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子〉的道體隱喻到〈莊子〉的體道敘事
一一由本雅明的說書人詮釋莊周的寓言哲學
賴錫三*
中正大學中文系

摘要

一般而言，道家對語言的權力宰控和意識形態具有高度的批判性. I 道」本身則因為
超越語言而具有不可言說性。然而道家並不走向絕對的語言否定論，在面對傳道而不得

不有所說的情況下，筆者認為道家至少展現幾種態度:卜)絕對沈默、仁)詩性隱喻、(~)故

事敘述、個)概念辯證。本論的重點，一則討論〈老子〉為何、如何使用「詩，性隱喻」來
開顯「道體 J ;其次，要特別討論〈莊子〉如何以故事的策略，將〈老子〉對「道體」的

「隱喻」轉化為「體道」的「敘事J ;在筆者看來，還是〈莊子〉突破〈老子〉語言風格

的一大創新，從此我們才看到一個個求道故事的上演。為說明〈莊子〉以「敘事見道J
的用意和深義，本文將分析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對說書人和講故事的精采洞見，
以做為發明〈莊子〉放事學之詮釋視域，並將兩者做一呼應對話。由此一來，莊周及其
傳人便具有說書人的性格， <莊子〉一書便可看成求道、體道、說道的連環故事之集成。

關鍵詞:莊子，老子，道，語言，本雅明，隱喻，寓言，敘事，說書人，故事

一、前言:道家對語言的多重互用一一沉默、隱喻、敘事、詭辭

先秦道家的老莊，類似儒家的孔孟，前後都有承繼和續創的關係 o {莊子〉對
道家哲學有紹承與光大，是〈老子〉詩歌哲理的十字打開。然所謂道家哲學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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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j 意義為何?

r 十字打開」有何意義?表面看似是常識而不必爭論，但如果進

一步追問和深思，恐怕都還有懸而未決的隱晦。
簡言之，哲學涉及語言命題式的對象化說明，而深受西方學術範疇的影響，

大抵上哲學、科學與文學、藝術有其對比性:前者以概念、系統的精確性說明為
自標，後者則以穩喻、敘事的存在性召喚為核心;前者說理論證性強，後者情意

性味濃。依此， <莊子〉對〈老子〉的十字打開是否也就意味著<莊子〉散文哲
學是對〈老子〉詩性智慧，加以概念式的系統性說明和展示呢?此類觀點，大抵
反映在一般對〈老〉、〈莊〉文風的籠統歸類，所謂〈老子〉的語言風格是詩歌，
〈莊子〉則是散文;從詩歌至1散文的語言轉進，指向於理論性話語的發展。從詩歌
到散文說老、莊的語言演變，雖不是沒有意義，卻簡單而危險，且多所化約。
整體看來， <莊子〉同時包含多重向度的語言運用，其中至少有四個層面:←)
超越語言的絕對沈默之強調， (二)詩性隱喻的象徵語言之妙用， ç三)敘事性的情境語
言之講述， (1四)正言若皮的詭辭語言之辯證。(註 1) 所謂散文特質之哲學性，最多只

觸及第三或第四層面之表層。〈莊子〉對語言的本質、妙用和限制，非常自覺而敏

感，常在「不能說的 J

(只能沈默無言以證入)、「說不清楚的 J

(但可用詩性隱喻

和敘事情境公案來啟悟)、「可以儘量說清楚的 J (儘可能透過詭辭辯證來解構或釐

清概念語言所產生的迷障)的多層次間穿梭無礙。如果只以散文式的語言特質概
括〈莊子〉語言風格，並將散文風格純粹理解為概念式的語言命題之演繹，那麼
這顯然錯失〈莊子〉對語言的洞澈、批判、治療，所進行的多重語言遊戲之自由

里更富性。
〈莊子〉所以對語言多向度的領略活舟，和〈老子〉有親密的承傳性，並與

道家的核心主題有絕對關係。即形上存有之道做為道家思想的第一原理，必然會
觸及道和語言關係，如〈老子〉立雷便提出

r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這一「道與名(言 )J 的難題。儘管〈老子〉時時強調道的不知、無言之絕對
冥契離言的性格，但〈老子〉並未停留在絕對冥契狀態的不可說之中，它並不全

然否定語言，仍然主張可以「強字日道J 、 f 強為之名」。此「強」非「心使氣日強 J

1.

