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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武夷棹歌」中的地景空間與文化意蘊
  

衣若芬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  中文系 

1. (刊於《東華人文學報》第 20期(2012年 1月)，頁 33-58。) 

 

 

摘要 

關鍵詞：武夷山。武夷九曲。棹歌。朱熹。地景空間。文化。 

 

福建省武夷山為中國東南名山，《史記．封禪書》有祭祀武夷君用乾魚的

記載，一般認為武夷君即彭祖籛鏗之二子，長為「武」，次為「夷」，職掌兵

死。武夷山被道教奉為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六洞天；隋唐之際，佛教傳入，武夷

山也成為佛教聖地。 

西元 1183年，理學家朱熹(1130-1200)在武夷山建「武夷精舍」，於此講學

著述十餘年，培育後進，受業者達二百多人，故而有「當今道在武夷」，譽武

夷山為「道南理窟」。朱熹歌詠武夷山的詩文中，作於 1184年的〈淳熙甲辰中

春精舍閒居戲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諸同遊相與一笑〉(簡稱〈武夷棹歌〉)模仿棹

歌的形式，賦詠了武夷山九曲溪的景致。 

  朱熹之後，辛棄疾、歐陽光祖、方岳等人都寫過〈武夷棹歌〉。〈武夷

棹歌〉依序吟詠武夷山九曲溪之各曲風光，本文擬分析宋代「武夷棹歌」中對

九曲溪的描繪，以及富含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和理學家思維的文化意涵。 

                                                 


 本文之初稿曾經宣讀於東華大學空間與文學研究室主辦之「第一屆空間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花蓮：東華大學，2011年1月8日)。聽取與會學者之想法後，修訂投稿《東華人文學報》。

經兩位教授匿名審查，再加增補完成。謹向所有惠賜高見之學者專家誠申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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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and Culture in the Wu-yi Zhao Ge (Wu-yi Boat Song) of Song Dynasty 

 

I, Lo-fen 

 

Keywords: Wu-yi mountain. Wu-yi Nine Gorges. Boating song. Zhu Xi. 

Landscape.  Culture 

Wu-yi is a famous mountain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China. There is a 

record shown in the “Shi Ji.Feng Chan Shu” using dried fish as an offering to Wu-yi 

Jun( Gods of Wu-yi mountain).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 Wu-yi Jun were Peng Zu Qian 

Keng’s two sons: the first son being “Wu” while the second son was “Yi”; and that 

both of them took charge in military and death related issues. The Taoist revered 

Wu-yi Mountain and believed it to be the “Sixteenth Dong Tian”.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u-yi Mountain was regarded as the holy land of Buddhism as well. 

In 1183, Neo-Confucianist Zhu Xi (1130-1200) built a villa in Wu-yi mountain 

and called it “Wu-yi Jing She”. He conducted lectures and provided enriching 

thinking to his followers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which has subsequently benefitted 

more than two hundred students. In 1184, Zhu Xi composed the “Wu-yi Nine 

Gorges” to express his appreciation for Wu-yi mountains and scenery. 

There were other poets after Zhu Xi who wrote about “Wu-yi Boating Songs”, 

some of them include Xin Qi Ji, Ou Yang Guang Zu and Fang Yu.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s in “Wu-yi Boating Songs”, they describe the beauty of “Wu-yi Nine Gorge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how “Wu-yi Boating Songs” in the Song Dynasty were 

used to describe the “Wu-yi Nine Gorges”, as well as the myths, folk tales and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 Neo-Confucian thinking in “Wu-yi Boating So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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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武夷山位於中國福建省北部和江西省交界處，自古即為名山勝地。《山海

經》中的「三天子鄣山」1、「南山」2即指武夷山。以「武夷」命名，有幾種

說法，較常見的說法是得自於彭祖籛鏗之二子，長為「武」，次為「夷」，合

稱武夷君。《史記．封禪書》有祭祀武夷君用乾魚的記載，可知其早列史籍。

西元前 334年，越王無疆攻打楚威王熊商，越人大敗，避走南山，追祀其先祖

「無餘」，因諧音而稱「武夷」。 

朱熹(1130-1200)〈武夷圖序〉云：「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

不知果何神也？今建寧府崇安縣南二十餘里，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

朱熹懷疑武夷君作為武夷山之神的合理性，而認為：「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

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爲眾所臣服，

没而傳以爲仙也。」3
 

總之，自漢代以來，武夷山便由於神話傳說而為人所知，富有濃厚宗教氣

氛。武夷山為道教三十六洞天之昇真玄化第十六洞天4，南宗發祥處；隋唐之際，

佛教傳入，武夷山也成為佛教聖地。 

後人以「三三秀水」、「六六奇峰」概括武夷山的自然風光。「三三秀水」

即九曲溪；「六六奇峰」即大王峰、玉女峰、幔亭峰、天遊峰等三十六峰。本

文探討之「武夷棹歌」，即泛舟遊歷九曲溪而作的船歌。  

武夷山最高峰黃崗山，海拔 2157公尺，是中國東南最高峰。九曲溪發源於

黃崗山，全長 62.8公里，流域面積 534平方公里，溪水穿流峽谷，自西北而東

南，到武夷山市星村鎮時，迂迴蜿蜒，盤環群山，形成曲流。古人溯溪上行，

                                                 

1「三天子鄣山在閩西海北，一曰在海中。」見郭郛注：《山海經注證》 (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2004 年)，第七章《海內經》，《海內南經》，頁 666。 

2
 「南山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虫為蛇，蛇號為魚。一曰南山在結匈東南。」見同上註，

第六章《海外經》，《海外南經》，頁 571。 

3〔宋〕朱熹著，陳俊民校訂：《朱子全集》 (台北：財團法人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年)

，第 8 冊，卷 76，頁 3835。 

4
 「按神仙傳，第十六昇真元化洞天：昔有神仙降此山，曰：『予為武夷君，統錄先池，

受館于此。』由是得名。」見〔宋〕祝穆：《方輿勝覽》 (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

年)，第 1 冊，卷 11，建寧府，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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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則泛舟而下，現在遊覽武夷九曲，是從上游的第九曲順流至下游的第一曲，

