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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技藝活動中的形神關係： 

以《莊子》為指歸 

吳億修＊ 

【提要】 

本文借道現象學對傳統哲學的反省，藉由「形」、「神」關係

的重構，思考人際之間的主體建構可能性。首先，從《莊子》技藝

活動中，技藝實施者「可見」的「形」與「不可見」的「神」，來

審視某種具有厚度的、交織的、向來已被介入的人與世界之關係性。

再者，若以〈田子方〉「目擊而道存」的角度審視文本中的技藝活

動，技藝實施者經由磨練而「安」於技藝場域的各種身體「形」態，

即說明「德全」是可見的－可見的身體本即帶有思想意義。而〈田

子方〉更認為古之真人，其充滿天地之間之「神」，不只是侷限在

個體的逍遙境界，而且是具有人際性的「既以與人，己愈有」。因

此，觀看者「目擊」技藝活動中安於技藝場域的技藝實施者，在視

覺上是「形」、「道」與「神」三者密切而重疊的呈現。最後，筆

者認為日本能（劇）中，世阿彌元清的藝道之「花」，就是「形」、

「神」關係在舞台上的具體表現，這也是從《莊子》技藝活動中人

物關係朝向人際關係前進的初步嘗試。 

關鍵詞：莊子 技藝 形神 現象 

                                                 
＊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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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當代對《莊子》形、神關係的研究與討論，較普遍的操作方式是

藉由主體的籌劃工作來解釋與通貫文本。例如當代新儒家（徐復觀、

牟宗三、唐君毅）借重康德的我思主體，或源於德國觀念論的精神主

體；臺灣當代莊學研究因納入了身體現象學的研究，在「身體」、「氣」

的重視下，以「身氣主體」作為新的主體詮釋。1 然而，無論是哪一

種「主體」，在「主」／「客」二元論述下所延伸出來，相關的「心」

／「身（形）」、「心」／「物」關係，都是首先且必須被優先討論

的。在郭象與成玄英的註疏中，「身（形）」在體道的過程中必須被

廢止，而「心」、「神」、「道」似乎是直接貫通的。例如〈養生主〉

的「官知止而『神』欲行」一句，郭象注「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

理」，成玄英認為司察之官即目視，「既而神遇，不用目視，故眼等

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理而行。」2 因此，描寫工夫境界的

「以『神』遇不以目視」一句，就是指「學道之人，妙契至極，推心

靈與虛照，豈用眼以取塵也！」3「神」似乎是指廢除、關閉感官功

能之後，另一種（縱、從）心身（順理）關係。歷史學者余英時先生

站在軸心突破的角度，認為軸心思想家主張以「心」取代「巫」，他

舉《淮南子‧精神訓》的「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

4 為例，認為人其實能夠在內心來與整個宇宙相照應，可以從自己的

生命中發現到將自我提升到超乎個體和世界之上的內在根源。所以，

《莊子》的「心齋」是指心應當排卻一切雜質，讓清氣充盈，唯有如

此，「道」才能聚集，透過陶養心中敏感的氣，所有的個人都有可能

                                                 
1 「精神主體」與「身氣主體」的分類與論述，詳見劉滄龍，〈自然與自由－莊子的主體與氣〉，

《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 35 期（2016 年 1 月），頁 7。 
2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北京：中華書局，2012），頁 126。 
3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26。 
4 劉文典，《淮南鴻烈集解》（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2），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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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自己的巫師。因此，「神」是指心中最敏感而具精神體質的「氣」，

而能將人帶往「道」的境域。5 

楊儒賓雖將《莊子》的主體稱之為「身體主體」、「形氣主體」

6、擴散著的「形－氣－神主體」7，但「心」仍是工夫發生與轉

化的樞紐。因為他認為「心」總是連著運動和感通的功能，心的活動

即有氣，心學與氣學的整合比較接近真實（《莊子》）的圖像。8 所

謂的整合，是指將心氣為動力因、形軀為運動軸的二元心身（形）化

除，身化為心的同時亦進入物化：遊於無對象意義的共在氛圍。而這

種具有浩瀚感（神秘的整體感）的「心境」，和孟子的「浩然之氣」

是相當接近的。9 筆者認為，在楊儒賓的詮釋場域中，心身（形）的

整合其實來自《列子．仲尼》的「體合於心，心合於氣」10，工夫的

發生在於將軀體的活動轉化到與人的意識相互配合，藉由「心」、「精

神」來帶動整個生理變化。這種身（形）的心化，楊又以「凝」稱之，

凝聚意識主體的作用，使之有施力點，才能轉化成透明無阻的感應

體。11 在楊儒賓，「凝」是莊子技藝哲學的關鍵字，也是列子最後

的體證境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12 當然，這種軀體和意識

能合而為一的前提是心和軀體都是由「氣」所構成，但心較為靈敏，

而軀體則受制於人的生理結構，所以工夫論的首要就是要削減軀體獨

立、感性的意義才能化為心。13 事實上，張湛注「心凝形釋，骨肉

都融」為「今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不資眼耳，臭味不賴口鼻，

                                                 
5 余英時，《論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臺北：聯經出版公司，2014），頁 140。 
6 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臺北：聯經出版公司，2016），頁 185。 
7 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頁 209。 
8 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頁 178。 
9 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頁 210。 
10 楊伯峻，《列子集釋》（北京：中華書局，2013），頁 124。 
11 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頁 186。 
12 楊伯峻，〈黃帝〉，《列子集釋》，頁 50。 
13 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頁 482。另，收錄於《儒門內的莊子》，作為附錄而寫於 1989 年

的〈從「以體合心」到「遊乎一氣」－論莊子真人境界的形體基礎〉一文，是楊儒賓書寫莊子

的種子，楊儒賓宣稱：「主要論點和今日的理解沒有太大的出入」，見《儒門內的莊子》序言，

頁 8-9。因此，這種將身化為心、或儒家德潤身的概念，在楊儒賓是很早就確定下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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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六臟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14 廢除（釋）

