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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遊仙詩探索
一兼論屈原對曹植遊仙詩的影響

廖堂智

【提要】

遊仙詩，顧名思義是一種描繪神人仙境的遠遊幻想文學，是魏晉時期主要
的詩歌類型之一。〈文心雕龍﹒明詩篇》：「正始明道，詩雜仙心，江左篇制，溺

乎玄風。」說明了遊仙詩在魏晉六朝產生的現象，它是文人一時的創作題材，

反映出詩人對當時政治、社會、人生種種的恐懼與慾望，以及他們內心種種錯
綜複雜的情緒。遊仙詩人一方面致力創造並留戀於一種無憂永生的仙界，一方
面卻叉矛盾的對現實世界充滿留戀與不捨，故其主題常遊移在「登仙與回歸，
仙境與現實」之間，成為遊仙詩作最大的特色。才高八斗的曹植亦不乏遊仙詩

作，其數量更居父兄之冠，本文將以〈離騷〉、〈遠遊〉為本，詳細考校對屈原
對曹植的影響，以及曹植遊仙詩裡反映出的內在情志。

【關鍵詞】魏晉文學遊仙詩曹植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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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晉時期遊仙詩興盛原因

（一）、時局動盪的壓迫與道教思想的影響：

文體之興衰的一重要因素乃外在社會環境的推波助瀾，魏晉時期遊仙詩的

大放異彩，與當時的動盪不安的時局，有著最直接的絕對關係。自東漢政治敗
壞後的兩百年間，中原歷經黃巾之亂、群雄割據一直到三國分立、曹魏黨漠，
這期間大小征戰連綿不絕，飢荒、瘟疫接種而來，當時執政者高壓統治而動輒

得咎，文人士大夫面對此一時代困局卻叉無能為力，只好消極的藉由文字來抒
發內心對當時禮制崩壞、政局動盪感到不滿，進而對生命產生一種長壽永生的
渴求，於是飄渺虛幻、永恆極樂的遊仙詩，自然成為文人創作的最佳體裁之一，

天馬行空各抒己懷，使的遊仙詩堪稱魏晉六朝最具時代意義的特殊文學，唐宋

之後雖亦有佳作，但卻是因應道教思想、興盛而起I ，己和魏晉文人那種受時代壓
迫而產生的極端「苦悶文學」有段距離了。
至於道教思想的影響方面，正如李豐懋先生在《憂與遊：六朝遊仙詩論集〉

裡所提到的，遊仙文學乃「一種道教中人在宗教情境中所『寫出傳世』（出世）
的仙歌，它之不同於世俗的文人「創作」’就在於「真詩」式的筆錄，是修道者
接過仙真峙，進入一種恍惚狀態的「自動」書寫。囡此仙歌中所使用的仙言仙

語只是一種「借用的符號」，也就是書寫者曾受過專業的藝文訓練，因而得以操

作當時流行的五言詩體及詩語。 2這裡清楚提到遊仙文學乃道教思想的一種抒發
方式，是融合了宗教、神話後，對於前往「他界」（仙界）的一種強烈慾望，故

遊仙文學是道教發展過程的必然產品，是文人心志發洩、寄託的飄然所在。

（二）、帝王的提倡與文體本身的發展

漢朝樂府詩大盛，武帝好黃老長生之術，「上有所好，下必盛焉」’漢賦名
家皆極盡賦體之浮誇詭麗，如司馬相如之（大人賦〉的結構遺詞，就和屈原（遠

遊〉極其相似3 。故漢賦有關於遊仙題材之作，多承襲屈原楚辭系的遠遊類辭賦，

l 道教出現於秦漢之際，遊仙詩即承襲樂府系的素樸仙說，並因應仙道體系的蓬勃發展，逐漸
形成新風格。參見李豐痲先生《憂與遊：六朝惰唐遊仙詩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96

年），頁訝。

2 李豐摘掉〈憂與遊 ： 六朝惰唐遊仙詩論集﹜（台北 ： 台灣學生書局 ， 1996 年） ， 頁 12 。

3 屈原（遠遊〉：「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夫，視憔忽而無見兮，聽悄忱而無聞，超無為

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司馬相如（大人賦）句末：「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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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結構也頗多相似，而更極盡賦體誇飾奇麗之能力。
而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在政治上稱霸為玉，在文學上亦各有極高造詣，

