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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玉磵《琷論》是研究宋代古琷美學與技巧最重要的資料之一。

作者從演奏角度來論述古琷音樂，從而表現出他對當時古琷狀況有著

深層之理解。《琷論》是為較早期而有系統地描述古琷技巧的文章之

一，內容包括指法之講解和實際地把音樂理論應用於演奏風格上。以

上古琷美學對後期之琷人有著深遠之影響，如徐上瀛《溪山琷況》。 

關鍵辭：成玉磵、琷論、宋代、古琷、音樂、美學、指法、琷學、敦、

調子、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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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玉磵《琴論》是關於中國音樂研究古琴不同題目範圍中的最早與最重要的

文論之一。成氏《琴論》的最早記載可見於《永樂琴書集成》(1408)
1
 和《琴書

大全》(1590)。《琴論》被認定為成玉磵所著，但外間對成氏的傳記幾乎一無所

知。唯一資料（按許健《琴史初編》）中提到，顯示成玉磵是活於北宋政和年間

(1111-1117)。雖然許健琴人沒有正面道出這個資料的來源，但可從成氏《琴論》

中所見：於《琴論》結尾文指出在政和年間，成氏與張景修 
2
 詩人彼此於被稱

謂「三衢溪堂」遇見 
3，當時成氏彈著琴，張氏隨音而唱。 

成玉磵《琴論》的成功主要在於作者提供了寬廣與豐富的資料，加上成氏對

於眾多題目，特別對古琴音樂美學、演奏技術和風格差異，表現出深厚的認識和

理解。成氏於《琴論》最初部分說明五音與音調： 

 

宮、商、角、徵、羽，謂之五音。過此則慢商、慢角、黃鐘凡十九，名曰轉

弦外調。 

 

  按照丁承運琴人，這是琴樂文獻中最早的五音調論述 
4。關於所謂轉弦外調， 

《琴論》中的數量和琴書大全十三卷中所記載的並沒差異，共有十九個。此外我

們知道元代陳敏子《琴律發微•舊譜諸調名》所記載的外調為更多。 

  但在明朝琴譜中，外調的記載不如前代，而其中外調最多是《西麓堂琴統》

（十四個），往後明顯地減少，表示外調的繁榮興盛期已漸漸消失了。如下另一

段，成氏又論音調： 

 

宮調亦可彈，近有黃鐘亦佳，但上下改一弦耳。〈履霜〉最多好聲，以易入

俗耳，故彈者眾、議者寡。至於〈秋思〉、〈悲風〉，巍然如泰山，仰不可越，

常人豈得致語哉！宮調十調子，其聲大都相通。初雖互為意思，終亦同歸。

苟能洞曉〈賀若〉一曲，則無適而非也。〈賀若〉外虛中實，似淡而實甘。 

 

成氏提的「上下改一弦耳」，大概是黃鐘調的調弦法，明代大多數琷譜把黃鐘

                                                 
1
 關於永樂琷書集成的來源，琷人查阜西指出本文疑是明季書商偽作（見《查阜西琷學文萃》，

頁 587），但在 1999 年趙慧學者證明是出自明成祖敕撰的《永樂大典》。見《從明代文獻中追溯：

永樂琷書集成的歷史》。 
2
 張景修，字敏叔，常州人，為治平間進士，幼有神童之名，「治平」為宋英宗年號，約在西元

1068 年舉進士，沖邈與他唱和，足見這時也是沖邈較為活躍的年代。張景修又被記載北宋琷人

朱長文墓誌銘所撰。見《樂圃餘槁》十卷。 
3
 筆者不確定這個地名為何處。可能是瞿州市附近白雲山上的平溪堂。北宋毛維瞻(1011-1084)辭官

歸白雲山，築山居稱「白雲山房」築有掬泉軒、平溪堂、眺望臺，等勝景。毛維瞻當是蘇東坡的

好友， 蘇軾常訪白雲山房，本地就成為文人雅聚、吟詩作賦的佳處。趙抃詩人(1008-1084)在〈過

白雲山房四首〉又讚揚白雲山房之美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大詞典》，第 5 卷，頁 7674。 
4見丁承運，〈論五音調──琷調溯源之二〉；《尺八古琷考》，頁 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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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稱為無射調，此調調法是緊五絃、慢一絃，較接近成氏的解釋。根據上文說明，

