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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的「卮言」論──有沒有「道的語言」1 

 
環中者，天也。六合，一環也；終古，一環也。一環圜合，而兩環

交運，容成氏之言渾天，得之矣！……莊子之道所從出，盡見矣！

蓋於渾天而得悟者也。莊生以此見道之大圜，流通以化成，而不可

以形氣名義滯之於小成。故其曰：以視下亦如此而已；曰：天均；

曰：以有形象無形；曰：未始出吾宗；與＜天運篇＞屢詰問而不答

其故。又曰：實而無乎處者，宇也；皆渾天無內無外之環也。其曰：

寓於無竟；曰：參萬歲而一成純；曰：薪盡而火傳；曰：長而無本

剽者，宙也；皆渾天除日無歲之環也。故以若喪其一、以隨成為師

天之大用，而寓庸以逍遙，得矣！其言較老氏橐籥之說，特為當理。

周子太極圖、張子清虛一大之說亦未嘗非環中之旨。（王夫之《莊

子解》）2 

前 言 

 先秦諸子中，莊子是少數徹底反省過語言問題的思想家，而他的反省通常是

從負面入手，這一點很多人業已談過。與語言反省聯帶而來的問題，乃是如何透

過語言表達思想，這點雖也有人談過，但力道不夠。上述這兩個問題當然關聯非

常密切，但前者可以視為對語言的後設反省，它呈現的是一種語言哲學的立場。

後者則是一種敘述論的觀點，語言是一種途徑，是一種體現。由於這兩種視野切

割的不夠清晰，敘述論的論點討論的尤其不足，因此，聯帶地也就影響了我們對

莊子語言理論的了解，筆者覺得莊子思想中關於與言語表達的問題仍大有可說。 
 本文首先試圖描述「莊子主張無言（ineffable）」這個命題是如何形成的，莊

子的「無言」論確有各種的涵義，莊子在語言與實在間所劃下來的區隔線也是很

清楚的。但莊子看語言不只是從「語言與客觀實在」著眼，他也考量到「語言與

精神表現的關係」之問題。莊子相信使用理想的「語言」可以領悟言說及非言說

兩層，並且在每一言說情境中都可呈現具體的普遍。本文認為「卮言」是此問題

的關鍵，它是莊子「渾圓」的原型﹙archtype﹚在語言表現上的展示。這樣的「渾

圓」顯現在神話領域裡的「渾沌」創造；顯現在天文學裡的「渾天」說；顯現在

生活世界則為「陶鈞」的隱喻。第三節筆者將著重解釋卮言的具體風格及它與「滑

稽」的關係；最後兩節則將從形氣主體的觀點入手，探討「卮言」作為「道言」

在什麼意義下可以成立。 
 筆者在十餘年曾撰文探討相關的主題，3近年來因對莊子的身體觀與隱喻論

                                                 
1 感謝評審者的建議，雖然著重點不一樣，但筆者仍調整了部份的文字，並對全文作了修飾的工

作。 
2 王夫之註〈則陽篇〉：「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莊子解》（台北：里仁書局，1984），頁 229-230。 
3 〈卮言論──莊子論如何使用語言表達思想〉，《漢學研究》，第 10 卷，2 期，1992，頁 123-157。 



莊子的「卮言」論──有沒有「道的語言」 

 2

有較多的了解，才發現一種渦旋的「渾圓」意象可以視為莊子思想的根源喻根

（root metaphor），這種渾圓的喻根也見於莊子描述的身心表現──包含「語言」

在內。本文希望從此入手，可以澄清前文許多模糊的論點。由於論證相當不同，

本文事實上可以視為一篇新作。 
 

一、 無言的理由 

莊子對語言相當不信任，這是有大量文獻可以為證的，最典型的敘述見於＜

齊物論＞一文。莊子在這篇重要的文章中，提到語義之不確定、客觀檢證標準之

不可能、學術辯論之戕害大道、實相之剎那變化難以把捉等等的重要命題。莊子

這一篇文章應當有現實的指謂，它的論敵主要指向戰國時期以言辯馳赴諸侯的

儒、墨、名、法諸家。但莊子的目的不僅於此，他的反省是徹底的，他的主張背

後有一嚴肅的解構立場。舉凡語言、概念、認知、學問體系，無一不被他列入批

判掃除之列。簡單的說，莊子的主要論點是認為「語言」與它所指涉者了不相涉，

＜知北遊＞所謂「至則不論，論則不至」。既然「論」「至」兩相妨害，則語言尚

有何功能可言？在佛教東傳之前，論及語言的本質性缺陷者，再也沒有人超過莊

子。如果我們說莊子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語言懷疑論者，或者最接近現代的解構

論者，4這樣的論斷不是不能說的。 
既然對語言不信任，必須掃除排盪，則掃除至極，莊子會追求一種無言的境

界，這樣的觀點不難想像而知。《莊子》一書中，也有大量的文獻支持此說，所

謂「大道不稱」﹙＜齊物論＞﹚、「不言之辯」、「不道之道」﹙＜齊物論＞﹚、「得意

而忘言」﹙＜外物＞﹚、「道不可言」、「至言去言」﹙＜知北遊＞﹚，所說無非斯理。

＜知北遊＞篇記載「知」遊於玄水之上，廣向天下尋求「道」的寓言，更是將莊

子的「無言」之說推向了前所未見的高峰。依據這則寓言，最能說出無言之道的

黃帝之地位反而落在「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的「狂屈」之後，「狂屈」的地位

又落在三問而三不答的「無為謂」之後。「無為謂」的故事隱隱然有《維摩詰經》

所揭述的維摩居士之風：一話不說，頓入不二法門。「沉默」思想最高的層次就

是當下沉默，連「沉默」之語都沉默下來。任何的「無言」哲學推進至《莊子》

或《維摩詰經》的層次，恐怕再也無以復加了。 
莊子由懷疑語言到肯定超乎語言的無言之價值，這一條線索在《莊子》一書

中是可以找到明確的線索的，但這樣的線索是否是惟一的，這就有待斟酌了。我

們知道莊子語言哲學的核心議題是「語言與道」的關係，但莊子的「道」的層次

可以有各種的談法。聯帶地，所謂的「無言」也有各種的類型。我們如果把「無

                                                 
4 莊子思想與解構主義同風，晚近學者論之已多，比如奚密，〈解結構之道：德希達與莊子比較

研究〉，此文收入鄭樹森編，《現象學與文學批評》（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84），頁 201-238；

廖炳惠，〈洞見與不見──晚近文評對莊子的新讀法〉，此文收入《解構批評論集》（台北：東大

圖書公司，1985）頁 53-140；沈清松，〈莊子的語言哲學初考〉，此文收入《國立台灣大學創校

四十週年國際中國哲學研討會論文集》（台北：臺灣大學，1985），頁 97-112；錢新祖，〈佛道的

語言觀與矛盾語〉，《出入異文化》（新竹：張天然出版社，1997），頁 14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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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論置放在「語言所指涉的實在」這樣的背景下考量，那麼，莊子說的「道」

與「語言」的緊張關係應當至少有底下三種的意義。 
一、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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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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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完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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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第一種情況而言，「道」是個超越的概念。它是一種「沒有經驗內容差異

之純一之體」。此時所謂的世界，事實上是既無世﹙時間﹚，亦無界﹙空間﹚，幾

乎所有的冥契主義者都承認有這樣的一種境界。在此境界中，個體溶進了無限，

主體與客體泯然無分，因此，對世界之領悟，嚴格上說來，並沒有主體意義之領

悟，亦無被領悟的客體意義之世界。莊子學說的重點並不在此，但他承認有這樣

的一種領域，我們看《莊子》內七篇中，凡圍繞著工夫論展開的敘述，最後總會

有類似「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語句出現。5「心齋」、「坐忘」，皆具

斯義。＜大宗師＞篇言及「不死不生，不將不迎」的「朝徹」「見獨」境界，其

言尤為深遂。 
朝徹見獨之時既然無經驗內容可言，因此，自然也是無一句話可說。而且，

此時既然主客為一，能所泯滅，因此，不但無話可說，而且也無法說，「既已為

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齊物論＞﹚「無法說」是

冥契者最常見的一種報導，詹姆士﹙Willam James﹚將它列為冥契主義最核心的

四項特徵之一。6在無法言說的狀況底下，我們不能期望莊子「如何呈現他的語

言」。 
如果第一種「無言」觀是普世的冥契主義中最常見的論述的話，第二種的類

型對它們則比較特殊，只是這種特殊的類型在莊子思想及莊學傳統中卻蔚為大

宗。莊子認為學者要了解「古人之大體」，他當安於分裂以前的整體狀態，亦即

安於理智尚未從世界中攝取對象，「形」﹙figure﹚和「景域」﹙field, background﹚

兩相融釋的層次。他說：「天地有大美而不言，四時有明法而不議，萬物有成理

而不說。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理。」（〈知北遊〉）這就是「通天下一

氣」或「遊乎天地一氣」之意。然而，「遊乎整全，通乎一氣」此事如何可能？

                                                 
5 此兩句出自＜齊物論＞，古今注家通常認為此兩語是莊子的正面命題，但也有學者提出反駁 
，認為這兩句是莊子引名家──尤其是惠施──的說法，然後再加以抨擊，參見 A.C.Graham, 