放眼整個中國文學史，一門父子允文允武，而叉能對當代文壇產生巨大影響的，
可說是絕無僅有。他們除了寫下許多關懷民間疾苦的社會寫實詩外，亦不乏許

多遊仙詩作傳世。「上有所好、下必盛焉 J ’父子三人身兼政治與文壇上的領袖，

其下自有許多文人從善如流。因此才華洋溢的三曹父子，佐以門下優秀的文人
雅士，發揮了眾星拱北辰般的效力，讓遊仙詩在當時大放異彩，成了主流文體
之一。
丈學之產生與發展是有跡可尋的，王國維〈人間詞話》說：「四言蔽而有楚
辭，楚辭蔽而有五言，五言蔽而有七言。古詩蔽而有律絕，律絕蔽而有詞。蓋

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

作他體，以自解脫。 4 」遊仙詩之產生自然也有其脈絡可循，若就文體本身來溯
源，屈原（離騷〉的出現，乃遊仙詩濫觴源頭之所在。屈原因不見容於現實的

環境，而虛構出一理想的天國世界：

朝發韌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圈﹔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響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閣閉關兮，倚聞闡而望于．．．．．．。

（離騷＞

5

而在（遠遊〉裡，屈原因被放逐而怨恨自己生不逢堯舜之時，而產生遊仙
出世的思想，為擺脫內心痛苦，他從心裡層面出發，更具體的寫出了中國第一
首遊仙詩：

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餐六氣而飲況這是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係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蟲穢
除．．．．．．。

（遠遊＞ 6

王逸〈楚辭章句〉就說屈原「文采鋪發。逐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

周歷天地。無所不到 7J ’是屈原「上為建侵所帶毀。下為俗人所困極」後之所

視眩眠而無見兮 ，聽悄恍而無間，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兩者之結構語句極為

相似。

4
5
6
7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97 年 6 月），頁 3 。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 1983 年 9 月），頁 26-29 °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 1983 年 9 月），頁 164-166 。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 1983 年 9 月），頁 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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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除了屈原〈楚辭〉裡表現出來的遊仙思想、外，莊子（逍遙遊〉裡，也提供後人
一種真體的「神人」、「仙人」描繪：
說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津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氣，御飛麓，而遊乎四海之外s ......。

這裡對於「神人 J 的居處、體態、飲食、起居、行為模式．．．．．．等等，都做

出了清楚的說明。而莊子這種超凡絕塵的神人描述與意識，無疑對後代各種仙
神文學有著莫大的啟示與影響。

無限時空

內在精神想像

4山

回

歸

4山

與

登

有限時空

外在現實環境

解

人

遴1Ji 詩人一方面致力創造並留戀於一種無憂永生的仙界，一方面卻又矛盾的對現實世界充

滿留戀與不拾，故其主題常遊移在「登仙與回歸，仙境與現實」之間，成為遊仙詩作最大的特

色。

s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3 年 9 月），頁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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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仙詩溯源一一屈原之〈離騷〉、〈遠遊〉

如前所言，若就文體本身來溯源，屈原〈離騷〉的出現，乃遊仙詩濫觴源

頭之所在，全篇三百七十三行，兩千四百九十多字，是先秦以來人們將〈詩經》
與之相提並論的偉大詩作。若將全詩概分為三部分，則前半部是作者從自己純
正的出身與崇高抱負寫起，中間部分則寫自己忠貞的政治理想與不和小人同流

合污的堅決心志，並從而進入自我精神世界，神遊天地並與諸神傾訴的奇幻境

界，藉由與眾神的互動反覆來重申自己對理想的追求，最後在追求不得失望之
餘請神巫為其指引出路，而反映出去國隱遁與堅持理想的掙扎與矛盾，但終究
還是不忍、離開祖國，決定以死來明志回到現實世界結束全篇。而該詩以所以會