全程 9.5公里，大約費時一個半鐘頭。一曲過後，九曲溪匯入崇陽溪。5
 

西元 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第五曲處建「武夷精舍」，於此講學著

述十餘年，培育後進，受業者達二百多人。朱熹歌詠武夷山的詩文中，作於 1184

年的〈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閒居戲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諸同遊相與一笑〉(簡稱〈武

夷棹歌〉)模仿棹歌的形式，賦詠了武夷山九曲溪的景致。 

隨著朱子學說東傳朝鮮，「武夷精舍」與「武夷九曲」也廣為朝鮮理學家

所熟知，或仿造建築書院；或依韻唱和，「武夷九曲圖」之創製及題詠更是不

亞於中國。研究朱子「武夷棹歌」，庶幾可為探討中韓文藝交流與文化意象形

塑之基礎。 

本文分析宋代武夷棹歌的地景空間書寫，先宏觀武夷山的文化背景和旅遊

開發的概況，以突顯武夷棹歌寫作的時代歷史因素。其後分別依其寫作旨趣，

歸為三部分，朱熹、追隨朱熹的唱和者，以及白玉蟾(1194-1229)。最後歸納總

結，經武夷棹歌的白描賦詠，武夷山和九曲溪逐漸由充滿神仙傳說，溝通或指

涉「他界」的場域，轉而成為人們居住與遊觀的可親空間。 

 

二，遊觀武夷山 

武夷山的開發基本上圍繞道教宮觀「沖佑觀」(又稱「武夷宮」)的營造和

宮觀範圍的擴充而成形。沖佑觀祭祀武夷君，位於九曲溪之第一曲。唐朝天寶

七年(748)，朝廷在武夷山建「天寶殿」。五代時，閩王王審知易其名為「武夷

觀」。南唐保大八年(950，一說保大二年，西元 944年)，元宗之弟李良佐(?-986)

入武夷山修道，元宗敕有司重修殿宇，移建高爽清淨之處，賜名「會仙觀」。

此後，沖佑觀便與皇室密切相關，聲聞遠播。6
 

到了宋代，朝廷於此舉行祈雨、求嗣、祝禱福祥等儀式，香火更盛，規模

更隆，位居天下六大(一說九大)道觀之一。真宗咸平二年(999)，皇帝賜御書「沖

佑」匾額，大加擴建。哲宗紹聖二年(1095) 正式改名「沖佑觀」，訂立專職祠

                                                 

5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武夷山志》 (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 年)，

頁 128。 

6〔明〕衷仲孺：《武夷山志》(台南：莊嚴出版社，1996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據

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1643〕刻本影印)，卷 8《祀典篇》，頁 1a-4b，總頁 519-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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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之官。7自乾興迄熙寧末年，遣使降香投送金龍玉簡 20次。終宋之世，歷代

皇帝頒賜祭祀武夷君前後達 33次。元泰定五年（1328）御敕更名「沖佑萬年宮」。

明代改稱「沖元觀」。沖佑觀為武夷山最大的道觀，故而人們又稱之為「武夷

宮」。 

由沖佑觀的發展可知，武夷山作為旅遊景點的時代大約自宋朝開始。8宋代

以前遊歷武夷山且留下文字記錄的詩人並不多，唐代徐凝有〈武夷山仙城〉： 

武夷無上路，毛徑不通風。欲共麻姑住，仙城半在空。9
 

徐凝形容武夷山地勢險峻，常人難以攀登，因而想像山中有仙城，希望與道教

女仙麻姑共修於此，安享高壽。 

李商隱(約 813-858)有〈武夷山〉詩： 

只得流霞酒一杯。空中簫鼓當時迴。武夷洞裏生毛竹，老盡曾孫更不來。
10

 

據《抱朴子》：「河東蒲坂有項㬅都者，與一子入山學僊十年而歸家。家

人問其故，㬅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僊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

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絶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

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巇。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

也。僊人但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11
 

陸羽(733-804)〈武夷山記〉云：「武夷君，地官也。相傳每於八月十五日，

大會村人於武夷山上。置幔亭，化虹橋，通山下。村人既往，是日太極玉皇太

                                                 

7
 自紹聖二年至宋末，沖佑觀的祠祿之官不乏文化素養深厚的文人，包括朱熹、葉適、陸

游等人。 

8
 宋代劉夔有《武夷山志》，是著錄中最早的武夷山志，見《宋史．藝文志》，今佚。又

參陳慶元：〈平林欸乃聲猶在──朱熹《武夷棹歌》的文化意蘊〉，《中國典籍與文化

》2001 年第 4 期，頁 101-108。陳慶元：《福建文學發展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年)，頁 159-160。 

9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冊 7，卷 474，頁 5409

。 

10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冊 8，卷 540，頁 6242。 

11
 〔晉〕葛洪著：何淑貞校注：《抱朴子‧內篇》(台北：國立編譯館，2002 年)，卷 4〈

袪惑第二十〉，頁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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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魏真人、武夷君三座，空中告呼村人為『曾孫』。」12武夷君宴席散會之

際，一位少年侮謾仙靈，結果「一夕，山心悉生毛竹如刺，中者成疾，人莫敢

犯。」13
 

李商隱融合了《抱朴子》和陸羽〈武夷山記〉的典故，幻想過去武夷山上

有仙人，仙人降臨時簫鼓齊奏，賜予凡人流霞一杯，於是凡人也能昇天成仙。

可惜後來有人對仙人不敬，惱怒的仙人讓山中生滿了如刺的毛竹，不但仙靈不

再降臨，人們也再不能輕易入山了。神仙境地從「開放」到「禁絕」，更加強

武夷山吸引遊人的神祕氣息。 

北宋楊億(974-1020)為建州浦城人(今福建省浦城)，距離武夷山不遠，范仲

淹(989-1052)〈楊文公冩真讚〉云：「楊公以武夷之靈，降于我宋。」14盛讚楊

億宛若武夷山的仙靈降生於宋朝。楊億名其著作為《武夷新集》，其〈武夷山〉

詩，營造深邃古遠的自然氛圍： 

靈嶽標真牒，孤峰入紫氛。藤蘿暗仙穴，猿鳥駭人羣。古道千年在，懸

流萬壑分。漢壇秋蘚駁，誰祀武夷君。15
 

到武夷山尋幽探勝，人跡罕至，只見斑駁的苔蘚和蔓生的藤蘿。被遊人驚擾的

猿猴飛鳥，打破了沈寂，武夷山彷彿被世人遺忘，連祭祀武夷君都斷絕了。 

除了攀登山峰，遊覽武夷山最特別的是逆流而上，溯溪九曲。北宋韋驤

(1033-1105)對此印象深刻，有詩云：「泝溪遊覽絶塵紛，看盡奇峰過所聞。」16

「一溪秋水碧溶溶，逆棹扁舟遡晩風。」17
 

綜合而言，宋代以來的武夷山遊觀書寫，主要含蘊三種內容：道教神仙傳

說、山峰洞窟之奇景和逆溯九曲溪。筆者以為：天下名山大川總引發人們遐思

                                                 

