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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論蘇曼殊詩 
吳秉勳∗ 

【提要】 

  本文撰著之旨有二：其一，對曼殊詩的寫作主題，作一系統性的分類。

其二，將叔本華的悲觀哲學與蘇曼殊的詩作相互擬配，以高度突顯曼殊詩的

「悲」的基調。筆者認為，中國近代的王國維、陳銓二位學者，雖已然接觸

過叔本華的思想，但真正能在作品中體現其悲觀哲學者，實是蘇曼殊。此外，

關於蘇曼殊的相關研究，迄今也已頗為豐碩，尤其 1995 年以後，學界多從西

方文學理論、小說內容與理論、翻譯文學討論蘇曼殊，2000 年之後的年代，

關於其詩作的討論，更是鮮少見得。此外，筆者認為，近世學者看待曼殊詩

歌中的悲劇意識，多以詩作方面的閱讀賞析為主，仍未能真正的去系統性分

類、真正以體系化的悲劇理論探論。是本文擬以此二條研究主線，重新審視

曼殊詩作，期能激盪出不同以往的學術火花。 

 

 

關鍵詞：意志 叔本華 蘇曼殊 悲觀哲學 悲劇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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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所謂悲觀主義，實指：「以一種失望的心情來對待生活中的挫折、不幸和

痛苦，並把這種不幸和痛苦看作是本質的、不可解脫的。」  蘇曼殊（1884

～1918）無論在人生境遇或文學作品上，其「悲」的基調總是最引人入勝，此

是近世學者稱蘇曼殊的作品：「塗上了消極頹廢、清冷孤寂的色彩。」  而

阿爾圖爾‧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則是首位將悲觀哲學

予以系統化的哲學家，依今日現存各種史料，無法證明蘇曼殊曾接觸叔本華哲

學，然叔本華的思維理路，與曼殊的作品、尤其是詩歌所呈現的一些心境，竟

能通過若干擬配而相互輝映，此是本文撰著的最主要動機。  

  平心而論，以「悲愴」、「孤憤」為詩風的蘇曼殊，也偶有描述愉悅心境

的詩歌，然此類詩風清新、形象歡愉者，數量極少，如：1905 年與伍仲文相

互唱和的聯句中，有「天空任飛鳥，秋水涤今吾。」、「悠悠我思遠，遊子念

歸途。」等，大體上輕快活潑，是遊覽山水名勝時所興發的遙想與抒懷；是作

者「詩興大發，提出聯句，遂成此首。」的偶作  ，未見其挾帶著絲毫悽涼、

傷感的成分。再如：1906 年的〈花朝〉與〈遲友〉、1909 的〈過蒲田〉與〈淀

江道中〉（〈淀江道中口占〉）、1912 的〈柬法忍〉與〈碧闌干〉，也大都

在詩中體現作者難得的欣喜及樂觀態度，皆是與知己好友的同遊飲宴；旅途中

徜徉於山水景色時的感發；抑或會面情人、等候革命活動展開之前的幻想與期

盼，是誠如曾德珪評注〈淀江道中口占〉時所云：「詩人並不總是『淚痕滿紙』，

有時也顯現出輕鬆愉快的心情來。本詩即是一例。」  不過客觀而論，將此

六首詩並上述所引的聯句，與蘇曼殊今日所存的百餘首詩作合觀，足見此類精

神稍能振奮、心境較為開闊的詩歌，僅是曼殊詩中的冰山一隅，一方面益顯樂

觀積極、活躍輕快的詩風，在蘇曼殊詩作中誠屬少見，在一定程度上，也頗難

能可貴。  

                                                 
   鄧安慶著，傅偉勳、韋政通主編：《叔本華》（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8 年），頁 187。 
   復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組學生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轉引自柳無忌：〈蘇曼殊研究的三個階段〉，收

入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訂：《蘇曼殊文集》（廣東：花城出版社，1991 年），頁 4。 
   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訂：《蘇曼殊文集‧詩歌》，頁 6。 
   曾德珪：《蘇曼殊詩文選注》（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 年），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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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宏觀地說，曼殊詩作大抵以憂國憂民、感傷時事，與離情依依為主要情

調，男女的愛恨情仇、詩人的愁腸寸斷，終究形成一鮮明的「悲」形象  ，

馬以君說：「他（蘇曼殊）的詩作，除部份反映革命鬥爭生活是比較豪邁激越

以外，大多數寫的是男癡女怨，別緒離情，懷古傷今的。這些詩作既有寄寓家

國之思，也有表現一己之情。無論哪一類題材，格調基本上是低沉的。作者意

欲通過幽悠哀怨的情調，抒發胸中的鬱積，打動讀者的肺腑。」  依上引，

足見馬以君已對曼殊詩歌主題，作了基本的劃分。  

  職是，本文試圖延續馬以君所論，對曼殊詩歌主題，作一清楚、且系統性

的分類，並在陳述過程中，將曼殊詩作中的悲觀、不幸與無助等個性，印證在

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人生哲理中，期以此種研究進路，能再次鮮明地提點曼殊詩

作中「悲」的意象，更盼能依此激盪出不同於以往的學術火花，此是本文論著

的兩大課題。  

  最後，在蘇曼殊詩作中，曾提及英國詩人拜倫（1788～1824）與雪萊（1792
～1822），是輩作品  ，也充滿悲觀哲學，並得到曼殊的青睞與推崇，但與

蘇曼殊的情況相似，吾人只能純粹從從他們的作品，間接體察這種悲觀的心

境，卻無法利用行諸於文字的哲學原理來加以檢驗，此易淪為感性的賞析，並

非理性的思辨與批評。真正有意識地將「悲觀」概念建構成理論體系，成為一

明確而有系統性的哲學思想，則是叔本華特出之處，筆者認為，唯引舉已成體

系的哲學理路，以直接考察曼殊所欲呈現者，方可有效徵驗其詩作中的悲觀哲

學。  

二、概論蘇曼殊對叔本華哲學的體現 

  王國維（1877～1927）與陳銓（1903～1969）是中國早期曾介紹叔本華哲

                                                 
   小說作品也一如詩作，處處充滿消極、頹廢的悲劇性色彩，其多以愛情為題材，譜成一齣齣有情人不能成眷屬

的悲劇故事，如長篇小說《斷鴻零雁記》中的主角三郎，在情感與理智的衝突，最後含恨而終，這種悲劇式的

小說寫作，即柳無忌被稱之為「一部充滿悲慘遭遇的自傳性質的小說」（柳無忌：〈蘇曼殊研究的三個階段〉，

收錄在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訂：《蘇曼殊文集》，頁 3。）。 
游國恩也認為曼殊的小說：「帶有比較濃厚的悲觀厭世色彩。」游國恩《中國文學史》第四冊，頁 1227。轉引

自柳無忌：〈蘇曼殊研究的三個階段〉，收錄在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訂：《蘇曼殊文集》，頁 4。 
   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訂：《蘇曼殊文集．前言》，頁 46。 
   曼殊在〈題《雪梨集》〉、〈題《拜倫集》〉二篇詩作中，竟以訴說自身悲情為主，真正讚許其人其作之處反

而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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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思想的二位學者  ，如：王國維有〈叔本華與尼采〉一文：「叔本華由銳

利之直觀與深隧之研究，而證吾人之本質為意志，而其倫理學上之理想，則又

在意志之寂滅。然意志之寂滅之可能與否，一不可解之疑問也。」  王氏介

紹其思想，並給予適當的批評。至於蘇曼殊生前是否接觸過叔本華哲學，無法

從今日現存的各種史料得到證明，不過曼殊的人生遭遇、心境，以及詩作中所

體現出來的悲觀意識，通過本文的論述，卻恰能與年代相近的叔本華遙相契

合，從而成為一有趣的研究課題。 

（一）叔本華悲觀主義人生哲學梗概 
  叔本華的思想十分龐雜，舉凡：政治觀、道德論、人才論、審美觀、面相

學、生理學，甚至涉及女人、性愛、理財、宗教、歷史、音樂、噪音等課題。

且許多觀點與前代諸多哲人相比，也只是舊瓶新酒，唯「悲觀主義」可視為叔

本華思想中堪為新穎、且試圖系統化的哲學觀點。過去的西方學界中，即有許

多悲觀主義者，卻沒有一位學者「表現過這麼大的學問來證明悲觀主義的看法

正確無誤，來表示生命本身是不幸的。」  此正是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人生哲

學，能獲得後世學界重視的重要因素。  

  叔本華哲學中的悲觀意識，可以從其所謂「意志」（Will）的概念中得見。

叔本華認為，「意志」是人類本能的衝動、奮進的渴望，它沒有目標，也沒有

界線，這當然也是叔本華對於生命的感覺。更重要者，作為人類心靈結構的「意

志」，竟是整個宇宙的唯一實有之物，其認為「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

我的意志」  ，現象界的一切，包括每個個體生命的形體與精神，都是「意

志」的發用，是所謂：「這個身體也是表象之一，無異於其他表象，是客體中

的一客體。」  、「唯有意志是自在之物。作為意志，它就絕不是表象，而

是在種類上不同於表象的。它是一切表象，一切客觀和現象。」  如此以「意

                                                 
   關於王國維與陳銓對叔本華哲學的介紹與傳播狀況，近世學者已著力甚多，本文不擬累述，可參鄧安慶著，傅

偉勳、韋政通主編：《叔本華‧叔本華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影響》的〈王國維對叔本華哲學的研究、介紹和