被稱作遊仙詩之飽，乃在其中運用大量古代的神話與傳說，穿梭在過去、現在
和未來的時空環境裡，打破天地、神人、仙凡的界線，構成了一片瑰麗奇特的

幻想世界，可謂我國最早的魔幻（奇幻）寫實文學之先聲9 ，尤其詩中大量對於
登仙的過程與對仙境神人的奇幻描述，成了後世遊仙作品爭相學習模仿的對

象。在〈楚辭〉裡，屈原尚有許多突破仙人界限之作，而（遠遊〉堪稱繼〈離
騷〉外，最成功的遊仙詩作，相較於〈離騷〉，其體例更顯的精鍊短小、節奏明

快，且著重在遊仙過程的描寫，故（遠遊〉不僅是屈原個人情志的冒險神話間，
同時也是中國騷人墨客創作遊仙詩時難以跳脫的經典範例。王逸注〈楚辭章句〉
時說：「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為建侵所帶毀。
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

則意中憤然。 II 」其中談到作者的遠遊動機，以及作者理想抱負的堅持，然而對

中國遊仙詩的發展與創作而言，其中「文采鋪發。逐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
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才是價值之所在，屈原對打破時空界線的超自然

經驗描寫，即是遊仙詩創作的先聲，經過千年的盟釀，才在魏晉發酵而大放異
彩。若再以兩者作比較，筆者認為〈遠遊〉之字數約略為〈離騷〉之半，其架

9 何謂魔幻寫實？起金鐘表在其﹛奇幻文學導論〉裡，將奇幻丈學細分成「詭異、驚慄、偵探、
神奇、鏡像觀察、鬼魅、夢境、潛意識、主客異（易）位（第一人稱／第三人稱／你／我卜
人物雙重性格／身份和時空分隔．．．．．．」等等元素的敘述描寫。旦車撞在〈奇幻文學與藝術〉
裡則舉出文學與繪畫的奇幻理論和實踐，點出魔幻寫實文學「奇」、「魔」（超自然／靈異／

鬼魅）、「虛／幻 」（夢境、潛意識）的特色。見張淑英：〈專輯井言一一死生如來去，夢幻映
真實），〈中外文學﹜ 2002 年 10 月第 31 卷第 5 期，頁 13 。筆者認為屈原 〈離騷﹜裡超越
時空、打破神人界線的超自然寫實手法，可謂中國魔幻寫實文學之先聲。

10 神話學者喬塞夫 ﹒坎伯在﹛千面英雄〉裡，將古今中外的英雄神話歸納出 「 召喚→啟程→
歷險→歸返」 為基本架構 ， 筆者以為魏晉遊仙詩中亦不乏類似該神話架構之作。見董墨去二

些且﹛千面英雄﹜（台北：立緒丈化出版， 1992 年 8 月）

II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 1983 年 9 月），頁 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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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若以「出遊動機、出遊心境、遊仙過程、遊仙所見」也都極為類似，甚至其

中也有相同詞彙之使用，其差異大概在兩者最後結果有所差異罷了。蓋（離騷〉
以「國無人其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其足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作結，乃是作者追求理想不成後，決定相從殷代賢臣彭咸投水死課之作法，此
舉雖將作者懷憂遠遊的忠貞精神推展至極致，但仍可說是以悲劇收場。而在〈遠

遊）裡，作者最後寫道「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條忽而無見兮，
聽悄恍而無聞」’作者此時超脫時空環境的界線，其感官經驗也以到了「視而無
見、聽而無聞」的境界，如同莊子「破生死」般，最後作者寫道他「超無為以

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 J ’超然進入無為境界，超凡脫俗的進入天地初創的泰初
之境，此時他的精神己然超脫並與天地合一，不若上述〈離騷〉遊仙之後仍執
著己念，終究不免再墜入塵世而無法自拔。而這種「登仙」後是否「回歸」的
掙扎，亦是魏晉遊仙詩多所著墨的課題，而這當與作者的「遊仙動機」有相當
關係，下章將論述曹植的遊仙詩，筆者將以屈原〈遠遊〉為例，說明屈原對曹