形體（骨肉）後的形體，才能和神（心）同化（融）為一（物），就

是類似的論述。至於以列解莊的合理性，楊儒賓認為：「由其用語以

及內容來看，它們可以說是同一文化氛圍下的產物，因此，在書缺有

間，文獻不足的情況下，他們彼此間的某些理論正好可以拿來互相印

證補充。」15 因此是沒有疑義的。 

賴錫三的《莊子》主體受到了楊儒賓的啟發，但更強調了「氣」

的流通無礙。他認為，當心以意識去認知對象物時，身心的氣化狀態

必然要聚焦成某種特定的機栝來作用，而意識也就隨著這個規約的機

栝，去投射建構它所執取的對象。如此一來，原本全然流行的氣之感

應，就會受到制約和阻塞，而妨礙我們遊乎一氣、與物合一的自然逍

遙感。16 這種「遊」與「氣」的關係構成了賴錫三後來的「遊化主

體」，這是一種凸顯《莊子》「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的主體，相對

於楊儒賓「形氣主體」重在與物無際，「遊化主體」則強調了遊乎人

間世而能夠化導倫理與權力之異化糾結。17 簡而言之，具有回應當

代跨文化思考的潛力。「遊化主體」除了人物關係外，更考量了具有

陌異性、差異性的他者議題。在具體操作上，「氣」對賴錫三來說是

相當重要的，他認為，要談身體與世界的關係，在《莊子》，氣論是

不可迴避的。18「氣」在「形－氣－神」的三元架構下，作為平

等溝通於「形」（易偏物）與「神」（易偏心）的兩行運動，具有內

在多元的各種特質。19 何乏筆以為楊儒賓的主體觀太重視「氣化的

整體性」，而傾向是否能以斷裂和整體的弔詭關係詮釋跨元化境遇下

                                                 
14 楊伯峻，〈黃帝〉，《列子集釋》，頁 50。 
15 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頁 479。 
16 賴錫三，《莊子靈光的當代詮釋》（新竹：國立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頁 148-149。 
17 賴錫三，《莊子的跨文化編織－自然．氣化．身體》（臺北：臺大出版中心，2019），頁 509

註 9。 
18 賴錫三，《莊子的跨文化編織－自然．氣化．身體》，頁 509。 
19 賴錫三，《莊子的跨文化編織－自然．氣化．身體》，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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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莊子》。20 這點誠如賴錫三所言，一種主體的建構不可能自身

具足一切內涵，反而應該在歷史的實驗歷程以及跨文化境遇挑戰中，

不斷進行其日生日成的差異化運動。21 而如何談論《莊子》哲學的

差異可能性？如何在《莊子》中同時談論斷裂和整體的弔詭關係？筆

者認為，在保持一種主體範式（整體）的前提下，應該納入他者（斷

裂）問題。人、物作為《莊子》工夫中的對象，會保持著一種相同的

對待方式嗎？或者，我們可以先以一種回應思維審視之。一種「現象

學式」22 的身體論述，若過度琢磨「氣」的普遍性意義，將他者（人

與物）視為某個涵蓋與占據空間方位，並作為知覺對象之實有「物」，

則有將他者同化、吸收而自閉於主體內部的危險。先從「技藝」23 活

動中「可見」的「形」與「不可見」的「神」，逆轉回人、物之際一

種具有厚度的、交織著的，向來已被介入著的共在關係，24 再藉由

日本能劇理論，嘗試延伸至人際關係，是本文的研究目的。當然，這

種嘗試並非是嚴格意義下的思想史研究，而是從《莊子》在跨文化境

遇下的思想探索，思考一種更普遍的概念可能。  

                                                 
20 楊儒賓、賴錫三、何乏筆，劉思妤整理，何乏筆校訂，〈「何謂遊之主體？」對話紀錄〉，《中

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7 卷第 1 期（2017 年 3 月），頁 96。 
21 賴錫三，《莊子的跨文化編織－自然．氣化．身體》，頁 512。 
22 楊儒賓認為自己的形氣神主體範式，是一種「現象學」式的解讀。楊儒賓、何乏筆主編，《身體

與社會》（臺北：唐山出版社，2004），頁 17。賴錫三亦說明，當前跨文化境遇的臺灣莊學運

動的「新主體模式」，已逐漸超克了觀念論式的意識主體，而走向了現象學式的身體主體，甚至

在身體現象學的身體主體與與中國氣化論的氣化主體之間，尋求溝通與深化。賴錫三，《莊子的

跨文化編織－自然．氣化．身體》，頁 525。 
23 感謝審查委員提示，本文就《莊子》所徵引的文獻範圍，包含內在修養意義的「工夫」一詞似乎

比「技藝」來得更為廣泛。然而，除了工夫、體道的相關論述皆可納入廣義的技藝範圍內之外，

能劇理論「稽古」、「物真似」，都是指技術層面的不斷習練。完臻的技術不只是內在的得心應

手，本文更強調一種在實施各種多樣化技術時，可以被看見的，呈現在外部的「天」的含義與形

態。 
24 此概念請參見宋灝（Mathias Obert）所謂「嵌入於事物即其他物體中之能見之可見者」。宋灝，

〈逆轉與收回－《莊子》作為一種運動試驗場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2 卷第 3 期（2012
年 9 月），頁 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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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見之「形」 

知魚之樂之「知」，楊儒賓認為是一種無分別的感通狀態，是「觀

物」時一種非認知作用的直覺之感。這種感通是一種氣感，魚以「非

對象」而又「與主體共在」的樣式，與莊子一同進入渾化之氣流中同

樂而不知其所樂。25 除了援引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的「共在」思想頗令人疑惑外，26「主客共同被一種氛圍所穿透」27 這

樣的描述，除了不是現象學的先於主客二分以外，將有生命意義的魚

當作客體，也有落入列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 1906–1995）對「集

體性」之批評的危險。筆者以為，客體成為「非對象」、與主體「共

在」、主客「共同被氛圍穿透」這樣的描述，隱然有分析客體、理解

客體甚至掌握客體的潛在意向，因為客體實際上成為主體超越自身的

某種中介。被化約成「與……一起」的我們（主客共同、主客共在），

其實只是認知他者、同化他者繼而吸收他者。他者並不是我們，所有

將他者視為客體的分析，以列維納斯的語言來說，都是「對他者的放

棄，仍自閉在一種孤獨裡。」28 

在探究他者問題前，必須先探問人與世界的關係性。在《莊子》，

這種關係性呈現在「水」的隱喻中。〈大宗師〉「魚相造乎水，人相

造乎道。……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29 說明了魚浸潤於

水之中，但是水的意義卻無法呈現在將水作為對象時。「忘」在《說

文》是指「不識」，而非限定在連接「記」之「忘記」一詞之意。「魚

                                                 
25 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頁 212-213。 
26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 1943-）認為，《存有與時間》有個核心的意識形態問題，那就是

如何保護先驗主體而不被顛覆，而不至於可悲地落入卑下的「群眾」歷史裡；或者，「與他人共

在」儘管是此有的一種存有學結構，在《存有與時間》裡卻只有寥寥幾語。泰瑞．伊格頓著，江

先聲譯，《美感的意識形態》（臺北：商周出版，2019），頁 406。 
27 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頁 212。 
28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著，張寧譯，《書寫與差異》（臺北：麥田出版，2004），頁 196。 
29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277。 