傳播〉與〈陳銓對叔本華哲學的介紹和宣揚〉二文。 
   王國維：〈叔本華與尼采〉，《王國維文集》第 3 卷（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 年），頁 344。 
   叔本華（Schopenhauer H. F.）著，劉大悲譯：《叔本華選集．英譯者序》（台北：志文出版社，1992 年），頁

21。 
   二語分別參：〈世界是我的表象〉，收錄在李瑜青主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台北：台灣先智出版事業公

司，2002 年），頁 368、369。 
   〈世界是我的意志〉，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84。 
   〈世界是我的意志〉，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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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為體的「體用論」，叔本華稱為「意志的客體化」  ，故云：「我們生

活存在於其中的世界，按其全部本質說，徹頭徹尾是意志，同時又徹頭徹尾是

表象。」、又：「意志就是真正的自在之物。任何人都能看到自己就是這意志，

世界的內在本質就在這意志中。」  這即是說，所謂經驗世界、遍及任何足

以推理推論的事物，都必須透過意志（心靈）的作用而得以呈現，經驗世界只

是意志所投射出來的影像，一但銷去「意志」這個條件前提，那麼現象界的一

切也旋即付之闕如。  

  此種論述，已足呈現「意志」在人類生活中的地位，叔本華視個人的精神

與生命，乃至一切外界各種現象的形成，皆有賴「意志」，「意志」才是世界

的本質，其學說是一種「唯意志論」，這是近世學者早已明確提點出來的觀念

 ，故近世學者或有評述叔本華的「意志」，是繼承浪漫主義者對理性的排

斥，並將這種先驗的唯心思想稱之為「意志本體論」  。但若如是說，則不

論吾人的身體、抑或眼下的所有事物，皆非真實存在；皆會隨「意志」的消失

而徹底幻滅，那麼人生又如何有真正可追求的目標與價值？是此種高舉「意志」

的唯心主義，實為叔本華的悲觀哲學，奠定穩固的基礎。尤其叔本華說：「意

志自身在本質上是沒有一切目的，一切止境的，它是一個無盡的追求。」  

又：「個人的意志（欲望）又是永不知足的，滿足一個願望，接著又產生更新

的願望，如此衍生不息，永無盡期。……看到這兒，實不禁令人興起同情之念。

人類的可悲，即緣此而來。」   

  假若世界真如叔本華所言，是因「意志」而生發、被意志所驅使，那麼必

定是一個痛苦的世界，更甚者，世界上唯一實有的「意志」本身，就是一切痛

苦的根源。因為叔本華已把「意志」等同於「欲望」，甚至視「意志」本身即

是所有痛苦的根源、是「某種本質為惡」的事物  ，並讓人類生命陷入無休

止的追求欲望、滿足欲望的過程，且唯有「死亡」才能得以結束，最終推論出

                                                 
   叔本華：「意志活動和身體的活動不是由因果性的韌帶聯結起來的兩個客觀地認識到不同的情況，不在因和果

的關係中，卻是二而一，是同一事物；只是在兩種完全不同的方式下給與的而已，……身體的活動不是別的，

只是客體化了的，亦即進入了直觀的意志活動。」〈世界是我的意志〉，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84-385。 
   上引二語，並見〈世界是我的意志〉，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89。 
   李瑜青主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前言》，頁 8。 
   語出鄧安慶著，傅偉勳、韋政通主編：《叔本華》，頁 19、頁 32。 
   〈世界是我的意志〉，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89。 
   〈論生存的空虛〉，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256。。 
   （英）麥可．坦能(Michael Tanner)著，黃希哲譯：《叔本華》（台北：麥田出版公司，2000 年），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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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只是痛苦」的觀點  ，故云：「人生是一種迷誤，因為人是欲望的複

合物，是很不容易滿足的，即使得到滿足，那也僅能給予沒有痛苦的狀態，但

卻帶來更多的煩惱。這個煩惱的感覺是人生空虛的成因，也直接證明生存的無

價值。」  、又：「我們生存是如此悲慘，唯有死亡才是我們死亡的終結。」   

  由是，其主張人類的生命現象，必然受「意志」所控制，而「意志」的無

止境欲求，又是盲目且不可抑制的，故各種缺陷、痛苦、不幸，就這樣伴隨「意

志」，成為人生的本質。至此，人生與世界的存在，本質上都只是掙扎、痛苦

與空虛，成為叔本華哲學的基本論述，故或有近世學者稱之為「意志悲劇性」

 ，並總結叔本華由「意志」所推展出來的悲觀思想：一、「意志」本身是

一種欲望，而欲望無窮、滿足卻有限。二、「快樂」只是人生中暫時滿足欲望

的消極行為。三、即便欲望暫時消失，隨之而來的是苦悶、無聊與厭倦。四、

生物愈高等，痛苦就愈顯著。   

  叔本華不僅從「意志」概念出發，建構其悲觀主義的人生哲學，也常在行

文之中，不斷透露這種基調，諸如：「於是任何人生徹底都是在欲求和達到欲

求之間消逝的，願望在其本性上便是痛苦。」  、「至於個人生活，則任何

一部生活史也就是一部痛苦史；因為任何人的一生按規律說都是一連串不斷的

大小不幸事故，……。」  以及：「欲望和厭倦是人生的兩大支柱，這是一

條真理。」  等，此足見叔本華對整個人生及真實世界的看法，是一切都圍

繞著欲求、不滿和痛苦；由無數的痛苦組成的生命過程，也將在新的個體中永

無止境地不斷延續下去，故叔本華已被近世學界公認為獨樹一幟的哲學家、被

稱許為「具有理論深度的悲觀主義者」  ，正是因為他對生命抱持著一種頑

冥、強烈的悲觀主義。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403。 
   〈論生存的空虛〉，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257。 
   〈論人世的痛苦〉，收錄在（德）叔本華(A. Schopenhauer)著，范進等譯：《叔本華論說文集》（北京：商務

印書館出版社，1999 年），頁 425。 
   上述四點，大致以黃文前說為主，參氏著：《意志及其解脫之路－叔本華哲學思想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

版社，2005 年），頁 70。 
   詳參〈論人世的痛苦〉，收錄在《叔本華論說文集》，頁 419、422。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96。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403。 
   〈論人世的痛苦〉，收錄在《叔本華論說文集》，頁 420。 
   袁志英：《叔本華傳．前言》（台北：業強出版社，1993 年），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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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蘇曼殊與叔本華的擬配性 
  誠上述，吾人自可從叔本華思想體系中，得見其「悲觀」的哲學理路。且

平心而論，本文旨在利用叔本華的哲學思維，突顯曼殊詩中「悲」的基調，是

蘇曼殊與叔本華之間，無論性格、遭遇或寫作方式等各方面，仍多有差異，實

不能等同而論，如：曼殊天真浪漫、我行我素；叔本華的性格卻非常極端，平

時陰沉、善妒，與人談論時又顯得狂妄，晚年更是暴躁、多疑而且乖僻。曼殊

享受戀愛、為女子傾倒，並沉醉在與情人相處的歡樂時光；叔本華則是輕視女

性、咒罵女人，其雖曾在〈論女性〉中援引拜倫的劇作之語：「我們最初的眼

淚是女性給我們抑止，我們最後的一口氣也大都是在女人的身旁吐出。」  

卻是從此段言論中，偏激的導入對女性的厭惡與排斥  ，叔本華甚至忠告友

人，要為兒女之情花費過多的心力：「生命短促，而又值得懷疑，很快便要逝

去，不值得花那麼大的力氣。」   

  不過若是從悲觀主義、浪漫主義，及唯心思想等方面加以檢視，則二人仍

有一些極高的擬配性。諸如：曼殊詩作中，大量使用「悲」、「愁」、「孤」、

「獨」、「哀」、「恨」、「淚」等字眼  ，其所欲描述的景況、當下的心

境，實已不言而喻；「殘」、「枯」、「寒」與「黃昏」、「深秋」、「寒冬」

等意象的使用也甚為頻繁，並以此些悽涼蕭條、形單影隻、殘缺頹敗等光景，

營造詩人所遭遇的悲愁與無依，以及命運不能自主、無力回天的消極面向。這

不僅是曼殊的詩作風格，也常是真實的人生遭遇與感受，更印證了叔本華在文

論中一再強調的「生命的本質是孤獨、痛苦與苦悶」、「人生只是痛苦」及「人

生是一場悲劇」等理念。  

  再者，蘇曼殊各類作品體現出來的悲愴、悽涼風格，以及浪漫主義精神，

是近世學術界的普遍共識，而叔本華的哲學作品雖然涉及的課題甚廣、也偶有

                                                 
   拜倫：《薩丹那帕露斯》（Sardana-palus）第 1 幕、第 2 場，轉引自叔本華〈論女性〉，收錄在《叔本華哲理

美文集》，頁 32。 
   叔本華咒罵女人，並非真討厭女人，實際上他的情感生活也頗為豐富，其甚至說過：「說到女人，我對女人也

是很迷醉的，如果他們要我的話。」（《叔本華談話錄》，頁 239。轉引自袁志英：《叔本華傳》頁 89。）只

是他認為女人是男人擺脫欲望束縛、掙脫意志陷阱，進而達到解脫時的絆腳石。故若從另一視角切入，則叔本

華實是非常渴望愛情，又深怕被愛情所傷，依此成為與蘇曼殊看似相反，實際上卻又非常相近的觀點。然此非

本文重點，是筆者僅簡單交代，不擬深入討論。 
   《叔本華談話錄》，頁 15，轉引自袁志英：《叔本華傳》頁 89。 
   本文約略統計曼殊詩作中的這些字眼，「悲」約莫 3 次、「愁」：約莫 19 次、「孤」約莫 11 次、「獨」約莫