Chuang-tzu: 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 ﹙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p.51。後面這種說法在文義上有種理路，也可解釋得通。但即

使我們相信後者的解釋，我們仍宜注意：莊子與惠施在主張「天地一體」的觀點上，並沒有出

入，只是一出自名理，一出自玄理而已。 
6 蔡怡佳、劉宏信譯，《宗教經驗之種種》﹙台北：立緒出版社，2001﹚，頁 45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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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不當忘記：當我們說我們想「領悟世界之全體性」時，我們不是從無何有之

鄉的非時空性觀點立論的，我們是站在具體意識的「領悟者」之立場而言的。既

是領悟者，他的領悟即不能不預設著有領悟之意識及被領悟之物之區別。在人被

拋置到這個世上，成了個體之後，我們如何還能設想一種前個體性的原始混沌狀

態？ 
「在個體之中尋覓一種前個體的原始和諧」是種艱難的事業，但在莊子看

來，「前個體性的原始和諧」乃是人的本來狀態，所謂本來的狀態，意指人根源

的存在原本即是與世界同在。當我們與世界接觸前，其實我們已在世界之中。莊

子哲學有一根本性的命題：此即「氣」是「世界」根本的構成因素，它遍於一切，

既是所謂的物質之終極本源，也是構成感官認識作用的根本要素。換言之，莊子

的「人」的性格乃是「氣化之人」，乃是「與世同處氣化一體之人」。7如果海德

格的「此在」必然預設著「與世同在」，莊子的「人」也是一種「與世同在」的

「此在」，只是此種「此在」建立在中國的氣化身體觀之基礎上。依據此種人觀，

當感官尚未凸顯其功能時，亦即處於「虛」的狀態時，人已是一種未自覺的氣之

流行之存在；而世界尚未被攝取成為貌相聲色前，也就是尚未成為「對象」前，

它也是一種未經減損的氣之流行狀態。此氣之流行與彼氣之流行，就其時之模態

而言，其實無彼此之分，也無心物之分，而純是一氣之流行。8 
在現實經驗上如何才能和本真狀態一樣的一氣流行？亦即如何與化同體？

這種命題牽涉到工夫論，不是本文的關懷。我們所以要凸出這問題，僅是要指出

下面這點現象：莊子認為人可以活在一種化而無分、與世同在的具體和諧，這是

種尚未分節化﹙articulate﹚的境界。在這種具體的和諧中，人──世界泯然無分。

嚴格說來，不是無分，而是粗燥的感官知覺無法分，因為一切精微的變化都溶進

此情境中。人在此情境時，只能體之，而不能言之。因為沒有兩種經驗是同一的，

沒有兩樣個體是相同的，也沒有存在於不同時空而又能自我等同的經驗或個體。

實在是永遠的變化之流，它像量子論的量子，總是無法定位的。語言報導實在，

只會帶來孤立化、抽象化的減縮。 
第三種「無言」論見於莊子對具體的生活之道，尤其是對「技藝」的描述上

面，這類的言論密集的見於〈養生主〉與〈達生篇〉中。依據莊子對於技藝的理

解，真正的技藝之核心是種藝術的創造，它無法明文化，無法程式化。庖丁解牛

的秘密在「官知止而神欲行」，輪扁制輪的秘訣不存在於言論教導，而是「有數

存焉」。筆者曾從身體哲學的立場解釋此一現象，筆者認為莊子的主張意味著創

作的主體不是意識的心靈，而是包含身體展現在內的身心連續體，亦即為身體主

體。身體主體的運作既然不以意識為中心，而是得手應心、全身參與，因此，其

運作的機制遂非語言所能盡其蘊。有關「技藝與道」所蘊含的「無言」之問題，

                                                 
7 參見拙作〈從「以體合心」到「遊乎一氣」──論莊子真人境界的形體基礎〉，收入《第一屆

中國思想史研討會論文集》（台中市：東海大學文學院，1989）。 
8 有關莊子的氣論較詳細的解釋，參見大濱浩，《莊子の哲學》，﹙東京：勁草書房，1966﹚，頁

213－231。小野澤精一等合著，《氣の思想》第三章第一節﹙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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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既然已有此專文論述，9此處不再贅言。 
我們上文所指述的前兩種「無言」觀恰好相對應兩種實在觀，這兩種實在觀

的區別很隱微，但在《莊子》詮釋史上分別代表兩種不同的解釋模式，前者可以

說是冥契主義的類型，這種類型我們可以在成玄英或陸西星這類具有強烈宗教實

踐興趣的道士之著作上看到。後面這一種類型我們可以稱作氣化論的觀點，這樣

的觀點比較像 Otto 所提到的一種「自然的冥契主義」，10這樣的冥契思想往往見

之於詩人、畫家身上，他們面對自然時，可以體受到某種神聖而優美的氛圍，他

們覺得自己與自然合為一體。但如實說來，這樣的合為一體並沒有超出時空的形

式之外，因此，也不具有冥契主義常見的「超越的」、「永恆的」基調。如果我們

要從後世的《莊子》詮釋者當中找到比較接近氣化的整體論的例子，筆者認為非

郭象莫屬了。 
不管是在「朝徹見獨」或是「遊乎一氣」的狀態下，語言都是多餘的，這時

候的人應萬物的方式是非主體性的、非邏格斯的，我們在《莊子》書中確實都可

以找到這類的論述。但是這兩種立場真的是莊子的根本主張嗎？前一種「無言」

觀格調固然高，但它極可能流於虛空而毀萬物的無世界主義者，這也是黑格爾常

批判的那種抽象的、直觀的東方式本質主義。後一種則是將莊子視為道家美學的

體現者，「聖人遊於萬化之途，而放於自得之場」，他的感官知覺處在不斷的流動

當中，主體是氣化的，而對象總是變形的。主客牽引離合，新新不已。在這種流

動而不確定的氛圍中，萬物無言獨化，世界瀰漫了一股美感的氣息。11 
「無言」為莊子所雅言，但「無言」真的是莊子惟一的立場嗎？就像「見獨」

與「游乎天地之一氣」為莊子所雅言，但一種超越的「見獨」境界，與一種深層

意識所顯現的「美感之連續體」的境界，恐怕未必是莊子惟一衷心嚮往的實在。

我們知道莊子在＜天下篇＞中特別提到他與老子的不同，在於老子這位博大真人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不足，澹然獨與神明居」，或者說：他「以深

為根，以約為紀」，這樣的老子比較像我們前文提到的那種活在自本自根、也是

與物同根的深層意識中的哲人，他對道的體證是種觀照的直觀。但莊子恰好要從

這樣的深層意識中走出來。莊子一說自己是「充實不可以已」；又說自己「弘大

而辟，深閎而肆」；再說自己「其理不竭，其來不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這樣的莊子具有一種動態的表現的性格，在他生命深處，一種旋轉的動力永不竭

息的將深層的內容帶出，隨出隨化，隨化隨出，這樣的生命動能也表現在語言觀

上。我們前文已說過：莊子無疑地很能體受無言之美，遊縱獨化之境，但這樣的

敘述不會是完整的故事，完整的故事要包含動態的語言觀在內。 
一種不斷生起的動態語言是什麼呢？一種深入到生命底層的創造性之語言

是什麼呢？莊子在中國語言哲學最重要的篇章〈齊物論〉中竟保持了他一貫的沉

默。 
                                                 
9 參見拙作〈技藝與道－－道家的思考〉，《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論文集》（台北：台灣大

學中文系，2001），頁 165-191。 
10 R.Otto, Mysticism East and West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2), p.p.73-76。 
11 葉維廉先生大部分的美學著作幾乎可以說都在為「無言獨化」這個概念作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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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渾圓的卮言 

 莊子在＜齊物論＞中的沉默並沒有維持多久，在＜天下篇＞與＜寓言篇＞

中，他自己揭開了謎底：能夠有語言長處、無其短處、且可適合體道之士使用者，

乃是一種叫做「卮言」的語言。為行文方便起見，我們不妨將此兩篇相關的文字

羅列如下： 
以天下為沈濁不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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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瓌瑋，而連犿无傷也；其辭雖參差，而諔詭可觀。（＜天下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因以曼衍，所以窮年。（＜寓言篇＞） 
從這兩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莊子對於如何使用語言的自覺程度。＜天下篇＞乃

綜論莊子思想旨趣處，其中描述語言的部分竟佔有相當大的比例。而＜寓言篇＞

乃《莊子》一書之序例，12隱藏了打開宗廟之美之「鑰匙」，13其列舉寓言等語言

表現方式，乃是深思熟慮之舉，此更不待言。 
 然而，我們列舉的這兩段文字焦點並不完全集中在「卮言」，在＜天下篇＞

中，謬悠之說──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不與莊語──卮言──寓言──重言──
連犿──詭譎，這些詞彙無一不是描述莊子的語言或其風格。即使在＜寓言篇＞