12〔宋〕張君房：《雲笈七籤》  (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第 4 冊，卷 96〈人間可哀

之曲一章并序〉，頁 2099-2100。 

13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武夷山志》，頁 147。 

14〔宋〕范仲淹：《范文正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卷 5〈楊文公寫真讚〉，頁 28b，總頁 609。 

15〔宋〕楊億：《武夷新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卷 4，頁 15a，總頁 395。 

16〔宋〕韋驤：《錢塘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6〈遊武夷山二絶〉之一，頁 21a，總頁 497。 

17〔宋〕韋驤：《錢塘集》，卷 6〈遊武夷山二首〉之一，頁 21a，總頁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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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為其編排故事，武夷攬勝也不例外。武夷棹歌值得關注，是呈現了移動

的風景中的觀看視域，以及隨之而興生的，人與自然的對應關係。 

此外，南宋遺民陳普(1244-1315)以理學家的觀點註解朱熹武夷棹歌，指出：

「朱文公九曲，純是一條進道次序。」18，分析十首棹歌於「道之全體」、「道

統傳承」、「下學上達」、「日用之常」等等修道歷程的喻意。陳普的見解對

朝鮮儒學者繼承與發揚朱子學說影響深遠19，筆者日後將另作專文探討，此不

贅述。 

三，朱熹的武夷棹歌 

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棹歌，可追溯至楚辭〈漁父〉，文中屈原與漁父江邊問

答，最後「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漁父所鼓之「枻」，為一種短槳。「棹歌」

之「棹」，又作「櫂」，也是一種船槳。 

漢武帝(西元前 156-87)〈秋風辭〉：「泛樓舡兮濟汾河，横中流兮揚素波。

簫鼔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20和楚辭〈漁父〉一樣，採用騷體唱嘆

的形式。 

樂府相和歌辭瑟調有「棹歌行」，鮑照(414-466)有〈代櫂歌行〉： 

羈客離嬰時，飄颻無定所。昔秋寓江介，兹春客河滸。往戢于役身，願

言永懷楚。泠泠鯈躍潭，邕邕鴈循渚。飂戾長風振，搖曳髙帆舉。驚波

無留連，舟人不躊竚。21
 

                                                 

18
 〔宋〕朱熹撰，〔宋〕陳普註：《武夷櫂歌》(台北：藝文印書館，年《百部叢書集成

》據光緒八年〔1882 年〕上海黃氏重刻日本林衡輯刊《佚存叢書》本)。按：林衡輯刊

《佚存叢書》有寬政 13 年〔1801 年〕本，蓋或刊行於當時。  

19
 據韓國學者沈慶昊教授研究，陳普註解的朱熹〈武夷櫂歌〉於朝鮮明宗八年(1553)與宋

代蔡模註解的朱熹〈齋居感興〉詩合刻，題為《文公朱先生感興詩》，由此可知陳普註

解的朱熹〈武夷櫂歌〉流傳於朝鮮。見沈慶昊：〈朱子 『齋居感興詩』와 

『武夷櫂歌』의 조선판본〉，《書誌學報》 第 14 號 (1994 年)，頁 3-36。沈慶昊著，

金培懿譯：〈關於日本漢文學歷史展開之一考察：與韓國漢文學作比較〉，張寶三，楊

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 ，頁 274。 

20〔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 年)，第 4 冊，卷 45

，頁 2025-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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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賓王(640-684)有〈棹歌行〉： 

寫月圖黄罷，凌波拾翠通。鏡花搖菱日，衣麝入荷風。葉露舟難蕩，蓮

疎浦易空。鳳媒羞自託，鴛翼恨難窮。秋帳燈光翠，倡樓粉色紅。相思

無别曲，併在棹歌中。22
 

戴叔倫(732-789)〈蘭溪棹歌〉： 

涼月如眉掛柳灣，越中山色鏡中看。蘭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鯉魚來上灘。
23

 

蘇軾(1037-1101)〈前赤壁賦〉：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

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以上這些棹歌，猶如《樂府解題》所云：「但言乘舟鼓棹」24，強調的是

行船人的情懷，對於船上所見到的景致較少著墨。 

朱熹〈武夷棹歌〉和戴叔倫一樣，是七言絕句，十首詩以第一首為序曲，

其後九首由第一曲開始，逐一描繪九曲溪的風光： 

武夷山上更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奇絕處，櫂歌閑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幔亭峯影蘸晴川。虹橋一斷無消息，萬壑千巖鎖翠煙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臨水爲誰容。道人不作陽臺夢，興入前山翠幾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櫂幾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許，泡沫風燈敢自憐。 

四曲東西兩石巖，巖花垂露碧〔毛監〕毿。金雞叫罷無人見，月滿空山

水滿潭。 

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煙雨暗帄林。林間更客無人識，欵乃聲中萬古心。 

六曲蒼屏遶碧灣，茅茨終日掩柴關。客來倚櫂巖花落，猿鳥不驚春意閑。 

                                                                                                                                          

21〔南朝宋〕鮑照：《鮑明遠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卷 3，頁 10a，總頁 576。 

22〔唐〕駱賓王：《駱丞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卷 2，頁 51，總頁 421。 

23〔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74，頁 3099。 

24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卷 40，頁 10a，總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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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曲移船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人言此處無佳景，只更石堂空翠寒。
25