7 次、「哀」約莫 5 次、「恨」約莫 6 次、「淚」約莫 19 次。若將這些文字的使用次數合觀，則曼殊現存的百

餘首詩作，這些字眼的竟高達 70 處，足見出現的頻率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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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偏激、武斷的思辯性論述，但整體哲學理路，尤其是此種悲觀主義人生哲學，

最後仍能歸結到浪漫主義的範疇，這也是近世學界大致能接受的說法  。尤

其叔本華常感嘆「人生是一場大夢」  ，認為人們所認識的真實世界，其實

是一種假象的、夢境般的存在  ，而蘇曼殊詩中常體現的「人生、夢境與個

人幻想」緊密結合的敘事手法，也頗能與叔本華這般思維相仿，此例可作為二

人在浪漫主義方面的共同特徵。  

  另外，叔本華認為現象界的一切皆是假象，是「意志」所建構出來的「客

體」，唯有「意志」才是真正的實有與存在，此種從「意志」所推展出來的世

界觀，無疑是一種唯心論。而詩人的感受與自然景物出現共鳴，是曼殊詩作中

常常呈現的情調，且無論景色春光明媚、蕭瑟冷清與否，也總是由詩人主觀的

心靈所決定，亦即曼殊詩作中的自然景物，只是詩人心境「客體化」的表現，

此種思維模式，也與叔本華的頗為類同。此外，叔本華認為人類的生命現象必

然受「意志」所控制，而「意志」的無止境欲求，又是盲目而不可抑制，換言

之，「欲望」即是「意志」，而且是人類永遠無法擺脫的包袱；而自謂「天生

情種」的曼殊，無論在作品及現實人生中，皆明白表示，自己根本無法忘懷人

世間的種種情欲、永遠無法走出愛情的迷惘，以至百般痛苦與無奈，此種心路

歷程，更契合於叔本華所主張的悲觀人生本質。  

  總之，吾人可從曼殊詩作中，充分印證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人生哲學，且二

人總是將浪漫與悲觀主義的合而為一；而曼殊詩作中所透顯的主觀心境，也大

致貼近叔本華的「意志本體論」，此皆是曼殊與叔本華足以相互擬配之處。是

筆者此處首先配合上文所論的叔本華思想，概論性的總結曼殊對悲觀哲學等方

面的體現，以方便推展正文的論述。 

 

                                                 
   可參陶黎銘之論述，詳見氏著：《一個悲觀者的創造性背叛－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章〈用哲

學語言包裹著的浪漫主義－叔本華哲學與浪漫主義的關係〉（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 年），頁 18～25。 
   叔本華：「那是一種朦朧的追慕和苦難，是在夢中徜徉，是在一系列瑣屑思慮的相伴中經過四個年齡階段而到

死的。這些人好像鐘錶機器似的。上好發條就走，而不知道為了什麼要走。每有一個人誕生了，出世了，就是

一個『人生的鐘』上好了發條，以便一句又一句，一拍又一拍地再重奏那已演奏過無數次，聽得不要再聽的街

頭風琴調子，這些調子即令有些變化也微不足道。」認為人生實是一場機械式、漫無目的、又苦難悲痛的夢。

見〈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400。 
   陶黎銘甚至認為，叔本華實把吾人常謂的「人生是夢」，進一步地濃縮成一個切合於浪漫主義的哲學命題。參

氏著：《一個悲觀者的創造性背叛－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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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法符合詩人期待的現實世界： 

以悲壯為基調的愛國詩歌 

（一）少數的例外：早期平鋪直敘的愛國情懷 
  曼殊在早期，曾寫下一些平鋪直敘的愛國詩歌，它們並非委曲婉轉地試圖

隱藏作者的思緒，而是非常清楚、大方的表達自身情感。叔本華說：「欲求和

掙扎是人的全部本質。完全可以和不能解除的口渴相比擬，……。」  認為

人類生命中充滿了欲望，當欲望不能滿足，內心的苦痛就此萌發。換言之，現

實世界無法符合詩人的期待，是悲劇產生的原因。而曼殊盼望國家民族得到振

興的力量，也誠屬一廣義的欲望，這種對嶄新時代的渴求，具體表現在詩作中，

唯詩人此時尚未完全失望，仍抱著高度的期待，所以即便印證了叔本華所謂欲

求不滿時的「不幸福」，從而出現「悲」的心境，但曼殊正處在叔本華的「追

求欲望」的過程中，是所謂「這些欲望總是把它們的滿足當作『人的』欲求的

最後目標來哄騙我們」  的階段，亦即尚不了解人生就是一種無盡的追求，

故心境依然慷慨激昂，因而留下一些少數雖有「悲」顯露、卻不致哀愴悽涼的

詩篇。  
  如：作於 1903 年的〈以詩並畫留別湯國頓〉二首，是蘇曼殊流傳下來的

最早作品，也是詩人在年僅二十歲、面對國難當前時，在詩中表露無疑的熱血

澎湃！其一云：「蹈海魯連不帝秦，茫茫煙水著浮身。國民孤憤英雄淚，灑上

鮫綃贈故人。」以戰國齊士魯仲連的反對「尊秦為帝」自比，表明決心投入革

命事業的願望。其二云：「海天龍戰血玄黃，披髮長歌覽大荒。易水蕭蕭人去

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以《周易》的「龍戰于野，其血玄黃」感慨當時

中國對抗俄國帝國主義時，血腥殘酷的戰爭與掠奪畫面，頗有古代群雄爭奪天

下的氣勢；詩末則拿荊軻行刺秦王時，臨行之前慷慨悲歌、從容就義的景象自

況，表明願意為國獻身的精神。  
  詩題所云的「湯國頓」，據說是師事康有為的廣東人湯覺頓（？～1916）

 ，湯氏與蘇曼殊亦師亦友，而當蘇曼殊在日本賦詩繪畫贈予湯覺頓作為告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93。 
   〈世界是我的意志〉，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90。 
   上引〈以詩並畫留別湯國頓〉二詩，並見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訂：《蘇曼殊文集．詩歌》，頁 3。 
   關於「湯國頓」應為「湯覺頓」，以及湯覺頓生平事蹟，近世學者已有清楚說解，可參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

訂：《蘇曼殊文集‧詩歌》，頁 3。曾德珪：《蘇曼殊詩文選注》，頁 1。劉斯奮：《蘇曼殊詩箋注》（廣東：

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 年），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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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時，似乎早已壓抑不住澎湃激昂的情緒，故將二首詩的鋪陳方式合觀，可見

蘇曼殊先利用氣勢磅礡的筆調，不著痕跡地順勢轉入自身憤慨悲壯的情懷，這

是二首詩的共同基調。詩中的情感不僅悲愴而且直露，毫不掩飾地將自己感傷

時事、恨不能馬上慷慨赴義的思想，清楚表現在詩句中。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曼殊於 1906 年所撰之〈晨起口占〉：「一爐香篆裊

窗紗，紫燕尋巢識舊家。莫怪東風無懶甚，春來吹髮滿庭花。」根據馬以君與

柳無忌考證，此詩當作於曼殊自南京重回長沙、繼續參與同盟會所領導的武裝

起義活動，並對山雨欲來風滿樓的革命局勢充滿信心。若依此論，則詩中所謂

「東風」的「暗喻來自日本東京同盟會總部的信息」、詩末「春來」一句的「比

喻革命的蓬勃發展」等事  ，誠然可信。且細讀此詩，足見曼殊當時躊躇滿

志、急欲建功立業的胸懷，是本文仍將此詩歸於「平鋪直敘的愛國情懷」。  

  不過，雖〈晨起口占〉誠屬此類，但吾人自可得見，其意氣風發、豪情滿

懷的心緒下，直抒胸臆、明白表露愛國抱負的程度，似不再像先前那麼明顯；

詩題雖云「口占」，表示其不立草稿，隨口吟成，然此詩的一些暗喻手法，顯

然經過若干加工，從而形成若隱若現的曲折氣息；此外，考察此詩（1906 A.D.）

之後的諸作品，也不再出現如此強烈的意境，是單就本文所界義的此類詩作而

論，此詩儼然成為曼殊詩風的一個分水嶺。  

（二）援各類主題以喻艱辛的革命工作 
  叔本華分析人類性格時有云：「我們對完全來自外界的厄運還可以忍受，

但由自己的個性導致的苦難卻無法承受；……。」  曼殊以悲觀的心境來看

待革命事業，從而在詩作中體現自身憂慮、悲涼與無奈情緒的情況，即是一例。

清末民初革命工作的艱辛，畢竟是一歷史的事實，在革命尚未成功之際，總會

歷經許多波折，時人或者積極參與；或者樂觀面對，但也有一些人如曼殊一般，

內心隨著革命過程的困險、再配合著週遭各種事物，情緒不斷起伏，即便革命

事業還未徹底失敗，卻早已愁容滿面了！  

  總的來說，上述〈以詩並畫留別湯國頓〉等詩，讀來大多清俊壯麗而不致

                                                 
   以上說解與評注，參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訂：《蘇曼殊文集．詩歌》，頁 8。 

按：不過劉斯奮認為，此詩之著作年代仍有若干疑議，可能非如柳亞子、柳無忌所認定的 1906 年，是其主張

暫時列在「不編年詩」類別，參氏著：《蘇曼殊詩箋注．前言》，頁 18。 
   叔本華：〈論人格〉，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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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分悲悽苦楚，這即是說，是類詩歌雖然有悲傷的基調，然創作精神大抵屬於

