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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莊子文學空間──來自「嘗試言之」的考慮
蔡岳璋∗∗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摘

要

凡論及莊子 (369-286 BC) 文學，必然提及《莊子》寫景時如何地詩情畫意，敘事時
又如何妙趣橫生，議論時令人拍案叫絕，抒情時又教人悠然心遠、引人入勝，修辭上的
比喻、誇張、襯托、對比、鋪排，莫不獨樹一格，教人目眩神迷等。大抵環繞體道精神
的抒情世界，進行文辭點評，或描繪語言風格、或著眼於虛構性傳聞、或強調歷史時代
場域的文風流衍、神話敘事的想像與還原等面向立論。間或涉及作品題材的分類，但也
主要以內容（而非形式）作為分類判準。然而，諸如此類揭露《莊子》文學性格的方
式，似乎過於簡單，又使人解除武裝。
本文對於莊子文學空間的思考，其出發點在於，若果「我」的統一是個體經驗這個
世界的條件與基礎，那麼，當「我」屬於某種難以被固定下來的「形氣主體」──流動
性匯聚所構成的主體之我時，會有卮言式的文本表現而與日常語言表述邏輯相拮抗，就
不是無法想像。《莊子》中屢屢出現的「嘗試言之」將成為指認《莊子》所以成為一部
文學作品而成立的閱讀關鍵，這也是經由一連串心識與身體修練而來的形氣主體所引發
的書寫效果，其間的歙闢開合隱含了文學生產運動的根本意義與特殊的哲學手勢。

關鍵詞：莊子，文學空間，形氣主體，嘗試言之，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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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道家人物對於如何傳達「道」之意涵的過程，除了藉由親身示範外，經常於語
言使用上，大幅度地藉由再現神話傳說，或重編浮語虛辭，或創發概念、挪用齊東
野語以期全面地調動有限的語言資源，從而在面對語言所無法涵融的存有世界時，
締造出取精用弘、氣象萬千的文學世界。對此，聞一多 (1899-1946) 曾指出：
講到辭令的風氣，我們知道，春秋時早已發育了；戰國縱橫家及以孟
軻、荀卿、韓非、李斯等人的文章也夠好了，但充其量只算是辭令的極
致，一種純熟的工具，工具的本身難得有獨立的價值。莊子可不然，當
他手裡，辭令正式蛻化成文學了。他的文字不僅是表現思想的工具，似
乎也是一種目的。……〈天下〉篇討論其他諸子，只講思想，談到莊
周，大半是評論文辭的話。……這可見莊子的文學色彩。1
此處不僅點明，莊子將辭令帶出工具範疇而賦予獨立價值目的，在早期的文學發展史
上居功厥偉，從此，語言文字不再只是單純的符號性指涉手段，而蘊含特殊的創作目
的；另一方面，在此也可看到，聞一多目光精審地指出了一個從〈天下〉篇而來，卻
足以教人重新審視整部《莊子》，一個饒富趣味同時又啟人疑竇的文本暗示：在這篇
目前堪稱中國史上，為時最早，且自序性質頗高的學術批評中，為何唯獨在衡鑑莊子
學術時，2 思想評論不再處於考鏡之優位，反倒大篇幅地著墨於莊子在敘事言說、書

1

2

聞一多著，李定凱編校，《聞一多學術文鈔．周易與莊子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
〈莊子〉，頁 81。
主要內容如下：「芴漠形，變化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
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為曼衍，以重
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瑋
而連犿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終
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
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本文的引文中之底線皆為筆者所
加，意在強調。）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7），頁 1098-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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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表達層面的創造性格？3 若果此篇鴻文，正出自莊子之手，那麼問題就更耐人尋味
了。
廣義來看，舉凡創作方法（謬悠說、荒唐言、無端崖辭、瑰瑋、參差）；表述
形式（卮言、重言、寓言）；創作動機（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接受效果
（曼衍、真、廣、連犿無傷、諔詭可觀）；動力型態（充實不可以已、理不竭、來
不蛻）等關於文學生產的方面，〈天下〉篇無不述及；4 相對地，思想義理在此似
乎成為某種在文辭之後，可有可無的「附屬」。以至於，若將《莊子》視為某種關
於文學本質的後設思考與形式表達的實驗性組合，那麼此處是否可能發現，某種隱
藏在修辭學之外，莊子個人閱讀與創作上的殊勝秘密？換言之，〈天下〉篇如此比
例不可謂不低的著重語言表達批評的自我定位，究竟意味著什麼？以譫言妄語自
許，在此作為健康的反思性徵候？抑或，諸子蜂起，道術已為天下裂，告別上古黃
金時代之後，缺乏獨特身分認同的焦慮象徵？乃至它根本就是創作者「形氣主體」5
所獨許的文學表現及哲學手勢？

二、語言的價值取向：從心意交通到躬行實踐
就語用目的言，先秦儒家屢屢論及巧言與敗德之間的緊張關係，或可能引發的
道德危害，甚至為孔子 (552-479 BC) 所恥。6 就德性方面的言論來看，孔子心目
3

4

5
6

即使連史家司馬遷為莊子評傳時，似都難以抵抗《莊子》引起的某種「巨大吸引」。不僅著意盛
讚《莊子》行文措辭、描摹物態的本領（「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以及語言汪洋恣肆、隨
心所欲（「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的書寫風格。甚至，列傳文末也或編、或採、或幾近模仿地
錄取了一段充滿戲劇性的敘事文字作結。見司馬遷著，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
二種》第 3 冊（臺北：鼎文書局，1999），頁 2145。與此故事相應之《莊子》情節，見〈秋水〉
篇「莊子釣於濮水」。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603-604。
徐復觀也曾在其膾炙人口的中國美學論述代表作《中國藝術精神》中指出，「先秦諸子百家的著
作，雖都有其文學地價值，都有其藝術性；可是，對自己的藝術性，有顯著地自覺，而自我加以
欣賞的，恐怕唯有莊周一人。……〈天下〉篇的一段文章中，自『以謬悠之說』起，至『彼其充
實不可以已』止，中間除『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數
語，係以自己的人生態度，說明其文章的內容以外，凡八十二字，皆係對其文章之藝術性的描述
與欣賞。」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第 2 章，〈中國藝術精
神主體之呈現──莊子的再發現〉，頁 117。當然，對我們而言，上述話語不只如徐復觀所言，
僅作為對文章藝術性的描繪與欣賞而已，而是將之視作具有實質內涵的文藝理論的具體指涉。
此一概念是本文論述之前提預設，後文將說明。
「巧言令色，鮮矣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4），《論語集
注》，卷 1，〈學而〉，頁 62；「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同前引，卷 15，〈衛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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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君子，其德行實踐相對於言說，一直以來便具有高度優先性。相應於其心中的
典範人物，乃具備話語及實踐（即言行）一致性的人格特質；7 甚至，孔子認為在
言語上謹慎遲鈍些並不要緊，重要的是敏捷有效的躬行，8 而被孔子推許為第一好
學的弟子顏回，便具有這樣的人格特點。9 由此亦可理解，慎言、不放肆、不逞口
舌之快一直是評判仁者與否的指標之一。10 另外，除了要求說話謹慎，甚至由慎
言而來的修身自持，也是孔子認為「學干祿」（如何獲得官職與俸祿）的大前提之
一，並且「為士」的最基本條件也在於此。11
當然，孔子也有講究言辭、要求正名以及「予欲無言」的一面。12 不過無論
其對語言的功能與要求為何，最終仍不離君子如何藉此在國家社會中達成自我實現
的關注，以及對於日常生活話語、言辭與德性之間有機聯結之強調；又或直指人
心，義所當為，而無意說辯。13 一如論者所言：「孔子顯然不是從純粹修辭學的
角度或純粹文學的角度來認可語言的使用，因為他所有的教諭都總是指向一個唯一
的方向──道德在社會和個人生活中的完善。因此，在孔子思想體系的框架內，離

7

8
9

10

11

12

13

頁 233；「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
之。」同前引，卷 5，〈公冶長〉，頁 110。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同前引，卷 2，〈為政〉，頁 75；「古者言
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同前引，卷 4，〈里仁〉，頁 99；「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
德。」同前引，卷 14，〈憲問〉，頁 208。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同前引，卷 4，〈里仁〉，頁 99。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同前引，卷 2，〈為政〉，
頁 73。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
難，言之得無訒乎？』」同前引，卷 12，〈顏淵〉，頁 183。
君子「敏於事而慎於言」，同前引，卷 1，〈學而〉，頁 68；「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
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同
前引，卷 2，〈為政〉，頁 76；「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曰：『言必信，行必
果。』」同前引，卷 13，〈子路〉，頁 203。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同前引，卷 17，〈陽貨〉，頁 252。在此，孔子對於無言卻能造
生、載行的天表示高度讚揚，只是如此看似孔子傾心於言語所不能及的形上時刻，但其核心意義
仍環繞道德與知識如何能夠不失純真地傳遞給弟子。
「孔子知時然後言，亦知言之不當不苟；故重辭達，亦論正名之要。孔子之正名，乃意在使人由
其名之所在，而知其義之所當為。孔子言辭達，只在表己意以使人喻。據論語記孔子語，孔子蓋
亦唯直就義理之當然者而舉之，以告弟子，而罕有說辯。……孔子知重辭重名，而未嘗重說與
辯。先秦重說辯之風與名家之流，謂皆開自墨子之教可也。」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
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第 7 章，〈原言與默：中國先哲對言默之運用〉，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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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道德和政治問題來考慮語言的性質和功能簡直就是不可能的。」14
雖然語言具有一定程度的表意傳情的效果，但這不意味著與之對立的沉默一無
是處。恰恰相反，在中國古老的語言傳統中，沉默往往被巧妙地運用在溝通心意、
指事傳情上，從而在另一方面弔詭地達到了心意交通投合無間的目的。雖然，這恐
怕也是導致中國古代缺少關於解釋 (interpretation) 過程的一般術語的箇中原因。但
這也絕非意味著早期的中國思想家，在指導與說明千差萬別之事物意義時，其有效
性與美學價值來得比西方窮思究理，試圖澄清並釐訂概念時所運用的方法，相形見
絀。15 對此，唐君毅 (1909-1978) 指出中國思想傳統裡，關於表達的雙面性：
早將語言指物之用，包攝於達意之用之中，而於語言之指物之用，容有
未盡量加以發展之處；故早有一視語言唯存在於人我之心意之交通中之
一傳統。然語言固可成就人我之心意之交通，而語言又或不足以成就此
人我之心意之交通，乃不容不默，而默又可為無言之言，反能助成此心
意之交通者。16
此語點出達意的範疇大於語言所能及，並且前者包攝了語言的指物之用。使用語言的
一個核心目的在於交通心意，而語言所不足以傳達處，沉默適足以承先啟後，繼志述
事。凡儒家之兼重言、默，可以上溯至聖之時者的孔子，依時而定，彰顯窮達語默；
14

