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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莊子．德充符》之創傷療癒∗

 

何儒育∗∗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  要 

本文旨在觀察《莊子．德充符》所述三兀者之身心修為，鋪陳創傷療癒的理論脈

絡。首先從先秦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觀察受刑人所承受之社會歧視與被摒棄於社會邊

緣的處境及其造成的身心創傷。 

其次探討〈德充符〉「才全德不形」之創傷療癒進路，梳理學界對「道」的三條詮

釋脈絡，再論「道」作為存有根源的脈絡，並從「統合內外」的冥契體驗，論述溯返回

歸存有自身之身心療癒途徑。 

第三部分採用「敘事治療」的「外化」概念，觀察〈德充符〉兀者對創傷事件的描

述，發現其以隱喻式的「巵言」與「寓言」，敞開對創傷事件的嶄新詮解。 

關鍵詞：《莊子》，〈德充符〉，創傷，敘事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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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充符〉創傷療癒之研究進路 

《莊子》內篇中，〈德充符〉為形殘文本密度最高者，1 歷代注家常依郭象所

論：「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內外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之要旨，2 勾勒出

兩條主軸，其一為「遊心乎德之和」3 所呈現「體道」之身心修為；二則為「德充

於內」而自然與萬物相隨應的身心狀態。當代莊學研究者，亦多依循歷代注家所強

調「支離其形，而德充於內」的體道修為，關注「形殘」的寓意與「才全德不形」

之身心修為等兩種主題。4 

然而，正如高君和所揭，〈德充符〉載述形殘者可分為「天生而殘」與「後天

刑殘」二種，後者的身心修為，使其能面對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刑傷事件與社會歧

視，其論曰： 

通常一般人在遭受到刑罰的凌虐後，這輩子大多僅能苟延殘喘的苟活下

去。然而，莊子筆下的「兀者」，他們卻能夠在遭受刑罰之後還能「安

                                                 

1 「形殘」承繼歷代《莊子》注釋常見對《莊子》中形體殘斷者之描述，如成玄英〈德充符〉疏述

王駘曰：「形雖殘兀，而心實虛忘」，郭慶藩撰，《莊子集釋》，《諸子集成》第 3 冊（北京：

中華書局，2006），〈德充符〉，頁 85。王先謙亦釋「子既若是矣」曰：「既已殘形」，王先

謙，《莊子集解》，《諸子集成》第 3 冊，〈德充符〉，頁 32。《莊子》內篇載右師、支離疏、

王駘、申徒嘉、叔山趾、哀駘它、闉跂支離無脤甕盎大癭、子輿等九位形殘者，其中六者出於

〈德充符〉，佔總數 66%，為比例最高之篇章。 
2 郭慶藩，《莊子集釋》，〈德充符〉，頁 85 郭象注。 
3 同前引，頁 97。 
4 學界對〈德充符〉之研究可歸納為「殘畸寓意」與「才全德不形」之身心修為二主題，前者如：

高秀燕，〈莊子「德充符」形體殘缺精神完善表現特徵的倫理意義〉，《孔孟月刊》，47.5/6（臺

北：2009），頁 23-27；楊燕玲，《超越形的困境──《莊子．德充符》寓言人物之分析》（臺

北：華梵大學哲學所碩士論文，2008）。二篇皆開顯「殘畸者」體道的身心修為與生命境界。後

者如：高柏園，〈莊子〈德充符〉的自處之道及其相關問題〉，《淡江中文學報》，1（臺北：

1992），頁 204-233；沈雅惠，〈探析《德充符》中的「無情」義〉，《文明探索叢刊》，63（臺

北：2010），頁 105-123；黃弘翔，《《莊子》〈齊物論〉、〈人間世〉、〈德充符〉有關心的譬

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9）；鄭媛心，《論莊子以「德」為基礎的超越

觀──從逍遙遊、齊物論、德充符的寓言故事論起》（臺北：輔仁大學哲學所碩士論文，

2011）；陳美珠，《才全德不形──《莊子．德充符》文本結構的詮釋與分析》（臺北：華梵大

學哲學所碩士論文，2008）。此諸論環繞德、情等重要概念，鋪展身心修為理論，幾未涉及「創

傷療癒」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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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若命」，這正足以突顯出，他們能以「知不可奈何而安之若命」的態

度來接受外在社會加諸於他們身上的刑罰。5 

從「刑罰的凌虐」至「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超越態度，可延展出一條由創傷

到療癒的脈絡，此別於學界歷來關注「才全德不形」之身心修為，而關注「刑罰的

凌虐」所造成的創傷事件，以及受創者的療癒歷程。 

首先，在創傷事件的界義上，先秦典籍所載「創」與「傷」多指身心傷害，如

《禮記．曲禮》：「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創」指身體受傷；

〈三年問〉則論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孔疏釋「創」曰：「創鉅

者其日久者，以釋重喪，所以三年也」， 6「創」指失怙失恃的情感劇痛。 

同樣地，《左傳．成公二年》亦載晉公之疾曰：「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傷」即傷害、損傷；而〈成公十六

年〉載曰：「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

聽」，7「傷」即傷口。《毛詩》所用「傷」，則多指情感傷痛，如「女心傷

悲」、「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我心傷悲，莫知我哀」。8 而《說文解字．人

部》則釋曰：「傷：創也。」9「創」「傷」互訓，可見其皆指身心傷害。 

「創」與「傷」在先秦典籍中的釋義，近於學界對創傷事件的界定，哈佛醫學

院臨床精神科教授茱蒂絲．赫曼 (Judith Herman) 於其名著《從創傷到復原》論曰： 

和生命中一般的不幸事件不同的是，創傷事件通常威脅到生命或身體的

完整，或是親密人際關係間的暴力和死亡。10 

                                                 

5 高君和，〈論《莊子》書中有關「身體障礙者」之論述〉，《哲學與文化》，35.9（臺北：

2008），頁 171-172。 
6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清阮元校嘉慶二十年 (1815) 江西

南昌府學開本），卷 3，〈曲禮〉，頁 54；卷 58，〈三年問〉，頁 961。本文所引《十三經注

疏》皆同此版本，下省版本項。 
7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26，〈成公二年〉，頁 450；卷 28，〈成公十六

年〉，頁 478。 
8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卷 8 之 1，〈七月〉，頁 281；卷 9 之 2，〈四

月〉，頁 317；卷 9 之 3，〈采薇〉，頁 334。 
9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臺北：萬卷樓圖書，2000），8 篇上，〈人部〉，頁 385。 
10 茱蒂絲．赫曼著，施宏達、陳文琪譯，《從創傷到復原》（臺北：遠流出版，2004），〈恐

懼〉，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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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創傷治療師丹娜．羅森布魯姆 (Dena Rosenbloom) 亦論曰：「事件的本質，

往往涉及實質或是令人擔憂的死亡，或是嚴重的肉體或情緒的傷害。」11 可見創

傷事件往往關涉嚴重的身心傷害；而〈德充符〉所載王駘、申徒嘉、叔山趾所受

「兀刑」，即為一種導致身體殘斷的酷刑。郭象注「兀」曰：「刖一足曰兀」，12 

王先謙引李注「兀者」曰：「刖足曰兀」，13《爾雅．釋言》釋曰：「剕，刖

也」，郭璞注為「斷足」，14 可見「兀者」應為因刑斷足，而學界亦將「受酷刑

者」納入受創族群中。15 

若「創傷」肇因於威脅生命的身心傷害，「療癒」則是從創傷症狀復原的歷

程。依先秦典籍所載，「療」與「癒」皆指平復傷害，如「凡療瘍，以五毒攻之，

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

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16 其中「療」一指平復傷口，

一指解除國家重刑的弊病；而「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秦襄王病，百

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17「愈」通「癒」，皆指疾病康復。 

平復傷害的概念近於學界對療癒的定義，茱蒂絲．赫曼釋曰： 

倖存者須重塑由創傷經驗損壞或扭曲的心理機能，包括基本的信任感、

自由意志、主動性、能力、自我認同和親密感。18 

                                                 

11 丹娜．羅森布魯姆、瑪莉．貝斯．威廉 (Mary Beth Williams) 著，許琳英、莊雅婷、陳志鵬譯，

《重畫生命線──創傷治療工作手冊》（臺北：張老師文化，2000），〈創傷後為什麼你會驚駭

莫名〉，頁 33。 
12 郭慶藩，《莊子集釋》，〈德充符〉，頁 84。 
13 王先謙，《莊子集解》，〈德充符〉，頁 31。 
14 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卷 3，〈釋言〉，頁 45。 
15 哥倫比亞大學精神醫學教授卡尼．金柏格 (Karni Ginzburg)〈酷刑倖存者的心理健康干預的現狀和

未來的發展方向〉一文論受刑人「創傷後壓力疾患」(PTSD) 症狀含括：焦慮、沮喪、持續的羞愧

感和罪惡感、無能感、受損的生活品質，以及人際侵略性之提升。Karni Ginzburg and Yuval Neria,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for Survivors of Tortur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Psychology, 219.3 (2011), p. 187. 此僅為個人受創心理的描述，若從受刑人完整的身心狀態考量，

尚須加入刑傷的併發疾病、後遺症、殘斷身軀所造成的生活失能，以及社會對刑罰的負向評價與

歧視，此皆足以加劇心理創傷。 
16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 5，〈天官冢宰〉，頁 75；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

義》，卷 37，〈襄公二十六年〉，頁 635。 
17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卷 4 上，〈公孫丑下〉，頁 73；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諸子集成》第 5 冊，〈外儲說右下〉，頁 253。 
18 茱蒂絲．赫曼，《從創傷到復原》，〈治療關係〉，頁 209。學界對「療癒」的概念，多環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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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療癒的作用，乃是解除創傷症狀，使身心逐步復原至整全和諧；而〈德充符〉

即展現這種療癒的過程，如申徒嘉自言曰：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

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

也。19 

「笑吾不全」與「怫然而怒」呈現受刑人遭受歧視的處境，以及因而生發的負面情

緒，20 但這種複雜的情緒，卻在「與夫子遊」的十九年中，轉化為對自身境遇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21 之接納，而申徒嘉將此轉變歸因於其師伯昏人泯

然無別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之對待，這種師生相處方式為申徒嘉開啟一條復返自

如之「德」的創傷療癒途徑。 

如何揭顯〈德充符〉隱晦的創傷療癒途徑，勾勒創傷療癒的理論面貌？筆者擬

先考察先秦「刖刑」相關史料，佐證〈德充符〉所述「兀者」的生存困境，呈現作

為創傷事件之「刖刑」所造成的身心創痛。其次，筆者將爬梳〈德充符〉中「德」

之概念，論述如其所是之「德」的內涵；再以「才全德不形」、「遊心乎德之和」

等身心修為，勾勒復返自如之「德」的療癒進路。而後，由「敘事治療」的觀點，

觀察復返自如之「德」的「兀者」以「巵言」重新解讀創傷事件的特色，描繪創傷

療癒的療效。 

                                                 