'

{莊子〉的多重重語言觀之討論，參見賴錫三， {莊子靈光的當代詮釋) (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8) ,
頁的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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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老子》深知名言的本質和限制，不可能將語言唯實化而擴張其宰控性;這裹的
「強 J '帶有重新與語言建立自由關係的奮門，如使用各種「活的語言 j 來「隱喻J

道之創造。換言之， <老子〉的「道(體 )J 之一字，與其說是定於一義、有精確

指涉意義的「概念J '不如強調它的多義豐盈之「隱喻」性;也就是說，當〈老子〉
將不可言說者勉強「字之日道J 後，它更需要一番「強為之容 J '而「容」的語言

工夫，使富含多義性的隱喻妙用在其中。
〈老子〉對道和語言的關係除了表現在:逼顯語言的窮盡限制處彰顯道的不

可言說性，以及盡力運用活的詩性隱喻來彰顯道的豐富存在性，其實它亦深明語
言的二元結構本質，並嘗試運用辯證性的詭辭展開對概念的辯證與顛覆，並由此
轉入屬於價值層面的探討(用「正言若反 J 顛覆語言所建立的價值意識型態)。然

〈莊子〉對道與言的討論，除了承續〈老子〉三種語言向度的運用外，還進一步表

現出「從詩歌隱喻到散文敘事」的「講說故事J 之創新發明(當然，還有從隱喻
的豐盈到詭辭的辯證之「哲學論證」的發揚光大，此以〈齊物論〉為最)。除了不

可說的終極之「道」的冥契沉默外， <莊子〉對道的語言表述是豐富而精彩的，其
中包含有詩歌隱喻、故事敘述、還有詭辭辯證。換言之， <莊子〉大部份繼承並光

大了〈老子〉的語言風格，唯一可以說〈莊子〉獨創於〈老子〉之外的語言形式，

便在於「敘事j 這一維新。
本文並非要全體討論老、莊的語言風格之同異，而是眾焦在「道(體 )J 與 I(體)

道J 這核心課題上，兩者的表述策略之比較，尤其鎖定莊對老的再創造，據此，

筆者乃突出「詩性隱喻」為〈老子〉對「道體J 的主要語言風格，而〈莊子〉最
為重要而男創表道之語言風格者在「故事敘述J 。雖然〈老子) I正言若反」的詭

辭極為突出，而〈莊子〉則「三言(寓言、重言、盾言 )J 並列，但〈老子) I正
言若反」的語風，主要不在表述「道體 J '而是就道體運用於人世的智慧而為霄，

它主要為瓦解二元價值的僵化與對立;至於〈老子〉四十一章「建言有之」一語，
或可廣義地視為近似莊周「重言 J '但其文脈主要講體道者的人格狀態，非純就「道
體」為霄;另外， <莊子〉的三言並重，甚至是以后言的圓化流變為主導原則， (註 2)

2.

盾言內涵，楊儒賓先生此文幾已窮究之。楊儒賓， <有沒有「道的語言」一一莊子論「盾言 J> '收入林明

德策畫， {中國文學新境界:反思與觀照} (臺北:立緒文化專業，

2005)

，頁 299-3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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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總體來講，三言同樣都可視為表道之道，其精神實都具有隱喻的特質註 3) 然

本文要強調突顯的是， {莊子〉除了承繼沉默、隱喻、詭辭外，仍然在道言的表達
「形式」上另有創發，關鍵便在寓言，至於重言由於常含攝於寓言中，暫可以寓言

統括之;而寓言的大量併貼之流行不巴，又可看成是「盾言日出 J 的具體示現。

二、《老子》對道體的多重隱喻

道的第一義實不可言說，所謂「道隱無名 J
首章言

而「常名 J

({老子〉第四十一章) ，故〈老子〉

r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常道」自身是不可道說的，

自身則只能是「大音希聲」的沈默之當體。因此〈老子〉總強調真正

體道的聖人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J
五章)、「希言自然 J

(第二章)、「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J

(第二十三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J

(第

(第五十六章)。

常道不可以名言道說，主要因人類的名言特性在於二元符號的切割，切割必

使前語言的渾朴之道，被定名為形下器物的符號指涉，所謂「朴散而為器」、「始

制有名」。而人類的文化建制便建立在「道術將為天下裂j 的「朴散」上，進行一
連串極複雜的符碼象徵運動。語言的分割特質建立在符號「差異」的區分上，而

差異的基礎單位便來自語言的二元對比結構，即〈老子〉、所洞悉的相生相成、相
形相傾、相和相隨

r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己。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髓。 J

(第二章)

人類利用語言符號區分、指義世界萬物，語言的使用讓人活在一個符號化的

意義世界中，但意義符碼卻隱含著文化相對性、權力性、宰控性等特質。即由於
文化的建構必透過語言，而不同的語言系統有其不同的地方性，因此分類世界的

方式必然不會是唯一、先天、本質的，而具時空相對性。從這個角度看道家對文
化的觀點，不管是道德、藝術、常識等各種文化現象，皆不離地方色彩的文化體
系，非來自先天而其有普遍的本質。(註 4) 而人的語言是一種分類的欲望，在符號

3.