中，也是寓言──重言──卮言三者並列，我們有什麼理由特地標舉卮言，將它視

為一種最高層次的語言？ 
 要找出證據不難，我們如要求莊子條文列舉式的明說，大概不容易。但莊子

向來不隱藏什麼，一切問題答案如同天籟，它如其自如的存在。卮言是什麼？＜

寓言篇＞中莊子並沒有輕下定義，他只是說此種語言可以「日出，和以天倪，因

以曼衍」，可以窮其一生，受用不盡。但什麼事物才可以「日出，和以天倪，因

以曼衍」呢？這些話不是表示一種無窮無盡、生生不息的源頭嗎？而能生生不

息、無窮無盡者不是只有「道」才可能做到嗎？事實確是如此。我們如果比較引

文中對於卮言的描述，以及前面引＜齊物論＞「夫言非吹也」一段，可以發現兩

者旨趣上之同歸處。為了證實此點，我們底下轉從「卮言」探討起。 
 「卮言」一辭先秦典籍罕見，此言大概是莊子自創的哲學語彙，因此，要解

開卮言的語義，我們很難從其他的哲學文獻獲得可靠的佐證。從語義分析「卮」

之含義，乃成為後代注疏者常循的途徑。至目前為止，有關卮言的解釋不少，但

比較早也比較流行的解釋有以下三種：14 

                                                 
12 參見王夫之，《莊子解》﹙臺北：廣文書局，1964﹚，卷 27，頁 1。 
13 張默生，《莊子新釋》﹙臺北：台灣時代書局，1974﹚，頁 8－17。 
14 參見王叔岷先生，《莊子校註》﹙臺北：中研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88﹚，下冊，頁 1090－1091。

木村英一，＜莊子の卮言＞，此文收入《中國哲學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1﹚，頁 329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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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卮作圓酒器解。王先謙引伸郭象注解道：「夫卮器，滿則傾，空則仰，隨物

而變，非執一守故者也。施之於言，而隨人從變，己無常主者也。」 
二、卮，假借為支。司馬彪認為卮言乃「支離無首尾言也。」 
三、卮乃卮之俗字，王叔岷先生云：「卮，俗作卮……《說文》：『卮，圜器也。

圜，天體也。』朱駿聲云：『渾圓為圜，平圓為圓。』然則『卮言』即渾圓之言，

不可端倪之言……卮言渾圓無際，故『為曼衍』。」 
以上三種解釋雖然層面不同，但都與莊子的哲學相容，但比較之下，筆者認

認為第一、三種解釋更為貼切。這兩種解釋雖然有實物與抽象觀念之別，但無疑

地有共同的母胎，此即皆以「圓」之語意為基盤。其中，尤以第三種「渾圓」之

解更是符合《莊子》一書的表達方式。然作「圓酒器」解的卮言未嘗不可視為一

種渾圓之言的運用。甚至於，如果我們認為莊子喜歡用具體的意象取代概念的語

言，則「圓酒器」之解未嘗沒有可能是莊子的第一選擇。 
本文所以說第一選擇，當然意味著：也許還可以有其他的選擇。順著漢語孳

乳不息的常態，以及莊子喜歡用「多方引發式」，而不喜「認知性的咬文嚼字」

看來，15莊子選擇卮言，本來就不排除多種相容的意涵在內。 
卮言作為一種渾圓之言，其實不難發現，最近的一篇文章追溯此種語言的源

頭時，直將目標對準老子，此文說道： 
《老子˙十一章》云：「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其深層

含義是：這裡的中空的空，是作為一種形而上者的道來規定作為形而下

者的器存在的，器物作為形而下的存在，只有與這種道體保持須臾不可

離的統一，才成其為存在物。這種「中空」之物在《老子》一書中經常

就是道本身或道的象徵……《寓言篇》裡的「卮言」是從這裡直接起源

的，它不過是《老子˙十一章》中「器」的形象化而已。卮在這裡絕不

是一種形而下的「圓酒器」，也不是「支」﹙「支離之言」﹚，而是象徵著

道本身，而卮言就是描述「道」的「大言」、「大辯」和「不辯之言」。

也正因此，它才能「和以天倪」，才能「不言則齊」「得其久」，達到齊

物的境界。16 
此文的解釋頗有理趣，《老子》的「埏埴以為器」，確實是以中空之物象徵道。然

而，中空之物與圓酒器之解並不衝突，在老莊語言的隱喻中，渾圓與中空往往同

時生起，而渾圓作為一種象徵之基型，似乎尤為根本。底下，我們列舉下列出自

《莊子》書中的渾圓之象徵，作為卮言語義之佐證。 
﹙一﹚陶甕：老子說「埏埴以為器」，指的實為陶器。我們前面引＜天地篇

＞「漢陰丈人」的故事，陶甕也是作為一種純白之道之象徵。＜達生篇＞云：「工

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不以心稽。」同樣是以製陶象徵道之運行。 
﹙二﹚天鈞：天鈞固可作「自然均平之理」解，然早在崔巽的注解裡，已明

                                                 
15 Kuang-Ming Wu, Chuang Tzu: World Philosopher at Play, ﹙New York: Crossroad/chico, 1982﹚, 

p.30。 
16 劉士林，＜莊子「卮言」探源＞，《中州學刊》，1990，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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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鈞，陶鈞也。」 
﹙三﹚天倪：郭象解為「自然均之分也」。然據《釋文》引班固說法，所謂

天倪乃「天研」也。17研者，（石靡）也，石磑也。故天倪乃比喻天地之生成變

化，一如旋轉之大石臼或轆轤臺。18 
﹙四﹚道樞：道樞固然可解作道之「樞要」，19但就喻根解釋可以看出另一

面相。「『樞』本來是作門扉開閉之軸，環穴之中嵌入此樞，則扉可自由開閉。『道

樞』意指立腳絕對之太一，超越一切對立與矛盾，因此，可在千變萬化之現象世

界中，自由自在，如如相應……」20以門戶喻道，我們也可在《易傳》中見到。
21但莊子這裡用的門戶不單指其變化無窮，而且兼指其開闔旋轉時，包含相對，

而又與物無對。「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此語言實蘊含著圓形運轉之隱喻。 
﹙五﹚環中：＜寓言篇＞言「始卒若環，莫得其倫」；＜齊物論＞言「樞始

得環中，以應無窮」；＜田子方篇＞言「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

則陽篇＞言「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日與物化者，

一不化者也」。皆以圓環喻道，而＜則陽篇＞所言尤為切中事理。在道家傳統中，

以圓環喻道是種相當常見的手法。22 
（六）漩渦：以水喻心，這是中國思想常見的隱喻，莊子亦然。在有名的壺

子四門示相的境界中，最高的境界是「未始出吾宗」。「未始出吾宗」卻又是「因

以為弟靡，因以為波流」，此一層次類似雲門宗所說「隨波逐浪」的位階，23這

是東方式圓融的化境。化境預設辯證的統一，但如就名相的分析而言，「太沖莫

勝」乃是心體的指謂，是稱理而談的自我指涉。「太沖莫勝」之境綜合「鯢桓之

審」、「止水之審」、「流水之審」三水，最後兩水一靜一動，而第一種「鯢桓之審」

則是巨大之漩渦。24三淵並列，漩渦首出，它與止流二態之水共生，這種意象與

陶鈞運作兼含中心、動、靜三態相似。 
﹙七﹚車輪：＜老子＞有「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車之用」之言。莊子

在＜天道篇＞裡「桓公、輪扁問答」一節談的雖是由技進道，可言者糟粕之事。

然而以車輪為喻，仍殘留著圓空之意象。另＜天下篇＞有「輪不輾地」之辯，此

辯雖為名家名理之談，但莊子述之，不無視為圓之象徵之意。 
                                                 
17 盧文弨亦云：「倪，音近研，故計倪亦作計研。」班、盧兩說俱見《莊子集釋》，頁 109。 
18 參見木村英一，前引書，頁 324。 
19 成玄英疏語，前引書，頁 68。 
20 福永光司，《莊子․內篇》﹙東京：朝日新聞社，1966﹚，頁 51。 
21 如＜繫辭上＞言「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卷七，頁

44。「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同上，頁 46﹚。＜繫辭下＞言：「乾坤其

易之門邪！」﹙卷八，頁 50﹚。 
22 參見王叔岷先生，《莊子校註》，頁 782，註 14，引《鶡冠子》＜世兵篇＞及《淮南子》＜精

神篇＞文字。 
23 雲門宗德山緣密禪師有「函蓋乾坤」、「截斷眾流」、「隨波逐浪」三句之說，而以「隨波逐浪」

意境最高。參見普濟，《五燈會元》（北京：中華書局，1992），下冊，卷 15，頁 935。 
24 「鯢桓」，《列子‧黃帝篇》作「鯢旋」，桓、旋皆是盤旋之義。鯢者，大魚也。「鯢旋」意指