〈履霜〉一曲為當代琷人最欣賞之一；〈履霜〉曲題載於蔡邕《琷操》，但後代琷

譜少引述這一曲 
5。在《琷書大全》中，《履霜》被列於角調操弄之下；〈秋思〉

被列為宮調操弄；〈悲風〉則被編於羽調操弄下。關於最後兩曲，〈秋思〉也許是

蔡氏五弄的第五曲，〈悲風〉據說出自孔子筆下，不過這兩曲的譜並沒有流傳下來。 

此外，成氏又提及宋代廣為流傳的古琷音樂類型──調子。成玉磵《琷論》 

和則全和尚《節奏指法》是有關於研究宋代調子最重要的文獻。調子特處為短小

曲，與當時操弄大曲特色相反，而調子於北宋時達到流行頂點。 

調子創於隋朝時代，而《琷論》所提的宮調十調子出自隋朝著名行軍總管和琷

人賀若弼(544-607)，並且宮調十調子的標題記載於北宋僧人文瑩撰寫的《湘山野錄》
6。此外，成玉磵亦提到的〈賀若〉調子很有可能是《湘山野錄》排列裡失傳的最

後一個標題，因為《琷書大全》裡的宮調調子排列有《賀若並下九調》的出現，由

此可見如上〈賀若〉填補《湘山野錄》裡失去的標題。無論如何，成氏也不能完全

確定〈賀若〉的來源，可從他道「此曲本因賀若，因以為名，書傳不載」中所見。  

除了〈賀若〉以外，成氏對於其他慢角調調子，如〈江上聞角〉、〈沙塞晚晴〉、

〈宋玉悲秋〉、〈蓬萊春晚〉，雖至今沒流傳它們的譜，但亦表示稱讚：「然則亦有

鍾期風韻可喜，料亦非凡人所為。」《琷論》作者指出在當時要找出被遺忘的古

曲卻非易事，因為大多古曲由不知音者或少有知音者傳下來，結果古曲出現任意

被修改的情況，甚至也失了原本的雅聲與德音： 

 

且琷曲始自神農氏，流及堯、舜、文、武、周、孔，後蔡邕、嵇中散、柳文

暢等，皆規模古意為新曲，迄今千載矣。古曲罕得，世俗所傳，杳無明調，

至律有不協，聲韻繁亂，自當刪除，豈可蔽於一曲哉！ 

 

因為在上一段表示的理由，成氏也自信地確定能識別古曲與新創曲，因此他還

道：「或者謂琷曲古人所製，不可去取。餘曰不然。」關於調子，許健琷人表示調

子原來是有歌詞的。而則全和尚曾以〈醉翁吟〉為例來分析它在節奏處理上的特點 
7。按成玉磵，蘇軾之〈醉翁吟〉於當時備受讚賞，卻實只有很少人懂原本的詞意，

而能彈出其真正的音樂：「子瞻作翁吟世皆知之，但能誦其詞，彈其聲至於所謂醉

翁吟者，則懵然。」不過，成氏讚譽張景修詩人的才智，能仿蘇軾醉翁吟的韻律和

風格而撰寫自己的作品，張氏所寫的翁吟記載於《琷論》的尾部， 如下： 

 

山高泉深，空山夜風吹林，翁未醉則遺其簪，山間玉溜山崎嶔，源莫尋萬仞

瀉青岑，有太古之遺音，醉翁不醉，鳴咽悲心，醉翁醉後，枕水眠雲，朝吟

                                                 
5
 可見於《謝琳太古遺音》(1511)、《風宣玄品》(1539)、《西麓堂琷統》(1549)、《重修真傳琷譜》

(1585)、《理性元雅》(1618)《自遠堂琷譜》(1802)。 
6
 見《琷書大全》，十六卷。 

7
 見《琷史初編》，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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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怨，胡為登臨。軫碧玉徽黃金，餘聲如春禽。人生百年侵有酒，且須斟對

