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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叢林出現不少善於詩文的禪僧，有些為叢林、士林所重，還與

許多官僚、文士互動頻繁，呈現叢林文士化的趨向。潛山文珦活動於宋

末元初，他的詩有一千餘首，為南宋叢林創作詩歌最豐富的禪僧。文珦

與當時名士亦有往來，但檢閱其《潛山集》多自我獨處之作，儼然為摒

除外緣塵事的文學僧。而且這些獨處之作，大致圍繞身體感及老年書寫，

不見談禪說教，顯示他出世的生活，更多著意自我；亦反映南宋叢林與

官僚、文士密集互動外，不同方面的叢林活動。 

 

 

 

關鍵詞：山居、獨處、身體、禪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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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poreality Writing of Poems on Solitude in 

Qianshan Wenxiang 
 

Chang, Yi-jheng 

 

ABSTRACT: 

Many Zen monks who can write poetry articles appeare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Zen Forest. Some of them were valued by the Zen forest, and 

they had close contacts with many bureaucrats and literati, which presents a 

tendency of literati in the Zen forest. Qianshan Wenxiang was active at the end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Yuan Dynasty. He has more than 

1000 poems, and he is the Zen monk with the richest poetry creatio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enxiang also had contacts with celebrities at the 

time, but reviewing his "Qianshan Ji" and his many solitary works, it seems 

that he is a literary monk far away from the world. Moreover, most of these 

solitary works are written of Corporeality and old age, with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Buddhist theories, showing that he cares more about his own 

feelings in his life. It can also reflect different aspects of Zen forest activities 

i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Zen Forest and 

bureaucrats and liter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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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佛教傳入，禪僧與文士間的交流互動，一向不乏其例。然僅就南

宋禪宗人物方面的考察，孝宗朝開始以迄蒙元初期，叢林出現不少兼通

內外之學，善於詩文的文學僧。他們大多為叢林、文士所敬重，與官僚、

文士形成交際網絡，呈現一種叢林文士化的現象。這些傑出的禪僧有的

幸而留下了許多詩文；有的詩文尠少流傳，有的或早已佚失；有的事歷

散見諸種燈錄、筆記、地方志或眾家文士的詩文集，但多半禪僧事歷不

為世所知。 

潛山文珦（1210-？）是活動於宋末元初的重要禪僧，喜歡吟咏，後

來晦跡山林，湮沒無聞。1原其詩篇久佚，清代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

輯為《潛山集》；《全宋詩》以四庫本為底本，並酌校《永樂大典》及《詩

淵》，又新輯集外詩一卷，於今方窺全貌。2文珦詩有一千餘首，3係南宋

叢林創作詩歌最豐富的禪僧。從文珦所留下的詩作看來，絕大多數為獨

吟之作，雖然和當時的名士馮去非、林希逸、周密、仇遠等人有所交際，

 
1 宋‧釋文珦，《潛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6 冊，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3 年，頁 293，見該集提要。另參昌彼得等編，《宋人傳記資料

索引》第 5 冊，臺北：鼎文書局，1988 年，頁 4359。 
2 《全宋詩》所輯釋文珦詩，雖較四庫本《潛山集》完備，然見數條重出之作。

主要原因為《全宋詩》整理者，據其他文獻補輯作品時，未一一比對檢覆四

庫本《潛山集》，以致重收。關於文珦詩誤收、重收的問題，可參考陳新等補

正，《全宋詩訂補》，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頁 603。陳小輝，〈《全宋

詩》之釋道潛、賀鑄、釋文珦、董嗣杲詩重出考辨〉，《寧波大學學報》（人文

科學版）第 30 卷，第 2 期，2017 年 3 月，頁 20-22。 
3 本研究統計一千餘首，林斌統計九百餘首，林斌，《釋文珦研究》，南京：南京

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頁 37。氏著是現今研究潛山文珦一完整研究成

果，對於文珦身世、遊蹤、交遊、詩歌皆有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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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酬酢之作不多，4因為長期遁居山林，大多呈示閉居獨處的日常經驗感