巨大漩渦狀。「審」字如依《釋文》說法：「崔本作潘，云：回流所鍾之域也。」則不管三淵或

是九淵，皆是回流的種種變形，「渦旋」作為喻根的意思更是突顯。詳說參見楊伯峻，《列子集

釋》（北京：中華書局，1979），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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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瓢：＜逍遙遊＞篇記載惠施曾向莊子抱怨大瓢無用之論，莊子提出一

種反命題，認為無用方是真正的大用。莊子和惠施此處的寓言引用大瓢為例，以

闡釋何謂有用無用，此事絕非偶然。因為在道家文獻以及中國南方文化中，瓢是

最重要的神話象徵之一，它用以象徵富饒、創造及救贖，許多神話皆與此相關。
25此神話象徵一經道家人士轉手，即成為形上之道之隱喻，莊子也利用它來瓦解

世俗的實用心態，並指向一種超越定限、與化同遊的精神。 
﹙九﹚鏡：＜應帝王篇＞言：「至人之心若鏡」，以鏡喻心，古今常見。Lacan

等心理學家以鏡比喻兒童人格成長之階段，佛道兩家則喜以鏡比喻人心之圓融無

滯，道士更言古鏡具有無窮之法力。莊子此處對鏡的解釋雖然用以形容至人的虛

靈心，但其喻根仍紮基於圓鏡所代表的神秘能量。圓鏡渾圓無端，映象一切，用

以喻道，再自然不過。明鏡止水在儒道修煉傳統中，一直相提並論，它們的源頭

和流程都極為悠遠。26 
﹙十﹚摶而飛：＜逍遙遊＞篇開宗明義即道北溟之鯤化為大鵬的故事。「鯤」

字語義多歧，但其語根不無隱含圓形之意。27事猶不僅如此，一般專家都同意「鯤

化為鵬」乃用來比喻至人精神之暢通無礙。但莊子描述大鵬高飛時，說道：「摶

扶搖而上者九萬里。」《釋文》云：「『摶，徒端反』。司馬云：『摶飛而上也。』……
崔云：『拊翼徘徊而上也。』茆泮林云：『司馬云：摶，圜也。扶搖，上行風也。

圜飛而上行者若扶搖也。』」「圜飛而上行」固然可解「摶」之語意；「徘徊而上」

也未嘗不可視作圜飛的一種意象。《老子》言「專氣致柔」﹙第十章﹚，《管子》＜

內業篇＞云「摶氣如神」，兩者也是以圓形描寫氣之模態。＜逍遙遊＞此處所說，

意象極美，且符合神話象徵理路，似可不用另立他解。28 
﹙十一﹚萬物運行軌道：《老子》言「反者，道之動。」莊子論道，與老子

間有參差，但重視其運行軌跡如環渾合，在這點的理解上面卻沒有什麼出入。所

以說「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萌。」﹙＜田子方＞﹚；又云：「消息盈虛，

終則有始。」﹙＜秋水＞﹚這些詞語都預設著圓形循環的觀念。 
﹙十二﹚古聖王之相：《莊子》一書中的聖人或聖王往往具有「圓」的意涵，

我們且舉「壺子」與「冉相」為例。壺子是＜應帝王篇＞的聖人，他以「未始出

吾宗」、「虛與委蛇」、「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隨」，嚇走神巫季咸。壺子乃葫

蘆之神格化，委蛇、弟靡皆指圓轉無定之狀。＜則陽篇＞中的「冉相氏」不知其

相為何，但此帝「得其環中以隨成」，則此帝固為渾圓之象徵也。 

                                                 
25 詳細的論述參見劉堯漢，＜中華民族的原始葫蘆神話＞，此文收入《彝族社會歷史調查》﹙民

族出版社，1980。聞一多，《神話與詩》，頁 56－68，此書收入《聞一多全集》﹙北京：生活、

讀書、新知三聯書局，1982﹚，冊 1。 
26 關於鏡與巫教或道教的關係，參見福永光司，＜道教における鏡と劍──その思想の源流＞，

《東方學報》，45 期﹙1973﹚。田中勝葳，＜劍、鏡、玉の呪的性格＞，《史林》，37 卷 4 期﹙

1954﹚。劉藝，《鏡與中國傳統文化》（成都：巴蜀書社，2004），頁 108-200。 
27 韋昭、薛綜、段玉裁皆訓鯤為「魚子」、「魚卵」，參見郭慶藩，《莊子集釋》﹙台北：河洛圖書

公司，民 63 年台一版﹚，頁 3。 
28 參見王叔岷前書引諸家之說。另參見劉武，《莊子集解內篇補正》﹙台北：木鐸出版社，1988﹚，

頁 4 的補充，及對改字說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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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渾沌：＜應帝王篇＞有南海帝儵、北海帝忽欲報中央之帝渾沌之德，

幫他日鑒一竅，結果七日七竅開而渾沌死之故事。此處的渾沌當然是象徵道之整

全，莊子這裡渾沌的用法是對《山海經》渾沌神話的改造。神話中渾沌毫無面相，

渾圓如丹火，然自識歌舞。29立於中央又渾圓無面相，此描述自然與「環中」、「天

鈞」等同一歸趣。 
依據以上佐證，卮言作為一種渾圓之說與莊子的其他描述是互相一致的。事

實上，以圓象徵終極實在，不僅見於莊子；在《易傳》中，我們也可見到到圓形

象徵道體之記載；30佛教的「陀羅尼」，原意亦為中貫以軸心的圓形物，旋轉不

已，如陀螺狀。31在許多不同的文化傳統中，我們也可見到到圓的象徵；32圓，

可以說是一種最古老、最普遍的原型。就大分類而言，莊子也屬於此傳統，但他

更重視的是一種湧現不已的渾圓隱喻，也就是其圓更像是種渦旋（或稱作旋渦）。 
我們如進一步分析上面十三種隱喻，可以發現它們具有如下的共同特色：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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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研﹚的轉軸、道樞的立足旋軸、環中之中心點、漩渦之渦心、車輛之車

轂、渾沌之為中央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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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超越相對，而又成全相對：圓形之物沒有起點，沒有終點；但隨時隨地

都可以有起點，也可以有終點。由於無起始終止可言，所以也就沒有絕對的對立。

一切的對立都只是旋轉中剎那的模態，等時移勢轉，一切的對立可能從此解消，

但也可能再重新建構。從正面的觀點來看，核心的樞軸雖使得一切的對立無自

性，一方面卻又使得一切的對立可在新新不已的旋轉中適時呈現。所以絕對之於

相對，乃同時兼具生成與破壞兩面。道樞之「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冉相氏之「得

其環中以隨成，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日與物化者，一不化者也」，皆可從

此第二點著眼。 
 三、能隨時與物變化：如果說「超越相對而又成全相對」可以視為空間性的

功能的話；「與物變化」則不妨視為時間性的功能。冉相氏得其環中後，「日與物

化」，然所以能日與物化，乃因有「一不化者」。莊子的思想中沒有片刻暫停的實

在，世界瞬息萬變，但一般人因為無法掌握住中心之圓，情緒隨日轉移，因此也

就無法了解世界本身只是一連串的變化。反過來，至人因為體悟中心圓，心中篤

                                                 
29 參見《山海經》﹙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1983﹚，卷二，＜西山經＞，頁 16。

郭樸註已指出莊子中央帝的寓言出自此處。「渾沌」的神話極複雜，然影響又極為深遠，詳細

而又有趣的討論參見羅夢冊，＜說渾沌與諸子經傳之言大象＞（上、下），《東方研究》，卷 9，

1 期及 2 期，1971。另見 Norman J. Girardot, 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Taoism﹙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尤其是其中的三、四章。 

30 如＜繫辭上＞言「蓍之德圓而神」（前書，頁 46）。 
31 參見印順，〈陀螺與陀羅尼〉一文，《華雨香雲》（竹北：正聞出版社，2000），頁 176-177。 
32 參見錢鍾書，《談藝錄》﹙香港：龍門書局，1965﹚，頁 130－134，369－370。更詳細的資料參

見 M. Lurker 著，竹內章譯，《象徵としての圓》（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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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以反而可以領略外在世界之變化無常，這也就是「古之人外化而內不化，

