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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中的知覺現象及其在修證上的意義

蔡振豐

中文摘要

本文討論《莊子》文本中所出現有關於「知覺」的描述語，如「無情」、

「哀樂不入」與「形如桶木，心如死灰」等。說明這些否定知覺的描述，除了與

悟道的經驗有關外，也可能是身體實踐活動的開端。歸納《莊子》文本中有關知

覺的描述，並加以理論化，其實踐的程序可做如下的說明:經由刻意減損知覺向

外意向的訓練，可以使大腦中理性的知識運作暫時停止，而後產生一種不受知識

系統干擾的全新知覺。完成此一實踐活動者， «莊子》稱之為得道之「真人」。

關鍵字: «莊子» ，心知，渾沌(以上音譯) ，知覺現象，身體思維

*作者為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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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渾沌」與「真人」的知覺狀態

《莊子﹒應帝王》中有一則關於渾沌的寓言，如下:

南海之帝為價，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使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

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f是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 I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

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l 。

從大的分判而言，這則《莊子》神話寓言在解釋上並無歧義，大多是由對知識的

反對著眼，以為常人習於知覺器官(七竅)之知識與分辨，久而不能自覺其非，

因而破壞了生命的完整與自然 2 。從「反知」的立場所作的詮釋大致不會違背

《莊子》的立意，這一方面可以說明「主客體之分」、「概念」與「關係」的形成

容易使人脫離了自然的和諧狀態;一方面也可以由形上的層次，說明 Ii軍沌」與

「天鈞」、「天倪」、「道樞」、「環中」、「搏而飛」等語詞皆有相同的象徵意

義，隱喻道體渾圓、整全，具有「不變的核心」、「超越相對又成全相對」、「能

隨時與物變化」等內涵 3 。在上述的意義下，渾沌無眼、耳、口、鼻的形象，也

可以理解為無名無知的真人所體現的道之境界。由於真人的感官功能未分化、凸

顯，處於一氣流行之「未分化前的整全」 4 ，因之可與外境無主、客對立之分，

而能在很然無分的自然和諧中與世界同在。

上述的解釋雖可取證於《莊子》中的文字，但在理論的系統上不見得能解消

道家學派中「無知」及「道不可道」的共同立場。依氣的整全與分化理解莊子的

隱喻，除非能充分地解釋「整全之道(氣 )J 與「分化之器(氣化 )J 之間的環

節，並且說明「器」不符於「道」的因由、指示由「器」入「道」的工夫途徑，

否則相近的說解仍是割裂「形上」、「形下」界域的思考，在這種想法下，人之

嚮往形上界「化而無分」、「與世同在」的和諧，也僅僅是道家所批判的「論」

1 見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 «莊子集釋» (台北:木鐸出版社， 1983) ，頁 309 。

2 比別郭象《注》云: r為者敗之 J '意不顯豁。釋德、清《莊子內篇註》言: r此實總結內七篇大

意，言人之不得逍遙而傷生失性者，皆知巧之過也 J '於意較佳。有關此則寓言所表現對語言的

反對與超越，參見張亨， (先秦思想中兩種對語言的反省〉、〈莊子哲學與神話思想一一道家思

想溯源) ，二文收入《忍文之際論集一一儒道思想的現代詮釋» (台北:允晨出版社， 1997) 。

3 參見楊儒賓， (后言論:莊子論如何使用語言表達思想)， «漢學研究»， 10 卷 2期 (1992 年 12

月) ，頁 133月 136 。

4 參見楊儒賓前揭文，頁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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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只是「知」的男一形式。相同的質疑亦可用於前人對「渾沌」寓言的注、

疏上，如以「有為/無為」、「有心/無心」、「有;無/非有非無」、「清、濁

判分/清濁未分」等對立的語詞分判「渾沌」與「儼」、「忽」的差異 5 ，亦不

能免於高懸形上之道的用意。

為了消解對形上整全之道的無謂懷想，對「渾沌」神話的理解或許可以另闢

路徑，而由其他可能的文字材料開始。袁用在《山海經校注》中曾指出「中央帝

渾沌」同於《山海經﹒西山經》中的「帝江」九二者有相同的傳說來源。比對

《莊子》與《山海經》對於渾沌形象的描寫， «山海經》比《莊子》多出了「其

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 J 7等敘述。這多出的

渾沌敘寫可以引發二點聯想: (1) I是識歌舞」說明「渾沌」非「無知無覺」者。

(2) I無面目」除了可以直接解為「未分化前的整全之氣」、「無感官」外，或許

也可以解為「分化後的整全狀態」表示「無可捕捉之神情 J '這意謂「渾沌」沒

有喜、怒、哀、樂的情緒表情。

假如「識歌舞」與「無面目」這二個重要的渾沌形象早為莊子所熟知，並且

內化於他所寫作的寓言中，如此莊子渾沌神話所揭示的意義，或許不在於對知覺

或知識的反對，而在於指稱渾沌處於「特殊的知覺狀態」之中。整體而言，如果

對照《莊子》的本文，渾沌「識歌舞」、「無面目」的形象與《莊子》所描述的

「真人 J '有其共同之處。如〈齊物論)開首，顏成子游見南郭子葉之「形如稿

木，心如死灰 J 8; <田子方〉中之孔子見老朋: I形體掘若桶木，似遺物離人

而立於獨也J 9; <大宗師〉言: I若(真人)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顆

領;淒然似秋，媛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J 10 ，似皆表示當

體道者處於入道的狀態時，其官能雖能正確的回應經驗世界，其面目卻不能以

5 如成玄英《疏》言: I"南海是顯明之方，故以條為有。北是幽間之域，故以忽為無。中央既無

北非南，故以渾沌為非無非有者也。 J «釋文» : I"做音叔。李云:喻有象也。忽，李云:喻無

形也。崔云:渾沌，無孔竅也。李云:清濁未分也，喻自然。簡文云:僚、忽取神速為名，渾

沌以合和為貌。神速譬有為，合和譬無為。」上引文字見《莊子集釋» ，頁 311-312 。

6 袁河《山海經校注》言: I"古神話必以帝鴻即此『渾敦無面目』之怪獸也。帝鴻者何? «左傳》

文公十八年杜預注: Ii'帝塢，黃帝。J] «莊子﹒應帝王» : Ii'中央之帝為渾沌。』正與黃帝在『五

方帝』中為中央帝符，以知此帝江l'1p帝鴻亦即黃帝也。 J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頁呵。