15

16

張隆溪著，馮川譯，《道與邏各斯──東西方文學闡釋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寫作的貶值〉，頁 20。不僅孔子如此，以知言善辯自居的孟子，基本上也不離這條言語和道德
倫理共構，言由心發，以心知言的邏輯軌道。在對學生公孫丑關於「何謂知言」的自信回答中，
便可一窺他對於話語表現類型與心性曲折的把握，並由此推導言辭將對政治產生不良影響之隱
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
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
6，〈公孫丑上〉，頁 319。
德國漢學家顧彬 (Wolfgang Kubin) 嘗謂：「早期中國思想家們在感到理解或被理解的困難時，他
們更傾向於保持沉默，或是主張一個命題是不可能被充分傳達的（言不盡）。這一點在儒、釋、
道中皆有所體現。對話通常結束在沉默或笑聲中，結束在所謂悟的狀態中，或是在觀眾或讀者自
行理解後的決定中。因此，沒有人想到要發展出獨立、堅實的理解方法，也就是西方意義上的解
釋學。神秘主義與想像更多地取代了方法和邏輯，它們構成一種對話形式的框架，具有很高的美
學價值，對此是不可低估的，其有效性同西方的解釋學相比也毫不遜色。恰恰相反，傳統的中國
理解方法甚至可能更為高明。」顧彬，〈中國「解釋學」：一種想像的怪獸？──對理解差異的
初步考察〉，收入楊乃喬、伍曉明主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第 1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4），頁 63。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第 7 章，〈原言與默：中國先哲對言默之運用〉，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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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歷來中國在言與默之表達雙面性的議題關懷，正與此修身傳統的道德優先性關係密
切，唐君毅並以為這是中國思想言默傳統的最高典型。17
這種重視話語邏輯與道德實踐的一致性，與中國哲學傳統著重「體驗」18 一
面之思想氣質，若合符節。在此，語用的主要價值歸趨與終極目的，皆環繞於道德
的躬行實踐。道德成為語用的內在性保證，而個人的體驗性論述則作為道德實踐的
物質性發明與延伸。以此作為中國哲學在出處言默議題上的整體認知，並無大礙，
這裡的「道德」內涵，自然也不侷限於儒家或道家規範下的「道德」。
然而，道家雖與儒家相彷彿，同對德性實踐優先於語言，表達了喜聞樂見的態
度，以及對話語和行動一致的內在倫理要求。但顯而易見的是，與儒家在語言觀上
顯著的不同，道家更留意也更強調言語無法表達的一面。特別是積極地給予在體認
這種語言限制的前提下，如何在有限的、不完美的語言之中，富於成效地去達成指
導的傳播與接受之方式以高度關注。換言之，當「言」沒有辦法承擔起完全表達的
話語任務時，如何 (how) 不失真地傳遞「行」（包含實在）的內在意涵──揭露
方式，19 在此變得十分迫切。

三、神秘家的同與異
錢鍾書 (1910-1998) 嘗以豐富例證，指出老子的「正言若反」不僅為其立言之
方，同樣也是一般神祕家身上時常可見的語言姿態。20 對此，錢鍾書高足張隆溪
申明：

17
18

19

20

同前引，頁 227-228。
學 者 嘗 指 出 ， 中 國 古 代 哲 人 的 形 上 學 體 系 並 非 純 粹 思 辨 的 (speculative) 或 是 知 解 的
(theoretical)，而是普遍具有體驗的特殊性格，著重實踐的修養工夫，或可稱為體驗形上學，道家
的知識論特質也不自外於此。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第 6 章，〈玄理系統之性格──縱貫橫講〉，頁 89；楊儒賓，《莊周風貌》（臺北：黎
明文化，1991），第 5 章，〈莊子的語言觀〉，頁 172。
不唯語言，在道家傳統中，「道」更多時候可能是經由某種「技藝」的展示而傳達。關於技藝實
踐作為身心修養之知在道家學說的核心位置與展演，詳見楊儒賓，〈技藝與道──道家的思
考〉，收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論文集》（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頁 165-191。
「夫『正言若反』，乃老子立言之方，《五千言》中觸處彌望，即修詞所謂『翻案語』(paradox)
與『冤親詞』(oxymoron)，固神秘家言之句勢語式耳。」錢鍾書，《管錐編（二）》（北京：三
聯書店，2007），頁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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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家言當中許多有趣的矛盾語和出人意料的意象，顯然都產生於表達
的困境，即他們意識到要用語言來表達本來就超乎語言、不可言傳的東
西之難。然而神秘家明確承認口頭和書面表達的困難，就使我們注意到
語言和表達那充滿矛盾的本質，而他們一貫用否定的方式來表達，也就
間接指出那不能以肯定方式來表達的意念。21
如果肯定與否定是話語構成一件事物的兩個側面，如美與惡、善與不善、有與無、難
與易共生而起，則它必然以彼、此的差異預設為前提而得以存在。換言之，是一連串
的對立要素提供了表述得以進行的位移動力，而並無所謂獨立自足的符號。由此，對
於如何使用語言以表達那不可表達（或許也是拒絕「被表達」）之終極實在、存有自
身，便成為所有神秘家基本的話語難題。22 如張隆溪所述，神秘家慣用否定方式表
達，從而「間接指出那不能以肯定方式來表達的意念」，以此向前推進，或可謂並非
單一的矛或盾表達了那不可表達者。毋寧，如需調動語言而有所說，便只能展現在正
言若反的整體完成與前進之中，是這樣的運動提供了神秘經驗之表達於可能。23
21

22

23

張隆溪，〈錢鍾書論《老子》〉，《中國文化》，2（北京：2007），頁 20。另外，循乃師之
說，張隆溪曾指出哲學家、神秘家（神秘主義者）在詞語和意象的使用上與詩人、文學家的重大
區別，關鍵處即在詞語和意象的表達形式能否互換。張隆溪，《道與邏各斯──東西方文學闡釋
學》，頁 68-70。
關於語言與實在之間的關係是否具有可化約的一致性的問題，「中國古代的重要哲學家中，向來
沒有把語言跟實在視為同一的思想，不論其對語言所抱持的態度如何，這一點是一致的。」至於
莊子在討論語言問題時的主要關懷，同樣圍繞「『語言』和『實在』(reality) 之間的關係，而認
為二者之間存有不能逾越的鴻溝，其大部分意見均環繞此為說。」見張亨，《思文之際論集：儒
道思想的現代詮釋》（臺北：允晨文化，1997），〈先秦思想中兩種對語言的省察〉，頁 31、
12。又，張隆溪《道與邏各斯──東西方的文學闡釋學》一書理論資源主要來自詮釋學（特別是
高達美 (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 在哲學基礎上探討理解問題的詮釋學）。串聯全書的基
本線索在於，東西方的文化傳統如何看待語言—達意之間的問題。書名所用「道」與「邏各斯」
(logos) 二字，本身就具有高度平行，可資對比的相似性質：這兩個字恰巧都具有語言和內在思
維、道理的意思，並且隱含了中國與希臘兩個古老文化傳統，對於語言表達與思維道理之間的達
意距離的承認，認為語言無法充分透顯最高的實在真理。
這似乎是絕大多數語言運動與神秘家相遭遇時的必然命運，道家深闇其理，並對「否定敘述」情
有獨鍾，使用尤其純熟（如：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關於這
種否定敘述的性質、作用與效果，日人赤塚忠 (1913-1983) 謂：「否定敘述是與肯定敘述相對而
言，就字面說，乃是意味對事物的展開的斷絕、或者否認。……否定詞一面排除當前的事態，一
面還帶有擴張到與其相矛盾的他種領域之意」、「否定陳述，未必是將某事態予以否認、拒絕、
廢止即了，而乃企求超越當前的事態，進而達到飛躍的事實，又反而使人對當前事態的注意力更
集中的敘述法。」見赤塚忠，〈道家思想之本質〉，收入宇野精一主編，邱棨鐊譯，《中國思想
（二）：道家與道教》（臺北：幼獅文化，1977），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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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諸子各家面對語言時的態度各異其趣，以儒、道、墨三家為例，或言默相
待、或以言泯言、或以言益言，各擅勝場。24 但從文本中不難發現，儘管同樣被
歸於「道家」名目之下，雖然《老子》與《莊子》兩者對於道的不可言說性展示了
相近的玄秘態度，但兩者在各自的文本實踐與語言形式的選擇和表達上，卻出現偏
好迥異而各具特色的書寫風貌。25
反觀時代變動之整體情勢，自春秋到戰國，原有體系性的龐大勢力逐漸瓦解、
重構，例如後世流行的「官僚制度」，在戰國時代已見端倪；政治結構上，春秋時
代的世卿，到了戰國業已消失，社會階層重組，國家性質亦大不相同。戰國時代各
國競爭之激烈程度遠勝春秋，職業性的文士、武士，相繼出現；此時國君的首要任
務不再是一般傳統所認為，擔任執行宗教儀式的首席祭司，或「兄道」宗法底下，
統帥封建貴族的氏族長老姿態。他們更多時候是實際政治的履行者，掌握絕對權
力，不僅是官吏的監督人，也是官僚系統的權力來源。同時，職業官員以專制君主
的得力助手樣貌出現，他們具服務能力，經由任職換取俸祿，既可隨時罷黜，又可
減少占據封邑的弊端隱憂。官員與君主各取所需，交換有無。另一方面，戰爭數量
的增加與交鋒的激烈複雜，職業軍人也隨之出現。軍事人才的專業知識，遠非一般
貴族與文士所能勝任。而官僚制度的運行，還依賴於「品秩」的存在，業績的考核
與獎懲制度，使得戰國政府漸趨系統化與專門化。至於地方行政，除了原有的封錫
采邑，新獲土地轉由縣尹、縣大夫總督管理，地方政府儼然成為中央的代理人。可
以說，這個時期面臨封建解體與「國際」的競爭壓力，專業人才應運而生，管理日
漸嚴密，權威形態隨著改變，職務的分配與俸祿的給付、獎懲賞罰、督察計核，蔚
然成風。26 在學術界，取而代之的是理論辯論的解放與智力的突破，這種躍進式

