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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從「聲」、「音」、「樂」的三分架構來探究嵇康〈聲無哀樂

論〉關於「移風易俗」命題。在「聲」與「音」的樂理層次上，嵇康以

理性的邏輯方式，來檢覈音聲與哀樂之實，正音聲之名，說明音聲實無

涉於哀樂，聲情理當分殊。再者，就「樂」的玄理層次而言，經過生命

實踐工夫上的去無遣著，人得以進入一充滿意蘊的美學世界，不僅音樂

得以回歸其自身，人亦能回歸其自身。順此，嵇康乃證成「移風易俗莫

善於樂」的命題，並建立起一個有別於名教禮法且充滿道家式關懷的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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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向度，超越以名教禮法為價值依歸的規範體系，讓生命從禮教體系的

層層架構下超脫出來，一任生命本真之自然。 

 

關鍵詞：嵇康、聲無哀樂論、音樂、移風易俗、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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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is mainly from the third framework to explore 

Ji-Kang’s essay “ Seng-Wu-Ai-Le-Lun ”about change customs and 

habits. On the level of music theory, Ji-Kang used logical way to 

chec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nd and emotion. He,then, 

declare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ound and emotion. On the level of 

life in terms of practice, by removing persistent effort, people have 

access to a world full of aesthetic implication. Thus Ji-Kang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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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d " change customs and habits of good at music", and 

established a Taoist ethical concern. 

 

Keywords：Ji-Kang、Seng-Wu-Ai-Le-Lun、Music、To change customs 

and habits、Ethics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論嵇康〈聲無哀樂論〉之音樂思想與倫理關懷   199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論嵇康 

〈聲無哀樂論〉之音樂思想與倫理關懷 

 

 

 

沈素因 

 

 

一、前言 

 

 

嵇康（西元224年－263年），字叔夜，魏晉名士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為

人卓爾不群，風姿遠邁，善於談理，又能賦詩屬文，是魏晉時期著名的思

想家與文學家。再者，嵇康在藝術上亦有出色表現，尤其是音樂方面，他

擅長彈奏古琴，曾習得〈楚明光〉、〈太平引〉，以及聲調絕倫的〈廣陵散〉，

又懂得創作樂曲，相傳有〈嵇氏四弄〉與〈風入松〉。1此外，他還寫下〈聲

無哀樂論〉及〈琴賦〉兩篇作品，闡述自己的音樂美學思想，而這兩篇文

章也受到當時人們的重視。〈琴賦〉一文入選《昭明文選》之中，主要是呈

                                                
1 關於嵇康所習琴曲及所作琴曲之說，可參考戴明揚〈廣陵散考〉一文。該文收錄於戴

氏《嵇康集校注》，頁 444-480。另外，本文所引嵇康所撰篇章，皆根據戴明揚：《嵇

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下同，不另註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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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嵇康鍾情於琴、契會於樂所開展出以藝體道的藝術進路，從琴的材料、

起源、製作、技法、演奏等方面，展開全面性的論述，最終，聚焦於躁靜

氣應下的麗質殊構，並凸顯「至人」的參與與存在，使人與琴得以在氣聲

相應下共契莊子逍遙美學之境。2〈聲無哀樂論〉則是一篇奇文，不論是在

魏晉時期，或是整個中國音樂思想史上，皆有著相當獨特的地位。《世說新

語．文學》曾記載：「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

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3劉勰《文心雕龍．論說》亦稱：「叔夜之

辯聲、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
4時至今日，在學界中，探究魏晉玄學者亦多重視嵇康〈聲無哀樂論〉一文，

並著手進行討論，形成許多豐碩的研究成果。大體而言，隨著美學受到學

界的關注，學者們在探究〈聲無哀樂論〉時，多側重於討論其音樂美學部

分，如葉明媚《聲無哀樂論研究——從傳統音樂發展看聲無哀樂論》、鄭明

慧《嵇康與漢斯里克音樂美學思想研究》、徐麗真《嵇康聲無哀樂論之音樂

美學研究》、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嵇康的音樂美學思想》、張節末《嵇

康美學》、張蕙慧《嵇康音樂美學思想探究》等。這種觀看的角度當然有其

道理，但是，我們不應忽略的是，嵇康〈聲無哀樂論〉一文的形成乃有其

特定的歷史脈絡。 

根據王葆玹的考證，魏明帝青龍年間，「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

高堂隆遂上疏，表示此舉是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卞蘭則持相反意見，認為

一國之興衰主要是導因於政治教化是否清明，與音樂無關，於是，雙方人

馬便展開了一場關於音樂移風易俗的爭論。5當時許多重要的學者都投入此

                                                
2 關於〈琴賦〉的論述，請參見吳冠宏〈嵇康〈琴賦〉中以樂體道之義涵探析——兼論

與〈聲無哀樂論〉的互補關係〉，《文與哲》，第 21期（2012年 12月），頁 121-148。 
3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台北：華正書局，1989年），頁 211。 
4 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論說》（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 347-348。 
5 王葆玹：《正始玄學》（濟南：齊魯出版社，1987年），頁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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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戰中，如劉劭、阮籍、夏侯玄等，而嵇康〈聲無哀樂論〉一文便在此

脈絡下形成，所關注的核心論題即在於證成音樂可以移風易俗，換言之，

它是一個關於如何成全人情世界的命題，當然，此文也涉及了人倫教化、

名教禮法的討論，表現出嵇康對於音樂成為名教附庸的不滿與批判。那麼，

音樂如何能夠移風易俗？如何能夠成全人情世界呢？在〈聲無哀樂論〉一

文的論述過程中，我們看到一個有意思又值得深思的現象：整篇文章的前

七大段，嵇康幾乎都在極力否決音樂具備移風易俗的功能，可是，至最後

一部份時，卻忽然轉而肯定音樂具有移風易俗之效。這既否定又肯定的論

述，看起來似乎是相當矛盾的，不過，值得思考的地方也就在此，何以嵇

康前七大段要花費極大的氣力去否決音樂移風易俗的功能，之後卻又轉而

抱持肯定的態度呢？他否定的究竟是什麼？肯定的又是什麼呢？在此論述

過程中，嵇康是否真的能夠證成音樂能夠移風易俗的命題呢？他又如何在

〈聲無哀樂論〉一文中對音樂與名教之間的關係進行反省、批判與超越呢？

上述種種引起筆者莫大的關注，認為〈聲無哀樂論〉確實耐人尋味，極富

思辨之趣，乃有意深究。於是，本文將以〈聲無哀樂論〉一文為討論核心，

試圖勾勒出嵇康的音樂美學思想，及其對音樂能否移風易俗的看法。 

 