除創傷症狀」，恢復與自身的親密感，如美國身心治療師彼得．列文 (Peter A. Levine) 亦論曰：

「成功的創傷治療協助人們解除創傷症狀。透過對恐懼與癱瘓伴隨現象的分離，得以解開反饋迴

路。」彼得．列文著，周和君譯，《解鎖：創傷療癒地圖》（臺北：張老師文化，2013），〈因

恐懼而癱瘓〉，頁 86。 
19 郭慶藩，《莊子集釋》，〈德充符〉，頁 90。 
20 「創傷事件」發生後，人常生發悔恨羞愧與憤怒等各種負面情緒，他人的評斷也會加深這種情

緒。丹娜．羅森布魯姆認為：「創傷事件後特別容易產生兩種感受──自恨與羞愧，而且無法自

拔。這兩種感受可能直接來自於別人對你的價值評斷，也可能是因為有人輕蔑的對待你，或是你

一再受到虐待、輕視、忽略或羞辱。」丹娜．羅森布魯姆、瑪莉．貝斯．威廉，《重畫生命線──

創傷治療工作手冊》，〈創傷後為什麼你會驚駭莫名〉，頁 38。 
21 郭慶藩，《莊子集釋》，〈德充符〉，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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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以刖為閽」的現象觀察先秦「刖刑者」之生存困境 

戰國時期，「刖刑」遍及各國，22 然除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載秦國判決

條件之外，23 多僅載行刑之事，如《韓非子》載鄴令梁車判其姐刖刑之事：「梁

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

慈，奪之璽而免之令。」24 先秦文獻雖未記載趙國是否有「門閉踰郭」當處「刖

刑」的法令，然梁車之姐往探其弟乃人之常情，成侯認為梁車所判「不慈」，說明

即便趙令規定踰郭者當處刖刑，施判之際，仍有自由心證的空間，可依情實調整。

此外，宋與魏亦有執行刖刑之記錄，如「昔者司馬喜髕腳於宋，卒相中山」、「孫

子臏腳於魏」，25 二者皆未說明判罪條件，而是直接記載施刑之事。 

不論判罪條件為何，刖刑者常遭遇艱困的處境，此可由「閽」之生活狀態側面

觀察。首先，受刖刑者常任守門之「閽」職，如《左傳．莊公十九年》載鬻拳自刖

而為閽曰： 

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

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26 

〈昭公五年〉載楚子滅晉而辱韓起與叔向之願曰： 

                                                 

22 戰國「刖刑」之記載雖少，然亦可見於先秦諸子與史料，如《韓非子．說難》：「衛國之法，竊

駕君車者罪刖」，司馬遷引《韓非子．說難》曰：「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司馬遷，《史

記》第 3 冊，收入楊家駱主編，《新校本二十五史》（臺北：鼎文書局，1975），〈魯仲連鄒陽

列傳〉，頁 2473。楊寬《戰國史》曰：「戰國時代秦國使用的刑罰是很殘酷的……肉刑又有黥、

劓、刖、斬左趾、宮等刑。」楊寬，《戰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中央集權

的政治體制及其重要制度〉，頁 234。若與上引文合觀，可知「刖刑」遍及於秦、趙、魏、衛、

宋、楚等國。 
23 〈法律答問〉：「五人盜，臧一錢以上，斬左止，有黥以為城旦」，釋文引《漢書．刑法志》釋

「斬左止」為「截去左足」，此即明確說明秦國兀刑之施判條件。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法律答問〉，頁 92 釋文。 
24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外儲說左下〉，頁 230。 
25 司馬遷，《史記》第 3 冊，〈魯仲連鄒陽列傳〉，頁 2473；王先慎，《韓非子集解》，〈難

言〉，頁 15。 
26 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9，〈莊公十九年〉，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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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

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

吾亦得志矣。可乎？」27 

杜預注「閽」曰：「刖則使守門」，28 此雖為楚子怨忿之語，然其以宿敵晉國執

政大夫韓起為「閽」以示折辱之意，更能呈現當時刑餘閽人被邊緣化而承受各種身

心創傷的境遇。 

其次，「閽」的社會處境，可稍從「刑餘無名」與「祭物分配」二面向觀察。

在「刑餘無名」的面向上，《公羊傳》釋「閽弒吳子餘祭」曰：「閽者何？門人

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29 說明受剕刑之守門者並不

具有「人」應具備之價值與地位；相同史事，《穀梁傳》更從「不得君其君」顯示

對「閽」的歧視：「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

閽不得君其君也。」30 從受刑人之生命歷程觀之，其受刑前應處於倫理網絡中，

受刑後卻被排除其外，甚至不能敬國人皆敬之「君」，這深化「不得齊於人」的處

境，呈現受刑人在原有的身心痛苦與社會對「刖刑」的歧視之外，還被剝奪倫理網

絡之歸屬感。 

在祭物分配上，《禮記．祭統》將賜予「閽者」祭餘之物，作為在位者德行的

展現：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

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閽者，守

門之賤者也。31 

                                                 

27 同前引，〈昭公五年〉，頁 745。 
28 同前引。 
29 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21，〈襄公二十九年〉，頁 265-266。 
30 范甯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 16，〈襄公二十九年〉，頁 161。學界考證《穀梁

傳》於戰國晚期已有流傳，如李威熊引《漢書．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

公」而論曰：「申公為荀卿再傳弟子，則穀梁傳亦荀子所傳。」李威熊，《中國經學發展史論》

上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頁 106。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亦論證陸賈傳習穀梁，可見

不晚於秦末漢初，穀梁即已有傳習，應可作為參照文獻。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臺北：臺

灣學生書局，1993），〈漢初的啟蒙思想家──陸賈〉，頁 91。 
31 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卷 49，〈祭統〉，頁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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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煇胞翟閽」皆為至賤役者，在位者透過分與祭餘之物的行為，凸顯受刑人皆為應

接受憐憫而不與人等齊者；先秦文化中，對名的指稱與確立以及祭之參與，皆為禮

之重要實踐，「閽」被剝奪「與祭權」，亦側面呈顯其被邊緣化的處境。 

社會歧視可能深化受刑人在創傷事件後的身心創傷，此不僅呈現於前文所論自

卑、罪惡感、焦慮、羞愧等身心症狀，亦常透過對人的報復行為展現出來，正如意

義治療 (Logotherapy) 的創立者維克多．傅朗克 (Viktor E. Frankl) 描述長期受壓迫

者常以負面手段反擊所承受的痛苦： 

在這個心理階段中，稟性較粗樸原始的人，必然逃不過集中營中殘酷暴

行的影響。他們一旦獲釋，就自以為可以隨便且毫不容情地使用自由。

在他們眼裏，改觀了的只有一件事：他們已經搖身一變，成為壓迫者。32 

此可與《韓非子》所載刖跪與大夫夷射之寓言互觀相詮：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

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叱曰：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

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

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

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33 

閽者刖跪向大夫夷射乞食而被直截叱去，並被認定為「刑餘之人」，直接揭穿刖跪

飽受歧視而被排斥於社會邊緣的生存處境；在尊卑有等的先秦文化中，刖跪雖無法

當面辯駁或反擊，卻在事後以謊報大夫夷射溺於門霤下，使夷射遭誅，這種報復行

為正可呈現刑餘閽人在身心創傷中被扭曲的生命狀態。 

然而，《莊子》卻對殘畸者開啟截然不同的觀照角度： 

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

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

                                                 

32 維克多．傅朗克著，游恆山譯，《生存的理由──與心靈對話的意義治療學》（臺北：遠流出

版，1991），頁 115。 
33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內儲說下．六微〉，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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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已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34 

引文的前提為「觀照者」能以「常心」接納並重新解讀創傷事件，方能覺察「材之

患」；透過「常心」的觀照，在「成心」運作下，被判斷為「有材」者，竟可能因

其「材」而遭遇「中道已夭於斧斤」之摧折夭亡，此較忍受身體疼痛、歧視、被邊

緣化等處境之「形殘者」更加嚴峻。 

從「旁觀者」的視角觀之，正如愛蓮心 (Robert E. Allinson) 所揭示的，當人

直截照見殘畸者，常自然產生化解心智的分析作用的「震驚感」，這種感受泯合前

述社會價值對殘畸者的負面分判，一面在審美直覺中，深度欣賞莊子賦予殘畸者透

過「體道」修為而自然流顯的生命美感，35 如「哀駘它」的寓言中，哀駘它因

「才全德不形」的修為，使與之居處的人愛慕思念，魯哀公甚欲傳位讓國。此賦予

「創傷事件」嶄新的價值與意義，在〈德充符〉中，「刑殘者」對自身「創傷事

件」的常心觀照能力，來自於「才全德不形」所勾勒出「回歸存有」之身心療癒修

為，以身心修為化解前文所述先秦社會對殘畸者的偏見，從飽受歧視的處境，重新

融入群我關係。 

三、回歸存有之心身治療 

「才全德不形」之創傷療癒的施行進路與功效為何？這兩個論題緊扣「德」之

內涵，故筆者先從〈德充符〉層次豐富的「德」之概念，鋪論如其所是之「德」的

內涵。其次以「遊心乎德之和」、「成和之修」等修為途徑，勾勒回溯生命自身之

治療進路；再次則從敘事治療的視角，觀察刑殘者以「巵言」敘述創傷事件，並賦

予嶄新的意義，論述「回歸存有之身心治療」對創傷事件之療效。 

(一)自如其如的存有之「德」 

〈德充符〉特重「德」之概念，此概念應推本溯源至「道」之內涵，當代學界

                                                 

34 郭慶藩，《莊子集釋》，〈人間世〉，頁 81。 
35 「怪物的效力在於其自身的醜和其提供的信息的美和真之間的對立，其自身醜，如果有效的話，

是如此地震驚著我們，以至我們終止有意識的心靈。……由於同樣的原因，他也最為有效地提供

機會讓審美功能出現。」愛蓮心著，周熾誠譯，《嚮往心靈轉化的莊子：內篇分析》（南京：江

蘇人民出版社，2004），〈作為隱喻的怪物〉，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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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莊子「道」之闡述，可歸納為三條主要脈絡，一為「形上實體」，二為「主觀境

界形態」，三則為「存有根源型態」，36  此三種對「道」之詮解，亦展現於

「德」的概念上，勾勒出「德」富具層次之義理內涵。 

首先，在「形上實體」的概念上，「德」為「道」透過生化作用，分化而為萬

物內在之本然質性，學界常以「形上道體」的脈絡，宇宙論式地推闡「道」作為生

化萬物的形上本體。37 然正如袁保新的探問，若萬物皆為「道」所生化，為何萬

物在形下世界所展現之實際狀態，與「道」透過生化作用內在於形下萬物所應展現

出的理序，會出現劇烈的鴻溝？38 這種鴻溝呈現於〈德充符〉中，即產生一困結

之處：〈德充符〉所論稟受「道」之生化而未受兀刑的「全德之人」，39 為何在

語言行為中表達出對兀者之「成心」，與透過「才全德不形」之修為與實踐所展現

                                                 