植的影響外，也將一並點出作者遊仙詩裡，那種「出世或回歸」的矛盾所在。

三、曹植和屈原遊仙詩的對應

（一）、體法結構與辭句語彙的詮釋方法

曹植流傳至今的作品，最主要的是詩賦，約有詩八十餘首，辭賦四十餘首，

而其中的遊仙詩數量更是居父兄之冠，然而曹植在〈贈白馬王彪）一詩中及明

白說道「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 12 」，在（秋思賦〉裡說「居一世兮芳景遷，

松喬難慕兮誰能仙？ J 可見他和其父兄一樣，並不相信神仙之事 13 ，他甚至在

（辯道論〉中對於方術之士深惡痛絕，斥之為「接姦詭以欺眾，行妖惡以惑民 14 」，
其反感之深，遠過其父兄。那文是什麼原因讓他寫出大量鋪排整齊的遊仙詩呢？
此即當從他的性格、遭遇以及人生價值觀去作探索了，而欲觀察其遊仙詩受屈
原之影響程度，當從體法結構與辭句語彙去著手，故以下將試圖對曹植遊仙詩

內容結構做粗淺分析，並著重其遊仙詩句裡「文辭運用特色」、「意象表現」來
做探討，藉以推敲出曹植遊仙詩承先啟後之所在。

12 王述層，﹛曹魏父子詩選﹜（台北：仁愛書局， 1984 年）
13

, 132 頁。

﹛昭明文選﹜卷 24 李善註曹植的（贈白馬王彪〉時，引了曹操兩句〈善哉行 〉較文：「痛哉

世人，見欺神仙 。」曹丕（折楊柳行〉則說：「彭組稱七百，悠悠安可原， 老鴨適西戒，于
今竟不還，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更是直接了當說明神
仙事之虛妄。

14 黃守誠〈曹子建新探〉（台北：雲龍出版社， 1998 年 9 月），頁 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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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描述遊仙文學意象的詩作，可歸類為下列四種形式 15

:

1 、題為遊仙，內容亦為遊仙。

如〈遊仙篇〉。

2 、題非遊仙，內容實為遊仙。

如〈遠遊篇）、〈譽石篇）、〈升天行）、〈仙人篇）、〈五遊詠）、〈平陵東行）。
3 、題非遊仙，內容亦非遊仙，但詩句中卻夾雜反遊仙思想。

如〈贈白馬王彪〉裡：「苦辛何處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神仙，松子久吾

欺。 16 」叉如（辯道論〉對仙神之事更是做出「挾姦先以欺眾，行妖 l港以惑氏」
的駁斥。
4 、題非遊仙，內容亦非遊仙，但詩句中夾雜神仙思想或事跡。

如〈苦思行〉、〈桂之樹行〉、（飛龍篇〉、〈驅車篇）。

若就現存的遊仙詩數量而言，曹植遊仙詩的質與量皆明顯勝過其父兄 17 '
而這些詩作或是天馬行空的純粹想像，或是意有所指的比興寄託’都擴大豐富
了先前遊仙詩的結構與意境，以下筆者將以〈遠遊〉為例，嘗試說明屈原對曹

植遊仙創作之影響，先觀其（遠遊篇）

l& :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

靈釐戴方丈，神嶽儼噓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
瓊蕊可療飢，仰首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將歸竭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

金石固易敞，日月同光箏，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後世皆云該篇係仿屈原之（遠遊〉而作，王逸注（遠遊〉時說該文：「文采

鋪發，逐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 19 」屈原遠遊
的動機誠如王逸所言：「土為建侵所帶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
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意中憤然。」是因為不見容於當朝政治而懷忿遠

遊他方，但曹植或因身份敏感而直接不點出他「遠遊」的動機， 只是含蓄的說

的本文所採用曹植之遊仙詩篇，乃以王述唐之﹛曹魏父子詩選）為本。
16 晉﹒陳壽撰宋 ﹒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台北：頂文出版社， 19 80 年），頁 565 。
17 按現存曹操詩作共 23 首，遊仙之作佔T7 篇，而曹丕的遊仙詩作現存可考者僅有一首（折
楊柳行〉。

18 王述唐，﹛曹魏父子詩選〉（台北：仁愛書局， 1984 年） ' 168 頁。
19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 1983 年 9 月），頁 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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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出「中卅非我家」’就直接將他遠遊場景設在遊仙途中來作開始。另一不同則
在屈原遠遊方式是「載營魄而登霞兮，持浮雲而上征」’以其超脫的精神由下而
上達天界仙境，曹植的遠遊場景卻是自四海出發，並具體的寫出所看到的大魚、