 

二、「聲」、「音」、「樂」三分的架構 

 

 

    在我們正式討論嵇康〈聲無哀樂論〉如何證成移風易俗的命題之前，

筆者認為必須先在此加以說明的是：〈聲無哀樂論〉一文其實隱含著傳統樂

論「聲」、「音」、「樂」三分的基本架構。謝大寧曾指出嵇康〈聲無哀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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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樂理與玄理間存在著一種本質的矛盾，因為嵇康在「自然」一詞的使用

上，出現了意義的滑轉，造成樂理中所說的「自然之和」和玄理中所意指

的「自然」並不一致，倘若我們不想讓〈聲無哀樂論〉因此喪失了思想的

創發性，就有必要引入傳統樂論三分的基本架構來做為理解框架。6筆者認

為以此三分架構來理解〈聲無哀樂論〉一文，確實具有廓清之效，故有意

先概述此架構，再進一步論述嵇康對於移風易俗的看法。 

    在傳統儒家經典中，多有一些論及音樂的文字或篇章，如《論語》、〈詩

大序〉、《荀子．樂論》等，其中，以《禮記．樂記》對「聲」、「音」、「樂」

的層層畫分最具代表性。《禮記．樂記》言道：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

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

羽旄，謂之樂。7
 

 

這段文字為聲、音、樂下了一個基本定義與解釋。「聲」是指人心之感物而

動，亦即人的情感應物而有所不同表現，「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

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

厲；其心敬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8，當人心中存

在著不同的情感，如喜、怒、哀、樂、敬、廉等，應物後所發出的聲音表

                                                
6 謝大寧：《歷史的嵇康與玄學的嵇康——從玄學史看嵇康思想的兩個側面》（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頁 191-210。 
7 《十三經注疏．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頁 662。 
8 《十三經注疏．禮記》，頁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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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自然就會一高一下、或清或濁，出現差異性，故言「聲相應，故生變」。

簡言之，「聲」乃指相應於情緒活動而有的發聲。「音」則是由「聲」的「成

方」而來，「方」意謂文章，9所以「成方」即是指「聲」經過組合排列、文

采節奏潤飾而形成「音」，「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10它是

「成方」、「成文」，是具備人文性的，也就是今日時下所謂的音樂、歌曲，

即Music。至於「樂」的部分，根據孔穎達疏的說法，「樂者，言以樂器次

比音之歌曲，而樂器播之並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11意思

是「樂」與「音」的區別乃在於「樂」是可以配以樂器演奏及舞蹈者。但

是，這樣的論點似乎不能令我們感到滿意，因為，凡是「音」者皆可配以

樂器演奏及舞蹈表演，難道被稱為亂世亡國的鄭衛之音、桑間濮上之音就

不能配以樂器演奏及舞蹈表演嗎？那麼，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樂」呢？

「音」與「樂」的區分究竟何在呢？ 

    《禮記．樂記》有云：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

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

「今夫古樂，……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

進俯退俯，奸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糅雜子女，不知父子。

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

                                                
9 孔穎達疏曰：「變成方謂之音者。方謂文章，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

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見《十三經注疏．禮記》，頁 662。 
10 《十三經注疏．禮記》，頁 663。 
11 《十三經注疏．禮記》，頁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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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

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

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

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

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

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12
 

 

〈樂記〉藉由子夏與魏文侯的討論，以新樂／古樂；溺音／德音來對「音」

與「樂」的區分進行一番論述。子夏認為「音」（即新樂、溺音），如鄭、

宋、衛、齊等地的音樂雖婉轉動聽，使人好聽而不知倦，但也容易令人流

連沉溺，不可自拔，導致怠懈墮落、荒廢志業，故言此四者可令人淫志、

溺志、煩志、喬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相對地，「樂」（即古樂、德音）

則是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

亦即「樂者，通倫理者也」之意。13「樂」是一種能夠通暢倫理之情、正綱

常之紀的音樂，於是，音與樂的分判標準乃在於是否有「德」。而「德者，

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14關於「德」與樂」的關係與解釋，我們可

從孔子「人而不仁，如樂何」、「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的說法上來理解。

15如此一來，「樂」便涉及到「仁」，涉及到人格價值乃至於終極關懷的層面。

                                                
12 《十三經注疏．禮記》，頁 686-692。 
13 《十三經注疏．禮記》，頁 665。 
14 《十三經注疏．禮記》，頁 682。 
15 《論語‧八佾第三》（台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頁 26；《論語‧陽貨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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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樂」與「音」都必須服從音樂性的法則，但倘若缺乏了生命的價

值自覺這一層次，便不能使「音」進入「樂」的層次，所謂「樂」便是在

「音」之上再添加生命的價值自覺。16
 

    以上，我們大致說明了傳統樂論「聲」、「音」、「樂」三分的架構。筆

者以為，若將此三分架構依樂理、玄理兩大層次再進行區分，則「聲」、「音」

屬於樂理層次，「樂」屬於玄理層次。17又筆者認為嵇康撰寫〈聲無哀樂論〉

一文時，其實就是參照著此三分架構在思考問題。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在

東野主人（可視為嵇康的化身）與秦客（可視為儒家傳統樂論者）的第一

重問答中，得到印證： 

 

