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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夏荊山的鍾馗圖及歷代傳統鍾馗圖繪名作，進行鍾馗圖的歷史脈絡

及圖像造型與藝術思想分析，針對近年逐漸崛起之新藝術史論題，奠基傳統圖像

學之基礎，反思宗教圖像是否有「超圖像」之外的訊息，筆者嘗試透過量子物理

哲學思想的「量子訊息場論」之觀點，進行鍾馗圖之審美，提供藝術史學界在宗

教圖像審美層次有不同面向的視域拓展，將圖像中的隱喻及圖像視覺美感以「量

子訊息場」為審美路徑，提供圖像史學有一新思維之參酌。 

 

關鍵字：夏荊山、鍾馗圖、超自然圖像、量子訊息場 

  



壹、 緒言 

    有關夏荊山的佛畫創作及書法藝術眾書畫藝術賢哲已多撰文論述，歷屆夏荊

山文化藝術研討會及藝術沙龍等學術講座與論壇，眾研究成果形成當代獨特的荊

山書畫論藝風氣。學者透過夏荊山書畫中的傳統精神及宗教思想，將夏荊山立願

以宗教藝術傳承及發揚中華傳統文化之美，借筆墨再行一番書畫與精神之整合，

提升社會大眾美學涵養。筆者有感夏荊山的道教繪畫較少被觸及談論，尚有一系

列夏荊山精心繪製的鍾馗圖，學界較少進行探討，有待進一步蒐羅研究。 

    在圖像傳統中，過去學者針對鍾馗形象有儺儀之說或辟邪玉器「終葵」之論，

而其造型由來，由崇奉道教的唐玄宗一場奇夢的夢境形象轉化，始見於畫。道教

繪畫中的「超自然圖像」（Supernatural Images）在畫中呈現超自然的奇蹟動態，

如鍾馗與鬼卒的互動有幽默與反諷的趣味，畫中人物有神話思維的超常造型，鬼

魅有著扭曲與變形的張力，祂們從事超乎凡人可達到的能力或身處非塵世可見之

靈異景象，這種超自然的神域空間，雖有「超現實」般的想像力，但是畫家在處

理仙凡雙境的同時，亦可共構仙境與人境併置之樣態，同時兼具自然空間（塵世）

和玄想空間（天界或地界）的雙重時空表達。1  道教神譜系統稱鍾馗「翊聖雷

霆驅魔辟邪鎮宅賜福帝君」為鎮宅福神，鍾馗也是除歲迎新的節令畫、民間版畫

及寺廟裝飾常見畫題。由傳奇虛構而來的鍾馗造型有超自然之靈力，歷代畫家筆

下的「驅魔真君」——鍾馗形象始終以醜貌顯現，祂的靈異法術以驅凶降魔為主，

畫面經常配搭蝙蝠、鬼卒，或以嫁妹（魅）、進士題材表現。筆者在蒐整夏荊山

的鍾馗畫作時初步發現，夏荊山的鍾馗畫作名稱部份題寫「鍾魁」而非「鍾馗」，

是否與「魁星爺」有關，也是本文欲加以探討與解惑的面向之一。初探夏荊山在

繪製鍾馗造型及視覺形象之形塑，乃承襲傳統以醜貌示眾，圖像語彙充滿傳奇蘊

                                                      

1 楊偵琴，〈道教繪畫中的超自然構成及審美新探：以〈劉海戲蟾圖〉為例〉，《國立臺灣藝術大

學美術學院書畫藝術學系 大觀論壇 論文集》（新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2017 年），頁 104-105。 



味及民間傳奇，畫作中之款題亦可見夏荊山體悟生命、盡展通達人世之慧言，值

得觀者細細品味其間之道機。 

    本研究擬以夏荊山的鍾馗圖及歷代傳統鍾馗圖繪名作，進行鍾馗圖的歷史脈

絡及圖像造型與藝術思想分析，針對近年逐漸崛起之新藝術史論題，奠基傳統圖

像學之基礎，反思宗教圖像是否有「超圖像」之外的訊息，筆者嘗試透過量子物

理哲學思想的「量子訊息場論」之觀點，進行鍾馗圖之審美，提供藝術史學界在

宗教圖像審美層次有不同面向的視域拓展，將圖像中的隱喻及圖像視覺美感以

「量子訊息場」為審美路徑，提供圖像史學有一新思維之參酌。 

貳、鍾馗抓鬼之圖像傳統 

    傳唐代畫聖吳道子畫有一幅〈鍾馗抓鬼圖〉，民間傳說崇奉道教的唐玄宗李

隆基（685－762 年）在病中被獨腳小鬼作弄，夢中出現頭戴破帽、身著藍袍的

巨漢抓鬼，唐玄宗夢醒後命吳道子畫鍾馗畫像，貼於門上，民間有以鍾馗為驅邪

避魔的門貼福神。2  為能避邪，鍾馗造型勢比鬼魅更為威壯與兇猛，方能治服

各種小鬼，宋代李昉在〈太平廣記•卷 214•畫五•黃筌〉文中記載吳道子的鍾

馗畫像造型： 

 昔吳道子所畫一鍾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髮  

垂鬢。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捥鬼眼睛。筆跡遒勁，實有唐之神

妙。收得者將獻偽蜀主，甚愛重之。常懸於內寢。一日，召黃筌令看

之。筌一見，稱其絕妙。謝恩訖。昶謂曰。此鍾馗若母指搯鬼眼睛。

則更校有力。試為我改之。筌請歸私第。數日看之不足。別絣絹素。

畫一鍾馗。以母指搯鬼眼睛。並吳本一時進納。昶問曰。比令卿改之，

何為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

                                                      