 

八曲風煙勢欲開，鼓樓巖下水縈洄。莫言此處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帄川。漁郎更覓桃源路，除是人間別更天。
26

 

朱熹的武夷棹歌雖然是在武夷精舍閒居時戲作，對九曲溪的導覽卻能栩栩

如生，顯見他十分熟悉九曲溪的地理環境。在寫作武夷棹歌之前，朱熹已經與

友人和門生多次遊九曲溪，在第六曲響聲岩上，有「逝者如斯」的擘窠大字，

附近還留下淳熙乙未(二年，1175)、淳熙戊戌(五年，1178)和淳熙辛丑(八年，

1181)的遊記題刻。27
 

我們不清楚當時武夷九曲溪上的行船人是否唱著地方棹歌，朱熹的遊戲之

筆將親身的體驗化為流動的畫卷。在此流動的畫卷中，鋪展了九曲溪的地景空

間。 

學者指出：「所謂地景(landscape)，是人與地方(place)互涵共生而形成的一

個情感性與意義性的空間。如果說地方是一個『有意義的區位』(a meaningful 

location)，是人類創造的有意義的空間，那麼地景則著重於人在地方空間中，地

方是觀者必須置身其中，而地景定義中觀者則位居地景之外。」28「如果我們將

空間視為允許移動，那麼地方就是暫停；移動中的每個暫停，使得區位有可能

轉變成地方。」29
 

九曲溪其實並不是九個天然的溪流彎口，九道風景的區分是一種刻意的「移

動中的暫停」。換言之，武夷山的自然空間裡，九曲溪是被定義、被命名的地

方；而「九曲」之名，是置身九曲溪之外，以鳥瞰的角度被認識的地景概念。

                                                 

25此詩後二句又作「却憐昨夜峰頭雨，添得飛泉幾道寒」。 

26
 〔宋〕朱熹著，陳俊民校訂：《朱子全集》，第 2 冊，卷 9，頁 302-303。莫礪鋒：《

朱熹文學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77-80。 

27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編：《武夷勝境理學遺迹考》 (上海：三聯書店，1990 年)，頁 190

。 

28季進：〈地景與想像──滄浪亭的空間詩學〉，《文藝爭鳴》2009 年第 7 期，頁  121-128

。 

29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5.中譯本見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

》(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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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順流還是溯溪，如果不刻意標記，行船的過程中很難數算溪水幾度曲折。

「九曲」之數是自東而西，從「一」到「九」，人為的訂定序列。現存的地方

圖志，例如清代王復禮《武夷九曲志》30中的版畫插圖，便是由高處俯視，以

顯現九曲溪各曲的溪流與山峰位置關係。 

舟行九曲溪，視線不免被應接不暇的丹山碧水變得目眩神迷，因而要為山

峰峽谷洞窟命名，讓移動中的空間有稍作視線停駐的地方。從外形之高聳稱之

為「天柱峰」；添加神話想像成為「大王峰」，遊人經導覽辨識，產生對九曲

溪的視覺印象。 

朱熹武夷棹歌的書寫架構，即符合上述的基本原則。首句「武夷山上有仙

靈，山下寒流曲曲清」，「山上」和「山下」，標示出九曲溪與武夷山的對應

關係31。九曲溪各曲的清澈流水，彷彿受到武夷山上的仙靈庇佑，在此奇特的

天地山川中，作者的棹歌為人細解其端詳。 

遊人從一曲上船，看到的是幔亭峰。幔亭峰峰頂平廣，傳說武夷君在此宴

飲款待鄉人。遊人仰觀幔亭峰，再俯看水上幔亭峰的倒影，環顧四周，已不見

武夷君與人間交通的虹橋，唯有數不清的山岩青峰圍繞。 

二曲溪南矗立著玉女峰，與一曲溪北的大王峰遙遙相對。玉女峰頂雜生草

木，宛如少女簪花，民間傳說玉女與大王為一對戀人，因遭天神反對而被化為

兩座互望的山峰。玉女和大王情緣破滅，而今插花裝扮，臨水照容，又是為了

誰呢？朱熹在此不做巫山神女的綺夢，經過玉女峰，繼續前行。 

三曲岩壁間停著懸棺──架壑船。懸棺之謎，至今未解，時代約三千至四

千年前。朱熹不附會神仙故事，認為他們是停棹於此的先民。由懸棺感悟人世

間滄海桑田的變化，以及生命如泡沬風燈之短暫易逝。 

前面先仰望，再俯視的視線上下遊移，到了四曲，隨著溪流的南北走向，

轉為東西觀看。溪兩側的石岩是大藏峰和仙釣台，岩上垂墜的花木猶帶朝露，

在碧綠的葉片上晶瑩剔透，有如散亂的鳥羽。大藏峰絕壁處有金雞洞，金雞司

晨，傳說武夷金雞會從琅玕岩飛來，棲息於此，但無人見過。大藏峰下是臥龍

潭，傳說古代有孽龍率九子來此，作惡擾民，後被仙人許旌陽斬除，一幼龍願

皈依仙家，留在潭中護持武夷山水。32朱子武夷棹歌第四曲寫的是黎明前的光

                                                 

30〔清〕王復禮：《武夷九曲志》(台南：莊嚴出版社，1996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據浙江省圖書館藏康熙 57 年刻本)，總頁 226-242。 

31金銀珍：〈”武夷棹歌”空間結構探微〉，《武夷學院學報》第 27 卷第 1 期(2008 年 2 月)

，頁 38-42。 

32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武夷山志》，頁 140-141。 



 