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為五色，發為

                                                                                                              
頁 156。 

16 謝大寧：《歷史的嵇康與玄學的嵇康——從玄學史看嵇康思想的兩個側面》，頁

199。 
17 戴璉璋曾提及嵇康的辨論文字有「名理」與「玄理」兩個層面值得注意，前者是可以

通過知性活動加以辨查，而且可用名言概念來表達或詮釋的，顯示出他說服對方、

糾正謬誤、申述己見的思辨能力；後者則是得之於生命實踐的體證，呈現出他師法

老莊、歸本自然、善用玄智的體悟心得。其詳請參見戴璉璋：《玄智、玄理與文化發

展》（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頁 122。依戴氏之見觀看〈聲

無哀樂論〉一文，可以發現，嵇康確實是以名理與玄理兩個層面來進行立論，他一方

面在客觀主義論上運用合於邏輯學的諸多思辨推理方式來論證「聲」、「音」與人心

之哀樂明為二物，另一方面又透過生命實踐來談論「樂」之感人至深。所以，我們大

抵又可將「聲」、「音」、「樂」就名理、玄理兩大層次再進行區分。對此，謝大寧

也有類似的看法，不過，他不作「名理」，而是以「樂理」稱嵇康在客觀主義上對

「聲」、「音」的辨名析理(見《歷史的嵇康與玄學的嵇康——從玄學史看嵇康思想

的兩個側面》，頁 182-210)。筆者以為，〈聲無哀樂論〉是一篇探究音樂的文章，所

以，若將「名理」改稱為「樂理」或許會更貼切一些，於是，本文乃將三分架構依樂

理、玄理兩大層次進行區分，即「聲」、「音」屬於樂理層次，「樂」屬於玄理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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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

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 

 

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 

 

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為之節。使哀不至傷，

樂不至淫。18
 

 

以上這三小段本是一串連貫的文字，如今筆者刻意將之區分為三個段落，

是為了凸顯出它們正是相應於傳統樂論「聲」、「音」、「樂」三分的架構。

第一段是從「聲」的溯源上來論說，嵇康認為「聲」乃產生於天地陰陽五

行的變化，就如同「五色」、「臭味」一般，具有一種物質質性，不會因為

人情而有所改變。第二段所言「宮商集化，聲音克諧」即是指將「聲」組

合排列、節奏潤飾而成音樂，相應於傳統樂論對「音」的看法。至於第三

段，嵇康則強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這不禁讓我們想到了孔子對《詩

經．關雎》的評價：「樂而不淫，哀而不傷」，19不淫不傷才合乎孔子對「樂」

的要求——盡善盡美。論述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嵇康確實是有意識地依

循傳統樂論「聲」、「音」、「樂」層層遞進的發展型態來思考問題，20所以，

                                                
18 《嵇康集校注‧聲無哀樂論》，頁 197-198。 
19 《論語‧八佾第三》，頁 30。 
20 吳冠宏認為嵇康〈聲無哀樂論〉一文乃是以道家精神顛倒了傳統樂論「聲音樂」

的架構，解構儒家詩、舞、禮等人文性而復返自然，形成「樂音聲」探本尋源的

進路，於是，視「聲」如同「道」的位階，「聲」在存有論上具有優先性。其詳請參

見〈當代〈聲無哀樂論〉研究的三種論點商榷〉，《東華漢學》，第 3期（2005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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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三分架構來理解〈聲無哀樂論〉一文應當是合宜的。當然，就嵇康〈聲

無哀樂論〉的主要命題——「移風易俗」來說，最重要的部分乃是落在論

「樂」的層次上面，因為，唯有透過「樂」才能通達倫理之情，才可具移

風易俗之效。 

    擁有這樣的前提概念後，我們再來觀看〈聲無哀樂論〉一文，便更容

易掌握嵇康的論旨所在。以下，我們就正式進入東野主人與秦客的層層論

難。 

 

 

三、在「聲」、「音」層次上的論難 

 

 

    文章一開始，秦客便提出音樂具有移風易俗之效的看法，其基本論點

在於音樂和情感之間具有一種樂理上的必然聯繫： 

 

                                                                                                              
月），頁 91-97。吳先生的論述自有其精采之處及調和樂理與玄理之用心，但筆者以

為〈聲無哀樂論〉一文仍應放在「聲音樂」的架構來理解，因為，若依循吳先生

之見，以大自然的「聲」為存有論上的優先性，擺落人文性的樂，則嵇康的許多語脈

將不可解，如「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

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為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一段，就必須放置在

人文性的脈絡裡才能理解；又如嵇康肯定鄭聲「是音聲之至妙」一語亦是如此，最重

要的是，倘若嵇康真的完全擺落人文性的樂，只追求大自然的聲，則他又該如何能

證成〈聲無哀樂論〉的核心命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亦即如何論證音樂具有

移風易俗的人文化成之功呢？故筆者以為〈聲無哀樂論〉一文仍應放在「聲音樂」

的架構來理解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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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

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

舜之德；季札聽絃，知眾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

子獨以為聲無哀樂，其理何居？21
 

       

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

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

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心戚者則形為之動，

情悲者則聲為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

夫能者不以聲眾為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

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哀樂之

作，亦有由而然，此為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茍哀樂由聲，更為

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22
 

 

秦客主張音樂是一種人們情感的表現形式，一旦人們將心中的情感寄託於

音樂形式之中，音樂便保有了原初作者的種種情感狀態，故能使聽者聞之

而感受到原初作者的哀樂之情，如「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

知眾國之風」、「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

魯人晨哭而顏淵察其生離」。雖然，人有善聽察者與不善聽察者的差別，就

如同《禮記．樂記》所言「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

                                                
21 《嵇康集校注‧聲無哀樂論》，頁 196-197。 
22 《嵇康集校注‧聲無哀樂論》，頁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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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23音樂保存著創作者的種種情感與內在德性，

但由於聽者的感知能力因人而異，導致不是人人皆可確實捕捉、掌握音樂

的旨趣，可是，不能因此就推論「聲無可察之理」或「聲音無哀樂」。總而

言之，秦客認為「聲使我哀，音使我樂」，音樂所蘊藏的情感能使人興起悲

戚、歡樂之情，有著感染人心的力量，亦即音樂與情感之間有著一種樂理

上的必然聯繫，故音樂可以陶冶、引導人的情志。而在此種觀點下，便有

所謂治世之音、亡國之音、安樂之樂、哀思之樂等等分別，有了鄭聲淫邪

與雅樂中正的分判，並由此可發展出一套禮樂教化論，以證成音樂具有移

風易俗、興邦治國之功。 

    就「聲」、「音」、「樂」三分的架構來看，秦客的說法顯然是單純地集

中在「音」的層次上，以為「宮商集化」的音樂之中必然蘊含著人情哀樂，

並在「音」的層次上論證移風易俗的可能性。然而，秦客論述的問題癥結

點恐怕也就在此，即秦客不是在「樂」的層次上思考移風易俗之命題，只

侷限在「音」上面，如此一來，便缺乏了價值自覺意義這一層次，不能真

正透顯出孔子所說「人而不仁，如樂何」、「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的意

義所在，無法涉及到人格價值乃至於終極關懷層面，當然，也就無法成功

地面對嵇康一連串的質疑與挑戰。 

    至於嵇康的部分，筆者以為嵇康確實是對於「聲」、「音」、「樂」三分

架構有著一份清楚的認知，因為，〈聲無哀樂論〉正是循著此架構一步步展

開，一步步地反駁秦客的觀點，點捻出聲有哀樂的說法根本無法證成移風

易俗的命題。首先，他就「聲」與「音」的層次進行論述： 

                                                
23 《十三經注疏．禮記》，頁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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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慼。