夫子彈琷。 

 

《琷論》從審美觀對操弄和調子音樂作出平行論述之比較： 

 

調子貴淡而有味，如食橄欖……調子要吟猱親切，下指簡靜，如人作五言

詩……調子貴淡靜而多陷於僻澀……操弄如飄風驟雨，一發則中，使人神魄

飛動……操弄，太綱要輕重，起伏有節，首尾相貫，不求小過，如人作長韻

詩……操弄貴飄揚而多失無度。 

 

操弄與調子有優處（飄揚/淡靜）和限制（無度/陷於僻澀）。然而成玉磵指出， 

熟練的琷者要把握它倆的美善來達到美妙的聲音，不過成氏也承認是不常見到琷

人能併合兩者之長處：「惟淡靜有淡，飄揚合節乃妙，人多罕有兩全。」 

在北宋末，成氏親身有機會聽見不少琷者彈奏，《琷論》裡的論述就是他自

己的具體說明。成氏一直強調大部分琷者的彈奏方式，常充滿不平衡和過度的特

色。對成氏而言，最好的彈奏方式為能控制恰到好處。有一段成氏道： 

 

指法遒勁，則失於大過；懦弱則失於不及，是皆未探古人真意。惟優游自得，

不為來去所窘，乃為合道。取聲忌用意太過，太過則失真，操者亦不覺，惟

旁觀者乃知。然俗耳有人全不可取，率意自任，號為天然……京師、兩浙、

江西，能琷者極多，然指法各有不同。京師過於剛勁，江南失於輕浮，惟兩

浙質而不野、文而不史。此法人多不知，惟三人對彈，可較優劣。所謂「彈

欲斷弦，按欲入木」，貴其持重，然亦要輕重、去就，皆當乎理，乃盡其妙。

不然，但兢乎音響，非能琷者也。 

 

在上面的一段，成玉磵批評琷者彈奏出現的過度表現。此現象大概由於琷人

對琷樂演奏意旨的誤解。成氏又道：「操琷之法大都以得意為主。」不過「忌用

意太過，太過則失真」。琷者常高估自己的能力，常「率意自任，號為天然」。關

於不同琷門風格比較，他表示「惟兩浙質而不野、文而不史」。此來自《論語•

雍也》的含蓄引文（「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8
 指出，

從美學的角度看，要是「質」與「文」能平衡發揮，便能達到頂级的成就，此可

比擬儒家中庸的傳統思想 
9。在下一段，成氏堅持彈奏平衡的重要性是為了達到

精雅操琷風格，表現出指法與音色的親密關係： 

 

或云細聲麄彈，麄聲細彈，此皆好奇之過，元無旨趣。蓋天地陰陽之理，聲

                                                 
8
 關於所謂「質而不野」請見《後漢書•班彪傳上》：「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

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 
9
 見苗建華，《古琷美學思想研究》，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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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起伏之節，若麄聲細彈，豈能宣和暢之情？若細聲麄彈，是麄細同列耳。

下指要圓如珠走柈，瑩無留跡，乃極其妙。今人但得其清圓無碍，已自可觀，

固難造此。坐次偏斜，調弦無度，指法輕亂，曲未終而力先乏，謂之瞬夢彈，

後人多類此。 

 

所謂「細聲」、「麄聲」、「麄彈」、「細彈」全是彈奏的不同演繹，不過成氏評

論的是指法與音色對於麄與細的無度以及反常的關係。好的操琷者必需嚴正地聚

精會神來控制彈奏的所有方面：「鼓琷最要嚴毅，謂虎距，按劍者是也……不得

佳思不可彈，又不可摘撮好聲。」 

若缺了這樣的態度，操琷則失去佳質聲音與音色。這種缺點對操琷法有著重

要的弊病，而且能影響彈奏音樂的總感情： 

 