2 黃晨淳、廖彥博，《精靈鬼怪與遠古英雄的異想世界：中國神話故事》（臺中：好讀出版，2012

年），頁 188。 



指。不在母指。所以不敢輒改。筌今所畫，雖不及古人，一身之力。

意思併在母指。昶甚悅，賞筌之能。遂以綵段銀器。旌其別識。3 

    文字記錄吳道子畫中的鍾馗以右手食指挖鬼的眼睛，這種破壞惡鬼相的動勢

中見其剛烈威猛的性格，黃筌改畫鍾馗以右手姆指挖鬼的眼睛，由於食指與拇指

的施力點不同，當施力的力量點改變，鍾馗群身肢體動態亦跟著改變，文中顯示

人物動態力量可展畫中氣勢，一個小動作足以動全身之型態，足見畫中每一部份

的訊息彼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夏荊山在處理畫中鍾馗人物神氣（圖 1）十分

講究細緻表情的變化，可見人物眼神有重要的訊息指引效果，鍾馗炯炯有神的珠

眸多眼白，瞠目有誇張的戲劇張力，瞠目的同時，眼眶大小亦牽動著眼周肌肉走

向與眉毛和額頭紋，武將般的鼻型鼻翼綻開，此動態肌肉紋表達鍾馗內在不平靜

的情緒，左右兩圖鍾馗的頭髮都向上向外豎起，連耳朵和兩腮虯髯都有一股氣焰

漲狂的毛躁感。 

  

圖 1 .夏荊山 鍾馗圖（局部）人物動態神氣走向特寫 

     圖 1 右圖鍾馗的口型近似永樂宮雷部諸神的口型之一，這種口型的特色有

                                                      

3 （宋代）李昉，〈太平廣記•畫五•黃筌〉，《欽定四庫全書》本。本書 500 卷，拆分成 78 冊。

影印古籍 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十二•小說家類。卷 214。 



如猛獸張開利口的口型（圖 2），為武相鍾馗特有，彷彿傳遞著一陣猛獸怒吼的

聲音，此口型添置在鍾馗的臉上，有更加強神祗威猛的相貌，為古代畫家在雷部

諸神創立的口型特徵。 

 

圖 2. 永樂宮雷部諸神的口型特徵 4 

    夏荊山藉筆墨顯威嚴霸氣的鍾馗，他在處理兩腮上蜷曲連鬢的鬍鬚，用筆細

膩刷出線條特指的方向性。眼神也是鍾馗畫重要的精神指標，如果不能表達威嚴

之氣，則無氣焰光彩，無法營造畫面威嚴氣勢，從圖 1 鍾馗畫中的眼睛可以見鍾

馗內在心緒十分強烈，左圖瞠眼閉口，氣力盡由眼眸向外釋放；右圖眼口同時張

開，氣力向外釋出，這是人物情緒由內而外的視覺表達，透過眼珠黑白分明的比

例大小以及眼珠方向的指向性，牽動畫面整體的情感與力量。 

    然而鍾馗抓鬼的形象並非全然醜陋威嚴，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書有一本於

1934 年出版的鉛印本《鍾馗傳》（圖 3），此書第一回寫鍾馗形象：「唐朝有個秀

才，姓鍾名馗，字鎮南，生得豹頭環眼，鐵面虬髯，甚醜惡怕人，誰知他外才雖

是不足，內才卻是有餘；下筆時篇篇錦繡，墨到處字字珠璣，且是一生正直，不

信邪崇。」5 這裡說鍾馗為唐代秀才的另一文才形象，歷代鍾馗圖像傳統有一係

文相進士造型，足見超自然圖像中的人物之美醜、善惡、聰愚與否，不僅單由外

                                                      

4 圖引自孫其峰、白雪石、黃均，《國畫技法》（臺南：大孚書局，1990 年），頁 201。 

5 王秋帆，《鍾馗傳》（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1934 年。原書來源：哈佛燕京圖書館。掃描者：

哈佛大學），頁 7。 



貌取決，亦不限單一形象之定著，有變異之可能，人物造型可以有不同相貌與氣

質的變化，多重相貌之變彰顯鍾馗內才有餘，鍾馗的智巧足以收服鬼卒，祂與鬼

卒的互動也是畫家常選用的畫題。  

  

   圖 3.《鍾馗傳》鉛印本封面6 1934 年  圖 4.夏荊山 鍾進士（局部） 

    鍾馗圖除了單一形象構畫，鍾馗與鬼卒有充滿趣味的主從互動，傳統鍾馗像

有單腳「跣一足」之特徵，一般圖畫中的鬼卒沒有鞋穿，有些鬼卒會騙走鍾馗的

一隻鞋來穿，以〈鍾馗飲酒圖〉為最常見，可見醉酒鍾馗和竊笑的鬼各穿一隻鞋。

見《鍾馗傳》（圖 3）鍾馗似乎閉目休憩，圖中兩鬼正試圖脫鍾馗的鞋，鍾馗闔

眼躺臥的右腳邊有一鬼雙腳跪著咧嘴笑，這隻鬼的雙手靠近鍾馗的鞋；鍾馗右側

身旁的鬼正拔出鍾馗的劍觀看著；另一隻鬼單腳跨樹持笏；鍾馗頭頂的鬼雙手掛

在樹上擺盪，鬼腳下夾著鍾馗的官帽，象徵地位較低階層挑戰權威的反諷意味，

這是「五鬼鬧判式」的鍾馗圖，畫中展現各個鬼對鍾馗身上裝備與配飾的好奇，

有幽一默之趣味。相較於夏荊山的〈鍾進士〉（圖 4）則呈現截然不同的視覺效

                                                      

6 圖引自王秋帆，《鍾馗傳》（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1934 年。原書來源：哈佛燕京圖書館。

掃描者：哈佛大學），鉛印本封面。 



果，文相鍾馗的臉部較柔和，五鬼扛著清醒的鍾馗，將身形魁梧威壯的鍾馗抬得

高高在上，此作各個鬼有鞋穿，五鬼身上也都有華麗的服著，這是畫家對眾生平

等的看待。我想，圖 3 和圖 4 給眾生一個警醒，一則趣味幽默、一則緊密擁戴，

鬼卒眼中頗具威權的鍾馗張眼和閉目之別，如李昉在〈太平廣記〉載吳道子畫鍾

馗「眇一目」（瞎一眼）之特徵，有時有權勢者能閉目反而能打開「心眼」，更能

看清人事之處境，這是鍾馗與鬼卒相處的智慧。 

 

傳五代南唐 顧閎中 鍾馗出獵圖 卷（局部 1） 

 

傳五代南唐 顧閎中 鍾馗出獵圖 卷（局部 2） 



圖 5. 傳五代南唐 顧閎中 鍾馗出獵圖 卷（局部） 紙本設色 

28.7x372.1cm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傳五代南唐顧閎中（約十世紀後半）〈鍾馗出獵圖〉卷，現藏於國立故宮博