36 道為「形上實體」的概念如劉笑敢所論：「莊子的道是世界的根源和依據，道的主要特點是絕對

性和無目的性。道是絕對化的構想的產物。萬物是有條件的，道是無條件的；萬物是暫時的，道

是永恆的；萬物是個別的、相異的，道是普遍的、無差別的；萬物是感性的存在，道是超驗的實

體。」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115。「主觀境

界形態」者如高柏園曰：「道乃是由人之圓滿境界加以了解，此即境界型態。而此道又乃是經由

人為道日損，致虛守靜的功夫而成，是以道之方式安頓萬物亦是以無的方式安頓之，此即天門，

此即無。」高柏園，《莊子內七篇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齊物論的主要問

題〉，頁 78。為解決二種型態的解釋困境，賴錫三承繼袁保新以老子之「道」作為價值根源之存

有論，開展出莊子之「道」與海德格存有論的對話，勾勒統合冥契、神話、隱喻等各種論題之莊

子「體道修為」，正如《當代新道家──多音複調與視域融合》所論：「莊子也在一連串的寓言

故事裡，將神話裡的原型意象加以人格化，或以自創的虛擬獨特人物和情節，呈現一幅萬物爭相

說道的奇異景觀，而真正帶出『天地為一，萬物並生』的齊物同歡效果。」賴錫三，《當代新道

家──多音複調與視域融合》（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老莊的肉身之道與隱喻之

道〉，頁 391。 
37 「道」的生化概念如徐復觀所論：「道由分化、凝聚而為物；此時超越之道的一部分，即內在於

物之中；此內在於物之中的道，莊子即稱之為德。」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上海：上海三

聯書局，2001），〈老子思想的發展與落實──莊子的心〉，頁 329。 
38 袁保新論「實有型態」困境：「它不可避免地會將老子的思想詮釋成破裂的系統。因為無論

『道』是第一因，無限實體、自然律則，這種具有普遍性必然的『存有原理』都無法與人生實踐

的『應然原理』構成邏輯推導的關係。」袁保新，《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臺北：文津出版

社，1991），〈老子形上思想的重建〉，頁 99。 
39 「全德之人」出自〈德充符〉：「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趾

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郭

慶藩，《莊子集釋》，〈德充符〉，頁 92。此詞常被釋為與「因罪受刑之兀者」相對舉之「無惡

可補者」，如林雲銘釋：「無惡行可補，學尤易進，所以當勉。」林雲銘，《莊子因》（上海：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內篇德充符第五〉，頁 57。王先謙釋曰：「前惡虧德，求學以

補之，況無惡行而全德者乎！」王先謙，《莊子集解》，〈德充符〉，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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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常心」40 截然有別？ 

形上形下的緊繃狀態，在「主觀境界」形態中有所緩解，牟宗三依循郭象「德

充於內，應物於外」之章旨詮解，論主觀修證所臻至冲虛玄德之境界意義下的

「德」之概念曰：「德是道之內容的表示，道是德之外延的表示。能將道體而有

之，即謂之德。體道而為德，即所謂『德充於內』也。」41 依之，「德」為透過

功夫修養而體道之生命境界，人臻於此境界，即能以「常心」無偏執地觀照並與萬

物相居處。如此，人可透過體道修為，將存在之實然狀態，昇華返溯至其應然狀

態，確能緩解「形上道體」所產生的困結，然「主觀」一詞雖精彩呈現「遊心乎德

之和」之修養進路，卻較難從「道」作為存有根源之脈絡，開展出「德」之內涵。 

「道」為存有根源之概念，呈現於〈齊物論〉：「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42 

之天籟敘述中。依其言，「天籟」並非在「萬物」之上別立一生化萬物的形上之

「道」，而是「萬物」在各如其如地開顯自己的過程中，展現出「道」之秩序性與

生化作用，而萬物即在此過程中，各別且交絡地呈現一種蓬勃的生機與普遍的自發

理序，賴錫三將此過程描述為「即存有即開顯」的歷程： 

道家式的存有論本身，乃是即存有即開顯的歷程，換言之，存有即展現

為存有物的豐盈，而這個存有物的豐盈歷程，即是存有的大用流行自

身。用道家話說，道是物之物化的豐盈，而這個物之物化的豐盈，其實

就是道家的氣化流行，就是通天下一氣耳。道之開顯即氣化流行本身，

不可在氣化的大用流行之外，別立一個道體來作為氣化開顯的根據。43 

賴賢宗則透過海德格「道說」(Sage) 的概念，將「道」釋為使萬物生發、成全且

不離存有自身之動力與根源： 

                                                 

40 「常心」引自〈德充符〉：「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注家多將此釋

為人透過「體道」所臻至虛靈平和之心，如郭象注曰：「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成玄英疏

曰：「若能虛忘平淡，得真常之心者。」郭慶藩，《莊子集釋》，〈德充符〉，頁 88。劉武注

曰：「常心，常恆不變之心，指上死生不變，天地覆墜不遺之心也。」劉武撰，《莊子集解內篇

補正》，《諸子集成》第 3 冊，頁 128。 
41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向、郭之注莊〉，頁 218-219。 
42 郭慶藩，《莊子集釋》，〈齊物論〉，頁 24。 
43 賴錫三，《當代新道家──多音複調與視域融合》，〈後牟宗三時代對《老子》形上詮釋的評論

與重塑〉，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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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使萬物得以發生、開顯的同時也隱藏於自身奧秘之中，無使萬物得以

在開放與超越的力量之中，發生於世界，而不離存有自身，存有自身卻

是不可說的，只能以無來接近之。44 

當即存有即開顯之「道」呈現於人性中，即如賴賢宗所論，在人自由開展其自己的

過程中，流顯出一種正向而普遍自發的動力與規律性。 

事實上，美國人本心理學家如馬斯洛 (Abraham H. Maslow) 與羅哲斯 (Carl R. 

Rogers) 已在大量臨床諮商治療的過程中，關注到人類自我實現的可能性普遍存在

於其自己，馬斯洛將之描述為「人正常的本質」： 

現在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問題上──「正常」的本質。我們幾乎將它等同

於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完美境界。但是，這個理想並不是高不可及的目

標，實際上它能存在於我們本身，存在但又被隱藏著。它是潛在的可能

性，不是實現性。45 

羅哲斯亦述其於長年的心理諮商歷程中，發現人性普遍具有一種「建設性且可信賴

的特質」： 

我的觀察中，另一個明顯的涵義是：人若得以自在地發揮功能，則其基

本天性是有建設性，而且可信賴的。對我來說，這是二十五年心理治療

經驗中不可避免的結論。46 

二者皆說明「人性」普遍具有積極與秩序性的特質，此與袁保新以「道」作為「存

有價值理序之根源」之論述若合符節。為補充說明「主觀境界型態」未開顯出「存

有根源」之義，袁保新正是以「每一存在物之生育成長的動力，均內在於自己」，

與「這一內在動力只有在不禁不塞、萬物各安其位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二者，說

                                                 

44 賴賢宗，〈海德格存有思想與道家哲學的交涉：謝林、尼采、海德格、老子對形上學根本問題的

討論〉，《哲學與文化》，36.8（臺北：2009），頁 42。 
45 馬斯洛著，許金聲等譯，《動機與人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達到正常與

健康的方法〉，頁 153。 
46 卡爾．羅哲斯著，宋文里譯，《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臺北：桂冠圖

書，1990），〈治療者心目中的美好人生〉，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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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乃是萬物之價值根源與實現原理，47 萬物處於各在其自己的狀態中，能

自然體現森然有序且活潑靈動而生生不息之生命理序，且此「理序」非僅「哲理的

推闡」，而是有心理諮商之臨床研究做為支撐論據。 

此脈絡下之「道」義，能較充實飽滿地回應「回溯自如之德」的療癒進路。由

此觀察〈德充符〉之「德」義，可析分出二重內涵，其一為得之於「道」之自如本

質，在「道與之貌，天與之形」48  的前提下，人之身形體貌與稟賦皆根源於

「道」，故其兩度提及肢體完整之「全德之人」的「德」應屬此義。其次則為透過

生命修養與實踐而溯返存有之「德」，如「遊心乎德之和」、「德者，成和之修

也」與「才全德不形」。在修養與實踐之療癒過程中，人化除〈齊物論〉所論「與

物相刃相靡」所指涉之摧折扭曲、執取磨損的拘束障蔽，回歸第一重「德」義，且

此「回歸」非本然之德的直截流溢，而是具有昇華作用的開顯，即透過心齋、坐

忘、朝徹、見獨、攖寧等修為所臻至豐富飽滿而虛靈靜妙的自如狀態，並透顯如實

觀照之「常心」。 

當刑殘者透過身心治療的過程，朗現「常心」而自我觀照時，應能勾勒一幅

「如其所是」的自我圖像，49 如申徒嘉化除「怫然而怒」的受創情緒，肯定自身

乃為「遊於形骸之內」之「有德者」；叔山趾不僅坦然接納「不知務而輕用吾

身，是以亡足」之創傷事件，更肯認自身「猶有尊足者存」。「常心」觀照，可使

刑殘者從創傷事件所造成對自身偏頗扭曲的負面觀感中復甦，而就著生命本然之

「德」，如實而深切地接納之、領受之、欣賞之；如此，我自如其如之「德」，即

成為我之「安宅」，此亦為創傷治療不易達成的重要目標。50 

                                                 

47 袁保新，《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老子思想中「道」之形上性格底確立〉，頁 142。 
48 郭慶藩，《莊子集釋》，〈德充符〉，頁 100。 
49 羅哲斯論其在臨床醫療中，發現完成心理諮商療程的案主，常能描繪出回歸自我而正向的自我圖

像：「在治療之初，診斷師所看到的受輔者，和受輔者心目中的理想自我，是非常不相似的。在

研究的最終階段，診斷師所看到的她，和她的理想自我之間則斷然是相似的，而和她剛來時的自

我理想又要更相似些。由此，我們可以說，客觀證據顯示的是：她的自我知覺和她的全人格圖像

上都實實在在變得更像她剛來時希望成為的樣子。」卡爾．羅哲斯，《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者

對心理治療的觀點》，〈心理治療中的人格變化〉，頁 283。「存有的治療」為一種「回歸如其所

是」的身心治療方式，殘畸者在治療過程中亦應能逐步歸回並展現理想中的自我圖像。 
50 「自我接納」為創傷治療中困難而重要的目標，「自我接納和自發性，屬於最容易獲得的成就，

例如在健康的孩子那裏就是這樣；自我接納和自發性也屬於最難獲得的成就。」馬斯洛，《動機

與人格》，〈非動機行為〉，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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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才全德不形」之身心療癒進路 