．論技藝活動中的形神關係：以《莊子》為指歸． 

 ．7．

相『忘』乎江湖」是指魚生活在水中而不識水，水從來就無法成為被

識的對象，正如「道」對於人來說亦不能完整把握一般。以各種技藝

行為著稱的〈達生〉，也有「善游者數能，忘水也」、「從水之道而

不為私焉」。水對於善遊者來說，是浸潤於其間，使游之為可能的場

所，水無法作為對象客體來征服。如此，在一種悖論關係下，如何去

認識無法作為認識客體的「水」呢？我們可以注意到，〈達生〉作者

對於蹈水有道，如鬼的奇人，使用了「安」一字，「生於陵而『安』

於陵，長於水而『安』於水。」30 另外，〈知北游〉中知北問道，

黃帝對曰「無處無服始『安』道」31，僅以「無處無服」作為「安道」

的某種認識，事實上已經是「不近」道了。  

因此，「『安』於水」、「『安』於道」似乎只是一種不可見的、

難以認識的人與世界的關係性。但是這種不可見性，在《莊子．秋水》

的「濠梁之辯」中有了新的契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梁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樂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樂？」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

不知魚之樂？惠子曰：「我非子，固不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

之不知魚之樂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樂』

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32 

解讀這則寓言時，很容易被惠子的提問拉偏，在探問莊子為什麼會知道魚

的快樂時，將問題移到莊子和魚兩者的關係上。其實，「請循其本」與「知

之壕上」，它們指向了「儵魚出遊從容，是魚樂也」這一句。鯈魚以能見

的身體展示出來的「從容」神態，使莊子於濠梁上知魚之樂。莊子根本不

需要某種「前表達的知」33 就能「知之」。莊子與惠子在這段對話中的共

                                                 
30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656。 
31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728。 
32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605-607。 
33 「前表達的知」為楊儒賓用語，他非常重視與強調人的主體之本來面目，而認為非意識的氣化的

整體論是莊子哲學的基本立場。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頁 36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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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是：莊子不是（非）魚，而惠子也不是（非）莊子。既然三者都各自保

有其個體獨立性，則「可見」的「從容」（形）就指出了，「相造乎水」、

「相忘乎江湖」的魚，表現出了某一種「樂」，而這種「樂」則和具有人

與世界之關係意義，卻「不可見」的「安」相關。吳光明在一篇文章中指

出了這種視覺現象：「不可見的思想」是不可思議的，「可見的思想」是一

句同義反覆語（思想＝可見）。身體是思想的可見形式；身體思維就是身

體處於思想的行動。這種行動發生在身體之中，憑身體而行；這種思想就

是身體化的思維－用身體的方式來進行的思想。身體思維在具體物中思

維，是具體性的思維，身體在其中並不是伴隨的條件，而是不可或缺的本

質。34 

〈田子方〉中，溫伯雪子與仲尼的互動，同樣描述了這種以「可

見」表達「不可見」的視覺現象，茲引最後一小段：  

「昔之見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若龍，一若虎；其

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 

仲尼見之而不言。子路曰：「吾子欲見溫伯雪子久矣，見之而不

言，何邪？」仲尼曰：「若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不可以容

聲矣。」35 

這段文字筆者採取陳鼓應的解釋。子路問仲尼「見之（溫伯雪子）而不言，

何邪？」但溫伯雪子卻告訴其僕說仲尼「諫我也似子」、「道我也似父」，

具有言說意義的「諫」與「道」似乎和「不言」矛盾。36 筆者認為，關鍵

                                                 
34 吳光明著，蔡麗玲譯，〈莊子的身體思維〉，收入楊儒賓主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論及身體

觀》（臺北：巨流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 394。 
35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702-703。 
36 本段對話筆者採取陳鼓應的解釋，認為起初欲拜訪溫伯雪子而遭拒的魯人就是指孔子。「歎」未

必如成玄英所疏，是「遂有斯矯，是以歎之」（同前註，頁 703）。也可以是對「諫我也似子，

道我也似父」的肯定。陳鼓應，《莊子今註今譯》（北京：中華書局，2013），頁 571。另，陳

鼓應在《道家的人文精神》中，在孔老「異質對話」的立場上認為溫伯雪子與孔子彼此相互欣賞。

陳鼓應，《道家的人文精神》（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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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目擊而道存」一句。「目擊而道存」說明了「道」是可見的，當溫

伯雪子目擊了仲尼能在成規成矩的進退儀節中呈現出若龍若虎的從容神

態，這時「目擊」就具備了反身性的「諫我」與「道我」的意義，自然不

再需要言談。如前述，可見的身體本來就帶有思想意義，技藝活動中所看

到的，並不是必須被忘卻的、作為實在物的四肢形體（〈達生〉「輒然忘吾

有四肢形體」37），而是具有厚度（道）的技藝中的身體（形）。這是一種

經由技藝磨練而「安」於技藝場域的「形」態，〈達生〉中的德全之雞，

從「虛憍而恃氣」、「猶應嚮景」、「猶疾視而盛氣」到「『望』之似木雞」，

「不可見」的德全呈現出「可見」的木雞樣態，「目擊而道存」，所以「異

雞無敢應者，反走矣。」38 

再者，這種「安」於技藝場所的從容「形」態，除了以德全來形

容之外，《莊子》還有其他的描述方式。〈達生〉中擅長削木的梓慶

經過靜心七日後，這時候的「形」，是「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之

「形」。然而，當梓慶以似木之形回到山林時，竟能選擇並製作出幾

為神工之作品。文本說他此時擇木的狀態以天合天，這是指他以忘卻

四肢形體之「『天』之『形』」，找到了同為「天」（疑神）之木之

形，因此，梓慶「安」於技藝場所之「形」，是「天」。39 在呂梁

懸水三十仞，流沫四十里，黿鼉魚龞皆不能游的水域內，被髮行歌而

游於塘下，長於水而安於水的游水男子，其游水之「形」，讓孔子以

為他是「鬼」。40〈養生主〉的作者對庖丁解牛之「形」描寫得特別

精細，庖丁解牛時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履，膝之所踦的各種

姿態，如同商湯時的《桑林》之舞；奏刀騞然、砉然嚮然，庖丁以牛

刀切割牛體產生的聲音，也合於堯時的古樂《經首》。41 「合」具

                                                 
37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657。 
38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653-654。 
39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657。 
40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654-655。 
41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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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與「彼」相容、隸屬之意，這些技藝高超者於施行技藝當下，