受。雖然這些詩作，難以詳悉叢林活動的實際社會情況，但至少可以了

解活躍當時的文學僧，亦有就林泉靜處以為持戒修習之所，可見於禪僧

隱逸人格的建構。 

整體而言，文珦標舉著南宋禪文士化生活中較為獨特的文學僧，但

自詩集問世，幾乎不為研究者注意，一般探討南宋佛禪大抵重視語錄思

想或詩禪關係的考索，能夠觸及各別禪宗人物的專題不多，其中聚焦在

橘洲寶曇、北礀居簡、淮海元肇、物初大觀、無文道燦等文學僧與文士

的互動。5這幾位文學僧可說是叢林普遍文士風尚的代表，相較之下將潛

山文珦置諸此脈絡考察，或許能看出不同的叢林樣態。 

本研究茲以《全宋詩》第 63 册收錄的文珦詩為本6論述他的獨處詩

作，論述範圍不框限在詩題「獨坐」、「獨吟」、「獨遊」之作，其他詩作

內容判別是獨處者，亦加以論列。 

其次，所謂「身體感」，余舜德界義為「身體作為經驗的主體以感知

 
4 本研究因研究需要，曾檢閱《全宋詩》，發現文珦詩多獨吟之作，但四庫館臣

已先指出「集中獨吟之作十之九，倡和之作不及十之一」，參宋・釋文珦，《潛

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6 冊，頁 294，見該集提要。 
5 當代研究南宋禪僧粲然可觀者為黃啟江，氏著有《泗州大聖與松雪道人：宋

元社會菁英的佛教信仰與佛教文化》、《一味禪與江湖詩——南宋文學僧與禪

文化的蛻變》、《文學僧藏叟善珍與南宋末世的禪文化：《藏叟摘稾》之析論與

點校》、《無文印的迷思與解讀》、《靜倚晴窗笑此生：南宋僧淮海元肇的詩禪

世界》、《南宋六文學僧紀年錄》等專書。本研究者所用「文學僧」一詞，即採

黃氏之說。 
6 本研究引文珦詩，係以《全宋詩》為本，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

詩》第 63 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并參考宋・釋文珦，《潛山

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6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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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與體外世界的知覺項目」7、「身體的感受同時包含意涵與感覺，……

這些身體感受基本上乃是向內的（inward），其經驗與感受乃屬於個人

的」，8  張珣以為是「人體感官覺受的一種整全並且是連動的完形表

現」，9本研究界義文珦的「身體感」，簡言之，指禪僧深居獨處的身體經

驗所體驗外在環境諸多感受，與其日常生活密切相關。 

以下試以幾個方向進行探討。 

 

「在孤獨中，人可以脫離社會的束縛」10這是一種不涉入人際網絡

的孤獨狀態，從潛山文珦的作品，常見他描述自己深居、不出、寡交的

情形，見下表 1：11 

詩 題 詩 句 出處頁碼 

深 居 深居謝交遊、斷不重出山 39518 

 
7 余舜德，〈身體感：一個理論取向的探索〉，見余舜德編，《身體感的轉向》，臺

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頁 12。 
8 余舜德，〈從田野經驗到身體感的研究〉，余舜德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

的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8。 
9 張珣認為「它是人體感官覺受的一種整全並且是連動的完形表現，例如，對

於衣服與纖維的身體感，包括了有濕潤感、溫度感、觸覺感知、視覺感知、

聽覺感知、安全感、遮羞感等整體感覺。藝術品激起我們的視覺感知、觸覺

感知、空間感、立體感、記憶與認同等等的綜合感覺。」見氏著，〈物與身體

感理論：以香為例〉，見余舜德編，《身體感的轉向》，頁 64。 
10 Philip Koch 著，梁永安譯，《孤獨》，臺北：立緒文化，2010 年，頁 145。 
11 本研究表格標示的出處頁碼，為《全宋詩》第 63 册收「釋文珦」詩的頁碼。

又文內引文珦詩，為避免註釋出處過於冗贅，本研究一律於詩末以括弧標出

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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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樂歌 吾居今已深，柴門草樹間 39520 