回溯根源於「道」的存有之「德」，既能使刑殘者接納自如其如之我，勾勒正

面自我形象，則緊接而來的問題即：如何依循〈德充符〉本有的概念，描繪此「回

溯」之理論動向與義理內涵？ 

從「存有的治療」理論脈絡觀之，「回溯存有自身」有一對治「語言的異化」

之目的。林安梧從《老子．四十二章》論「語言的異化」形成於對語言「橫面的執

取」： 

此「橫面的執取」乃是由此「說其可說」而及於一對象化、執著性的對

象物，如此才是「二生三」，至乎此「二生三」，我們才「說出了對

象」，而這樣的「說出了對象物」，是一種定執的說，是一種對象化、

執著性的說，這樣的說由於那橫面執取的相引而拖曳，而造成了所謂的

「語言的異化」。51 

在「道生一」所指涉萬物在天地場域中以「道」為存有根源的前提上，當萬物被人

以馬丁．布柏 (Martin Burber) 所論「我與你」的方式說出，52 其即從「無名天地

之始」所述黝闇靜寂的狀態，如其所是地開顯自己，使其存有諸面向豐富盈滿地流

溢出來，成為「有名萬物之母」的狀態，故如引文所論「由不可說而可說，進而說

其可說」；但當人以「對象化」的方式指陳萬物，其即會成為與作為言說主體之

「人」相對立的客體，而被分析判斷，並裂解為「我與他」的關係。 

此論雖建立於《老子．四十二章》的文本上，然學界已論此章被化用於《莊

子．齊物論》中，53 宜與之對觀： 

                                                 

51 林安梧，《中國宗教與意義治療》（臺北：明文書局，1996），〈語言的異化與存有的治療〉，

頁 163。 
52 二十世紀猶太哲學家馬丁．布柏描繪出「我─他」與「我─你」兩種與物相對待的狀態，前者為

主客對立，而後者則為你我圓融，其述曰：「他不是『他』或『她』，不是其他的『他』或

『她』相待的有限物，不是世界網絡中的一點一瞬，不是可被經驗、被描述的本質，不是一束有

定名的屬性，而是無待無垠、純全無方之『你』，充溢穹蒼之『你』。」馬丁．布柏著，陳維剛

譯，《我與你》（臺北：桂冠圖書，1991），頁 7。 
53 學界常透過〈齊物論〉：「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一段詮釋王弼此論；如牟宗三以「無」釋一、「有」釋二，「玄」釋三曰：「道有『無』性，

『常無，欲以觀其妙』，這個就是『一』，但你不能停在這個『無』之『一』，它又隨時有，一

有『有』的時候，『二』就出來了。所以，『常有，欲以觀其徼。』這兩者混起來，就名之曰
 



論《莊子．德充符》之創傷療癒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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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得无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

得，而況其凡乎？54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景觀，只能於以「道」為根源而萬物以賴錫三

所論「境識俱泯」55 的狀態藏守於自身，而天地場域即如「無名天地之始」所論

玄冥寂寞的狀態。然當人意識此「一」，並以「一」說出此狀態時，萬物即自如其

如地開顯為「可名」，此即林安梧所論「就其可說者說之」；而若人以「成心」執

取此「一」，透過名言而產生「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的言說活動時，即導成

「語言的異化」。 

此知「語言的異化」源於「心」對萬物對象性的執定，而將以「道」為根源並

作為萬物開顯之場的「大天地」，在生生化育的縱向開展中，相互拖曳扭曲為橫面

的執取；而天大地大的「天地場域」，即被「成心」定執為具價值判斷，而物我相

互對立、執定、辯說的大利益場，人若無明覺的生命修為與實踐，即易陷溺其中，

使自如之「德」扭曲為「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搆，日與心」56 的

狀態，則其語言表達即易如〈齊物論〉所述「發若機栝」彼此對峙，迅捷而具傷害

性，正如開創「動態之輪」之舞蹈心理治療師克莉絲汀．寇威爾  (Christine 

Caldwell) 觀察到語言表達之心理因素曰：「如何說別人其實就是反映了我們自我

的心態和心境。例如說別人是眼中釘，其實是投射了對自我的認定。」57 由此視

角觀察療癒前的申徒嘉，與歧視申徒嘉之子產，其對「刑殘事件」或「刑殘者」的

負面評價，實投射在「成心」運作下，身心受到各種相互衝突之價值觀的挾制而受

                                                 

『玄』，所以，『玄』代表『三』。」牟宗三講演，盧雪崑紀錄，〈老子《道德經》演講錄

（七）〉，《鵝湖月刊》，29.4（臺北：2003），頁 9。 
54 郭慶藩，《莊子集釋》，〈齊物論〉，頁 39-40。 
55 賴錫三釋「境識俱泯」的概念：「存有的根源、境識俱泯的狀態，是指生命的至盡原點，是未進

到存有呈現為『天地六合場域』前的歸零，是絕對的靜默，是超越『言說─沉默』相對的『絕對

靜默』。」賴錫三，《莊子靈光的當代詮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莊子的

冥契真理觀與語言觀〉，頁 55。此與林安梧「無名天地之始」之「無」所指沉寂靜默的狀態相對

話。從莊學論題觀之，賴錫三在《當代新道家──多音複調與視域融合》則從隱喻、體道敘事等

話語遊戲，討論《莊子》豐富的道說體驗，亦開啟筆者連結《莊子》巵言隱喻與「敘事治療」之

「外化」之論述。 
56 郭慶藩，《莊子集釋》，〈齊物論〉，頁 25。 
57 克莉絲汀．寇威爾著，廖和敏譯，《身體的情緒地圖》（臺北：心靈工坊，2004），〈感官與直

覺之旅〉，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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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的狀態。 

林安梧以《老子．五十一章》為例，論述以「存有的治療」對治語言表達所展

現的身心創傷之修為進路曰：「所謂『尊道貴德』是瓦解了那『橫面的執取』所相

引而拖曳成的『定執之對象』，而後歸反到『縱面的開展』，終而回歸到存有之

『平鋪的展現』。」58 人從對象性的成心執定中鬆脫，向上溯返至大化秩序裡生

生化育的縱向開展，並循此開展歸本至作為存有根源之「道」，而能自如地開展在

其自己之「德」，即能以「常心」觀照萬物，而就著萬物各在其自己且自然開顯出

之本然狀態，與之相居處、相接納，〈德充符〉述「常心」觀照下，萬物狀態為

「一」，59 此雖側重描述「常心」之觀照方式，但在觀照方式下，卻隱約指出一

條「統合內外之圓教型自然主義冥契體驗」60 之修為進路。 

「常心」既須透過心齋、坐忘等向內冥契修為而臻至，然〈德充符〉所述兀

者，皆未停留於與天地萬物相孤絕的生命境界中，而是在與萬物交接中，如「道

樞」觀照並順應著萬物本然之德所自然開顯出的樣貌，如王駘能「官天地，府萬

物」、哀駘它則能「使日夜郤而與物為春」；61 而「統合內外的自然冥契體

驗」，不僅能圓融地詮釋人在「常心」觀照下，照見大氣流衍的天地場域中「萬物

皆一」的景觀，通天人物我而為一地融入此天地場域中；更能以「分別說」的方

式，呈現人透過心齋、坐忘、見獨等修為，使心剝損至虛靈靜妙的狀態，而能如

「道樞」般就著萬物之開顯而如實觀照、應順的治療進路。 

筆者擬先綰合《莊子》內篇各項修為，鋪展刑殘者化除創傷反應，臻至「常

心」之修為，並將「德不形」與儒家與「德形」之概念相對照，觀察其療癒作用；

                                                 

58 林安梧，《中國宗教與意義治療》，〈語言的異化與存有的治療〉，頁 170。 
59 〈德充符〉透過王駘寓言論「一」之概念曰：「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之

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郭慶藩，《莊

子集釋》，〈德充符〉，頁 87。叔山趾與老聃論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

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同前引，頁 93。此概念勾勒出人「心」透過心齋、坐忘等修為而

臻至「常心」的狀態，其所觀照的萬物，即「道」為根源而自如其如開顯自己的圓足狀態。 
60 關於《莊子》「冥契」(Mysticism) 修為型態，賴錫三有精到的論證，其依《莊子》理脈，泯合史

泰斯 (W. T. Stace)《冥契主義與哲學》所論「向內」與「向外」兩種冥契型態之內涵與侷限，提

出「統合內外之圓教型自然主義冥契體驗」，其論曰：「筆者認為，『夫物芸芸』的『物化』境

界才是老、莊最後選擇皈依的冥契立場，而他並不能簡單地歸為外向型或內向型，而是近於內外

的融合圓境。這種一多相即、分別與無分別統合的冥契狀態，筆者認為就是道家將美學經驗和冥

契體驗統合融貫的特殊性。」賴錫三，《當代新道家──多音複調與視域融合》，〈道家的自然

體驗與冥契主義〉，頁 281。此可圓融解釋殘畸者在「才全德不形」之身心治療過程，所體驗

「心」在「虛室生白」的狀態下，能如萬物開顯之實地應物並與之相處之身心樣貌。 
61 郭慶藩，《莊子集釋》，〈德充符〉，頁 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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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形殘者以「巵言」重寫創傷事件的療癒作用與成效。 

1. 由「統合內外之自然冥契」修為論「才全德不形」之療癒進路 

王駘體現之「常心」，在哀駘它的寓言中，鋪展為「才全」的概念： 

生死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

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

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无郤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

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62 

「不足以滑和」提示「心」在不與外物相對立而受牽引之素樸狀態中，其質性為

「和」，63 而若與下文「和豫」互觀，莊子賦予「和」一種渾樸自足且與物無對

的至安至樂，可對照於史泰司《冥契主義與哲學》所述向內冥契者所體驗到的「法

樂、愉悅、寧謐、幸福」之感。64 且「和」不僅訴說原初素樸之「心」寂靜諧和

的狀態，亦可推拓於「德」的質性上。 

若前論第一層自如之「德」涵括人與生俱來之一切需求、稟賦與能力，則

「心」之「和」，實涵括於自如之「德」中。若「德不形」需透過「內保而外不

盪」的修為而臻至，則人自如之「德」亦應為「和」的狀態；65 反之，若「德」

之本然狀態非「和」，則「內保」的修為即可能生發偏斜扭曲，然「德」既根源於

「道」，且以「道」為保證，即不應產生「本然的」偏斜扭曲，可知自如之「德」

所具「和」之質性，且此亦可強化前論萬物「吹萬不同，咸其自取」的自如之

「德」所具自發的秩序性，而呈現為各種整全調和、秩序井然之有機生命體。 

從「自如之德」之內涵出發，如何可能臻至「常心」與「才全」？若如引文所

                                                 

62 同前引，頁 96。 
63 郭象釋「不足以滑和」曰：「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

矣。」同前引，頁 213。若將郭象獨化論與「和理在身」互觀，則此「理」非別於物外，而是此理

即涵融於物中，在物回歸自如之「德」的狀態下所流顯出之「和」。 
64 史泰司著，楊儒賓譯，《冥契主義與哲學》（臺北：正中書局，1998），〈共同核心的問題〉，

頁 131。 
65 「德」具有和諧調和之「和」之性質，如徐復觀：「所以莊子以和注釋德，德與性同義，指的是

人的本質。這即是認為人的本質是和，亦即認為人之本質是藝術性的。」徐復觀，《中國藝術精

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中國藝術精神之主體呈現〉，頁 67。其雖著重勾勒人之

藝術精神，然此亦可補充解釋人回歸自如之「德」所展現和諧而正向之身心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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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生死存亡，窮達富貴」等「事之變」、「命之行」乃為「不足以滑和，不可