24
25

26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第 7 章，〈原言與默：中國先哲對言默之運用〉，頁 230。
賴錫三曾細緻地分判，先秦道家四類顯著的語言風格，分別是絕對的沉默、詩性的隱喻、寓言的
敘事、詭辭的辯證，並著重考察隱喻與敘事環節，梳理從老子到莊子，雙方在經驗的召喚與傳遞
之間的差異，乃至語言風格的斷裂及創新──亦即從「道體的隱喻」至「體道的敘事」。賴錫
三，《當代新道家──多音複調與視域融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第 6
章，〈從《老子》的道體隱喻到《莊子》的體道敘事──由本雅明的說書人詮釋莊周的寓言藝
術〉，頁 237-393。
有關戰國時代，統治機制與運作形態之更迭發展，詳見許倬雲，《求古編》（臺北：聯經出版，
1984），〈戰國的統治機構與治術〉，頁 381-421。至於，戰國時代大小戰役之複雜程度，比起
春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不僅具體反應在戰爭數量的增加，同時也表現在戰術應用的革命
性變化中。參勞榦，〈戰國時代的戰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6 下（臺北：
1966），頁 80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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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整體意象，在戰國時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伸展；27 長期關注中國古典閱
讀理論與讀者行為的研究者更直指，這是「語言爆炸」的時代。28
凡此種種社會心理與文化歷史事實，皆與前述既使用語言，又強調沉默而對語
言責備有加的神秘家，29 之所以呈現千差萬別的語言風格，莫不相關。換言之，
變化萬千的敘事差異，主要不是出於體驗上的深淺差距：
在體道的密契經驗中，所有密契者的經驗應當是極為接近的，但等到他
們離開了那經驗，反思後再加以描述時，一定會使用一套敘述的語言，
而這套語言一定免不了文化的制約，因此，彼此意見相左，甚至激烈衝
突，也就可想而知了。30
神秘家的語言表達，難免受當時代歷史文化的世界圖像牽制，以致於言論表現各有千
秋，此一說法對於理解老莊在體驗性的話語結晶，所以呈現紛紜差異的姿態，同樣適

27

28

29

30

一如王國維所言：「外界之勢力之影響於學術，豈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勢力之瓦解
也，國民之智力成熟於內，政治之紛亂乘之於外，上無統一之制度，下迫於社會之要求，於是諸
子九流各創其學說，於道德、政治、文學上，燦然放萬丈之光焰。此為中國思想之能動時代。」
王國維著，傅杰編校，《王國維論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論近年之學
術界〉，頁 212；余英時著，盛勤、唐古譯，〈軸心突破和禮樂傳統〉，《二十一世紀》，58
（香港：2000），頁 17-28；余英時著，何俊編，《余英時學術思想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0），〈綜述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從『禮壞樂崩』到『道為天下裂』」，頁
562-566。
「這個過程可以概述如下：一、語境與媒介：貴族社會解體，私家講學興起，傳播工具急遽改變
（竹帛、口傳、著作），語言以驚人的速度世俗化、口語化。二、指涉的斷裂：詭辯家興起，名
實分離，語言脫離現實指涉而獨立，關注符號與邏輯本身，甚至出現唯名論 (Nominalism) 的懷
疑傳統。這種斷裂造成大道淪喪的痛苦，但也開啟道的沉思，同一與差異，詞與物等論題。三、
話語 (discourse) 形態：譬喻、寓言、小說大量湧現，虛構的話語開啟無限的想像空間，『世界』
的觀念出現，既啟蒙思想也危急真實原則；『小說』標誌宏偉敘述 (grand narratives) 的解體，異
質的小說紛然雜陳。此外，戰國語言明顯轉向語用，詩轉向散文，從雄辯到後期策士的語言操控
術（捭闔、揣摩），影響世界的力量遽增，重要的不是真偽而是效用。四、暴力與摧毀：戰國語
言存在一個權力不斷介入的歷史，戰國晚期最令人怵目驚心的現象是暴力和摧毀，法家和縱橫家
將語言看作一種效用、操控、病毒，最後，是一場真正的暴力──焚書坑儒，為無止盡的語言紛
擾倏然畫下休止符。」楊玉成，〈戰國讀者──語言的爆炸與閱讀理論〉，收入劉漢初主編，
《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臺北：洪葉文化，2004），頁 146-147。
錢鍾書曾以豐富例證指出，相對於文學家在語言調度的達成效果上表現出又愛又恨，神秘家對於
語言限度所展示的責備態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見錢鍾書，《管錐編（二）》，頁 635638。
楊儒賓，《莊周風貌》，第 5 章，〈莊子的語言觀〉，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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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此，劃分老莊之間各自秉持神秘經驗以立論之差異表現，斷其高下，顯得無甚
多意義。或者更具生產性的說法在於，老莊的文本表現、話語差距與價值決斷，乍看
之下並非如出一轍，此一觀點只有放在時代話語結構的重新審視下，方才充分地具有
歷史呼應的啟示意味，從而使得神秘主義取得向歷史縱深開放的文化維度。

四、縫隙中「嘗試言之」
然而，上述的解釋仍不足以對於莊子的語言使用，乃至於其文學性，給出一個
哲學上的說明、必然性的理由。
莊子論調令人印象深刻者，往往在於那些充滿反諷、改寫、戲謔、歪斜的啟益
精神之言。其說理話語的調度或寓言創作，無不強有力地展示了自覺處於時代邊緣
之性格。31 而有效調動、挪用 (appropriate) 其所使用的語言資源，來闡發「道」
之所是， 32 若依過往觀點，將會認為它們是在「道之前，語言有所侷限」的哲學
前提之下展開的。 33 把道家列為「偏尚沉默」，這樣的判斷似乎很難充分解釋
《莊子》整體的語用情況。當然莊子屢對沉默展示了高度推崇的態度，然而一個顯
而易見又實際存在的弔詭情形卻是，他留下比任何人更多的話語文字。34
31

32

33

34

楊玉成指出莊子的「重言」往往具有「反諷性」與「改寫」的語言性格：「莊子對重言的敘述充
滿反諷性，……『重言』應被看作一種語言行為，既是引述前人也是反諷和改寫。……儒家好引
經典，莊子則引用他們的引用，以複述反對複述，……莊子對儒家傳統、日常語言經常作歪斜、
戲謔的模仿，如孔子問禮於老子，堯讓天下於許由老是被拒，或玩弄『盜亦有道」之類諧音，重
述本身就是一種解構策略。」另外，在「彼是方生之說」中，「『彼』『是』牽涉語言指涉，
『是』『非』牽涉價值判斷，莊子轉化為一種他者的語言：所有的指涉都來自他者，都是無中心
的，相互界定，相互衍生。莊子的語言充滿他者性 (otherness)，經常從死亡（髑髏）思考人生，
從睡夢思考清醒，從非我（蝴蝶）思考我。」楊玉成，〈戰國讀者──語言的爆炸與閱讀理
論〉，頁 178-179、185。
「挪用」作為一種創作方法，在後現代哲學意義上，有別於過往（現代主義前）客觀、被動的模
仿，而意指主動、積極、帶有目的性的占據他人某物為己有。藝術家、創作者利用曾經存在的美
學樣式（在莊子則為歷史話語、形式、故事情節等），進行藝術創作，讓所援引的他者意見，藉
由遊離原來的論述脈絡，從而使其產生瓦解、顛覆、嘲諷的思想及語言效果，引發所徵引對象之
額外意義。
比如依唐君毅判斷：「大凡重觀其所至者，則必尚言，重觀其所止者，必兼尚默。兼觀此二者，
則兼尚言默。先秦墨家為尚言者，道家為偏尚默者，儒家蓋得其中。此即為三種基本形態」，則
不免有此結果。參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第 7 章，〈原言與默：中國先哲對言默
之運用〉，頁 246。
關於這個表面（而非邊緣）的強大事實，如何賦予存有論與認識論上的道論意義，近人已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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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說，在道之前神秘家不需要語言，毋寧在這場極力調動各式文學、藝術的
有效資源，以展開宣道歷程的盛大展演中，「卮言」適足以變化無方的姿態，反身
直指言說的舉足輕重，35 從而弔詭地反證道的不可言說。純粹否定並不足以完全
揭發莊子在文字創造上，一方面「積極」，36 一方面又「節制於道之前」37 的矛
盾動能。是故，與其說莊子「信持一種否定語言傳達事物的可能性的無限懷疑
論」，38 不如認為「對詞的這種循環式抵消是神秘主義者在說不可說之物時採用
的獨特方法」，39 由此而得讓不可說出者被說出。