刁生虎強調三言俱有隱喻精神，刁生虎， <莊子的語言哲學及表意方式>

'

{東吳哲學學幸帥， 12

2005) ，頁 1-62 ;林順夫則強調莊周寓言的隱喻特質，林順夫， {理想圓的追尋}
心， 2003) , <解構生死一一試論〈莊子﹒內篇〉對於主題之變奏的表達方式>

(臺北:

(臺中:東海大學通識中

0

4

道家對文化的觀點可和當代詮釋文化人類學家紀爾茲的主張相呼應。克利弗德﹒紀爾茲 (Clifford
著，楊德睿譯， {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

(憂北:麥田出版，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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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秩序建構過程中，人展現對萬物命名指義的權力。(註 5) 然對道家言，世界萬

物並不為人類而存在，人只有解放人類主體中心主義，才有可能讓前語言的道之
自身朗現;而解放人類中心主義的關鍵便在解構人類的語言宰控慾。由此可知〈老
子〉為何不斷強調:無為、不言、守中。因為只有做到無為、不言、守中才可能
聞道體道，或說體道者必然處於無為、不言、守中的冥契

(mystica l)之境。(註 6)

換言之，道的不可言說性，主要是因為道是前語言、超語言的「物化」之自身，

而人若能與道冥合、遊於物初， (註 7) 必然要將人類語言的權力欲望之有為給超克，
故道家的有為必與名言糾纏，無為則和不言共在。

其次，常道之絕對自身雖不可說，但真人不可能永處絕對的冥契之境，他仍
然要回歸生活世界，面對如何與人溝通之課題，對此便不得不勉強有所說 O 道家

並不走入極端冥契主義的語言絕對否定論，它仍然對人要有所說:只是關於「道
體 j 較好的訴說方式，不以「能指一所指」符應的知識論命題來呈現，而是採用
詩性的隱喻給出啟發

om

I體道j 之後要如何「說道 J) ，故有「強為之容」一類

的隱喻妙用。換言之， {老子〉在「道體」既不可說、又要勉強有所說的兩難情境
下，採取了「活的隱喻」之詩性語言。(註 8) 活的隱喻對比於抽象的概念。然而為

何〈老子〉對道體的描繪，常常採取模糊、多義的意象隱喻，而不是精確單義的

概念指涉?這便有啟人疑竇之處!既然要對人有所說，又為何不精確指點迷津，
反而採取模糊游移的隱喻風格?隱喻的模糊多義性對比概念的精確本質性，豈不
是缺陷?若以西方哲學的精確性要求來衡量，對道體的隱喻是否流於詩性曬語、
缺少嚴格的知識意義?活的隱喻之「活」路究竟何在?
〈老子〉不是沒有抽象概念層次的語言命題，本文只是強調對道體這一主題

的描繪，它大多採詩性隱喻的方式。事實上〈老子〉對周文和儒家的相對性道德

5.

道家對語言的指義性、權力性、宰控性之批判，參見葉維廉， <比較詩學)
司，

6.

1988) ,

冥契者都強調冥契之境的「不可言說性」。參見史泰司

(臺北:正中書局，

1998)

(W.T. Stace)

著，楊儒賓譯， <冥契主義與哲學〉

James)

著，蔡怡佳、劉宏信譯， <宗教經

，頁 160 ;威廉﹒詹姆斯 (William

驗之種種) (臺北:立緒文化事業，

7.

(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

<語言與真實的世界> '頁 28-134 。

200 1)

，頁 458 。

關於道即物化，與道冥合即遊於物初的詮釋，涉及對道與物的「同一與差異」之討論，參見賴錫三， <牟
宗三對道家形上學詮釋的反省與轉向一一通向「存有論與『美學』的整合道路J>

(臺北:
8.

2006)

'

<臺大中文學幸的，

25

，頁 283-332 。

活的隱喻、隱喻與意義變化、隱喻與形上學的關係之討論，參見保羅﹒利科 (Paul Ricoeur) 著，汪堂
家諱， <活的隱喻)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