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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孫悟空之成長與存在的探索 
 

《西遊記》從故事的情節來看，可分成三個階段，其中第一階段通常指

的是第一回到第七回，敘述孫悟空的出生、學道、鬧三界，直至最終遭壓五

行山的過程。從這七回的回目關鍵詞：「靈根」、「心性」與「心猿」，大致可

以了解孫悟空所代表的角色定位、性格與功能。1從這樣的角度出發，筆者特

別針對孫悟空的出身（也就是世德堂本《西遊記》的前七回），參以張靜二提

出的「成長」概念，觀察世德堂本《西遊記》前七回的寫定，是在作者以怎

樣的知識組接狀態下所完成的定調。也就是說，世德堂本《西遊記》無論它

原先的故事來源是從哪些傳說故事或神話原型組合而來，這些原型或故事被

作者以這樣的組接狀態進行訴說，且獲得廣大民眾的認同與喜愛，這就表示

組接故事所貫穿的深層意涵是普遍被大眾所接受，甚至可說是極為穩定且又

可反映文化意念的。因此，就《西遊記》一到七回的順序軸線，試圖找出文

本書寫下所隱藏的成長觀念，以理解孫悟空從人類發展、兒童成長的角度，

有著怎樣的成長觀念存在。 

 
第一節、天地初開，石卵化猴：宇宙空間的構成與人類的出現 
 
    《西遊記》開頭便以詩、文的方式敘述宇宙萬物的生成，從「混沌」神

話開端，認為天地原是一片黑暗、未分的狀態： 

 
蓋聞天地之數，有十二萬九千六百歲為一元。將一元分為十二會，乃

子、丑、寅、卯、辰、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支也。每

會該一萬八百歲。且就一日而論：子時得陽氣，而丑則雞鳴；寅不通

光，而卯則日出；辰時食後，而巳則挨排；日午天中，而未則西蹉；

申時晡，而日落酉；戌黃昏，而人定亥。譬於大數，若到戌會之終，

則天地昏曚而萬物否矣。再去五千四百歲，交亥會之初，則當黑暗，

而兩間人物俱無矣，故曰混沌。又五千四百歲，亥會將終，貞下起元，

近子之會，而復逐漸開明。邵康節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

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到此，天始有根。再五千四百歲，正當

子會，輕清上騰，有日、有月、有星、有辰。日、月、星、辰，謂之

                                                 
1 七回的回目分別為：第一回〈靈根育孕源流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第二回〈悟徹菩提真
妙理  斷魔歸本合元神〉、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類盡除名〉、第四回〈官封弼

馬心何足  名注齊天意未寧〉、第五回〈亂蟠桃大聖偷丹  反天宮諸神捉怪〉、第六回〈觀

音赴會問原因  小聖施威降大聖〉以及第七回〈八卦爐中逃大聖  五行山下定心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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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象。故曰，天開於子。又經五千四百歲，子會將終，近丑之會，而

逐漸堅實。《易》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至此，地始凝結。再五千四百歲，正當丑會，重濁下凝，有水、有火、