入於靈府」之事件與處境，可見「心」積極向外認知自身與萬物各種發展動向與境

遇，並非莊子所論「常心」與「才全」之修為，此即提供一條觀察〈德充符〉刑殘

者向內冥契之治療進路的視角。 

「常心」與「才全」可與「循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心齋」、「坐忘」66 

等修為對觀，此應起始於「心」從向外與物相接相對的狀態中抽離出來，即「若一

志」67 所指屏除思慮、集中專一，至無纖介之意念。郭象釋「循耳目內通」為

「耳目閉而自然得者」。68「耳目」等官能為人向外與萬物相接之通渠，若不閉塞

官能，外界訊息仍會透過耳目傳導於「心」中，成為「心」認知、思考與判斷的材

料，「心」即易執取、分判，產生成見，無法臻至「不入靈府」所描繪孤絕寂靜的

狀態；此正合於史泰司所論「向內冥契」之特徵： 

竭力關閉感官，將形形色色的感官、意象、思想從意識中排除出去，他

們思求自入自我深處。在沉默黝暗中，他宣稱他証到了太一，而且與之

合為一體。69 

但《莊子》內篇除使靈府寂靜而收斂感官之向內冥契修為外，更透過「氣」之

概念，延伸出「統合內外」之冥契體驗。首先，關於「氣」的概念，〈齊物論〉透

過南郭子綦之言論曰： 

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呺。70 

莊子肯定天地間自有一氣氤氳交盪，流轉為風；萬物孔竅在自然暢通的狀態下，氣

自然穿流於孔竅間，生發各種聲狀，成為「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之天籟共鳴。

前文已論，萬物自然展現自如之「德」，其「德」質性為「和」；如此，在大氣流

轉，天籟交蕩的天地場域中，萬物的狀態乃呈現泯除各種衝突而融洽為一的「大

和」。 

                                                 

66 郭慶藩，《莊子集釋》，〈人間世〉，頁 69；〈大宗師〉，頁 128。 
67 同前引，〈人間世〉，頁 67。 
68 同前引，頁 69。 
69 史泰司，《冥契主義與哲學》，〈共同核心的問題〉，頁 67。 
70 郭慶藩，《莊子集釋》，〈齊物論〉，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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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深言之，人若欲周流於大氣，與萬物相吞吐，如〈大宗師〉所述：「彼方且

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71 則應先使身心修為至無封無畛而自然暢

通的狀態；如前論，當「心」從各種畛域的判斷中抽離出來，收攝感官至孤絕寂靜

時，身心亦協調至整全之「和」的狀態，此時，「全人」乃如《老子．十一章》所

述中空之「埴」，能自然敞開、融合於大氣周流的大天地間，且在大氣流轉中，自

然而自由地與萬物如實地相容受交盪。 

其次，這種根植於「氣」的統合內外冥契體驗，可以〈人間世〉述孔子謂顏回

為例： 

若一志，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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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氣」之參與，將「不可入於靈府」所論閉塞寂靜之「心」，敞開為「虛而待物」

所指，具活潑靈動地如實觀照、容受、因順萬物的作用之「心」；73 從修為次第

分別說之，「心齋」應有一由閉塞「耳目」而至「心」寂靜專一的過程，而氣即在

心無所執定的狀態下，自然周流於「全人」中。圓融地說，透過「心齋」修為之

「心」，在觀照萬物時，即能在大氣周流中，融洽著寂靜和悅、空明靈透的狀態，

且其中朗朗地展現一如實觀照萬物之「明」，74 如此，「全人」即展現如〈應帝

                                                 

71 同前引，〈大宗師〉，頁 121。 
72 同前引，〈人間世〉，頁 67-68。 
73 關於《莊子》體道之「心」靈妙的能知作用與修為方式，關永中論「心智普通功能的沉寂」曰：

「人不單須藉著揚棄感性功能來達致神秘冥合，而且還須中止心智上的普通運作。〈人間世〉的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大宗師〉的『黜聰明』、『離形去知』，就是指虛空掉理性的普

通運作。」普通運作含括經驗、判斷與思辯推理，其認為人虛空掉此運作功能後，「才能釋放出

超越的智的直覺，亦即莊子〈庚桑楚〉所言的靈臺心。」關永中，〈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與莊

子對談神秘經驗知識論〉，收入黎建球編，《第三個千禧年哲學的展望：基督宗教與中華文化的

交談會議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2），頁 148。 
74 王夫之述人透過「心齋」而臻至皞氣周流、身心靜悅、燭照萬物的狀態，其釋曰：「心齋之要無

他，虛而已矣。氣者生氣也，即皞天之和氣也……耳可使聽，而不可使受；心可使符乎氣之和，

而不符乎耳；將狂暴之言，百姓詛願之口，接止乎化聲而不以蕩吾之氣，則以皞天之虛以化者，

同為道之所集，外無耦而內無我，庶可以達人之心氣而俟其化。」王夫之，《莊子解》（臺北：

里仁書局，1995），〈人間世〉，頁 38-39。在「心齋」狀態下，「心」非孤絕特立於物外，而是

「接止乎化聲而不以蕩吾之氣」而能燭照萬物萬民，不受其累的狀態，此與「統合內外」之冥契

體驗若合符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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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所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75 的身心狀態，76 而能

如實地觀照、接納、順應物我的自如之「德」所開顯出的樣貌。 

此不僅為一種「哲理」的推衍，更是可以體驗的療癒過程，身心治療師凌坤楨

引述一位參與「身體河流」的學員，體驗「無為」而「氣」自然周流於體內之療癒

過程： 

看似無為，沒有意料到正是身體在大有作為之時。當時雙手手心冒汗和

寒氣，靠著那莫名而來的氣，我做出了事後支持者告訴我那類似人體極

限的動作，明明我什麼也沒有想，但是做那個動作時有一種強烈的情緒

出來，不知道它來自哪裡，想著老師的囑咐：「不要比較，不要預期，

讓它自然地來，自然地發生。」有一股巨大的悲傷湧動著，眼淚不停流

下來，身體出了很多汗，前胸和後背都濕透了，平時生活中我極少出

汗，那個當下，我排出了身體的寒氣，手和腳都異常暖和，幾天時間身

體都在那種被疏通過後的巨大喜悅當中。77 

此為刑殘者開啟觀照物我的嶄新視野，正如王駘之寓言所提示的：「物視其所

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78 當刑殘者以「常心」觀照萬物時，其

所照見的乃是塊然獨立、渾樸整全而如實開顯自如之「德」的狀態；同樣地，當其

向內自觀，其所見之身心狀態，亦為一「道與之貌，天與之形」，79 而自如展現

本然之「德」，且調合整全之塊然「全人」，即能當下以其「刑殘」的身形體貌，

自然融入平平鋪開的天地場域中，成為「吹萬不同，各使其自己」的成員。 

而在「德不形」的概念上，〈德充符〉中「德不形」的內涵，可與儒家「德

形」概念互觀，先秦傳世典籍雖幾未提及「德形」概念，然出土之簡帛〈五行〉則

                                                 

75 郭慶藩，《莊子集釋》，〈應帝王〉，頁 133。 
76 《莊子》內篇各篇皆有類似論述，如〈齊物論〉「得其環中，以應窮」之「道樞」、〈養生

主〉庖丁解牛所述「以神遇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人間世〉籧伯玉所述「心和而出，

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大宗師〉所論「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

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同前引，〈齊物論〉，頁 33；〈養生主〉，頁

56；〈人間世〉，頁 76；〈大宗師〉，頁 104。諸文皆呈現人透過「統合內外之冥契體驗」，在

體道的生命狀態下，透顯「常心」觀照並順應萬物的能力。 
77 凌坤楨，《療癒，藏在身體裡：從創傷復原到生命整合》（臺北：張老師文化，2011），〈身體

是一條河流〉，頁 104。 
78 郭慶藩，《莊子集釋》，〈德充符〉，頁 87。 
79 同前引，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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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篇申論「德形於內」之道德修為與實踐。兩岸學界據郭店楚墓墓葬時間推斷，

〈五行〉成篇時間應早於孟莊所處之戰國中葉，義理內涵則歸屬於子思一脈，80 

應適與「德不形」之概念相參照。 

〈五行〉論曰： 

君子亡中心之憂則亡中心之智，亡中心之智則亡中心之悅，亡中心之悅

則不安，不安則不樂，不樂則亡德。五行皆形於內而時行之，謂之君

子。81 

其並未強調人與生俱來的本然善性，而是依孔子所論性中潛藏善之質素，肯認人心

中涵具隱微的怵惕憂患感，此即為人進行仁義禮智等道德修為與實踐之內在動力；

透過道德修為與實踐，使諸德調和地形具於內，人則能生發安適和樂的道德情感。

值得注意的是，「德形於內」之修為，需臻至實踐於身形體貌與行為舉止之「玉

色」與「玉音」方為完成，以「仁」為例： 

仁之思也清，清則識，識則安，安則溫，溫則悅，悅則戚，戚則親，親

則愛，愛則玉色，玉色則形，形則仁。82 

依引文對「仁」這項德行內化的理序，人秉持怵惕憂患之心，運使清明的思維，向

外攝取並內化道德知識，實踐為道德行為，並生發安適和悅與惻隱的道德情感，將

此推拓而實踐於「愛」之道德行為上，83 則能容色溫潤；如此，人即具備「仁」

                                                 

80 根據學界對簡帛〈五行〉之比對，其中〈經〉乃子思或弟子所作，時代應早於孟子，如龐樸依墓

葬年代推測「竹本《五行》入葬於元前 300 年左右，成書時代自當更早，其為孟子以前作品無

疑。」龐樸，《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2000），〈引言〉，頁 II。

魏啟鵬從學派歸屬論起曰：「《德行》篇不是孟子後學所作，也不宜籠統視為思孟學派之作。

《德行》篇大概成書早於孟子」。魏啟鵬，《簡帛文獻「五行」箋證》（北京：中華書局，

2005），〈帛書《德行》研究札記〉，頁 145。從墓葬年代與學派歸屬二層次論證，〈五行〉早於

孟子應屬可信，孟莊生存時間相近，則子思應亦可與《莊子》內篇思想互觀相詮。 
81 龐樸，《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郭店楚簡《五行》篇釋文〉，頁 31。 
82 同前引，頁 4。 
83 從「思孟學派」道德實踐脈絡觀之，「道德實踐」常蘊涵溫潤豐富的道德情感，如孟子曰：「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孫奭疏，《孟子注疏》，卷 3 下，

〈公孫丑上〉，頁 65。孟子常以「不忍」解釋「仁」，如：「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

也。」同前引，卷 14 下，〈盡心下〉，頁 260。從「道德行為」之發生理序觀之，則四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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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德；故其以「五行皆形於內而時行之」定義「君子」，表示君子透過道德修為與

