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門內的莊子 

楊儒賓著 

 

目次 

序言  

 

導論——道家之前的莊子  

一、前言——回到原點  

二、《莊子》與莊子  

三、道之行程即體道之旅  

四、兩種渾沌與孔老  

五、從氣化主體到形氣主體  

六、結論——「儒門」的合法性  

 

壹、莊子與東方海濱的巫文化  

一、前言  

二、《莊子》古本與巫  

三、東方的神話空間：姑射山  

四、「西方的」神話空間：崑崙山  

五、天文知識與昇天  

六、鳥與風  

七、漆園、長桑君與東海  

八、結論——殷商文化的折射  

 

貳、儒門內的莊子  

一、一條明顯而又受忽視的線索  

二、孔子在《莊子》內篇  

三、同鄉與同族  

四、《易》風《庸》魂  

五、莊子的「物」與「庸」  

六、結論——密拿瓦之鷹是否飛得太晚？  

 

叁、遊之主體  

一、釋義：「主體」與「遊」  

二、形—氣—神＝主體  

三、天均主體與氣化世界  

四、物化＝物  

五、心有天遊  



六、乘物遊心  

七、結語——未濟的圓遊  

 

肆、莊子的卮言論  

一、前言  

二、無言的理由  

三、渾圓的卮言  

四、三言與滑稽  

五、形氣主體與卮言的生成  

六、兩行的「道言」  

 

伍、卮——道的隱喻  

一、前言  

二、歸墟  

三、渾天  

四、陶均  

五、風  

六、無盡的身體  

七、結論  

 

陸、技藝與道  

一、兩種知與兩種技藝  

二、純白不備  

三、官知止而神欲行  

四、所見無全牛  

五、技藝與養生  

六、技術的年代  

 

柒、無知之知與體知  

一、前言  

二、神巫之知  

三、「知之濠上」之知  

四、「無知之遊」之知 

五、技藝之知  

六、般若智  

七、直覺之知  

八、體知的復權  

 



捌、莊子與人文之源  

一、重讀的必要  

二、莊老異同  

三、人文的背叛或證成？  

四、人文之源與氣化主體  

五、人文之源：語言與技藝  

六、同一、解構與創化  

七、第三期的人文莊子說  

 

結論——莊子之後的《莊子》  

附錄：從「以體合心」到「遊乎一氣」——論莊子真人境界的形體基礎  

一、離形去知  

二、循耳目內通  

三、聯覺與心凝形釋  

四、心氣同流  

五、解牛的身體基礎  

六、體盡無窮  

 

導論——道家之前的莊子 

一、前言——回到原點 

 本書想回到詮釋的原點，對《莊子》一書重新定位。所謂詮釋的原點也就是《莊子》此

書形成之後而尚未被劃歸學派之前，具體地說，也就是孔老之後、秦漢之前的戰國中期階段

的思想史位置。那個階段的一位思想家莊子生於殷商遺民組成的國家宋國，其時正是後世所

謂的諸子百家蓬勃發展的時期，中原的空氣中浸潤著中國史上最富生機的思想養分，尤其孔

子與老子提供的思想更成了當時不少思想家思索問題的起點。莊子有所思，有所撰述，後來

經過一段我們尚未明瞭的過程，有（或有些）他的學生或私淑者承其意，續有創作，後遂被

集成一部《莊子》古本的著作。在以《莊子》為名的這部先秦古籍中，莊子們（含莊子本人

及其他可能的作者）展開了一種獨特的論述。秦漢以後的史家對此書的論述有所詮釋，並加

以分門分派，莊子本人的思想被列到「道家」名下。本書不認為兩漢史家的歸類是合理的，

所以想回到現行三十三篇本《莊子》展開的思想世界，直接依原始文本立義。然而，以文本

為原點並不表示本書橫空出世，事實上，本書的完成受益於歷代的《莊子》注本非淺，本書

的詮釋背後有《莊子》學史的背景。 

 發軔的原點。然而，「原點」一詞本來即神祕，預設《莊子》注釋史背景的原點更神祕。

如果說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一部原點的《莊子》，一部支持《莊子》原典所展現的原

點之思想世界的《莊子》學史，也都不知該從何說起！ 

 《莊子》文字極佳，卻深邃不好讀。像《莊子》這樣影響兩千多年東亞思想史的著作，

其論點一再被翻新，各種詮釋觀點跨越的幅度很大，卻又常能打動不同時代、不同宗教立場

人士的心靈，它的內容如果不深邃玄妙，是很難想像的。但《莊子》之難讀不僅在內容，連



承載內容的文字該怎麼看，都容易有爭議。《莊子》的文字風格很強，不少謬悠之說與荒唐之

言，像銀河般流動，浩瀚無垠。莊子的作品乍看之下，常不免語義跳脫，文脈多歧，所以才

會有注家的作品和被注解的經典同樣難懂的情況。《莊子》的詮釋空間特別寬闊，此書的特色

在此，後世的爭議也常因為此書的文字風格而引起的。 

 莊子的文字問題和他對語文以及整體智性的價值之定位是分不開的，莊子對語言的正面

功能很懷疑，要不然，不會有〈齊物論〉裡那麼多懷疑語言功能的文句。但莊子對語言也是

很肯定的，我們很少看到一位思想家像〈天下〉篇那般從語言風格界定自己的思想，在東方

固然少見，在西方恐怕也不容易見到。莊子之所以那麼注意語言，甚至可說是耽溺於自己著

作的語言風格，一方面固然因為天下沉濁，世人愚闇，不可與「莊語」。所以他只能使用滑稽

突兀之語，以破執解蔽。但莊子所以選擇語義這麼飄忽難定的詩的語言，不純粹只是技術的

理由，也不只是他是位另類的詩人，因此，握有創新語言的「詩之特權」（poetic licence）。

更根本的原因當是出自他的「變化的世界觀」的考量，莊子一直很想找到一種足以和世界實

相相襯的語言，也就是可以祕嚮旁通、連類無窮的語言。所以他使用文字時，喜歡於諧中帶

正，於隱中帶喻，語義的游離性很強。 

 莊子雖然時常質疑言說的功能，但他卻有所說，至今為止，掛在他名下的文字有三十三

篇，在先秦諸子當中，他的著作的文字算是多的，而且文字的文學質性極高。《莊子》一書引

發了後世連綿不斷的歷史效應，歷代解莊述莊者不知凡幾，受他影響的文人、學者、平民百

姓，更是多到不可勝數。所以我們在今日詮釋莊子，不能不站在兩重文本的基礎上：亦即《莊

子》原始的文本以及歷代注釋《莊子》的文本。原始的《莊子》所說者已不少，歷代注莊文

本說莊者更多。理論上來講，歷代說莊者的合法性要建立在原始文本的莊說的解釋上，才可

以建立起來。但莊子本人已不再能說，所以莊說的原始內涵反而要透過歷代說莊者不斷地詮

釋，其深層旨趣才能彰顯出來。 

 研究莊子學史的學者很喜歡分類歷代的莊注，陳鼓應先生最近為一本《莊子》學史的著

作寫的序言中說道：中國歷代的注莊者常有以佛解莊、以《莊》解莊、以儒解莊以及以《易》

解莊者，紛紜不定。陳先生的感慨自是有為而然，類似的觀察在不少莊子學的著作中也可見

到。筆者很同情近賢的感慨，但也不能不指出：莊子學史觀點下的歸納是後設的觀點，詮釋

者站在後出者的優勢位置，依自己理解的學派屬性，分類以往的莊注著作。這種分類有些便

宜行事，可參考，但作用不大。因為如果我們回到歷代注莊者的立場，我相信大概除了少數

宗教情感特強的僧侶、道士有以佛解莊或以老解莊的意圖之外，絕大部分的注家恐怕都是自

認為想「表莊周之旨趣」，亦即他們都自認為自己是「以莊解莊」者。即使宗教傾向甚強的高

僧高道之解莊，筆者認為他們恐怕也會認為自己的工作是要彰顯莊子的原義，而不是有意亂

接異派思想之枝，以強化自家根本。只不過他們理解的莊子恰好突顯出莊子是老子原義的發

揚者或是佛法東來之前的先行者，其旨歸剛好可以和佛老的真諦相互發揮罷了！如成玄英就

認莊子的意圖本來就想「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所以他才依此一線索，以老子義理

注解《莊子》。即就本書而論，筆者的解莊當然也自認為是「以《莊》解莊」。 

 我們探討《莊子》首先要面對的是一部《莊子》文本與歷代釋莊、述莊者合構成的一部

波瀾壯闊的莊學演變史。如果絕大部分的注莊釋莊者都自許為「以莊解莊」，那麼，我們如何

分辨有效的「以莊解莊」以及無效的「以莊解莊」，這樣的問題就出現了。討論《莊子》詮釋



的有效性，我們首先會面臨兩個很棘手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都是陳年沉痾。一是《莊子》各

篇章的作者問題，《莊子》此書就像一些先秦的典籍一樣，它可能成於眾人之手，而不是出自

單一作者，因此，如何分辨何篇是莊子原著，何者是後人所加，問題就發生了。這件事糾纏

已甚，極難分疏。另外一個問題是《莊子》的語言風格極特別，基本上，我們可以確定莊子

對於知識論導向的敘述極無興趣，他甚至對語言的傳達功能都很懷疑。因此，頗有莊學名家

認為莊子如同後世禪宗，其語詼詭譎怪，正言若反，其旨義不能依一般日常語言下判斷。因

此，《莊子》篇章中的語言到底是直敘的？反諷的？或是詩意的？其性質不免費人猜疑。 

 一部《南華》，到底有幾位作者，已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在此文本身上又附著了歷代流

傳下來的層層疊疊的注解作品，這些衍生出的文字有多少是文字障？有多少是文字般若？又

是個問題。原始文本須仔細解讀，這批歷代流傳下來的業績本身也亟待清理。筆者選擇的標

準在哪裡？這種質疑可想像地一定會出現的，筆者不能不答覆。筆者還是回答道：依然是要

「以莊解莊」。不管「以莊解莊」在實際的檢證標準上是如何地難以檢證，在詮釋學的理論設

定上是如何地冒風險，但就作為行之久遠的注解策略，此一詞語仍然相當地有效。筆者的「以

莊解莊」將是回到莊子的原點，回到莊子的原點也就回到被漢人分家分派之前的《莊子》文

本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沒有司馬遷，沒有劉向，沒有班固。換言之，也就是沒有「道家」