樂觀積極，故本文能以「悲壯」作為概括。  

  不過，曼殊雖有〈花朝〉、〈晨起口占〉這般精神昂然之作，但同年（1906）

所作的〈春日〉，卻隨即轉向不同的氣氛：  

好花零落雨綿綿，辜負韶光二月天。知否玉樓春夢醒，有人愁煞柳如煙？ 

詩中利用花兒凋零、陰雨綿綿、折煞春光等動態的意象，以呈現自己愁雲慘澹

的心境。馬以君與柳無忌認為，這是詩人面對盼望已久的革命高潮總是遲遲不

來，平白消耗許多大好時光，所以原本樂觀激昂的情緒，漸漸轉為焦躁與憂慮

 。此正印證叔本華所謂：  

從願望到滿足又到新的願望這一不停的過程，如果輾轉快，就叫作幸福，慢，

就叫做痛苦；如果陷於停頓，那就表現為可怕的，使生命僵化的空虛無聊，

表現為沒有一定的對象，模糊無力的想望，表現為致命的苦悶。   

曼殊這般願望，似已達到叔本華眼中「輾轉得慢」的地步。職是，與上述豪情

萬種、慷慨悲壯的愛國詩作相比，曼殊此詩中充滿消極的「悲愁」、卻稱不上

積極的「悲壯」，且處處充滿隱喻及暗示，取代以往利用文字表述，來直接暢

談理想與願望。而此後縱然偶有昂揚輕快的作品，但是藉著自然景色、人物形

象，與男女情愛等方面的描繪，暗寓內心對革命事業、國家前途的憂心與不滿，

已在創作此詩的過程中有了清楚的開端；往後悲涼、孤寂的詩歌形象，也自此

大致定調。 

  誠如上述，曼殊自〈春日〉之後，內心對家國民族的澎湃抱負，似已漸漸

澆息，憂傷與失望之餘，自是不再大方乾脆的侃侃而談，而是不斷地委曲壓抑，

試圖隱含自己的真正感受。此類詩歌具有大致相同的主題，經本文的歸納，則

可再概分為四種寫作方式：  

  首先，是透過行旅中風光景色的描寫。除了上述的〈春日〉，再如：1914

年的〈憩平原別邸贈玄玄〉：  

狂歌走馬遍天涯，斗酒黃雞處士家。逢君別有傷心在，且看寒梅未落花。 

                                                 
   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訂：《蘇曼殊文集．詩歌》，頁 9～10。 
   〈世界是我的意志〉，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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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玄即田桐（1879～1930），字梓琴，湖北蘄春人，「玄玄」是他的別號。田

桐追隨孫中山參與革命事業，也因同孫中山反抗袁世凱帝制而一齊流亡日本，

流亡期間，與蘇曼殊頗有往來，此詩是曼殊偕田梓琴等人同遊、並在田梓琴宅

邸「平原別邸」小憩時，所創作的詩歌。據近世學者考證，此詩當作於初春之

際，已幾無疑議，不過曼殊面對新雨初過、一片嫩枝綠芽的宜人景色時，卻寫

出風起雲湧般的「狂歌走馬遍天涯」詩句，以喻革命黨人在事業上的四處奔忙。

詩末並用「寒梅」來暗喻革命黨人的屢挫不衰，可見詩人的內心仍然帶著慷慨

激昂的成分，但在詩作中卻不再直接表露心意，僅在詩中四處暗示。 

  次者，是通過人物形象的描寫。如：〈西湖韜光庵夜聞鵑聲柬劉三〉以好

友劉三（1878～1938）的感情豐富又任俠好義的形象，申明自己對此類人物的

同情與讚許  。劉三留學歸國後，隨即從事反清活動，也曾經組織過革命團

體，與曼殊同為南社成員，二人交情匪淺，尤其曼殊欣賞劉三的行俠仗義，故

藉著劉三人物形象的描繪，表達自己也能擁有劉三這般的性格與作為。由於創

作詩歌的本意，明顯涉入關切國家與民族前途的情懷，故被後世學者視為憂國

傷時之作  。至於〈南樓寺懷法忍〉是遙想自己能與遠方的好友陳去病精神

相通，縱然革命屢經挫折，使曼殊日漸失望與憂傷，但仍期盼能與知己相互勉

勵  。詩歌首句的「萬物逢搖落」，描繪出一幅殘落凋零、百廢待興的蕭條

景象，加深了詩末：「獨上寺南樓」形單影隻的孤寂感，足見詩人已深刻體悟

到，從事革命工作所必須承受的孤獨；知己遠在他鄉、個人勢力單薄的感受，

已在此詩中清楚自見！除了知己好友的形象，再如：〈過平戶延平誕生處〉在

鄭成功出生處，緬懷對抗清廷的革命先烈，將鄭成功的人物形象，與革命黨人

相互擬配，近世學者評其：「聯想到國內革命黨人慘遭清廷屠殺，革命處於低

潮狀態，感到無比痛心。」  正是詩末所謂：「袈裟和淚伏碑前」之舉。  

  復次，是利用男女情愛的描寫。如：〈何處〉一詩的主角是當時的青樓女

子花雪南，詩中藉著花雪南自訴對戀情的堅貞，卻徒留單向的付出，得不到雙

                                                 
   詩云：「劉三舊是多情種，浪跡煙波又一年。近日詩腸饒幾許？何妨伴我聽啼鵑！」見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

訂：《蘇曼殊文集．詩歌》，頁 14。 
   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訂：《蘇曼殊文集．詩歌》，頁 14。 
   詩云：「萬物逢搖落，姮娥耐九秋。縞衣人不見，獨上寺南樓。」見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訂：《蘇曼殊文集．

詩歌》，頁 63。 
   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訂：《蘇曼殊文集．詩歌》，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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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回報，以此表達作者在聽聞革命事業受挫時，心中的抑鬱和苦悶。全詩正

像一齣悲傷的劇情，曼殊先讓劇中人物花雪南，援引古樂府詩〈蘇小小歌〉的

「妾乘油壁車，郎騎青驄馬」而云：「何處停儂油壁車？西陵終古即天涯。」

借南齊時代錢塘江名妓蘇小小的故事，比擬自己的身世以及初識情郎的歡愉，

接著透過淒涼景色、再度回春歷程，表現戀愛過程的曲折與自己的芳心未歇，

但是終究：「傷心獨向妝台照，瘦盡朱顏只自嗟。」自嚐愛情的苦果。曼殊正

是利用如此看似矢志不渝、最後情緣斷盡而無法挽回的愛情悲劇，暗示自己在

面對革命事業時，從期待到妄想再到無奈的一連串心境。而叔本華面對這樣的

生命歷程，卻是極盡地諷刺道：  

生命本身就是滿布暗礁和漩渦的海洋。人是最小心翼翼地，千方百計避開這

些暗礁和漩渦，儘管他知道自己即令歷盡艱辛，使出『全身解數』而成功地

繞過去了，他也正是由此一步一步接近那最後的、整個的、不可避免不可挽

救的船沉海底，並且是直對著這結果駛去，對著死亡駛去。   

曼殊如此歷經曲折、卻又積極爭取的情態，在叔本華的思維裡，淪為徒勞無功

的行徑。叔本華輕蔑地訕笑、預言這類人必定終將失敗、至死方休，惜曼殊最

後也自言得到這樣結果、悲嘆這段爭取歷程的慘敗，〈何處〉讀來使人不勝唏

噓之處，亦即在此！  

  最後，是藉由日常瑣事的描寫。如：〈為玉鸞女弟繪扇〉：「日暮有佳人，

獨立瀟湘浦。疏柳盡含煙，似憐亡國苦。」詩題中的「玉鸞女弟」應是曼殊小

說《絳紗記》中的人物馬玉鸞，小說中的馬氏學富五車，但身世悽然感人，最

後削髮為尼，「飄然不知所之。」  足見其在小說中的悲劇性形象。曼殊突

發奇想，為自己小說中的人物繪畫與賦詩，詩中先以黃昏遲暮、主角獨倚江邊

的畫面，構織了「玉鸞妹妹」的幽怨形象，但話鋒一轉，卻云畫中所呈現的淒

迷圖像，竟是畫中主角哀憐亡國之苦。近世學者多視詩中的「亡國苦」為辛亥

革命失敗與袁世凱的竊國 51  ，而曼殊用猜測的口吻，推斷畫中人物「似憐亡

國苦」，實際上正是藉著畫中人物的嘆息，表達自己對國家無窮災難的憤慨！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95。 
   事見蘇曼殊：《絳紗記》，引自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訂：《蘇曼殊文集》，頁 163、174。 
 51   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訂：《蘇曼殊文集．詩歌》，頁 64。劉斯奮：《蘇曼殊詩箋注‧前言》，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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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從自己所繪之畫中，「刻意」聯想到國家與人民奄奄一息的命運，可謂一