今之人內化而外不化，與物化者，一不化者也」﹙＜知北遊＞﹚文句的內涵。 
 簡而言之，渾圓的象徵所以頻頻使用，乃因它可以聯繫絕對──相對、永恆

──變化。 
 話說回頭，如果卮言基本上和天鈞、環中、道樞、渾沌等同屬一種表達性的

範疇的話，那麼，卮言是否也具備了與這些神聖語彙相類似的性質？ 
 事實確實如此，在＜寓言篇＞裡我們看到莊子將「卮言」與「天倪」、「天鈞」、

「環」相提並論，即可略窺此中訊息。莊子將這些語彙並列，似乎是將它們當成

綜合命題，尤其在「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所以窮年」這樣的語式底下，我們更

容易聯想「卮言」與其他敘述性的語言之間必有差異。但事實不是如此，「卮言」

如果當作一種狹義的語言技巧看待的話，它確實需要「和以天倪」。但「卮言」

我們如果取根本義理解的話，它不需要「和」以天倪，因為天倪就是「卮言」本

身存在的一種模態；它也不需要「因以曼衍」，因為無窮無盡的曼衍乃是「卮言」

本身的一種展現；至於「窮年」之說也不需要再論，因為卮言既為道體之象徵，

自然有窮年的能力，而百姓也需要窮年以赴，不可須臾離也。簡而言之，天倪、

曼衍、窮年不是卮言以外、與卮言相對、進而相和的事物，而是內在於卮言，可

由卮言依時依地依人適如其分地展現出來。如果不嫌推論太遠的話，我們可以借

用康德的語彙說：「天倪」、「曼衍」、「窮年」等述詞都是「卮言」的分析命題，

不管何時何地，其語義都可由「卮言」導衍而出。現在我們既已說明天倪具有聯

繫永恆──變化或絕對──相對於一爐的質性，則與天倪同一層次，且可視為其母

體的卮言自然也具有這樣功能。 
 事實很清楚，莊子說的卮言是種非常特殊的語言。形式上來說，它與聖人及

渾圓之道的象徵同層。我們如果不健忘的話，當還記得本文一開始引用的王夫之

的話。王夫之認為「環中」是莊子最基本的象徵，而這種象徵是從渾天之說來的。

王夫之的觀察相當深刻。「環中」﹙即本文所說的渾圓﹚的象徵確實貫穿《莊子》

全書，從形上學、生死觀念、以至自然觀念莫不如是。而「環中」之喻與古代天

文學的渾天之說有關，這種假說也是有可能的，33但筆者認為渾天之說可能還不

是最根源的母體，它應當還是一種導出的說法。渾圓象徵最根源的出處，當如晚

近論者指出的，它是出自渾沌的創造神話。莊子雖然沒有使用情節式的、時序性

質的創造神話論述，但他無疑地利用空間性的、結構性的「渾沌」隱喻，用以描

述道之諸種模態。34從神話到莊子哲學，無疑已經經過長期的轉化演變，但這種

轉化演變並不是一種斷層，恰好相反，筆者毋寧相信莊子是先秦思想家中最能體

現神話智慧的哲人。準上所說，如果「道」是渾沌的哲學語言轉譯，而卮言又是

                                                 
33 先秦到底有沒有渾天說，這是爭論很久的老問題。晚近由於考古學的新發現，先秦已有之說

大受重視，有的學者甚至可具體主張「上限為公元前 700 年，下限為公元前 360 年。」見徐振

韜，＜從帛書《五星占》看先秦渾儀的創制＞，收入《中國天文學史文集》﹙北京：科學出版

社，1978﹚。另參見同書收入鄭文光＜試論渾天說＞一文。 
34 參見 Girardot, 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Tao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pp.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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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一神話母題導出的話，則卮言會具有特殊的傳達功能，不難想像而知，因為

基本上它已分享了渾沌之道之功能。 
 

三、三言與滑稽 

 我們既然把卮言提升到與渾圓之道或與至人境界同等的層次，那麼，凡至人

有意與世界溝通，即有卮言，卮言的首出地位似乎已經解決了。可是，前文我們

引用過＜寓言篇＞、＜天下篇＞的文字，不是看到與「卮言」並列的還有「寓言」、

「重言」嗎？此外，莊子不是還提到要用什麼樣風格的文字才能使至理恰當顯現

出來嗎？這些文字怎麼解釋？猶有甚者，兩千年前大史家司馬遷為莊子作傳時，

曾提出了如下的解釋：「其學無所不闚，然其要本歸於老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

萬言，大抵率寓言也。」35《史記》一書對人物的判斷，一般而言是可靠的，那

麼，《莊子》一書「大抵率寓言也」可不可從呢？ 
 司馬遷的判斷是可以理解的，其說有因，在＜寓言篇＞裡，莊子已經和我們

說過：「寓言十九」亦即「寄寓之言十居其九」，36因此，說《莊子》書大抵率寓

言，不是講不通的。當然，這種說法會碰上統計的小問題，因為＜寓言篇＞也跟

我們說過「重言十七」，如果寓言和重言兩個互斥，顯然莊子的話就不能成立了，

否則，十之九加上十之七會是什麼結果呢？不過，前人早已指出「莊生書凡託為

人言者，十有其九，就寓言中，其託為神農、黃帝、堯、舜、孔、顏之類，言足

為世重者，又十有其七」。37所以莊生書「大抵率寓言」的命題還是可以談的。 
 不管寓言、重言兩者的數字如何調和，＜寓言篇＞很清楚的告訴我們：這兩

種語言佔據《莊子》一書絕大的比重，如果把這兩種語言排除在外，《莊子》書

所剩下的即沒有多少，其分量也不可能可以和寓言、重言相比。顯然，要接受＜

寓言篇＞的數目，又要主張卮言是莊子最重要的語言，惟一可靠的辦法是在兩者

間的聯繫上著眼。 
 我們首先考慮寓言、重言、卮言有什麼不同。據＜寓言篇＞的解釋，「藉外

論之」的語言乃是寓言，亦即假託事物以申明道理之語言。「重言」則是引用古

今聖哲權威使人看重的語言。這兩種語言當然時常重疊，寓中有重，重中有寓，

有時不易清楚劃分。但和卮言相對照之下，這兩種語言又有共同的特徵，此即它

們都是語言技巧之事。莊子鑒於世人難與莊語，因此，蓄意製造一種語言以表達

情意。卮言的情況不一樣，它是至人表達時最基源的模式，一切語言都是由此基

源的模式展現出來，甚至連非言說而又可溝通的知覺姿勢也都由此導出。「卮言」

和其他的兩言根本不在同一個層次，結論很清楚： 
「卮言」意義之內容乃是為了表現莊子所謂的「超言說之道」，所顯現

出來的「無言論之言論」，此大體可明也。至於「卮言日出」，說的乃是

                                                 
35 《史記》卷六三，＜老莊申韓列傳＞﹙台北：鼎文書局，1979﹚，頁 4。 
36 王先謙引宣穎說，參見《莊子集解》﹙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卷七，頁 66。 
37 同上，頁 66，引姚鼐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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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言吐卮言」。卮言「所以窮年也」，則意指此乃一生生涯之事。前

述所謂「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同時說的也是卮言，此斷無可疑。

依據＜寓言篇＞的講法，莊子的語言全部都是卮言，只是其中的十分之

九以寓言的形式表示，十分之七以重言的形式顯示而已。38 
《莊子》一書確實都是卮言，寓言、重言只是卮言的兩種變形表現而已。張默生

說它們「三位一體」，39比喻很活潑。但王夫之說得更好：「寓言重言與非寓非重

者，一也，皆卮言也，皆天倪也。」40 
 如果「卮言」是至人與物溝通的模式，寓言、重言都只是卮言的變形，＜天

下篇＞所說的「謬悠之說，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其書雖瓌瑋，而連犿无傷

也；其辭雖參差，而諔詭可觀」。這幾個語彙都是描述風格的語詞，它們的理論

的層次也不會比卮言高。瓌瑋，宏狀之貌也。連犿，據成玄英疏，是「和混」之

意。參差者，虛實不一。諔詭，猶滑稽也。理論上講，這些語言也都當由卮言導

出，或者是描述卮言的狀辭。 
 

底下，我們再解釋另一段的「說」、「言」、「辭」： 
一、謬悠之說：成玄英疏：「謬，虛也。悠，遠也。」《釋文》云：「謬悠，謂若

忘於情實者也。」王叔岷先生云：「案：『謬悠之說』即虛遠不實之說也。《說文》

釋謬為『狂者之妄言』，＜齊物論＞長梧子謂瞿鵲子曰：『予嘗為女妄言之』，莊

子故嘗託諸妄言矣！」41 
二、荒唐之言：成玄英疏：「荒唐，廣大也。」《釋文》云：「荒唐，謂廣大無域

畔者也。」 
三、無端崖之辭：成玄英疏：「無端崖，無崖無緒之談。」 
這裡的「說」、「言」、「辭」與前面講的其書其辭之風格，顯然可以互相注釋，彼

此支撐。 
 莊子的寓言、重言、卮言所要彰顯的文字風格正是上述的謬悠、荒唐、無端

崖。《莊子》書廣大宏壯﹙「荒唐」、「瓌瑋」﹚，不拘小道，這是任何讀者都可以感

覺出來的。而其書內容如環中日出，宛轉相生﹙「連犿」﹚，對而無對，略無崖際

﹙「無端崖」﹚42，這種特色也正是「卮言」一辭必然會含有的風格。最後，我們

還發現莊子的文字會帶給讀者一種虛實參差、諔詭難定、謬悠不測的強烈效果。 
 莊子描述自己文章風格的文字，由於是狀態詞，而不是對象詞，因此不易掌

握其具體內涵。但我們如知道他這些文字指向一種境界語言，則不難感受到它們

所襯托出來的氛圍。最簡單的參照系統，莫過於將這些語言與莊子眼中的世俗語

                                                 
38 木村英一，前引文，頁 331。 
39 張默生，《莊子新釋》（台北：洪氏出版社，1977），頁 14。 
40 王夫之，《莊子解》﹙台北：里仁書局，1984﹚，卷 27，頁 248。 
41 參見《莊子校註》，頁 1345。 
42 真正無崖際，永遠相對而生者，莫如圓球型態，＜天下篇＞記惠施理論，其中有「今日適越