靈龍、仙人與玉女。屈原「餐六氣而飲洗灌兮，漱正陽而含朝霞．．．．．．’吸飛泉

之微波兮，懷瑰瑛之華英」 20 ，曹植則同樣寫「瓊蕊可療飢仰首吸朝霞」’接
著他到達《山海經〉所載，即千百年來人們心中的極樂西方仙境「崑崙山」，如
同屈原在帝都見到了「句芒21 」、「太皓22 」、「薄收23 」、「丈昌 24 」、「雨師25 」、「雷

公 J 、「炎神26 J 、「擷頂27 J 、「酹嬴28 」．．．．．．等等仙界諸神，曹植也在崑崙山上見

到了「東父29 」仙人。在崑崙仙界裡’曹植「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自得
逍遙，最後點出了他的願望「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既使是「萬乘」大國
之君也不如他，達到永恆的安樂滿足。

其實就結構與意境的完整性而言，（五遊詠＞ 30更可謂曹植遊仙詩裡最成熟
的代表作品：

九叫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遙八絃外，遊目歷遐荒，
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芬 B奄藹，六龍仰天蝶，
曜靈未移景，條忽造美蒼，聞閣敢丹扉，雙閥曜朱光，
徘徊文昌殿，登砂太微堂，上帝休西桶，群后集束廂，

帶我瓊瑤佩，漱我況這是漿，蜘蹦玩靈芝，徒倚弄華芳，

王子奉仙樂，美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在（五遊詠〉裡，曹植的遠遊動機、準備過程、登仙載具、登仙過程、所

見事物、最後結果，比之前述名為〈遠遊〉的遊仙詩，其結構更像遊仙詩之租，
即屈原的（遠遊〉篇。

詩中曹植遠遊的動機是因為「九州不足步」’蓋為其政治上的鬱鬱不得志
而來，這和屈原「悲時俗之迫院兮，願輕舉而遠遊」的原因是一樣的，至於遠

遊前的準備工作屈原是「朝濯發于湯穀兮，夕哺餘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

懷瑰攻之華英」，他如同仙人般「吸取日月精華」來洗樵身心，而曹植同樣也是

「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作為登仙之準備。至於「登仙之載具」兩者皆是
藉由遊歷天地間的神物「龍」來完成，屈原寫道：「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

20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 1983 年 9 月），頁 166 。
21 句芒，即中國神話傳說中的木神，他輔東方天帝，掌管春天。

22 太皓，即中國神話傳說中的東方天帝伏羲氏。
23 薄收，即中國神話傳說中的金神，他輔西方天帝，掌管秋天
μ 文昌，敕百宮之星官。

25 雨師，即雨神。

26 炎神，即中國神話傳說中的南方天帝。

27 頓頭，即中國神話傳說中的北方夫帝。
28 酹贏，即中國神話傳說中的造化之神。

”東父，指東王公，傳說中的仙人名。
30 王述唐，﹛曹魏父子詩選﹜（台北：仁愛書局， 1984 年） '2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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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蛇」’曹植則是「華蓋芬日奄藹六龍仰天釀」，而雙雙達到「載營魄而登霞兮，
掩浮雲而上征」（屈原）與「曜靈未移景，條忽造美蒼 J （曹植）的效果。到仙

境前，兩者也都有作為仙凡交界的「天門」的描述，屈原挾著前述的悲憤氣勢，
直接「命天聞其闖關兮，排問闡而望于」’曹植則預期仙境早有「闇闡敢丹扉，
雙關曜朱光」的歡迎場面等著他的到訪。屈原從遊仙前「見王子而宿之兮，審

一氣之和德」遇到王子喬向他請教登仙之道，到後來終於能上到天庭「後文昌
使掌行兮，還署眾神以並穀」在仙境裡輾轉求見東西南北四方天神。曹植同樣
寫道他「徘徊文昌殿，登 l1J} 太微堂，上帝休西桶，群后集東廂」在天庭裡遇見

諸神，並且說「王子奉仙藥美門進奇方」見到了傳說中的王子喬給予他仙藥。
到了最後是遊仙的結果，屈原是「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夭。視條忽而
無見兮，聽倘恍而無聞。

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九他求道成功，窮盡天地四方，而達到「眼不
見、耳不聞」的超然境界，與自然天道合而為一，彷彿回到天地初設的泰初階
段。曹植則在天庭仙界「蜘蹦玩靈芝徒倚弄華芳」快樂逍遙，並達到他而且食