7 袁河， «山海經校j主» ，頁 55 。

8 見《莊子集釋» ，頁的。

9 見《莊子集釋» ，頁 711 。

10 見《莊子集釋» ，頁 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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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怒、哀、樂等表情別之，而這或許也是《莊子》所言「哀樂不入 J 11 的「無

情」 12之人的表徵之一。

二、身體思維是氣化流行的具體而微

渾沌的「識歌舞」及「無面目」如與「失日覺」與「哀樂」之表現有關， «莊

子》所宣說的真人之境不見得須用「知覺/前知覺」、「意識/無意識」、「身體

/精神」、「形/使其形」這類的二元性概念來理解，也可以不將「墮枝體」解

釋為對人之經驗性身體的否定，而將真人之形軀理解為「感官體現氣」或「感官

體現精神 J '終至視「氣」與「精神」為高，而以「形」與「身體」為下。放棄

「形上」與「形下」對分的解釋，並不表示必須放棄對形上之氣此一領域的理

解;而是企圖不由「論」或「知」的系統來解釋「氣」與「形 J '避免「氣」被

理解為一種超乎形體或無涉於形體的存在。再者，氣雖是物質構成的基本因素，

但如果只將「氣」視為最小的物質單位，這將不兔於將「物」與「形 J 視為死寂

之氣的聚合與離散。如此，至多可說「氣」是「物」的物質原因，除此之外，由

「物」識「道」是根本不能達成的事。換言之，除非能直接肯定「物」的生成運

作即是「氣」的生成運作，二者之間具有一致的形式或內容可以被比類溝通，否

則「氣」與「物」之間將永遠只是一斷裂的關係。從《莊子》一書看來，莊子在

言「通天下一氣」時，似乎不認為「形 J r氣」之間是斷裂的，也不以「道、氣」

11 <養生主〉與(大宗師〉皆提及「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J (見《莊子集釋» '頁 128 、

260) ;又(田子方〉中老鴨曰: I萃食之事犬不疾易教，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

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貝 IJ 四月支百體將為

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夜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

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忠心!已為 i這是f解乎比。 J (見

《莊子集釋» '頁 714) 亦以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為入這之境界。

12 <德充符) : I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斬，惡用膠?無夜，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幫

也。天幫者，夭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砂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誓乎大哉，獨成其天! J 、「忠于謂莊

子曰: II人故無情乎? JI 莊子曰: II 然。』患子曰: II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 JI 莊子曰: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J1息子曰: II 既謂之人，惡得無情?J1莊子曰: II是非

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JI 0 J 見《莊子集

釋» '頁 217 、 220-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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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形、器」之間只具形式上的因果關係 13 ，關於此點〈知北遊〉中有很好的提

刀可: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 I所謂道，惡乎在 ?J 莊子曰: I無所不在。」束郭

子曰: I期而後可。」莊于曰: I在嘍蟻。」曰: I何其下邪? J 曰:

「在梯粹。」曰: I何其愈下邪? J 曰: I在瓦覺。」曰: I何其愈甚

邪? J 曰: I在屎溺。」束郭子不應。莊于曰: I夫子之間也，固不及

質。正獲之間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

是，大言亦然。周、遍、成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J 14

莊子言:至道不逃於物，於物普遍無偏 15 。故「道」與「物」也可以是「異名同

實，其指一也 J '肯定「道」與「物」有「不即不離」的關係。

「道」於「物」的關係如此，於人之精神官能與形軀的關係亦當如此。就現

實而言，人未曾脫離身體而存活，身體與感官是人生存的實體，如果認為

「道」、「心靈」或「精神」是超越身體之上的，那即是承認身體之上有所謂的

「真宰 J '這也恰恰是《莊子》所質疑的， <齊物論〉言: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

得其目夭。可行己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敗而

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

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

益損乎其真。 16

此段文字指出:不管人是否求得「真宰」這都「無益損乎其真」。莊子不以「求」

為高，而視「百骸、九竅、六藏，骸而存焉」為大化的昭著、人之真實存在。換

言之，莊子認為沒有一種無關乎身體的或者超越身體之上的思考可做為得道的基

13 (知北遊〉言: r人之生，氣之聚也;東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

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 Ii'通天

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J (見《莊子集釋» ，頁 733) 比段文字難以聚散之氣說生死，然亦肯

定其中有神奇、腐臭無定的變化。

14 見《莊子集釋» ，頁 749-750 。

15 成玄英《莊子疏》解上段引文中的「無乎逃物」言: r夫大道曠蕩，無不制圈。汝唯莫言至道

逃棄於物也。必其逃物，何為周總乎 ?J 見《莊子集釋» ，頁 751 。

16 見《莊子集釋» ，頁 55月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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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思想及行動都是憑身體而行的，身體在其體的物或情境中行動，思維也由身