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

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

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哀切之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

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

夫哀心藏於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

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夫喜怒

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

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為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

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則謂之

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

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

情感，則無係於聲音。24
 

 

嵇康在此提出一種不同於傳統樂論的心物交感之說，25以客觀主義的音樂論

述來反駁秦客聲有哀樂的論調。他認為「聲」和「音」本身有其獨立性，

與人情的哀樂之間並也沒有一穩定、必然的關聯性，如在不同時空的風俗

文化下，人們對於心中哀樂之情的表達方式，就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不

能因為聽到哭泣聲，就認定哭泣者心中必定藏有哀戚之情，也不能因為聽

                                                
24 《嵇康集校注‧聲無哀樂論》，頁 198-200。 
25 《禮記‧樂記》：「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於人心之感於物也。」（頁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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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歌舞聲，就認定歌舞者心中必是懷有欣喜之情。所謂的哀樂其實是來自

於人心，是指涉人們情感狀況的名稱，但是，哭泣、歌舞則是外在的表現

形式，我們不能單憑外在的表現形式來斷定內在的情感狀況，否則就是「濫

於名實」。26而人們聽聞音樂後所產生的哀樂之情，是「內有悲痛之心，則

激哀切之言」、「哀心藏於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的結果，是人心蓄積了

哀樂之情，遇到音樂乃有所興發、流露，也就是說音樂只是引發原本就已

存在於人們心中的情感，音樂本身並不具有人情哀樂。猶如食物的味道有

甘苦，我們不會因為自己對某些食物興起喜愛或厭惡之情，而指稱這些食

物具有哀樂之情。於是，同理可證，「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

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音樂也只有和與不和的區別，其本身並

不帶有任何人情色澤。 

    面對東野主人聲情分殊的論點，秦客進一步提出「躁靜」的說法，試

圖反駁。秦客指出原本心情平和之人聽聞不同樂器的演奏後，會令平和的

心情產生變化，「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

並且，運用同一種樂器來演奏不同的曲調，也會使人的情感隨之改變，「奏

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愜」。27其實，

秦客此處所言「躁靜」可說是「哀樂」的另一種表述方式，兩者皆意指情

感，於是，「躁靜」與音樂之間的關係就如同「哀樂」一般，秦客認為它們

都蘊藏於音樂之中，能令聞者興起情感上的變化，遂再次主張聲情合一的

論點。 

                                                
26 《嵇康集校注‧聲無哀樂論》，頁 197。 
27 《嵇康集校注‧聲無哀樂論》，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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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此，東野主人（亦即嵇康）也提出自己關於「躁靜」的見解，且更進

一步釐清哀樂與音樂之間的關係： 

 

此為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夫曲用每殊，

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

曲變雖眾，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近乎和域；

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各師所解，

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

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

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

28
 

 

就創作者的角度來說，即使創作者在作曲的當下懷有特定的情感，但是，

樂曲形成後，其內容並不能表達出創作者原初的情感，因為，「聲音之體盡

於舒疾」，亦即漢斯立克（Edward Hanslick）所說：「音樂的內容就是樂音

的運動形式」，29音樂的內容與形式是渾然融合、不可分離的一體，這些律

動形式有快、慢、強、弱、升、降等物理運動，然則，這些樂音的律動只

                                                
28 《嵇康集校注‧聲無哀樂論》，頁 216-217。 
29 見漢斯立克著，楊業治譯：《論音樂的美——音樂美學的修改芻議》，頁 50。關於

嵇康〈聲無哀樂論〉的樂理部分，目前學界有諸多學者援引西方音樂理論家漢斯立克

的觀點來進行詮釋，如錢鍾書《談藝錄》、鄭明慧《嵇康與漢斯里克音樂美學思想研

究》、徐麗真《嵇康聲無哀樂論之音樂美學研究》、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張

節末《嵇康美學》、張蕙慧《嵇康音樂美學思想探究》等。筆者以為這樣的詮釋有其

深刻之處，故亦以此說進行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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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情感力度的表現，只是情感的一種屬性、一個方面，並不是情感本身。

如一段緩慢、低沈的旋律，究竟表達的是莊嚴肅穆之情或哀怨憂傷之感，

這裡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存在，而是端看聆聽者懷著什麼樣的情感來詮釋這

段樂曲，「人情不同，各師所解，則發其所懷」，是人心的哀樂為音樂增添

人情的色澤。所以，再一次論證了前面所說音樂以及由人心所興起的哀樂

之情是：「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

樂自當以情感而後發，則無係於聲音。」指出哀樂是人內在的情感，與音

樂美感是屬於不同的範疇，自當有所區別。 

    復次，當人們對音樂進行審美的評價時，若能全然投入這些樂音律動

的形式之中，便能有「躁靜之應」。這裡的「躁靜」並不是秦客所說的情感

表現，而是一種對樂音律動的觀照，「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

終得躁靜」，它必須暫且將人情哀樂的牽纏給予撥除、隔離，30使得審美者

能夠以平靜的胸懷專注於樂音的律動上，單純地通過對樂音律動形式的體

察，以進入某種純粹觀照的境界，亦即進入樂音旋律的和美之中，方「終

得躁靜」，獲得音樂和諧律動之審美感受。故嵇康乃言：「躁靜者，聲之功

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 

    論述至此，嵇康大抵已從「聲」與「音」的層次上證成音樂的客觀性，

也依此否定了秦客聲有哀樂的說法，換言之，嵇康否定了秦客在「聲」或

                                                
30 謝大寧指出這種在樂理上將情感牽纏暫時給予隔離，進入某種純粹觀照的境界，以

獲得「躁靜之應」，其背後必然會引出一些工夫論的要求，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

種將情感暫時隔離的工夫，和嵇康〈養生論〉所強調「忘」、「遺」等養神之實踐工

夫是不相同的，這一點我們必須清楚分辨，倘若將這種情感暫時隔離的工夫滑轉為

道家的境界修為，則會造成詮釋上的走樣。其詳請參見《歷史的嵇康與玄學的嵇

康——從玄學史看嵇康思想的兩個側面》，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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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的層次上討論移風易俗的可能性。但是，這裡也出現一個重大問題：