山 棲 
十載棲山楹，影不入州縣、 

地偏交易絕 
39522 

屏 跡 柴門絕往還 39534 

吾年二首之二 屏跡於空山，幾與木石鄰 39539 

山居答客問 誓不出籬戶，期以終頽齡 39544 

樗 散 柴門絕車馬，徑草三尺深 39547 

滅 跡 滅跡巖岫間 39554 

深居二首之二 深居三十年，禽猿盡相識 39555 

閒靜詞 自從住山來，未嘗離於山 39555 

地遠二首之二 地遠隔凡塵，因而此隱淪 39578 

蓬 戶 蓬戶何須啟，年來已絕交 39610 

偃 息 心期終不出，就此了餘年 39618 

吾 心 隱者宜無跡，人休問姓名 39619 

年 來 年來已絕交，孤憩竹間寮 39622 

閉 戶 寥寥絕往還 39631 

閒 興 身不離青山 39665 

不 出 終身期不出，頗自愛吾廬 39665 

癖 性 閒門終日掩，不許俗人敲 39670 

空山二首之一 深山一敝廬，今是幾年居 39682 

空山二首之二 空山一草廬，住來忘歲月 39682 

上表 1 摘列的詩句，不難發現文珦遁居以至「斷不出山」之自我存

在意向。出家表示自我脫離名利、情愛牽纏的俗世生活，即由某種人我

關係的捨離，轉而為修習悟道的終極關懷；遁居則表示過去所體驗的社

會存在，儘量避免介入，然後轉而以其意義相反的場域自處，同時也是

身體拘縛下的結果。他的〈天樂歌〉說：「人樂在深居，不深常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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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20），不露行跡，是怕觸沾禍患，文珦曾有一段歲月因事入獄，其具

體原因為何，已不得詳知，12但他山居時仍晦跡自警，可見從前身體遭受

的困厄感，或造成其行止約束，需隨時戒惕。當然，這其間還有提醒自

己獨持的堅守，即他所謂「吾道即古道，處今良獨難」（〈生年〉，39534）。

文珦以禪僧身分作為選擇的標準，伴隨而至是僧舍四壁的生活，以此修

行泯除罣累。不過尚未出家前，他同大多數的文士以儒家聖賢為典範，

就某種意義來說，他山居不出具有以求其志，固窮體道的隱逸性質，非

徒一般遊士、僧侶行旅山水罷了。換言之，「不出」乃欲求志體道與山居

氛圍的具體呈現。 

既然深居，則要疏離塵濁聲利，意味著自我得離開原來身處的社會

文化體系，而其最直接因素，在於人際關係的疏遠，特別是以人的雅俗

來評定。文珦詩中表達的「絕交」，更多在於不與俗人交往，他說「門無

俗士駕」（〈閒居〉四首之四，39522）、「難與俗子陳」（〈野性〉，39523）、「野性難

諧俗」（〈野性〉，39579）、「難與俗人言」（〈幽處〉，39609）、「生憎俗客妨幽趣」

（〈石室〉，39641）、「不許俗人敲」（〈癖性〉，39670）、「不與俗人分」（〈煨芋〉，

39671）、「不與俗人言」（〈邃谷〉，39684），文珦不諱言地表明自己於交往上

的權衡，因為「俗」必然會讓人感到不愉快，而他所著意的是獨處時一

份自在的身體感。不過隱居深山，也並非完全孤立狀態，其中猿鳥、漁

樵、幽人、清士，素為文珦所喜。 

南宋幾位文學僧，結交不少官僚、文士，也大多住持重要禪寺，聲

望頗高。13四方來者，慕名聚集，難免俗塵囂擾。文珦不善此道，所以隱

於深山而韜晦於時，不願與俗諧。詩中屢屢提及自己疏懶、迂拙、縱誕、

 
12 可見文珦〈閒居多暇追敘舊遊成一百十韻〉，是詩可為文珦自敘其生平事歷之

作。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 63 册，頁 39664、39665。 
13 黃啟江，《南宋六文學僧紀年錄》，臺北：學生書局，2014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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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特，除自我諧謔之外，這些語境概念皆表達一種異於社會規範的性格