物院，此畫疑係明人仿古之作，畫中鬼卒成了鍾馗使役的鬼僕，鍾馗在畫卷前方

騎驢仗劍出行，另有導從和鬼卒十五名，持弓矢戈盾，臂鷹牽犬繫虎，面目猙獰，

造型奇異，構圖採一字長蛇陣法，鍾馗與鬼卒一一排列，一鬼鍊虎，伸臂跨步，

瞋目升髮，肌鍵突隆，作使力狀。虎伏身引曳，若馴犬。鍾馗服冠騎驢，執劍插

笏，似寫出巡獵鬼癘之景。7  鍾馗出行抓鬼有無嚮導，鍾馗若無一雙特殊的眼

怎麼看得到鬼、如何辨識鬼的所在呢，見（圖 6）鍾馗一昂首與眼神皆端視蝙蝠

飛舞的方向，王秋帆在《鍾馗傳》第七回寫鍾馗收服蝙蝠為嚮導，蝙蝠有美好願

望之祈福，也象徵祂引導鍾馗除鬼去邪，「驅魔真君」鍾馗把厄靈驅走，並帶來

福氣，圖像寓意迎福而來的祝福。 

 

                                                      

7 參考劉芳如，〈傳五代南唐顧閎中鍾馗出獵圖〉，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迎歲集

福—院藏鍾馗名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 年），頁 126-129。  



圖 6 .夏荊山  鍾馗送福（局部） 鍾馗與蝙蝠的互動關係 

    夏荊山在鍾馗畫作名稱部份題寫「鍾魁」而非「鍾馗」，是否與「魁星爺」

有關，是筆者深感好奇的疑點。見夏荊山在〈鍾馗〉（圖 7）畫持笏鍾馗頭上有

一飛舞的蝙蝠，象徵祛邪納福，心正福自來，款識寫道：「今生今世能見鍾魁神

像有緣人定是多生多世積德行善的人。」中國傳統民間年畫標頭多用俗字或訛字，

鍾馗也有以「鍾魁」為題的寫法。馗星爺是星宿人格神，又稱大魁星君，是道教

信仰的五文昌之一，以「鬼」和「斗」兩字合成「魁」字，民間有以「魁星踢斗

圖」為科舉考試奪魁之守護靈符，馗星爺的造型以麻臉為面，一足踏鰲魚，一足

踢北斗，鍾馗也有單腳「跣一足」之特徵，有些雷同。 

 

圖 7.夏荊山  鍾馗（局部） 128 x 64cm 絹本設色  2011 年 

    學者楊玉君曾研究「金雞獨立型」的鍾魁造型，筆者認為此造型有可能是「鍾



馗」與「魁星爺」的混合式造型，兩者形象在神譜中相仿，均以醜貌著稱，也都

參加科舉考試，因醜貌落地。另，蘇雪林曾以魁星獨立一足的形象，引用神話記

載及甲骨文圖像來解釋魁星實為奎宿，而夔、終葵、 鍾馗是音近而衍變其字，

其說將魁星等同於西亞的水神尼波（Nebo），雖未為確論，但對魁星的考釋也直

指祂與鍾馗之間的性質及形象的共通點。8  有關鍾馗圖的造型在圖像的視覺表

達之圖像傳統的追溯，鍾馗圖像除單一形象威風正氣以收服鬼卒之外，配搭具有

靈力的蝙蝠嚮導指引方向捉鬼，有福氣臨門之徵。此外，鍾馗與鬼卒的互動有幽

默之趣味也有反諷意味，為彰顯鍾馗驅邪之效，夏荊山繪製武相鍾馗造型魁梧壯

實的特質，從人物輪廓線條及衣著褶紋顫筆力道，傳遞整體畫面堅挺陽剛之氣，

以正氣威鎮邪靈。 

參、鍾馗圖的超自然圖像之視覺特徵 

    關於「超自然圖像」（Supernatural Images）在畫中呈現超自然的奇蹟動態，

如鍾馗與鬼卒的互動有幽默與反諷的趣味，畫中人物有神話思維的超常造型，鬼

魅有著扭曲與變形的張力，祂們從事超乎凡人可達到的能力或身處非塵世可見之

靈異景象，這種超自然的神域空間，雖有「超現實」般的想像力，但是畫家在處

理仙凡雙境的同時，亦可共構仙境與人境併置之樣態，同時兼具自然空間和玄想

空間的雙重時空表達。承前所述，夏荊山在〈鍾馗圖〉的超自然藝術表現，依據

鍾馗圖的圖像傳統，強調主角人物造型與配搭的鬼卒和蝙蝠之互動關係，以中國

水墨畫造境之基礎，建構個人獨特的鍾馗圖之神域空間。見夏荊山〈鍾馗伏虎〉

（圖 8）與傳五代南唐顧閎中〈鍾馗出獵圖〉兩圖以不同的視覺效果表現伏虎情

境，夏荊山〈鍾馗伏虎〉畫作中的虎似乎已被鍾馗降伏，從虎的姿態與臉部極為

寧靜的表情來看，鍾馗雙手作勢以氣功制伏虎身的動作，無須費太多氣力；反觀

                                                      

8 參楊玉君，〈俄藏清末鍾馗圖象考釋〉，《中正漢學研究》，23 期（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14

年），頁 33。。 



傳南唐顧閎中〈鍾馗出獵圖〉（圖 5-局部 2）鬼伸臂跨步鍊虎，虎一副要像前逃

脫的動作，鬼作使力狀，瞋目升髮且肌鍵已突隆，仍不見效，顯示鍾馗的功力還

是比鬼高明。上述兩圖在處理畫面的視覺美感各有巧思，〈鍾馗出獵圖〉的動態

與戲劇性張力較為強烈，人物線條和肌腱的表現以傳南唐顧閎中的畫法較具力與

美，〈鍾馗伏虎〉人物姿態使力的結構減少氣勢運行的理路，鍾馗拉長右臂的比

例似乎採用「前縮法」的空間反置，超乎現實的比例大小，極度誇飾的視覺效果，

象徵猛虎已被降伏，畫作巧妙安排如鬼魅臉孔的奇石造型，奇石造型多變，如太

湖石般自然的孔穴有鬼趣猙獰形象，並置的樹幹有如魑、魅、魍、魎置身其中。 

 
圖 8.夏荊山 鍾馗伏虎（局部） 紙本設色 138 x 69cm 

    明代宮廷儺劇《慶豐年五鬼鬧鍾馗》融入儺儀，娛樂同時進行驅儺儀式，鍾

馗形象經由儺戲的塑造，發展出有別於兇猛方相氏、落拓文人的新形象，表現出

忠誠正直、富貴喜氣的文官樣貌。9  明代四大家之一文徵明（1470－1559 年）

                                                      