按照上述說法，審美者如果想進入音樂純美的世界，必須要暫時撥除情感

的牽纏，讓自己進入某種隔離狀態，然而，在此種狀態下，審美者當然也

必須要暫時與人情世界隔離，如此一來，又該如何能證成音樂能夠移風易

俗的命題呢？關於這個部分，我們必須進入下一階段的討論。 

 

 

四、在「樂」的層次上論證移風易俗之說 

 

 

    經由上述，可以得知，嵇康並不從「聲」、也不從「音」的面向討論音

樂具有移風易俗之效，那麼，嵇康的論證是否落在「樂」的層次上呢？ 

  

樂之為體，以心為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

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本不在此也。31
 

 

嵇康明白指出「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但是，若要論證移風易俗之效卻「本

不在此也」，乃是落在「無聲之樂」上。然則，我們該如何理解嵇康所說的

「無聲之樂」呢？「無聲之樂」當然不是客觀主義上純然樂音律動的和諧，

於是，此時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此「無聲之樂」乃是放置在「樂」的層次

上說，由價值實踐的面向來論述，於是，「無聲之樂」的「無」顯然是指一

                                                
31 見《嵇康集校注‧聲無哀樂論》，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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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超越義，是詭辭之撥遮義，它超越了音樂的實相，進入某種無所執著、

無所黏滯的樂的境界，這境界無疑是在心上做工夫，唯有如此，我們也才

能適切地解釋「樂之為體，以心為主」一語。 

    然而，這樣推測不是沒有根據的，嵇康曾清楚言道： 

 

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

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

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慼竝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唯

無主於喜怒，亦應無主於哀樂，故歡慼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

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群理，總發眾情耶？由

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為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為主，應感而

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慼，綴

虛名於哀樂哉？32
 

 

這段文字在〈聲無哀樂論〉一文中，是接續於嵇康提出「躁靜者，聲之功

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之

後，一般學者對於此段文字的詮釋以及「和」字的看法，大多朝向樂理方

面來理解，認為此處主要是在說明樂音的律動形式有其自然的和諧性，亦

即有著純客觀的物理性之和聲，它與人們的主觀情感無涉，而人們聽聞音

樂後之所以會展現出歡戚之情，主要是由於人們內心早已懷著一份情感所

致，故言「聲音以平和為體，而感物無常」。這樣的說法在順通文句上，固

                                                
32 見《嵇康集校注‧聲無哀樂論》，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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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頗為順適，但是，倘若果真以此進路來進行理解，則會出現一個問題：

嵇康何以在「音無變於昔，而歡慼竝用」後面要加上「斯非吹萬不同耶」

一語呢？ 

    《莊子‧齊物論》有言「人籟」、「地籟」和「天籟」之分，其中，「天

籟」明顯是莊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之音，然而，對於「天籟」，莊子並未以

任何正面性、確定性的詞語來描述，僅云：「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這個疑問語句的回答雖不合於一般的邏輯理性

思維，33卻相當具有深意，牟宗三曾給予一精闢詮釋，指出它意味著「天籟

並非一物，只是一『意義』，一『境界』。此意義，此境界，即就『吹萬不

同』之自己、自取而暗示之，故即『自然』也。『自己而然，謂之天然』。

背後並無一怒（努）發之者使之如此。」34，換言之，就聲、音、樂三分的

架構而言，莊子所言「天籟」顯然已涉及到生命的價值自覺乃至於終極關

懷層面，是屬於「樂」的層次。35
 

    據此，若上述嵇康〈聲無哀樂論〉的這段文字以及其「和」字是朝向

樂理方面來理解，則「斯非吹萬不同耶」一語勢必與整段文字產生矛盾現

象。當然，或有論者會以為嵇康雖引《莊子‧齊物論》的「夫吹萬不同，

而使其自己也」，卻不能真正知道莊子「天籟」所具有的意義境界，不能進

入莊子說這段話的思路脈絡中，只是簡單的將之引到自己的論證上來而

                                                
33 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齊物論》（台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頁 50。 
34 見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台北：學生書局，1997年），頁 198。 
35 就「音」與「樂」的區分上來說，我們可以發現，孔子所謂「人而不仁，如樂何」、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的說法與莊子「天籟」的論點，實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他

們皆以生命實踐的價值自覺意義來作為分判「音」與「樂」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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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然則，筆者認為嵇康應不至於如此，因為，他曾在詩作中自云：｢目送

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36「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

獨往，棄智遺身」；37「流詠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展現

出嵇康在琴樂中逍遙自得、游心於道的境界。38又〈琴賦〉亦曾言及琴音可

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性絜

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39足見嵇康是將音樂視為養生的法門之一。嵇

康談養生是形神並論： 

 

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

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芳香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

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

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

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

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

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弦，無為自

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

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40
 

 

                                                
36 見《嵇康集校注‧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頁 16。 
37 見《嵇康集校注‧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頁 19。 
38 見《嵇康集校注‧酒會詩七首》，頁 74。 
39 見《嵇康集校注‧琴賦》，頁 83、96、106。 
40 見《嵇康集校注‧養生論》，頁 15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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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文字中，嵇康給予養形在養生中正面的意義與肯定，認為善養生者