行為，通常被衛道人士視為迂闊怪癖的類型。但這恰是身體感所指涉的

意向，用以品味生命的自然本真，因此「休嫌吾懶拙，懶拙乃吾真」（〈地

遠〉二首之二，39578），保持自我一貫本來而來的姿態，並且藉此自我參照

以達隨緣安住。畢竟唯有獨處時，自己最像自己。14 

山居不出若是禪僧選擇修道的基本狀態，那麽不止於人情世故有所

取捨，必然也受物質限制而生活匱乏。文珦獨處詩，也往往道出「貧困」，

這種貧困感知，除了屬於他山居日常經驗的身體感受，其重要意義宜在

貧況之外。參見下表 2： 

詩 題 詩 句 出處頁碼 

山 棲 古者賢達人，道或在貧賤 39522 

閒居四首之四 雖貧常晏如 39522 

有 適 頗謂貧非病，更覺損勝益 39524 

吾身二首之二 吾貧豈當念，吾願已無違 39551 

有 客 因貧諸事省，無位一身輕 39610 

閒 人 不求富貴不嫌貧，天地悠悠任此身 39636 

閒 興 雖有貧居樂 39665 

靜 處 禪裡斷除千種法，吟中消受一生貧 3966915 

萬山深處 無可破除無可羨，清貧卻是好生涯 39669 

閒 門 此心苟不欺，貧賤亦何害 39689 

據表 2 摘出的詩句，文珦所謂道在貧賤的賢達者，最具典範的人物，

總讓人想到顔淵、陶潛，其中顔淵之貧樂，被儒家視為修養工夫的生命

 
14 Anothony Storr 著、張嚶嚶譯，《孤獨》，臺北：八正文化，2009 年，頁 213。 
15 此詩又見是冊頁 39691，唯文字小異，係重收之作，陳小輝亦有辨明。請參

陳小輝：〈《全宋詩》之釋道潛、賀鑄、釋文珦、董嗣杲詩重出考辨〉，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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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陶潛的固窮潔己，是貧與隱並合的人格典範。文珦則以禪僧身分

甘於貧賤，堅定信仰。然而他們安於貧賤窮困，大抵是依於生命情趣而

立，或與道德價值沒有絕對必然關聯。文珦因為清貧，以致暫時獲得自

在的身體感。但是貧窮在某種程度上，仍會影響其生活方式，「去歲有錐

無地卓，今年錐地併皆空」（〈老身〉，39642），可以想見長年的山居，除了

要應付寂寞外，還得考量謀生的問題，而且對於自我欲望，必是最低限

度之需求。儘管獨處時茹苦含辛，不過文珦仍未像某些苦行僧刻意投入

苦修，他屬於隱逸譜系中清貧、清寂一類的人物，從其獨處詩裡，就可

發現他對許由、巢父、伯夷、叔齊、支遁、慧遠、陶潛等人嚮慕之情。

例：「使予生遇陶唐世，當與許由巢父倫」（〈天地之間有此身〉，39642）、「願

學遠公儔，終然謝塵境」（〈屏跡〉，39534）、「更當尋亮公，竟入西山去」（〈遣

興〉，39544）。可以理解這些深藏身名的賢達之士，文珦與之心期交會，更

多是被他們隱逸人格吸引，作為一種自我砥行的典範選擇，讓身體基本

感知回歸到簡樸及自然中。 

由於「孤獨」指涉特殊的空間氛圍和日常身體感。因此，「寂」、「寥」、

「孤」、「獨」等在詩詞語義裡時常構成概念意義。茲稍舉文珦獨處詩中

的用例，見下表 3： 

詩 題 詩 句 出處頁碼 

吾身二首之一 寂寞住巖澗 39551 

深居二首之二 丈室常寂然 39555 

安 分 時來伴寂寥 39595 

真樂二首之二 卻在寂寥中 39607 

山中吟 山林雖寂寞 39609 

室 空 山心便寂寞 39621 

年 來 境寂身逾懶 3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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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愛 雲山共寂寥 
39626 

39627 

山居二首之二 肯道山居太寂寥 39639 

言志七首之六 窮居雖寂寥 39671 

閒中吟 朽鈍寂寞 39697 

綜上構成的詞多為「寂寥」，其次為「寂寞」，可知這些概念標示的

是外緣環境與內在心境的聯繫，以身體為最直接的感官經驗，文珦「誓

不出籬戶」，把自我屏跡深山，體味此在即獨在，而不少獨吟、獨坐、獨

遊，亦由茲而開展。 

 

 

從文珦《潛山集》存詩的數量來看，顯示他對詩歌的喜愛，轉入山

居生涯仍不廢此道浸淫其中，他略謂自己「獨有吟詩癖」（〈懶出〉，39617）、

「生來有詩癖」（〈朽質〉，39622），雖然山居一部分目的在於掩關，也就是

專心凝志的精神修煉，16但是吟詩、作詩，並不完全妨礙求道證悟之初

心。尤其詩禪互涉，禪僧為開示機緣，援詩合禪，饒宗頤謂：「唯自六祖

開宗以後詩偈流行。諸大師於示法、開悟、頌古，動喜吟哦，為付法之

用。禪宗本破除文字，至是乃反立文字，詩遂為禪客添花錦之翰藻矣。」17

饒氏所云禪乃破除文字，以為詩僅為禪學添文采而已，實本元好問詩「詩

 
16 廖肇亨，〈晚明僧人「山居詩」論析——以漢月法藏為中心〉，收入《第四屆

通俗與雅正：文學與宗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中興大學，2003 年，

頁 60。 
17 饒宗頤，〈詩詞與禪悟〉（一），收入氏著：《澄心論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