9 林智莉，〈論明代宮廷大儺儀式鍾馗戲──兼論鍾馗形象的轉變〉，《政大中文學報》，第 8 期（臺



的〈寒林鍾馗〉（圖 9）為文相鍾馗，描繪鍾馗置身冬天雪景，款識：「寒林鍾馗。

甲午（西元一五三四年）除夕戲作。」按，林中每多魑、魅、魍、魎之屬出沒，

寒林暨屬鍾馗最需用武之地，畫其置身於寒林，自屬合宜。惟明代的文人畫家，

諸如文徵明、錢穀（1508—1578 後）等人筆下，往往以笏板取代寶劍，一改昔

日鍾馗舉劍揮舞的武將形象，遂爾演成「文相鍾馗」的典型。10  文徵明揮灑文

相鍾馗俊朗的風采，鍾馗在寒林烟嵐中持笏插腰，文相裝束手持笏，沒有了劍氣

用武之力，枯樹枯枝摧折的紋理就像魑、魅、魍、魎藏於枯林中窺視著鍾馗，鍾

馗和顏竊笑的模樣似乎心無鬱結，絡腮鬍也不再捲曲，鬍鬚以自然順暢的線條順

暢下垂，畫中鍾馗雖屬文相亦不失男子氣概。 

                                                                                                                                                        

北：國立政治大學，2007 年），頁 97。 

10 江兆申，〈文徵明寒林鍾馗 軸〉，《吳派畫九十年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 年），

頁 310。 



 

圖 9. 明 文徵明 寒林鍾馗 軸（局部） 淺設色  1535 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相鍾馗的繪製有別於武相剛烈威猛的藝術表現，扮相較武相清瘦、姿態優

雅，服著線描似高古游絲，用尖筆圓潤鈎畫，有秀勁古逸之氣，夏荊山在〈如意

鍾馗〉（圖 10）採象徵祥瑞的如意器物取代寶劍，少了刀光之氣，是較為討喜的

表現手法，連畫中鬼卒都前來獻桃，鍾馗傾斜的身體與石頭勢態對於鬼卒突來獻

桃之舉訝然以對，此作石頭皴法以斧劈皴為主，石上點綴翠藍重色暈染的花葉，

自然突出畫面，頗具新意。 



 

圖 10. 夏荊山 如意鍾馗  尺寸不詳 年代料不詳 

    鍾馗由藍衫轉為綠袍，正象徵其身份由平民轉為官吏。後世除了表現鍾馗未

成神前的書生裝扮會著藍衫出場外，歲末驅邪形象多以黑幞頭、綠袍、烏角帶、

朝靴、執簡笏的文官形象出現。 11 〈如意鍾馗〉著綠袍象徵其身份為官吏，有

加官富貴意涵。這種吉祥寓意的鍾馗圖受到民間收藏的喜好，配合年俗節慶貼畫，

發展不同形制的鍾馗圖像類型。唐代始於除夕掛鍾馗像，端午有各種佩掛驅邪物

的習俗，宋代端午鍾馗像在畫面內容上融合張天師像的特徵，形成了文人畫鍾馗

與民間版畫鍾馗的形象的區辨特徵。12  鍾馗畫的傳統起自唐代吳道子，後世迭

有衍化。擊鬼式可能即是吳道子所創，稍晚則有祈福式的變體。13  文震亨在《長

物志》言：「十二月宜鍾馗迎福、驅魅、嫁妹。」（圖 11）嫁妹也有嫁「魅」的

說法，〈鐘魁嫁妹〉的嫁娶行伍中以五鬼為僕役，協助提燈籠、引路、撐傘、搬

運嫁妝等差活任務，人間喜樂如戲，此畫呈現精緻細膩的繪畫技巧，將行伍喜慶

歡樂的氛圍以彩墨濃淡變化，流露平凡中的雅致。 

                                                      

11 林智莉，〈論明代宮廷大儺儀式鍾馗戲──兼論鍾馗形象的轉變〉，《政大中文學報》，第 8 期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07 年），頁 115。 

12 參考楊玉君，〈俄藏清末鍾馗圖象考釋〉，《中正漢學研究》，23 期（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14

年），頁 29。 

13 石守謙，〈雅俗的焦慮：文徵明、鍾馗與大眾文化〉，《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16

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4 年），頁 307。 



圖 11.夏荊山  鐘魁嫁妹 138 x 69cm 年代不詳 

    相對於文人畫的鍾馗圖，清代民間流行的鍾馗年畫有較強的目的性，出現端

午節懸掛的「午日鍾馗」圖，午日鍾馗畫面除鍾馗像外，另有端午節物，如：五

毒蟲、蝙蝠、石榴、扇子、劍，偶有鬼僕隨侍在側。清末鍾馗年畫常見身著紅袍

的鍾馗，即使非真以血跡點染或硃砂繪製，紅色的袍服具有驅邪功能。14 在植物

神話與傳說中，鍾馗為五月石榴花神。炎熱的五月為石榴花開季節，也是疾病流

行時節，民間畫鍾馗耳邊插一朵艷紅的石榴花，象徵火樣性格的鍾馗為石榴花神，

                                                      

14 參考楊玉君，〈俄藏清末鍾馗圖象考釋〉，《中正漢學研究》，23 期（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14

年），頁 28。 



可治惡鬼邪神帶來人間的疾病。15  夏荊山繪製不少著紅袍的鍾馗，（圖 12）紅

袍鍾馗的驅魔效果加乘，亦見沒骨畫法，紅袍也是年畫鍾馗的喜用色，向畫外延

伸驅魔效力，也寓意吉祥。 

 