極為特出的表現手法！ 

  叔本華說：「任何人生徹底都是在欲求和達到欲求之間消逝的，願望在其

本性上便是痛苦。」 52  認為人類永遠欲求不滿，實是人生的真諦。誠如上述，

曼殊善用周遭各設各樣的主題，不斷暗示自己潛藏在內心的憂國傷時，也足證

詩人對變動不安的世局，已逐漸計無可施，失望之餘，身邊隨處可及的事物，

竟都能拿來作為吟詠賦詩的對象，這是叔本華所謂：「一切欲求的基礎卻是需

要，缺陷，也就是痛苦；……。」 53  曼殊視革命事業的成功為一項欲求，但

是當詩人意識到國家的「缺陷」及「需要」不能透過革命加以實現時，悲愴與

苦痛油然而生，此是上述詩作無論主題如何多元，「悲」的情調總是如影隨形。

拿這些詩作與早期的愛國詩歌相比，雖然不乏個人悲壯的氣氛，但是更多了幾

分滄桑與悽涼。換言之，這些看似悲壯之作，實已悄悄地滲入些許悲涼、孤悽

的心境。  

四、對叔本華哲學的高度印證： 
以「悲」、「孤」為主旋律的浪漫情詩 

  客觀而論，筆者在上述所界義的愛國詩歌，本該同被歸為浪漫抒情詩的範

疇，不過，一方面底下擬論的這類詩歌，其敘寫主題多是詩人表達為情所困、

傷今懷古；抒發孤苦無依的個人境遇等，不僅「悲」而不「壯」，反倒充斥著

蕭瑟悽涼、萎靡不振的消極心態，亦即「悲」的基調與愛國詩歌的風格，當有

程度上的區隔。另一方面，浪漫情詩誠屬曼殊詩歌的最多數，所透顯的書寫心

境，也是與叔本華哲學最能契合的例證。基於以上二點，是本文另闢專論於此，

藉以說明曼殊對叔本華哲學的高度印證，正是在以「悲」、「孤」為主旋律的

浪漫情詩裡。  

（一）現實世界只是詩人心靈的投射：由蕭瑟寂蓼的景象引入自身心境 
  曼殊初期的抒情詩作，悲愴的風格尚不強烈，如：〈莫愁湖寓望〉從對石

頭山、莫愁湖的景色描繪：「清涼如美人，莫愁如明鏡。」轉入自身感受的抒

                                                 
 52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96。 
 53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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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終日對凝妝，掩映萬荷柄。」描述山水交相掩映之下，所透顯出來的清

淡與空靈，並比擬在女子羞怯、等待愛情的淡雅愁容上。這種「悲」的基調並

不濃重，不過，誠如叔本華所云： 

在我們青春之光輝的朝霞中，虛構的詩意作品為我們勾勒了炫目的場景，使

我們春心蕩漾，急切地想把這幅場景化為現實，急切地想攀摘彩虹。年輕人，

總愛以一本趣味小說的形式去憧憬自己的人生歷程。由此，也就生發了無盡

的失望和悲傷。 54   

隨著時光流轉，詩人逐漸在現實環境中，不斷面臨種種失望，再也無法重拾積

極樂觀的精神，此種不斷追求、卻又不斷失落的過程，曼殊似也深刻體認到叔

本華所謂：「任誰也不幸福，人生只是追求通常想像上的幸福，……任何人到

最後都是船破檣折地走進港灣中。」 55  以此種想法端看人生，誠是極盡地消

極與悲哀，然曼殊的心境卻逐漸相契於此。當詩人用悲傷的心靈環顧四周，映

入眼簾的，往往只剩下蕭條慘澹的景物，而作品中傷感、悲悽的氛圍，當然也

日益強烈。 

  如：曼殊在〈過若松町有感示仲兄〉之一云：「孤燈引夢記朦朧，風雨鄰

庵夜半鐘。」所呈現的是夜半昏暗的燈光，伴隨著在蕭瑟風雨中，隱隱傳來鐘

聲的意象，獨自走在日本的「若松町」這條街道上，不禁興起：「我再來時人

已去，涉江誰為采芙蓉。」的悲愁。在《古詩十九首》中，早已深刻描寫：「涉

江采芙蓉，蘭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同心而離居，憂傷

以終老。」的思婦情緒，而詩人借用這個典故，從「孤燈」、「風雨」與夜半

鐘聲的記實，轉入斯人已去、徒留傷感的情緒，形構出一片人去樓空，此情只

能追憶的惆悵。  

  情人不再，詩人還能為誰折芳相贈？曼殊〈過若松町有感示仲兄〉的心態

是如此，〈櫻花落〉的主要情境也十分類似，同為悲嘆自己不能與情人「百助」

終老：  

十日櫻花作意開，繞花豈惜日千回？昨來風雨偏相厄，誰向人天訴此哀？忍

見胡沙埋艷骨，休將清淚滴深杯。多情漫向他年憶，一寸春心早已灰。 

                                                 
 54   〈論人生的不同階段〉，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88。 
 55   〈論生存的空虛〉，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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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的一場風雨，把綻放中的鮮豔櫻花紛紛打落，使詩人觸景傷情，回想起曾

經與情人雙宿雙飛的時光，如今櫻花零落、情人也早已遠去。這般時而歡愉、

時而感傷的心路歷程，足與叔本華所歸結的人生觀相互輝映：  

愛情的憧憬和悲痛，並不是從存在一時的個體的欲望所發生，而是種族靈魂

的歎息。……，必滅的個體－人，是被禁錮在狹窄的胸中，所以，我們只看

到這小小的心胸似乎漲得幾乎破裂，或者胸中充滿無限的歡愉、無限的悲

傷。 56   

人類的心靈之所以如此空虛，就是一生都得不斷圍繞在期待愛情、失去愛情之

間而無法自拔，卻不知最終仍會以「完全失去一切」作結束。曼殊即時體認到

這一點，對這樣的追求歷程表示失望，故詩末以極度無奈與悲觀的「一寸春心

早已灰」作結，哀傷不能自己的情緒，躍然於紙上！  

  細讀上述詩作，吾人自能明顯感受到曼殊在寫作時，身繫情網、卻又不能

獲得美好結局而益顯頹廢的愁容，意志消沉之下，覽目所及，本該客觀獨立於

詩人個體之外的自然景觀，也一一被貫注了悽涼、殘缺與衰敗的樣貌。此種心

境正體現了叔本華對人性的看法： 

幸福基於人的精神，精神的好壞又與健康息息相關，這只要我們對同樣的外

界環境和事件，在健康強壯時和纏綿病塌時的看法及感受如何不同，即可看

出來，使我們幸福或不幸福的，並非客觀事件，而是那些事件給予我們的影

響，和我們對它的看法。 57   

是平心而論，誠如近世學者在評析曼殊〈游不忍池示仲兄〉的「雁影淒涼落照

中」時所云：「全詩不言悲而益顯其悲」的情況一般 58  ，早已傷心難狀的詩

人，其實不必再次直抒胸臆；根本不需待至另一層的心境轉折，透過如此景色

的刻意描寫，早已「不言悲而益顯其悲」了！ 

  由是，吾人自能總結出：曼殊的詩作已體現了叔本華的認識論－「世界是

我的表象」：「意志，作為自在之物，是一切生靈的根基，……也是萬物的永

                                                 
 56   〈性愛的形而上〉，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70。 
 57   叔本華：〈論人格〉，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12。 
 58   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訂：《蘇曼殊文集．前言》，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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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元素。」 59  叔本華以「意志」作為人類心靈以外一切現象的主體，一切外

界現象都是「意志」的顯現，且由「意志」所決定，故云：  

每人自己就是這個世界，就是小宇宙，並看到這世界的兩方面都完整無遺地

皆備於我。而每人這樣認作自己固有的本質的東西，這東西也就囊括了整個

世界的、大宇宙的本質。所以世界和人自己一樣，徹頭徹尾是意志，又徹頭

徹尾是表象，此外再沒有剩下什麼東西了。 60   

而曼殊此類詩作，則總是利用自身心靈來關照自然世界，換言之，真正統馭物

質世界者，是詩人的精神與感官，所以世界的變化，皆取決於詩人的主觀的感

受。這即是說，曼殊將現實世界的各種現象，都化作詩人心靈上的情感呼應，

此與叔本華主張「自然變化的唯一法則，就是自身意志」的思維模式相同；曼

殊詩作實已暗合叔本華「表象是意志的客體化」的唯心論、「以『意志』為體」

的體用論。也正因為曼殊善用此般哲學原理來寫作，故詩歌中自能深刻地體現

詩人自身、當然也是叔本華所預設的悲劇性人生。  

（二）對人類生命的深刻感悟：強烈的悲愁、孤愴與憤恨 
  利用蕭瑟寂蓼的景象，引入自身悲愁的心境，是曼殊作詩的一種手法，不

過考察蘇氏詩作中，為數最多者，乃開篇即乾脆地直敘胸中無盡的憤懣與悲

情，甚或早已渾然的情景交融，著實無法分辨究竟是由景入情、抑或是以情入

景。此類詩作總是將滿滿的苦悶與憂愁，填入只能容納百餘字的詩歌體式中，

更增添作者內心悲愁、孤愴與憤恨的強烈感。 

  如：〈過若松町有感示仲兄〉之二：  

契闊死生君莫問，行雲流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 

詩中所謂「仲兄」即陳獨秀（1879～1942），曼殊向他自白道，自己已經看透

生死，決定做個浪跡天涯的僧人，此種心境看似豁達，唯「孤僧」、「縱有歡

腸已似冰」等描述，卻透露些許端倪。因為詩人回首逝去的過往，竟發現「人

生」才是自己最沉重的負荷，猶如叔本華所云：「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會成

                                                 
 59   〈心理的觀察〉，收錄在《叔本華論說文集》，頁 452。 
 60   〈世界是我的意志〉，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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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不可忍受的重負。」 61  由是曼殊的「行雲流水」生活，竟是悲傷至極、