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J 超脫凡俗的生死界線，而完成他與天地向壽的永恆願望。

以上係以曹植之〈遠遊篇〉與〈五遊詠〉為例，對照屈原〈遠遊〉來說明
曹植的遊仙詩體法結構與辭句語彙受屈原影響之所在，除外在前述曹植的其他

遊仙作品如（遊仙篇〉、（聲石篇〉、〈升天行〉、（仙人篇〉、（平陵東行〉、（苦思
行〉、（桂之樹行〉、〈飛龍篇）、〈驅車篇〉．．．．．．裡，也可見到相似的手法，以下
再嘗試歸納出曹植遊仙詩文辭運用的特色，來說明曹植與屈原（離騷〉、（遠遊〉
之相承關係：

文辭運用之異同

仙人、神人

仙境居所

曹植遊仙詩

屈原〈離騷〉、〈遠遊〉

仙人、玉女、東父、術士、湘

羲和、雷師、~妃、靈氛、真

娥、河伯、韓終、王喬、松喬、

人、韓眾、軒轅、王喬、王子、

王子、王父、丈昌、上帝、真

句芒、太皓、風伯、西皇、文

人、隱士、神皇

昌、雨師、祝融

崑崙、蓬萊山、太虛、闇閩、

九天、扶桑、閩閩、崑崙、帝

王母廬、五嶽閒、軒轅氏、九

宮、雷公

天、吳蒼、天衛、蓬萊、太清
琴瑟、笙竿、玉樽、霞衣、霓
仙境器物

況濫、鼓瑟

裳、瓊瑤、洗禮藍、仙藥、玉臺

31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 1983 年 9 月），頁 174 一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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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

植物

大魚、靈龍、玄豹、神魚、白

騏腰、玉蚓、馬、鳳，鳥、瑤象、

虎、六龍、飛龍、白鹿、蝸龍、

玉鷺、鳳皇、八龍、玄蝸、蟲

鯨

象、鷺J鳥

瓊蕊、蘭桂、玉樹、靈芝、綠

江離、辟芷、秋蘭、申椒、商

蘿、芝草、松

桂、杜衡、芳芷、木蘭、秋菊、
薛蓊、初蔥、茹蕙、瓊枝、瓊

茅、蘭芷、奎蕙、椒蘭、赤松、
登仙方法

乘購、驅風、乘六龍、奮六融、

棚玉蚓、駕飛龍、駕八龍、承

舉翅飛、乘颺

風

（二）、出世或回歸的掙扎一一曹植遊仙詩里的內在情志

詩裡的意象係指在作者的主觀意識中，被選擇的記憶、經驗重新組合組織

後再傳達給讀者，以造成暗示、象徵的閱讀效果。因此，作者的「象」如何巧

妙精準的傳達出欲表現予讀者的「意」’決定了詩品的高低。詩人為了表達情感，
按照一定的構思，根據審美形式規律，將一個個意象進行組接和排列。曹植的

遊仙詩承襲屈原楚辭系的創作語彙，利用大量瑰麗的意象符號，大抵依「遊仙
動機→遊仙準備→遊仙過程→遊仙所見→登仙極樂→回歸與否」
的創作步驟，傳達出作者內在情志的意念，然而曹植是否真以遊仙得道後的永
恆常樂為滿足？論述此一問題時，則需由作者的創作動機來談。

屈原在〈離騷〉和〈遠遊〉裡的遊仙動機相似，但在「登仙」後卻了有不
同的選擇，〈離騷〉以「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J 作結，〈遠遊〉則以「超無為以至

清兮，與泰初而為鄰」作結，前者在遊仙後卻仍選擇悲觀入世，後者在遊仙後

則無為出世。如此相似的詩體，卻有著迴然不同的結果，但既使屈原真如傳說

所言投水自盡，我們也不能以結果邊言作者言不由衷，吾人非屈原，無法想見
詩人完成〈遠遊〉後的心境究竟為何？作品一旦脫離作者呈現在世人面前後，

就可被視為獨立的生命體，留待讀者精品細讀隨之俯仰了。然則我們是否也可
藉由檢視作結的詩句，來同理研判曹植的內在情志？以下嘗試將曹植遊仙詩作

裡的遊仙動機與作結詩句作一整理：

遊仙動機

崑崙本吾宅， 中州、i非我家

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

作結詩句

詩篇名

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遠遊篇〉

願得籽楊巒’迴日使東馳

（升天行〉

徘徊九天上，與爾長相須

〈仙人篇〉

北極登玄渚，南翔F步丹邱

〈遊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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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