35

36

37

38
39

關注。如楊儒賓，〈莊子的「卮言」論──有沒有「道的語言」〉，收入劉笑敢主編，《中國哲
學與文化第二輯：注釋、詮釋，還是創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 1240；賴錫三，《當代新道家──多音複調與視域融合》，第 5 章，〈老莊的肉身之道與隱喻之道
──神話．變形．冥契．隱喻〉，頁 289-328；刁生虎，〈莊子的語言哲學及表意方式〉，《東吳
哲學學報》，12（臺北：2005），頁 1-62。
「道家不認為『道』是終極『真理』(Truth) 或『實在』(Reality)。他們只是明智地提醒我們語言
的局限，他們用此把我們指向關於世界的變化的視域與生括技藝。他們用故事、散文、格言，任
何可以掌握的語言手段來指明這個方向。遠非不需要語言，他們需要全部文學藝術的有用資源，
這就是為什麼哲學的道家的所有經典（《老子》、《莊子》與後來的《列子》）都在中國文學史
上居於重要的席位。」葛瑞漢 (Angus Charles Graham) 著，張海晏譯，《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
論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234。
相較於老子，莊子鍾情的概念被認為更具積極性。「莊子的『無』並不是他自身所規定的概念，
而是與無為、無己、無名等詞匯的含義相關，由『道』（實在的世界）的無限性所規定。莊子自
身比起『無』似乎對成心、天鈞、天倪、物化、櫻寧、心齋、坐忘、渾沌等較有積極性的概念更
加偏愛。」蜂屋邦夫著，雋雪豔、陳捷等譯，《道家思想與佛教》（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0），〈老莊思想與空〉，頁 6。
筆者曾借用法國評論家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 膾炙人口的「耗費」(expenditure) 經
濟的概念，將莊子的語言使用解析為兩個層次：一是帶有浮華巧飾、線性累積色彩的「有限語
言」（如人籟、「風波」之言屬之），另一則為周行敷衍、節制於道之前的「普遍語言」（如天
籟、卮言）。參蔡岳璋，《最好的？或者不可能的？──「莊子」的精神斡旋》（嘉義：國立中
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51-65。若果這樣的論述具有辨識性的意義，那也
是僅僅就認識論層次的區分上言，它並非意味著莊子說的是兩套語言。事實上，莊子「普遍語
言」恰恰是在「有限語言」上，進行大規模地挪用、改寫與重新分配，從而弔詭地對它進行了超
越。
葛瑞漢著，張海晏譯，《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頁 234。
張隆溪，《道與邏各斯──東西方文學闡釋學》，頁 68。同一文中，張隆溪亦指出錢鍾書自「佛
經、道書和西方神秘主義著作中援引大量例證，清楚地顯示出在所有神秘主義說法中，無名
(anonymy) 與多名 (polynomy) 始終是相互依賴的。」關於這部分大量例證，詳錢鍾書，《管錐
編（二）》，頁 701-708。又，錢鍾書引道書《關尹子．三極》三種動物相互吞食的生態實況，
饒富趣味地指出言詞如何象徵性的相互抵銷：「蝍蛆食蛇，蛇食，食蝍蛆，互相食也。聖人
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唯善聖者不
留一言。」同前引，頁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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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問題不在於要不要語言，而是有了語言之後怎麼辦？
《莊子》中明顯存在，由超越語言所能指涉之不可言傳者（道、實在）與被說
出話語兩者所構成，劍拔弩張的張弛狀態。40 莊子一方面強調終極實在面前，沉
默的優先性，如「大道不稱，大辯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41「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 42 「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值，辯不若默。道不可
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43「道不可言，言而非也」、44「至言去言，至為
去為」，45「出處語默」。46 與此同時，又講究「不言之辯，不道之道」、47「言
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48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
道」、49「言不廣，不足以明道」。50 在這個由言默兩端對決起來，緊張與從容並
蓄，肯定與否定兩行，盈注誘惑並且充滿矛盾的歙闢開合的罅隙空間，正是莊子一
切可見的精美絕倫的書寫演繹之發軔。而它們就充分肉身化於，莊子文本裡頭那充
滿戲劇性口吻的「嘗試言之」、「嘗試論之」、「予嘗為女妄言之」等近似說書口
吻般，對於自身言論展現高度保留與寬容態度，既不得已而有所言說，卻又時刻與
話語自身「保持距離」的句式用法之中。這也是引發〈天下〉篇對莊子作出有別於
其他諸子之學術定位，其間批評轉向的巨大扭力的關鍵所在。文學空間的書寫生產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楊儒賓曾指出道與言緊張關係下的三種意義：「一、『道』如果指體道者所體驗的一種冥契的狀
態，那麼，道與語言必然不相及，因為在冥契的狀態，無時無空，無一無多，說是一物即不中，
『不可言說』(ineffable) 構成了此一特殊體驗的本質。二、『道』如果指一種未被言說所切割的
本初狀態，一種設想的生活世界中最原始的經驗的話。那麼，語言與道也是不相及的，因為言說
的抽象作用必然無法完整地呈現最原始的完整經驗。三、『道』如果更落實到生活中的分殊之
道，尤其是作為『工具人』的技藝之道上面，語言也是無法傳達此種道的核心──know-how，它
傳達的只是形式的語義層。」楊儒賓，〈莊子的「卮言」論──有沒有「道的語言」〉，頁 15。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齊物論〉，頁 83。
同前引，〈知北遊〉，頁 731。
同前引，頁 746-747。
同前引，頁 757。
同前引，頁 765。
王叔岷，《莊學管闚》（北京：中華書局，2007），〈莊子佚文〉，頁 232。同樣的話，也在
《周易．繫辭上》出現過：「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朱熹，《周易本義》（臺北：
大安出版社，1999），頁 241。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齊物論〉，頁 83。
此段引文，今本作「言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可證其脫落、衍文，
今據王叔岷，《莊子校詮》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092，註 17 校改。以下凡徵引
此段文字，以校文為主，不另說明。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則陽〉，頁 917。
王叔岷，《莊學管闚》，〈莊子佚文〉，頁 230。此話當與「卮言」的語言性格，相應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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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推移動力，俱現於此。
回顧《莊子》，此類語用主要出現段落暨指涉對象如下：
「齧缺問乎王倪」之寓言：王倪答覆齊物（物之所同）之旨。51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之寓言：莊子藉長梧子之口，為瞿鵲子澄清聖人
之道。52
藉由類與不類、有始與未始的詮釋循環，重申「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
與我為一」的齊物論旨。53
藉「小惑易方，大惑易性」申論標榜仁義反而弔詭的錯亂本性，悖違
「性命之情」。54
論及聰明至知之人，反為大盜鋪路、聚眾，聖人實為大盜看守，聖智禮
法本為防治盜賊所創設，不料為其所竊，轉為盜賊的護身名器……等看
似譫妄、匪夷所思之語。55
說明雖然天下是非並無定論，然而卻可以「無為」作判準，從而指出看
似悖違的「至樂無樂」的活身之道。56
「孔子圍於陳、蔡」之寓言：莊子藉太公任之安慰、告誡孔子之口，闡
發「不死之道」，亦即「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削跡捐勢，不為功
名」。57
以上是《莊子》所見「嘗試言之」的主要段落。其中可以看到，此一句式用法在內篇
的分布，主要集中出現於〈齊物論〉。尤耐人尋味者，此一語用在「外篇」仍有所
見，到了「雜篇」卻幾近消失。若僅以此點作為內、外、雜篇何者出自莊子之手的判
準，而認為雜篇代表了後學闡發莊子之道的另類觀點，便不是不能理解；或亦可證郭
象 (252-312) 編刪《莊子》劃定內、外、雜篇，其來有自。雖然如此，討論《莊子》
文獻的編成歷史並非本文任務，暫且打住。