社，1996 年，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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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禪客添花錦」以及錢鍾書對此詩詮釋而發。但既為付法之用，以佛理

喻詩、以禪趣入詩，應有精神性質相近之處。雖然文珦嘗謂「平生清淨

禪，猶嫌被詩汙」（〈遣興〉，39544），主要原因應是有不得已而為的酬酢之

作，因為他長年深居獨處，仍舊詩以道志，寫情寄興，隨情吟誦。參下

表 4.1： 

詩 題 詩 句 出處頁碼 

有 適 
  口誦寒山詩，頭枕麻衣易。 

於以陶性情，終然遠憂責 
39524 

夜 興 悠然發清興，朗誦淵明詩 39527 

裒集詩稿 書生習未忘，有時或吟詩 39555 

幽 棲 信口成詩句，長謠到夕曛 39690 

又表 4.2： 

詩 題 詩 句 出處頁碼 

狂 吟 隨分有狂吟，吟長不須和 39526 

山巔水涯 閒為真富貴，吟是好情懷 39594 

立冬日野外行吟 吟行不憚遙，風景盡堪抄 39610 

閒 房 涉物皆成趣，無因廢得吟 39624 

晚 步 秋色遍西原，行吟野興存 39624 

吟 意 朝吟暮亦吟，吟意在山林 39631 

放 吟 老吟亦不記聲律 39639 

幽 處 老去翛然竟何事，若非入靜即閒吟 39640 

聽 雪 密片打窗窗自白，老翁寒坐正清吟 39657 

「口誦寒山詩」、「朗誦淵明詩」，甚而放吟、行吟、閒吟、清吟，想

見文珦所重的不在營心經意，而是以隨分自在，直接地情感流注，呈顯

放逸的身體狀態。至於不記聲律，自然也就會心聲律之外，而能出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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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此看來，他作詩、吟詩是自樂，藉此調伏山居冷落的情緒。然而，

這其間吟誦、創作活動，亦與復返自然山水的親歷體驗融合不分，所以

他說「涉物皆成趣」、「吟意在山林」。如果說禪僧潛隱林泉的獨處生活，

必須基於內在的自我堅守，那麽外緣之空間氛圍必然相輔其成。其〈深

居〉：「水石為清供，煙霞作澹交」（39626）、〈山中吟〉六首之六：「煙霞水

石間，自得無窮樂」（39683）、〈閒門〉：「閒門絕塵鞅，松栝皆肺肺。言忘

見道真，靜極聞天籟」（39689），自然山水的清幽性質與身體相互涵攝，

它引導著修行―山水―隱逸的整體結合，簡言之，它指向回歸到一種寂

靜無為，重在身體感的直接玩味與體會。 

 

文珦喜吟誦之外，亦喜靜坐、閒行，茲舉集中獨坐、獨遊之詩例，

首先〈雲際獨坐〉詩：「雲際坐磐石，悠悠兩無心。波靜白鷗下，山寒黃

葉深。幽人住何處，午磬來清音」（39537），「雲際坐磐石」，大抵是將自

我存諸靜默之間，呈現融身自然的狀態。山林是宜於獨處的最佳場域，

而文珦畢竟長年與之親近，體驗甚深。所以「波靜白鷗下，山寒黃葉深」

以至「幽人住何處，午磬來清音」，這種物我相伴相親，自然不牽於物，

不累於情。檢視文珦詩內的獨坐，有一部分可見他兀兀之時的出離感。

如下表 5 的詩句： 

詩 題 詩 句 出處頁碼 

夜 思 靜坐四無鄰，看山待明月 39525 

夜 興 萬緣不相涉，默坐調四肢 39527 

室 空 室空無侍者，坐臥一團蒲 39621 

忘 己 
  閒門清晝永，宴坐綠陰涼。 

昔者唯忘物，今焉己亦忘 
39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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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徑二首之一 坐來忘萬事，靜看宿雲歸 3962518 