而昔來。連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北，越之南是也」，「連環」上下兩語，一指時間，

一指空間，兩者大抵皆指圓形觀念。參見牟宗三先生，《名家與荀子》﹙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79﹚，頁 19－24。此三條命題當合為一條命題看待，莊子對這種命題當然不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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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相對照：世俗語言最大的特色乃是其強烈的片面性、抽象性；而莊子的語言正

是要瓦解掉片面性、抽象性，讓語言復活，重新溶入具體的、氣化的、新新不已

的情境之中。 
 謬悠﹙參差、諔詭﹚、荒唐﹙瓌瑋﹚、無端崖﹙連犿﹚之言都是不想與世人「莊

語」，而且都想瓦解世人﹙尤其知識份子﹚拘囿於語言牢房的思維習慣，其中謬

悠之說這種意圖尤為明顯。而時人看待莊子，也不免認為莊子以言殺言，語默相

生，其用心乃如同古希臘辯士或戰國時期的某些駢辯一樣，為的只是驚世駭俗，

笑絕天下。《史記》＜孟子荀卿列傳＞描述荀子著書的動機時說道： 
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亂君相屬，不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祥。鄙

儒小拘，如莊周等，又滑稽亂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行事興壞，序列著

數萬言而卒。43 
在荀子的眼中，莊子乃是「滑稽亂俗」的代表人物。以荀子之注重統類、注重析

辯的認知性格而言，當然無法接受莊子的立場，所以不得不慨然著書，校正其風。 
 荀子能否校莊子之枉，以趨其正，可能需要仔細檢證。但荀子認為莊子「滑

稽亂俗」，卻說得毫釐不差，莊子所以著書，為的即是要以其「滑稽」大亂世俗，

否則，卮言日出，出出也就算了，沒有必要將文字存留下來。滑稽也是一種「不

可與莊語」下的語言，《史記》有＜滑稽列傳＞，文中記載淳于髡、優孟、優旃

諸人，以滑稽態度或語言，談言微中，終成事功。為何淳于髡等人不正言懇談，

而偏要滑稽微中？其原因乃是他們想溝通的人君對於莊語已無興趣，聽不進去，

所以談者不得不逆反正規的語言格局，造成一種語義的轉移、對照、決裂，使人

君在開懷之餘，忽然有所了悟。據司馬遷的敘述，淳于髡等人滑稽，但其結果卻

比正言規諫還好，這也可說是另外一種的無用之大用。 
 什麼是滑稽？它為何有這麼大的用途？政治上的效用我們且不管，但很值得

玩味的，滑稽與卮言竟然有極為密切的關係。司馬貞《史記索引》解滑稽之語義

云：「滑，亂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若是，言是若非，能亂同異也。」
44他把「滑稽」一詞視為複合詞，所以拆開來解釋。洪興祖注《楚辭》＜卜居＞

「將突梯滑稽，如脂如韋」，則云： 
滑音骨，稽音雞。五臣云：「委屈順俗也。」﹙《文選》＜卜居＞五臣注﹚

揚雄以東方朔為「滑稽之雄」﹙《漢書》＜東方朔傳＞﹚。又曰：「鴟夷滑

稽」﹙《漢書》＜陳遵傳＞﹚顏師古曰：「滑稽，圜轉縱舍無窮之狀。」

﹙同上﹚一云：「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不已，出口成章，不窮竭，

若滑稽之吐酒。」﹙崔浩《漢記音義》﹚。45 
洪興祖提出的三種解釋與司馬貞的理解不同，但語義的範圍頗有重合之處。「滑

稽」的語義相當紛歧，除了上述的四種解釋外，在我們現在的用法中，「滑稽」

一詞類同俳諧。而以「俳諧」注「滑稽」，其實也是早已有之。46 
                                                 
43 《史記》﹙台北：鼎文書局，1979﹚，卷 74，頁 627。 
44 《史記》，卷 71，頁 1。 
45 洪興祖，《楚辭補註》﹙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卷 6，頁 94。 
46 參見木村英一，《中國哲學の探究》，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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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過卮言後，再看到滑稽`，總覺得兩者的面貌極為相似。「卮」可解作圓酒

器，亦可解作渾圓；滑稽可解作轉注吐酒之酒器，亦可解作「圜轉縱舍無窮之狀」，

兩者竟雷同一至於斯！卮言超越彼是兩邊，而又可成全兩邊；滑稽一方面「委屈

順俗」，一方面又可「言非若是，言是若非，能亂同異」，兩者的功能極為相近，

此又不待多言。最後我們回頭看「卮言」的另一種解釋：「支離」之言，此功能

當是語義的引伸，但又與滑稽的「亂俗」之功能接近。比較滑稽與卮言後，筆者

認為我們有理由相信：滑稽事實上是卮言的表現，兩者具有共同的「家族類似

點」。47依據姜亮夫的解釋，這種類似點為什麼見於兩者之間，我們可以理解得

更清楚。因為「滑稽」原本是古中原江漢地區的方言，它用以泛指一切「圓轉」

之物。48核心觀念相近，難怪連引申義都頗為相似，如說有出入，最多不過滑稽

更多了一層俳諧罷了。 
 我們假司馬遷言「滑稽」之語證成卮言與它的關係，語雖旁涉，但絕非無關。

我們前文引成玄英注「諔詭」一語，他使用的注語正是「滑稽」兩字；而「謬悠

之說」既然是虛遠不實之言，也是狂者之妄言，因此，當可視為另一種類型的滑

稽。莊子除多次使用滑稽的寓意人物，用以形象化其理想人格外，49他也不忌諱

滑稽妄言，與世猖狂，我們且舉例如下：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里，摶扶

搖而上者九萬里……。」﹙＜逍遙遊＞﹚ 
吾聞諸夫子：「聖人不從事於務，不就利，不違害，不喜求，不緣道，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浪之言。﹙＜齊

物論＞﹚ 
予嘗為女妄言之，女以妄聽之……丘也與女皆夢也，予謂女夢亦夢也。

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同上﹚ 
諧、孟浪、妄言、弔詭這些語詞指的都是狂者之妄言，亦即為滑稽之言。這是莊

子自己公開講的，事實上，滑稽之言如同卮言日出，也是無所不在的。 
 莊子的語言就像帝網上的明珠一般，一一不同，而又一一相攝，莊子眼中真

正的世界是變動不已的世界，最好的語言也是變動不已的語言。既然變動不已，

就不宜用定義定死，莊子寧願讓語言像＜齊物論＞中的天籟之風一樣，隨物宛

轉，妙趣自生。這對我們想用概念掌握卮言的人而言，當然憑添許多不便。但經

由莊子之多方觸發，我們對卮言的實質內涵體驗得更深。我們除了知道就技巧而

言，寓言、重言也是卮言外；還知道就風格而言，卮言還顯現了荒唐、無端崖、

瓌瑋、連犿的面貌。而為了反對世俗執著性的莊語，卮言更可自我轉化為滑稽﹙謬

悠、諔詭、弔詭﹚之言，這不妨視為卮言的功能面。 

                                                 
47 「家族類似點」的觀念參見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53﹚,Part I, pp. 65－75。 
48 姜亮夫觀點參見《楚辭通故》﹙濟南：齊魯書社，1985﹚，四輯，頁 551－557。 
49 ＜徐無鬼篇＞言「黃帝將見大隗乎具茨之山……滑稽後車」。＜至樂篇＞亦言：「支離叔與滑

介叔觀于冥伯之丘，崑崙之墟，黃帝之所休。」成疏：「滑介猶滑稽也。」兩者皆將滑稽人格

化，且兩者皆與黃帝有關，黃帝也有圓中的形像。黃帝與滑稽相合，這樣的結合不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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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氣主體與卮言的生成 

 如果卮言是渾沌神話在語言世界的表現，而作為宇宙開闢神話的渾沌神話又

是一切始源神話的原型的話，那麼，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卮言也將是一切語言的

理想原型，而且也是語言的「始源」。只是這樣的「始源」不是時間意義的，而

是一種本體論的創造，這就牽涉到卮言、主體與神話的關係。卮言作為語言的原

型與其他始源神話作為事物的原型有一點大不相同之處，在於語言是人的本質性

因素，而且，此功能嚴格上說來，只有在人身上才會顯現，因為只有人的主體才

會有此創造的功能。語言與主體的建構關係極為密切，從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以下，這樣的想法已經成了極有力的論述，我們當然不