要「蒸以靈芝，潤以醴泉」，不過，其養生的主要重點仍落在養神上，著重

於消解人心的執著，消解糾結在身體感官（聲色滋味）、機心計算（思慮、

名位）以及心理情感（喜怒哀樂）的撲著相，因此，當他說「外物以累心

不存」時，並不是指去除外在的對象物，不是讓對象物不存在，其「不存」

乃是人之於對象物的執著。而「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忘」與

「遺」也都是消解、放下、不執著之意，無去汲汲為歡、好生惡死之心，

亦即無去人心對歡、生的撲著相。於是，當嵇康強調「忘」、「遺」等養神

之實踐工夫時，我們也找到了嵇康與莊子相對照的基礎點，換言之，嵇康

便是通過此等養生工夫，完成了向先秦道家老莊之學的回歸。 

    現在，我們再返過頭來繼續思考先前的問題：嵇康是通過養生工夫來

完成對先秦道家精神的回歸，又嵇康將音樂視為養生的法門之一，則我們

不得不懷疑以樂理式的進路來理解上引〈聲無哀樂論〉的這段文字的合理

性。倘若我們不以樂理式的進路來理解，又當如何理解這段文字呢？首先，

我們必須注意到引文中「和」字的詮釋，筆者以為此「和」字已脫離樂理

層次的純客觀的物理性和聲之意，而是具有境界之和的深意。當悠揚的樂

音流洩時，人們固然可聽到音樂客觀的旋律和諧之美，遂有「躁靜之應」，

不過，音樂之於人若僅停留於「躁靜之應」的層次，這便是我們沒有真正

聽懂音樂的價值與意義，其實，「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

莫不自發」，在音樂客觀旋律的和諧豐美之上，尚有境界之「和」，此「和」

是音樂自身力量之湧現，只要人能投身於其中，必將被這音樂自身之力量

所捲入，被湮沒、被穿透、被包圍，人與音樂一體共融、共振，此時，人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論嵇康〈聲無哀樂論〉之音樂思想與倫理關懷   219 
 
 

 

 

原本在人情世界中被壓抑的生命力量與情感都將被肯定且釋放出來，「或忻

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慼

竝用，斯非吹萬不同耶？」音樂具有召喚的力量與洗滌人心的治療作用，

帶來人們的生命力量的覺醒與湧現，這種情況與意義，一如《莊子‧齊物

論》所說的「天籟」，故嵇康乃言「而歡慼竝用，斯非吹萬不同耶」。 

    當然，這裡還存在一個最根本而關鍵的問題——人們究竟要如何才能

聆聽「天籟」？如何才能傾聽此境界之「和」，讓自身生命力量得以覺醒並

湧現而出呢？嵇康明白地表示不能「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而是必須

「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撥遮心的執著才能「歡慼俱見」、「兼御群

理，總發眾情」，而這「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的說法，與〈養生論〉

所說「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41都是詭辭式的詞語，都是撥遮遣

執的生命實踐工夫。換言之，人們必須透過生命的實踐工夫來解消分別心，

解放了一切符號的有為之後，才能在聆聽音樂旋律之際，除了能有樂音和

聲豐美之品味，同時也能讓自己向音樂敞開，順著樂音律動的和諧，進入

了音樂的境界之「和」，人與音樂皆如其所是的湧現其自身，且形成一種彼

此力量相互輝映、交融的關係，「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為體，而感物無常；

心志以所俟為主，應感而發」。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能因為人與音

樂之一體交融共振，而混淆了人與音樂的差異性，進而推論出「聲有哀樂」，

因為，在物我交融一體的同時，物我也仍是向來屬己的，保持著自身的獨

特性、差異性，一如莊周夢蝶，雖處於物化之境，但仍是「周與胡蝶，則

                                                
41 見《嵇康集校注‧養生論》，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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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分矣」，42所以，嵇康又言「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

太和於歡慼，綴虛名於哀樂哉」。 

    根據上述，嵇康所謂音樂得以移風易俗的命題，便得以落實，亦即嵇

康移風易俗之說的立論根據，不是從純粹音樂審美的層次上來建立，而是

由「樂」的層次，由生命實踐後的價值自覺上來證成。 

 

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敘志，儛以宣情。然後文以采章，

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

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

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

萬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

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

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為體以心為主。故無聲之樂，

民之父母也。43
 

 

當生命跳脫無限的追逐，朗現出無所執著的「和心足於內」的境界時，則

生命的豐足與生生不息的力量自然湧現，「和氣見於外」，故能「歌以敘志，

儛以宣情」，會自然而然地吟唱其自身。這樣的吟唱、這樣的音樂是相應於

內在的和心而來的樂音和諧的律動，它既是一種旋律的和美，更是一種生

命的和美，並且，在此吟唱其自身的過程中，早已超越於旋律之上，而成

                                                
42 郭慶藩：《莊子集釋‧齊物論》，頁 112。 
43 《嵇康集校注‧聲無哀樂論》，頁 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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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生命意義的實踐與體證，故能令人「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

所以，就嵇康來看，「和心」才是音樂能夠移風易俗的根據所在，若單單僅

有「八音會諧」，人們將只停留在審美層次上，還不足以言風俗移易。44以

「和心」來面對人情世界，無所黏膩、無所執著，放下對「信」、「誠」、「愛」

的籌劃、分類與計算，則人與人之間的「信」、「誠」、「愛」就會自然盈滿

並湧現出來，完全不須經由人為的刻意造作與追求，於是，一個流動著自

然真實情感而無所造作的人情世界即顯現於此，正是「大道之隆，莫盛於

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因此，嵇康也就證成了「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的命題，並建立起一個成全人情世界的新向度。 

 

 

五、音樂美學下的倫理關懷 

 

 

    如上所說，嵇康在「聲」與「音」的樂理層次上論證音樂無涉及人的

情感，這種「客觀主義之純美論」使音樂能夠從主觀人情禮樂教化的糾纏

中得到解放，而擁有獨立的藝術地位，在中國音樂美學史上是極具意義的。

45復次，他在「樂」的層次上，證成移風易俗的命題，不僅於價值意義上再

                                                
44 戴璉璋曾言：「嵇氏宣稱：『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因為他相信和心發用，和氣

流行，和樂演奏，確實可以使人『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他認為『移風易俗莫

善於樂』的意義，應該在和心、和樂這裏著眼，才能得到正解。單單只有『八音會

諧』，人們只停留在聽之以心的感興層次，還不足以言『風俗移易』」（《玄智、玄理

與文化發展》，頁 193-194）。 
45 牟宗三有云：「嵇康所見，自有精采處。和聲當身之純美觀乃其特色也。……使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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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肯定音樂的獨立性，更開出一個由生命實踐工夫所透顯出來的美學境