禪 翁 
禪翁八十鬢如霜，冷坐雲邊舊竹房。 

唯放此身長懶散，更無餘事可思量。 
39642 

夜 禪 巖房靜坐夜方中，無相無緣智境融 39649 

山中吟六首之一 

童竪難與言，趺坐入禪度。萬事靜中

忘，不省白日莫。野雲忽飛來，宿我

檐間樹。知我無所著，飄然又飛去。 

39683 

茲上詩例，均展示其最終趣向，即禪僧們在靜默、靜念的內在體驗，

這種內在性或超越性的體驗，無法用語言直接傳達，而文珦在剎那體會

的忘言忘念，通常必須在長時間的漸進修行中才得以實踐。所謂的「趺

坐入禪度」或「默坐調四肢」，當身體趨近禪定的層次，方能「不省白日

莫（暮）」而「無相無緣智境融」。如果說獨坐是安住當下，那麽獨行則

是隨意任達。〈仗錫山中〉：「雨過春山薇蕨長，曉隨樵子穿雲上。貪看巖

頭瀑布飛，坐來忘卻青藜杖」（39682）。顯然詩中的快然自足，意在閒身、

閒縱，即閒身簡事，興至即行即臥，放任山巔水涯間。他嘗言「隨地有

幽事，閒人無滯情」（〈野處〉，39609），也表達此一「閒身簡事」的基本型

態。所以他的「行」，見下表 6： 

詩 題 詩 句 出處頁碼 

迂 拙 興到或遊行 39521 

遊興三首之一 聊復起行遊 39530 

遊興三首之二 閒人無所管，扶藜散幽步。 39530 

遊興三首之三 山禽屢催喚，拄杖情又熟。 39530 

 
18 〈荒徑〉二首，又見是冊頁 39680，詩題分為〈幽徑〉、〈荒徑〉，然文字全同，

係重收之作，陳小輝亦有辨明。請參陳小輝：〈《全宋詩》之釋道潛、賀鑄、

釋文珦、董嗣杲詩重出考辨〉，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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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信吾步，豈復計遲速。 

閒身二首之二 
閒身孰能鞿，蕭散隨所欲。 

涼風入芒屨，緩步秋塘曲。 
39531 

夜歸二首之一 
幽懷日以舒，囂塵自茲遣。 

乘月返茅茨，倦足不復洗。 
39546 

夜歸二首之二 處處聞泉聲，行行踏松影 39546 

野 興 緩步有幽趣 39587 

野 步 野步任吾情 39602 

野 處 野處日多暇，扶藜信腳行 39609 

晨 步 茅堂清漱罷，隨意涉西陵 39621 

郊 行 空山信意行 39621 

乘 興 乘興不拘程，悠悠任意行 39621 

晚 步 竹杖芒鞋晚步遲，為貪山水有清輝 39641 

不留塵物 登山臨水一身輕 39660 

一 鉢 閉戶閒身樂，登山野步輕 39676 

綜觀上表所引詩例，行遊、散步是不疾不徐，隨意隨興來進行的，

傾向於遊心無礙的身體節奏，這是迥絕塵寰所應具現的型態。一旦與自

然山水迴響，我之動作、觀看、觸覺等與情境聯繫的接觸感受，也當在

此刻產生深刻共鳴。即使「禪修」體會山水境在無，即自我與自然山水

的界限渙然消泯，可是處於長期離群索居的身體感，面對孤獨和生命流

轉，亦多見體老真情之意。 

 

禪僧坐禪與行遊之間，時時和山水花木作緣，無意人事悲喜，脫落

名相，超然塵表之外，通常是人們讀出味道的理想概念。不可否認這也

是若干禪僧的理想之境。但禪僧在其實存情境中，切身體道的感受，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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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而已。以文珦為例，他的山居獨處，在靜坐、散步