似乎融入了整個周圍，而與事實上是可見的「安」相關，所以，〈養

生主〉作者以「合」於《桑林》、《經首》來形容「安」於解牛場所

時的庖丁神姿。甚至，有另一種技藝型態，如〈田子方〉中新沐而披

髮待乾的老子，他所遊之技藝場域是「遊心於物之初」，他安於「物

之初」時，形體呈現了「掘若槁木，似遺物離人而立於獨」。42 然

而，這樣貌似枯槁的形象卻眩惑了孔子。  

在能被「目擊」的範圍內，「安」於水、「安」於道而「合」於

天之「形」相較於一般未在技藝場域的「形」，其差異性在《莊子》

還有其他線索，〈刻意〉這二段文字值得深思：  

聖人之生也天行，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43 

純粹而不雜，靜一而不變，惔而無為，動而以天行，此養神之道

也。44 

聖人之動「以天行」、「與陽同波」，指出了兩個需要留意的部

分，其一是此「動」並非單純的肢體行為，「動」隱然（如前述的「合」）

與「陽」、「天」相關。莊子在濠梁上目擊了「安」於水之魚出遊從

容之姿態，這種可見的從容姿態即是「陽」與「天」，而非某種整體

性的形上思想，這是「樂」。〈田子方〉說「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

清而容物」45，聖人之貌在歷經工夫修養後，可見的面容即是清而能

容物之天。然而，我們可以繼續追問，這種能「合」於、等同於「陽」

與「天」的「動」，是什麼樣的「動」呢？或者，能夠「安」於道的

從容姿態，是什麼的姿態呢？〈達生〉亦給出了一些線索：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立其中央。三者若得，其名

                                                 
42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708。 
43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540。 
44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544。 
45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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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極。」46 

作者認為，所謂得其必極，並非沉潛、深藏，也非突顯出來，而是宛如一

根木頭般立於「中」，這裡的「中」可以與庖丁解牛的「『中』經首之會」

同看，除了有「不偏不倚」之意，也可以和合於《桑林》之舞之「合」同

看，表示「合度」。這種可見的合度，在〈田子方〉，老聃是這樣告訴孔子

的：「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不修而物不能離

焉，若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47 在技藝場域，

純熟的技藝活動揭示了人與物「無為」（不修而物不能離）的關係性，內

部的知覺場域或許如楊儒賓所說的「與物的關係愈形深入，深至兩者相契

相入，主體與物不再是認知的主客關係，而是行動的夥伴關係。」48 但論

其緣由，是否是因為「氣化流行」或「氣機感應」49？筆者則有異議。「物

不能離」是技藝施行者「安」於水、「安」於道的可見表現，與「無為」

高度相關的技藝行為，讓人嵌回事物之間，使人與物得以「陽」、「天」（「合」

與「中」）而一同被見。〈達生〉另有一句話和筆者的詮釋相應：「物之造

乎不形而止乎無所化」50，陳鼓應認為這裡的「物」是指「至人」51，至

人不會以單體「形」來展現自己，而是能使作為「化」的無為的人物關係

成為可見。對象物意義的「形」在工夫境界中被忘卻了（〈達生〉「輒然忘

吾有四肢形體」），它因為合度的舉措（「中」）嵌回技藝場域而不再是「形」，

但這些藉由工夫所磨練出來的身體姿態（「形」），卻與物共同敞開了一種

具有可見性的、巨大的「天」。 

                                                 
46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645。 
47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712。 
48 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頁 218。 
49 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頁 218。 
50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632-633。 
51 陳鼓應，《莊子今註今譯》，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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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與人之「神」 

〈刻意〉作者認為當技藝活動漸臻完美，而能「動之以天行」時，

就是一種養神之道。曾春海有一段文字值得留意，他是這樣認為的：

「在《莊子》，『道』深不可測的體性及玄奧的妙用稱為『神』，人

由道所稟受之德，是人的本真之性，分享了『道』，而形上的精神特

徵，構成了人的本體。因此，在人生命結構的形神關係對應了宇宙論

的道氣關係。人的精神與道，有同質的縱貫感通關係，人的正常生命

及其活動體現了以道率氣，以氣順道的相依互動關係。若以形神關係

來詮解，則以神導形，以形傳神，形神俱備，形神並茂。」52 

以精神來轉化形軀，其實有點類似楊儒賓的「體合於心」，但若

暫時懸擱「道」、「精神」與「氣」的具體意義，單純描述視覺上「安」

於技藝場域的技藝之「形」，在曾春海，這樣的「形」不但是「形神

俱備」、「形神並茂」，他還使用了「以形傳神」。  

事實上，〈田子方〉的作者也提到了，古之真人之「神」，在充

滿天地的狀況下，是「既以與人，己愈有」53，此句含義後文詳論，

若依前文所述，溫伯雪子能夠「目擊而道存」（亦出自〈田子方〉），

這表示了「神」，可以是一種被看到（目擊）的視覺現象。目擊、道

與神三者在安於技藝場域的技藝施行者（形與神）與觀看者（目擊）

之間，有著密切又重疊的關係。另外，前文也提及了，「神」似乎與

某種可見的「天」相關，而「天」亦是技藝活動中，無為的人物關係

的彰顯。因此，除了楊儒賓以心來帶動氣（他認為「氣」義與「神」

義在《莊子》常混用）54，心有運動和感通的功能外，55〈田子方〉

                                                 
52 曾春海，〈莊子的形神觀及其依道制器之藝術實踐觀〉，《哲學與文化》第 34 卷第 8 期（2007

年 8 月），頁 5-6。 
53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724。 
54 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頁 341。 
55 賴錫三也是持類似意見，他認為心的意識與身心的氣化狀態有必然的關連，因此，〈應帝王〉的

「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就是要解構心意識的焦點作用，讓氣化狀態飽滿整合、漠然隨行。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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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可「與人」之「神」，他是如何更具體地表現在「形」上呢？  

《莊子．刻意》，有段文字影響秦漢後代「養形」一派甚巨，茲

引如下：  

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

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56 

這段文字說明了某種呼吸技術，這種呼吸技術有個名稱：「導引」。要特別

注意的是，要進行這種吐故納新的呼吸技術，必須先讓身體（「形」）模仿

二種獸類（熊、鳥）。成玄英疏此段為：「如熊攀樹而自經，類鳥飛空而伸

腳。斯皆導引神氣，以養形魂，延年之道，駐形之術。」57 另外，這些樸

素的動作也有人認為和夏商時代發達的巫，藉由舞蹈動作來溝通鬼神和祈

雨相關，58 如《呂氏春秋‧仲夏紀‧古樂》中有這一段：「昔陰康氏之始，

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塞，不行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者，筋骨瑟縮不達，

故作為舞以宣導之。」59 而「養形」的傳統在秦漢後仍然蓬勃發展，例如

在 1973 年底，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發現西漢初年的帛畫導引圖，

圖長約 110 公分，寬約 53 公分，是彩色絹織品，上面繪有四十多幅不同

的運動姿勢，並有短的標題。圖上人物大小約 9–12 公分，有著衣、有裸

上身、有戴冠、有持物，或棍、有徒手。為毛筆的彩色畫，以黑線描繪輪

廓，塗上紅、綠（青）、藍的顏色。帛畫頗為破裂，經初步的修復，仍有

半數的標題文字不易識別。除二十八圖外，餘者破損難以辨認，而每一姿

勢皆缺說明。四十多圖，上下分四層，每一層 10–12 人排列著。其名稱是

「熊經」、「鳥（信）申」、「爰㙤（猿呼）、「鷂背」等。60 另外，《淮南子．

                                                                                                                      
之，心有帶動氣的能動義。賴錫三，《莊子靈光的當代詮釋》，頁 149。 

56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536。 
57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538。 
58 蘇雄飛，〈導引源流探究〉，《中華民國體育協會體育學報》第 6 輯（1984 年 12 月），頁 2-3。 
59 戰國．呂不韋著，林品石註譯，《呂氏春秋今註今譯》（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