不善取聲，縱曲本佳，愈覺生硬，如醜婦珠翠徒自多耳。善取聲者，縱曲本

不佳，亦自美聽，如西施淡妝，自有不凡氣韻。若施粉黛，豈易量哉！大匠

無棄材，信有之矣。 

 

因此不善操琷者會把良音弄得生硬，善操琷者能把俗音弄得好聽迷人。此外， 

成氏《琷論》特別強調琷曲、曲調本身的重要性都不如琷者彈奏對聽眾的影響。 

在上面曾提到的段落，成玉磵使用比喻方法來論述音色特點：此謂圓。「圓」 

這種特徵對古琷音樂美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不少書藉論琷樂的圓色，比如《太

古遺音》（琷有九德）、徐上瀛《溪山琷況》、王善《治心齋琷學練要》等。「無留

跡」表述也許提出彈奏時會出現跟原音無關的奇異不正聲音，大概由於琷者的粗

彈或懶散的原因。 更甚的是，許多操琷者常有「自指」(autoreferential)的態度（成

氏云「自可觀」），投射到操琷本意上，導致彈琷時注意力分散。因此他們只能「競

乎音響」，把自己彈奏技巧互相挑戰：「多以能琷相高，是蓋未諳琷中之趣。」成

玉磵把漫不經心地彈奏法稱謂「瞬夢彈」，此外成氏謂「非能琷者」、「不識者」、

「俗耳」會有此操琷的弊病。當時大多數操琷者只著急得到個人彈奏風格，反之

對悠久古琷音樂的精良靈感只有微小理解，成氏不俏地認為此像孩子氣的態度：

「人皆慕指法齊整、動作拘硬，政如小兒學書欲得風韻瀟灑，出於規矩準繩之外，

不亦難乎！此類蓋未達古人妙處耳。」 

實在《琷論》的作者承認，操琷的學習需要長久的修養才能得到基本的技術。 

個人的才能只是琷樂真正知識的道路的第一步：「余嘗謂琷者非十年不可成功，

惟其至精至熟，乃有新奇聲，亦須參考諸家，擇其善者從之可也。至於胸中自得，

殆不可以言傳。」 

此外，有趣的是成玉磵強調在不同琷門和操琷風格中，一定要選擇好師傅來

把握個人無法自學的所在技術。雖然如此，以上所提到的學習過程確實不能達到

最高峰，操琷修養的最高境界是把琷學和禪學連起來，可見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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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琷如參禪，歲月磨煉，瞥然省悟則無所不通，縱橫妙用而嘗若有餘。至於

未悟，雖用力尋求，終無妙處。 

 

自唐代起，不少詩人與藝人在他們的著作裡，總會把琷和禪聯想起來，但這

是第一次不但把琷藝而且更把琷學跟禪學相通。琷學確定要通過長久艱苦的磨

練，但真正的理解在於覺悟，相對於禪宗的覺悟。上一段的重要性在於成氏強調

從自我解脫而達到瀟灑自如的操琷法。換言，操琷到了最理想的程度是研究琷所

包含的不同範圍，一直到「不覺而忘」，超越平凡操琷的實際表面。這一點特為

最重要來了解琷樂美學的發展。 

  在《琷論》的另一段，作者再進一步解釋超越生命的必要。他摘引莊子中的

一句介紹琷者凡到操彈的最高程度則靈魂自在，不受內外影響，純內心自若彈奏

指下的音聲： 

 

大都不可偏執，所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至於造微入玄，則心手俱忘，豈

容有苦意思，得者終不及自然沖融爾。莊子云「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

故彈琷者至於忘機，乃能通神明也。 

 

優雅音聲的形成，始於仔細長久的修養階段，升於淳樸自發性，確無矯揉造作。 

《琷論》常提彈奏指法之故，是由於作者對習琷的悠久過程特別關注。此外， 

成氏對指法的注意也可見於《琷書大全》記載的《成玉磵指法》。《琷論》對指法

的評論和《成玉磵指法》解說大致相同。再者，《琷論》除了強調一些指法的現

實演奏方式外，還特別講究正確的操琷實踐。而關於左手技術，作者亦仔細集中

描述一些特別的動作： 

 