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靈芝採之可服食，年若王父無終極

〈五遊詠〉

（平陵東行〉

我心何桶躍，恩欲舉雲追

策杖從吾遊，教我要忘言

得道之真人，成來會講仙

高高上際於眾外，下下乃窮極地天

我知真人，長跪問道

壽同金石，永世難老

〈飛龍篇〉

同壽東父年，曠代永長生

〈驅車篇〉

我本太山人，何為客准東

仰天長太息，思想、懷故邦，乘榨何所
志，時暖我孔公

〈苦思行〉

〈桂之樹行〉

（盤石篇〉

由上述「崑崙本吾宅，中卅非我家」、「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蜈」﹒

等等遊仙動機，與「同壽東父年，曠代水長生」、「徘徊九天上，與爾長相須」......
等等的作結詩句，可概知「追求永恆的無憂極樂」似乎是曹植遊仙詩作的表面

理由，然則事實果真如此？曹植一生，可以黃初元年為界，分成前後二期，其
詩歌亦然。黃初以前，得父寵愛，生活放蕩任性，其〈與楊德、祖書） 32中自言：

今才主僕少小所著辭賦一相典。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

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素也。辭賦小道，故未足以諭揚大義，彰示來
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戰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蕃
候，猶府、幾戮力上圈，留車下氏，建永世之葉，留金石之功，豈徒以
翰墨為動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

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
將以傳之於同好。

可見當時之志趣本在實現其政治抱負，並不以艾學創作為積極取向。黃
初元年，曹丕稱帝，曹植開始步入後期悲慘生活，政治上屢求試用而不可得，

觀陳壽﹛三國志〉，陳思王擅對其帝兄魏文帝主言：「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
宋昌曰：

“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准南、王良邪，此則擊石之宗，

愿王勿疑．．．．．．’竊括香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蹺，排金門，蹈玉腔，列有職之臣，

賜須央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悴，據舒蘊積，死不恨矣．．．．．．。 33 」〈七哀〉詩裡叉
說：「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為西南風，長

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閉，賤妾當何依！ 34 」雜詩六首之一則寫道：「翹思慕遠人，
顧欲托遺音， 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凡此種種，在在說明曹植政治上之

鬱鬱不得志， 魏志說其「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菇，時年四
十一。 J 結束他悲苦的後半生。

32 劉維崇《曹植評傳〉（台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1977 年 2 月），頁 2的。

33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台北：頂文出版社， 1980 年），頁 572 。
”王述唐，﹛曹魏父子詩選〉（台北：仁愛書局， 1984 年） • I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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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不如意，讓曹植在現實生活中舉步艱難不得伸展，發出「九州不

足步」、「中卅非我家 J 的無奈感慨，進而促使他遊脫塵世，到另一精神世界去
寄託苦悶的心靈。因此，外在惡劣的政治環境是構成了曹植遊仙動機最大的外
在因素。然而曹植在精神上是否真能滿足於「帶我瓊瑤佩，漱我混進漿，蜘輸

玩靈芝，徒倚弄華芳」的極樂仙境？蓋遊仙詩人多一方面嚮往無憂極樂的永恆

仙境，一方面卻叉對紅塵俗事無法割捨’不免徘徊於遊仙與入世的矛盾選擇
裡。現實的痛苦與不如意，讓詩人營造出一個非人闊的神仙世界來解脫現實的
痛苦，但這種現實的痛苦叉恰巧是因為生命的短暫無常和慾望的難以實現，當

這種掙扎達到極點時，往往讓詩人激發出更強烈的求生動機，早在東漢後期的
〈古詩十九首〉就提供了這樣了概念：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畫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無當及時，
何能待來茲，是1 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典等期。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
香香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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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

多為無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35 。
代表曹樹嗨仙詩之一的（驅車篇〉，很明顯即受到〈古詩十九首﹒驅車上

東門〉的影響，然而起始的體例結構雖然相似，卻沒相同的結果作結，不同於
〈古詩十九首〉裡「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