一詞。眾所共知，先秦時期只有「儒」、「墨」兩家有學派之名，「道家」就像其他的學派名稱

一樣，都是秦漢後興起的概念，是追溯出來的。當我們將道家還給漢代史家，將《莊子》文

本還給莊子，我們就得面對一個尚未被定性、定名的原始文本，它呈現自己，自己解釋自己。

問題是：經典不會只是「在其自體」（in-itself），它永遠也要「對其自體」（for-itself），

我們該如何理解它？ 

 面對著這個未被歸類的文本世界，筆者想嘗試找到一個設想中的《莊子》作者自己所表

述的著作旨趣，在下文的分析中，我們將會發現：他的意圖會揭露《莊子》文本有個形上學

的原點，《莊子》一書是依形上學原理而不是歷史原理展開的文本，這是第一個原點。其次，

由於哲學興起之前通常有個神話的時期，神話題材與哲學議題之間常有關連，莊子可以確定

是先秦諸子中最具神話精神的哲人。在神話世界中，發生於開闢時的「彼時」之剎那，乃是

一切存在之根源或基礎。筆者相信宇宙開闢的神話母題是莊子論述的「太初本體論」的原點。

在形上學的原點、太初本體論的原點外，筆者將會以「形氣主體」作為基源本體論的原點，

借以補充形上學的原點。以上述這三個原點為核心，筆者認為《莊子》一書的內容雖然繁富，

卻有軸心。莊子既站在孔、老之後的思想風土上回應孔、老的議題；也站在繼承殷商巫文化

的宋國這塊土壤上，回應神話的啟示；而莊子之所以能回應遠古的與近世的文化傳統，乃是

他對人與世界的本質皆作了根源性的批判，他的新的主體範式全面性的安頓了人的經驗世界。 

 本書以「儒門內的莊子」名書，既然用到「儒」字，就很難不把學派的因素帶進來，也

就不可能不是個學術史的論述。如果有論者從學術史的角度下此評斷，筆者同意這種質疑是

可以成說的。但本書的意圖恰好不屬於狹義的學術史，筆者所以透過形上學的源頭、神話的

源頭、基源本體論的形氣主體之源頭，以界定孔老，主要是這種連結也見於《莊子》原本，

筆者可以說是接著講，論本書的根本旨趣，筆者只是希望透過多重管道，指出莊子提供我們

一種足以作為有意義的人文精神的主體觀，這種新的主體範式代表的是一種積極哲學的型

態，這種積極哲學的主體不見於漢代以後的道家名下的莊子。所以我們只有逆流而上，神與



《南華》遊，才有機會切入箇中三昧。 

二、《莊子》與莊子 

 在進入莊說的議題之前，我們不能不面對一個尷尬的陳年問題，此即莊子或《莊子》的

原義的問題。因為本書既然有意給莊子其人其書重新定位，自然不能不涉及何者是莊周的真

身之討論。即使這個問題終究只是虛擬的問題，但作為理論系統的虛擬預設，其作用仍不可

或缺的。在知識論上，我們知道：虛擬的預設與預設所處理的現象往往是不可分割的。《莊子》

原義或原本的問題一向是莊子學上的沉痾宿疾，雖然其症難解，每位踏進莊學殿堂的解釋者

卻不能不嚴肅地面對。更何況，由於上世紀下半葉以來出土文獻日多，莊子其人其書近年來

又有新的討論，老問題更不宜迴避。 

 關於《莊子》一書各篇章的作者歸屬，這個問題確實很棘手。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

裡提到他當時所了解的各家莊子注，其中有司馬彪、孟氏注五十二篇本，這本五十二篇注本

是《漢書．藝文志》所說的五十二篇本。但這五十二篇本因為「言多詭誕」，所以後來頗有些

注家不認為這個版本可以代表莊子的思想，因此，他們各自「以意去取」，其中有二十七篇本，

有三十三篇本，有三十篇本。在各種版本當中，「內篇眾家並同」，其餘的「或有外而無雜」。

依據陸德明所說，漢代所見的《莊子》古本為五十二篇本，這五十二篇本是後來各家注本的

母本。五十二篇中的內七篇公認最能代表莊子思想，所以各家注皆有此七篇。其餘的篇章之

歸屬就不免眾說紛紜了，雜篇諸篇受到的青睞更低。 

 關於《莊子》各篇章的作者問題，如真要一節一節細究，恐怕問題多如牛毛，王叔岷先

生指出古書中出現的莊子文字多有與現今篇章不合者，有今屬內篇，而原屬外篇者；也有今

屬外篇，而原為內篇者；有兩篇合為一篇，也有一篇分為兩篇者。由此可見在《莊子》三十

三篇版本確定前，《莊子》各篇章的取捨仍多出入飄泊。比起其他古書經過劉向之手後多已固

定下來，《莊子》一書的情況毋寧是較特殊的。在原始版本的五十二篇本中，被淨化掉的那些

篇章之內容是否真不如內七篇？大部分可能是，但也很難一概而論。即使僅就現存的三十三

篇本考察，內七篇的地位幾乎眾所肯定，至於其餘篇章的價值之釐定則出入頗大。是否外、

雜篇個別篇章的價值一定不如內七篇，也真是難講。後世注莊者多有言及外、雜篇中的某些

篇章價值頗高者，比如〈天下〉篇即普受重視。大體說來，不同的詮釋者因其解讀能力不同，

關懷各異，因而判斷自也有差異。所以即使雜篇的篇章入選注釋的比例較低，並不表示這部

分的文章之理論水平不如內、外篇。如果一定要按後世詮釋者入選的平均值下判斷的話，這

樣的統計數字是無意義的。詮釋靠眼力，是質的判斷，而不是量的判斷。如果找不到價值等

第的標準，而想從內容來評斷其作者歸屬，可以確定不會有共識可言。 

 由於從內容判斷，免不了仁智之見；眼力高低的判準，更難有共識。因此，轉從文章形

式或文字層面（如單複詞的演變、韻腳的比例、人稱代名詞的使用等等）切入，析辨《莊子》

各篇成立之先後，事實上，也可說是理論價值之高低者，近世以來之學者頗有其人。由於作

者撰寫文章時，其文字的用語、聲韻、語法往往受制於時代，而作者並不自覺。作者的文字

就像刑事案的證物一樣，可以提供破案的線索。因此，如能分辨出一本書中不同的篇章具有

不同韻腳、特定用詞、語法形式，而其時代先後又可確定的話，此種手法可能可以提供解決

爭議的方案。此手法雖然早在宋明時期的蘇軾、朱得之等人的著作中皆已用過，但在近現代，

有意識地採用此方法的學者中更頗有其人，如高本漢討論《國語》、《左傳》關係；胡適論《論



語》、《孟子》關係的〈爾汝篇〉；楊伯竣考證《列子》篇章；嚴靈峰考辨〈天下〉篇的作者，

其論點皆有足以成說之處。但不容否認的，可以討論的空間也仍大。 

 晚近從文章形式立論，分辨《莊子》各篇章的價值者，就管見所及，竊以為張默生先生

的《莊子新釋》可為代表。張默生依文章呈現「議論―寓言」之結構者為一類，其餘為一類，

將《莊子》文章分為三類，事實上也就是三等。他最後下了判斷：內七篇、〈寓言〉、〈天下〉

為一類。至於從語詞演變角度，探討《莊子》一書篇章之成書先後者，劉笑敢先生《莊子哲

學及其研究》一書可作為代表。劉先生依「精—精神」、「氣—精氣」之類的語詞演變，指出

《莊子》一書中內七篇當是最首出云云。劉先生的論證細膩，舉例周詳，比起前修之作，真

是後出轉精，引發的撞擊也就不可同日而語。在今日，如要討論《莊子》一書各篇章的成書

年代或作者，劉笑敢命題很難跳過不論。 

 張默生、劉笑敢諸先生的研究給我們很大的啟示，也可以說給我們很大的警惕，亦即我

們使用《莊子》一書的材料時，不能一概同量。然而，文本考證之事需要滿足成立條件的因

素很多，其中有一項困難極難克服，此即古書在流傳的過程中，通常單篇流傳，而且在劉向

寫定前，通常多手轉抄。沒有定本的穩定架構，流傳過程中出現的變數就不會少，文字很難

不混淆。由於晚近出土文獻提供了不少活生生的反證，證明古書的真假、先後問題絕不能輕

忽。以後出材料或晚期材料當作原作者的觀點，這是很危險的。但反過來說，如果沒有辦法

很確定的判斷真假先後，學者卻要從中切割，強分先後，這樣的態度一樣危險。更危險的事

是一種過度謹慎的態度，論者很容易流於將思想問題和「作者」的傳記問題緊密相扣，《莊子》

一書的思想無意間被設想為莊子個人的思想。所以一旦設想中的作者之傳記問題不明，現成

的文本也許除了內七篇外，再也無法發聲了。先秦子書的作者問題和後世文集的作者問題恐

怕應該分開處理，《莊子》一書即是如此。 

 如果郭店或上博竹簡中有較完整的莊子文本就好了，這自然是美麗的幻想。但《莊子》

三十三篇中的〈盜跖〉、〈讓王〉兩篇常被懷疑非莊子自著，其出現年代也較晚，有的論者認

為其成篇時間甚至晚至漢代。王夫之注《莊》，他連這兩篇都懶得注。然而，1988 年，湖北

江陵張家山出土漢簡《莊子．盜跖》殘篇；1977 年，安徽阜陽雙古堆出土〈則陽〉、〈外物〉、

〈讓王〉殘篇。兩地出土的漢墓年代分別為公元前 173 與 165 年，距廢秦朝挾書律不過二

十年上下，所以其撰述甚至抄寫的年代都有可能更早。兩篇抄本的年代姑且不論，但我們如

將「原本」書寫的年代定位在戰國晚期，應當是非常合理的。以此證彼，古本《莊子》五十

二篇，至少向郭本三十三篇的內容寫成於秦國統一天下之前，可能性不小。秦統一距離莊子

卒年約莫一甲子，了不起也不會超過百年。一甲子歲月的落差不知道能夠提供多少語言文字

變遷的空間？依常識判斷，由於戰國時期社會激烈變動，語言文字的波動應該也會很激烈，

因此，如果我們能分別出戰國中晚期文字形式各方面的演變情況，有可能可以找到客觀的證

據，提供我們分列《莊子》一書篇章先後的依據。 

 但如果細部的語言文字之演進情況沒辦法確立，其證據就比較難周全，更關鍵的麻煩還

是前文所說的古書流傳之慣例。如果現行《莊子》三十三篇本大體成書於戰國，依據古書流

行通例，這三十三篇的篇章有可能分別流通了一段時間，在流通的過程中，難免有整理、加

注、改寫的可能，這種可能性幾乎可以確定是會出現的。內七篇的文字風格一致，義理精微，

這是個值得注意的線索。由於內七篇的內容一般認為水平一致，義理深刻，因此，內七篇被



視為莊子本人或可代表莊子本人的作品，其解釋力較強。但此線索是否就可作為「莊子本人」

與其後學的劃分標準，也很難那麼肯定地講，中間仍有一些變數。但我們如果不考慮個別字

句的爭議，觀其整體，內七篇的作者歸屬問題比較不會有爭議。 

 《莊子》各篇章的「作者」或「真偽」爭議糾結纏繞，清理不易。先秦古籍雖然也都會