之餘，還有讀書19、吟詩、作畫20、編輯21、種蒔、焙茶、煎茶等日常生

活經驗。如：「春來有餘暇，手種豆一席」（〈有適〉，39523）、「種蒔舉有法，

采擷初無時」（〈山蔬〉，39537）、「山田與山果，皆吾手自種」（〈屏居〉，39550）、

「石鼎乃所宜，灌濯手自煎」（〈煎茶〉，39546）、「異荈雲邊得，山房手自烘」

（〈焙茶〉，39624），這些日常性的敘寫，貫穿勞作活動中的禪者身影，也只

有這樣的日常以及順應倦則眠、饑則食的生理現象，才能真正領會生活

即道場。正如釋聖嚴所說： 

禪的本身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學，而是一種生活的理念、方式、

內涵。不過跟平常人的生活不同。禪者生活的目的，不是為自己

追求什麽、表現什麽、丟掉什麽，也不一定要為環境的好壞而歡

樂及苦惱，只要跟著一般的人過平常的生活，該做的做，不該做

的不做；能做的做，不能做的不做。努力，既不為自己也不為他

人，只是盡其生活的責任。所以，他的原則，既是心不隨境，同

時也心不離境。22 

雖然禪僧和文士、官僚、平民的日常有別，但基本上，仍同於日常所需

的根本性質。假若禪僧離開日常生活而戮力佛禪，是直同夢境幻想，根

本毫無可能。不過禪僧對自我身心狀態，一般而言，都較平常人敏感。

由於文珦長年山居獨處，面對時間的推移以及身體的老病和變化，就體

 
19 檢覽文珦詩，可知他所讀的經典有《離騷》、《韓非子》、《太玄》、《麻衣易》、

《楞伽經》等。 
20 文珦有〈芝田老師索余作松石因書此詩〉、〈題畫〉、〈墨菊〉、〈墨萱〉、〈書友

人墨萱後卷〉、〈墨水仙〉、〈書山水畫卷〉諸詩，可見文珦亦能書畫。 
21 文珦有〈裒集詩稿〉詩。 
22 釋聖嚴，《禪與悟》，臺北：法鼓文化，1999 年，頁 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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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相當得多。如在某一時序或時間點上，覺察身體衰老而引起的感觸，

其〈冬日山中遣興〉：「吾年亦云衰，逾六已望七」（39545）、〈元日作是歲

除夕立春〉：「玄髮成華髮，添年是減年」（39616），都具有自相形貌和體

老、嘆老的意義。自文珦遁居山林，接下來的許多年裡，肯定有很多時

間與自己相處，隨著年紀愈長，身體感亦更為敏銳，對生命存在有相對

地深刻體驗。試再舉幾首詩例，見下表 7： 

詩 題 詩 句 出處頁碼 

養 疾 流光遽如斯，脆質安能競 39536 

唯 初 流光暗相催，於今已衰老 39540 

野 翁 野翁百不為，白髮老巖澗 39543 

樗 散 樗散不任用，居然老空林 39547 

齒 脫 老齒皆脫落，十中無二三 39553 

老 景 日月如飛梭，為我織老景 39553 

一 身 一身誰與偕，病骨老窮崖 39620 

堪 嘆 堪嘆是衰年，年年白髮添 39623 

老 身 老身到此合稱翁，雙足蹣跚兩耳聾 39642 

垂 老 垂老飄零兩鬢華 39654 

老耳聾聵乙酉歲

絕不聞鵑啼 
如今耳與聲塵絕 39659 

閒居多暇追敘舊

遊成一百十韻 

  餘生今老矣，此地盍終焉、 

齒疏亡兩版，面瘠露雙顴 

39664 

39665 

谷 中 懊殺庵居老病僧 39684 

據上表詩例，大略可分得四組，一、强調時間奄忽的推移意識：「流

光暗相催」、「日月如飛梭」。二、間接表述老年身體及情景：「樗散不任

用」、「病骨老窮崖」、「於今已衰老」等。三、直接敘寫老年身體感：「老

齒皆脫落」、「年年白髮添」、「雙足蹣跚兩耳聾」。四、向死推移：「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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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老矣，此地盍終焉」。禪僧以超脫生死病苦為終極關懷，但面臨身體患