找不到生命與情緒出口時的極端表現。如此一來，這般「情非得已」的看破紅

塵俗世，與〈過若松町有感示仲兄〉之一的觸景傷情相比，實更顯詩人心中強

烈的悲觀哲學！  

  〈東來與慈親相會，忽感劉三、天梅去萬里，不知涕泗之橫流也〉也是一

證：「九年面壁成空相，萬里歸來一病身。淚眼更誰愁似我？親前猶自憶詞人。」

既出家修行已逾九年，卻仍要將自身的病痛視為一種苦惱；世間的悲愁、情愫

等，也依然不願斷然割捨，是此詩足以說明，曼殊削髮為僧是個事實，然其無

法擺脫紅塵俗世的纏繞，也是個事實。〈讀晦公見寄七律〉又是一證，詩作首

句雖引禪宗思想而云：「收拾禪心侍鏡台」，但修行之後，想起不能有情人終

成眷屬、好友黃晦聞又不在身邊而無人能訴苦，愛情、友情的雙重打擊之下，

本該「本來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心境，卻成了「沾泥殘絮有沉哀」這般沾

滿世間情愫的混濁心靈。職是，勉為其難地忍受孤寂；強忍悲愁、卻淚流不止

的面貌，已在這些詩中表露無疑。 

  相信此時的曼殊，應已逐漸體悟叔本華這般：「事實上痛苦和無聊兩者也

就是人生的兩種最後成分。」 62  的人生哲理。端看曼殊的生命過程，處處充

斥著對身世的感嘆、對愛情的迷惘，即便落髮出家，也無法安於僧人角色，往

往不能忘懷的紅塵俗世，更甚者，竟因為在修行而必須獨處時，而讓孤寂感襲

上心頭！此種對愛情產生悲愁、無事纏身又會感到空虛與寂寞的心態，著實印

證叔本華所謂「擺盪在痛苦與無聊之間」的人生：  

一方面，人的痛苦和煩惱是這樣容易激增，以致死亡－整個生命即以在它面

前逃避為事－竟變為人所企求的（東西），人們自願向它奔去；另一方面，

困乏和痛苦如果一旦予人以喘息，空虛無聊又立即如此圍攏來，以致人必然

又需要消遣。 63   

曼殊總是在叔本華所預設的悲傷、無聊與空虛的人生歷程之間不斷遊走，苦思

不得其解的情況下，詩作中的字裡行間所體現者，最終也是朝向叔本華所歸結

                                                 
 61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93。 
 62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93。 
 63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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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悲劇性人生。  

  再如：〈集義山句懷金鳳〉中，訴說自己對南京秦淮河畔的伎人「金鳳」

情意綿綿，當二人因故無法重拾舊日的歡愉，曼殊只得拿著華美的紙張，寫上

無盡的相思，但最終：「盡日傷心人不見，莫愁還自有愁時。」藉著李商隱〈游

靈伽寺〉與〈莫愁〉二詩的拼貼，感嘆「悲愁」總是在自己生命中，永無止境

的循環一事，依此自見！這種生命過程中永遠無法平息的悲愁，正如叔本華的

二句名言：「人從來就是痛苦的，由於他的本質就是落在痛苦的手心裏的。」、

「人生就是在痛苦和無聊之間像鐘擺一樣的來回擺動著；……。」 64  此般心

緒，在曼殊的〈題《靜女調箏圖》〉中表現得更加強烈： 

無量春愁無量恨，一時都向指間鳴。我已袈裟全濕透，那堪更聽割雞箏。 

曼殊聆聽演奏會上的箏聲，觸發內心無盡的悲愁，無法宣洩的情緒，使悲愁更

化為憤恨，身為僧人、本該斬斷七情六慾的曼殊，卻在此時冒出冷汗、濕透了

袈裟。此充分體現了叔本華為所有人類所預設的立場：「生存的形式是『不安』。」

65  叔本華輕蔑地看待人類在面對欲望時的心理轉折，並毫不客氣地認為，興

起欲望、解決欲望，這是人類的本能。沒有任何的形式 66  ，能剔除一切欲望、

能阻礙人類對欲望的追求，當然更無須妄想在此過程中得到幸福：  

這個世界，不可能有任何種類的安定，或任何的持續狀態，一切都在不停地

旋轉和變化，持續地、急迫地飛舞著，我們就是在這個世界的網上，不停地

行走，不停地運動，並藉以支持生命。這樣的世界，所謂『幸福』，連想像

中也不可得到。 67   

雖落髮剃度、卻總是不能擺脫情欲糾葛的曼殊，恰好印證了叔本華對人性的看

法。尤其曼殊礙於僧人身分，在外表上極盡壓抑內心的情緒，並將這些情緒，

                                                 
 64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93。 
 65   〈論生存的空虛〉，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254。 
 66   叔本華主張，要遠離痛苦，就要否定「意志」，故提出「禁欲」這條路，此外，還認為可以訴諸「藝術」，這

是叔本華認為的遠離痛苦、解決悲傷的兩大途徑。唯這兩種方式並非完全根絕人生的種種悲劇，只是暫時的抑

止，且叔本華還對「天才」下了嚴格的定義，認為此類人才有「訴諸藝術」的能力，此無疑更限定了人類擺脫

痛苦的能力，亦即不是所有人都能將「訴諸藝術」作為抑止痛苦與悲傷的途徑。換言之，否定先驗的「意志」，

到頭來仍是一場空，其云：「除為保持否定意志的成果，而實行禁欲之外，另一條途徑亦可達到意志的否定，

那就是默認命運所決定的痛苦。」（〈禁欲〉，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105。）此種想法誠屬消極與

悲觀，足證叔本華打從心底認為，「欲望」實際上永遠無法完全根除。 
 67   〈論生存的空虛〉，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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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化為豆大的冷汗。不能安於釋家本分的詩人，悲、恨交加的情緒瞬間溢滿，

職是，詩中那猶如殺雞般尖銳而且淒厲的箏聲，成為詩人對自己生命歷程的最

真實感受。 

  除了通篇激烈地直敘情感，曼殊詩中也不乏利用情景緊密交融的寫作手

法，以增強悲愁、孤寂的氣氛，〈柬金風兼示劉三〉二首之一：  

玉砌孤行夜有聲，美人淚眼尚分明。莫愁此夕情何恨？指點荒煙鎖石城。 

詩人寂靜的夜間獨自散步，在寂靜的黑暗空間裡，只剩自己的腳步聲不斷傳

來，如此單薄的節奏感，不禁追憶起與情人分別時，撲簌簌的眼淚一顆顆落下

的景象。而在遙想的當下，詩人又不禁自問：世間男女情愛所交織出來的幽恨，

究竟能用何物比擬？正在找尋答案之際，遠方原野上的荒煙蔓草，卻在此時透

顯出陣陣的淒涼與冷落，詩人自身已為情所困，而週遭景物又不斷無情地加深

這種情緒，心隨境轉而再三悲嘆的景象，溢於言表。  

  這是詩人在鋪陳情傷時的一種高妙手法。不過，值得一提的，是曼殊利用

情景交融的寫作方法，不啻只在男女情愛方面，關於好友之間的情感、自傷身

世的過程等，也都能巧妙地將它們融入當下正處的景物中，且往往都能深刻地

呈現自身孤寂，以致悲從中來、甚或手足無措的無奈感。如：〈久欲南歸羅浮

不果，因望不二山有感，聊書所懷，寄二兄廣州，兼呈晦聞、哲夫、秋枚三公

滬上〉：  

寒禽衰草伴愁顏，駐馬垂楊望雪山。遠遠孤飛天際鶴，雲峰珠海幾時還？ 

詩中充斥著悲觀氛圍，沒有任何活潑的生機，因為伴隨自己愁容的，只剩深冬

的各種蕭條景物；佇立在富士山前面眺望的；只有孤獨的自己，強烈的悲涼、

孤寂與心灰意冷，已在詩中的種種意象中自見。  

  再如：〈步元韻敬答雲上人〉三首中，詩人從「諸天花雨隔紅塵」，興起

自己獨居爪哇，病痛纏身卻舉目無親、無人聞問，故云：「絕島飄流一病身」

（之一）；又在「寂寞南洲負此身」中，感嘆：「憐儂憔悴不如人」（之二）。

〈東行別仲兄〉則從「江城如畫一傾杯」興起「乍合仍離倍可哀」的悲愁；從

「此去孤舟明月夜」興起「排雲誰與望樓台？」的無奈。至於〈吳門〉十一首，

可謂曼殊傷今懷古的總結，詩中的情景交融已是不著痕跡，且無論愛情、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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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身世、革命事業等，無一不涉及，簡直成為對各種現實「綜合性失望」的

組詩。叔本華說：「人生在本質上就是一個型態繁多的痛苦，是一個一貫不幸

的狀況。」 68  曼殊的〈吳門〉已充分印證了叔本華「人生就是一場悲劇」的

哲學主張。 

  蕭瑟與悽涼的景物，本是一般詩人對自己心境的註解，但是曼殊技高一籌

之處，是更能化美好與歡樂的事物，成為嘲謔自己的對象；利用兩種極端的氣

氛，營造一股更強烈的對比，如：〈寄廣州晦公〉中，詩人即便身處風和日麗

的初春、聆聽鄰家女孩歌唱「艷陽歌」，但因掛念摯友黃晦聞，使思緒仍顯心

煩意亂，將明媚的春光、歡樂的歌曲，對比在自己此時的心境，反而更顯自身

的孤獨，是詩末以「落花如雨亂愁多」作結，意味紛紛零落的花兒，這般淒涼

的景象、春愁的滋味，方能深深吸引詩人的注意。  

  誠如叔本華所云：「痛苦不是從外面向我們湧進來的，卻是我們每人自己

內心裏兜著痛苦的不竭源泉。」 69  吾人自能得見，當思念摯友的情緒無處抒

發，再如何美好的景物，曼殊的眼底仍是蕭條與寂寞；甚或出現嫉妒美好的景

物，在如此思維之下，實更增添自己心中的悲愁。此外，宏觀地歸納曼殊詩作

中所表現的這些情緒，吾人自可總結：曼殊強烈的悲愁、孤愴與憤恨，皆來自

於「事與願違」。詩人從有生之初，到生命的末日，始終扮演他自己不願意擔

任的角色，卻又這般配合叔本華這位「導演」，勉強地把自己所負責的劇中角

色，努力的演到劇終－「死亡」；演出過程又不時深深墮入叔本華所謂「永無

止境的欲望」的劇情中。依此，透過曼殊詩作的表述，一幕又一幕的悲劇場景

不斷上演，叔本華所謂「人生是一場悲劇」，自不待言！ 

（三）情欲是人類不需掩飾的本性：充斥在詩作中的淚人兒形象 
  叔本華認為，對愛情的憧憬是人類的本性，可惜「愛情」的結局往往是悲

劇收場：  

在喜劇的終了，觀眾都希望看到相愛者戴上勝利的榮冠，帶著欣喜的心情回

家。因為相愛的人們都有由勝利的結合而建立自己幸福的妄想，觀眾的想法

                                                 
 68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402。 
 69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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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但實際上，戀人們的下場則是犧牲自己的幸福，……。 70   