體中自證自明，而非抽象的獨立於身體之外，將身體視為其思考的對象 17 。

三、兩種逃道的形式

如果同意上述的說明，承認人之感官形軀，可以是道的具體而微，人與「道」

也可以是「同質性而有分殊展現」的有機環節。依此一立足點，似乎可以得到如

下的結論:人之行動思維的展開，也可以是道之形貌變化的展開。但事實上這種

結論又不可能，因為人的活動不能簡單地被視為是對外境的刺激與反應，從人有

種種離「道」而行的生存樣貌看來，人似乎不能完全是道之活動的展現。人何以

不能如「道」般的生存?此一問題，姑且稱之為人之「逃道 J '在《莊子》本文

中似乎可以從二個方向來討論。其一是人如果要在世界上存活，首先就必須先將

自我視為生活世界的中心，而將外在所有的一切視為我所取用的工其世界。由

此，在人存活的過程中，經驗的分化與機心的運作成了無可避免的結果，在茹毛

飲血的時代，人也必須依此，才能對抗惡劣的環境及生物間的生存競爭。然而，

隨著文化的發展，在存活之外，人亦依此維護自己的利益及名望， r是非」、

「守勝」無日無之，因而有喜怒哀樂、慮嘆變懇、姚俠啟態種種心理上的變化 18 。

17 吳光明〈莊子的身體思維> : r身體思維就是身體處於思想的行動:這種行動發生在身體之

中 ， f~、身體而行的;這種思想就是身體化 (embodied) 的思維-一一用身體的方式 (body-wise)

來進行的思想。身體思維在具體物中進行，是具體性的思維。這種思維是自然的，也是我們所

熟知的一種思想模式，更重要的是，身體在其中並不是伴隨的條件，而是不可或缺的本質。」、

「身體思維是身體本身在思想著一一此時身體是動態的、能思想的，而不是思想的對象，也不是

充滿思想的器具;這是身體在思維，而非悟智的思考。」見楊儒賓主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

論及身體觀» (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1993> '頁 394-395 。

18 <齊物論)言: r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閉，與接

為構，日以心門。綾者，客者，密者。小恐 ·t，游協，大恐緩緩。其發若機槍，其司是非之謂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 i再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彼之也;其

厭也如織，以言其老戶血也;近死之心，莫使 i是陽也。喜怒哀樂，店、嘆變愁，姚依啟態;樂出

虛，蒸成菌。日夜才目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見《莊子集釋» '頁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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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非必要的心理壓力，令人陰陽不調 1人也令心不能正常地應物， <齊物論〉

稱這種為維護自我的完美而憂患得失的心為「近死之心」。因維護「自我」的種

種而與外境或他者敵對，而致心死，這是人「逃道」的第一種形式。

第二種逃道的形式是恩辨，即從事於無關乎身體的思考，探求抽象的名理，

並以思考凌駕於身體知覺。《莊子》書中對名家的批判，大多屬於此類，讀者可

試著重新回味〈秋水〉中有名的濛梁之辯:

莊子與忠于遊於澡梁之上。莊子曰: r 11鳥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忠

子曰: r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J 莊子曰: r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

樂? J 忠于曰: r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

全矣。」莊于曰: r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

而問我，我知之濛上也。 J 20

這則故事可以給予理則上的評判，也可以由知覺問題上作簡單的提示。當惠施以

邏輯命題質疑莊子之時，莊子並沒有順著惠施的理路回答。由於先前莊子說 r~黨

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J '已指明此種由知覺而有的「知」並不需要過多的思

辨與分析，所以此章末莊子回答惠施言: r子日『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

知之而問我J '即已表達:生物之間情憬的傳達並不一定必須藉由語言，也可藉

由身體的活動之姿，或者顏面肌膚的表情來傳達;所以樂與不樂是從屬於情境

的，而不是從屬於對於對象或所處環境的分析及推演，過多的思辨與語言分析反

而使人不能融入情境，感染情境中所放送的情感。莊子之知魚之樂或許是一種比

興式的獲得，但就一個人而言，樂不樂既是主觀的，也是客觀的，尤其在面對他

人時更為明顯，享受他人的喜樂，並且享受被他人喜愛的感受，才能使得樂得以

真實的存在，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概念。換言之，樂不樂，並不是一種「思

索J '不是由「人能否知魚之樂? J 、「魚之樂為何 ?J 、「我見不見魚之樂? J

等命題的判斷及其邏輯關係而得，如果「知魚之樂」是依命題判斷而立，則我之

19 此可以〈人問世〉葉公子高使齊之前求問仲尼為例: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 r玉使

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看吾

諸梁也曰: Ii'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息;事若成，則必有陰

陽之忌。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戚，囊無欲;青之人。今吾

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忌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

怠。是兩也，為人巨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話我! J 見《莊子集釋»，頁 152-153 。

20 見《莊子集釋» ，頁 606-6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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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知純然是一種對自我及對象的分析活動，在此情況下，並不必也不能期待有

其他的個體與我共鳴，這使得「樂」成為智慮之樂，而非同情共感之樂。就莊子

而言，這種智慮之樂是「形與影競走」2l ，終究離於真實的生命。

四、心知與逃道

上二種「逃道」的表現，在現象上都伴隨著喜、怒、哀、樂等情緒或心理的

表現，但在語言上《莊子》似乎有意區分這二種情緒在「出J [""入」上的不同。

如〈田子方〉言「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J 22 、(養生主〉及(大宗師〉言「哀樂