51
52
53
54
55
56
57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齊物論〉，頁 91-97。
同前引，頁 97-110。
同前引，頁 79-83。
同前引，〈駢拇〉，頁 323-329。
同前引，〈胠篋〉，頁 342-357。
同前引，〈至樂〉，頁 612-614。
同前引，〈山木〉，頁 679-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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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主題，我們要問，在諸子蜂起的時代，莊子所謂「嘗試言之」，只是顯而
易見地以退為進的說服藝術？僅為某種故弄玄虛的儀式般的猶豫口吻？抑或在這種
策略性應用的迂迴與進路中，帶有來自體道經驗的存有論色彩，而深具莊子個人的
話語奇異性？又或者，不過是時代慣用語，信口而出，漫不經心地隨機沿用？
事實上，如果回顧春秋戰國時代的語用情形，可以發現先秦諸子之作，鮮少出
現如嘗試言之、嘗試解之、嘗試說之、妄言之等詞彙。就連一直被視為莊子同時代
人的孟子著述中，也只出現過一次「嘗試之」。不過那並非夫子自道，而是出自齊
宣王之口，屬於對願意傾聽所作的祈使性質。58 其餘如《荀子》、《韓非子》，
以及帶有濃厚道家氣質的《列子》，雖曾出現「嘗試」用詞，卻無類似《莊子》
中，預備闡釋齊物之旨（或悖論妄言）的話語起頭的關鍵自陳意義。
一方面，當然可以說，這樣的策略性用法實現了莊子一貫對於說服原則的自覺
考慮。比起一開始便傾腸倒腹的滔滔不絕與平鋪直敘，這種表面上欲就還推，實則
從容自若的言說態度，更容易牽動閱聽者的傾聽欲念，並大幅減緩一開始便可能牢
結潛藏的對立的意識型態與心理鬥爭。59 雖然生產者預見性的考慮到聽眾與讀者
的接受情況，在戰國時代不失為一普遍存在的溝通現象，60 但若果僅以時代性的
話語結構（成規），思考莊子「嘗試言之」、「嘗試論之」、「予嘗為女妄言之」
對於讀者、聽眾的設想，仍舊無法有效辨認這些句式之用，在道家義理內部現身可
能占據的特殊位置與殊勝意義，其解釋的效力猶待考驗。

58

59

60

原文為「『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
之巿，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
『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朱熹，《四書章
句集注》，《孟子集注》，卷 1，〈梁惠王上〉，頁 290。
調動寓言體裁創作的背後，充分反映關於說服的藝術的心理斟酌，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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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
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天下〉，頁 948。
「戰國文本的明顯特徵是強烈的語用傾向，作者明顯預設閱讀對象的接受，成為中國語言傳統的
長久特徵。戰國既是作者（和著作）觀念形成也是讀者（聽者）開始登上歷史舞台的時期，閱聽
關係迭經重大的改變：從啟蒙大眾、對話辯論、遊說王侯、貴遊文學，各種詮釋理論就在這個劇
烈變遷的過程中產生」、「作者試圖操控語言並影響讀者成為戰國文本顯著特戰國文本顯著特
徵。」楊玉成，〈戰國讀者──語言的爆炸與閱讀理論〉，頁 148。至於「預設讀者」之例證，
見常森，《二十世紀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30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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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歙闢開闔的文學空間
在進一步深求莊子的文學運動前，須對創作者之主體形構，先有一扼要之把
握，因為一切的語言表現與行動，皆不離主體之運作。然而，關於莊子主體的內涵
與意義，又該如何理解？
在此，本文借用楊儒賓先生所鑄「形氣主體」（或稱「氣化主體」）之概念，
作為理解莊子的文學空間之起點，並以此指認話語創造所以可能的活動場域。「形
氣主體」的概念主要與強調主體意義的意識哲學的說法相對照。按其說，這個由
「形氣」與「主體」複合起來的概念，並非是形上學的措辭，而是蘊含中國傳統
形、氣、神三位一體的古典身體觀的現代複述。形、氣的一體不分，渾融為一，使
得形的構造蘊含氣的存在，又兼有精神性的感應作用。它強調精神意識與物質世界
的結合，以及內存意識與外在動作的運轉和諧；所有意識活動無非都兼涉形氣，體
表形氣與內在意識成為一體流行之有機體。換言之，並不存在所謂客觀地目視世界
的問題，一切關於世界的描述性報導，必然涉及敘述者個人風格及形氣體驗。寓主
體於形氣，寓形氣於主體，不僅為主體謀得空間隱喻的運動位置，同時也將成為人
文世界乃至體道者風格化差異的主要依據。61
沿著上述關於主體的內涵思考，如果「我」的統一是個體經驗這個世界的條件
與基礎，那麼，當「我」屬於某種很難被固定下來的「形氣主體」──某種流動性
61

楊儒賓認為，「形氣主體」比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 的「身體主體」、
「身體圖式」之說，在解釋中國身體觀的氣化傳統時，有更可施展的理論空間與精確描述。「形
氣主體」（或氣化主體）作為一可操作之具體概念，其界義、辨析之規範化說明與使用，見楊儒
賓，〈莊子與人文之源〉，《清華學報》，41.4（新竹：2011），頁 587-620；楊儒賓，〈莊子與
儒家──回應《莊子四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2.3（臺北：2012），頁 137-141；楊儒
賓，〈莊子的「卮言」論──有沒有「道的語言」〉，頁 12-40。另參賴錫三，《莊子靈光的當
代詮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第 5 章，〈莊子精、氣、神的工夫和境界──
身體的精神化與形上化之實現〉，頁 119-166。又，龔卓軍曾對徐復觀以德國觀念論與現象學的
純粹意識虛靜主體，作為破譯莊子美學的論述框架，提出對比性的檢討（在此參照的對象是法國
漢學家葛浩南 (Romain Graziani) 對莊子的哲學詮釋）。在徐復觀的論述中，那些在《莊子》裡
頭，極具高度個人性色彩的技藝達人（如解牛、削木、輪扁、鬥雞等方面），不斷介入政治場域
的敘事事實，為虛靜意識所主導的論述框架所沖淡。這導致在徐復觀的論述最後，心齋式的浪漫
主義政治想像，取代了主人公在政治對決中所具有的表現意義，從而忽略生命美學所可能隱含，
個體充分參與戰國時代的生命政治之斡旋動能。參龔卓軍，〈庖丁手藝與生命政治：評介葛浩南
《莊子的哲學虛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8.4（臺北：2008），頁 79-99。

446

清

華

學

報

匯聚所構成的主體之我時，會有卮言式的文本表現而與日常文字表現邏輯相拮抗，
就不是無法想像。形氣主體作為身體實踐的面向，正是所有論述內涵的物質基礎，
由此，語言、技藝、主體意識都具有身體存有論向度的特殊位置，而「卮言」則可
視為建立在氣化主體之上，語言表現的創造性形式。由此，《莊子》藉由「嘗試言
之」所透露出來的哲學訊息在於：除了「嘗試」之外，神秘家沒有任何希望。為什
麼在體道經驗中，言說總是被拒絕？「原因很清楚：當萬物同一，沒有心物主客的
分別時，概念要在哪邊呢？它要從何而生？」62 用莊子的話說，即「天地與我並
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於是，首先，「嘗試」的出現，指向的是某種關於作者忠於矛盾與神聖之道，
進而消解自我、失去自己（「喪我」）、朝向解構書寫的深層欲求。63 在此，詮
釋不再逃避「道」，而能注視著它，並提供讀者瞭解萬縷千絲的世界之線索。另一
方面，這也是一切深度閱讀恐將招致的焦慮的起點──我們所恐懼的，正是我們所
深刻欲望的。64 而「我」所欲望之對象，其實是「道」，亦即宇宙自身的終極實