在叔本華眼裡，戀人終將離散，這是人之常情，此也促使叔本華會歸納一個總

結：大多數的愛情作品，都是將戀愛事件處理為「悲劇」。而曼殊的遭遇，恰

好印證了叔本華的理論，故其詩作總是能深刻地傳遞出自己悲劇性的人生與性

格，而「淚」的意象正是呈現此般場景的最佳代表。  

  依此，用淚水傾訴早已柔腸寸斷、莫可奈何的內心世界，是曼殊詩歌裡十

分常見的圖象，詩中泣不成聲的角色，或許是詩中人物；或許實指詩人自己，

總是成功地形塑出令人鼻酸的畫面，讀之著實讓人戚戚焉 71  。在上述曾經徵

引的〈東來與慈親相會，忽感劉三、天梅去萬里，不知涕泗之橫流也〉、〈柬

金風兼示劉三〉、〈櫻花落〉與〈讀晦公見寄七律〉等詩中，即能鮮明體現這

般場景 72  。  

  除此之外，如：〈本事詩〉十首，是曼殊無法與情人百助長相廝守，悲嘆

之餘，留下了：「語深香冷涕潸然」（之二）、「半是脂痕半淚痕」（之三）、

「一杯顏色和雙淚」（之四）、「還卿一缽無情淚，恨不相逢未剃時！」（之

七）等詩句。叔本華曾引用歌德的詩句：「被拒之戀，如置身地獄之火中，我

不知道是否還有比這更嚴重的情形？」 73  曼殊與百助情投意合，但礙於僧人

身分，即便對方已願意以身相許，曼殊內心交戰，最後還是婉言拒絕 74  。此

誠如叔本華所謂：  

並非不能達成的戀愛，才招致悲劇的結局，既遂的戀情，收場不幸的恐怕比

幸福還多。這是因為激情所要求的往往和當事者個人的幸福發生劇烈的衝

突，和他所有的事情都不能一致，破壞了他由這些事情所建立的生活計畫，

並且，戀愛不但往往和外部的事情相矛盾，連和戀愛者自身的個性也相矛

盾，……。 75   

                                                 
 70   叔本華：〈性愛的形而上〉，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73。 
 71   曼殊也曾描述過，英雄們為國家前途而留下男兒淚的景象，如〈以詩並畫留別湯國頓〉之一中的「國民孤憤英

雄淚」。然早期此種豪氣干雲的行徑，僅此一例，本文不擬討論。 
 72   曼殊〈東來與慈親相會，忽感劉三、天梅去萬里，不知涕泗之橫流也〉有：「淚眼更誰愁似我？」〈柬金風兼

示劉三〉有「美人淚眼尚分明。」（之一）、〈櫻花落〉有：「休將清淚滴深杯。」、〈讀晦公見寄七律〉有：

「湘弦灑遍胭脂淚。」 
 73   〈性愛的形而上〉，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76。 
 74   事見馬以君編著，柳無忌校訂：《蘇曼殊文集．前言》，頁 19。 
 75   叔本華：〈性愛的形而上〉，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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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曼殊此數首詩，不僅幻想了遠方情人的眼淚，也充滿了曼殊自己的淚水，共

同譜成一齣戀人情緣難續、又兩地相思的悲劇。而〈水戶觀梅有寄〉的「幾度

臨風試淚痕」，也是這般情調，只是此處的場景，轉換成曼殊當方面的相思，

詩人大膽的描述自己淚灑風中的軟弱形象，毫不掩飾地將一般傳統印象中，本

該是「思婦」才有的行徑，巨細靡遺的表露出來。  

  值得一提者，是叔本華也極力主張，七情六慾是人的本性。或有學者將此

主張定義為「利己主義」 76  ，亦即一切利己、想占有一切，甚至控制一切。

而曼殊雖然最後礙於僧人身分而放棄婚事，但詩中所表現的享受戀愛滋味之心

態仍是一不爭的事實。其完全以自身情感來看待生命的所有遭遇；不能符合自

身情感的期待時，即上演一把鼻涕、一把眼淚的戲碼，這種不在乎世俗眼光、

不在乎世間道德價值，一切任憑個人主觀感受的行徑；一切以自身情感為出發

的角度，在一定程度上，也頗切合於這種「利己主義」。 

  再如：〈以胭脂為□□繪扇〉的「胭脂和淚落紛紛。」；〈東居〉十九首

中的「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只淚流。」（之二）、「知否去年人去後，

枕函紅淚至今流。」（之四）等；〈佳人〉的「橫波翻瀉淚，綠黛自生愁。」

此類詩作，也皆是直接表露情人相互思念、美好的結局卻遲遲不能實現；悲傷

至深，卻只能獨自拭淚的情調。  

  哭泣，本是人類發洩情緒的管道之一，曼殊利用「淚水不止」、「頻頻拭

淚」等舉動；沾濕了衣襟、弄糊了胭脂等畫面，大量描繪出既鬱悶又無助的「淚

人兒」形象，相繫在自己悲傷到極點、瀕臨崩潰而無法抑制的情緒。而叔本華

所強調的「人生只是痛苦」77  、「人生只是一種失望」78  等悲觀的人生哲學，

當然也已經在曼殊這樣的描述過程中，被發揮到極致，尤其詩作中所呈現者，

皆非放聲嚎啕大哭，映入讀者眼簾的，總是低聲嗚咽、微微掩面泣訴；滿是淚

痕、哭花了顏上妝容的畫面。這些詩句中所建構出來的種種氛圍，實在不需多

辯，早已明確道盡，作者已經無處宣洩的悲楚與悽愴。  

（四）盼能及時行樂的人生哲學 
  叔本華說：「所謂『人體』這個極巧妙錯綜複雜的機關，最能完全顯現『生

                                                 
 76   此可參陶黎銘：《一個悲觀者的創造性背叛－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頁 74-75。 
 77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403。 
 78   〈論人世的痛苦〉，收錄在《叔本華論說文集》，頁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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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意志』的個體，最後也不得不歸於一抔黃土，其全部存在、全部努力，很明

顯的最後也委之於滅絕之的命運，……。」、又：「了解人生的幻滅是最正確

的。」 79  認為人類生命及其生存的整個宇宙空間皆是假象，終將幻滅而殆於

無形。依此，人類無法掌握命運的主因，實非命運的未知性，而是命運最終歸

於幻滅，期間的命運過程也只是假象。此般言論已然申明，人類生命過程的一

切積極追求、爭取與努力，終將負諸流水、歸於白費。故不僅悲觀至極，且必

然使叔本華的理論導向及時行樂的享樂主義。故云：  

只有「現在」才是真實的，其他的一切不過是思想的遊戲，所以，人生的目

的，人生的最大真理是及時行樂。但這種見解，也是最愚蠢的見解，因為在

其次的瞬間就不復存在，如夢幻般完全消失，這樣的收穫，絕不值得我們費

偌大的苦心和勞力去爭取。 80   

認為「及時行樂」是一既愚蠢、但又不得不如此的真理。畢竟每個生命的存在，

都是短暫的停留，無法及時享樂，等於浪費生命；然盡情享樂，也只是叔本華

眼中，另一項對欲望的追求耳！是叔本華雖主張「禁欲」，但文論中也不時透

顯及時行樂的思維，此雖看似一理論的矛盾，然反觀曼殊，其一方面以僧人自

居而婉拒愛情；一方面怨嘆戀情不能持續發展，此足以印證此般「理論的矛盾」

實是一不可解的「人生矛盾」。  

  通而言之，曼殊在不足卅五年的人生歲月中，其盡情享受情愛；飲食、睡

眠皆無節度，實深刻契合叔本華上述這般思維，唯真正能在詩作中體現者較

少，傾向也較不強烈，不過仍稍有若干蛛絲馬跡足以印證。是關於此類詩作，

雖然為數不多，然吾人仍能從一些詩作中的隻字片語，尋得些許端倪，如：〈失

題〉之二： 

斜插蓮蓬美且鬈，曾教粉指印青編。此後不知魂與夢，涉江同泛採蓮船。 

曼殊首先述說與情人相處的甜蜜景象，但話鋒一轉，卻開始感嘆一同泛舟採蓮

的歡愉已不復在，不知何時才能再次相遇、再次共度美好的時光，此情此景，

或許只能在夢中追尋吧！  

                                                 
 79   上引二語，並見〈論生存的空虛〉，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258。 
 80   〈論生存的空虛〉，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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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論，曼殊此般心情實是強顏歡笑。猶如叔本華所謂：「我們的生命