碰到類似的困難，《莊子》尤甚。三十三篇《莊子》的文字風格與內容無疑地不全一致，因此，

設想各篇不是出於一人之手，這樣的設想是有理由的。然而，既然在文字考證與謀篇設論上

的考訂仍很難確切的訂立規則。因此，從分析思想內容以判學派歸屬，這樣的方法雖然難以

取得共識，但也就難以避免了。大體上，筆者會採取一個較常識性的設準：戰國晚期可能有

幾種《莊子》版本，其中有本《莊子》古本可能是後世郭象本的母本，現行三十三篇大體收

在此古本內，此古本作者或編者以〈天下〉篇作為全書序言。古本《莊子》的哲學立場不全

然一致，其中有些篇章的內容近於積極政治哲學的黃老學派，有些篇章近於消極政治哲學的

無政府主義。有些篇章近於密教內容的神話知識，其性質或許接近耶教的「偽經」之類的篇

章，這些神話知識在三十三篇本編成時即被淨化了。其餘的篇章當為同一種哲學傾向的作者

所編寫，因而可視為義理相容的文本。這樣的設想不需動大手術，又不至於衝擊到我們對《莊

子》的理解，這個前提較安全，本書的論述會保守地依靠在這個前提上。 

 更直接地講，筆者只能進行詮釋觀點的轉移。面對現行《莊子》一書，除了內容與文字

明顯不佳，或知識的歸類上不宜列入莊子學派的篇章外，我會將它視為一位「作者」的作品。

事實上，一位作者也就是無名作者，無名作者也就是不指涉作者單、複數的功能性概念，「莊

子」是《莊子》一書中作者們的代表。筆者將以《莊子》文本為依據，而不是以作者為依據，

這種稍加篩選過的文本呈現了非關作者意圖而是整體文本的互文指涉所呈現的思想圖像。即

使理論上我們知道其中有些文字也許不是莊子所寫、所著，但在文獻的歷史證據欠缺的情況

下，我們只好從內在理路釐清，將稍加整理過的《莊子》一書視為相容性的文本。即使這個

相容性的文本的部分章節可能是莊周後學整理的，也有可能是莊周後學作的，我們只好相信

整體的內容大體是相容的，甚至「後來者比原作者更能了解作者」。不管「後出轉精」之說在

追求「原始文義」的詮釋學立場上會受到什麼挑戰，筆者倒覺得此觀念如當作一種功能性的

設定，它用以探討先秦的文獻，還是使得上力的，而且可在「歷史還原」的視角外提供「以

理論開展為核心」的詮釋路線。 

 落實下來談，本文還是不能不對前人的詮釋有所取捨。既然「內容」仍是主導性的判斷

依據，一則篇章能不能代表莊子，其判斷之合理與否當依詮釋者的洞見而定，不依贊成與否

的數量之政治性共識產生。竊以為莊注傳統中，王夫之解莊的洞見戛戛獨造。筆者認為經王

夫之法眼判斷者，其判準皆有個理路。如果筆者要在各種解莊、析莊、論莊的著作中，加以

選擇的話，筆者會認同王夫之的判準。近賢如張默生、劉笑敢諸先生之說有個理路，他們耳

提面命，警告學者不宜忽略掉明顯異質的成分，其警告也須嚴肅考慮。基本上，筆者會以作

品為核心，而不是以作者為依據，即使行文中偶爾要架構莊子的「意圖」，因此，不免要「以

意逆志」時，仍舊希望其「志」是在莊子整體的思想圖像之背景中顯現出來的。 

 至於莊子用語是否真如後世禪子所說，其語義極曖昧，幾乎走在「諦與非諦」（sense and 

non-sense）的界線。因此，詮釋者有很大的解釋空間。對此流行說法，筆者不甚贊同。《莊

子》文本確實幽默滑稽、圓融無礙，莊子是哲學家中第一等操弄文字的大詩人。但莊子的回



應語言並沒有艱澀到難辨雌雄，事實上，莊子這些謬悠之說、荒唐之言不但沒有阻礙莊子思

想的傳達，相反的，我們毋寧認為這些語言反而使得莊子的論述更強而有力地呈顯出來。《莊

子》一書就像思想史常見的學派發展之案例一樣，當經典著作出現後，它的命運就不是大師

所能掌握的。他的後學會在宗師的名號下發展出宗師始料未及的思想因素，王陽明之後，黑

格爾之後，馬克思之後，都發生過這種情況。即使「正典」形象極濃的哲人如朱子，他的思

想傳到朝鮮半島，仍發生了李退溪與李栗谷二派相持不下的情形。 一位哲學家是否稱得上偉

大？我們往往可以從大師過世後，教義是否有爭議？學派是否有分化？由此看出。 

 莊子喜歡運用隱喻、反語（「正言若反」之語），他的話語的解釋空間較大。六朝後，中

國思想中的「心學」一枝獨秀，「心學」中又發展出禪宗這類極挑戰文本權威的學派，而莊子

對心學的發展，尤其對禪宗的影響，又是那麼顯著的事實。因此，我們可以理解：《莊子》詮

釋學史上的一些著作為什麼會引人反感！這些人的詮釋真是太自由了，他們甚至喜歡將莊子

的日常語言蓄意解成禪語或反語，如郭象、覺浪道盛等人的詮釋即是，他們之所以如此解，

通常是他們已經帶了明確的目的閱讀《莊子》所致。這些因素可能是宗師著作未盡之意所蘊

含，也有可能是「六經注我」的產物，注解者以竊據者的身分取代了傳譯者，經典只是用以

印證注者原有的意圖而已。筆者認為莊學史上的一些有原創性的大家，其發明莊學的作用有

時還不如自鑄系統的作用來得大。 

 莊學名家之於莊子，有的是發其底蘊，調適而上遂，注語平實可從；有的是舊瓶裝新酒，

斷裂甚於連續，其注解等於自說自話。背叛者的解讀雖未必有助了解「原義」，但有時反而可

在發展中豐富「原義」。忠實與不忠實的解讀，兩者應當各有作用，同為思想史不可或缺的環

節。然而，本書既要發莊子底蘊，論者不能不質疑：《莊子》一書的莊子原聲既然很難辨識，

本書作者的莊學詁解依何人的話語而立？筆者的回答是：依然是要依莊子本人的說法而立。

本書也是以莊解莊，第二個「莊」字指的是《莊子》一書的旨趣，第一個「莊」字則是在〈天

下〉篇現身的那位作者。本書作者認為〈天下〉篇所表達的論點如不是莊子本人的晚年定論，

至少也是可以代表莊子本人思想的定論。此一通說有文本與義理的依據，筆者沒有理由不接

受。詮釋內容複雜的文本，我們理當從了義，不從不了義，〈天下〉篇就是了義的作品，筆者

將站在〈天下〉篇的基礎上重新詮釋莊子。 

三、道之行程即體道之旅 

 〈天下〉篇是現行《莊子》三十三篇的最後一篇，一般注家多主張此篇是《莊子》一書

的「自序」式「後序」。由於古書中的序言常置於全書之最後篇章，因此，「自序」也可以是

「後序」。總論一書大義的篇章置於全書之後，確為先秦兩漢古書所常見，《史記．太史公自

序》、《呂氏春秋．十二紀．序意》、《淮南子．要略》、《漢書．敘傳》等等莫不如此，《孟子．

盡心下》「堯舜至湯」章、《論語．堯曰》篇、《荀子．堯問》篇多少也帶有編者序言的性質，

《莊子．天下》篇明顯地也具有類似的作用。而且，我們有理由認定現行的三十三篇本和古

本的五十二篇本的《莊子》有可能都是以〈天下〉篇墊底，作為一書的總序。換言之，在權

威的劉向集結本《莊子》五十二篇本，亦即爾後六朝所有注家所依據的底本中，〈天下〉篇就

被視為是《莊子》一書的總序。 

 〈天下〉篇就像《孟子．盡心下》的「堯舜至湯」章以及《史記．太史公自序》一樣，

在這些篇章中，作者都提出了為什麼他們要撰寫自己的著作之意圖。其中與〈天下〉篇最可



參照的當是《孟子．盡心下》，孟子提到以往的歷史每隔五百年即有聖賢繼起，一匡天下，而

今世衰道微，他也要正人心，繼往聖而起。孟子很自覺的站在文化傳統的脈絡中，給自己的

思想找到好的位置。莊子的立足點不同，他將自己的思想以及學術判斷的標準放在一個形上

之道展衍的過程中定位。依莊子的解說，包括自己的學術在內的天下所有的學術（他稱為方

術）都來自於「一」。「一」則存在於一種獨特的虛擬時代的「古」，任何從「一」中派生出的

思想也存在於此虛擬時代的「古」，我們可稱呼這種奠基於太初時期的思維為「遂古本體論」

或「太初本體論」的思維模式。關於「太初本體論」的問題，下文將再予討論。 

 「一」用於形容最高存有，這個字眼是常見於東西哲人著作的詞彙，它的地位與其他的

數字迥不相侔，可作為道的表述詞。如再從其至高無上著眼，「一」上可加「太」字以當形容

詞，因此有「太一」一詞。〈天下〉篇論學術淵源時，採取的是形上學的觀點，它主張：天下

學問皆可溯源至「一」或「太一」，反過來說，「一」遍布於天下所有的道術，「無乎不在」。

這是一種帶有非常濃厚東方風味的文化哲學論述，一切的存在（包含自然與文化）被視為源

於超越的存在，這樣的思維可稱為泛神論之表達方式，在印度，在中國，它形成了綿延不絕

的大傳統。在泛神論的文化中，即使是反思性格很強的哲學思想的價值也是要在和一種接近

泛神論性格的「道」之關係網中獲得定位，才能樹立起來的。 

 泛神論的表達方式常用於靜態的表述道與萬物的關係，可以說是對自然的宗教解釋，但

擴充到人文世界的案例也是有的，〈天下〉篇的著眼點即是如此。首先，它將道的施用範圍擴

充到「本數」、「末度」，亦即擴充到文化價值體系載體的詩書禮樂所呈顯者，這是「本數」；

也擴充到百官「以此相齒」的制度，並擴及到百姓日用的民生事件，這是「末度」。太一―經

典―制度―事件一貫而下，這樣的格局就是所謂的「內聖外王」之道。「內聖外王」的性格很

容易讓我們聯想到「體用論」的表達方式，事實上，理學家注莊者，經常就是用「體用論」

的語言解讀「內聖外王」。體用一如也就是聖王一如，人世間的文化表現因此有本體的意義。

除非我們要否定〈天下〉篇對莊子思想的詮釋權，否則，〈天下〉篇所呈現的對「此世」的肯

定態度是無法否認的，它所代表的意義也是極為深遠的。 

 既然各種思想的定位只能依它們與「一」的關係而定，所以最好的思想家乃是能與全體

性的「一」合一者，莊子稱呼此種人為「天人」、「神人」、「至人」、「聖人」。這四種人不管是

否同等第，但他們的本質在於「與一相合」，這點是肯定的。莊子所以立下這四種「皆原於一」

的人，乃因要對照當時的諸子百家，諸子百家的思想創造也緣自此太一。換言之，他們的創

造心靈也是扎根於道體上面的，這種創造的心靈可解作「神明」。神者，伸也；明者，朗現也。

「神明」表示這些哲人的創造使太一明朗化、體現化，道的訊息被帶到人世間來。問題是：

諸子帶來的訊息夠不夠充分？他們體現或表達出來的道完整不完整？他們是否達到「天人」、