11 

景，末句「月滿空山水滿潭」，既形容臥潭幽深寧靜，也使人聯想五代藻光禪

師在武夷山悟道「天心明月」即佛性真如，法喜圓融，影響朱熹「理一分殊」

之說。33
 

五曲是九曲溪的中心區域，地勢平曠，武夷精舍倚大隱屏而建，有山高雲

深氣象。朱熹於此講學，不求聞達，即使煙雨濛濛，平林晦暗，在欸乃的撐船

聲底，仍堅持與生徒共研聖賢經典，探索真理明義。 

到了第六曲，九曲溪又作 180度的大轉折，故云「蒼屏繞碧灣」。繞過灘

口之後，水淺地緩，岸上有住民和古寺，遊人可以捨舟登岸，享受悠然閒情。 

回到舟中，至第七曲。獺控灘至芙蓉灘水流險急，舟子小心翼翼，船行遲

緩。經過第六曲的大轉折，可以回望五曲大隱屏和六曲仙掌峰。七曲北面的三

仰峰，海拔 700多公尺，是武夷九曲中的最高峰。詩人從第七曲轉看來時路，

「只有石堂空翠寒」，欣賞第六曲「陷石堂」青翠幽峭之美。 

八曲的鼓樓岩也是武夷山三十六峰之一，附近群峰不如前幾曲緊湊繁多，

予人視野開闊之感。由於較少聚焦的景點和傳說故事，遊人一般認為此處並無

佳景，因而興趣缺缺。朱熹則欣賞此處遊人稀少的清靜。 

溯溪九曲的終點是一野平川，使人眼前豁然開朗。人煙聚集的星村，有百

姓的屋舍農田，歷經長途舟行，峰迴溪轉，徜徉仙靈神話後，平川的景象宛若

世外桃源。尋覓桃源的武陵漁夫無需遠求，除非人間之外還別有天地。 

四，追隨朱熹唱和者的武夷棹歌 

宋代追隨朱熹寫作武夷棹歌最早者為韓元吉(1118-1187)，其《南澗甲乙稿》

卷六有〈次棹歌韻〉，即次朱熹詩韻，今僅餘第七首寫六曲： 

宛宛溪流九曲灣，山猿時下鳥關關。釣磯茶竃山中樂，大隱蒼屏日月閑。
34

 

                                                 

33彭亮：〈九曲棹歌：隨朱熹放舟武夷山〉，《風景名勝》2008 年第 9 期，頁 66-73。 

34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上卷，頁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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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唱和朱熹武夷棹歌的詩人，包括辛棄疾(1140-1207) 、歐陽光祖、留元

綱35
(1179-?)和方岳(1199-1262)等，皆作一組十首詩36，其中留元綱和方岳為次

韻唱和。在作品結構上，歐陽光祖和留元綱仿傚朱熹，依照一至九曲的順序逐

一歌詠。辛棄疾和方岳不在每首詩中標明第幾曲，但是大致含括各曲的主要景

觀。 

紹熙四年(1193)年37，辛棄疾造訪朱熹，兩人同遊武夷九曲，辛棄疾作〈遊

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 

一水奔流疊嶂開，谿頭千步響如雷。扁舟費盡篙師力，咫尺帄瀾上不來。 

首篇形容溯溪之費力。眼前展現兩岸崇高的山壁，水流霍霍。 

山上風吹笙鶴聲，山前人望翠雲屏。蓬萊枉覓瑤池路，不道人間更幔亭。 

至一曲，望幔亭峰，武夷君大宴鄉人之處。《列仙傳》載，仙人王子喬好吹笙，

嘗於七月七日乘白鶴駐緱氏山頭。詩人先仰觀峰頂，「山上」彷彿傳來仙人樂

聲；而後隨船行方向，視線稍往下，轉向「山前」的幔亭峰。此處已如仙境，

不必另尋蓬萊瑤池。  

玉女峰前一櫂歌，煙鬟霧髻動清波。遊人去後楓林夜，月滿空山可奈何。 

二曲玉女峰，峰頂雲霧繚繞。用朱熹詩第五首「月滿空山水滿潭」句，臆想玉

女孤立溪岸之寂寞。 

見說仙人此避秦，愛隨流水一溪雲。花開花落無尋處，彷彿吹簫月夜聞。 

三曲架壑船。詩人附和朱熹認為懸棺是先人避亂而來，終老於此的見解。 

千丈攙天翠壁高，定誰狡獪插遺樵。神仙萬里乘風去，更度槎枒箇樣橋。 

四曲溪南大藏峰，中有金雞洞，洞內排列船棺，古人稱之為「虹板」。詩人想

像那是仙人遺樵，是神仙離去後留下的虹橋故跡。 

山頭更路接無塵，欲覓王孫試問津。瞥向蒼崖高處見，三三兩兩看遊人。 

                                                 

35
 《全宋詩》和《全宋文》作「留元剛」，今依其於武夷九曲之題刻改正。《全宋詩》

又有名「劉元剛」者，編者誤植留元綱詩於劉元剛名下。  

36留元綱詩現存七首，缺第一首序曲和第四、第六曲詩。  

37蔡義江、蔡國黃：《辛棄疾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7 年)。一作 1192 年，見鄧廣銘

輯校審訂，辛更儒箋注：《辛稼軒詩文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184-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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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五曲，詩人已經適應仰觀和遠望的遊覽方式，開始調整目光：「覓」、