137。 
60 顧俊，《中國文明史話》（臺北：木鐸出版社，1983），頁 336 及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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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訓》也有「熊經鳥伸，鳧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61 以

及在著名的《後漢書．方術列傳》中，華陀傳記載了：「是以古之仙者為

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老。」又云：「吾有一

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鹿，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

兼利蹄足，以當導引。體有不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

身體輕便而欲食。」62 

在馬王堆導引圖，特別強調要活動人體的各種關節，筆者認為似

乎蘊含（形）旋轉的重要概念。中國近年蔚為風行的馬王堆導引術氣

功，其動作設計就是仿照導引圖來進行肢體的開闔提落、旋轉屈伸。

63 強調關節、肢體的旋轉似乎能和《莊子．則陽》「冉相氏得其『環

中』而隨成」64，以及文本中大量具備旋轉意象的譬喻如渾沌、葫蘆、

道樞、旋風等同看。筆者認為，這些注意「形」的作者，不論是對動

物的模仿，或是各個關節的旋轉，在視覺上，都強調了一種「使……

成形」的技術，這些「使……成形」的技術和前文所論述的，技藝活

動因為「合度」（中）所呈現出來的「安」於水、「安」於道的視覺

現象，有什麼樣的關係呢？  

事實上，不論是「呼吸」（「吹呴呼吸，吐故納新」），還是模

仿動物姿態的導引技術，技藝施行者似乎都不是被孤立的行動主體，

所有的動作都無法被割裂為單純的、有目的性的機械式動作，而是對

根植於人與世界之間各種關係的「回應」。〈大宗師〉的「其息深深」、

「真人之息以踵」65，以最深沉、貫通身體的呼吸來讓自己流動（乘

天地），呼應、回應外部世界的某種流通性（風）；模仿動物姿態的

導引之術，似乎也預設了一個未知的、業已介入身體的對象（氣），

                                                 
61 劉文典，《淮南鴻烈集解》，頁 230。 
62 南朝宋．范曄，〈方術列傳下〉，《後漢書》（北京：中華書局，1965）卷 82，頁 2789。 
63 國家體育總局健身氣功管理中心編，《健身氣功－馬王堆導引圖》（北京：人民體育出版社，

2010），頁 6。 
64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877。 
65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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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一種「化導－引出」的旋轉，與之遊戲（五禽之「戲」）。

這種對外部世界的回應思維（身體）才是「使……成形」的內涵，可

以考慮〈知北遊〉這段話：  

寥已吾志，無往焉而不知其所至；去而來而不知其所止，吾已往

來焉而不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不知其所窮。物物

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不際之際，際之不際

者也。66 

「無際」或許可以不是以某種氣學的角度來和物感應、感通，凡物皆有「際」，

然而，我們可以以一種「不知其所至」、「不知其所止」、「不知其所終」、

「不知其所窮」的「往來」態度（不際），說明與物的「無際」。這種與物

往來的工夫，不是要將物作為對象般地征服（「知其所止」、「知其所終」、

「知其所窮」），而是保持了一種對其「不知」的尊重與回應。「不知」（彷

徨）作為人與物、人與世界的業已先行，莊子（這裡指〈知北遊〉與東郭

子的應答）在發出「汝唯莫必，無乎逃物」的感嘆後，又說「嘗相與無為

乎！」若試著保持這種業已先行的「不知」，我們就能以一種被他稱為「無

為」的回應手段，來面對「有際」之物。因此，保持著「不知」的「不際」，

與人物先天之「際」，同時依賴對方而成立。「際」與「無際」並不是界線

與沒有界限的區別，而是莊子以「不際」面對「有際」世界的工夫（寥已

吾志）。 

另外，〈知北遊〉的作者非常重視這種根植於「不知」的回應工

夫（無為），再引一段論述補充：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諸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

回敢問其遊。」 

仲尼曰：「……聖人處物不傷物。不傷物者，物亦不能傷也。唯

                                                 
66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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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67 

人與物的關係是人與人關係的前提，只有熟悉如何與物同遊，才能遊於人

間世。「無有所將，無有所迎」的回應思維，呈現了傾向於對方的行動模

式，無將無迎與其說是某種靜默，不如解釋成因為保持著「不知」，所以

不會以某種意欲來將與迎。前文有引過的〈田子方〉的「夫水之於汋也，

無為而才自然矣。」「汋」古通「酌」，配合著水的流動性，以一種有「化

導－引出」意象的酒杯，將其挽起，在互不為傷的情況下，水與酒杯可

以同時在視覺上呈現。因此，或許可以如此類推：庖丁「以神遇，不以目

視」，目視猶如「知」，不以目視即是保持著「不知」，而相對於「視」的

主動性，「遇」似乎保有一種類似回應思想的被動內涵，庖丁在解牛十九

載後，學習到的「道」反而是逆轉回一種業已先行的「不知」，保持著「不

知」來回應牛體、尊重牛體。但這種逆轉，能夠讓牛體與庖丁之刃互不為

「傷」，庖丁之刃對於牛體「無有所將，無有所迎」，所以「恢恢乎其於『遊』

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年而刀刃若新發於硎。」「神」在庖丁，指的就是

這種可見的回應行動，「形以傳神」之「形」，可以認為就是「神」。這種

可見的對物回應，雖然保持著一種「不知」的「無為」，卻同時兼有了〈達

生〉「無入」、「無出」與「中央」的合度（形），這種人與物的「不際之際，

際之不際」，如同以汋挽水般，水與汋、庖丁與牛乃至整個周遭技藝場域

（「安」於水、「安」於道）都能湧現，當庖丁、刃與牛體的具體相處關係

終於落實在庖丁的身體上時，這或許就是「動而與陽同波」、「動而以天行」。

68 

                                                 
67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760-761。 
68 關於「回應」思維，宋灝為免落入某種個人被整體態勢吞噬的疑慮，提出「呼喚」與「回應」具

有一種時空上微細的距離，因此「回應」能夠接納及轉化之前的「呼喚」。而藉由這種時空的縫

隙，每個回答都預設著「自由」的可能發生。宋灝，〈當代文化與實踐－以臺灣雲門舞集為例〉，

《思想》第 9 期（2008 年 5 月），頁 9。此外，他在在另一篇文章藉由列維納斯哲學詳細說明了

「回應－責任」與業已先行生效、脫離不了的「時間－落差」，基本存在處境為一種被動狀

態所貫穿。宋灝，〈由列維納斯的回應思想與日本石庭來談論《莊子》「與物化」〉，《臺大文

史哲學報》第 87 期（2017 年 8 月），頁 156。後文又以庖丁解牛中的「彼節者有閒」之「有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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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若嘗試將這種「不知」思維、「無為」之為，建立在人際