有山、有石、有土。水、火、山、石、土謂之五形。故曰，地闢於丑。

又經五千四百歲，丑會終而寅會之初，發生萬物。曆曰：「天氣下降，

地氣上升；天地交合，群物皆生。」至此，天清地爽，陰陽交合。再

五千四百歲，正當寅會，生人、生獸、生禽，正謂天地人，三才定位。

故曰，人生於寅。（1-2）

 
這樣的狀態直至盤古開天闢地（即天地二維的觀念出現），天為覆，地為載，

才清濁分辨，萬物始生，並以「善」的本質存在。依照開場的述說，天地之

數以十二萬九千六百歲為一元，一元又分為十二會，每會則為一萬八千歲。

就敘事者以一日的十二時辰來說明可知，整個時間、空間觀念的開展，是以

一日十二時辰的倍數向上開展，以簡馭繁，構成「日」→「月」→「歲」→

「會」→「元」的概念，並以顛倒這個順序的方式來陳述、架構。在這樣一

個可以等分的和諧時間流中，以日昇日落的天文觀察所演成的「易」的觀念，

從十二會中的「子」開始，運用「一陽初動」，輕清上騰，而有日、月、星、

辰四象的產生，然後近丑，濁氣下降凝結成地，始有水、有火、有山、有石、

有土，謂之五行；最後至寅，發生萬物，天清地爽，陰陽交合，生人、生獸、

生禽，正謂天地人，三才定位。可見在作者的認知裡，天地時空的構成，是

人觀察太陽一日的運行情況，以此為基礎，由一到多，向上向下、層層疊疊，

建構而成。然而為何在水火山石土之後，在「天氣」、「地氣」的交合下，才

出現「人」、「獸」、「禽」，而「人」能自別於「禽」、「獸」之外？敘事者並無

交代，而是急轉直下，在人類的文明開端與地理版圖的呈現上，說明受到盤

古、三皇、五帝的影響而有明確的時序、空間地表的定位： 

 
感盤古開闢，三皇治世，五帝定倫，世界之間，遂分為四大部洲：曰

東勝神洲，曰西牛賀洲，曰南贍部洲，曰北俱蘆洲。這部書單表東勝

神洲。海外有一國土，名曰敖來國，國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喚

為花菓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脈，三島之來龍，自開清濁而立，鴻濛判

後而成。真個好山！（2）

 
也就是說，四大部洲的區分，來自「盤古開闢，三皇治世，五帝定倫」這樣

的儒家套語式「裔系傳統」，顯示道統說在當時是一個頗為定調的說法，無需

加入任何其他說解，便廣為大眾所熟知。然而四大部洲以「四面」的空間——

「東、西、南、北」四個方位展開，世系的時間觀一轉而為空間的開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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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空間」的軸線如此隨性的完成架構，透過神秘數字「一」（盤古）、「三」

皇、「五」帝的世序跳至「四」大部洲的空間定位，成為一個立體的狀態。2

這樣一個脫序的開展，以穩定度極高的套語方式被敘說與接受，隱約強調人

之所以能自劃於「禽」、「獸」之外，是以一套人所獨有的定位世界方式而加

以區隔，但這裡表現出來的敘事狀況卻是毫無疑問的夫子自道，不論這個敘

事者模仿神的口吻述說是否自知，至少人異於禽獸的說法，確是不容懷疑且

渾然天成的。於是，在這樣的聲音與視角下，石猴誕生了： 

 
那座山，正當頂上，有一塊仙石。其石有三丈六尺五寸高，有二丈四

尺圍圓。三丈六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六十五度；二丈四尺圍圓，按

政曆二十四氣。上有九竅八孔，按九宮八卦。四面更無樹木遮陰，左

右倒有芝蘭相襯。蓋自開闢以來，每受天真地秀，日精月華，感之既

久，遂有靈通之意。內育仙胎，一日迸裂，產一石卵，似圓毬樣大。

因見風，化作一個石猴，五官俱備，四肢皆全。便就學爬學走，拜了

四方。目運兩道金光，射沖斗府。（2）

 
從視點的角度來看，時空維度從全景式鳥瞰開展，變成平面到線至點的描述，

焦點的集中，使得石猿的出生顯得特別而轟動。花菓山位於東海的一座小島

上，山上有顆靈石卵化成猴3，迸射金光，驚動天地，這樣的出生擬「日出東

方」的形象——「太陽卵」、「宇宙蛋」4，有著濃厚的「太陽誕生崇拜」的神

話痕跡，蘊涵「生命力」的深意。 5這隻猿猴沒有「名字」，以石生的狀態結

合「猿猴」的外在形象，姑且稱作「石猴」或「石猿」。這裡「無名」便是一

種「不特定」的指稱，可以看成是一種「象徵」而非「特殊個體」。之前在天

地生成之後，人、獸的出現，有一段這樣的敘述： 

       

                                                 
2 這樣的天地宇宙四方觀念並非作者獨創，早在秦漢時代中國人就有這樣的空間認識。有

關中國人對於時空宇宙的架構與認識，相關的研究論文頗多，概略的整理可參考葛兆光著：

《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上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1 年 12月），頁 143-157。在許總主
編的《理學文藝史綱》〈小說卷之五：《西遊記》——藝術化的心學〉中，認為這樣的宇宙

觀是宋明理學家對於天地形成理論的展現。許總主編：《理學文藝史綱》（南京：江蘇教育

出版社，2001 年 1月），頁 766-771。 
3 石頭（包括岩洞）在中國是具有「生命力」的象徵，如同「子宮」。石頭生人的神話在中

國各民族中十分普遍，參見劉錫誠著：《象徵：對一種民間文化模式的考察》（北京：學苑

出版社，2002 年 1月），頁 55-60。在《西遊記》裡「一條澗壑藤蘿密，四面原堤草色新。

正是百川會處擎天柱，萬劫無移大地根」、「山上一仙石」的石頭化生（2），亦是十足的男
女性生殖之原始象徵。 
4 參見陳勤建著：〈越地雞形盤古神話與太陽鳥信仰〉，收錄於《中國民間文化》1994 年總

第十三集，頁 1-14。 
5 關於太陽神話相關研究不少，如較新的著作有吳天明著：《中國神話研究》（北京：中央

編譯出版社，2003 年 1月），頁 53-99、197-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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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清地爽，陰陽交合。再五千四百歲，正當寅會，生人、生獸、生禽，
正謂天地人，三才定位。故曰，人生於寅。（2） 