「神人」、「至人」、「聖人」這樣的人格等第？ 

 天下的學術都沿自太一，但它們表現出的「道」之內涵顯然都不夠完整。莊子用了一個

很適切的比喻說道：當時的各種學術就像人的五官一樣，它們各有職司，各有功能，但卻囿

於彼此的職司之內，不能通觀世界之全貌：「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但每個

學派卻「各得一察焉以自好」，它們堅持各自所見，但因為所見非全面，所以各有所蔽，而且

忘掉了原出的本源，這樣的現象就造成了「道術為天下裂」的後果。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諸

子蜂起，我們當代人往往讚美之為文化史上的黃金時代。但從莊子的觀點來看，這卻是道術



為天下裂的不幸年代。 

 諸子百家的學術地位之問題因此可以說是它朗現道之全貌到何等程度的問題，朗現越全

者，地位越高。依據莊子「內聖外王」的全貌以及強調太一的「神明」性格，我們看到莊子

判斷諸子思想地位高低的標準，乃依據「道」在其學說呈現的程度而定，落實下來講，也就

是其精神「體現」道之關係而定。〈天下〉篇處理的是歷史上出現的思想形態的議題，但它的

編排不是依照歷史的貫軸，而是依理性的進程，所以才會有年代最早的哲人老子、關尹反而

被安排在諸子之後、莊子之前的架構，這樣的編排方式很值得注意。我們看到先秦兩漢的著

作論及諸子百家的價值者，如《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史記．太史公自序》、

《漢書．藝文志》等等，其編排與評騭雖詳略有別，但哲學的理據如不是不足，要不然就是

其編排鬆散零亂，不足以見出一代思潮之風雲偉觀。〈天下〉篇的格局完全不同，它是依不同

的思考模式判斷當時各種思想的價值。如果我們勉強要以歷史的知識與理性的知識加以劃分

的話，〈天下〉篇接近的是理性的知識。 

 落實到文本上來，我們看到〈天下〉篇的敘事結構乃沿著墨翟→宋鈃、尹文→彭蒙、田

駢、慎到→關尹、老聃→莊子的主軸展開的。墨翟的行事極感人，思想亦有體系，但其學說

多偏重外於主體的道德論述，與人的存在感太疏遠，所以其人雖是「天下之好也」，但他在思

想世界的位置卻被擺在最底層。接著乃有「宋鈃―尹文」一派，此派講平等，去分別，對「心

之容」、「心之行」這樣的主體意識有所反省。「體道」的層次較高，所以位置高於墨家。再接

著為彭蒙、田駢、慎到，他們也講平等，反區隔，對主體意識也有反省，但他們更主張「去

知」，以達到「塊不失道」。這種學說的主體性色彩頗濃，道德有「為己之學」的內涵，因此，

也就有「工夫論」的意義可言。但縱使慎到等人已強烈的自覺到主體的解放與道的關係，〈天

下〉篇所謂：「慨乎皆嘗有聞者也」。但他們對精神的本性了解仍不透，所以才會想解消意志，

灰身滅智，希望達到「無知之物」的土木形骸之層次。他們的工夫很像各大宗教裡的苦行僧，

王夫之判為「枯木禪」。就道而言，這些哲人終是望之而未之見。 

 諸子當中真正能呈顯完整的道之學說者，關尹、老聃應是箇中的佼佼者。莊子說他們聽

到一種「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的古之道術，乃聞風興起。

在此世的「物」之上或之內，另有更根源的大本，學者透過潛居在深層意識的「神明」，可保

與此本的合一，這樣的學說是標準的冥契論的類型。在各種宗教經驗中，冥契論是學者與最

高存有（道、一、上帝等）連結最深也最直接的一種類型，這種類型的宗教經驗發展到極至，

有些體證者會有厭世絕俗的傾向。莊子說關尹、老聃「虛空以不毀萬物為實」，反面的說出了

這種類型的學者常會「毀萬物」。關尹、老聃避開了這個常見的陷阱，足見卓識。我們看莊子

的敘述，知道關尹、老聃不但對「道」體證甚深，否則，「建之於常無有、主之於太一」這類

體驗形上學的語言是表達不出來的。而且，他們對如何進入「道」的工夫法門，以及如何在

日常行為上常保「謙下、守雌」的習性，也做了很好的說明。簡言之，他們提出「逆」、「損」

的方法，從感官世界（感官與現實世界）游離出來，再遁入另一種存在的次元。關尹、老聃

第一次在中國思想史上建構精神與形上之道的關係，確立了心的本質（無之意識）亦是道的

本質。但弔詭的是，當他們彰顯了一種超越現實秩序的深層秩序的價值時，同時卻也製造了

本精―物粗的世界圖像。與神明合一的哲學反而造成了道、物對分的格局，物的價值依道而

立、並被道吸走之後，物的世界就「粗」了，「本精物粗」是老子、關尹這類型的哲學很難避



免的結局。 

 老子哲學在中國思想史或文化史上的重大意義，至此完全突顯出來。莊子雖然說老聃、

關尹也是聞古之道術而興起者，古之道術或許別有所指，但就成家的思想而言，我們可以確

定老子是首位徹底的將道與人的精神發展勾聯起來者。有了老子這樣的開創者，以後，一種

「在心上作工夫以體契終極真實」的思想，我們如使用後世成熟的哲學語彙來講，亦即一種

洞見本體的唯心論傳統，遂形成中國思想史的大動脈。縱使後出者不見得直接受到他影響，

但老子無疑有開創之功。這種道家冥契思想帶來了意識、世界與道的複雜交涉之難題，其中

最根本的難題是：體道後，如何能維持此世的價值？老子以「自隱無名」為務，但他的思想

影響極大，隱藏不住的。他給後人留下的功課是：如何回應這種「為道日損」的思想？誰來

回應？ 

 老子「主之以太一」，那麼，體證「太一」以後呢？這個問題不是我們問的，而是在體道

論述中時常會出現的議題，禪師所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

所謂：「有不比無多」。一個純粹的「有」，一無規定，其不可理解一如一無規定的「一」。但

最早提出此一議題者，至少在中國最早提出此議題者，當是莊子。〈天下〉篇在論完老子後，

緊接著是他本人的現身說法。〈天下〉篇論莊子思想特色時，語調極特別，先是從「芴漠無形，

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一連六個問句開頭，

然後下加按語「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此按語正是「一歸何處」的先秦版。再接著論莊子聞

其風而悅之，但莊子主張了什麼哲學內容呢？〈天下〉篇事實上沒有述及，他只寫了一連串

「茫乎昧乎」的形容詞，用以形容他本人書寫的風格。〈天下〉篇論莊子的部分事實上是一法

不立，不著系統相。而莊子之所以無系統相，乃因他的核心關懷不在建樹，而在打散「逆覺

歸一」的體系。莊子之於老子，似乎很像後來的禪宗之於真常唯心系佛教。 

 然而，將莊子之於老子比之為禪宗之於大乘佛教，畢竟有些不倫。因為莊子不是心體徹

底地朗現後，站在禪佛式的消融遣蕩的立場，追求當下的絕對主體性之自由。他有所說，他

說了一連串自己書寫的文字風格，而且其說有辯證的發展。就此而言，莊子的立場反而近於

黑格爾和智者大師。我們不妨將〈天下〉篇視為一部具體而微的東方版《精神現象學》，或濃

縮版的儒家《摩訶衍論》。〈天下〉篇描述作為一切存在本源的「一」如何透過外於精神的哲

學（墨家）進入準精神的哲學（宋鈃一系與慎到一系），再進入精神在其自體的抽象之一的巔

峰（老聃、關尹），最後進入精神四達並流的具體之一的階段（莊子）。在最後階段，莊子的

超越並非拋棄前者，而是通過前者，並且消融前者，這是「內聖外王」一詞的內涵。 

 先秦兩漢論諸子興起或特色的文章不少，它們的論點通常是歷史的或是政治學的，〈天下〉

篇可能是唯一的例外，至少它的哲學性最強，〈天下〉篇的敘述預設了本體宇宙論與工夫論的

雙向視野。莊子和智顗、黑格爾隸屬不同的思想傳統，根源性的價值定位自然無從比較，但

這無礙於他們都探討整體世界（法）的超越性依據以及主體與世界的關係之問題，他們可以

說都作了「集大成」式的回應。就形式而言，莊子在〈天下〉篇的位置，就像黑格爾本人的

哲學在他的精神現象學中的位置，也像天台宗在五時八教中的位置一樣。他們都是站在前代

思想發展的基礎上，作了融通會合的消化的工作。〈天下〉篇之異於《精神現象學》者，在於

《精神現象學》的工夫論基礎不清楚，「如何說明」不能取代「如何體現」，〈天下〉篇的語言

則蘊含了濃厚的工夫論的因素。〈天下〉篇之異於《摩訶衍論》者，在於天台宗的「即」之哲



學之圓融乃圓融到一法不增不減的圓頓之境。莊子的全體氣化論則是永恆的創化、翕闢、未

盡，歷程是必然的命運，他以未濟為既濟。 

四、兩種渾沌與孔老 

 〈天下〉篇展示了作為道體的「一」的流傳之故事，故事始源於「總體性的一」。這個「總

體性的一」在時空的網脈上展開它的布局，我們且再回首，反省一下它的結構：1 首先，它

在遙遠的古代曾出現過，起點的格局是爾後發展的終點，這是「古之道術」的時代，「一」與

「古」同在；2 它分布於人文世界的經典、制度、百姓日用，這是結構面的展示「一」應有

的內容，此之謂「內聖外王」之道；3「內聖外王」之道的代表人物即是不離於宗的天人；不

離於精的神人；不離於真的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本，兆於變化的聖人；君子

則是「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熏然慈仁」。4 道在當時甚或是當今的世

界都是受阻的，因為時人多得一察以自好，再也體悟不到「一」的全幅朗現；5 即使只是得

到「一察」而不是「一」的諸子百家在宣揚他們自己的學說時，也要從「古」汲取智慧，他

們都知道「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他們「聞其風而悅之」，遂有諸子百家之說；6 道經由精