之際，似乎可以明白〈田子方〉古之真人之「神」，「既以與人，己

愈有」之含義。原文是這樣的：  

古之真人，……若然者，其神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不濡，

處卑細而不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69 

「無介」、「不濡」之「無」與「不」，並不是對客體對象「大山」、「淵泉」

的互動否定，而是保持著對其際「不知」的往來態度。這種往來對真人來

說，不但是一種深層的回應活動，作用範圍亦寬廣如天地般。「介」經由

「不知」的回應活動，逆轉回「無介」；「濡」經由「不知」的回應活動，

逆轉回「不濡」。從物到人，「既以與人」並不是將「神」給予人或分享給

人，而是以這樣的方式－際之「不知」與「無為」之為，和人相處，回

應於人。這種被動來往似乎使真人被迫處於一種「卑細」的境況，但恰巧

的是，以行動（技藝）來揭示主體其實是被客體建立、先於主客的真實交

織，卻能回應前文所述：「安」於水、「安」於道之「樂」。對於真人，這

是不憊而愈有的。 

四、世阿彌之「花」 

最後，筆者簡單地討論日本能（或譯為「能劇」）中，世阿彌元

清（ぜあみもときよ，1363–1443）的藝道理論「花」，作為本文「形」、

「神」關係的另一種展現。能劇作為一種舞台藝術，對於身體（形）

的要求相當嚴格，在世阿彌流傳下來最早的能樂著作《花傳書》70（譯

                                                                                                                      
作為人與物具體打交道當中被開闢出來的縫隙，這種斷裂保證了庖丁的勞動有無限的自由。頁

173。關於「自由」的問題，筆者認為需另以專文討論。本文重點在於藉由描繪逆轉回「不知」

這種具有價值判斷（工夫）的回應活動，以視覺上「形」的「神」化來說明「目擊而道存」這種

現象可能。 
69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724。 
70 世阿彌著，天野文雄監譯，王冬蘭譯，《風姿花傳》（北京：吉林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6）。 



．東海中文學報． 

 ．18．

為「風姿花傳」）中，第一篇名為〈年來稽古條條〉（年来稽古條々），

就強調了一種名為「物真似」（ものまね）的模擬表演，「物真似」

是一種再現，表演者藉由「稽古」（けいこ）這種訓練的持續累積，

再現某一特定對象。再現的可能，或是稽古的目的，就是讓表演者的

身體置於一定的「形」，以特定的「形」展演。在世阿彌的構想中，

演技的本質或理念，在於能在舞台上表現出「花」，「花」的內涵不

容易理解，茲引第二篇〈物學條條〉（物学條々）中的「老人」來說

明：  

老人之物真似，為此道中最關鍵深奧之處。觀眾由此可以看出演

員演技之優劣，因此，此乃最重要且最難的一種人體類型。 

一般來說，即使對「能」已掌握得相當深的演員中，演不好老人

的很多。像砍柴、曬鹽之類有特色的老人姿態，只要演得近似，

馬上會被人們稱讚，實際此種稱讚是不準確的。一般貴族老人姿

態，尚未掌握「能」的人是演不好的，只有經過長年稽古技高藝

精的演員才能勝任。 

又，老人的模擬中若無「花」，便索然無味。一般認為表現老人

的舉止動作，要表現衰老，但若彎腰屈膝，全身萎縮，因失去了

「花」，會讓人感覺老朽不堪。如此一來，不過大體上要儘量表

現得沈穩持重。 

尤其是老人舞姿，最為難演。雖演的是老人，但要使人感覺到「花」

在，對此需鑽研學習，此藝如「老木開花」。71 

由此引文可知，「花」的呈現超越了像、不像的層次。花不是一種單純的

演技的美，當然，演出者若為少年（12、13 歲），本身因為童姿，加上聲

                                                 
71 世阿彌著，天野文雄監譯，王冬蘭譯，《風姿花傳》，頁 45-46。筆者仍參考本書後半部的日文

原文，保留「物真似」、「稽古」的固定使用，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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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動聽，其所特有的可愛之美在舞台上亦能開出「一時之花」（時分の花），

72 但世阿彌理想中的花是「誠之花」（まことの花），是留存在老骨上之花，

是肉體衰老也不會凋零的花，老木開花反而會讓人感覺其花更豔。73 因此，

在能劇中，希望呈現給觀眾，能被（也必須）觀眾感知到的「花」（目擊

而道存），他與反覆稽古之「形」，有什麼樣的關聯性呢？ 

這個問題，世阿彌在《風姿花傳》中，認爲這是頭等重要之事，

所謂秘傳之事即指此事：  

一時之花，聲之花（美聲），幽玄之花（此處指少年美）這些條

目，都是人的眼睛所能看到之花，但是因為從其態（わざ）中所

產生出來的花，所以他們就如同盛開的花朵一樣，也總有凋零的

時候。……只有誠之花，不論是盛開的道理或是凋零的道理都應

該是依照心的狀態的。……想要知道這個道理，應該要如何來做

呢？……首先，要從七歲開始，將年來稽古的各個條目，將各種

（藝的）模仿（演技），好好地牢記在心中，竭盡所能（努力）、

極盡工夫之後，就會知道不讓這朵花失去的方法。能夠窮盡這些

的心，即是花的種子。因此若想要知道花，就要先知道種子。花

是心，種子是態。古人說：心地含諸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

已，菩提果自成。74 

依照這段文字，表演者的身心狀態是能否開出「花」的前提。湯淺泰雄（ゆ

あさ やすお，1925–2005）認為第二個「態」（花是心，種子是態）是指

                                                 
72 世阿彌著，天野文雄監譯，王冬蘭譯，《風姿花傳》，頁 115。 
73 世阿彌著，天野文雄監譯，王冬蘭譯，《風姿花傳》，頁 120-121。 
74 世阿彌著，天野文雄監譯，王冬蘭譯，《風姿花傳》，頁 144-145。下文採用湯淺泰雄的論述，

因此本段（花傳）原文亦參考黃文宏的翻譯。見湯淺泰雄著，黃文宏譯注，《身體論－東方的

心身論與現代》（新竹：國立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頁 160-161。湯淺將原文的「態」作為

一種與身體相關的、普遍化的概念來提出，因為保留了「態」一字。相較於此，王冬蘭將第一個

「態」譯為「各自自身條件」，第二個「態」直接譯為「技」。見世阿彌著，天野文雄監譯，王

冬蘭譯，《風姿花傳》，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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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的存在樣式」。75 如果以「花是心，種子是態」來解釋文末禪宗六