夏荊山 鍾馗（局部） 

紙本設色 138 x 73 cm  2011 年 

 

 

 

 

 

 夏荊山 鍾馗（局部）  

 138 x 74cm 紙本設色 2011 年 

圖 12. 夏荊山  鍾馗（局部） 紅袍鍾馗像之類型 

                                                      

15 黃晨淳、廖彥博，《精靈鬼怪與遠古英雄的異想世界：中國神話故事》（臺中：好讀出版，2012

年），頁 188。 



    晚清年畫，伴隨午日鍾馗的版畫構圖母題，有許多與天師圖母題類同之作，

「硃砂判」是傳說中身著藍衫或綠袍的鍾馗之外，又再發展出以硃砂紅繪就、富

含民俗寓義的鍾馗判官圖。這種鍾馗

判官加蓋天師印的情形，有可能是在

鍾馗驅邪之外，再加上天師印，使驅

邪效果得以加乘。16  逐見鍾馗形象

有與前述之魁星爺或是天師合併疊加

的型態。鍾馗亦能與花有一連結，如

〈鍾馗探梅圖〉，隱喻鍾馗牽掛美貌的

鍾馗妹，此系列與〈鍾馗嫁妹圖〉有

相近的意涵，鍾馗會驅使鬼僕保護鍾

馗妹安全出嫁。鍾馗也是民間信仰的

十二月花神之一，明代研究花學的屠

本竣於《瓶史月表》、晚清畫家吳友如

筆下的花神鍾馗、晚清學者俞曲園著

《十二月花神議》都有花神信仰的傳

說於民間普遍流行，五月花神為石榴

花鍾馗，五月午日鍾馗以朱紅為主色

調，張大千在〈鍾馗〉（圖 13）頭上

插了一朵石榴花，款識：「烏帽紅袍底樣妝，無人不笑此君狂。 他年謝卻人間世，

合向終南作鬼王。 世上漫言皆傀儡，老夫粉墨也登場。 天中假得菖蒲劍，長為

人間祓不祥。 己巳午日，大千居士寫此紙，藉作虎艾之飭，聊同避兵之符。」

此為花神形象的鍾馗，以身著紅袍或頭飾插石榴花為辨。 

                                                      

16 楊玉君，〈俄藏清末鍾馗圖象考釋〉，《中正漢學研究》，23 期（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14 年），

頁 30。 

 

圖 13. 張大千 鍾馗  紙本設色 1929 年 



 

 

98 x 52cm 紙本設色 2010 年 

 

尺寸不詳  年代不詳 

圖 14. 夏荊山 鍾馗飲酒圖  

    〈鍾馗飲酒圖〉也是常見題材，夏荊山在〈鍾馗飲酒圖〉（圖 14）畫中鍾

馗獨自飲酒作樂貌，左圖鍾馗優雅端坐石上飲酒，右圖鍾馗隻腳「跣一足」特徵，

意指鍾馗於醉酒之後遭伶俐鬼脫掉鞋子了，見本文（圖 3）的初步描述，闔眼躺

臥的鍾馗飲酒醉，遭五鬼戲謔作弄。依據《鍾馗斬鬼傳》第七回〈對芳樽兩人賞

明月，獻美酒五鬼鬧鍾馗〉寫伶俐鬼將酒用荷葉大杯奉給鍾馗，伶俐鬼把鍾馗勸

至酩酊大醉。伶俐鬼將鍾馗靴子脫了，澆虛鬼與伶俐鬼一人一隻。滴料鬼偷寶劍，

輕薄鬼偷笏板，撩橋鬼爬 上松樹，手扳著樹枝，伸下足來，將紗帽夾去藏。鐘



馗脫巾露頂，赤脚袒懷，甚是不成模樣，至今傳下五鬼鬧鍾馗的故事。17 此為

五鬼鬧判之類型，小鬼並非鍾馗擊殺的對象，而是為他所使役的鬼卒、鬼僕，二

者之間的關係利害程度降低。有時甚至主從關係倒反，鍾馗反成為小鬼戲謔作弄

的對象，讀者很難將鬧判圖與禳除驅邪的功能畫上等號。18 夏荊山在〈鍾馗醉

酒〉（圖 15）繪製兩鬼為忠心的僕役，鍾馗雖已醉酒，僕役仍盡心作差活勞動，

此視覺特徵隱喻畫中鬼卒也有忠心盡職的性格。 

 

圖 15. 夏荊山 鍾馗醉酒（局部） 

                                              

肆、探索夏荊山〈鍾馗圖〉的量子訊息 

     本文以〈超自然圖像的視覺表達：探索夏荊山《鍾馗圖》的量子訊息〉為

題，從「鍾馗圖的圖像傳統」到「超自然圖像的視覺特徵」進行視覺層面的綜合

                                                      

17 （清代）劉璋，《鍾馗斬鬼傳》與《何典》、《唐鍾馗平鬼傳》合刊（臺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頁 97。 