神的發展朗現自身，具體化於諸子的思想之摶摶上升。它從外主體性的墨翟一路上升到抽象

總體性之一的老聃、關尹，再從老聃、關尹上升到具體性之一的莊子。 

 〈天下〉篇列莊子於老子之後，其意表示莊子回應老子，這是不成問題的，〈天下〉篇可

說為此一大事因緣而寫。然而，〈天下〉篇也遺留了一個一再被提及的謎團：天下治方術者多

矣，莊子言天下之治方術者亦多矣，莊子為什麼不論儒家諸子？儒家諸子不論已怪，不論孔

子更怪，因為莊子和孔子關係甚深，孔子又是當時第一大名人。莊子討論東周一代的學術鉅

子，沒有任何理由不論述孔子。我們如仔細考察〈天下〉篇，當然還是有可能可以耙梳出儒

家的成分，而且其間也有可能蘊含莊子對孔子極高的禮讚。從向郭以下，採取這種詮釋觀點

的人不少。然而，莊子終究沒有明言，此一現象和「孟子、莊子同時，卻互不道及」，同屬學

術史上極大的謎團。但莊子在〈天下〉篇避而不談，在其他篇章卻大談特談，尤其在內七篇，

孔子的身影更是頻頻出現。這種強烈的對照，很難不引人遐想。 

 如果孔子在〈天下〉篇缺席是則公案的話，孔子在內七篇大量出現，一樣也是需要高度

詮釋的公案。「孔子」之名頻頻出現於內七篇中，其相關故事高達九則，如果連其弟子及儒家

人物的數量計算，故事更高達二十則。上述這些數字即使會因分類或解釋的不同而稍打折扣，

但再怎麼打折，孔子話語被引用的次數還是遠比老子及道家傳統中的古仙人高出許多，這種

高頻率的出現費人猜疑。一般論莊子思想者，不會將內七篇的孔子故事太當一回事，莊子自

己說過：他喜歡用寓言、重言的方式表達思想，內七篇的孔子明顯的是莊子寄寓其意的人物，

也可視為假托其名使人尊重的人物。由於「孔子」被視為扮演寓言、重言中的角色，不能當

史料看，因此，內七篇的孔子遂被認為是文學造型人物，他得與歷史的孔子切分開來。 

 然而，我們怎麼知道莊子理解的孔子不就是這種形象？我們怎麼知道莊子的寄意之言之

所寄與所意不是和弦共鳴，寄意即本義？因此，焉知莊子之托孔立言並非以竊奪者，而是以

同情兼同意者的身分寫下的友善回應？戰國時期有股「回應孔子」的思潮。孟子說：「乃所願

則學孔子」；子思說：仲尼「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孔門弟子從顏回、子貢以下，

幾乎無人不正面回應夫子之道。直到六國覆亡前夕，荀子的思想主軸也還是在回應孔子，他

可以說是順沿儒門傳承，接著講。相對之下，反對或毀謗孔子者亦不少，要不然，子貢、宰



我、孟子、荀子就不必竭力為孔子辯解了。孔子之後的戰國諸子，一大半以上可以說是後孔

子時代的哲人，他們以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或肯定地，或否定地，回應孔子在歷史上出現

的意義。 

 我們如從「後孔子時代」的觀點定位，將內七篇的孔子放在戰國時期的回應孔子之潮流

來看，莊子應當也是屬於此一回應潮流的哲人。但他的立場不同於墨家或當時的一些「毀孔

集團」，他的立場與儒家教派意識下的孟、荀也不同調。我們如分析內七篇所呈現的孔子形象，

不難看出他基本上具備了三樣特性：他體現了無形的化而不化之軸心；他與世同在的人格氣

化日生；他具足圓轉的整體性視野而又能照應到人間世中對立的雙方之相生相成，孔子活像

一只運轉的陶均。很明顯的，這種形象的孔子不像我們在《論語》中所見到的，與孟、荀所

見者也不同，它無疑的是莊子理想人格的化身。如果我們將《莊子》書中的孔子之象徵與其

「渾沌」的基本象徵作一比較，不難發現「孔子」就是「渾沌」的人物顯像，這種創化型的

渾沌也可名之為「天均」。均者，陶器也，天均是只處在永恆的創化歷程中的天成陶器，天均

的孔子是種原型意象。 

 渾沌之重要在於它是個創世神話，創世神話的題材是我們進入孔莊關係另一個重要的原

點。中國曾經被視為是缺乏神話的國度，缺乏創世神話更被視為中西文化一項很大的差別，

但晚近的研究卻發現中國的神話題材不少，創世神話的因素也不少。即使少數民族的神話不

算，我們發現幾乎所有類型的創世神話在中國的文本裡都找得到，中國的創世神話中最典型

的就是渾沌神話。筆者所以提及創世神話，乃因筆者接受耶律亞德（M. Eliade）的理念：創

世神話在許多文化中都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它是一切創造的原型，創世的事件因此可以為爾

後一切文化活動所依循。作為中國創世模型的渾沌神話也不例外，它是後世儒道兩家的「太

極」、「無」之源頭，也可以說是孔老分化之源頭。借著渾沌神話，我們或許可以理解《莊子》

一書為何而作，莊子想回應什麼問題。 

 莊子在〈應帝王〉、〈天地〉兩處都運用到渾沌的題材，「渾沌」是個從神話轉為哲學的神

話母題。「渾沌」的家族語彙特多，從宇宙山的「崑崙」、太歲在子的「困敦」、圓融狀態的「渾

淪」、甚至食物的「餛飩」，都是「渾沌」的轉語。「渾沌」的家族語彙雖廣，其面貌卻不甚清

楚，我們現在見到的比較完整的「渾沌」敘述見於《山海經》，《山海經》記載的「渾沌」是

位於「天山」的怪獸，它有六足四翼，但沒有面目；它赤如丹火，卻懂歌舞。渾沌是中國的

創世神話母題，渾沌此原始存在以渾圓而無面目的姿態出現，但它自身卻有動力，有秩序。

造化者創造所需的理、力，及造化者特別稟賦的通天、渾圓的象徵都有了。 

 《山海經》的渾沌神話應當是較原始的版本，但我們現在最熟悉的版本卻是莊子提供的

改造版。莊子在〈應帝王〉篇所述的渾沌故事大家耳熟能詳：有一位中央之帝渾沌時常招待

北海之帝忽與南海之帝倏，倏、忽兩帝感激之餘，謀求回報渾沌之德。他們見到渾沌其狀怪

異，茫無眉目，而人是要有七竅才算是正常的。所以他們替渾沌日鑿一竅，希求打通七竅以

報答之，結果，「七日而渾沌死」。莊子將這一章放在內七篇的最後一篇的最後一章，這樣的

設計發人深省，莊子在此顯然有意彰顯渾沌之德。渾沌是整全，而倏與忽則代表生命或感性

的盲動，它們鑿破渾沌，渾沌耳聰目明的結果，整全撕裂，世界毀矣！七是循環數字之極，

七日渾沌死，但七日也來復。原點化為現實的存在，現實的存在又歸回原點，莊子在此的用

意是很清楚的。 



 然而，在〈天地〉篇，我們看到另一則有關渾沌的故事：子貢與孔子行經漢陰，看到一

位老丈人手抱陶甕，上下山坡與水邊，不斷汲水灌田。子貢不解，告訴他有一種可以「後重

前輕」的機器，名為「槔」，可以將水從深處打上來，省時省力，它的功效強多了。漢陰丈人

聽了，大不以為然，他發出了一段有名的議論，他說：「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道之所不載也。」有機械法則在心胸，則心為機心，原始的完整再也沒有可能保存。子貢聽

到漢陰丈人的一番話後，恍惚若有所失，他回去報告給孔子聽。孔子回答道：這是位修「渾

沌氏之術」的高人，這種人境界高則高矣，但「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換言之，漢陰丈人只能活在一種素樸的社會與素樸的心境，走不出去。走得出去的人當是「明