實踐，形於內而發於外地具備「五德」，並依處境實踐出合宜的道德行為。84 

由「德不形」視角觀之，〈五行〉所論「德形」之道德修為與實踐，可能成為

人遮蔽扭曲自如之「德」的過程。當人認知應修養一「德行」，實已對此「德行」

做出一「認取」的價值判斷，而受到一「德行」所涵括之名言知識的框限，此時，

人已逐漸形成透過此「德」判斷萬物的成見，且在「德形」過程中，其外顯之身形

體貌與言語行為，亦會出現朝向此「德行」的動向，使人與萬物在相居相處的過程

中，受到此動向之影響與侷限。 

不同於「德形」可能產生的框限性，〈德充符〉論「德不形」曰： 

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85 

引文勾勒「德不形」所呈現「全人」的二重狀態；首先，「內保而外不蕩」指出自

如之「德」之修養，並非「德形」這條透過攝取外物以內化於自己的道德修為進

路，而是透過前文所論「循耳目通而外於心知」、「心齋」、「坐忘」式的內保進

路，化除各種僵固的價值判斷與定著的德行，向內存保自身根源於「道」且豐厚素

樸之自如之「德」。 

在此脈絡下，自如之「德」之發用即非〈五行〉所論定著之「德行」的具體實

踐，而是就著萬事萬物，自然流溢出我整全之「德」的不同向度，正如〈大宗師〉

所述：「韲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86「韲萬物」與「澤及萬世」皆

                                                 

「心」所發動「不忍」的道德情感，乃成為「不忍人之政」這類道德實踐「動機」之內涵之一。 
84 學界對〈五行〉所論「德形於內」之道德修為過程多所論述，如梁濤：「在〈五行〉那裏，仁、

聖、智等不是抽象的概念和實體，而是道德生命具體的實踐過程和活動，它不僅是形於內的，同

時還是彰顯、表現於外的。因此，仁、聖、智實際就是由潛存狀態到實現狀態的發展過程，而且

只有在他們實現、完成的意義上，才能真正算是有德，否則就是無德。」梁濤，《郭店竹簡與思

孟學派》（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思孟學派的形成：子思學派研究（上）〉，

頁 196。魏啟鵬亦論《五行》總綱：「《五行》首章，所言仁、義、禮、智、聖形於內謂之德之

形，亦即德形於內，乃一篇之總綱。」魏啟鵬，《簡帛文獻《五行》箋證》，〈郭店楚簡《五

行》箋證〉，頁 6。此同於陳來：「我們說〈五行〉篇的講法，『形於內謂之德之形，不形於內謂

之行』者是要區別發自德行的行為和一般的行為。德是人內在的品行和品質。」陳來，《竹簡五

行篇講稿》（北京：三聯書店，2012），頁 51。本文依此脈絡，從「道德內化」的視角觀察〈五

行〉，並與〈德充符〉「德不形」的觀點相參照，從下文所論「韲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

為仁」之脈絡觀之，此二者亦宜互觀相詮。 
85 郭慶藩，《莊子集釋》，〈德充符〉，頁 97。 
86 同前引，〈大宗師〉，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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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在與萬物、萬民相對時當下靈動的應對，而非一項定著之「德行」實踐。 

由此觀之，定著的德行實踐，甚至可能扭曲自如之德，如〈大宗師〉所述「仁

義之教」：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

恣睢轉徙之塗乎？」87 

其以肉刑隱喻仁義與是非等定著的「德行」對自如之德的戕傷，導致人原初渾成而

靈妙應物之「心」被扭曲為「成心」，如此，人即無法以自如之「德」，「遙蕩恣

睢」地參與於天大地大，大氣周流的天地場域中。 

為解決這種身心困境，若將「內保而外不蕩」與〈齊物論〉開篇所論「槁木之

形」、「死灰之心」88 對觀，可描繪「心」在專一寂靜的狀態下，89 泯除各種心

之思想意念發諸於身形體貌之刻意而有為的動向。正如前論，當人處於此狀態時，

氣即自然周流於體內，自身則自然成為一虛靜而生氣蓬勃的「迎受者」，如「惡

人」哀駘它以自如之「德」自然如實接納各種人事物與處境，並與之相順應。 

「才全德不形」之修為所臻至整全諧和的生命狀態，以及靈妙應物的能力，與

羅哲斯以動人的文筆，描述其在臨床治療中，發現完成療程者所具「邁向開放的體

驗」有高度一致性： 

體驗的開放：這一點與心理防衛性恰好相反。心理防衛性會使一個人為

了保護自我的組織而使某些體驗壓抑或扭曲，以致無法覺察。一個對體

驗開放的人則不會讓任何體驗經過防衛過程而受到扭曲。每一種刺激都

會透過神經系統而自由地傳送。……也就是說，我們不是根據事先決定

好的範疇去認知；每一個人都能以其存在的當下片刻來感受覺察，因此

                                                 

87 同前引，頁 126-127。 
88 同前引，〈齊物論〉，頁 22。 
89 郭象注「刑如槁木」、「心如死灰」曰：「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

有哉！」成玄英疏：「如何安處，神識凝寂，頓異從來，遂使形將槁木而不殊，心與死灰而無

別。」同前引。「神識凝寂」與「獨任天真」勾勒出寂靜專一而回歸自如之「德」之身心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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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活生生地體驗許多不在平常範疇之內的事物。90 

從「創傷反應」觀之，引文所論「根據事先決定好的範疇去認知」，精準呈現

受創者僵化的思維，丹娜．羅森布魯姆描述為「全有或全無思考方式的困擾」；91 

而泯除「成心」，回歸自如之「德」的修為，正可將僵固的意念與被限定動向的行

為鬆脫開來，以靈動自如、體氣周流、常心朗現之「全人」狀態，活潑地體驗生命

過程中各種處境。 

朝向體驗開放的「全人」狀態，吻合馬斯洛所論「自我實現者」之特徵，92 

若將前論先秦形殘者之生存處境，對照馬斯洛之「需求層次論」，可發現形殘者常

被剝奪「安全」、「隸屬與愛」以及「自尊」等多階需求，如「刖刑」本身即為對

安全需求之剝奪，而他人的排擠與負面評價，亦易導致其生發後二者之匱乏感；雖

然馬斯洛認為重建人際關係能滿足這些需求之匱乏，93 然而，他也觀察到「自我

實現者」滿足這三種需求的動力與能力，不假外求而內在於自己。94 

                                                 

90 卡爾．羅哲斯，《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頁 138。「邁向體驗開放」亦可

延伸為「邁向接納他人」與「邁向信任自己」，而此乃是一種流動性的發展動向，人透過這種發

現回歸存有自身，其論曰：「要而言之，他是自知而自我接納地邁向當下存有，也就是邁向內在

而實在的如其所是的過程，他要離開他所不是的存在情態，離開表面形象。」同前引，頁 209。 
91 丹娜曰：「創傷人士……思考事情往往是黑白分明，若非全有就是全無，他們傾向於感覺全然的

安全或是全然的危險，完全的掌控或是完全的失控。這種思考方式也是創傷反應。」丹娜．羅森

布魯姆、瑪莉．貝斯．威廉，《重畫生命線──創傷治療工作手冊》，〈把事情想透徹〉，頁

92。 
92 馬斯洛歸納自我實現者的十九種特徵，其中有數項可與前所論透過「才全德不形」之修為而臻至

之「全人」狀態互詮，包括「超然獨處」，其論曰：「他們常常可以超然物外，態然自若地保持

平靜，而不受那些在其他人那裡會引起騷動的事情的影響」、「清新的鑑賞力」，其述曰：「自

我實現者具有奇妙的反覆欣賞的能力，他們帶著敬畏、興奮、好奇甚至狂喜、清心而又天真無邪

地體驗生命的基本內涵」、消解「高峰體驗」與「二元對立」而朝向圓融的思考方式。馬斯洛，

《動機與人格》，〈自我實現的人〉，頁 168、171、186-187。雖然「才全德不形」之修為始於關

閉感觀，臻至「虛室生白」的純粹寂靜，但「心」在此狀態下，卻能流顯「與物為春」的安適和

諧，此與馬斯洛所論皆揭顯人與天地萬物相容會，而如實體驗的生命狀態。 
93 「基本需求指能在人際關係中得到滿足，這些需要的滿足準確地說就是那些我們已經稱做基本的

治療醫術的東西，即給予安全、愛、歸屬關係、價質感與自尊」。同前引，〈作為良好人際關係

的心理治療〉，頁 123。可知其認為協助人重建人際關係，獲得安全、隸屬與愛，以及自尊等基本

需求，乃是心理治療的重要目的。 
94 馬斯洛著論「需求匱乏者」與「自我實現者」在「自發性」上的殊別曰：「受匱乏性動機促動的

人一定要有其他人，因為們的主要需要的滿足大部分（愛、安全、尊重、威信、歸屬）只能源於

他人。現在，對他們來說，滿足和美好生活的決定物是個體內在的，而不是社會性的。他們已經

變得足夠堅強、能夠不受他人的讚揚，甚至自己情感的影響。」同前引，〈自我實現的人〉，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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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向內覺察之身心療癒進路，「才全德不形」以「統合內外的冥契修為與實

踐」，在回歸自如之「德」的和諧身心狀態下，將受「成心」影響而與萬物割裂為

「我與他」的關係，恢復為「我與你」的相遇，而為處於社會邊緣，飽受歧視、恐

懼與身體疼痛的刑殘者，開啟一條邁向「全人」的療癒途徑。 

2. 「才全德不形」之療效：以「巵言」敘述創傷事件 

刑殘者如何解讀自身經歷的創傷事件？在透過身心修為而復返自如之「德」的

治療過程中，其對創傷事件的解釋，應有別於「語言的異化」所展現「成心」執取

下的視角，如此才能對創傷事件，開展出嶄新的意義。 

面對這個複雜的問題，筆者先從《莊子》內篇所呈現「語言的異化」情況，探

究受「成心」影響者對創傷事件的描述觀點，再以「巵言」觀察刑殘者透過回歸自

如之「德」所展現鬆脫「成心」執定對創傷事件之敘述視角與療效。 

首先，在《莊子》內篇中，「語言的異化」呈現於國家體制與倫理規範所交絡

出來的「真理」95 上，如〈人間世〉論「義命之戒」：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

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

戒。96 

君臣父子架構出縝密的倫理網絡，在其間，「人」不被視為一自足而各依其「德」

發展的生命體，而是被規範為「君之臣」或「父之子」，應各從其位地如前文〈五

行〉所論，攝取並內化忠孝等德行內涵，依各種處境實踐出道德行為。 

                                                 

95 「真理」(Truth) 概念，援引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 (Michel Foucault): “Truth isn’t the reward of 

free spirits, the child of protracted solitude, nor the privilege of those who have succeeded in liberating 

themselves. Truth is a thing of this world: it is produced only by virtue of multiple forms of constraint. 