62

63

64

楊儒賓，《莊周風貌》，第 5 章，〈莊子的語言觀〉，頁 176。此答相應於楊儒賓在談及工夫論
時曾經提過的，「『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大道是整全的，不容分割。因
此，要體證道，只能在理智停止，情念不起時，以人的存有全體面臨之、深懷之，才可以理會。
否則，一有情念理智，大道馬上轉換成支離破碎的理智對象。換句話說，只要一有分別心，就永
遠會有分別不出來的領域；只要一有辯論，反而也就會有辯論照不到的死角。」（引文中的粗體
為原文固有）同前引，第 3 章，〈莊子的工夫論〉，頁 81。
莊子的寓言便具有這樣的特色，其「『以寓言為廣』正是一種啟蒙功能，寓言使心靈超越現實，
瞬時揭開世界，意義無限增殖，這是虛構的力量。」附帶一提，從歷史語言的角度看，調動寓言
並非莊子專利，而是戰國時代話語發展的普遍風氣與說服策略。然而，莊子與戰國諸子的差異就
在於，前者「繼承啟蒙論述卻隨即將之解構，啟蒙使人知道偉大，旋即形成偉大與渺小的價值等
級，所謂大小之辯，啟蒙既是洞見盲視，莊子再講述『斥鴳』的小故事加以破除。……或許這就
是莊子超越宋鈃的地方，寓言只是一連串不斷消解的運動軌跡。」楊玉成，〈戰國讀者──語言
的爆炸與閱讀理論〉，頁 164-165。
小說家熟闇敘事智慧難以被接受與理解的箇中原因與滋味，如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 曾
提及某種關於敘事的智慧所可能引發人們對價值、定論的模擬兩可的猜疑，以及由它所衍生而來
的無把握的威脅感。它是某種吸引人理解同時卻又教人害怕的整體狀態的對象：「人希望有一個
世界，其中的善與惡涇渭分明，因為在人的內心有一個天生的不可馴服的欲望：在理解之前進行
判斷，諸宗教與意識形態即建立於此欲望之上。它們不能與小說為伍，除非它們把小說的相對性
和模糊性的語言傳譯在自己斷然的和教條的說教中。它們要求某某人有個道理：或者卡列尼娜是
一個狹隘的暴君的受害者，或者卡列尼娜是一個不道德女人的受害者；或者無辜的 K 被不公正的
法庭擊敗，或者在法庭後有神聖的正義而 K 是有罪的。在這種 “或者──或者” 中，包含著對人
類事物基本相對性的無力承受，包含著在沒有最高法官時無力直面事實。這種無力使小說的智慧
（無把握的智慧）難以被接受和理解」。米蘭．昆德拉著，孟湄譯，《小說的藝術》（香港：牛
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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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方面吸引人，卻又同時拒絕以有限語言被揭發的存有的整體狀態。「嘗試
言之」，如此說書人般地一派輕鬆口吻，由不經意所引發的閱聽者的專注與期待的
不確定性，徹底展開了某種與「犧牲」，從相關的傾聽欲求──一種蠱惑讀者，願
意為了道在屎溺的恐怖，以及與物同體的神聖，從而拋擲自己（一如坐忘、心
齋），朝向與萬物一體的深層欲求。
其次，經由「嘗試」所貫注而成的一切歙闢形式（如論辨、析理、否定、譬
喻、寓言、重言、卮言、後設）， 65 燦爛奪目，另一方面卻也將人置入險境。 66
作為一種自外而來教人聆聽的智慧的引發，「嘗試」之說的延伸──卮言佈署於
《莊子》文本之中，以觸及某種挑戰、狡猾與「反諷」為特徵，67 它既適應邏輯
卻又克服邏輯。卮言的言辭秩序不來自什麼論辯規則，毋寧是某種「不可分析的本
能」，一種屬於天而作用於人之標誌，68 不時對抗著構築在文化語言之上的潔與
不潔、祥與不祥之暴力性，乃至預言式的神秘論斷。於是，作者在寓言中安排鄭國
神巫季咸與壺子大師鬥法，使其最後落荒而逃；69 或對占卜時百發百中的神龜予
以嘲弄，諷其難避余且之網，終於招開腸破肚之患；70 或在面對楚王的政治邀請
時，挖苦活體祭祀之龜，71 乃至論及無用之大用時，重新接納不被用來祭奠河神
的不祥禁忌之物。72 從這個角度看，如果「莊子就其語言的複雜性和不恰當性意
義 上 顯 得 『 現 代 』 (modern) 的 話 ， 但 他 確 實 沒 有 分 享 我 們 陷 入 語 言 獨 在 論
(linguistic solipsism) 的誘惑」，並且「有助於不再犧牲於邏輯證明的幻覺 (illusion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關於莊子如何發展後設閱讀的古典傳統與價值定位，參楊玉成，〈戰國讀者──語言的爆炸與閱
讀理論〉，頁 183-191。
寓言、隱喻一類話語形態背後所隱藏的「雙面性」──啟蒙的作用，以及隨之而來的哲學暗影─
─對於真理的威脅。「寓言構成一種啟蒙話語，思想和語言互為體用，甚至就寓居在寓言中。弔
詭的是，寓言啟發真理，本身卻是虛構的，終將危及真理。我們看到戰國諸子對寓言存在普遍的
恐懼……隱喻的基礎是同一與差異，有點像又不完全像……隱喻極度危險，導致無限衍義，不斷
偏離、歪曲，最終掏空真理，喪失根本，『流而離本』。隱喻（譬喻、寓言、小說）本身可以看
作語言爆炸的一種徵兆，既啟蒙思想又破壞真理，既是解藥又是毒藥。」同前引，頁 165-166。
哲學家、神秘家時常責難其表意的不夠精確，以及在冥契經驗與思想感情前的無能為力，然而，
充分表達這樣的責難與不信任，最後卻仍得經由語言而完成。對於神秘家這種「以針挑刺」的弔
詭情形，張隆溪稱之為「反諷模式」。見張隆溪，《道與邏各斯──東西方文學闡釋學》，頁 5159。
葛瑞漢著，陳海晏譯，《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頁 235-237。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應帝王〉，頁 297-307。
同前引，〈外物〉，頁 933-935。
同前引，〈秋水〉，頁 603-604。
同前引，〈人間世〉，頁 17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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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ogical demonstration)」。73 這種對於「真理」的顛覆，依循著「道」變動不居
的絕對前提，阻斷言說試圖自我牢固化具有純粹個體的實在性，從而「污染」了絕
對的二元對立，74 抹消看似牢不可破的此疆彼界，使一切價值彼此相互涉入，渾
圓成言。75
在此，作為卮言的形式性措辭的「嘗試言之」，是一個關於書寫的臨界點的概
念；它並非在場，也非不在場，既遮蔽又開顯，外化而內不化，動而無動，謝絕任
何指認、肯定語言能彰顯一切實在意義之陳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
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76 它不介
意被稱為弔詭、荒唐、謬攸之風乃至漫不經心，形式就是它的思想的一部分。「嘗
試言之」暗示了形氣主體落實為文的實踐過渡，某種隱與顯的雙重結構現身。作為
冥契默會在語言肉身化表徵過程的突破口，在此，書寫（或言說）所要論證並與之
對決的，並非絮絮叨叨於如何能夠說出一句話而被理解（對於理解與誤解莊子似乎
漠不關心），它只用心於對將被說出之物的不可能性的忠誠──這是「非─知」、
「無中生有」在運動中再次啟動之伊始，也是「卮言」所以成立的關鍵時刻。 77
一如「陶鈞」之運轉，78 它是它所不是之物，或者說，它並非它所是之物。除了
自身以外，卮言什麼都不表明。它並非被生產出來之物，反之，它使一切生產成為
可能。卮言的運轉性格，總是不純粹的，在此它挑戰同一性、單一性之觀念。甚至
質疑相對單一、穩定、被誤認為是一切簡單之物的起源之觀念。甚至，就連《莊
子》之中，寓言與非寓言之界限，也無法截然二分。79 在此，卮言書寫脫離了知
73
74

75

76
77
78

79

同前引，頁 235。
錢新祖指出，語言本質上具有自我否定並且可以相互交換與取代的特色，而莊子的思想正是以此
為基礎展開豐富的言說：「每一句話之所以成為可能而能夠被人說得出來，是因為這一句話在存
在上原就蘊涵著一句跟他自身相反的反話，所以所有的話都是自我磨滅，自我否定的。不僅如
此，在莊子的思想體系裡，任何一句話也還可以用其他的任何一句話來取代，莊子認為所有的話
都是可以無限地相互取代的 (infinitely intersubstitutable)。」錢新祖，〈佛道的語言觀與矛盾
語〉，《當代》，11（臺北：1987），頁 68。
楊儒賓視渾圓意象為莊子一切身心運動之喻根，表現在語言層次上，則是所謂莊子的「卮言」理
論──某種關於「道的語言」。見楊儒賓，〈莊子的「卮言」論──有沒有「道的語言」〉，頁
12-40。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秋水〉，頁 572。
表現在《莊子》中，莊子說盡了所有的話，也說盡了所有反面的話。
學者嘗指認，莊子運用渾天、歸墟、陶鈞、風四種喻根正表達了關於變化與不變矛盾統一的無盡
之化的意圖。詳楊儒賓，〈無盡之源的卮言〉，《臺灣哲學研究》，6（臺北：2009），頁 138。
王夫之 (1619-1692) 便持此論：「寓言所以十九也。蓋以為寓，則無言而非寓也；以為非寓，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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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分贓的奴隸狀態（道術為天下裂），在產出之語的累積瞬間，一切重新進入運動
之中。正是它的不可言傳、行化不已，才引發了言說它的無盡努力──嘗試言之。
於是，「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便成為一個牽涉卮言具有誘惑色彩的
認識論命題。它所突顯的，乃是書寫、話語的「物化」時刻。「嘗試」意謂著距
離，它涉及時刻分離之決心，既保持接觸卻又在接觸中避免被挾持的脫身能力，既
是建構同時又是解構的辯證統一。80「嘗試」的形之於言，同時意謂著狀似分離，
卻又保持相會的不即不離；當被書寫、被說出之物抵制閱聽者目光接受它時，卻好
像目光被捕獲，被觸及了。這是「嘗試」抵禦沉默的秘密，也是認識莊子文藝創作
的關鍵時刻，某種道家氣質的寫作。「嘗試」雖然保持著距離，卻以強烈的召喚觸
動人心，如此，寫作並非積極的來往（即一般表達欲望時所從出的主動性與行為性
之產物），而是目光被誘惑並遭吸納進入靜止的運動，或無深度的深淵之中──某
種排除爭辯、均衡與自我表達，從而不求報償與沒有任何對等物的非生產性耗費的
語言姿態。需要補充一提者，儘管卮言可能比「冥契默會」展現的更為多變，然而
它們還是共享了某些共通的立場和方向，這使它們共同位列單一標題下的表述時，
不至於令人完全迷惑。
再者，雖然「嘗試」運動極具誘惑力，但我們不應忽視這種實現的不可能性。
「嘗試言之」的不可能性？這是說「嘗試」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嗎？難道它只存在於
純粹思維與想像構造中嗎？如此，「嘗試言之」、「妄言之」……等一連串明白刻
劃在《莊子》之上的話語又是什麼呢？
人們對「嘗試」容易懷有某種誤解與想像，亦即認為它如果不是一個已被實現
的最終現實，不然就認為它是即將到來的未來。然而，「嘗試」卻只是意味著延
宕，或形氣主體試圖肉身化於語言的方向、是一次的成熟、譫妄乃至一次出征。除