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白、素、朴都是原初的質性，用以比喻渾

沌，渾沌落於行為上講則為「無為」，落於主體的模態上講則為「體性」、「抱神」，具體的人

的具體存在則是「遊」。莊子的「遊」字意味著自在、逍遙，「遊世俗之間」即於世俗之間得

其自在，人的真實處境就是「人間世」之人，漢陰丈人的渾沌氏之術卻是主張不遊世間的。 

 同樣是渾沌題材，同樣是寄渾沌神話以出莊子之意，莊子的焦點卻偏重不同。〈應帝王〉

篇是借渾沌母題回應世間的感性、智性活動與「一」的緊張關係，〈天地〉篇則是借孔子回應

漢陰丈人，也就是回應「真渾沌」的喻旨。筆者認為此種雙向發展的主題值得省思，論者可

以將這種乍看矛盾的現象解釋為內、外篇的作者不同所致，也就是第一個渾沌故事是莊子自

著，〈天地〉篇的則是莊子後學所著。但筆者不贊成這種說法，筆者毋寧認為兩說各有所當，

不相矛盾，在〈應帝王〉篇的渾沌故事中，渾沌與倏忽可視為深層精神與感官的對照，倏忽

是對渾沌的謀殺，莊子是肯定這種作為深層意識的渾沌意識的，它不能被謀殺。但也許也必

須被謀殺，其義見後。 

 在〈天地〉篇中，莊子更進一步指出：它不但不可被謀殺，還要成為爾後一切活動的依

據；但人是「化」的存在，是「遊」的存在，人不可沉溺於渾沌主體，它必須要被世界穿過，

也要脫自體化，但在脫自體化的歷程中仍須一體化。兩則渾沌的故事指出：真正的圓融意識

要通過渾沌而又不僅於渾沌，渾沌要貫穿到分化之中，這才是具體的渾沌，也就是所謂的「真

渾沌」。 

 莊子是說故事的高手，他的哲學論述可以說是和故事交織而成的。他所說的故事有些來

自史實，有些來自傳聞，有些自編自導，大宗則是來自遠古的神話。遠古神話經過他借來的

庖丁之刀的遊刃出入，其語義或延伸，或轉折，或跳躍，或反向，光怪陸離，不可方物。但

莊子使用神話，從來不是好奇的談論發生在遙遠的太古時代或遙遠的神山仙島的傳聞，他的

神話語言通常比原來的神話敘述之內容還豐富，他常借神話以介入現實。莊子是再造神話的

大哲學家，渾沌神話就是很好的案例。〈天地〉篇在《莊子》三十三篇中不算是受到太肯定的

一篇，但《莊子》文本裡的各篇章的理論價值不見得都可依篇立論，不甚了義的篇章中可能

有了義的敘述，筆者認為「漢陰丈人」一則的寓言即具備補足〈應帝王〉篇最後一章「七日

而渾沌死」的內涵。 

 「渾沌」的起源深矣，遠矣，它有可能是太初怪獸，如西亞的創世神話中被英雄馬都克

（Marduk）殺死的蒂雅馬（Tiamat）巨蛇，印度神話中軀體被支解為山河大地的普魯沙

（Purusa），或是太初的巨人如盤古。渾沌神話的創世之環節顯然已失落了，但它作為神話母



題，卻保留在後世的道教之哲學敘述，也保留在盤古神話的情節裡。盤古神話是被設定在「渾

沌」的框架的：「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後來盤古死了，其身軀化為日月星辰、山

河大地，遂有了世界。以盤古神話為線索，我們有理由臆測：渾沌神話當有「鑿破渾沌」的

情節，就像樂園神話常有失樂園的情節一樣。如果「鑿破渾沌」原本即是渾沌神話中的一個

環節，莊子在內七篇的最後一篇引用渾沌神話的題材，當也有「渾沌—鑿破渾沌」的複雜內

涵，其意為：代表感性、智性所謀殺者可能是歷經「人間世」、「養生主」、「應帝王」等等人

間活動的渾沌，亦即已鑿破渾沌的渾沌，真渾沌死矣，所以莊子才如是感慨。如實說來，原

始渾沌不能不鑿破，渾沌鑿破後才有真渾沌，但真渾沌是不能被謀殺的。 

 「渾沌」是典型的創世神話，「創世」在所有的神話母題中居有本體論的優先地位，因為

只有創世了，一切事物的存在才有可能。莊子將此神話主題運用到〈應帝王〉與〈天地〉兩

篇，不會是無意的。不僅如此，莊子喜歡運用的「陶器」、「石臼」、「卮器」等意象可以說都

是「渾沌」哲學的隱喻，它的化身極多。化身極多，此現象顯示如何看待一切存在根源母體

的渾沌，此事居有哲學論述上的優先性。所以才會象徵勾連，連類無窮，莊子將此渾沌主題

由「太初本體論」之作用轉化為「哲學本體論」的意義。 

 落實此哲學本體論的構造，我們如溯其源，不難發現這個偉大的改造工程早已有人啟動，

「渾沌」一詞最早的出處當是《老子》所說：「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中央帝的渾

沌與修渾沌術的漢陰丈人，其人正是昏昏沌沌，筆者視他們為老子的化身。與漢陰丈人對話

的孔子，他拒絕入而不出的隱遁心態，他認為真正的渾沌主體是二中之一、內外一如，前代

注家多視他為真渾沌的體現。如果我們將〈應帝王〉篇的「渾沌」視為「老子學說」的隱喻，

〈天地〉篇的渾沌故事則可視為「孔子學說」的隱喻。莊子將渾沌的母題導入當時的哲學論

辯場中，造成渾沌與孔老形象的巧妙結合。兩次出現渾沌，兩次定位不同，不會是無意的，

筆者認為莊子本人的思想可以說是對孔老的回應，也就是如何回應渾沌的題旨。 

 渾沌有兩種，老子與孔子分別代表之，老子之渾沌與孔子之渾沌都可視為智慧老人的原

型意象。老子人如其名，裡外名實都是智慧老人的意象，他提供了一種深入精神與世界實相

的進路。孔子年高德劭，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他的智慧是經由長期的人生歷練由志學、

而立、不惑、知命、耳順步步深化而成，這位智慧老人提供了一種創生不已的文化圖像。兩

者分途發展，但不矛盾，莊子都有繼承，莊子可說既是後孔子也是後老子時代的哲人。 

 後世學者詮釋莊子，如果忽略了莊子承繼老子的思想特色，對莊子重要的工夫論命題如

「心齋」、「坐忘」、「心養」、「見獨」等，即無法真切地理解，所以即使解釋高妙如向、郭，

鍾情其學如李約瑟，其解都不免令人有買櫝還珠之憾。至於忽略莊孔關係者，則對莊子超越

冥契論傳統而又能豐盈人文精神的特質遂不免會有所忽略，其失更大。關於兩種影響的比重

或價值高低，筆者相信莊子於其間自有抉擇。至於此真渾沌的孔子與春秋時期魯國歷史人物

的孔丘是同是異，是一是別，這是另一個問題。 

五、從氣化主體到形氣主體 

 作為《莊子》一書總序的〈天下〉篇提供了我們進入莊子思想的門徑，從它所言的「古

之道術」入手，我們分別從「哲學本體論」與「太初本體論」出發，分別探討了「一」的精

神發展史，也探討了「渾沌」所演化出的原始渾沌與真渾沌之分流，這兩條路線最後匯向一

個共同的結論，也可以說合流了。此合流顯示莊子會通孔老，其哲學固然築基於冥契的體證



上，但超越的體證不是精神唯一的核心，此境無法久留。氣化日生，意義日成，才是道之所

在。 

 有關「太初本體論」所涉及的兩種渾沌之解釋，當可澄清老莊之道與神話淵源的關係。

從神話學入手，我們發現老子與大母神、渾沌的神話關連甚深，這種神話類型和老子「返」、

「復」的精神非常一致。莊子哲學距離神話時期已遠，但仔細辨識，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字裡