的體認，在（驅車篇）裡，曹植嚮往的仍是「同壽東父年曠代永長生」的永恆
仙境。此時不禁讓人懷疑曹植是否真的已在遊仙詩裡獲得解脫？若不能於精神
層次上獲得遊仙的滿足，叉無法放任自己及時行樂，曹植將何去何從？
在〈贈白馬王彪〉裡曹植己說：「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

松子久吾欺。」（黃初五年令〉裡說：「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
也。」〈神龜賦〉裡說：「天道味而未分，神明幽而難燭，黃氏沒于空澤，松喬
化于株木。」以上在在可證明曹植根本不信什麼神仙之事，他甚至寫了（辯道

論〉措辭強烈的認為神仙之事乃「挾姦完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 J 般虛妄荒誕
而不可信。因此，我們可證明曹植大量遊仙詩作裡對生命永恆長壽的追求，僅

能作表面解釋，隱藏在背後的，仍然是他「建永世之絮，留金石之功」的入世
企求，而一首首的遊仙詩作，正是詩人旺盛生命力的澎濟展現， 如前所提及，
神話學者喬塞夫﹒坎伯經典名著《千面英雄〉裡’將古今中外的英雄神話歸納

出「召喚→啟程→歷險→歸返」為基本架構，筆者以為魏晉遊仙詩人「遊仙
動機→遊仙準備→遊仙過程→歸返與否？ J 的情節結構與該神話架構之

35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97 年 6 月），頁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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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謀而合，曹植將他出世遊仙的精神，轉化為積極的入世關照，他在〈盤石

行）裡得作結詩句「仰天長太息，思想懷故邦，乘梓何所志， B于哇我孔公 J ’迴

異於其他遊仙詩作，是唯一赤裸表現其內心理想志趣的「洩密」之作。「我本太
山人，何為客堆東？」是不被見用的遊仙動機，但能因此如孔夫子所言：「道不

行，承梓浮於海」嗎？一如王逸所言曹植「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他終究不忍
拋棄所堅持的理想，不像屈原〈離騷〉選擇「吾將從彭成之所居」悲觀入世，

也不像屈原〈遠遊〉選擇「超無處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無為出世，即便
政治環境再如何惡劣，仍不改曹植以一首首的遊仙詩作來證明自己樂觀入世、

雖千萬人吾往己，至死方終的決心啊！

四、結論
大抵以「遊仙動機→遊仙準備→遊仙過程→遊仙所見→登仙極樂
→回歸與否」為創作步驟的遊仙詩作，反映出詩人對當時政治、社會、人

生種種的恐懼與慾望，以及他們內心種種錯綜複雜的情緒，遊仙詩人一方面致
力創造並留戀於一種無憂永生的仙界，一方面卻叉矛盾的對現實世界充滿留戀
與不捨，故其主題常遊移在「登仙與回歸，仙境與現實」之間。因為魏晉時局

動盪的壓迫、道教思想的持續發展、艾體本身的發展，以及帝王的提倡．．．．．．等

等因素，使得魏晉時期的遊仙詩大放異彩，成了當時文壇的代表性文體之一，
遊仙詩至唐代雖而於詞語結構上更見成熟，但相較之下卻無魏晉丈人那種因時

代壓迫，而對生命價值所產生的那份真實的真情流露。才高八斗的曹植亦不乏
遊仙詩作，若就文體本身的發展來考校，即可發現曹植遊仙詩明顯上承屈原楚
辭系的文學源流，然而曹植並不以遊仙得道後的永恆常樂作為滿足，反覆觀察

曹植的詩文，即可發現曹植根本不信什麼神仙之事，不依屈原（離，騷〉選擇「吾

將從彭成之所居 J 悲觀入世，也不若屈原（遠遊〉選擇「超無為以至清兮，與
泰初而為鄰」無為出世。他明知勢不可為，明知政治環境惡劣，但卻仍積極持

續散發他建功流名的生命熱量，隱藏在大量追求長壽永恆遊仙詩作背後的，竟
仍是他「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的入世企求。因此，曹植遊仙詩作的詞彙
語句或許多承襲屈原而來，但其「明知不可而為之 J 其積極精神卻已達超越最

後投江自盡的三閣大夫，留給後人無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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