「瞥」、「見」、「看」，雖然還是採取仰角，觀看的態度因主觀的意識而變

換。既看其「有」：「有山」、「有路」、「有人」；又想其「無」：「無塵」，

欲「無中尋有」：「覓王孫」。朱熹〈行視武夷精舍作〉云：「好鳥時一鳴，

王孫遠相喚。」自註：「山多獼猴。」38祝穆《方輿勝覽》卷十一註武夷山云：

「在建安南三十里，山多獼猴。」武夷山既以獼猴多聞名，詩人不免也想應證

一番，不過放眼望去，並無蹤影，故而曰「覓」。覓王孫而問津，不可思議，

莫非此王孫乃仙人化身？ 

巨石亭亭缺齧多，懸知千古也消磨。人間正覓擎天柱，無奈風吹雨打何。 

至第六曲，又是一覓。千古巨石上參差斑駁，盡是歷歷消磨的痕跡。「擎天柱」

既指天柱峰，而人間尋求的擎天柱，任憑風吹雨打而屹立不搖的，或許就正是

著書講學於武夷山的朱熹。 

自更山來幾許年，千奇萬怪只依然。試從精舍先生問，定在包犧八卦前。 

辛棄疾自註：「精舍中有伏犧塑像，作畫八卦。」延續前一首由九曲舟行見天

柱峰，聯想朱熹為當今擎天之柱，此詩直指精舍先生朱熹。在朱熹研治的包犧

畫八卦之前，天地萬物便已存在，武夷山的千奇萬怪至今依然。 

山中更客帝王師，日日吟詩坐釣磯。費盡煙霞供不足，幾時西伯載將歸。 

此詩專詠朱熹，推崇朱熹如輔佐周文王(西伯)的姜太公39，為帝王之師。釣磯

在九曲第五曲，即武夷精舍附近，朱子於山林水畔讀書吟詩，超然塵俗。 

行盡桑麻九曲天，更尋佳處可留連。如今歸棹如掤箭，不似來時上水船。 

到了第九曲的平疇農村，結束九曲溪遊歷，令人留連忘返。回程順流而下，比

來時速度快多了。 

朱熹的弟子歐陽光祖，字慶嗣，建寧府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孝宗乾

道八年(1172)進士。歐陽光祖〈和朱元晦九曲櫂歌〉如下： 

聽取漁歌說武夷，武夷九曲水漣漪。放舟理櫂從頭去，三十六峰天下奇。 

一曲回看天鑑池，一邊草木與雲齊。金龍玉簡無尋處，花自春風鳥自啼。 

玉女峰臨二曲流，刳心學道幾春秋。東風不信心如鐵，却放石楠花滿頭。 

仙人駕船朝上真，三曲溪流日淺清。讀書巖前聞鶴唳，恐是舊時絃誦聲。 

                                                 

38
 〔宋〕朱熹著，陳俊民校訂：《朱子全集》，第 2 冊，卷 9，頁 297。 

39
 事見《史記．齊太公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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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金雞啁哳鳴，仙機巖前冬復春。繫舟四曲看題石，詩與人存今幾人。 

五曲溪回屋數椽，上依翠壁下流泉。幽居不用立名字，大隱一峰高插天。 

仙掌峰邊仙浴堂，泉聲戛戛潄琳琅。流從六曲灘頭去，猶帶落花風裏香。 

七曲溪邊古寺基，石塘春水綠漪漪。澄波不見招提影，只更山光似舊時。 

神仙蛻骨鼓樓山，一去丹霄更不還。停舟八曲訪遺迹，風雨蕭蕭生暮寒。 

遊遍丹山與翠崖，新村渡口日西頹。神仙更無不可問，欵乃數聲歸去來。
40

 

一組十首詩大致遵循朱熹的筆調，增加一些朱熹未直接提及的景點，例如

一曲投「金龍玉簡」的沖佑觀，三曲的「讀書岩」，四曲的「仙機岩」、「題

石岩」，六曲的「仙掌峰」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歐陽光祖描述武夷九曲的神仙傳說佚聞遺跡，但強調「神

仙有無不可問」，更關注的是古往今來之中的恆常(不變)與異動(變)。在詩的末

句，經常流露自然景物歷時不移的悠遠情懷：「花自春風鳥自啼」、「猶帶落

花風裏香」、「只有山光似舊時」。相對於此，人世間的滄桑便顯得禁不起考

驗──「詩與人存今幾人」，題石岩上的題刻者已成雲煙，甚至文字也磨滅。

讀書岩前「恐是舊時絃誦聲」的遺響，其實是鶴唳，而鶴唳也可能出於詩人的

幻想。 

留元綱，字茂潜，號齊雲山人，晚號雲麓子，泉州永春(今福建永春)人，

為賢相留正（1129-1206）之孫。寧宗開禧元年（1205）試中博學宏詞科，特賜

同進士出身。武夷九曲有留元綱於嘉定丙子九年（1216）遊覽的題刻。其〈武

夷九曲棹歌〉留存不全，仍可一窺梗概： 

一曲初篙上水船，翠峰蒼壁挾洄川。綵幢幔屋今何在，空更丹爐石鼎煙。 

二曲崚嶒三石峰，當時秦女採芙蓉。至今湯沐臨清泚，不作巫陽十二重。 

三曲懸崖插匭船，春秋八百又千年。不知天地黄心木，控鶴仙人肯汝憐。 

五曲雲崖更許深，石門書屋著修林。堂堂不泯清風在，一片寒潭印我心。 

七曲催船快上灘，好山留與漫郎看。經行雪瀑仙屏下，恍記齊雲夜帳寒。 

八曲山雲斂復開，長年倚櫂立徘徊。俄然聽得林間語，知道新村貰酒來。 

                                                 

40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 ，冊 48，卷

2612，頁 3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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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遥岑更鬰然，板橋漁市引長川。喚回白馬賓雲夢，來看桑麻萬里天。
41

 

留元綱的武夷棹歌詩中，有關神仙傳說的部分可見於祝穆的記載： 

武夷山第十六昇真元化洞天。昔更神仙降此曰武夷君，統録地仙，授館

於此，兩岸絶壁人跡罕到，清溪九曲流出其間。俗傳玉帝與太姥魏真人、

武夷君建幔亭，綵屋數百間，施雲裀紫霞褥，宴鄉人男女千餘人於其上，

皆呼為曾孫。酒行，命奏賓雲之曲。石壁上更室，曰昇真洞，洞中更神

仙蛻骨，莫記其數。室前更黄心木棧，又更四木舡，兩兩相覆，亦盛仙

骸，半枕室棧，不墜不壞，其下曰「沖佑觀」，遊山者自此買舟泝流而

上觀之。42
 

類似的內容也見於祝穆《方輿勝覽》引《古紀》、《雲笈七籤》卷九七引

陸羽的〈武夷山記〉、清代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七引祝穆的〈武夷山記〉等

等。 

此外，描寫二曲玉女峰時，詩人用樂府〈陌上桑〉貞潔的秦女羅敷，以及

古詩十九首裡〈涉江采芙蓉〉「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暗喻玉女對情愛

的堅決。 

七曲「好山留與漫郎看」中的「漫郎」，指唐代元結(719-772)。顏真卿(709-785)

〈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銘序〉：「將家瀼濱，乃自稱浪

士，著《浪説》七篇。及為郎，時人以浪者亦漫為官乎，遂見呼為『漫郎』。」
43秦觀(1049-1100)有〈漫郎〉：「元公機鑒天所高，中興諸彥非其曹。自呼漫郎

示真率，日與聱叟為嬉遨。」44陳與義(1090-1138)〈漫郎〉詩：「漫郎功業大悠

然，拄笏看山又十年。」45元結愛山，故而留元綱詩云「好山留與漫郎看」，

遊人不得不催促著船夫趕緊撐篙跋涉險灘。 

                                                 