And it induces regular effects of power. Each society has its regime of truth, its ‘general politics’ of truth: 

that is, the types of discourse which it accepts and makes function as true.” Michel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2008), p. 131. 筆者譯曰：「真理既不是自由精神的報償與延長孤寂的產物，也不是成功

解放自己之人的特權。真理是屬於這個世界之事，它只能藉由多種形式的限制之道德而產生，此

導致權力的固定效果。每個社會都有其屬於權力的政體與規範，那是一般政治的真理所接受的論

述形式且實現了其功能。」足見「真理」建構於政治權力、道德價值、社會規範等諸多元素，在

「敘事治療」的觀念中，此「真理」可能具有框架作用，壓制個體對殊別事件的敘述。 
96 郭慶藩，《莊子集釋》，〈人間世〉，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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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敘事治療的創發者麥克．懷特 (Michael White) 認為這類由國家、社會、

歷史脈絡與家庭背景交絡而架構出的「真理」，可能成為一種理解框架，使刑殘者

以固定視角解釋「創傷事件」，使活生生的體驗隱埋在「真理」下： 

這些「真理」具有「矯正作用」，因為人會受到煽動，依據這些「真

理」建立的標準塑造或構造自己的生活。97 

「真理」的框架作用，可從申徒嘉的寓言觀之：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

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

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98 

首段引文中，子產彰顯自身「執政」的身分，揭露尊卑有等的社會理序，並透過彼

此相待之「禮」彰顯出來，故其以「見執政而不違」框限申徒嘉對「執政」身分應

然的儀節；次段又以申徒嘉刑殘的身形體貌所指涉的「罪」，在「民」的身分上，

注入「罪」的分判，企圖透過「執政」的權力，將分判加諸於申徒嘉對自身創傷事

件的詮解上，而要求其生發「自反」的罪咎感。 

這種「真理」視角下對「罪」分判亦可見於叔山趾寓言中： 

魯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

雖今來，何及矣！」99 

如同子產對申徒嘉「刑殘」身軀的真理詮釋，仲尼亦透過「不謹」與「犯患」，直

接分判叔山趾乃是一受刑亡足之「罪人」。從「真理」視角觀之，在先秦傳世典

籍中，「知過能改」被普遍認定為一種美善的道德實踐，100 且在二則寓言中，此

                                                 

97 麥克．懷特、大衛．艾普斯頓 (David Epston) 著，廖世德譯，《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

的力量》（臺北：心靈工坊，2001），〈故事、知識和權力〉，頁 23。 
98 郭慶藩，《莊子集釋》，〈德充符〉，頁 89-90。 
99 同前引，頁 91-92。 
100 先秦傳世典籍中，「改過」為各學派皆重視之德行，如子曰：「過則勿憚改」、「過而不改，是 
 



論《莊子．德充符》之創傷療癒 

 
27

價值觀亦透過身為「執政」之子產與身為「教師」之仲尼等政治與教化的地位宣敘

出來。但若申徒嘉與叔山趾處於此真理構成的意義世界中，且亦接受這項真理宣

言，並以此解釋自身刑殘經歷，即難以從涵融著深切的挫折、屈辱、邊緣化的孤寂

感等複雜的罪咎感中抽離，只能在面對他人的分判與指責時，引發「怫然而怒」的

負面情緒。 

為解決「真理」對創傷者產生的框架作用，麥克．懷特提出透過當事人對創傷

事件的描述而「外化」101 問題的方法，使人逐步與「真理」分離，而能訴說「自

身」對創傷事件的感受，賦予事件新的意義。此將「人本身」與其「問題」分開的

做法，昭示人所遭遇的困境，乃是「問題」困擾著「人」，而非「人本身有問

題」： 

人透過這一個外化的過程對自己的生活得到反思的觀點，因而發現新的

可能性，開始向那些界定他們、規定他們的「真理」挑戰。這可以幫助

人拒絕自身和自己的身體因為知識而客體化或「物化」。102 

這開啟一個富含療癒意義的視角，〈德充符〉常將自如之「德」與生命際遇分

開，並透過前述「才全德不形」之修為與實踐，歸返自如之「德」，不僅能使〈德

充符〉所述「事之變，命之行也」不擾動自如之「德」的自然伸展，更能與生命際

遇相順應；若將之與子產對申徒嘉的態度對觀，可發現在子產所認定的「真理」視

角下，「刑」的作用是為了對治「罪」，申徒嘉既被施行刖刑，表示申徒嘉乃是一

                                                 

 謂過矣」，孟子亦曰：「人恆過，然後能改」，而《墨子》亦曰：「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

傍薦之」，規諫君上之過，乃期能改，此即展現「改過」思想。《韓非子集解》則論曰：「人主

之過，在己任在臣矣」，其直指人主之過，即期人主能避過改過，可見「改過」乃為先秦各家肯

認之德行。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 1，〈學而〉，頁 7；卷 15，〈衛靈公〉，頁

140；孫奭疏，《孟子注疏》，卷 12 下，〈告子下〉，頁 223；孫詒讓撰，《墨子閒詁》，《諸

子集成》第 4 冊，〈尚同上〉，頁 45；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南面〉，頁 85。 
101 「外化」是敘事治療將案主問題客觀化的治療策略，麥克．懷特釋曰：「在外化對話中，問題就

是問題，不與人畫上等號，這種做法與將個體自我認同客體化的情形完全相反。它將『問題』客

體化，和一般文化中將『個體』客體化的做法有所不同。」在臨床治療中，其發現「外化」使案

主擺脫對自身與事件的負面評價，重新詮釋事件對生命的意義，其論曰：「外化對話促使這些關

於憎恨的結論得以被擺脫，也開闢了發展重寫對話 (re-authoring) 的空間。」麥克．懷特著，黃

孟嬌譯，《敘事治療的工作地圖》（臺北：張老師文化，2008），〈外化對話〉，頁 25、26。 
102 麥克．懷特、大衛．艾普斯頓，《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故事、知識和權

力〉，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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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但若由「外化」的敘事治療進路觀之，申徒嘉在「真理」定義下被執定

的「罪」，被重新詮解為「人」遭受刖刑的「經歷」，此即將框限於「知過能改」

的道德性詮釋鬆脫開來，讓隱蔽於「審判」下家庭背景、社會文化、事件發生前的

生命歷程、事件過程、刑傷受創與承受歧視的體驗敞開，成為流動於生命經歷中，

可以重新訴說、解釋而賦予意義的生命事件。 

「敘事治療」透過表達意識與情感之「語言」敘述創傷事件，而被「真理」框

限的語言，應有別於「外化」問題而賦予其嶄新意義的語言；語言運用之殊別，反

應當事人改變創傷事件之認知理解，正如美國敘事治療師吉兒．佛瑞德門 (Jill 

Freedman) 所論： 

對心理治療師而言，此處的重點在於，不管是信念、關係、感受或自我

概念的變化，都牽涉到語言的改變。103 

在「成心」與「常心」對舉的視角下，「成心」執取下的「語言」，與透過「才全

德不形」而體道的修為者亦有顯著區別，正如林安梧「存有的治療」所論： 

順著虛無寂靜的狀態而為平鋪的開展再轉而為縱貫的展開，這仍只是自

如其如的顯現而已，這並未落入人們心知的定執之中，所以是無所異化

的。因為他仍只是一可說，而由此「可說」轉為「說其可說」而已。104 

在《莊子》內篇中，化去執定而「說其可說」之語用概念，乃是透過悠謬、荒唐、

無端崖的「巵言」闡發出來。 

首先，在「巵」的形象上，〈寓言〉論曰：「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

衍，所以窮年」；郭象釋曰：「巵，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

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105 可知「巵」為一「滿則傾，空則仰」之旋轉酒

器，故〈寓言〉下文即以「環」釋之曰： 

                                                 

103 吉兒．佛瑞德門、金恩．康姆斯 (Gene Combs) 著，易之新譯，《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

的故事》（臺北：張老師文化，2000），〈敘事隱喻與社會建構論：一個後現代世界觀〉，頁

65。 
104 林安梧，《中國宗教與意義治療》，〈語言的異化與存有的治療〉，頁 163。 
105 郭慶藩，《莊子集釋》，〈寓言〉，頁 408、40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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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

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106 

此文可與〈齊物論〉所述「道樞」概念互觀： 

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使得其環中，以應无窮。是亦一无窮，非亦一

无窮也，故曰莫若以明。107 

渾圓的「環」與旋轉之「巵」描繪不執一端、無所對立、變化萬殊的語言圖像，108 

在〈齊物論〉與〈寓言〉的詮釋中，此「渾圓」語言具有自如訴說「道」的能力與

特質，此呈現於歷代注家對「天倪」之解釋，郭象注曰：「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

然之分」，成玄英疏為「天然之理」；109 前文已論萬物在自如開顯其自己的過程

中，展現「道」之秩序性與生化性，則「天然之分」與「天然之理」即可看作萬物

合於「道」且體現「道」之狀態，從創傷療癒的視角觀之，「巵言」既訴說此狀

態，則訴說者應已透過「才全德不形」之療癒修為而回復自如之「德」，即楊儒賓

所論「道之即己者」。110 

其次，若將「氣」納入自如其如的「巵言」運用之討論中，可勾勒〈齊物論〉

所論「道未始有封」、「道通為一」的天地場域中，萬物一如，且自如其如地吞吐

吸納，融洽滲透，而「巵言」即無畛域、無分判、無執取地，就著萬物自然自由開

顯出的狀態，訴說活潑的天籟流行。 

「巵言」自由訴說存有自身的意蘊，開啟雙重飽含療癒意義的視角，其一，正

如成玄英以聲訓釋「巵」曰：「巵，支也。支離其言，言無的當，故謂之巵言

耳」，111「巵言」能支離被「真理」框限而封閉的語言體系，使受創者復返「道通

                                                 

106 同前引，頁 408。 
107 同前引，〈齊物論〉，頁 33。 
108 「巵言」所具「渾圓」的特質，楊儒賓以十三種圓器之隱喻詳論，並歸納論其「渾圓」特質曰：

「具有一不變的核心，而核心落於中央：陶甕的中空、天鈞的中央轉軸、天倪的轉軸、道樞的立

足旋軸……所說皆是。這個中心定點用以定住其自體，但同時又帶動變化，無可否認地，此中心

定點即為道之即己狀態，用老子的話講，也就是超越而孤離的天地之始之無」。楊儒賓，〈莊子

的卮言論──有沒有道的語言〉，收入劉笑敢編，《中國哲學與文化．第二輯》（桂林：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25。 
109 郭慶藩，《莊子集釋》，〈寓言〉，頁 408。 
110 楊儒賓，〈莊子的卮言論──有沒有道的語言〉，頁 25。 
111 郭慶藩，《莊子集釋》，〈寓言〉，頁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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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的狀態，能自由訴說其自身，而自由訴說其自身的前提，則是人歸返自如之