不能入」刃，這類由外而入的哀樂，在《莊子》中被與「惡、欲」歸於一類，是

屬負面的語詞，故《庚桑楚》言「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J 24 。

另一種哀樂則是自然而「出」的，如(養生主〉中描T解牛後的「躊躇滿志，善

刀而藏之」、秦失弔老稱之三號而出2人〈大宗師〉中的「孟孫才，其母死，哭

泣無涕」鉤。莊子稱此類情感為「無情」之情，所謂「無情」非無情感情緒之表

現，而是「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之情27 。

言「哀樂不入J '或「不入胸次」之入不入所指何處?這或許與《莊子》所

言之「心」有關。有關心的概念，«莊子》中常見者有「成心」與「常心」之區

分，而由其「成心」復其「常心」則有「心齋」的概念。如以哀樂之入與不入為

說，首先，哀樂能入者表示哀樂非由心而出，而是藉外而入，此「外」為何?或

21 (天下〉云: I"患施日以其長。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比其施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

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緣，闊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

霆之故。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過為萬物說，說而不休 0 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

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過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噢矣。由天地之道

觀患施之能，其猶一蚊一社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責道，幾矣!息施不

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患施之才，再告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

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J 見《莊子集釋» ，頁 1112 。

22 見《莊子集釋» ，頁 714 。

23 見《莊子集釋»，頁 128 、 260 。

24 見《莊子集釋» ，頁 810 。

25 見《莊子集釋» ，頁 119 、 127 。

26 見《莊子集釋» ，頁 274 。

27 見《莊子集釋» ，頁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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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以由語言系統而形成的「心知」概念來理解， <齊物論)云: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

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

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呆孰有孰無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

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於揚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

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

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

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通焉，因是已。 28

上段話可以有二層解釋:首先，由語言系統所形成的分類概念或意義的分化，雖

可利於辨析及認識事理，但如果了解由語言系統所構建的事理，可能築基於層層

不確定的事實上，就能洞悉由語言系統而有的事理有其限定，充其量它也只是反

應思辨者一己的判斷與好惡而已 29 。此層意義所對應的是思辨形式的逃道活動。

其次，真正符於人境合一的狀態是「無語」的狀態。以樂不樂為例，今如有

人遊覽山林或與人歌舞為樂，其所謂樂可謂與山川共鳴或與人我共感，此中並無

語言，純然處於一普遍無疑且互為主體的氛圍中，這可稱之為「至樂」或與「天

地」、「人群」的合一狀態。過此以往，當其中有一語言曰: I我今得樂」時，

那種「至樂」或「合一」的狀態就消退了，因為「我今得樂」其實是對照「我昔

無樂」而來，此後由「我今何能得樂」或「我昔何以不能得樂」即可衍生無盡對

過往經驗的追憶與擇取，每一經驗之片斷也同樣可為語言分化系統的材料，如此

以往，人就更加遠離真正的「樂 J ;在情緒上，樂之獲致可如此運作，而哀之運

作亦然。此層意義所對應的，是維護自我而遭心理、情緒靡刃而致心死的逃道。

由「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J 以下的分析，或許即是莊子「心知」的

運作方式。因此所謂的心知，從種種情緒及心理的活動而言，其始為人會意識自

我開始。意識自我為人自然之本能，無此則無生存生計之道，然如果所意識者是

28 見《莊子集釋» '頁 79 。

29 (大宗師〉亦云: I"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

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息。夫

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誰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J 見《莊

子集釋» '頁 224-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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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中長久以來由「心知」所建構的自大、自妄、驚怖、挫折、不安全、傷心之

自我，則由之而有隱道之「成心 J '由之而令人有耳、目感官之盲及知之盲 30 。

依此，哀樂之情也可以有二種不同的顯發方式，一是伴隨情境之真實而發，

這是「常心 J 而有;另者為依「心知」而脫離情境，妄假而有，這是「成心」所

生。「成心」所生之情，常與「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臆測有所關聯，不屬

之「現在」之真實，因之為假。這種由「心知」而「成心 J '干擾「常心」而令

之不顯的狀態，可能即是莊子所謂的「哀樂入於胸次 J ;反之則為得道者能順隨

真實情境 (r安時處順 J) 顯發「常心」致「哀樂不能入」的狀態。從哀樂的情感

或情緒而言，如果語言的運作不涉入其中，貝 IJ!真正的哀樂只存於具體的情境，隨

著情境的變化而變化，生而沒，起而亡，不會延展於真實的情境之外，也不會接

續推演於由語言及過去經驗所虛構之未來的時空之中。

五、去「心知」復心、耳、目

「成心」是「心知」的結果，從現象上，它所表現的是一種延續性的情緒干

擾，以及由固執已知所形成的知識障礙。故真人之「心如死灰」其意可直指為

「心知」運作之消逝。當「心知」不再運作時，即可說是「近死之心」的「復

陽J '這種復陽或許也只是入道的初階。在《莊子》的文本中， r稿木J r死灰」

的描述之後，所提示的大多是心知止息後的結果，如(庚桑楚> : r動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桶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褔亦不來，禍

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J 31 此段文字是說心知止後能有「褔、禍不有」的結果。

而(田子方〉中新沐被髮的老鴨則從「不患於心」說「心知」止後的「萬物之所

一J ;或「常心」之「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 32 。比較特殊的是(齊物論〉中隱

30 <逍遙遊)中肩吾問於連叔，連叔答曰: I"替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

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見《莊子集釋» ，頁 30 。

31 見《莊子集釋» ，頁 790 。

32 老鴉曰: I"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 I"願聞其方。」

曰: I"草食之獸不疾易教，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

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貝 IJ I!.!]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

夜而莫之能淆，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

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皂心!已為道者解乎比。」見《莊子集釋»，頁 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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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喪娟的南郭子葉，他在「形如桶木，心如死灰」之後，並未說明此境有何得

益，而是由此說人賴、地績，而最後以聞天箱作結 33 。如以聽聞作為考察《莊子》

義理的切入點，貝 IJ此似可以與〈人問世〉所言之「心齋」與「聽之以氣」之說相

參看:

顏回曰: I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 I齋，吾將語若!有心而

為之，其易邪?易之者，喙天不宜。」顏回曰: I田之家貧，唯不飲酒、

不茄葷者數月矣。如此，則可以為齋乎 ?J 曰: I是祭托之齋，非心齋

也。」回曰: I敢問心齋。」仲尼曰: I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

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 I田之未始得使，實有回也;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 ?J 夫子曰: I盡矣。吾語若!若能入

遊其樂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則幾矣。絕跡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開以有翼飛

者矣，未開以無翼飛者也;開以有知知者矣，未開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

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絢耳目內通而外於

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組也，伏羲几

遠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J 34

〈齊物論〉所說的天績，顯然是將「人為 J (人籍)與「自然J (地籍)的聲

音排除在外，故其聲續當然不是一般以「耳」所能接受的聲波。而〈人問世〉所

言之「聽之以氣」恰恰說明此「聽」非以「耳 J '而是「以心聽」的更進一層。

「聽之以心」與「聽之以氣」如何得之?或許可以將焦點先放在「街耳目內

33 <齊物論> : r南郭子恭隱机而坐，仰天而噓，答焉似喪其擒。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 rr何居

乎?形囡可使如搞木，而心囡可使去。死灰乎?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蔡曰:

『傻，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夜我，汝知之乎?女閹人類而未闊地綴，女闊地績而未闖天

鎮夫! Jl子游曰: rr敢問其方。』子蔡曰: rr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

哼。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析，似圈，似

臼，似法者，似污者; 5;敘者，請者，也者，吸者，叫者，護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

唱。禹。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手口，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 Jl子祥

曰: rr地鐵則眾竅是己，人錶貝IJ 比竹是已。敢闊天績。』子蔡曰: rr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

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Jl J 見《莊子集釋» '頁 46 。

34 見《莊子集釋» '頁 146-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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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而外於心知」上。從語意上看來「街耳目內通」似可排除「心知」的作用。然

而何謂「徜耳目內通J ?郭象《注》解釋為: I使耳目閉」狗，但「閉」似乎不

可解，特別是目可閉，耳如何能閉?成玄英《疏》解為: I能令根竅內通，不緣

於物境，精神安靜，外忘於心知者」於義較暢 36 ，然何謂「根竅內通J ? «疏》

仁司 .

耳根虛凝，不凝宮商，反聽無聲，凝神心符。(釋「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

心J )不著聲塵，止於聽。此釋無聽之以耳也。

符，合也。心起緣慮，必與境合，庶令凝寂，不復與境相符。此釋「無聽

之以心」。

心有知覺，猶起攀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披衣口覺，取此處柔，遺

之又遣，漸階玄妙也乎! (釋「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J)

去口氣柔弱虛空，其心寂泊忘懷，方能應物。此解「而聽之以氣也」。

成玄英以「聽之以耳」為耳聽於聲塵的變化。「聽之以心」則是令耳「不著聲塵」

「反聽無聲，凝神心符J '這是將注意力放在「心之緣慮」與「心與境合」的變化

上。最後的「聽之以氣J '應是心不復緣慮，不復與境相合。

成玄英的疏解或許不與莊子本意相同，但其解至少避去了形上語詞的操弄，

而得以由身體經驗去理解。「聽之以心」是J I聽」心之「緣慮」、「與境合」。

「緣慮」可理解為「心」對「念」的攀附延伸; I與境合」之「境」可理解為

「念」可以連續存在的景域，此景域是心依過去的經驗虛構而有。「心」之「緣

慮」、「與境合」是所有虛假不真的情感情緒，以及無關乎身體處境之知識的來

源。如果能「聽」此心念之生滅起落37 ，貝IJ表示心能觀照心自身於「假中作假」

35 向郭《注》云: I"夫使耳目間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

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 J 見《莊子集釋» ，頁 151 。

36 見《莊子集釋»，頁 151 。

37 <庚桑楚〉言: I"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

貝IJII煩心，有為也。欲當貝 IJ 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J (見《莊子集釋» ，頁 815) ,

這段話如略去對形上天道的比附，而純就「心體」之活動觀之， I"不怒」、「無為」或許可解為

心之「無怒無不怒」、「無為無不為」的本質，而「怒」與「為」可視為心對經驗的反應; I"無

怒無不怒」、「無為無不為」有其恆常性，而「怒」與「為」如不緣攀，則生滅不定。以「怒」

為例， I"怒」由此「心 J (無怒無不怒)而出，如不緣慮、合境，則「怒即生 )'!p 亡 J '在心中並不

具連續的性質。心不緣店、合境，如J I"怒」之生與滅為自然天成，為「不得已」之「天和」自

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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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作過程，這種觀照能令心得以有止息「緣慮」及「合境」的可能。《莊子》

或許稱此種情形為「以心復心」的表現。

「以心復心」之說見於〈徐去鬼) ，其言曰: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真

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夭。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

死，失之也生 38 。

從〈人間世) [""循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而言，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