敦猱聲貴圓靜，外虛中實，如綿裹秤鎚，此聲最要取，縱能者十亦失其一二。

至於未至敦而指先下，謂之折腰敦。中徽而無力，謂之醉敦，此最不佳。有

來去無跡，謂之藏頭敦，最妙。有從上直下，謂之硬敦，得此鮮有，但比藏

頭敦差麄耳。 

 

「敦」這種指法為古舊的，琷書和琷譜中的記載特少，成氏自己撰的《成玉

磵指法》也沒有提及。《琷書大全》第八卷《左手指法譜》有「折腰敦」與「藏

頭敦」的減字譜記載 
10，但缺少對指法的解釋。唐代《陳拙指法》沒有「敦」

這一詞條，可是能看到跟「敦」有關的其他指法介紹，比如「注敦」、「輕敦」、「重

敦」、「制敦」和「兩敦」。《陳拙指法》在「撼指有二附」中有唯一可信的資料令

筆者推斷「敦」要如何彈出；在解釋「裡撼」和「外撼」的最後部份，又云： 

 

                                                 
10

 請注意《琷書大全》第八卷指法釋譜之內文和《太音大全集》第五卷字譜之內文相同，但兩

段之後部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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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使撼指，其聲沉細而清。有只往裏撼與撞相類，有只往外撼與敦相類。撞

敦相類，唯爭撞敦有雄狀之聲。 

 

《太音大全集》第三卷左手大指（圖）中的「敦」等於所謂「微猱」，減字

譜為「享」，但是這裡也缺少指法的解釋 
11。《琷譜正傳》記載的「敦」圖和《太

音大全集》裡相同。按照以上的介紹，筆者認定「敦」和「撞」的指法相似但動

作為反向。《陳拙指法》常把「敦」和「撞」在同一段落提到的：來自「撞」的

指法（如「綽撞」、「輕撞」、「重撞」、「制撞」和「兩撞」）和上面所提來自「敦」

的指法是一起引用的。再者，最重要是「敦」和「撞」指法的那倆排列第一個詞

條：「注敦」和「綽撞」。既然「注」和「綽」的指法屬於同一聲音的概念，但動

作方向為相反（前者往下，後者往上），筆者推斷「敦」和「撞」的關係同樣。

因此筆者把「敦」的定義如下略述：「左手得聲後注下稍許，然後即歸本位。」12
 

關於右手的技術，成氏對各種各樣的問題表示自己的評論： 

 

長鎖、短鎖，其實一也，然意趣各別。短鎖彈不過三四，長鎖不定，以意為

主，醉鎖似而非。長鎖、短涓、急㳙、慢撥、刺涓、醉涓，凡六，名人多不

一。若悟是理，則無適而不通，其要在下指耳……下指要逼岳，則聲鏗鏘。

至於微細之處，當四徽之下，不然，是琷箏也……泛聲，左手低平，去來不

覺。若左手高，兩手互相上下，政如碓杵，不可不戒……半全扶，節全扶，

廣陵散中有此，此亦㳙之變也。取聲最多失若會竪指，則不難拂琷弦，一法

亦難有急拂、慢拂、無頭拂、逼岳拂則太硬，近徽則無力如珠纍纍，一拂無

滯又要緩急得所……右手指法，無南北之分皆不出，抹挑勾剔打摘尸乇，此

其緒也。至於下指，各有指法所得，未易言也。 

 