41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 55，卷 2889，頁 34458。 

42〔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前集》，卷 34〈武夷冲佑觀〉，頁 37b-38a，總頁 566。 

43〔唐〕顏真卿：《顏魯公文集》，收於《山東文獻集成》(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25 冊，卷 5，頁 9b，總頁 75。 

44〔宋〕秦觀：《淮海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1 年《四部備要》本)，卷 3，頁 11b

。 

45〔宋〕陳與義：《增廣箋註簡齋詩集》(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宋集珍本叢刊》本)

，卷 11，頁 2b，總頁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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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援用了神仙傳說典故，留元綱欣賞的還是人間桃源。九曲「喚回白馬

賓雲夢」，「賓雲」即武夷君命樂師演奏的「賓雲之曲」。「白馬」事如《歷

世真仙體道通鑑》所云：天台山元靈老君，遣第七仙子，騰雲駕鶴，遊歷武夷

山，號為控鶴仙人。昔有魏王，名子騫，為墜地仙人，後於此山得道46。又有張

湛等人，同詣此山求道，偕至謁魏王，為地主。會天亢旱，魏王寘酒酺祭仙祈

雨，時控鶴仙人承雲鶴白馬，從空中而下，遂霈雨澤，張湛等因獲見。時張湛

獻仙人詩一絕云：「武夷山下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裏只聞三奠酒，龍

潭陂上雨雰雰。」47留元綱不做白馬賓雲之夢，「桑麻萬里」、「板橋漁市」，

才是他嚮往的生活境地。 

同樣的，方岳的想法也是如此。方岳，字巨山，號秋崖，祁門(今屬安徽)

人。理宗紹定五年(1232)進士，其〈又和晦翁櫂歌〉云： 

燒藥爐存草亦靈，煮茶竈冷水猶清。老僊一去無消息，只更飛泉落珮聲。 

桃花認得捕魚船，醉著歸來月滿川。山鬼已磨蒼玉碧，要留名字與風烟。 

家在清溪第幾峰，誰搴薜荔採芙蓉。漁歌未斷忽歸去，翠壁一重雲一重。 

羣仙曾此醉〔酉光〕船，插向蒼厓不記年。蕙帳夜寒聞鶴語，人民城郭

自堪憐。 

宿雨留雲被半巖，晴光飄散雪毿毿。沾衣不識骨輕重，下更老龍無底潭。 

竹遶寒棲蘚徑深，莖莖手種玉成林。翠屏向晚無人對，猶識先生一寸心。 

又撐小艇過前灣，竹外庵居晝掩關。桃李無言開未了，春風元自不曾閒。 

雲氣藏山雪捲灘，地靈不與俗人看。一篙略借秋崖便，九曲欲窮山雨寒。 

莫說水窮山勢開，匆匆急棹酒船回。溪山欲盡興無盡，撐入白雲深處來。 

乘興而來亦偶然，誰將陰壑作晴川。笋輿更問星村路，去看溪南一線天。
48

 

武夷九曲的名勝被融化於詩中，沒有一一點明。對詩人而言，武夷九曲之

遊並不是一趟閱歷山水奇景，妝點仙靈神話的旅程。他首先便破解道：「老僊

一去無消息」，即使武夷有地靈，也「不與俗人看」。詩人雖然不承認自己和

                                                 

46按：即前註之「魏真人」。 

47〔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收於《正統道藏》  (台北：新文豐出版，1988

年)，冊 8，卷 4〈武夷君〉， 頁 349。  

48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 61，卷 3198，頁 3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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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遊客都是俗人，但是此處有「人民城郭」、有人間煙火、有山居人家，是

可遊可居之處。 

在方岳看來，武夷九曲的空間裡，人世的成份遠大於仙界，因此他非僅不

大傾心於神仙瑣談，還比較在意朱熹對武夷的貢獻和影響。「翠屏向晚無人對，

猶識先生一寸心」、「桃李無言開未了，春風元自不曾閒」，談的都是朱熹。

《史記．李廣將軍傳》有「桃李無言，下自成蹊」之語，朱熹幽居武夷，學養

及品格感召其追隨者，從學於朱子，如沐春風。 

 

五，白玉蟾的武夷棹歌 

白玉蟾本名葛長庚，因繼雷州白氏爲後，改今名。字白叟、號海瓊子、海

南翁、瓊山道人、蠙菴、武夷散人等，閩清（今屬福建）人，生於瓊山（今屬

海南）。白玉蟾師事陳楠學道，遍歷名山。寧宗嘉定中詔赴闕，命館太乙宮，

賜號紫清明道真人，為全真教南宗五祖。49
 

白玉蟾八度造訪武夷山50，有《武夷集》，包括〈題武夷五首〉、〈武夷

雜詠十首〉等作品，其〈九曲櫂歌〉云： 

三十六峰真絕奇，一溪九曲碧漣漪。白雲遮眼不知處，誰道神仙在武夷。 

幔亭峰下泛仙船，洞口瓊花鎖翠煙。一自魏王歸絳闕，至今哀怨嶺頭猿。 

山下于今幾代孫，當時簫鼓寂無聞。丹爐復爾生春草，玉女峰前空白雲。 

仙舟停棹架巖頭，黄鶴歸天今幾秋。滿洞桃花人不見，一溪綠水爲誰流。 

萬頃秋光無著處，滿潭清水瑩青銅。金雞叫落山頭月，淡淡寒煙颯颯風。 

聞道誰知鐵笛聲，石崖轟裂老龍驚。當年人已服丹去，千古荒亭秋草生。 

仙掌峰前仙子家，客來活火煮新茶。主人摇指青烟裏，瀑布懸崖剪雪花。 

寂寂秋煙鎖碧灣，往年此地更禪關。水神移入龍宮去，一夜風雷吼萬山。 

                                                 

49詹石窗：《南宋金元道教文學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年)。王家忠：〈白

玉蟾與金丹派南宗〉《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第 15 卷第 2 期(2002 年)。 