「德」的身心狀態。二者，在「巵言」的運用上，正如王夫之所指出的，《莊子．

寓言》所論「重言」與「寓言」皆屬「巵言」，《莊子解》論曰：「寓言重言與非

寓非重者，一也，皆巵言也，皆天倪也。」112 其中「藉外論之」之「寓言」，113 

可具體與「敘事治療」常用於外化問題之「隱喻」相對照。 

麥克．懷特論「隱喻」意義與作用曰： 

隱喻相當重要。所有發展外化對話時所用的隱喻，都是從能夠激發生命

與自我認同的特殊談話中借來的。這些對話影響人們解決問題時所採取

的行動，也可以說這些對話形塑了生活的點滴。114 

諮商師與當事人對話，引導其溯返自身意識深處，發掘自身身心困境，並透過「隱

喻」，將抽象的困境意象化，使問題自由開顯出來，成為外於自己，且能與之相面

對而可克服的對象；從敘事治療的治療過程觀之，當人有能力透過隱喻外化身心困

境時，表示已「覺知」並重新理解此困境，開啟重新詮釋困境的機會。115 

澳洲敘事治療師艾莉絲．摩根 (Alice Morgan) 引導患者以隱喻外化身心困境： 

治療師可以請人想一些方式，來描述目前他們和問題間的關係……來尋

求諮商的人可能會用這樣的詞彙，像「困擾的」、「爭辯的」、「有衝

突的」、「愛／恨」、「友善的」或「亦敵亦友」。有時候召喚出的是

隱喻，譬如「像一本長篇小說」或「好像在暴君的統治下」。這些探索

有助於描述人和問題間關係的本質。116 

從「自我覺知」的角度觀之，外化問題的各種「隱喻」，非僅具修辭意義，而是案

                                                 

112 王夫之，《莊子解》，〈寓言〉，頁 248。 
113 郭慶藩，《莊子集釋》，〈寓言〉，頁 408。 
114 麥克．懷特，《敘事治療的工作地圖》，〈外化對話〉，頁 29。 
115 「自我覺知」的概念可參見周志建論：「當我們給出隱喻的同時，也給出一種深刻的自我覺知。

隱喻讓別人懂了我，也讓自己當下懂了自己。懂，就是自覺，自覺是治療的開始。」周志建，

《故事的療癒力量：敘事、隱喻、自由書寫》（臺北：心靈工坊，2012），〈神奇的隱喻魔

法〉，頁 222。 
116 艾莉絲．摩根著，陳阿月譯，《從故事到療癒：敘事治療入門》（臺北：心靈工坊，2008），

〈外化〉，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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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嘗試支離「真理」對自身的壓制判斷與負向否定，溯返自身意識深處，重新面對

身心困境，呈現此問題在案主身上本然的狀態與真實的感受，如此，「亦敵亦友」

的關係、「長篇小說」或「暴君的統治」就不再是無法處理的困境，而是使案主能

與之面對、相處、克服的對象。 

跨越畛域與封限的訴說，正可與「寓言」互觀相詮，王夫之釋「寓言」曰： 

螻蟻也，稊稗也，瓦甓也，屎溺也，皆道之所在也；非寓也。曰道，曰

德，曰性，曰心，曰神，曰天，可明言者皆寓也，斯須之循者也。而人

徒見鯤鵬，鷽鳩，解牛，承蜩，以此為寓耳。117 

從「寓言」與「隱喻」相通處觀之，二者皆透過俯拾即是的「外物」指涉，如其所

是地開顯事件本身，此「開顯」可與卡西勒 (Ernst Cassirer) 所論「基本隱喻」118 

之概念互觀，在「基本隱喻」的運用下，萬物泯除「話語」的封限疆界，可自由碰

撞替換，創造嶄新豐富的意蘊。119 

進深言之，在從前揭「道」作為「存有根源」的視角下，王夫之所論「螻

蟻」、「稊稗」、「瓦甓」與「屎溺」的交換轉喻，勾勒萬物自如其如而自由開顯

出「恢詭譎怪，道通為一」的「道」，此正可連結前文所論「才全德不形」之身心

療癒進路。 

〈德充符〉所述刑殘者從被「成心」蒙蔽至能以「巵言」、「寓言」訴說創傷

事件，中間經歷「才全德不形」之身心療癒過程。其透過「統合內外」的冥契修

為，臻至身心寂靜而體內之氣自然與天地大氣周流吞吐的狀態，「心」即朗現如實

觀物應物之「明」，當刑殘者以「明」觀照創傷事件時，事件本身就如同在天地場

                                                 

117 王夫之，《莊子解》，〈寓言〉，頁 247。 
118 卡西勒論「基本隱喻」曰：「真正的基本隱喻是神話的以及語言的概念本身得以表達的條件。的

確，甚至是最原始的言語發聲也要求有一個從某一認知的抑或情感的經驗轉化為聲音的變形過

程，亦即轉化為一種該經驗不同的，甚至全然相對的媒介過程，恰如最簡單的神話形式也唯有憑

藉使得某一印象脫離日常的、普通的、世俗的領域，並把它高抬至『神性』層次，即神話──宗

教『意蘊』範圍的變形過程方能產生一樣。」恩斯特．卡西勒著，甘陽譯，《語言與神話》（臺

北：桂冠圖書，1990），〈隱喻的力量〉，頁 75。 
119 賴錫三援引卡西勒「基本隱喻」概念，論述「巵言」所具泯除執定，且能交互轉換、變動，訴說

存有自身的作用曰：「『道』等於『道的說唱』等於『道以肉身隱喻的方式說出自身』等於『基

本隱喻』。道的運動即隱喻地說出自身於萬物中，所以得道者必能在千差萬別的意象中映射融合

出道的生生意義。」賴錫三，《當代新道家──多音複調與視域融合》，〈老莊的肉身之道與隱

喻之道〉，頁 30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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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自如開顯之物，被封存框限於「真理」下細微的體驗感受與過程被重新敞開

來，此可從申徒嘉所述「中箭」的「寓言」觀之：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

也。120 

其對「事件」的重新體驗，乃是從「怫然而怒」的情緒中，轉化並昇華為透過「羿

之彀」的寓言，訴說「人」在天地間可能被各種因素「射傷」的生存處境，此具有

一重大的療癒意義，即其鬆脫「射傷」的處境與「受創」的身心狀態二者間緊密的

因果關係，使「射傷」不必然成為「使身心受創的事件」，而是被「外化」而能以

「常心」觀照與接納，並緩和人所生發「受創感」的事件；由此可知，當人以「巵

言」訴說事件本身，此訴說已非「受創者」在「創傷反應」或「真理」架構下的

「說」，而是周志建所論「深刻的自我覺知」。 

「巵言」與「寓言」所帶出的「深刻的自我覺知」，可作為觀察「才全德不

形」療效之重要視角。首先，申徒嘉在回歸自如之「德」的身心狀態下，以「巵

言」外化創傷事件，直接開顯人之生存處境，即為子產引導出反思自身「成心」的

渠道，使子產從「索我於形骸之外」的「真理」分判，與申徒嘉割裂為「我與他」

的對立關係，恢復為申徒嘉所論「遊於形骸之內」之「我與你」的相遇，而子產自

覺其過，展現「蹵然改容更貌曰：『子乃稱』」121 的態度，更呈現其受「成

心」執取的「真理」，出現逐漸鬆脫而投入「我與你」之相遇的可能；可知〈德充

符〉之創傷療癒，並非將當事人抽離於人際網絡外，孤立地療癒其身心創傷，而是

透過回歸並開顯自如之「德」的治療過程，使被邊緣化的刑殘者，重新投入與萬物

遇合的天地場域，而與萬物相接納相居處，此可究竟地解決前文所論刑殘者在先秦

社會中飽受歧視且被邊緣化的生存處境。 

除了從被邊緣化的處境重新融入群我關係的療效外，從王駘的寓言中，更可發

掘出一條「醫國」的治療脈絡，〈德充符〉述孔子論王駘曰：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幸能

                                                 

120 郭慶藩，《莊子集釋》，〈德充符〉，頁 90-91。 
121 同前引，頁 91。 



論《莊子．德充符》之創傷療癒 

 
33

正生，以正眾生。122 

從「正生」到「正眾生」，可觀察回歸自如之「德」的執政者，對人民回歸自如之

「德」之修為與實踐的啟導作用。在「正生」的修為上，其先透過「才全德不形」

之修為回歸自如之德，並在與民相居處的過程中，自然開顯此「德」，且以此

「德」自然接納、順應每一個各別的存有所開顯出的狀態；正如子產因申徒嘉以

「遊於形骸之內」之「我與你」的相遇態度，而自然扭轉對「刑殘」事件的歧視，

而生發「蹵然改容更貌」的內省與歉意，人民亦可能因執政者對自身的自如其如的

觀照與深度接納，從「成心」執取中鬆脫，而能如復返引文所論「正」的生命本然

狀態。此可與袁保新所提出的老子「文化治療」之理論互觀相詮： 

老子採取的是實踐的進路，即透過致虛守靜的日損工夫，先讓自己回到

原來素樸的生命本性，從「一復一切復」之中，觀照一切事物相續相生

所必須共經共由的常道。123 

由此視角觀照「才全德不形」之身心修為，當每個個體都復返存有之根源，則

人所交絡、居處而成的家國天下，即能自然展現出存有根源之「道」所蘊涵蓬勃有

機之大秩序，如此，君王即成為能「正生，以正眾生」的文化治療者。 

四、結論 

本文從《莊子．德充符》所述三兀者之身心修為，抽繹出創傷療癒的理論脈

絡。筆者先從先秦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觀察受刑人所承受的社會歧視，及其可能

引發的身心創傷。 

第二部分探討〈德充符〉「才全德不形」之創傷療癒進路。筆者首先梳理學界

對「道」的三條詮釋脈絡，再以「道」作為存有根源的脈絡，勾勒以「道」為根源

而內在於自己之「德」，再自「統合內外」的冥契體驗，論述溯返存有自身之「才

全德不形」的身心療癒途徑。 

                                                 

122 同前引，頁 88。 
123 袁保新，《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老子思想在現代文化中的意義〉，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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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筆者觀察透過「才全德不形」之修為而回歸存有自身的「兀者」，

所用於描述創傷經驗的語言，殊別於「受創」狀態者之用語，因此採用「敘事治

療」的「外化」理論，觀察〈德充符〉兀者對創傷事件的描述，發現其以隱喻式的

「巵言」與「寓言」，敞開對創傷事件的嶄新詮解。筆者期待透過此文開展出《莊

子》創傷療癒的研究向度，更能為身處困頓的生命，鋪展一條如其所是，歸返存有

自身的療癒進路。 

 

（責任校對：王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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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of Trauma-healing in Zhuangzi ’s 

“The Sign of Virtue Complete”  

Ho, Ju-y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sity 

d98121001@ntu.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heory of trauma-healing advanced in “The Sign of 

Virtue Complete” (De chongfu 德充符) chapter of the Zhuangzi 莊子.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article, I analyze descriptions of prisoners who experienced mental and physical 

trauma as the result of social pressure in both chutu 出土 texts and traditional sources.  

In the second part, I discuss the concepts of “whole power” (caiquan 才全) and 

“formless virtue” (de buxing 德不形) from “The Sign of Virtue Complete.” Following 

an analysis of three interpretive frameworks used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of Taoism, 

I turn to the problems of how man realizes Dao via mystic process, and how a person 

who preserves formless virtue can engage in self-healing. 

In the final part of the article, I investigate how prisoners who have realized Dao 

employ the external transformation of “narrative therapy” to describe the trauma in 

their lives. The metaphors the prisoners use reveal a novel means of interpret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trauma. 

Key words: Zhuangzi, “The Sign of Virtue Complete,” trauma-healing, narrativ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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