疾或向死歸屬的必然性中，偶然反顧自我，直接顯露年老病役的身體感

受，應可說是正視當下的直截體驗。換言之，不以規避的方式覺察老去、

老病、老死的身體感，直到不產生分別執著，才能契入修行的道理。因

之，文珦說：「老人方外人，觀物又觀身。得性無今古，隨時亦故新」（〈老

人〉，39620）。即使體老的心緒難免有所起伏，但文珦不會使之過度放蕩，

像此詩表達的意涵，隱喻著生命既定的流轉，仍然可以隨時自省，學習

安住當下，曠然自得。茲再錄二詩，以為參照： 

〈臥雲歌〉：潛山道人性疏懶，地覆天翻渾不管。草座麻衣居絕巘，

一間茅屋雲常滿。頗愛雲縱亦蕭散，於焉誓與雲為伴。終日臥雲

忘早晚，夢回日照雲床暖。彼此無心體舒緩．．．．．．．，所以相從加繾綣。

他年我死雲獨存，雲應惋惜吾生短。（39566） 

〈山中老宿〉：雲壑居來歲月長，千株松下一間房。掃空心地苕花

帚，薰徹根塵柏子香。施法定應拈麈柄，接人曾不下禪床。生緣．．

已自都忘了．．．．．，唯道西歸有故鄉．．．．．．．。（39642） 

無心而身體舒緩，生緣忘卻而體解生死，這是能以平常心透通生命無常

之理。「西歸故鄉」不只在離開妄執的此在，而是最後回歸到佛家終極安

頓處。死亡，本嚴肅的生命課題，文珦卻毫不掩飾地言「死」，亦如「餘

生唯欠死」（〈吾心〉，39619）、「年逾七十唯求死」（〈世味〉，39640）、「到頭一

等皆歸死」（〈人壽〉，39643）、「所歸在一死」（〈山中吟〉六首之六，39683），可

見修道之目的究竟不滯礙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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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文珦示寂之年不詳，依據詩中有「七十七歲潛山翁」（〈遣興〉，

39567）、「禪翁八十鬢如霜」（〈禪翁〉，39642）語，知其世壽約八十左右。宋

元禪僧平均壽命為七十至七十五歲的間距內，參見下圖：23 

相較之下，文珦壽數則高於平均值。或許「性懶諸緣絕」（〈秋日禪房〉，

39618）、「唯放此身長懶散」（〈禪翁〉，39642），身體機轉又同運於自然山水，

較能儘量免祛世俗的欲望情好，減少身心勞役。以潛山文珦同期的文學

僧無文道燦（1213-1271）為例來說，道燦與文士、官僚密集互動，讓他

的修行產生相當程度的矛盾，禪僧生活卻無法忘情世間種種，且因親情、

友情之罣礙，時時悔咎自責，懷憂度日，難得澄心靜慮。24在此本研究無

意於道燦的相關事歷，僅此述及就算遁入空門的禪僧，或多或少都無法

 
23 劉苑如、羅佩瑄、丘琬淳，〈歷代僧傳疾病敘述的數位研究——從僧人壽考談

起〉，《中國文哲研究通訊：數位人文研究的個案與反思》第 30 卷，第 2 期，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20 年，頁 8。原圖為僧傳內各朝代禪

僧的平均年壽圖。本研究將原圖稍加後製，特此說明。 
24 黃啟江，《一味禪與江湖詩――南宋文學僧與禪文化的蛻變》，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2010 年，頁 42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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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掉俗情之累，身心疲倦。文珦既能忍受長期獨處山林的孤獨，又對老

死有一番體悟，因此面臨「病疾」時，即使偶爾流露出「衰病苦無悰」

（〈衰病〉，39554）、「病起形神改」（〈閒居多暇追敘舊遊成一百十韻〉，39665）的情

緒與身體感，也較能順受，即他所謂「心安病不生」（〈隱居〉，39614）、「心

空疾漸平」（〈春日病起〉，39622），畢竟有限的修行生涯，如上所述的林林總

總，到底是諸種概念，如何深觀生命的實相，那才具關鍵意義。 

 

潛山文珦的山居獨處，類於唐代以前的隱逸之士，如他欣羡的隱逸

典範，但是本質仍有不同，文珦還得面對實際修行的問題。對於「獨處」

見慣的自然山水，其間有暢懷、遊目、恣意、放達等諸身體感描述而契

近自然之中，也是其人格內涵的透顯。禪僧終竟此身都在修道的過程，

讀書、吟詩、種蒔、散步、安坐等構成的平常生活圖像，剎那間可能頓

然領悟，但如何深刻悟境，洞察實相，仍然須修持下去。 

文珦的詩不見說禪談法的作品，亦很少對自我相貌的書寫，大都自

在地表達山水和獨處，是其獨特之處。也由於未見偈頌、贊銘一類的體

裁，想必文本流傳過程已經佚失，無法窺見他對於佛禪的闡發，雖即如

此，仍可以看到他無時不在的山居修持。此外，文珦獨處詩裡，可以發

現許多「雲」的詞彙意象。山中雲煙繚繞，極為平常，但也許文珦看雲，

也體會到雲的無常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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