18 楊玉君，〈俄藏清末鍾馗圖象考釋〉，《中正漢學研究》，23 期（嘉義：國立中正大學，2014 年），

頁 44。 



論述，以下就夏荊山〈鍾馗圖〉跨域探索宗教圖像中的量子訊息，解析中馗與鬼

卒形象傳遞出畫面之外的訊息，提供圖像史學有一新思維之參酌。跨域重審道教

繪畫中的超自然圖像之審美，是筆者近年投注專研的博士論文研究主題，採新藝

術史學綜論探索，結合量子物理的量子糾纏理論，針對宗教題材的圖像在審美層

次，思考圖像可能不僅止於自然意義、圖像寓意至象徵意涵面向的闡述，提出超

圖像的「量子訊息場」審美新探之可能。相關理論立時回顧，自 1918 年至 2016

年，國際間有關〈宗教圖像藝術與量子物理的跨域相關論述〉（表 1）陸續發表文

論，係本研究進行圖像跨域分析之背景依據。 

    表 1. 宗教圖像藝術與量子物理的跨域相關論述（資料整理：楊偵琴，2016 年） 

宗教圖像藝術與量子物理的跨域相關論述 

1918 年 現代量子物理學家 Pianck 提出「量子假說」，有神學思想背景，獲諾

貝爾物理學獎。 

1932 年 德國物理學家 Werner Heisenberg 創立「量子力學」專有物理哲學，引

用希臘哲學理論來解說量子力學，形上思想提供藝術哲思。 

1982 年 法國物理學家艾倫•愛斯派克特（Alain Aspect）證實微觀粒子之間存

在「量子糾纏」(Quantum entanglement)的關係。 

1985 年 李可染畫三幅量子力學的水墨畫，〈物理與繪畫的「對撞」——科學

與藝術的關連及區別〉文章收入顏亦真《關於藝術學的 100 個故事》

這本書。 

1991 年 李政道提出「物藝相通」(後稱「科藝相通」)科學概念，闡明科學與

藝術之間的關係。 

1994 年 美國精神心理學教授 David R. Hawkins 結合非線性動力學和量子物理

理論，發表「意識地圖」（Map Of Consciousness）心靈能量圖表，圖表

最高能量等級 1000 是神的境界和精神。 

1998 年- 

1999 年 

西班牙有一群文藝工作者提出「量子美學」運動，開創者格雷戈里奧·

莫拉萊斯（Gregorio Morales，1952-2015）是西班牙小說家，他以「神

秘和差異」一詞定義此運動目標，量子美學團集團成員有小說家、詩

人、畫家、攝影師、電影製作。 

1999 年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盧本卓發表〈量子原理與藝術哲學—關於藝術闡釋

形式的解釋〉一文。 

2000 年 美國邁阿密大學社會學系 Manolo Caro 和 John Murphy 發表〈量子美學

簡介〉(Brief introduction to Quantum Aesthetics)。 



2013 年 臺灣國防大學 盧國慶發表〈論量子力學與佛學經典的關聯性研究〉。 

2014 年 香港大學哲學系 簡國慧發表「量子與藝術」專文〈故友古都說風流

In the realm of Light and Zen〉一文說道：「為何藝術品，以至一句祝福，

一個眼神，會帶有能量？」以量子物理基礎、佛學引導思考。 

2015 年 Murphy, J.M., Caro, M.J., and Choi, J.在 Enteretanto 發表〈EstéticaCuá

ntica：文化的新方法〉(Estética Cuántica: 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一

文，從量子美學角度來看新的文化方法論，提及目前少有人對量子美

學知識的理解。 

2016 年 臺灣國防大學 盧國慶發表〈論「南宗禪」「悟後起修」的修行功夫與

理念－以慧能與量子力學為例〉。 

2016 年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量子圖像處理》。量子圖像處理是近年剛興起的

研究方向，融合量子訊息、量子計算、圖像處理、數學等形成的新興

交叉學科。研究成果，包括量子圖像表示、量子圖像置亂、量子圖像

幾何操作、量子偽彩色處理、量子資訊隱藏等方面。  

    21 世紀人類的世界觀與思想日益進展，藝術思想也不可受制於論古而已，

超自然圖像中的神鬼與玄虛空間的繪畫表現，人物有無仙氣或神氣，人物傳遞出

的訊息為何，仙境的神域空間表達何種訊息，畫家以筆墨經營畫面的氣韻，畫有

無生氣，其氣藏於畫紙之器中，也可能溢於畫外，科學知識對世界觀已有新的理

論詮釋，反觀圖像藝術的審美可否有進一步突破。美國精神心理學者霍金斯(David 

R. Hawkins, M. D., Ph. D. ,1927-2012) 結合量子物理論於 1995 年發表的〈意識地圖

（Map Of Consciousness）〉（表 2），臨床實驗證實藝術作品內在力量可以向外傳

遞，透過圖像的綜合元素，審美者在腦中詮釋圖像傳遞的情感與能量，研究指出

宗教聖像或佛教手印能達到的對數(Log)普遍偏高。 

表 2. David R. Hawkins 意識地圖（Map Of Consciousness）19 

意識地圖 (Map Of Consciousness) 

神性觀點 

(God-view) 

生命觀點 

(Life-view) 

等級 

(Level) 

對數 

(Log) 

情感 

(Emotion) 

過程 

(Process) 

大我 如是 開悟 700-1000 妙不可言 純粹意識 

                                                      

19 轉引自楊偵琴，〈道教繪畫中的超自然構成及審美新探：以〈劉海戲蟾圖〉為例〉，頁 130。 



一切存在 完美 安詳 600 極樂 覺照光明 

一體 完整 喜悅 500 寧靜 變容顯光 

慈愛的 仁慈的 愛 400 崇敬 天啟 

有智慧的 有意義的 理性 350 瞭解 抽象 

仁慈的 和諧的 接納 310 寬恕 超越 

啟發性的 有希望的 意願 310 樂觀 意圖 

賦能的 滿足的 ↑中立 250 信任 釋放 

允許的 可行的 ↓勇氣 200 肯定 賦能 

冷漠 苛求的 驕傲 175 輕蔑 自誇 

想報復的 敵對的 憤怒 150 仇恨 侵略 

拒絕的 失望的 欲望 125 渴求 奴役 

懲罰的 令人恐懼的 恐懼 100 焦慮 退縮 

輕蔑的 悲劇的 悲傷 75 懊悔 消沉 

譴責的 無望的 冷漠 50 絕望 上癮 

懷恨的 邪惡的 內疚 30 指責 破壞 

鄙視的 悲慘的 羞恥 20 恥辱 消滅 

 