界，以及一個有別於名教禮法的人情世界、倫理向度。筆者以為嵇康此處

著實可與先秦道家的精神相契接，並隱含著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觀點，

46間接完成了他對魏晉時期名教的批判與超越。何以言之？就讓我們先從嵇

康與先秦道家美學之契會處談起，再由此轉入倫理關懷的面向。 

    先秦道家的藝術美學精神，是要成就藝術的人生，使人的生命得到解

放，從現實的實用觀念中得到解脫，對此，我們可以莊子的「遊」來加以

象徵。47《莊子》一書的第一篇即是〈逍遙遊〉，以巨鯤化而為大鵬逍遙於

天池的寓言故事為開端，透過一連串的宏偉意象轉換，鋪陳出一個生命向

上翻昇超越之境，以及生命自由無礙的暢意快然。而當大鵬鳥的意象回歸

於人間，亦即逍遙遊的自在無待落實於人們的具體生命處境時，又將會是

何種姿態？何種畫面呢？筆者認為〈逍遙遊〉結尾處莊子與惠施相互辯論

的故事正適合用以說明。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

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

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

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

                                                                                                              
當身從主觀人情禮樂教化之糾纏中得解放，此種『客觀主義之純美論』亦為極有意義

者」（《才性與玄理》，頁 355）。 
46 《嵇康集校注‧釋私論》，頁 234。 
47 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台北：學生書局，1998年），頁 4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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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无為其側，逍

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48
 

 

這段惠施與莊子的對話，清楚地呈現出莊子要破除人類對萬物的宰制與擺

置，讓萬物在其自己。人總是以自己為衡量萬物的尺度，從實用的角度將

萬物化約為眼前等待利用的資源物，於是，樹對人而言，若不能中繩墨、

中規矩，即被視為無用之物，「匠者不顧」、「眾所同去」。不過，莊子認為

大樹及一切萬物，有其自身的價值，而人類「有用」、「無用」的分別心其

實是對萬物生命力的壓制與威脅，所以，莊子要扭轉這樣的物我關係，讓

萬物回歸其自身，不再為人類而存在，於是，讓大樹立於「无何有之鄉，

廣莫之野」，人則「彷徨乎无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人與萬物在遊戲

間相遇，悠閒美麗的時光，頓時化現，人與萬物之間構成一藝術性的關係，

呈顯出美麗、祥和、閒適之境。49
 

    莊子此處所表達的物我關係與美學境界，可說是與嵇康「無聲之樂」

的境界完全一致。 

    於儒家傳統的樂論觀點下，對音樂有諸多相對性意義價值判斷，這些

                                                
48 郭慶藩：《莊子集釋‧逍遙遊》，頁 39-40。 
49 賴錫三曾指出惠施之言乃表現出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實用功利心態，其物我之關係

是技術性的，而莊子所呈顯的物我關係則是藝術性的。在莊子藝術性的觀物方式

下，乘瓠浮遊、任樹自長、放牛吃草，「萬物回歸前語言的物之在其自己的同時，人

也回歸了赤子之朴、孩童之真。此時，人與物是在遊戲中相遇，悠閒美麗的時光，

頓時化現。就是這樣的時光，莊子才勉強命之曰『無為』、『逍遙』。」（〈論道家的

逍遙美學——與羅蘭‧巴特的「懶惰哲學」之對話〉，《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9

期，2008年 11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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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人們透過二元對立、對象化的認知活動所產生的結果，亦即人們所謂

治世之音、亡國之音、安樂之樂、哀思之樂的命名與分別，或是鄭聲淫邪

與雅樂中正的道德價值分判，其實都是人們將自身的語言符號所編織而成

的倫理性階序體系加諸於音樂之上，造成音樂被切割、分類為善惡、好壞

之屬，並且，所有的命名與分類都是帶有權力的色彩與壓制性的強迫力量，

因此，它也對所謂的亡國之音、哀思之樂形成一股抑制與打壓的力量，使

其成為邊緣的他者。換言之，將音樂進行倫理性階序分類的行為，其實是

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表現，是人以自我為中心，對音樂進行籌劃與分別，

結果使得音樂離其自己。 

    然而，當嵇康在價值論層次上說音樂和聲時，則是一種對二元結構和

相對性道德的超越，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觀看角度，放下上述儒家傳統樂

論對音樂的種種籌劃、分類、操控與打壓，讓音樂不再披上人類的符號暴

力，不再為人的道德秩序世界而存在，回歸音樂之自身。所以，嵇康曾經

於〈琴賦〉一文中明白指出〈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

〈鹿鳴〉、〈鵾雞〉、〈遊絃〉等雅樂古曲皆是「聲若自然，流楚窈窕」，都能

「懲躁雪煩」，而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等所謂謠

俗之曲，「亦有可觀者焉」。50對於音樂，嵇康不為之染上道德倫理價值論的

色彩，而是肯定音樂曲調本身之和美。故嵇康〈聲無哀樂論〉最後一段，

排除儒家傳統樂論的看法，肯定鄭聲「是音聲之至妙」，51並總結道： 

 

                                                
50 《嵇康集校注‧琴賦》，頁 102-104。 
51 《嵇康集校注‧聲無哀樂論》，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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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而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

然所名之聲，無中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

觀矣。52
 

 

再次點捻出「和心」的重要，「淫之與正同乎心」，強調要超越二元對立的

分別性，沒有語言的分類與評價，沒有所謂的淫邪之音，沒有任何音樂被

打壓成邊緣的他者，讓音樂復歸自身。如此一來，不僅能成就音樂之美，

其實，也成就了人之美，因為人的和心無執得以進入一物我交融之境，而

在此境界中，生命存在之自身被召喚出來，回歸到人與天地萬物間自然本

真的和諧關係，於是，人與音樂皆自使自取，亦共鳴共振，交織出一個充

滿意蘊價值的世界。而此一共鳴共振又充滿意蘊價值的世界，豈不正是莊

子任樹自長而人也回歸了赤子之朴、孩童之真的另一寫照？ 

    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當人們能以「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