心J '應該是指目、耳、心皆「外於心知」的知覺狀況。心之外於心知，貝 [J心念

有生滅而無攀緣，此為「以心復心 J ;耳外於心安日，則耳所聽為純然之聽，不會

因心知的運作，而變異其收受的範圍，此為「以耳聽耳」。目視亦然，外於心

知，則不會因心知的選擇而對目光所及視而不見。舉例而言:受挫者食不知味，

聞樂不樂，其感官知覺喪失殆盡;而陷入愛戀者，於人群中只見戀人之眸，只聞

戀人細語，餘皆不及。此心知之作，令感官不成為感官自身，非待「心」去其

「心知 J '而「復其心 J '而後目可以目視，耳可以耳聽，發揮耳目純然之功能。

六、凝神於知覺的全體朗現

循著〈人間世〉中「心齋」及「聽」的提示， [""夕博士心知」的途徑或許非由

識道之理而得，而是由知覺之能還原其為真正之覺知入手。無所擇取、排斥的聽

聞所有的音聲，這是真正的耳聽的狀態，此種狀態中心知的干擾將受到抑制。例

如外界的車潮吵雜令人心煩，心煩也使人做出搗耳的舉動，企圖排斥車潮之音

聲，這使得心與聲對立起來，對立產生衝突與抗爭，人的活動就會消耗在這類的

衝擊之中，而展現為煩躁的情緒;音聲不被止息，貝 [J對抗就無法停止。如果企圖

以思考或意志的轉變取消這種對抗，這仍會造成思考或意志本身的對抗，如以

「聲會平f憂心」之想與「聲不會干擾心」之想相抗，以「我受聲平擾」之志對抗

「我不想受聲音干擾」之志，這些都是「心知」的另一形式而已，企圖以「心知」

解決「心知 J '最後仍不免於「心知」的運作，可謂徒勞無功。故當「心知」不

能放棄「心知 J '而又企圖止息心知的運作，唯一的可能就是令心神離於「心知」

38 見《莊子集釋» '頁 86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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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專注於他處。如專注於音聲的聽取上，或凝神心念的去、來，這將使得純然耳

聽的活動或對心念的察照取代了心知所佔據的身體。

當純然的、不加擇取的知覺活動同時展開時，七竅、臟肺、膚觸等等皆不在

一個知覺的攝取點上停駐或延伸，這時心知也就無由運作，<人問世〉稱此種情

形為「耳目內通J 0 r耳目內通」從語意而言，應指凝神於觀照自己的知覺變

化，而不是將注意力放在知覺所攝取的對象，以及由之所產生的智慮活動上。這

種狀況也如〈應帝王〉中「渾沌」的知覺狀態一般，有渾然一氣，覺而不覺的整

體之覺，而無特別凸顯的心知之覺，也無主宰知覺或身體活動的「真君」。從道

家的立場言，這種覺知狀態的改變，可以是去心知的「無思無慮J '也同時是身

體知覺能成其覺知之「全形」、「抱生」的表現39 。而且就其工夫入手而言，因

為「無思慮」不能由思考及意志而得40 ，卻可藉「全形」而令思慮的干擾減輕，

故「全形」的重要性就高於「無思慮J 0 <庚桑楚〉中南榮起以「年已長矣」的

理由請教於庚桑楚，庚桑子告之曰: r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

三年，則可以及此言矣J 41 。所指示者即以「全形」為要。

除了「全形J (藉由身體官覺的轉變)與「無思慮營營J (令心知無法攀緣)

外， «莊子》中也出現意義相近，而措辭全然不同的語詞，來描述相同的狀態。

如〈大宗師〉與〈人問世〉所言的「離形」與「去知J '以及「坐忘」與「心齋」

之說42 。莊子所說的「墮枝體」、「離形」等語詞，很難解釋為身體的解體，或

者理解為身體感官的全然封閉;而必須由肢體與耳、目處在一個不向外攀綠的狀

況、在「知覺體系的轉變」這個意義下，才比較容易被理解。然而何以會有「離

形」與「全形」這二個看來是相反的語詞?從《莊子》的語脈看來， r離形」所

涉的應是入道的初階，因此可以將這個語詞與「坐忘」、「形如桶木」相為連

39 成玄英《莊子疏》釋「仝形」言: r不逐物境，全形者也;守其分內，抱生者也。既正分企

生，神凝形逸，故不復役知思慮，營營狗生」。見《莊子集釋» ，頁 778 。

4。如「想念他」的思慮自匙，我人又起一「不應想念他」的思處去抑制「想念他」的思慮，比一

思店、亦是思慮的開始，可緣之而攀附，如此不可能形成思慮的止息。

41 見《莊子集釋» ，頁 777 。

42 顏回曰: r回益矣。」仲尼曰: r何謂也 ?J 曰: r回忘仁義矣。」曰: r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 r回益矣。」曰: r何謂也? J 曰: r回忘禮樂矣。」曰: r可矣，猶未

也。」他日，復見，曰: r田益矣。」曰: r何謂也? J 曰: r 回坐忘矣。」仲尼就然曰:

「何謂坐忘 ?J 顏回曰: r墮肢體，點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 r 同

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采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見《莊子集釋» ，頁 282-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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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而「全形」則是「離形(墮肢體卜去知(點聰明 )J 後的結果，因此這個語

詞可伴隨著「德全 J I神全」出現 43 。

「坐忘」不但不使耳目封閉，反而使得知覺更為敏銳，生理機能更為健全料，

「心知」既被瓦解， I心」與「耳」就歸而為一了，我既不知有「心」與「耳」

的區別，也不會去分辨「耳」所感受的，與「心」所感受的有何不同，這個境界

是高於「聽之以耳」的，但莊子認為這仍然不是最高的境界，因為這只是把知覺

還諸於知覺而已。「心知」停止了，知覺不再劃分彼此，而朗現了自身的機能，

這使人體驗一種前所未有的生命，但是在感受的當下， I我」仍然是存在的，意

識的反觀作用仍然會闖入其間。但在「聽之以氣」的層次，隨著心齋集虛程度的

加深，意識反映作用的頻率將降低，最後不再顯現。意識的反映作用消失了，這

時的心境才是真正的「虛」、「空 J '而我也就不見，我與感受融為一片，不分彼

此，我與所有的感覺成了波動的氣流，既不知它有何形狀、意義，也不知它何意

向、意欲;既不知有外，也不知有內，而為純然一氣，這即是《莊子》所謂的

「無我」之境。

七、其實存在的心、氣狀態

「聽之以氣」的層次或許需要極高的證悟才能體現或理解，但《莊子》內七

篇中有二則著名的寓言也許嘗試說明了「聽之以心」及「聽之以氣」的身體狀

態。〈養生主〉中居丁對文惠君描述他的神技說:

的(天下) : I"子貢卑l取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 If'向之人何為者邪?