    以共振物質的能量訊息場之觀點來看夏荊山的〈鍾馗圖〉，鍾馗與鬼的造型

投射出畫家內心的想像，畫面傳遞出不同的能量，直觀〈鍾馗圖〉的情境和元素，

帶動觀者不同的感官體驗，鍾馗以驅鬼為主，圖像訊息勢必使「鬼」恐懼為主，

參酌（表 2）夏荊山在繪製鍾馗的相貌可能會是停留在「懲罰的---令人恐懼的

---恐懼---100---焦慮---退縮」的位階，這是圖像傳遞於畫外的「場」訊息，

也是圖像給觀者的感覺。假設，吾等撇除宗教圖像有靈驗迷信之迷思，回歸圖像

真實的訊息與情境，透過超圖像的直觀，〈鍾馗圖〉傳遞出畫外的氣場就是驅鬼

有效的靈圖，成為民間貼畫有功能性的使用，不是信仰而是信念之延伸。以清代



〈豐綏先兆圖〉（圖 16）為例，鍾馗穿著朱袍的祛邪能量較強烈，鐘馗脫下烏帽

攬鏡自照，此圖鏡中鍾馗一臉驚嚇，鬼也驚嚇得躲在鐘馗朱袍下，不敢一視，綜

合圖像各純態元素共同組成的氛圍，每一個元素跳出一個「波」訊息，當「波」

頻率共振時，使得畫面各元素互有關聯，圖像元素之間彼此有一種互為糾纏的關

係，形成圖像能量，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說此「糾纏」現象為不

可思議，有如「鬼魅般的超距作用」。 

    有關宗教人物像與超自然圖

像的審美內涵，英國歷史學家彼

得‧伯克 (Peter Burke,1937-)在

《圖像證史》〈聖像與超自然圖像〉

一章論述宗教圖像有教化作用，

為喚起冥思刺激物，他更提及宗

教圖像並非總是寓言式的，聖像

與超自然圖像在傳達的同時，也

正喚起觀眾情感或是更深層的內

涵訊息。20 如鍾馗圖鍾的鍾馗與

鬼卒之間的互動關係，圖像元素

的主從關係，最後是一種以道合

一的思想，各元素合為一的總體

論。如陳克恭和馬如雲在〈太極

圖的數學表達〉闡述量子糾纏一樣，總是彼此以對方的存在為依據，相互糾纏、

相互疊加，總值恆等於一。這種關於哲學和科學的思想，源自魏晉時期的玄學，

是先秦易學思想「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關

                                                      

20 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著，楊豫譯，《圖像證史》( Eyewitnessing：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 北京：北京大學，2008 年，頁 41-44、頁 51。 

 

圖 16.清代 無款 豐綏先兆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於陰陽消長、此消彼長的哲學思辨，水墨畫是此一思想的典型代表，假設將水墨

的黑與白定義為 0 和 1 或者陰和陽，圖畫中的大千世界隨著墨色濃淡深淺在黑白

之間的區間內為一陰一陽彼此消長的變化，〈太極圖的數學表達〉闡述水墨畫就

是一張陰陽圖，也是辯證唯物主義「一分為二」的數學模型圖，視事物為一個相

反相成的矛盾統一體，兩個方面相互作用此消彼長。21  此觀點有如《易傳．繫

辭上》所示：「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彰顯陰陽太極為

道之體的思想，太極以黑為陰、以白為陽，鍾馗與鬼也各代表著陽與陰，鍾馗的

正氣為陽、鬼卒的陰氣為陰。明代宮廷教坊劇《福祿壽仙官慶會》已揭示此陰陽

思想： 

  《福祿壽仙官慶會》作於明宣宗宣德 8 年（1433）10 月，題目正名便直

接列為「賀新年神將驅儺，福祿壽仙官慶會」，揭示敷演新春驅儺之事。

該劇第一折鍾馗出場自訴身世時，仙童問及妖氛之氣是有也無，鍾馗即

答以「陽陰之道」：這世間之人與天上之神皆屬陽，那世間之妖與陰中

之鬼皆屬陰。陰陽之理在天地間無處不有，只是邪不能干正。似那正人

君子，忠孝節義之家，皆屬陽類，豈得妖與鬼來，妖鬼氛沴之氣自不敢

親近他。又似那惡人小輩，不忠不孝，無禮無義之家，陽類倒變為陰類

了，故有氛沴妖鬼之氣。22 

    鍾馗驅鬼有祛陰厲之氣近似「逐陰導陽」的儺儀，民間有跳鍾馗除儺除煞的

儀式性演出，以陽氣除掉邪惡小人的鬼氣，轉陰為陽，訴說人類對親近正向正氣

的期待。見〈鍾馗〉一陰一陽圖例示意（圖 17），左圖說明鍾馗所處的神域空間

可能是由具體生活空間發想，畫家在處理仙凡雙境的同時，亦呈現人境與仙境併

置的樣態，同時兼具自然空間（人界）和玄想空間（天界或地界）的雙重時空表

                                                      

21 參考陳克恭、馬如雲，〈太極圖的數學表達〉，《光明日報國學版（電子版）》，（2016 年 10 月 17

日），2017 年 1 月 2 日檢索。 

22 林智莉，〈論明代宮廷大儺儀式鍾馗戲──兼論鍾馗形象的轉變〉，《政大中文學報》，第 8 期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2007 年），頁 103-104。 



達，為陰陽雙界並呈的視覺疊加；右圖示意鍾馗與鬼為一主一從、一神一鬼、一

陽一陰、一正一邪的二元結構，論圖像的二元對應結構，有時圖像元素會呈現倒

反的效果，對立與統一、互斥與互補，這是鍾馗圖畫面構成元素有趣的觀點，幽

默、自娛，有彈性動態變動之機巧蘊藏其間。 

 

夏荊山  鍾馗 142 x 74cm  

紙本設色 2011 年 

 