50蘭宗榮：《白玉蟾武夷山行跡考論》(濟南：山東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碩士論文，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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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點沙鷗泛碧流，蘆花兩岸暮雲愁。鼓樓巖下一聲笛，驚落梧桐飛起秋。 

山市晴嵐天打圍，一村雞犬正殘暉。稻田高下如棋局，幾點鴉飛與鷺飛。
51

 

第一首宏觀武夷九曲和三十六峰，點明此處為神仙府地。 

第二首寫一曲幔亭峰，用魏王子騫和武夷君在幔亭峰大宴鄉人而後離去的

典故。 

第三首寫二曲玉女峰，古人煉丹成仙，已經過了數代，丹爐也長出了青草。 

第四首寫三曲架壑船，傳說懸棺內是成仙昇天者的遺骸。 

第五首寫四曲金雞洞，仿照朱熹「月滿空山水滿潭」之句，即前述藻光禪

師悟道之意。 

第六首寫五曲鐵笛亭。鐵笛亭乃朱熹依胡寅(1098-1156)事蹟修復。朱熹〈武

夷雜詠〉之〈鐵笛亭〉詩前有小序云： 

山前舊更「奪秀亭」，故侍郎胡兯明仲嘗與山之隠者劉君兼道遊涉而賦

詩焉。劉少豪勇，游俠使氣，晚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間。善吹鐵笛，更

穿雲裂石之聲。胡兯詩更「更煩横鐵笛，吹與衆仙聽」之句。亭今廢久，

一日與客及道士數人尋其故址，適更笛聲發於林外，悲壮回鬱，巖石皆

震，追感舊事，因復作亭，以識其處，仍改今名。52
 

胡寅〈遊武夷贈劉生〉詩： 

六曲睎真館，千松奪秀亭。回橈失相值，載酒約重經。小雨裝圖畫，紅

塵隔杳冥。更煩横鐵笛，吹與衆仙聆。53
 

第七首寫六曲仙掌峰。第八首寫七曲石塘寺。第九首寫八曲鼓樓岩。第十

首寫星村。 

白玉蟾還有〈九曲雜詠〉詩： 

流水光中飛落葉，白雲影裏噪山禽。人間幾度曾孫老，只更青山無古今。 

一曲昇真洞 

                                                 

51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 60，卷 3138，頁 37605。 

52
 〔宋〕朱熹著，陳俊民校訂：《朱子全集》，第 2 冊，卷 8，頁 300。 

53
 〔宋〕胡寅《斐然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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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得來尋仙子家，昇真洞口正蜂衙。一溪春水漾寒碧，流出紅桃幾片花。 

二曲玉女峰 

插花臨水一竒峰，玉骨瓊肌處女同。煙袂霞衣春帶雨，雲鬟霧髩曉梳風。 

三曲仙機巖 

織就霓裳御冷風，玉梳隨手化成龍。天孫歸去星河畔，滿洞白雲機杼封。 

四曲金雞巖 

水滿寒潭渾著月山，藏空谷正呑煙。金雞初報洞中曉，吚喔一聲飛上天。 

五曲鐵笛亭 

滿天沆瀣起清風，白鶴飛來上翠松。月冷山空吹鐵笛，一聲喚起玉淵龍。 

六曲仙掌峰 

仙子捫蘿上翠崖，巖頭舊更鍊丹臺。至今石上留仙掌，十指春葱倩綠苔。 

七曲石塘寺 

髙僧參透趙州禪，拔寺移歸兜率天。天聖二年二月朔，一宵雷雨撼山川。 

八曲鼓樓巖 

萬丈髙崖聳石樓，雲翬煙浦瞰寒流。幔亭昔聚曾孫宴，石皷拏歸古渡頭。 

九曲新村市 

落日移舟上碧灘，桃花林外見青山。耳邊忽爾聞雞犬，不遇劉郎不肯還。 

對照〈九曲雜詠〉和〈九曲棹歌〉，可知各曲突顯的景點一致，詩歌內容

也大同小異，詩人往往以笛聲或雞鳴打破周遭的寧靜，形成靜中有動的態勢。

在白玉蟾看來，武夷山是神仙眷顧過的一方天地，憑弔山水，彷彿仍能尋覓仙

人蹤跡。 

六，結語 

以上分別敘述了武夷山旅遊文化開發的概況，以及唐宋人遊觀武夷山的情

形。朱熹開啟了武夷棹歌的書寫範式，一組十首七言絕句，第一首為序曲，其

後九曲依次寫九曲溪的代表性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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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武夷九曲的空間布局中，宋人形成流轉觀看的移動視線，或向上仰視、

或朝下俯瞰，時而左右顧盼，並且回望過去的風景。這種視線的變化直接反映

於詩作內容，在如歌的節奏裡起伏跌宕。 

武夷山以道教福地洞天聞名，宋人的武夷棹歌也涉及相關的神仙傳說。然

而相對於道教典籍和地方志的記載，宋代的武夷棹歌較具人間煙火氣息，朱熹

的作品如遊戲筆墨的仿民歌；朱熹的追隨者如歐陽光祖，則認為神仙有無不可

探問。至於道士白玉蟾的武夷棹歌，在神仙離去後的幽寂清靜裡，聽見了宛若

來自仙界的遺響。 

武夷九曲的山峰、洞窟、深潭，大多都富有神仙或宗教意味，在自然的地

理形勢中，隱含溝通或指涉另一空間(「他界」)的內涵。儘管那些傳說故事基

本上只是從外形來想像編造，試圖解釋自然景觀的成因，其流傳講述的過程卻

深化了「他界」與「此界」的連帶關係。也就是說，在實存可見的地景空間裡，

存在著凡眼未及的異次元。從異次元降臨此界的異人，遊觀一番後重返他界，

留下遺跡；相對的，此界的非常人物也可能遊觀他界，或者被他界的異人變成

組成自然景觀的一部分。宋人的武夷棹歌雖然沒有全盤否定「他界」，但是強

調在「此界」的視覺經驗，眼見為信，於是神祕性逐漸減少，朱熹詩「除是人

間別有天」，即是標誌式地把武夷山的福地洞天落實為人所居住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