的去執遣著工夫進入此「無聲之樂」的境界時，其生命也將從層層禮教枷

鎖中獲得解放與自由，一任生命本真之自然。  

    人以語言符號編織出一套秩序體系，並將音樂、將萬物納入此體系內，

同時，人也將自己納入其中，為自己披上符號暴力。在以名教禮法為原則

的人情世界網絡裡，人總是在重重禮教價值系統結構、人倫關係的角色扮

演框架上，建立起一個主體性的自我，產生種種相對性的意義價值判斷，

如是非、善惡、貴賤、美醜等，並以這些所謂「是」、「善」、「貴」、「美」

的觀點來審視自己，也審視他人。然則，當人一旦進入禮教價值典範的視

                                                
52 《嵇康集校注‧聲無哀樂論》，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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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後，隨之而來的就是無窮的是非分別競爭，每個人隨時都會因為這相對

性的意義價值判斷，陷入一種莊子所說「日以心鬬」、「與物相刃相靡」53的

處境，生命顯得橫撐豎架，人生也充滿著茫然與淒涼。故老子曾言：「失道

而後有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

亂之首」，
54

生命一旦進入了德、仁、義、禮的倫理價值體系中，便會開始

追逐德、仁、義、禮之名，時時要求自己與他人符合倫理規範，且不斷地

裁判所謂的惡方，使得暫時不符合倫理規範者都落入深淵。而當此禮教倫

理價值被應用在政治上時，更是強力排斥、打壓那些與集體價值不一致的

人事物，充滿著高度的政治暴力。 

    嵇康處於一個士族與寒門對峙、衝突的時代，士族為了維護自我階級

的利益，乃高舉名教禮法的旗幟，以此在政治上或現實利益上排擠、打壓

寒門。在這場鬥爭中，嵇康是以魏黨（即寒門）的姿態出現，這樣的身分，

使得嵇康在面對名教禮法時，有著極深的感觸，遂產生許多對名教禮法的

批判與反省。本文前言曾提及嵇康寫作〈聲無哀樂論〉一文是起因於高堂

隆與卞蘭的音樂論戰，然而，這場論戰的背後又何嘗不是士族與寒門之間

另一形式的角力？因此，當嵇康反對傳統樂論將音樂分類為好壞之屬，而

有鄭聲淫邪與雅樂中正的道德價值分判時，其實，乃隱含著嵇康對名教的

批判。而當嵇康以和心解消了儒家樂教對音樂的計籌與畫分時，便同時隱

含著解消了名教禮法對人的操控與打壓，以「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

的實踐工夫來超越名教，超越整套以名教禮法為價值依歸的規範體系，讓

                                                
53 郭慶藩：《莊子集釋‧齊物論》，頁 51、56。 
54 樓宇烈：《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台北：華正書局，1981年），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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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從禮教體系的層層架構下超脫出來，而如其所是的展現其本真，一任

生命本真之自然。所以，在〈釋私論〉一文中，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

然」的觀點，主張真正的君子能「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即是以自然

無執的工夫境界來通達人情之美，使所有生命都能回歸自身，並如其所是

的被接納與包容，沒有任何偏私匿情的扭曲，讓人情世界不再黏膩、不再

虛偽矯揉，而是真情流露的爽朗自在。嵇康此般成全人情世界的方式，有

別於儒家的溫柔敦厚，實乃洋溢著道家精神。 

 

 

六、結論 

 

 

    嵇康〈聲無哀樂論〉一文以東野主人與秦客答辯的方式進行書寫，在

此過程中，由於嵇康在「自然」一詞的使用上，出現了意義的滑轉，使〈聲

無哀樂論〉的文意脈絡顯得複雜糾纏。此外，嵇康在使用「心」、「情」等

字眼時，也常出現依行文需要互為轉代的狀況，又所言「心」字實有狹義

與廣義之別，故易生混淆，令〈聲無哀樂論〉更顯繳繞而難解。55本文從「聲」、

「音」、「樂」的三分架構來探究〈聲無哀樂論〉關於「移風易俗」命題的

討論，試圖釐清存在於此辯論過程中的許多疑惑與糾纏。檢視這三分架構，

不難發現：在「聲」與「音」的樂理層次上，嵇康以理性的邏輯方式，如

                                                
55 吳冠宏：《魏晉玄論與士風新探》（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 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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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類辨物、辨名析理等，56來檢覈音聲與哀樂之實，正音聲之名，說明音聲

實無涉於哀樂，聲情理當分殊，故主張「聲無哀樂」。再者，就「樂」的玄

理層次而言，還是「聲無哀樂」，只是此時的「無哀樂」已經不再是「與哀

樂情感不相干」之意，而是生命實踐工夫上「無去執著」之意，人無去對

音樂的執著、操控，音樂便得以回歸其自身。十分巧妙的是，此處所謂音

樂回歸其身，既是音樂在玄理上的回歸，也同時相容了音樂在樂理上的回

歸其自身。故筆者以為嵇康〈聲無哀樂論〉是一篇充滿名理析辨與玄理體

悟的文章，並且，其玄理部分可與先秦道家相契接，洋溢著道家逍遙美學

精神。雖然，此文時有用字遣詞上的意義滑轉，導致文意繳繞而難解，甚

至出現一些矛盾的問題，但是，若我們能把握其思想之精華處，不拘泥於

字句以強行作解，則能見其思想創造力之奪目光彩。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此無所執著的美學境界中，嵇康也證成

了「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的命題。因為，不僅是音樂能回歸其自身，所有

生命（包括人類）也都能回歸其自身，並形成一種彼此力量相互輝映、相

互交融的關係，共同交織出一個充滿意蘊價值的世界。於是，順此，嵇康

乃證成「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的命題，建立起一個有別於名教禮法且充滿

道家式關懷的倫理向度。然則，此向度也正相應於他〈釋私論〉所提「越

名教而任自然」的觀點，超越以名教禮法為價值依歸的規範體系，讓生命

從禮教體系的層層架構下超脫出來，不再披上語言符號的暴力，不再被名

教的相對性價值觀所切割生命，而能如其所是的展現本真，一任生命之自

                                                
56 嵇康善辯，在思辨理則與推理方法上，多合乎現今邏輯學。其相關論述可參見戴璉

璋：《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頁 11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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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沒有任何偏私匿情的扭曲，如此一來，人情世界將不再充滿令人感到

黏膩不適的虛情假意，而是真情湧現的爽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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