祖慧能的偈，首句「心地含諸種」就有了不只是人類的心含著佛性的種子

這樣的內涵。覺悟的花朵要能開出（頓悟花情已），除了被比喻為修行的

雨外，佛心（心地）包含了（或包含於）各種「態」（心地含諸種）。這意

指了作為身體存在樣式的「態」，有一種理想的「形」。湯淺認為，透過稽

古所領會的身體的「形」就是「種子」，而藝的「心」，也就是顯示出藝的

理想的美，則是從那樣的「種子」所開出來的「花」。在這裡，要領會到

的是：「心」的正確的存在樣態，唯有通過「身體」的正確地存在樣態，

才能開展出來。76 

和宗教頗有淵源的湯淺，77 和楊儒賓在詮釋文本之前就先將「流

動」作為我們的文化母胎一樣，78 以西田幾多郎（にしだきたろう，

1870–1945）無的場所，哲學中究級的絕對無，作為一種被動性體驗

的大的人格的「統一力」。當我們以實踐的方式從明亮的意識層面「背

進」（はいしん）79 地沒入自我自「身」的內部（底層地晦暗的意

識層），當我們克服了意識的主體性與身體的客體性的二元分裂（「有」

的場所），「成為物而遭遇物」（心、身完全一體化），明證地體驗

「無的場所」，那存在於無的場所的究極之處的東西——從「絕對無」

所發出的「內在生命的流動」，就會作為「創造的直觀」80 會逐漸

                                                 
75 湯淺泰雄著，黃文宏譯注，《身體論－東方的心身論與現代》，頁 161。 
76 湯淺泰雄著，黃文宏譯注，《身體論－東方的心身論與現代》，頁 162。 
77 湯淺泰雄的父親湯淺真生（ゆあさまき，1895–1955），是新興宗教團體的最高幹部之一，被尊

稱為「準祖」，據說有類似「療癒」、「神視」等超乎尋常能力。見湯淺泰雄著，黃文宏譯注，

《身體論－東方的心身論與現代》，頁 11。 
78 楊儒賓原句是：「氣化哲學仍脫離不了文化母胎（流動性）的制約，儒學對世界一體性的理想始

終未曾放棄。」楊儒賓，《異議的意義－近世東亞的反理學思潮》（臺北：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2），頁 23 註 15。 
79 這裡的「背進」與身體有關，湯淺認為西田後期思想「行為的直觀」是一種身體觀。人類透過「身

體」主動地對於世界的事物（存在者）形成關係，這就是行為；自我亦是透過「身體」所具備的

感性直觀被動了解世界的事物的存在狀態。這顯示了身體有一種主體＝客體的雙義性，「沒有身

體，就沒有我」，背進是指逆轉回身體這種首先出現的存在樣式。湯淺泰雄著，黃文宏譯注，《身

體論－東方的心身論與現代》，頁 88。 
80 西田幾多郎在《善的研究》中使用「智性直觀」一詞，湯淺認為這有可能被限定在柏拉圖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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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作動者。81 西田認為，這時這是一個世界，一個光景，就像畫

家興之所至、運筆自如一樣，在複雜的作用背後有著統一的某物在做

動著（而且會出現在一切我們所熟練的行動當中）。82 所以，湯淺

認為，世阿彌的「花」，就是指能的表演者的身體被動地受到從超越

日常的自我意識的次元所流溢出來的創造的直觀力的推動，進入一種

「心身一如」的狀態，而藝道無限的深度就是這種把自己化為無（絕

對無將自己作為表現的場所）的無盡之道。83 

若不採取西田哲學這種對「無形之形」、「無聲之聲」的追求，

84 宋灝的「回應」思維值得深究：演技的關鍵不在於模擬結果真實

不真實、表演像不像，重點是表演活動之前，表演者要讓準備被展示

的人物或物品感觸自己，他要就物我之間早已存在的呼應聯繫，實行

一種「設身處地」，以讓自己的表演活動被對象物那裡所觸發、引導。

「物真似」這種演技，標誌人讓物呼求自身，以至於實際表演不再是

一種主動的仿效，展演本身是人對物的一種被動且遲來的回應。85 

這種「被對象物所觸發、引導」，具有被動意味的表演，是否就

是世阿彌所說的，能在舞台上開出「花」的演出呢？這部分頗令人起

疑。如果根本不存在被演出的對象物，那要如何與其呼應聯繫呢？察

《風姿花傳》第二篇〈物學條條〉（物学條々），世阿彌將模擬的對

象分為九種，分別是「女」、「老人」、「直面」（不戴假面的人物）、

「物狂」（精神一時處於興奮狂亂狀態而歌舞、表演的人物及賣藝人

的類型，並非精神完全失常的人）、「法師」（包括僧侶）、「修羅」

（與鬼必須有別的人物）、「神」（模擬鬼風範疇，卻要能展現神氣）、

                                                                                                                      
或是湯瑪斯的知性內，故以「創造的直觀」說明這種直觀其實包含了道德的實踐、藝術的創造與

宗教的覺醒等等。湯淺泰雄著，黃文宏譯注，《身體論－東方的心身論與現代》，頁 111。 
81 湯淺泰雄著，黃文宏譯注，《身體論－東方的心身論與現代》，頁 117。 
82 西田幾多郎著，黃文宏譯注，《善的研究》（新竹：國立清華大學出版社，2019），頁 92。 
83 湯淺泰雄著，黃文宏譯注，《身體論－東方的心身論與現代》，頁 165。 
84 西田幾多郎著，黃文宏譯注，《西田幾多郎哲學選輯》（臺北：聯經出版公司，2013），頁 79-80。 
85 宋灝，〈由列維納斯的回應思想與日本石庭來談論《莊子》「與物化」〉，《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 87 期，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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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怨魂）、「唐事」（唐人），86 在修羅、神與鬼這種根本