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Jl曰: If'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彼有夫人也。吾

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金，德全者

形金，形仝者神金。神金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 ;'..亡乎 j享備哉!功利機

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難以天下譽之，符其所謂，警然不

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使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才員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

波之氏。JlJ 見《莊子集釋» ，頁 436 。

44<知北遊) : I"老聰曰: If'汝齊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拾擊而知!夫道，宵然難言哉!將

為汝言其產略。夫昭日召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

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跡，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途之皇皇也。邀於此

者，四肢鐘，思慮，陶遠，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池不得不廣，日

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Jl J 見《莊子集釋» ，頁 7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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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

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竅，因其固然。枝經肯學之未嘗，而況大都乎!

良/色歲更刀，割也;族/皂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

矣，而刀刃若新發於叫。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

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若新發於叫。雖然每至於族，吾

見其難為，你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謀然已解，如土委

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如依上文的分析， I未嘗見全牛 J '以及在解牛時「恍然為戒，視為止，行為

遲，動刀甚微」的表示，應是指意識集中下的凝神狀態，也是初階的「形如桶

木，心如死灰 J 0 I視為止」、「不以自視」、「官知止」等，很難解釋為視覺的

缺然;而應理解為讓視覺脫離「心知」而有的「真正的看」。視覺如不能擺脫心

知的干擾，則骨筋糾結的困難之姿，將令心慌而致手無法順利運行，要作到「動

之甚微」將不可能。所以「官知止」所傳達的不是知覺器官的停止，而是「心知」

的停止。

官知止後，刀、手、眼才能形成一體無分的狀態，所謂「眼到手到刀到J '

手不意識其為手，眼不意識其為眼，而自我不意識為自我。此種狀況有別於「官

知行」時之「心」指揮「手J' I手」操作「刀」。心眼手刀合一的境界，可說是

在「聽之以心」的基礎上，進一步的使「耳目內通」而超越了意識的活動，達到

忘我的「氣」境界。但在實際的活動中，純然的忘我，並不能達成任何的行動，

所以體道者處在生活的情境中， I聽之以心」與「聽之以氣」的二個境界面必然

是互相交替轉換著，前者使活動的人能正確的接物，而後者則讓自我處於無礙的

自由之中，如此才能以道的姿態，達成世俗種種的活動。於此，所謂的「中申欲」

可名之為「智慧身」衍，智慧身是身體擺脫心知的理念體系，在官能知覺一體無

別的情況下，所產生的原始自我。在此原始的自我中，身體是動態的、能思想

的，而不是思想的對象，也不是充滿思想的載具。這個原始本能的自我與由心知

所形成的知識性的身體是不同的系統，一個嬰兒出生後無須學習即可適應環境，

這表示人本有自己所無法控制的能量，足以引導自己的生命， «莊子》本文有時

的有關「智，慧身」的概念參見Joseph Campbell: Transformations of Myth through Time 李子寧中譯本

《神話的智慧» (台北:立緒出版社， 1996)' 上冊，頁 145-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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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來形容這種能量 46 。

如上文的分析，在真實的生活世界中，真正純然的「氣」並不能使人面對他

的生活處境，故智慧身並不排斥「耳」、「心」或「心知」的活動。觀居丁之

「躊躇滿志 J '可見其仍有依心知而有之情緒，而「善力而藏之 ν 則示其不依情

緒而緣慮，可謂善養生者。完全的「無我」或「氣」的境界，如果不是絕塵於

世，則只能從精神上展示，而不能依之形成生活的特殊活動。故在〈應帝王〉壺

子寓言中，列子不能知其師，而醉心於神算外顯的神巫季咸 47 。壺子示季咸以四

相，第一次是「塊然若土地」之地文，季咸以為是死兆;第二次示之以天壞，季

咸見其生機， ;第三次示之以「太沖莫勝 J '季咸莫能明;第四次示以「未始出

吾宗 J '季威最後驚而走。從壺子隨心轉換四相看來，壺子對心知的運作及其表

現有十分透徹的了然，故能隨時轉換其不同層次的心相。從象徵意義而言，四相

可以轉換，也意謂證得根深寧極的境界後，並不需要，也不可能常駐於此，畢竟

人的身體必需時時對環境做出正確的反應，這不能只依氣之境界而後可得。

46 <人問世〉中，孔子曰: r若能入遊其笑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

於不得己，如l幾矣。絕跡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開以有翼飛者矣，未

開以無翼飛者也;開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

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才句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

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蓮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J 見《莊子集釋» ，頁 148 。

47 鄭有神巫曰季成，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 r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

曰: r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矣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

信，夫故使人得而非目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金子。出而謂列子曰:

「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

子。金子曰: r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r幸矣子之先生過我也!有疼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

列子入，以告金子。壺子曰: r勢~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躍。是殆見吾善者機

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r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

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 r吾鄉示之以太;中英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統桓之早年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客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 r追之! J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 r 已

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 r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

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

變，食系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彤是永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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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的狀態只在靜態