方便硬將莊子拉到這樣的陣營裡來。但話又說回來，莊子的思想是否和這種潮流

搭不上線呢？恐怕不是如此，我們應該想想《山海經》中的「渾沌」的形像：這

是一個有機體內部自有韻律、自具能量的圜狀太初巨物。圜中有能量湧現，而且

其湧現有種韻律，這樣的形像放在語言的創造上，其創造的主體狀況為何呢？「渾

沌」此主題所以會特別引起我們的興趣，乃因以往研究中國神話的學者大抵都認

為「沒有創世神話」是中國神話的一大特色，但最近的研究趨勢顯示事實並非如

此，恰好相反，中國不但有創世神話，而且種類齊全。50其中渾沌可能是中國最

重要的創世神話，這樣的論點似乎得到越來越多人的支持。渾沌神話有幾則重要

的出處，其中出自《莊子》的即有兩處，一般研究渾沌神話者多會注意這兩份材

料，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材料見於＜應帝王篇＞末章：「南海帝為儵、北海

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這則寓言。另外一則寓言則見於＜天地篇＞所述漢陰

丈人的故事，漢陰丈人修渾沌氏之術，其人「明白入素，無為復樸，體性抱神，

以遊世俗之間」。為了活在遺世獨立的心境中，他拋棄了省事省力的桔槔，寧願

抱甕上下坡地灌溉。陶甕圓空，這是另一種渾沌。 
 這兩則「渾沌」寓言的含義都很深遠，第一則寓言的渾沌帝的下場大家都知

道，當儵、忽兩帝想報其德，幫助他日鑿一竅。結果，七日後，渾沌死，這則故

事「反感官分化」的意圖非常清楚。第二則寓言的抱甕老人修「渾沌氏」之術，

境界當然很高，但莊子假孔子之口，認為這樣的「體性抱神」仍非究竟，就像《天

下篇》評老子，認為他是博大真人，但仍未臻乎究竟一樣。＜應帝王篇＞的寓言

與＜天地篇＞所說有連續性，兩者的意義相互補充。因為感官之未分化，這同時

也意味著意識之未分化，渾沌之圓是道家追求的目標。但意識如果只停留在渾沌

之圓，它即無法落實到具體生活，這終究是種抽象的道。所以它仍需辯證的超昇，

達到分化與未分化的統一。連接這兩則寓言最重要而且也最有趣的線索是渾沌氏

內在化了，它由開闢神話的主題蛻變為意識轉換的詞彙。宇宙開闢的原始階段名

之為渾沌，意識最深層的發源處亦名為渾沌。51神話的渾沌如果是種有動力的圓

                                                 
50 參見葉舒憲，《中國神話哲學》（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 329-336。 
51 ＜在宥篇＞說：「墮爾形體，吐爾聰明，倫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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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道，我們預期深層意識的構造恐怕亦不出此。 
 事實正是如此，我們看到莊子描述意識的深層結構時，不像老子特別喜歡強

調其寂靜幽玄面，相反的，莊子毋寧喜歡突顯寂靜之中，仍有動力緩緩的從圓心

升起。＜天地篇＞記載夫子之言曰：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

乎無聲；冥冥之中，獨見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此處的無形無聲不是寂然不動的在其自體的深層意識，而是意識之中隱然有股綿

綿的動力從中生起，這是種來自原始根源的創造。這樣的寂靜無言卻充滿了生

機，巨大的能量完全蘊含在黝黑的深淵中。 
 ＜田子方篇＞記載孔子見老子的故事，亦同此旨義。孔子見老子時，老子恰

好新沐完畢，神情彷若遺物離人而立於獨。接著老子就向孔子解釋「立於獨」乃

「遊心於物之初」之意，其情況如下： 
心困焉而不能知，口辟焉而不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

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兩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

而莫見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 
老子說起此段話語時，恰好新沐完畢，「方將披髮而乾」。這樣的造型非常奇特，

筆者懷疑這樣的姿態可能有特殊的修行的意涵。體姿的問題姑且不論，我們看出

這段生動的話語顯示莊子認定的寂靜無言中，卻是充滿了活潑的生機。如果沉默

有破壞的沉默性，有沈潛的沉默性，也有創造的沉默性的話，52那麼，莊子這段

話著重的樣式應該是創造的沉默性。 
 莊子很注重沈潛的沉默，但他更注重的是創造的沉默。這種創作的沈默可以

解成「默」與「言」的關係，也可以解成「靜」（不動）與「動」的關係。莊子

思想側重「動」、「化」，這是一般研究莊子思想者多注意到的面相，但如實說來，

他側重的實乃動、靜的統一，在不斷的流變中仍有一維繫之點，這也是他常說的

「古之人外化而內不化：與物化者，一不化者也。」（＜知北遊＞）「物物者，與

物無際；不際之際，際之不際者也……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殺非衰殺。」（＜

知北遊＞）在變化之中有一非變化之點，就像在旋轉的陶器或車輪中，有一帶動

旋轉的阿基米德點。 
陶器是道家極喜歡用的隱喻，老子說：「埏殖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莊子〈天地篇〉的漢陰丈人的灌水陶甕，〈達生篇〉的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

物化，而不以心稽」，所說皆是不動而永恆旋轉的中心與變化之世界的結合，皆

是「外化而內不化」。但這樣的內不化不是死寂，而是壺子四門示相中「機發於

踵」的「天壤」之象；53是「大塊噫氣」根源處的「天籟」。落在人身講，即是

                                                                                                                                            
渾沌沌，終身不離。」這是莊子的「心養」論，心之深處即渾沌。 

52 參見古東哲明，＜沉默＞，收入久野昭編，《神秘主義を學ぶ人のために》﹙東京：世界思想

社，1989﹚，頁 77－99。 
53 王敔說：「天壤」意指「天氣入於壤中。」「天壤」之境是「善者機」的生命之源。宣穎解釋

道：「諸無所有，而一陽之復，根於黃泉。」引自錢穆，《莊子纂箋》（台北：三民書局，臺二版，

1974），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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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之呼吸以踵」的先天之氣，人身固是一容器也；落在天地講，即是「槖籥」

中之玄機，54天地亦是一大容器也；用 Nicolaus Cusanus 的話講，即是「spiritus 
spirans」，此語既指呼吸之靈氣，亦指渦旋之大氣。55就神話或秘儀的思維而言，

我們可說陶鈞＝槖籥＝渾沌＝人體＝天體，這是不斷生起、離合的動力之渾圓，

更恰當的說，乃是統一動靜兩端的渦旋。 
「卮言」就意象而言，可謂渦旋的語言，或是陶鈞的語言。我們此一描述並

非自我作古，莊子在〈寓言篇〉論語言問題時，已提到語言性質的不確定性，或

者「他者性」；但自另一方面而言，這種語言他者化的性質又在「卮言」的生成

流轉中，得到恰當的位置。所謂「非卮言日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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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均

之言、天倪之言都是「卮言」，任何語言只要參與到渾圓中心的創造性，即屬卮

言。〈寓言篇〉論語言表現的這段話與〈齊物論〉論及道（或道與語言）的名文，

文字高度雷同。56這兩段話語的主詞不同，而述詞相同，這種現象很可能是兩不

同主詞共有相同的泉源，同根而發。換言之，人的深層意識依渾沌圓轉的模式，

不斷自環中之處湧現道與言。 
道與言同根而發，放在人身來講，也就是語言與精神的生成同步發展。這種

觀點下的「卮言」絕非乍看之下那般特別，它背後的理論預設是有個傳統的。筆

者追溯孟子的「知言養氣」說時，提出孟子「不得其言，勿求於心；不得於心，

勿求於氣」的命題，與《左傳》所說：「味以行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

出令」（昭公九年），及《大戴禮記》所說：「味為氣，氣為志，發志為言，發言

定名」所說的思維模式相近，三者都是氣─志─言的構造，這種構造顯示「在人

真正的言說或聽覺經驗中，『語言的內涵與運動模式』或『語言的客觀指涉與精

神向度』是分不開的。」57換言之，語言一方面有指涉世界的功能，但另一方面

也有將心理世界混沌的內容明朗化、分節化的作用。依照儒道兩家共享的中國形

─氣─神的身體觀，人身是不斷自深處湧現、也不斷同時與自然交通的有機體。

精神內容的呈現與語言內容的呈現同根而起，亦即氣─神與氣─言在始源處是無

從分別的。 

                                                 
54 《抱朴子‧暢言》說宇宙最高原理的「玄」，「範鑄兩儀，吐納大始，鼓冶億類，佪旋四七。」

葛弘解釋玄與萬物的關係，即運用了鼓風爐（槖籥）與鐵器的類比。參見王明，《抱朴子內篇校

釋》（北京：中華書局，1980），頁 1。賈誼充滿悲情的〈鵬鳥賦〉中之名言：「天地為爐兮，造

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使用的也是一種隱喻，只是賈誼反其意而用之。賈誼之言見

司馬遷《史記》，〈屈原賈生列傳〉（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冊

244，總頁 536。 
55 參見松山康國，《風についての省察》（東京：春風社，2003），頁 94-96。 
56 〈齊物論〉說：「道行之而成，物謂之而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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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寓言篇＞及各家校補﹚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不然，無物不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