不可能在現實上對表演者給予感觸、聯繫的演出對象，要如何在舞台

上開出「花」呢？（世阿彌甚至認為「鬼」的演出極其重要且極難，

演得好是「石上生花」。）  

因此，如本文前所論述，筆者認為，業已先行的「不知」，反而

是這種模擬活動不斷被保持著的基本樣態。而有沒有一種回應，是對

「無對象」的回應呢？或者，所謂的「物真似」，就是表演者與被模

擬者之間的關聯嗎？筆者認為在第三篇〈問答條款〉（問答條々）似

乎透露出一些端倪。這個問題是這樣的：演「能」時，到上演之時前，

要先去觀看演出場所，來預測演出能否成功，為什麼呢？在世阿彌的

回應中有一段非常的特別：  

還有一重要秘傳之事，要懂得萬事萬物達到陰陽協調之境便會成

功。晝為陽氣，所以演「能」要儘量演得靜，此為陰氣。逢晝之

陽氣時，加入陰氣，則為陰陽協調，此時，乃演「能」成功之始，

乃觀眾感覺風趣之處。而夜為陰氣，因此應想辦法活躍氣氛，一

開場就上演好的曲目，這樣使觀眾感覺明朗，此為陽氣。在夜之

陰氣中融入陽氣便會成功。……此外，即使是白晝，不知何故有

時也會感覺劇場氣氛陰暗寂寞，應知此時為陰氣，要想辦法改變

這種氣氛。87 

作為一種工夫修養，從「知」逆轉回「不知」，不僅發生在被模擬的對象

上：從掌控對象到尊重對象、回應對象（可被認識之物），它也包含了對

一整個場域的認識與敬意。表演者不只是與被模擬的對象發生感觸，他也

必須練習在業已被整個表演場域所介入時，要如何去回應它。「知」是對

白晝、夜晚、動與靜的認識，「不知」是作為回應行動，需要長時間磨練

                                                 
86 世阿彌著，天野文雄監譯，王冬蘭譯，《風姿花傳》，頁 44–51。 
87 世阿彌著，天野文雄監譯，王冬蘭譯，《風姿花傳》，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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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驗（不知何故、想辦法改變）。另外，場域甚至包括在場觀劇的群眾，

如果劇場內人們尚未坐穩，陸續有人進場，觀眾間此起彼落，表演者體驗

到群眾還未有觀看「能」的心情與靜穆氣氛，他就必須讓自己的動作、聲

音都比平時大，踏足抬腳也要生氣勃勃引人注目，以回應這個在表演前自

己業已被介入的演出場域。前述世阿彌所謂極難演出的「鬼」，是因為在

表現其兇悍、可怕為本外，又要讓人覺得有趣。「可怕與有趣之異如黑與

白」88，表現出可怕是「知」，而在演出可怕的同時，願意、能與觀眾發生

聯繫，隨時調整自己的演出讓觀眾覺得有趣，這是「不知」的態度。與觀

眾有「際」（身份不同），卻能以「無有所將，無有所迎」的態度來被觀眾

的情緒所引導，這是表演者與觀者的「不際」。 

因此，「花」若要綻放，並不能只停留在演技的層次上，它是在

把握演技的同時亦能與場域發生互動、關聯的工夫修養。金春禪竹（こ

んぱる  ぜんちく，為世阿彌女婿，1405–1470）的作品《定家》，全

劇最高潮的段落在於內親王的亡靈（神秘的民女）請行腳僧誦念《法

華經．藥草喻品》，在跳了報恩之舞道謝後，卻毫不猶豫地放棄解脫，

轉身選擇重入墓中，被永世的愛情所綑綁纏縛（定家葛）。而最後的

這個轉身、以扇遮面、蹲下的場面，未能開出「花」的演員是無法勝

任的。在三面面對觀眾的正方形舞台上，內親王的亡靈要以作動來回

應三方觀眾的視線與期待。先以褶足（摺り足）的行進方式配合囃子

方（樂師團），迴轉（まわる）進入墓中，再舉起扇子遮住面具「泥

眼」。面具雖被遮住，但扇子傾斜的角度、面具露出（不是全然隱藏

在扇子後）的範圍，以及低頭的弧度，在昏黃曖昧的光線下，亡靈的

心情躍然於理應沒有表情，而且已被扇遮住的面具之上。蹲下的姿態

尤為複雜，扇面微微移動，顫抖的雙膝，以及彷彿肯定自己這個決定

（重回墓中）的落下動作，揚起了看不見的塵土般的定位。舞台上的

「形」，決定在整個演出場域以及三面觀者的視線中，以隨時可以些

                                                 
88 世阿彌著，天野文雄監譯，王冬蘭譯，《風姿花傳》，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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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調整的回應來呈現所有的作動。這些具有被動意味，向觀眾傾斜，

極為複雜的「形」，就是世阿彌「花」開之所在。  

五、結語 

筆者非常同意賴錫三所說的，當代莊學在歷經「後形上學」的洗

禮之後，會更主張「虛＝實」、「無＝有」之間的兩行不住之平等辯

證、弔詭模式。89 因此，在《莊子》「形」、「神」問題的探究上，

筆者主張：可見的「形」直接就是「神」。  

人物關係作為人與人、人與存在場域的先行，雖說身體即是可見

的思想，但並不是所有的「形」都和「神」有關。「安」於技藝場域

的身體，能讓人「目擊而道存」，是因為他是一種從「知」逆轉回業

已存在的「不知」，能夠回應對象、尊重對象的工夫修養。以「不知」

來回應，是一種「無為」的行動，如庖丁之刃之於牛體，互不為傷。

再者，在視覺呈現上，這樣的行為卻又如此恰巧「合度」，兼有了「無

入」、「無出」與「中央」。筆者認為：「神」在庖丁，就是這種可

見的回應工夫。  

世阿彌的藝道理念－「花」，是筆者論「形」、「神」關係在

舞台上的具體表現。未必有真的模仿對象的「物真似」，表現的並不

是像與不像的問題，而是如何在展演場域、在觀者的視線中以此物之

「形」現身。所有的作動都是在回應的過程中被調整，因此是一種朝

他人傾斜，不能被定形之形。這是筆者從人物關係向人際關係前進的

初步嘗試。 

                                                 
89 賴錫三，《莊子的跨文化編織－自然．氣化．身體》，頁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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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rm and Spirit of 
Technical Prowess Portrayed in 

Zhuangzi 

Wu, I-Hsiu*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take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Eschewing the interpretations of form 
(xing 形) and spirit (shen 神) afforded by subjective constructivism, 

the present study considers the visible form and invisible spirit of the 
practitioners of techniques portrayed in the Zhuangzi 莊子, revealing a 

man/world relationality that is at once substantial, interlacing, and 
perennially mediated. In the “Tian Zifang” 田子方  chapter, Confucius 

says of Wen Bo Xuezi 溫伯雪子, “As soon as my eyes lighted on that 

man, the Dao in him was apparent.” When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statement, the practitioners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may be 
observed to retrain and settle (an 安) into the physical forms (xing) of a 

given discipline, suggesting that moral perfection (dequan 德全 ) is 

visible—the visible body expounds philosophical meaning. It is also 

argued that the ancient sages, whose spirits pervaded the earth and the 
heavens, were not confined to the realm of Untroubled Ease (xiaoyao 逍

遙) but were interpersonal because “the more they gave to other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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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ey had.” Therefore, when the observer’s eyes light on a 

practitioner who has settled into his discipline, visual form, Dao, and 

spirit intimately overlap. In conclus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art of 
flowers (hana 花 ), practiced by Zeami Motokiyo (世 阿彌 元清 ， c. 

1363–1443) in Japanese Nou theatre, is a realis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form and spirit on the dramatic stage. This is a tentative 

attempt to move from the relationality of performers in the Zhuangzi to 

inter-personality. 

 

Keywords: Zhuangzi, technique, form/spirit, Phenome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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