根據如上的引文可見成氏對操琷的技術，不但從理論的角度，而且更從彈奏

的實踐，顯出很深的理解。並且，從他對《廣陵散》的評論可見，成氏對指法的

發展有著仔細的研究。實在，按照筆者的研究，《神奇秘譜》中的《廣陵散》譜

沒有「半全扶」、「節全扶」這種指法，但確實有不少「㳙」，此指法很接近所謂

「半全扶」13。「半全扶」、「節全扶」都是古舊的指法，可見於最早古琷文字譜

《碣石調幽蘭》。 

                                                 
11

 微猱的指法解釋可見於沈琸，《琷學正聲》(1715)。 
12

 關於「敦」的另一個解釋，請見應有勤，《敦煌琵琶譜的節奏與演奏手法密切相關》：「敦，原

有諸多含義。作為譜字名的來源，如果不是牽強的話，似都與原意無涉。筆者一個不成熟的猜想。

可能作為彈撥樂器特有的擬聲詞而用作譜字的代名詞後演化為『頓』。在宋代詞曲理論中轉為它

義。《琷曲大全》唐陳拙指法有注敦、輕敦、重敦、掣敦、先敦、後敦等用詞。不失為重要證據，

它表明『敦』應釋為譜字之擬聲代詞。我們至今仍自然地用來哼唱旋律。」頁 68。本人對琵琶

沒有講究，但覺得琷譜裡„敦‟的用法和琵琶譜裡的有差異。這個題目的來源，也許可見於沈括《夢

溪筆談》補筆談卷一，本書中的「敦」也許和音樂節奏以及詠唱的歌詞有關。  
13

 姚丙炎評論唐陳拙指法表示「㳙㳙」與「半全扶」指法相似，但「㳙㳙」的速度比「半全扶」快。

請見姚丙炎編者，黃樹志編輯，《唐代陳拙論古琷指法》（香港：恕之齋，2005），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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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成氏亦加不少評語介紹右手的正確姿態，批評彈奏時接近岳山或

琷徽上所出現的詭異音色。因為成氏對琷樂的知識，《琷論》也有不少描寫水平

不佳的操琷者，指出他們隨便彈奏而如何影響聽眾或不知音者。除了上面已提的 

「瞬夢彈」者，《琷論》還云： 

 

古曲歷代浸久，後人妄意加減，遞相傳授，遂至五音雜亂，欲其動天地、感

鬼神，不亦遠乎！然非知音者不可語此……坐止不正，非但取用無準，且自

醜。不得佳思不可彈，又不可摘撮好聲，為一時戲弄，遂慣了人。人多懶彈

大曲，始由此病……手指潤則取聲圓，手燥者縱有功亦自一般矣。是皆係天，

不由人力。彈難，聽者亦難……凡俗之人，輙望風輕重，人是亦是，人非亦

非，此乃隔簾聽琵琶，殆不可與較長量短…… 

 

成氏指出之所以古曲沒留下的緣故是因為昔人缺少音樂知識，就是所謂不知

音。這種「音盲」的效果令琷者隨意草率操彈。上一文的重要特點是成氏強調聽

眾的角色，因為對作者而言，聽眾能判斷琷者彈奏的好壞。最大問題是近代聽眾， 

因為操琷者的水準不夠好，就慢慢習慣了大多數琷者的俗彈。而琵琶音樂更成了

當人無法感受到文化遺產的魅力的代表樂器，因此聽眾隨波遂流而產生。所以成

氏把關於聽眾出現的這種現象與琷者隨意操彈的個人責任連接起來： 

 

向見一道士言自能琷，眾往聽之，坐定，道士取琷品弦，良久曰：「弦雖未

調，且彈一曲〈清江引〉。」至今為笑。 

 

在上文，成氏表示當時知音者有能分清操琷者水準。對作者而言，問題在於

這些以為「自能琷」的人，因為他們這樣的話只顯示自己的無知以及「音盲」。

當時不同琷門出現的現象，雖有廣發古琷知識的優點，但另一方面著重操琷彈出

的社會性，古琷已不是文人書齋之具而已，卻演變成公開演出的樂器。按成氏表

示，在這種現象出現的最初，聽眾平常少有對音樂的理解，所以不少水準不佳的

操琷者找到空間演出。他們操琷的目標常只為了達到聽眾的歡呼喝采而已，有時

更只為炫燿自己的淆惑知識，給聽眾帶來邪譎影響： 

 