夏荊山  鍾馗 138 x 70cm  

紙本設色 2012 年 

圖 17.夏荊山  鍾馗  一陰一陽圖例示意 

「量子訊息場論」闡述觀者對〈鍾馗圖〉的觀看情緒可能受到「場論」與能

量「波」（圖像訊息）影響，當觀者審美一幅超自然圖像的意義時，可能會受到

「波」之影響而擺動。如（圖 17）左圖那扭曲的面部表情，使得原本已經是醜

態的臉更為驚悚，顫動的筆調以及溢出衣袍輪廓線外圍的紅色光暈，強化鍾馗體

態的動能，這也是道教繪畫講求的一種動勢與速度，是一種可速成奏效的行動力



之表現，強調鍾馗職能驅魔的功能性與行動力。右圖（圖 17）鍾馗與鬼兩者合

成於一畫中，兩元素一大一小示意一主一從，兩個元素激盪出的合成反應，亦是

觀畫時可同時凝視的面向。 

伍、結論 

    綜觀本文論述，依據民間傳說及宋代李昉在〈太平廣記•卷 214•畫五•黃

筌〉記載吳道子的鍾馗畫像造型，夏荊山在處理畫中鍾馗人物神氣，可見人物眼

神有重要的訊息指引效果，鍾馗炯炯有神的珠眸多眼白，瞠目有誇張的戲劇張力。

夏荊山在繪製武相鍾馗的口型近似永樂宮雷部諸神的口型之一，這種口型的特色

有如猛獸張開利口的口型，為武相鍾馗特有。反觀夏荊山的〈鍾進士〉則呈現截

然不同的視覺效果，文相鍾馗的臉部較柔和，圖中蝙蝠有美好願望之祈福，也象

徵祂引導鍾馗除鬼去邪，圖像寓意迎福而來的祝福。至於夏荊山在鍾馗畫作名稱

部份題寫「鍾魁」而非「鍾馗」，是否與「魁星爺」有關，道教信仰的五文昌之

一馗星爺是星宿人格神，又稱大魁星君，以「鬼」和「斗」兩字合成「魁」字，

民間有以「魁星踢斗圖」為科舉考試奪魁之守護靈符，馗星爺的造型以麻臉為面，

一足踏鰲魚，一足踢北斗，鍾馗也有「跣一足」的特徵，筆者認為此造型有可能

是「鍾馗」與「魁星爺」的混合式造型。夏荊山依據鍾馗圖的圖像傳統，強調主

角人物造型與配搭的鬼卒和蝙蝠之互動關係，以中國水墨畫造境之基礎，建構個

人獨特的鍾馗圖之神域空間。 

    其次，有關鍾馗圖的超自然圖像之視覺特徵，夏荊山在〈鍾馗伏虎〉人物姿

態使力的結構減少氣勢運行的理路，鍾馗拉長右臂的比例似乎採用「前縮法」的

空間反置，超乎現實的比例大小，極度誇飾的視覺效果，畫作巧妙安排如鬼魅臉

孔的奇石造型，奇石造型多變，如太湖石般自然的孔穴有鬼趣猙獰形象，並置的

樹幹有如魑、魅、魍、魎置身其中。另一方面，文相鍾馗系列畫作的繪製有別於

武相剛烈威猛的藝術表現，扮相較武相清瘦，服著線描似高古游絲，用尖筆圓潤



鈎畫，有秀勁古逸之氣，如〈如意鍾馗〉採象徵祥瑞的如意器物取代寶劍，少了

刀光之氣，是較為討喜的表現手法；〈鐘魁嫁妹〉的嫁娶行伍中以五鬼為僕役，

協助提燈籠、引路、撐傘、搬運嫁妝等差活任務，呈現精緻細膩的繪畫技巧，將

行伍喜慶歡樂的氛圍以彩墨濃淡變化，流露平凡中的雅致。有關節令的鍾馗畫有

「午日鍾馗」圖，夏荊山繪製不少著紅袍的鍾馗，紅袍鍾馗的驅魔效果加乘，亦

見沒骨畫法，也是年畫鍾馗的喜用色，向畫外延伸的驅魔效力；鍾馗飲酒圖之題

材，有時鍾馗使役的鬼卒、鬼僕主從關係倒反，鍾馗反成為小鬼戲謔作弄的對象，

但夏荊山在〈鍾馗醉酒〉圖中兩鬼僕役仍盡心作差活，此視覺特徵隱喻畫中鬼卒

也有忠心盡職的性格。 

    最後，本文探索夏荊山〈鍾馗圖〉的量子訊息，以共振物質的能量訊息場之

觀點來看夏荊山的〈鍾馗圖〉，鍾馗與鬼的造型投射出畫家內心的想像，畫面傳

遞出不同的能量，直觀〈鍾馗圖〉的情境和元素，帶動觀者不同的感官體驗，鍾

馗以驅鬼為主，圖像訊息勢必使「鬼」恐懼為主，夏荊山在繪製鍾馗的相貌可能

會是停留在「懲罰的---令人恐懼的---恐懼---100---焦慮---退縮」的位階，這

是圖像傳遞於畫外的「場」訊息，也是圖像給觀者的感覺。假設，以鍾馗的正氣

為陽、鬼卒的陰氣為陰，鍾馗驅鬼有祛陰厲之氣近似「逐陰導陽」的儺儀，以陽

氣除掉邪惡小人的鬼氣，轉陰為陽，訴說人類對親近正向正氣的期待。以夏荊山

的〈鍾馗〉一陰一陽圖例示意，說明鍾馗所處的神域空間可能是由具體生活空間

發想，畫家在處理仙凡雙境的同時，亦呈現人境與仙境併置的樣態，同時兼具自

然空間和玄想空間（天界或地界）的雙重時空表達，為陰陽雙界並呈的視覺疊加；

鍾馗與鬼為一主一從、一神一鬼、一陽一陰、一正一邪的二元結構，論圖像的二

元對應結構，有時圖像元素會呈現倒反的效果，對立與統一、互斥與互補，這是

鍾馗圖畫面構成元素有趣的觀點。以「量子訊息場論」闡述觀者對〈鍾馗圖〉的

觀看情緒可能受到「場論」與能量「波」（圖像訊息）影響，當觀者審美一幅超

自然圖像的意義時，可能會受到「波」之影響而擺動。如鍾馗那扭曲的面部表情，

使得原本已經是醜態的臉更為驚悚，顫動的筆調以及溢出衣袍輪廓線外圍的紅色



光暈，強化鍾馗體態的動能，這也是道教繪畫講求的一種動勢與速度，是一種可

速成奏效的行動力之表現，強調鍾馗職能驅魔的功能性與行動力。 

    總結全文論述，夏荊山的〈鍾馗圖〉圖像語彙充滿傳奇蘊味及民間傳奇，畫

作中之款題亦可見夏荊山體悟生命、盡展通達人世之慧言，值得觀者細細品味其

間之道機。如果要說夏荊山的繪畫哪一類型最能表現超自然圖像的趣味與幽默，

當以〈鍾馗圖〉為最。夏荊山的〈鍾馗圖〉無疑地將鍾馗在圖像歷史之流的醜貌

發揮到極致，此以醜為美的創作標準是超自然境界的另一種審美觀，畫家透過畫

作空間的營造將鍾馗人物內在心靈內涵呈現，透過畫面的超自然造境及配景甚或

是對應物象之共顯，表達道教繪畫圖像一陰一陽、一虛一實、陰陽相繼、生生不

息之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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