行間習習巫風（薩滿教）的基因。至於「哲學本體論」的問題，我們可進一步探討其蘊含的

主體性問題。誠如前言〈天下〉篇所示，莊子總論天下的學術發展時，其發言形式確實有些

黑格爾的味道，但此相似終究不能太誇大，因為兩者背後的主體依據不一樣。黑格爾預設了

絕對精神在時空總體世界的行程，這是一種同一性主體辯證的自我發展，內容的豐富性與形

式的封閉性同樣令人喘不過氣來。莊子則著重一種體現於交感性身體的主體在當下的綜合創

造之能力，筆者稱呼莊子的主體是「形氣主體」或「氣化主體」。形氣主體的本質是心氣的創

化作用，它與物共遊中即賦予也彰顯了物之意義；它的運動模態是「茫乎昧乎，未之盡者」，

它是永恆的「未濟」哲學，因為創化沒有終點。 

 「氣化主體」一詞似乎已逐漸成為學界通用的術語，它意指主體的屬性在氣化，主體經

由氣化顯現出來。「氣化主體」落實到人身上，「身體」體現「氣化」，遂有了「形氣主體」一

詞，亦即「形氣主體」是「氣化主體」加上形體的作用。人的形體在中國的修煉傳統中被視

為宇宙的縮影，精神沿著經脈，繞行於頭足之間，小循環是小周天，大循環是大周天。人身

的大周天比起天體的循環，自然還是小周天，但這無礙於人身之託擬於宇宙。凡人身、陶均、

石臼等圓形之物皆可象徵宇宙，宇宙也是被設想為渾圓的圜天。此圓形之物加上創化力道即

被設想為宇宙創化的象徵。宇宙創化的原型是渾沌創化，渾沌之創造是被視為太初時期開天

闢地之第一舉。但渾沌創化的真實內涵須落實到主體上來，人身也是一個渾沌或一個天均，

人身所在的形氣主體之創化可以說是宇宙性的渾沌創化之真實內涵。 

 「形氣主體」是本書設想的另一個原點，也是基本的預設。筆者交叉使用「形氣主體」

與「氣化主體」，「氣化主體」是「形氣主體」在宇宙論或深層意識面上的表現，「形氣主體」

則是「氣化主體」的概念更完善的呈現形式。筆者相信氣化主體是進入莊子世界的鎖鑰――

或許還不止莊子，戰國時期的儒家與道家諸子恐怕大半相信文化的創造與道體的創造都是要

經由氣化主體的朗現才得以呈現的，但相對於其他諸子，莊子談得最徹底。莊子的氣化主體

不只是主體內部的概念，氣化主體總是與世共在，而且彰顯世界的意義的。換言之，始源的

實相就在氣化主體的框架本身，莊子主張不能破壞此框架以入無分別之無的意識，但也不能

擺落此一框架，從此分化出去。「身體哲學」是筆者思索中國思想的核心概念，不管就「史」

的研究或就「理論」的研究，皆是如此。 

 「身體哲學」是現代的學術術語，梅洛龐帝的著作提供了極佳的樣本。回到《莊子》一

書的文脈，此論述自然離不開「氣」或「氣化」的語言。「氣」或「氣化」是中國哲學各派共

享的論述，也是頗具中國文化特殊風味的概念。在先秦子書中，雖然人人言氣，但氣的內涵

的充分展現，不能不有待於莊子其人，莊子是奠定氣概念內涵的大家。秦漢以後，氣概念依

舊流行，事實上是更流行，但其時的氣概念常和陰陽五行之說結合，人身是宇宙論格局下的

一物，精神的屬性是氣化宇宙論中的一環。此時氣概念是自然哲學的用法，是早期中國科學

的核心概念。這種領域的氣概念到底其解釋的效率有多高？它與當代的科學概念能否共容？



或其契合處到什麼程度？筆者無能贊一辭，本書的重點也不在此。但莊子所代表的先天型的

氣論（亦可說是體用型的氣論）和後天型的氣論兩者關懷不同，氣的性質也不同，我們不能

不有所區隔。 

 筆者討論莊子的形氣主體之說，所以要帶出秦漢氣學的問題，乃因筆者要在莊子的「氣」

與秦漢時期的「氣」之間，畫下一道區隔的紅線。典型的秦漢時期的氣論是自然哲學的用法，

是種自然主義的氣化論，它建立在素樸的宇宙論上面，此時的主體可以稱作自然主義的氣化

主體，這種主體缺乏精神創造的動力。莊子的氣論則殊非其倫，莊子的氣論是連著心性論與

本體宇宙論開展出的，莊子此種本體宇宙論就像典型的中國式本體宇宙論，比如張載、王夫

之等人的類型，其本體宇宙論是由工夫論來證成的，其工夫論則有心性論的依據。雖然就他

們所說的主體之內容考量，其強度與展現的面向不會一致，莊子對強烈的道德意識與人間倫

理圖像的興趣一向不高，但這無礙於他們的哲學扎根於性天交會的奧祕處，而創造的唯一管

道卻只有經由人的主體才可彰顯。氣化無形，卻也有精粗可言。漢儒的氣化論指向現象的氣

化流動，莊子的氣化論則是表裡兼透的精緻創化。莊子的氣化論落實到主體上來講，即可以

稱為氣化主體。 

 自然主義的氣化論與本體宇宙論的氣化論如何區分，很棘手，因為兩者確實有共同的成

分。世界由波動性的氣所注滿，個體的構成基質是氣，上述這樣的概念雖然在《莊子》書中

表現得特別明顯，但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史華茲（B. Benjamin I. Schwartz）的「共同論述」