今人多將設容壓良為賤，理猶不工，但未見好本。近有一種指法，謂之「舞

手」，雖伶人賤役，亦不肯為也……坐止不正，非但取用無準，且自醜。不

得佳思不可彈，又不可摘撮好聲，為一時戲弄，遂慣了人。 

 

無論成氏對古琷的理解多深，他也承認自己的缺點。關於來自蔡邕《琷賦》

的下一段，成氏這樣評論： 

 

蔡邕琷賦曰：指掌反覆，抑按藏摧。余竟不曉，反覆之義，恐古人別有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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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邕《琷賦》這一段引文有操琷動作最早的介紹之一：「左手頓挫，右手徘

徊。指掌反復，抑按藏摧」。前八字明顯地解釋左右手的動作 
14，令成氏料及「古

人別有指法」，也許表示操琷時手指伸展攣縮；後四字大概指出手指壓到琷弦的

這類動作。評論完古琷指法之後，成氏終講到核心，就是解釋善琷者的成就： 

 

指法雖身貴簡靜，要須氣韻生動，如寒松吹風，積雪映月是也。若僻於簡靜，

則亦不可，有如隆冬枯木槎朽而終無屈伸者也。大都不可偏執，所謂得之於

心，應之於手。 

 

所謂「氣韻生動」這個說法已有不少學者研究，它來自謝赫《古畫品錄》中

的繪畫六法，是古代傳統畫畫最基本原則之一，意思是作品中刻畫的形象具有一

種生動的韻致和生命力。從音樂角度而言，它和音樂意境的概念有關。按易存國

學者指出：「『氣韻』說又與『滋味』說構成了一個和諧的邏輯整體，它充當了『滋

味』說向『意境』說過渡的橋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氣韻生動』的命題和中

國古典美學的意境說有內在的關係。」15
 

結論與個人意見 

全文內容零碎混亂，欠缺完整結構，像後人把資料整合起來，而非作者原著。

此外，《琷論》本為十二世紀初之著作，但直到四百多年後才出版，亦未見該原

稿，再者部份內容更沒有提及相關之資料來源，而關於作者成玉磵的資料更是一

無所知。使筆者不得不對《琷論》的原著和出處，稍微抱有懷疑之態度，從而於

參考時，更審慎地選擇當中正確的資料爲進一步研究。 

雖然筆者對《琷論》有以上的懷疑，但由於宋代有關古琷研究資料欠逢和此

著作內容豐富，所以對琷學研究，此不失為一本很有價值之著作。此外，此著作

除了於古琷理論上有詳細的解說，作者也特別強調實際操琷的狀況，從而帶出琷

跟佛之相連和琷人與聽眾之互動關係。 

綜合以上，筆者認為《琷論》為琷學研究之重要參考文獻之一。 

 

 

 

 

                                                 
14

 見丁承運〈論古琷右手指法的發展與變遷〉：「文中的『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

案藏摧』也是關於古琷演奏姿態的描寫。雖然這句話描述較為簡略，但形象地描繪出了彈琷時演

奏者的手勢形態。『抑揚』、『徘徊』一說為指法名稱。然而『抑揚』指手指高低起伏，『徘徊』指

來回撥弄琷弦，將這兩個詞語解釋為表徵左右手的動作形態可能更為合適。」又見李美燕《琷道

與美學》：「這十六個字實蘊藏著彈奏技巧上的會心。」頁 248。 
15

 易存國，《中國古琷藝術》，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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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in Essay by Cheng Yujia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for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guqin aesthetics and technique during Song 

dynasty period. The author talks on guqin music from the performance 

perspective, showing deep knowledge of the situation of his age. The Qin 

Essay is one of the earliest texts analyzing quite systematically guqin 

technique with several details on fingerings and interpretation of music 

theory in his concrete application in the performance style. This kind of 

approach to guqin music aesthetics had a strong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 

essayists, among them Xu Shangying and his Qin Matters from Mountains 

and St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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