二期，前期是一位儒家知進

不知退，為山東省教育與政治、為光復大陸設計、

為中興大學服務，也專心著述，成為一位經濟學

家。後期是一位專任家長，到美國探視兒女和孫

輩，在家裡照顧受車禍困擾的愛妻，並專心致志

成為一個園丁、花匠，並撰寫《九十自述》給兒

孫與學生們。這時卻是隱逸的道家之士了。陶淵

明《歸田園居》說過：“久在樊籠裡，終得返自

然”。

次言道元先生的中道哲學：儒家格致誠正、

修齊治平，由內聖發展為外王，理念與操作一貫，

這在《大學》表述清楚了。儒家天道性命相貫通，

性、道、教三者以精誠為動力來源。以“致中和，

天地位，萬物育”陳述精誠又開出科學，輔佐萬

物發育。道德形上學也在《中庸》才獲得圓滿的

說明，試配合道元先生的盛德大業，稍做解說如

下。

《中庸》第 22章所言重在盡己之性、盡人

之性、盡物之性相繼開出，就能夠參贊（參加、

協助）天地之化育：“唯天下至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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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中庸》第25章所言重在“成”：包括自成、

成人、成物，三者缺一不可，成己、成人二者屬

於仁德。成物，屬於智慧。人性包括仁德、智慧，

貫通主客兩界：“成者，非自成而已矣，所以成

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智）也，性之德也，

合外內之道也，時措之宜也。”

道元先生美學思想的重要一項，正是在參贊

天地之化育，他說：“以自己的能力、設備和時

間，使某種花的生長能夠茂盛、開花能夠豔麗者，

就是好花。”

我們將最後一句改為“就是我養花的目的”

時，他豈非“盡花之性、贊花之化育”了嗎？

道元先生青壯年進學、從政、治校，公而忘

私，恪盡責任，是“成己，仁也”。退休之後悠

遊園林、兒孫同樂、惜花愛花，盡興於花卉科學

與藝術的領域，是“成物，智也”。

他進而為儒，孜孜不息，堅苦卓絕。退而為

道，將生活融入園藝，樂天知命，不知老之將至。

天然與人為在他這裡不再剖分，真、善、美三境

界俱至，俱達“渾然忘我”之境！

23	採用陶淵明「歸去來辭」，該段全文為：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以往之不諫，

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夫，寓形於宇內復幾時，曷不委

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種植而耘籽。登東皋以舒嘯，臨溪流而賦詩。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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