之說。但莊子之異於其他諸子，尤其異於秦漢諸子者，在於他理解的氣乃立基於無名的主體

之上的精微之動能，這種精微的動能被認為具有精神的屬性，但與超越之道也有奧妙的繫連。

形氣主體與超越界的繫連會帶來冥契之感的宇宙意識，或馮友蘭所說的天地境界，這種冥契

向度的莊子雖然不太符合當代莊學名家的脾胃，但卻是無從迴避的「不願面對的真相」。《莊

子》書中，尤其內七篇提供了不少的文本證據。我們如從莊子思想源頭之一的巫教或老子思

想繼續爬梳，也不難發現《莊子》著作中的冥契論因素從何而至。在冥契論或准冥契論傳統

的地方，主客的界限、心物的界限，很容易被帶出來。莊學的物論（假如有的話）之所以特

別，乃在他的冥契論背景下的「物」並沒有被超越的主體吞噬掉（如印度傳統），也沒有被模

糊掉（如老子），而是在形氣主體逆返到形—氣—主體的深層依據時，物氣四流，物即物化，

也就是物更精緻化，氣化不已被莊子視為物之實相，但此實相的依據不是知識論的，而是要

建立在體證哲學的基礎上的。 

 正因物的本質乃物的氣化流行，但此論述又是體證哲學下的命題，所以莊子哲學中的「氣」

的首出義應當是從主體立論的。用傳統的語彙講，也就是氣乃是一種「心氣」或是一種「神

氣」。我們所以以「心氣」稱呼莊子的氣，乃依「心氣同流」這樣的理論而發的，莊子的「遊

心」和「遊氣」（「遊乎天地之一氣」）兩詞是可以互換的。在有名的「心齋」敘述中，「聽之

於氣」比「聽之於心」的境界更進一層，其實就是「心氣同流」的「心氣」比意識作用的「心」

更具穿透力，這樣的「氣」也可稱呼為「神」。在壺子與季咸的鬥法中，壺子能示之以「杜德

機」、「衡氣機」云云，此種「機」即是心氣之微。莊子的氣之屬性不是非關主體的自然之氣，

而是一種精微主體的波動流行。由於有此與自然共在的精微主體的心氣之共振、微調、滲化，

所以超乎一般感官現實、也就是超乎一般經驗現實上的世界實相，才可與之變化得如如呈現。

但反過來說，精微主體的共振之所以能使美感經驗或玄妙的心電感應經驗能夠成立，此經驗



也預設了主體之外的他者之氣化。 

 如果說秦漢氣論容易造成封閉的自然氣化的系統，氣成命定。莊子的「氣化」則是以精

微的深層主體力道共振於世界之氣化實相，使物的世界（亦即今日所說的自然之世界）變為

意義的世界。博蘭尼論身體的作用時，強調身體之賦予意義與接受意義的能力，我們如果將

他用的「身體」一詞代之以「形氣主體」，結論依然適用。但氣化主體的氣感只是使自然世界

意義化的第一階段，接著，此精微的主體力道還會轉化「非意識所及的感通格局」為敘述的

架構。亦即它有能量將氣感的知覺事件彰顯出來，它會將可感而無名的內容昇華並轉譯成語

言的敘述。這種昇華的語言敘述既體現了心氣的內涵，並且使心氣的內涵從私人性的主體因

素蛻變為公共的文化領域內的成分。由於心氣變化不已，所以莊子強調真正的語言也當生生

不已，語言無固定的本質。然而，語言既已由心氣體現為語言，它既出則定型，也不能不定

型，所以莊子強調學者須接受語言興發，但也宜跳脫其限制，他進而強調學者需能領會言外

之意，亦即了解聲音背景的沉默。言默兼攝，乃為圓照。莊子喜歡一種格式塔意味的有機語

言觀，雖然他的語言格式塔裡的成分「自然」大於「社會」，但任何語言總是預設了他者，預

設了傳統，預設了群體，語言排斥了孤堡式的主體的概念。由於語言加入，所以莊子的氣化

主體不再只是自然美學的概念，它還有人文化成的功能。筆者此處用「人文化成」一詞雖是

挪用，卻非誤置，莊子的主體確實具足了根源性的人文之創化力道。 

 創化性的語言謂之「卮言」，「卮言」拉開了氣化主體與氣化自然婉轉共振的一體性，人

文從自然中生出。重新解讀「卮言」，我們對莊子的主體應該會有新的體認。不只真正的語言

建立在氣化主體上面，隱喻、技藝、政治這些議題的歸結點幾乎都指向一種「氣化主體」的

核心。明乎此，我們終於了解莊子為什麼在技藝問題上說「官知止而神欲行」；在美感鑑賞問

題上說「與彼百化」；在語言問題上則是「其來不蛻」。因為氣化主體是真正的語言（所謂卮

言）、真正的技藝（神欲行的運作）、真正的鑑賞自然（遊觀）得以成立的依據，氣化主體具

有統合身心以及協調周遭環境的一種超自覺的能力，這種能力是要發展出來的，但它的功能

卻是先驗的賦予人的，此種統合身體內外諸種知覺的綜合能力可謂之「天」。 

 「天」的層次意指非分殊性感官（分殊性感官可謂之「人」）之上的另一種統一的、熟化

的運動層次。氣化主體此種「天」的能力顯現在「從渾沌中與世界產生關連」此根源性的詮

釋作用，這是非自覺的整體性意義之朗現；接著是轉化此整體性而又私密性的經驗為可共享

性的語言，這是第二步的分節；再接著，乃顯現在第三步的與物（一般所謂的對象）產生關

連的分節化作用中；也顯現在與人生所有具體的活動（從人間世的總總到應帝王）這些具體

的分節化作用中。主體不是不要學習，但莊子似乎更相信學習是為了誘發身體的潛能，使身

體提供有綜合各感官能量與內外情境的反應模式（理）。人的根源性存在就具備了秩序化的潛

能，這種秩序化的潛能也見於氣化氤氳的自然世界中。潛存的自然秩序與潛存的身心秩序可

能是同一潛存秩序的不同面目，其綰合處當在一種非化非不化的主體深處之「神」，學者的實

踐目的就是要具體地活出此種「天」的秩序。 

 當氣化主體的建構功能，也就是筆者認為的人文之源的功能日益顯著後，筆者毋寧較喜

歡用「形氣主體」甚於「氣化主體」一詞，因為有「形」介入其中後，我們可以保留「個體」

在實踐中的作用。莊子無疑是要破除形骸限制的，「氣」的主要功能之一即是破除限制的作用；

但莊子想破除形骸的限制卻沒有破除形骸的個體化意義，「氣」的功能總要從漫無邊際的自然



哲學的概念落實到人的身體上來。「形」可以說是脫胎於人的形體且由此發展出的意義形式，

形式是不可少的，形式就是結構，是使力量凝聚的匯合處。「形」就像莊子喜歡運用的「陶均」、

「卮」、「葫蘆（瓢）」、「石臼（研、倪）」、「大壑」的隱喻一樣，只有「均」、「卮」、「瓢」、「臼」、

「壑」的「形」呈現了以後，創化的力量在這些「形」之中不斷湧現，其文化功能才可彰顯。

同樣的，只有不斷湧現的力道落在人的身體上來，或者說：從身體的深淵湧現上來，身體與

語言、身體與技藝、身體與具體的當下情境之創造或自動調適的功能才會浮現而出。莊子的

形氣主體是五官互融、形氣神同化、認知與行動合一的作用體，它是落實於形氣神構造中一

種具有超知覺統合能力的創造力，莊子的哲學由此一基點展開。 

 筆者所以重視「形氣主體」一詞甚於「氣化主體」，除了「形氣主體」更具體化，也與「形

氣主體」可以涵蓋社會性的身體有關。我們只要一思及《南華真經》中的「聖人」所顯現之

「形」，莊子借著形體的另一種瓦解社會規範性身體─威儀觀的形也就浮現上來了，莊子所使

用的此解構意象即是「支離」觀，一種反正常化的身體意象，「支離疏」其人之反正常甚至到

了想像力不太容易想像的「反常」之地步。由於有了形氣主體帶來的「支離觀」，中國文學及

藝術史上才會有以醜為美、以拗救平、以拙勝巧、以散濟駢的審美觀，也才會有嵇康、李白、

李卓吾、徐渭這些以身體姿態、髮膚、服飾作為反抗體制的戰鬥形式之文人。莊子在解構語

言、實體、社會價值的僵化作用上，其潛存的理論價值及實際發生的歷史影響都極可觀，形

體是反抗精神很重要的綰結點。本書的重點不在此，所以點到為止。總而言之，莊子的形氣

主體之形體部分至少擔負了「束縮氣化主體於具體個人」及「瓦解社會意識型態於具體個人」

的雙重作用，創化與解構同時到位。言各有當，書各有限制，本書的重點將落在其創化面上。 

六、結論——「儒門」的合法性 

 本書詮釋《莊子》，雖然有筆者個人的關懷，此一關懷是詮釋學意義下的成見

（prejudice），但詮釋的有效性仍是建立在學術的基礎上。筆者希望透過莊學的源流以探討

莊學的特色，以莊學的特色重新確認筆者的學術關懷。在探討學術源流時，筆者蓄意跳開後

代歷史文獻的局限，直接從《莊子》文本入手。我們現在理解的莊子受到漢代以下史官的定

位之影響甚大，然而，眾所共知，「道家」是秦後之後才興起的概念，它是被建構出來的。先

秦時期，只有儒、墨有學派意識，其他的哲人都屬於「諸子」的範圍，而不是九流十家或百

家中的人物。因此，我們研究莊子，有理由由兩漢回溯先秦，也就是走回「道家」這個學術

標籤之前的時期，理解莊子其書其人。 

 在「道家」之名尚未興起的年代，我們如何了解莊子的關懷呢？筆者直接從〈天下〉篇

此序言篇入手，觀看他如何借助於形上學的「一」之理念的開展，如何改造神話的敘述，亦

即莊子同時借助於「太初本體論」與「哲學本體論」的語言，暢談先秦諸子學的發展。形上

學的「一」（也就是道體的「一」）落實到具體的實踐點則是形氣主體，形氣主體在人文世界

的創化比道體在自然界的無心以成化，具有更豐富的人文價值的內涵。莊子論諸子百家的起

源以及他們的思想特質時，著眼點甚高，不與其他人同。形式上他雖然以「古之道術」與「一

之展衍」的視角雙管齊下，事實上是借著哲學理據此種本體論意義的說明改造了神話的敘述，

更取代了歷史的說明。莊子使用的方法在中國特顯孤孑，在西洋一些哲學家如黑格爾身上，

我們反而看得到類似的敘述。 

 透過了哲學本體論與太初本體論的雙重敘述，我們有理由認定：莊子這種玄遠的手法乃



是站在孔老之後的思想位置上，回應孔老遺留下來的問題。更具體地講，也就是在哲學慧命

的發展上，他繼承了老子將道精神化的走向，而克服了東方體證哲學中常見到的「本精物粗」

的毛病。在學問境界的光譜上，因為莊子強調道的創化性，所以他不能不從老子偏於大母神

的靜之哲學中走出，走向一個在「一」中保持創化的、動態的能量的一種積極哲學。這樣的

創化哲學的依據雖可溯源神話之「遂古」，也可溯源至形上的「一」，但其基礎也可以說就在

當下的身體本身，筆者稱呼為「形氣主體」。形氣主體是意義彰顯的依據，但它的彰顯不是獨

裁式的自我投射，而是與物共遊地精微的合作下的創造，形氣主體因而帶有基源本體論的內

涵。 

 基源本體論意義下的本體既足以說明自體的存在，也賦予周遭世界意義的基礎。〈天下〉

篇的道體之「一」所以可歸結到形氣主體上來，是有說的。筆者相當側重莊子形氣主體本身

具足的語言、感知（身體）的屬性，語言與身體是當代哲學的焦點，本書因此多少帶有回應

時代議題的作用。當代莊學研究對語言與身體的議題也頗熱衷，但相對於解構色彩濃厚的當

今莊子語言哲學詮釋路線，本書則突顯莊子語言哲學中語言開顯道的創造功能；相對於無言

獨化的道家美學路線，本書則強調莊子氣化主體所呈顯的始源性世界秩序之構造。本書並不

是先有完整的構想，再逐步依藍圖建構而成。而是發現突破點，逐步處理個別議題後，全幅

圖像才日漸清晰，這是陣地戰的手法。具體的講，筆者是隨著處理莊子的身體觀、技藝觀、

語言觀之後，眼界始寬，視座自然而然的由解構哲學的莊子往創化哲學的莊子轉移。 

 本書本來無意介入學派的定位，也不希望被當作解讀歷史文獻的著作。本書所呈顯的莊

子圖像與定型化的道家人物形象誠然不同，但也不見得符合定型化的儒家型人物。道家或儒

家這種學派的歸類不是本書的重點，也不是作者的主要關懷。筆者起初反而擔心學派的意識

太介入，會模糊掉本書的焦點。然而，筆者畢竟用了「儒門」一詞，文獻學的烽火就不可能

不被舉起來。論者很容易質疑道：如果說在莊子生前或秦漢之前，根本未聞道家之名，所以

道家與莊子掛鉤是後來塑造的。那麼，莊子生前雖已知有儒家之名，但莊子並沒有說自己學

仰周公、孔子之道，先秦的文獻也找不到莊子和儒家連結的痕跡。准此，則歸於儒與歸於道，

其文獻學的有效性（其實也就是無效性）應當是同樣的。老子說：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我

們也可以說：唯儒與道，相去幾何？我們有什麼理由排除「莊子道門說」，而相信「莊子儒門

說」？ 

 論者這個質疑說得好，筆者很難不答覆。筆者嘗試回答道：本書的「儒門」之說並非自

我作古，而是《莊子》注釋史上的一個有力舊說，源遠流長，筆者是接續這個詮釋傳統，再

加以發揮的。所以這個問題如果由明末的道盛、方以智、王夫之等人回應，或許更恰當。但

這樣的答覆顯得滑移，逃避「接著講」的人的責任。代他們設想，我們應該還是可以找到一

個合理的解說，此即：《莊子》文本本身即孕育了孔莊相繼的內涵，莊子對孔子很可能有些特

別的情懷。道盛、方以智、王夫之注《莊子》，所以著重莊子的人文精神，並連結孔子與莊子

的關係，實非得已，因為他們就是看出了這樣的文本。「莊子儒門說」可以視為學術史的敘述，

筆者同意明末這些高僧大儒的觀點，所以才自認為是「接著說」。 

 筆者另一個更想提出的答覆是：本書的「儒門」固然指向了歷史上出現過的現象，但歷

史上的儒家有各種的分類，《論語》中的儒者即有子夏氏之儒、子張氏之儒；荀子也喜歡分類

各種儒，有雅儒，有大儒；《韓非子》也說孔子之後，儒分為八，儒家從來不是只長成一種面



貌。何況我們看哲學史上的記載，確實有不少名家認為以《易經》、《中庸》為代表的學問才

是儒門之學，這樣的儒學和莊子的基本性格恰可相互呼應。所以筆者使用「儒門」一詞是否

妥當，端看論者心中的「儒門」意象為何，但此詞語並沒有誤用的問題。總之，不管學術史

的「真相」如何，筆者希望的是透過一種新解讀，或是再解讀三百五十年前的舊解讀，重新

挖掘中國傳統另有一支偉大的人文精神傳統。 

 由於筆者的根本關懷構成了本文立論的基磐，我會認為儒家需要《莊子》這樣的資源。

對支持莊子獨特性的人來說，本書的立場似乎減低了莊子的價值，事實不然，其實無傷於莊

子尊崇巍峨的形象。因為本書的論點與其說削弱了莊子的獨特性，不如說豐富了他尚未被充

分揭露出來的解釋力道，儒家得之於莊子者可能超出莊子得之於儒家。本書不管在意圖上被

視為是援莊入儒或是會通孔莊或是恢復莊子原貌，關係都不大，誠如王叔岷先生說：莊子乃

「無家可歸」42。此言雖然近謔，就史料論史料，確實足以成說。筆者唯一想確定的是：本

書的基本立場是莊子的主體觀蘊含了豐饒的人文精神之源。 

 退一步想，如果讀者覺得本書的立場太儒家了，偏離了中國詮釋傳統中莊子的形象。那

麼，讀者不妨採取知識論上的唯名論的立場，將本書所說的「儒家」內涵看淡。甚至不妨把

書中出現的「儒家」或「人文精神」一詞拿掉，代之以新道家、創化精神或文化表現精神等

等，均無不可。筆者相信如果仔細釐清這些術語，透過文本的細讀，結果不會改變，兩千多

年了，莊子的學術性格是該重新確認了。重新認識莊子不是為了一家一派之爭，而是為了這

位了不起的哲人提供了我們一種基源的人文價值的哲學，他讓我們看到跨越歷史上儒道分流

之上或之前的一種新穎活潑的世界圖像。 

 莊子說他的故事，我們說莊子的故事。本章的結論與本書的立基點如下：莊子之於孔、

老，就是他會通了孔、老。他在絕對意識與文化世界中，找到了聯繫的管道。莊子對人文化

成的依據有極好的證成，雖然依中國老傳統來定義，我們不能說莊子是位典型的人文主義者，

他對道德意識不夠注重，所以他的主體缺少偉大宗教家身上帶有的那股同體大悲的深沉情

懷；他也無法充分肯定禮樂制度與人格成長的關係，所以他的主體也缺少偉大政治家身上具

有的那股深邃悠遠的歷史文化意識。但莊子的用心本來就不在此，或許說：他是別有用心，

因為他對體制永遠有戒心。莊子對後世的影響之所以常見於反抗者對體制的批判，或對體制

的逃逸，其來有自，因為莊子的形氣主體哲學的本質本來就容易與任何結構化的事物對反，

否定哲學是莊子哲學的一個重要面向。 

 但否定哲學不是莊子哲學唯一的面向，也不應該是主要的面向，莊子的批判性建立在形

氣主體和世界本來即有種根源性的繫連上面，這種繫連是原初的肯定。形氣主體的氣化感通、

與物宛轉、卮言日出乃是前於詮釋的事實，是基源本體論的內涵，他的否定源於原初的肯定

得不到滿足。不管現行的《莊子》文本裡刊載了多少「非湯武而薄周孔」的文字，我們依然

有充分的理由肯定：孔子以下，莊子對人文精神的貢獻絕不遜於任何一位儒家思想家。他的

思想早就超越了沒有文化創造力的氣論哲學（不管是向郭的或是漢儒的），也早就超越了意識

在其自體的復性論傳統（不管是老子的、內丹的、佛教的或王學的）。莊子打下了人文活動得

以成立的基礎，語言、氣化、器物的原初肯定使得世界的衍化與文明的日新得以成立，人文

精神的關鍵就在形氣主體本身。 


	19
	19儒門內的莊子--目次+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