的自我修證時展現，而不能完全表現於實際的身體活動，故列子如不見季咸驚

走，亦不能意向於貌如常人的壺子而知其境界。由此，如把本文所提示的寓言相

串連，可以構建如下的知覺轉變的過程。首先是「坐忘 J r離形」之耳目內通，

這時身體呈現出「形如桶木，心如死灰」之現象，而後能入「外於心知」的「心

齋」狀態。有「心齋」的體證後，人在活動中，就能使「中申欲 J (智慧身)運

行。「神欲」一方面是非理念的系統，是外於心知的，所以它使得知覺本身可以

是純然的知覺;另一方面它是依外境而反應的，所以它也可以正確的摟取心知所

得;如宿丁解牛般得「以無厚入有間 J '身體活動上的完善伴隨著「躊躇滿志」

之樂，情緒發其所當發，最後隨著情境的轉變而中斷情緒攀緣之可能，藏諸無

境。總體而言，壺子示四相展現了「神欲」及「心知」轉換的各種可能，由「心

知」之負面(杜德機卜正面(機發於腫)表現，而後「外於心知 J (衡氣機;神

欲)。最後的「未始出吾宗 J (波流之氣;甚深神欲)貝 IJ回到得證後修證無竟的立

場，用以保證「神欲」之不失，以及更深證悟的可能。

八、結論

本文以《莊子» r渾沌」神話做為起點，嘗試論證《莊子》文本中所涉及的

知覺現象與修證上關係。表面上看來， «莊子》所論及的情緒及知覺問題，與其

形上學的立場有關，似乎是由道之無限整全的立場，反對知識系統的有限性以及

知覺、情緒的偏執性。但仔細考慮《莊子》之說，其所反對者並不直接就知識而

言，而是就「心知」的運作方式而說。莊子對於情緒的討論亦有二面，由成心主

宰的情緒固然傷身害性，但自然的情緒未嘗不可以做為入道之階。釐清上述的問

題後，在閱讀《莊子》時或許可以不必用「反智論」、「反情論」去看它，也不

必將其思想及論說侷限於形上學的領域中。如果本文的論述合法，一方面可使

《莊子》之說擺脫逃隱出世的刻板印象，得以適應知識不斷進展的現代社會;另

一方面也可以從中討論莊子對心理、情緒及知覺活動的可能意向，活化莊學的詮

釋面向。

此外，由本文對「心知」的討論可知， r心知」具有一定的運作模式，它構

建了人的知識體系，也建造了人的自我形象;同時它也是錯誤認知以及心理、情

緒問題的來源。隨著知識環境的增長，心知的運作成了人的慣性，這使得人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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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有別於理念或概念系統的思維及反應;長久以往，心知就佔據了人的身體及

知覺，令人失去真正的覺知及對環境的自然反應。由於人習於以心知的形式思

考，所以想要從思考的慣性中去除心知的種種負面影響，幾無可能。

針對心知的止息， «莊子》認為可以由形軀及知覺的轉變入手，故以「形如

稿木，心如死灰」來提示抑制或止息心知運作的可能。這在立意上，可以有二方

面的用心。其一，是提示在心知干擾下的知覺活動只依從心知的意向，不真真正

認識的可能。「概念」及「情緒」是知覺被過去經驗、或對已知、未來的記憶、

臆測、聯想所扭曲形成的結果。其二，從心知不會自行停止的角度而言，人要擺

脫心知的干擾，唯有透徹心知的運作，凝神向內，不逐於物，不攀緣動搖;使知

覺成為真正的知覺本身而後可能。在此過程中，如果能接受未知而不抗拒，並且

如實的看待心知所投射的一切而不作妄進的反應，就有機會獲得清明覺察的能

量。換言之，自我轉化過程的第一步是將制約移除並且重新對焦，其中的關鍵是

藉由知覺的擴充而令心知或腦部的習慣性活動暫時停止。在此基礎下，才能將虛

妄的情緒狀態轉換為如實的情緒，將錯誤的認知轉為能關乎身體活動的有用資

訊。

如果能同意本文所論《莊子》在知覺轉變上的種種用心，在討論《莊子》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后言日出」的三言之說時 4人或許也可以在「莊子如何

表達思想」的進路之外 49 ，新闢一徑，將之視為對人思考慣性的打斷及重建。在

《莊子》文本中，論道的開始往往起於對某一事象或言詞的「驚怖」、「疑惑」或

48 <寓言〉云: I"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

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界也，人之罪也。與己同j! IJ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

已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

者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后言日出，和以夭

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

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

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

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言日出，和以夭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

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美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見《莊子集釋» '頁

947-950 。

49 如楊儒賓前揭文及徐聖心《莊子「三言」的創用及其後設意義»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8) 皆為此一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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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解」 50 ，這種驚恐使人達到一種高度專注，是一種沒有念頭也無經驗思索

的平靜狀態。生物學家說:在腦部面對極度驚疑時，會產生白發式的反作用力，

在那思考暫時停頓的瞬間，生物將產生本能的決斷，用以適應生死交關的狀態。

《莊子》所提示的這類回應，也具有心知慣性思維突然中斷的特徵。猶有進者，

如果這一刻的空白能為神欲的能量及覺察所填滿，就有可能成為轉換心知、知覺

的契機。由此，從知覺入道的角度探視《莊子» '或許也是《莊子》詮釋的重要

路徑之一。

5。如(逍遙遊〉肩吾問於達叔曰: r吾聞言於接與，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

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J (見《莊子集釋» .頁 26-27) 、〈秋水〉中，地井之垃閩

東海之大樂「通過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J 0 (見《莊子集釋» .頁 598) 、〈養生主〉中，公文軒

見右師而驚曰: r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典，其人與? J (見《莊子集釋» .頁 124 )、(這生〉

中，梓慶削木為線，練成，見者驚猶鬼神(見《莊子集釋».頁 658) 、 U'J 禦寇〉中，列禦寇之

齊，中道而反，過伯昏替人。伯昏替人曰: r吳方而反 ?J 曰: r吾驚焉 J (見《莊子集釋» •

頁 10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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