已必然含有悲劇的一切創痛，可是我們同時還不能以悲劇人物的尊嚴自許，而

不得不在生活的廣泛細節中不可避免地成為一些猥瑣的喜劇角色。」 81  矇蔽

自己真實情感的結果，著實讓細瑣且卑微的悲哀情緒，像針扎一般地隱隱抽

痛，也更顯詩人的悲劇人生。因為此時的詩人，明顯透露出對自己將來的愛情

生活，有著高度的不確定感，但卻又要勉強地擠出樂觀的精神，期盼一個未知

的結局。  

  這種必須時時牽掛的等待歷程，等待一個或許根本不會到來的幻想，實比

期待落空、理想幻滅的處境更加不堪。這或許帶著令人酸澀的愁情，但詩歌的

背後卻足以讓人深思：必須把握當下美好的時光，無論是愛情、友情甚或是一

個小小的幸福，也當緊緊抓住，是叔本華也不時地在文論中，強調「現在」的

重要性：「綜觀我們的全部生命，我們所具有的唯有現在，除此無他。」 82  

正所謂「有花勘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否則就只能如曼殊一樣，徒剩「此

後不知魂與夢」的悲嘆了！  

  綜觀曼殊的詩作，實已透露太多期待愛情、盼望友情，以及尋問人生為何

如此無常的心境。這都可視為對自我生命的不確定感，所以詩人總在作品中，

自曝徬徨無措的弱點。或許是「悲極生樂」，在曼殊現存的最後一首詩作〈偶

成〉中，竟出現不同以往的生命情調：  

人間花草太匆匆，春未殘時花已空。自是神仙淪小謫，不須惆悵憶芳容。 

雖然首二句仍帶著強烈的「悲」的基調，但之後卻是極盡勸慰，實不需為了生

命的短暫而怨嘆。曼殊自云此詩乃是在與陌生女子閒談時，偶然聽到其妹年僅

十三，卻因風寒而過世，故作詩慰之。詩中極稱該少女，本是被天上暫時貶謫

的仙女，然正如叔本華所謂：「『時間』以它的力量，便所有的東西在我們的

手中，化為烏有，萬物為此而喪失了真價值。」 83  一旦瞭解「時間」在個體

生命中的角色，自能領悟貧富、美醜、壽夭皆歸於一種價值，亦即「毫無價值」，

而少女美麗的容顏已曾在世間留下了痕跡，今生了無所憾，實不需念念不忘她

                                                 
 81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401。 
 82   〈論人生的不同階段〉，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84。 
 83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25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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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瞬間隕落。言下之意，即是充分地珍惜每一次的曇花一現，好好享受每次短

暫的美好，人生若能如此，即使短壽又有何憾？  

  叔本華強調：「『現在』儘管是如何稀鬆平常，也總優於過去的最高價值，

因為前者是現實的，兩者之間的關係，如同『有』之對於『無』。」 84  這即

是說，既然一切萬物終將失去價值，而未來又是無法預知，那麼與其回首過去、

沉浸於從前的傷痛或美好，不如趕緊把握當下，畢竟「現在」是人類唯一能掌

握者。這是叔本華所界義的悲劇性人生中，僅有的一線光明，而曼殊的〈偶成〉

也頗能貼近此般思維。 

  依此，〈偶成〉或許可視為曼殊的精神境界中，最後真正的高潮，雖其仍

然無法積極地享受人生，但如此不求生命的長短，只盼身處的當下，能盡情的

發光發熱，期以抓住剎那間的永恆之情調，此正合叔本華所謂：「真正個體的

生存只在現在。」 85  是對比在以往愁上加愁、悲益更悲的風格，曼殊實已跨

出了一大步。  

五、結論 

  叔本華曾引亞里斯多德之語：「所有在哲學、政治、詩或藝術上有傑出成

就的人士都具備憂鬱的特質。」 86  也引用歌德所謂：「當我被災禍脅迫時，

詩的火焰炎炎燃燒－優美的詩文，像彩虹一樣只在雨後陰暗的地方出現。唯其

如此，文學的天才都喜好憂鬱的因素。」 87  曼殊的性格特質及其傾向於悲觀

的詩作風格，頗能與是輩所論相互印證，是仔細考察之下，曼殊詩作中具有生

機勃勃氣息、信手拈來、侃侃而談者，合計僅有七作，「悲」、「孤」等情調

方是其詩的最主要魅力。  

  若依本文的二條研究主線作分析，首先，以曼殊的詩歌主題而論，大致能

分為三大類，且此三類也可與曼殊的人生進程相互呼應：第一，其在早期曾出

現直抒胸懷、風格悲壯的愛國詩歌，然為數甚少，隨後這類主題，即轉為委婉

隱曲的暗喻寫作方式。第二，敘寫悲慘身世及遭遇、友人無法相伴而舉目無親

                                                 
 84   〈論生存的空虛〉，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253。 
 85   〈意志與痛苦〉，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393。 
 86   〈論人格〉，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13。 
 87   〈論天才〉，收錄在《叔本華哲理美文集》，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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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孤寂，以及期待的戀情破滅等作者自況的寫作主題，總是帶著悲觀主義色

彩，這類抒情詩，實是曼殊詩作的最大宗。第三，晚期數首詩作，透顯曼殊看

似積極的把握當下、實是消極的及時享樂心態，此誠屬曼殊詩作的最後一類主

題，也足以顯現其心境上的一些轉折。  

  再者，以叔本華悲觀哲學頗析曼殊詩，則第一類主題悲壯卻不致過份哀

悽，其顯然仍處在叔本華所謂「追求欲望」的半途過程，故詩人難免因欲望無

法滿足、願望不得實現而印證叔本華的「無法感受幸福」，然整體心境實未完

全符合叔本華的思維體系。而第二主題，可謂曼殊第二個人生階段，其慷慨激

昂的積極人生觀已逐漸隨現實生活而被磨滅，也開始體會叔本華此般「生命是

一場悲劇」的人生哲理，是此類詩作，高度契合於叔本華文論中的悲觀主義色

彩。至於第三類詩作主題，詩人在完全無解、極度失望的情況下，理解人生無

法掌握命運、無法測知未來，而回首已逝的過去，又是如此的不堪，只得消極

地享受每個勉強能把握的當下。此般心路歷程，與叔本華從悲觀哲學理路所歸

結的人生目標，也頗能相互呼應。 

  由是，不僅叔本華的悲觀哲學，能從曼殊詩作得到充分的印證，將曼殊詩

作中所呈現的自身人生進程，對比在叔本華為人類所預設的唯一一條「追逐→

失望→悲觀→徹底失望」人生軌道，足見曼殊的真實人生，竟也暗合於此。  

  最後，通過本文論述，曼殊的人生境遇與詩作風格，能與叔本華的哲學思

維相互得到印證，此已幾無疑議。尤其叔本華悲劇意識的思維之所以得以傳

播，繼而引起尼采在早期的關注與繼承，主要是因為歐洲社會形勢的變化，動

亂和革命、資本主義社會的日益劇烈，時人渴望能建立黑格爾所謂合乎理性的

社會結構與世界秩序，但是當 1814 年歐洲革命的失敗後，徹底摧毀人們的信

心，知識份子對人類生命存在價值所進行的反思、歐洲瀰漫著一片悲觀失望、

垂頭喪氣的氣氛，故雖有學者認為，正因叔本華強烈主張悲觀主義的人生哲

學，使其思維理路常常走向仇恨與極端 88  ，但在這種情況下，世人仍發現叔

本華的悲觀主義哲學，竟說出他們的心聲，故紛紛從他的理論中找尋精神慰藉。 

  這即是說，「悲觀主義」的哲學體系，與動亂的社會具有極高的擬配性，

當人類看不到前景，美好的未來又只是虛幻的理想，總是將消極厭世的悲觀論

                                                 
 88   陶黎銘：《一個悲觀者的創造性背叛－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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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充分反映在作品中，而曼殊「生長在中國歷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因此養成

了他在後期中那種厭世的態度、放蕩的行為、……。」 89  其身在袁世凱竊國

的政治上最黑暗時期，這是民初許多革命人士意志最消沉的時候，蘇曼殊也不

例外：「他（蘇曼殊）生活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社會上新舊思想的矛盾鬥

爭影響了他，加上他特殊的家庭境遇和飄零的身世，形成了他的複雜矛盾的世

界觀。」 90  這種歷史環境所形成的人生觀，頗能擬配在西方發揚叔本華哲學

的年代裡。依此，除了本文所關注的內緣因素，這種現實歷史環境的外緣部份，

此也不失為二人擬配的一個輔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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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u Man - shu’s Poetry: With 
Reference to Schopenhauer’s  

Pessimistic Philosophy 

Wu, Bing-Xun∗ 

【Abstract】 

  This article writes with two aims: one is to sort the themes of Su Man-su’s 

poetry in a coherent way, the other, to focus on the fundamental sad tone in Su’s 

poetry with reference to Schopenhauer’s pessimistic philosophy. In modern 

China,both Wang Guo-wei and Chen Quan were known for their knowledge of 

Schopenhauer’s thought. In my opinion, it was Su Man-shu whose work truly 

embodies Schopenhauer’s philosophic ideas. Studies on Su Man-shu abound, but 

popular approaches since 1995 mainly followed the tracks of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 particularly those of novels and translation. After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Su, let alone his poetry. Furthermore, Su’s tragic 

consciousness has been discussed only as part of literary aesthetic, and never in 

systematic way. For these reasons, this article takes to task the thematic sorting 

and a systematic philosophical approach to Su’s poetry in terms of Schopenhauer’s 

pessimistic world view. 
 
Keywords: Will; Arthur Schopenhauer; Su Man-shu; pessimistic philosophy; trag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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