80

寓故非寓也。堇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皆時為帝者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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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名言者皆寓也，斯須之
循者也。而人徒見鯤鵬、鷽鳩、解牛、承蜩，以為此寓耳。通萬有而休乎天均，則隨所寓而眾著
之理皆成；就其人之心性神志而言之，則皆私也。」王夫之著，王孝魚點校，《莊子解》（北
京：中華書局，1964），卷 27，〈寓言〉，頁 247。換言之，可以說莊子話語皆為寓言，惟因它
們是道所寄託之處，而非道本身；但也可說它們全非寓言，因它們皆由道而來，與道分享著共同
品質，是道的具體實現。
關於莊子與解構之親緣關係，早年學界論著甚夥，如奚密，〈解結構之道：德希達與莊子比較研
究〉，收入鄭樹森編，《現象學與文學批評》（臺 北 ：東大圖書，1984），頁 201-238；廖炳
惠，《解構批評論集》（臺北：東大圖書，1995），〈洞見與不見──晚近文評對莊子的新讀
法〉，頁 53-140；沈清松，〈莊子的語言哲學初考〉，收入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編，《國際中國
哲學研討會論 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1985），頁 9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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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嘗試言之，它什麼都不是。因為果真實現，則「嘗試」的現實將隨即成為虛構的
神話、暴力的語言。換言之，「嘗試言之」或卮言並未已經發生，充其量只能說它
們不停地到來著。一方面它一直到來，同時卻也不斷地抵抗所有將它帶向完成的集
結（任何意義上的「終結」）從而自我消解，81 這正是真正意義上的「化」。於
是，說它是什麼的同時，「嘗試」並不忠實於自己。某種不可避免的逆轉促使它能
在保持自身的同時又不斷地迎向他者，展開另一個需要，從而在歷史的變化中維持
著高度自由的回應，抵制固著的、完成的融合，避免自我重複而步入絕境。由此，
吾人可以重新理解「輪扁斲輪」的寓言精神。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
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
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
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无說則死。」輪扁曰：
「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
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
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
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82
在此，輪扁索性問桓公：「聖人在乎？」正在於喚醒桓公對於那「已經缺席的事物」
的關注。惟因書籍之上的聖人之言，僅剩視而可見、聽而可聞之依賴形、色、名、聲
的存有物，並開始在經學史、文學史或哲學史中尋找位置，委身於一個故去的靈魂，
使其集結成書，並對時間進行佔有。書之為書不僅僅來自語言文字的構成，還在於它
們掩身其中，使其隕沒的必然性。聖人（之言）只是一個中介，實則指向終極意義的
存在，某個既遮蔽又開顯，一切隱喻存在的開新源頭。然而，現在它已不在場。對於
輪扁而言，桓公手裡的這部書，其真正的言說係來自與斲輪運動進行時的那種不可預
測性出於同樣的地方，是這種不可預測，將聖人思想在他的有生之年予以藏匿、保

81

82

「從對語言的懷疑開始，我們可以看到莊子對於人類理智的批判是一系列的。語言－論辯－學說
－智性無一不是在他的批判範圍之內。……他整個學問活動的重點，就是要超越學問；他雖然洋
洋洒洒，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也建立起一家獨特的學風，但很詭譎地，他所以要留下些文字，建
立一家之說，其目的卻是要殺掉文字，瓦解任何學風。」楊儒賓，《莊周風貌》，第 3 章，〈莊
子的工夫論〉，頁 82。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天道〉，頁 49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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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輪扁的忤逆知識與嘲弄經典的不可靠，並非奠基於死亡之上的必然性結果，毋
寧，係得自某種更形隱晦而難以辨識的「身體作為形氣存有」的認識而來的根本態
度，同時也是關於堅實性的自我失效的認識。這樣一種回絕並非意識形態上的固有
設定，而是氣化身體延伸的結果。卮言同身體一樣，在此，它們並非現實完成之
物，而是可能的存在（「化」、「遊」）。在嘗試言之的抵禦之中，被拒絕之物並
未消失，它未曾被推翻，同時，恰恰是在「嘗試言之」的時刻，證明了嘗試言之的
無能為力。於是《莊子》的一切話語實踐，能夠一再不經意地提醒讀者，並讓讀者
留下這樣的印象：它一直沒能成功的將「道」，真正的形之於言，雖然它一說再
說；並且在吐露語言而使其嘎嘎集結的同時，不斷暗示「忘言」的必要性。83
事實上，就連作為一部起先由莊子，而後經其門徒、後學規劃、編輯或彙整的
《莊子》文本，在某個意義下，也將成為輪扁口中「古人之糟魄已夫」。把所有關
於莊子的一切拿來發表、集結，彷彿就可以終結作者的聲音，停損那持續教人遺憾
的寂寥與沉默，將作者的多義、歧義之聲圈套在相對單義的視域。後世注解的層出
不窮、佚文冷不防地存在，則與死者留下的語言，持續鬥爭、交手。「古之人與其
不可傳也死矣」，輪扁斲輪時，「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
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
之於臣」其間所有「不」、「不能」的否定性表述，不僅僅來自藝師下手處的變幻
難測之故，毋寧更在於斲輪運動整體自身的不可預測性。是這個不可預測性，拒絕
了「傳授」，一方面它運動、可見、可聽、可聞、可感，似乎無限臨近於目前，但
它又自我遮蔽、護持與隱匿。在輪扁，它是無法被把握的現實（「徐則甘而不固，
疾則苦而不入」），即便它是與「手」明顯相關的具體技藝，卻始終不可把握，乃
至，它完全地陷入了不可把握之中。這也是一切建立在形氣主體之上的卮言運動所
強加給人的命運，也是所以起名「嘗試」的根本立意與費解之所在。
最後、由於「嘗試」的不完整原則──既來自存在者的話語限度，而使它成為
有限，同時不被（「無」或「道」）允許對限度的遺忘。從而使它被捲入一連串由
83

王夫之嘗對「忘言」發表精闢見解，指明忘言所以必要的原因、對於道的涵蓋範圍之認識，乃至
語言在時間流動進程下的適應性問題。「忘言者，非可以有言而忘之也。道大而言小，道長而言
短，道圓而言方，道流行而言止於所言，一言不可以攝萬言，萬言不可以定一言，古言不可以為
今言，此言不可以為彼言。所言者皆道之已成者也，已成則逝矣。道已逝而言猶守之，故以自善
則不適，以治人則不服，以教人則不化。其通古今，合大小，一彼此者，固不可以言言者
也。……道日徂而吾已故，吾且不存，而況於言乎？此交通之知，莫見之形，所以不忘而長存，
為道之宗也。」王夫之著，王孝魚點校，《莊子解》，卷 21，〈田子方〉，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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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補（象徵交換）──84 挑戰所構築的聲浪之中，教每一次的「嘗試」吸引、召喚
著一個它者，一個又一個來自限度而達成的更大的張力。85 由此，之前論及不應
忽視「嘗試言之」所意味的「實現的不可能性」，就不是不能理解。因為它並非簡
單地成為共同的（同質化傾向、具主體同一性），而是不斷地在言與默的邊際界限
上游移、過度、追蹤自身，一個多元展佈的分享的意願，而無關乎操作的完成（於
是有「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之說）86 或某種關於作品的實體性、統一性。
在由形氣主體而來的一切運動所強加給語言的命運之中，嘗試之說指向非實用
性、 87 非功效（無動於衷的、無所為而為的）而不可預聞地保持著對「任一事
物」的開放、分享與交換。既是無始無終的循環連續，且不斷於差異化的動靜快慢
之中過度、推移，而使自己不被視為分享的一部分；「嘗試言之」不僅逃避言語，
同時也規避沉默，故有「不言之辯，不道之道」，這也是卮言雙面性精神的徹底展
現，所謂「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
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嘗試言之所引發的，是言默交迫共顯的界
限，在此界限，讀者實際上被會集、召喚、傳送到一起。一切在界限中被烘托、被
提交、被供奉乃至最後被解散，從而達成無限的心意溝通與交流，成就那自始未曾
「嘗試」的嘗試。

84

85

86

87

關於《莊子》內篇涉及象徵交換之例，參蔡岳璋，〈精神斡旋與象徵交換──試論《莊子》內篇
藝境〉，《中外文學》，37.4（臺北：2008），頁 149-192。
在解釋〈齊物論〉「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所謂之其果有謂乎，
其果無謂乎？」一段時，王夫之指出：「是者指道而言。不言道而言是者：標道之名為己所見之
道，則有我矣；立道之實以異于儒墨之道，則有耦矣；故指現前之所大明者，無耦無名，滑疑而
寓庸者曰是。無往而非是，無有為彼者也。統天下之有無而曰是，則彼是莫得其耦矣。既有言
矣，則雖恰與是合，而亦儒墨之類矣。故唯無言則絕類而與道類，有言則固不能然。」王夫之
著，王孝魚點校，《莊子解》，卷 2，〈齊物論〉，頁 22。由此可見，莊子在調動語言以奮力說
明絕對的實在之道時，所展現出來「未嘗定執為是」的靈活的策略性考慮之痕跡。
郭慶藩，《莊子集釋》，〈齊物論〉，頁 100。莊子要人姑妄聽之，大概是希望，無論如何如果
出現什麼難題，這是由於各自成心干擾作用旺盛及卮言微理深邃之故，而不是因為他表達不清。
《莊子》中的「惠施」一直以來便極佔分量地擔綱著某種知識論式、具分析性格的人物角色，就
文學結構而言，在通篇充滿「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無用大用」的藝術文本中，專靠「惠
施」一類強調工具性、實用性思維的人物與情節以調整節奏，並藉此導引讀者對實用性效度產生
質疑，無論是〈逍遙遊〉中論大樹、大瓠無用的惠施，或與莊子辯於濠梁之上的惠施，抑或〈外
物〉篇中論莊子之言無用的惠施等皆可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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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從時代結構、社會變革、論述形態的擴張、語言爆炸等角度思索莊子神秘話語
中所遺留的文化暗影，同時也意味著考慮：在高度的自覺創作意識底下，面對話語
規則、邏輯程序等一連串可見性結構而來，其間神秘家選擇的顛覆策略與真理行
動，究竟曝露了怎樣的社會矛盾與衝突，並且由此延伸，繼而創造一個影響後世甚
鉅（如詩藝、書藝、畫藝等），且具歷史維度的語言思維與文學空間。然而，強調
時代話語結構的作用，並非機械地認為，《莊子》僅僅是時代潮流中，具有殊勝思
維反應的先秦天才隊伍中的一家之言。換言之，即認為《莊子》一類的作品只是那
個時代，諸多代表性的思考觀點中的其中一種反應與態度；它也是歷史傳統的囚
徒，不可能超越它而獲得真理。這樣的觀點，傾向於把一切歷史流傳物看作僅僅形
成於特定時間，並占有特定社會創作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反映。如此，卻難以解釋譬
如為何會有為數不少的文學、書、畫，如兩漢辭賦、晉與宋之玄言詩、田園山水
詩、唐宋小說與詩賦、明清詩文及小說，以及戰國、兩漢諸子、魏晉三玄、宋明理
學等，88 百千年間文學創作者或思想家，皆或顯或隱地帶有沾染莊子思想特異性
及寓言創意之哲學暗影。
換言之，關於《莊子》與歷史累積物之間，更為細緻地應當承認，它與先秦的
時代性有一種特殊的親和關係，但莊子之言不能被簡約為歷史累積的一環。論辨、
析理、否定、譬喻、意象、卮言、後設、反諷等包羅萬象、辭豐意雄的回應時代方
式，表示先哲用以體驗、感受與想像現實世界的完整方式。89 當然，這也是所有
88