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復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寓言篇〉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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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段文字如出一手，可見「道」與「言」關係之密切。 
57 拙作，《儒家的身體觀》（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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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旦確定了莊子的身體觀的表現性格，以及氣─神和氣─言（或說氣與

精神、氣與語言）的同根性，即可了解莊子描述理想的語言──卮言時，為什麼

充滿了與「道」述詞類似的語彙：化、無竟、無待、環中；也運用了相同的喻根：

陶鈞的運轉；而真正的道與卮言的發生處都是在一種可以類比宇宙開闢的人身深

處產生的。人身就是陶鈞，呼吸以踵之氣即為宇宙開闢之玄機，即為外化而內不

化的天樞。 
 

五、兩行的「道言」 

莊子的語言觀是《莊子》著作中最令人困惑的一個焦點，我們很少看到有那

位思想家像莊子那般不信任語言：語言不能認識真實，也不能溝通，它負載了許

多的意識型態，而且是虛偽意識最好的化妝師。因為對語言不信任，聯帶的，我

們看到莊子強調一種超越語言的直接體認。這種直接體認所及的或許是種超越的

悟道經驗，或許是種氣化的實在，或許是種建立在形氣主體上的技藝之道。不管

是哪一種，莊子認為它們都不是語言所能指涉的，所以人當「無言」。 
莊子對語言的不信任確有大量的《莊子》文字可作佐證，而這種負面的語言

觀與後世的玄學及佛學的語言觀頗有近似之處，幾股思潮合流，我們在魏晉、隋

唐，甚至衍生到宋明，以至當代，都可看到「語言」與「道」相對反的論述。尤

其在心學當令的時期，一種超越語言與思議之上的「本心」或「本體」被視為學

問的終極目的，因此，語言價值之成為「乾屎橛」，幾乎成了不可避免的歷史結

局。而「不著一字，盡得風流」，也變成了最重要的美學命題。 
然而，莊子的語言觀也可以另外的解釋。當代學者論及中國的美學或藝術哲

學，往往強調莊子的語言觀之正面質性。宗白華、徐復觀、葉維廉諸先生莫不如

此。他們的論證角度不見得相同，但在莊子的語言觀與藝術創作間拉上一條關聯

的線索，這點卻是一致的。當代學者這種詮釋傾向我們在晚明的方以智、王夫之

與傅山等學者身上，也可看到相類似的詮釋策略。晚明這些學者通常強調莊子與

儒學精神的相通，58相通的因素當中即包括語言觀的因素。傅山甚至有「道言」

一辭，此言極為生動。依據這種看法，「道」與「言」的關係不是「道可道，非

常道」（《老子》第一章）」，不是「言之所不能論，意之所不能察致者，不期精粗

焉。」（《莊子‧秋水》）而是可解釋成語言承載道，道也需語言才能顯現。 
後面這種解釋事實上也可以從《莊子》文本中找到相當數量的文字支持其

說，我們前文引用到〈寓言篇〉與〈天下篇〉的文字已足以說明莊子不是不懂語

言策略，也不是不能肯定語言文字的價值。而就對後世的影響而言，我們也可從

蘇軾到聞一多一連串的重要文人身上，聽到他們對莊子的語言藝術以及語言觀的

禮讚。 
                                                 
58 參見拙作，〈儒門別傳──明末清初《莊》《易》同流的思想史意義〉，鍾彩鈞、楊晉龍主編，

《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識與社會‧學術思想篇》（台北：中研院文哲所，2004），頁 245-289。

徐聖心，〈「莊子尊孔論」系譜綜述──莊學史上的另類理解與閱讀〉，臺大中文學報，17 期，2002
年 12 月，頁 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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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兩種語言觀的歷史影響當然是不對等的，「語言與道對反」的聲浪顯然

超過「道言」之說。然而，兩條相反的解釋途徑確實是存在的，沒有一條消失過。 
筆者認為莊子對這兩條路線的差異是相當了解的，而且也是他刻意表達出來

的。就語言的負面功能而論，莊子無疑地強烈質疑語言的客觀指義的作用，這樣

的語言是一種社會傳統下繼承過來的語言，是先於人的意識成長的既存結構

（fore-structure）之「他者」，是與人的理智結構相呼應的聲音表現。在這點上，

莊子對語言的批判是不遺餘力的。 
如果說莊子對「語言的社會意義面相及認知意識面相」採取完全負面的看法

的話，他對語言的「主體」面相，也就精神表現面相卻是高度的肯定，事實上，

也就是莊子認為精神的表現不可能超過「語言」這一關。針對這一點，莊子使用

了「卮言」這個奇妙的語詞。製陶時，陶器的旋轉是不能自已的，永恆的核心使

得變化不已的成分逐漸聚合成型。莊子認為人的本質也帶著「表現」的性格，人

的人格內涵需要一些通道才可以明朗化，其中最重要的通道即是語言。我們看到

莊子論「卮言」與論「道」所用的隱喻與描繪，兩者大體雷同，即可了解語言與

意識的表現乃同根而發。 
上述的說法隱然帶有洪堡特─卡西勒之風，筆者前文極簡略地帶過他們的名

字，此處則公開承認：莊子理解「卮言」與「道」的關係，其論證與洪堡特理解

語言與人的精神之關係，是相互呼應的。且看洪堡特下面的說法：「語言產生自

人類本性的深底，所以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不應把語言看做一種嚴格意義的產

品，或把它看作各民族人民所造就的作品。語言具有一種能為我們察覺到，但本

質上難以索解的獨立性。就此看來，語言不是活動的產物，而是精神不由自主的

流射。」59我們且再看下面一說：「語言與精神力量一道成長起來，受到同一些

原因的限制，同時，語言構成了激勵精神力量的生動原則。語言和精神力量並非

先後發生，相互割絕，相反，二者完全是智能的同一不可分割的活動。」60 
我們如果把洪堡特的語言觀和莊子的卮言擺在一起看，應該可以看出兩者的

思維是近似的，不同處在於兩者所依托的身心基礎不同。莊子的卮言建立在中國

氣化的身體觀上，亦即在形氣的身體主體上面，所以「卮言」之能動性、創新性，

似乎更加明顯。再進一步論，筆者相信莊子的形氣主體就像儒道傳統身心觀的預

設一樣，都要建立在與渾沌萬有的同一本源上。因此，總會帶有形上的性格。總

而言之，卮言既然與精神同源而生，同步發展，所以一旦論其根源及流程，卮言

遂不得不貫通言默、動靜的整體流域。 
有沒有道言？顯然是有的。只要精神需要展現於體表及世界，它即要與語言

一體生起。語言的層次甚深，如實說來，人的修養有多深，他所體認的語言之層

次即有多深。「道」貫有無、語默、動靜，卮言亦然。 
＜寓言篇＞曾演義「卮言」之義：「不言則齊，齊與言不齊，言與齊不齊也，

                                                 
59 洪堡特著，姚小平譯，《論人類語言結構的差異及其對人類精神發展的影響》（北京：商務印

書館，1997），頁 20。 
60 同上，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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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言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不言，未嘗不言。」61成玄英在

「言無言」下有注： 
故能無言則言，言則無言也。豈有言與不言之別，齊與不齊之異乎！故

曰言無言。 
王叔岷先生在「未嘗不言」下亦引伸發揮道： 

＜齊物論＞篇：「無謂，有謂；有謂，無謂。」亦即「終身言，未嘗言；

終身不言，未嘗不言。」之意。破執著、空泛而歸於圓融，所謂如輪轉

地，著而不著者也。62 
兩注都是當理之談，銖兩相稱。最好的語言確實是包括言默兩面，說與不說，皆

落環中。莊子語言觀的兩條線路之爭，在卮言的運作下，竟可意外的和諧。 
 
 
 
 

                                                 
61 此段文字原有脫落、衍文。第一句的「言無言」另本作「無言」；「未嘗言」另本作「未嘗不

言」，據王叔岷先生，前揭書，頁 1093－1094 校改。 
62 同上，頁 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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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莊子的語言觀」是個老議題，「無言說」是主流的論述，這種論點強調道

與語言的矛盾性。但在中國美學或文學批評的領域內，主張莊子的語言觀偏向「語

言創造說」的學者亦不少。筆者認為兩說言各有當，但後者可能更根本。本文從

身體論與隱喻論的觀點入手，主張「渦旋」是莊子思想的根本喻根，此喻根表現

在語言觀上即是「卮言論」。「卮言」是「道言」，是「道」在語言此一領域的體

現，它表現出一種可統合「化」與「不化」兩面、貫穿「言」與「默」兩層的語

言。「卮言」建立在形氣主體的基礎上，它的創造性與「渾沌」的創造性相當，

與聖王冉相氏的治術亦同根而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