89

參王叔岷，《先秦道法思想講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2），頁 129146。陳榮捷亦指出，莊子「對佛教的衝擊，尤其是對於禪宗的影響，即非常巨大。他也是中國
山水畫與詩歌創作靈感的一個主要泉源。身為道家之一分子，他的哲學對古代與中古儒家之轉化
為新儒家，大有扶持之功，朱熹自己的哲學思想即屬於新儒家。此外，他反抗傳統主義以及習俗
的標準、他詩意的神秘主義、他精巧的個人主義、他對於人性的洞見，以及他對於萬物的遼闊視
野等，都是中國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靈感泉源。」陳榮捷編著，楊儒賓等編譯，黃俊傑校
閱，《中國哲學文獻選編》上冊（臺北：巨流圖書，1993），頁 259。
常森針對古代的散文發展，在考鏡源流剖分縷析之後，曾點出一個嚴肅卻饒富趣味的歷史疑問：
「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從《論語》、《墨子》、《孟子》到《莊子》，從《春秋》、《左
傳》、《國語》到《國策》，寓言這種表達方式明顯被核心化了；而從先秦諸子散文到漢代賈
誼、董仲舒等人的政論，從先秦史傳散文到漢代的《史記》、《漢書》等，寓言作為散文的表現
形式之一，卻已經被極大地邊緣化，甚至完全淡出了散文的範圍。這一變化所蘊涵的信息，我們
迄今還沒有給出足夠有力的解釋。」常森，《二十世紀先秦散文研究反思》，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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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作品提供後世感受，在特殊條件下的生活是什麼模樣的歷史經驗，而非單調枯
燥地作為某種學派之間的爭辯紀錄，甚至百無聊賴的話語累積。《莊子》並非只是
消極地反映那種經驗，所有素材被吸納、包含在書寫遊戲之中，但又儘量使自己與
流傳故事或神話保持精巧的距離，90 使得人們可以察覺產生它的歷史限度。如此
為之，《莊子》能夠後設的使讀者意識到歷史生產所掩蓋的真理，就像文學與歷史
之間的區別，關鍵並不在於它們處理對象（現象、文本）的不同，而是它們處理同
一物件的方法、取徑有所差異。歷史給予我們有關此一狀況的概念知識（雖然所謂
「歷史」時常也難脫敘事）；而作為文學的、藝術的莊子，則將吾人捲入、直面並
體會那種狀況的經驗。
莊子的「嘗試言之」，在此提供一個理解其文學氣象的思考契機。隨著（形
氣）主體而來的「嘗試」，並未已經發生，毋寧是對其先驗與在場在結構上被無限
期耽擱了的意義之接近。於是，由此「主體」延伸而來的「文學空間」（乃至種種
文化生產），91 除了意指文學創造所以可能的活動場域，並且指向了作品成立的
位置與時點。只是這樣的「成立」，卻僅僅意味著某種可能永不發生的偶然邂逅。
它的發不發生，原因並不在於條件能否事先被指認或被給出，而是它自始自終並不
構成一項「可發生事件」（真正意義上的「化」）。即使它作為事件而發生（以一
種「不生之生」），也將會是無從把握的現實。它意味著若即若離，也可說是「保
90

91

例如在《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等書中，皆可見與「庖丁解牛」相仿的故事內容。
何者才是故事傳播的發祥地，殊難考證，但莊子中的這個解牛版本具有廣泛文化影響力，一種看
法是把它視為上古神話的重寫以及關於閱讀的寓言。「桑林是宋國聖地，解牛是一種獻祭儀式，
分解（摧毀）是為了讓意義顯現，來自某種摧毀與重建的神話。『解』可以看作解釋的隱喻，批
大郤、導大窾，犧牲獻祭轉化為意義的詮釋與交換。在後代，這個故事經常被當作閱讀的寓言：
超越形體，『官知止而神欲行』；在隙縫與空白中閱讀，『以無後入無間』；最終只剩空無，
『如土委地』。」楊玉成，〈戰國讀者──語言的爆炸與閱讀理論〉，頁 181。
一份審查意見提醒：此一「主體」雖不可得（化不欲散），然終有一體現日生日成的意義之軸
心，否則，生活世界必然無法成立。確如其言，去實體化之後的「主體」與文化生產之間的關係
如何指認？嘗試姿態下的（形氣）主體有沒有可能成為引發歷史變革，乃至文化調整的存在要
求？怎麼辨識莊子對於歷史與現實世界開放的轉譯機制？尤有甚者，在莊子揭露因著文化建制與
禮樂安排的無限集結而來所造成的生命凝滯的質疑的同時，如何指認此一否定性力量（不生之
生）使其成為文化生產乃至政治變革的基本動力，而不僅止將文化創造或政治問題，給「非中心
化」而試圖繞過？乃至退一萬步從消極面說，莊子究竟如何避免「倫理真空」的政治與社會批
評？所有這些都是棘手而有待探究的莊子議題，有待日後另文探討。又及，近年楊儒賓先生嘗試
總結（是終點也是起點），過往關於莊子本身所可能具有創化人文世界之義理動能的前人成果。
這或許是當代自存有論、認識論層次的哲學平面出發，使得莊子（告別道家）距離孔門最近的一
次理論擘劃。詳楊儒賓，〈莊子與人文之源〉，頁 587-620；楊儒賓，〈莊子與儒家──回應
《莊子四講》〉，頁 13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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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距離的接觸」，像是某種先於詞根的前綴物，指向話語空間的存有，同時也成就
存有的話語空間。「嘗試言之」所生產、賦予讀者之物，乃是一切的文字、寓言、
重言、無言、正言若反，是節制而有分寸的文本，而誘惑人的正是對此「嘗試」所
形成之隙罅的那種激情。「嘗試言之」，它幾乎說出真理，並教導人們如何 (how)
說出真理。之所以它會持續反覆地出現，惟因「嘗試言之」所歙闢開合之文學空
間，自始自終，便是「無」所應許之地。而這也是本文一開始所提，聞一多對〈天
下〉篇的莊子評述有所起疑的根本解答。〈天下〉篇述莊之時的平衡報導（即對莊
子義理層面的不最強調），與其說「評論文辭」使得義理智慧淪為附庸，不如說義
理正是經由此一文學空間，而得以獲致充分的傳達與保障。它不只說出真理，尤有
甚者，它「在真理中」進行言說，而「嘗試言之」正是一切識別的指認關鍵。
（責任校對：林雅鈴、劉思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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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iterary Space in Zhuangzi ──
Consideration of the “Try and Ex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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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s0101012@gmail.com

ABSTRACT
When it comes to Zhuangzi 莊子 literature, people never forget to mention its
poetic, humorous, and appealing features. When Zhuangzi describes a scene, it is
poetic and scenic. His narratives are funny and his comments are admirable. If it is
about expressing one’s feelings, his writing is so captivating that it seizes your heart.
The rhetoric he uses—such as metaphor, exaggeration, foil, analogy, and layout—is
unique and dazzling. Generally speaking, most critics focus on the lyric world of one’s
experience to comment on the literary works of Zhuangzi. They talk about his
linguistic styles and fictional stories, emphasize the literary trend of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riod, or try restoring and imagining a legendary myth. These perspectives,
although more or less related to the categorization of Zhuangzi’s works, are not based
on genre but on content as the measure of categorization. These ways of discussing the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of Zhuangzi literature are simplistic and clumsy.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is article is a reconsideration of “I.” It presupposes that the
unity of “I” is the condition and foundation for a subject to experience this world. If
this is the case, then, when “I” is a drifting and undetermined “body-qi subject,” it is
not impossible to imagine that this subject, composed of some flexible gatherings,
would contain a textual presentation of “goblet words,” which are the opposite of daily
language and logic. In this article, the “try and explain” of Zhuangzi literature is a
crucial in explicating how Zhuangzi becomes a literary text. This is also an effect
resulting from a body-qi subject that is inspired by spiritual recognition and bodily
practice. Of this process, the exercises of assimilation and exclusion implicate
fundamental meanings and particular philosophical gestures of literary production.
Key words: Zhuangzi, literary space, body-qi subject, try and explain, goblet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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