 
這段話點明了人、獸、禽的出生，是以一定的規則在運行著，但故事的主角——

石猿並不在其中，這一個分類上的岔出，我們在孫悟空勾消生死簿時可以了

解敘事者的想法： 

 
臝蟲、毛蟲、羽蟲、昆蟲、鱗介之屬，俱無他（孫悟空）名。又看到

猴屬之類，原來這猴似人相，不入人名；似臝蟲，不居國界；似走獸，

不伏麒麟管；似飛禽，不受鳳凰轄。（33-34） 

 
作者認為「猿猴」在分類上，不同於「人」、「禽」、「獸」。從「臝蟲、毛蟲、

羽蟲、昆蟲、鱗介」的分類來看，分類所秉持的標準十分模糊。以猿猴有人

的樣子，卻不用「人」來稱呼，將「人」和「猿猴」區別開來。透過「猿猴」

和人的相似（石卵化猴時說這石猴「五官俱備，四肢皆全」），表面上「猿猴」

與「人」的差別便只是「稱名」上的問題，可是實際以故事的後續發展來看，

孫悟空一直想成為「人」，中間還有許多必須克服的部分（也就是說，光有人

的四肢五官，而沒有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就不能稱之為「人」）。因此從這

一段敘述，可以了解了當時對於宇宙萬物與人類由來的一個普遍而又易懂的

解釋和描述。這裡作者以大量的筆墨所架構出的世界，或許是小說常見的「套

語」，但視角採取的是天神的口吻進行與予世界空間的「定名」。敘事聲音神

者祂，神的聲音暗示著「未知力量」的宰制，這一種無所不在的鳥瞰，是一

切紛陳萬物不至於失去秩序的依據，但在整部《西遊記》故事中，這裡大費

周章的「定名」卻未占重要位置，反而具有特別空間架構指標的陰曹、龍宮、

西天乃至於各種洞天福地、千百王國都集中創發在後續的故事情節上，可見

這裡的筆墨安排除了召喚讀者迅速進入小說所架構的世界觀，並使讀者能在

進入後續開展的維度空間時，避免產生虛談無根、失去信度的錯覺，而植架

於傳統的天地生成乃至歷史更迭之上，更凸顯了孫悟空的出生是被監視下萬

物井然有序中的「歧出」，順此孫悟空這個角色被「突出」定位成從原始未開

化的「渾沌」狀態（非獸非人）朝向「成人」的開展，而《西遊記》故事的

開端，藉由主角孫悟空的塑成，是要從「人」之所以異於禽獸開始說起的。 

 
第二節、水簾洞天，猴王拜師：人類的進化與文明的開展 
 
    以「猿猴」做為人的原型，「石猿」又為「太陽誕生崇拜」與「猿猴」形
象的結合，充滿神話性的象徵，如此「石猿的出生」亦是作者對於「人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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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與存在」的一種神話理解展現，順此可了解作者是如何看待人類進化與文

明出現的問題。 6

 
首先，石猴在眾猴的慫恿下，通過山澗，尋得「洞天福地的水簾洞」： 

 
你看他瞑目蹲身，將身一縱，徑跳入瀑布泉中，忽睜睛抬頭觀看，那

裏邊卻無水無波，明明朗朗的一架橋梁。他住了身，定了神，仔細再

看，原來是座鐵板橋。橋下之水，沖貫於石竅之間，倒掛流出去，遮

閉了橋門。卻又欠身上橋頭，再走再看，卻似有人家住處一般，真個

好所在。但見那：翠蘚堆藍，白雲浮玉，光搖片片煙霞。虛牕靜室，

滑凳板生花。乳窟龍珠倚掛，縈迴滿地奇葩。鍋竈旁崖存火跡，樽罍

靠案見殽渣。石座石床真可愛，石盆石碗更堪誇。又見那一竿兩竿修

竹，三點五點梅花。幾樹青松常帶雨，渾然像個人家。看罷多時，跳

過橋中間，左右觀看，只見正當中有一石碣。碣上有一行楷書大字，

鐫著「花菓山福地，水簾洞洞天」。（4）

 
石猿依照約定帶領大夥進到水簾洞中，水簾洞「家屋」式的造形設計，

使得猴群從「居無定所」的狀態變成得以「安身立命」，連帶生活所需的物件、

器皿，也以「憑空」的方式進入生活： 

 
石猴喜不自勝，急抽身往外便走，復瞑目蹲身，跳出水外，打了兩個

呵呵，道：「大造化！大造化！」眾猴把他圍住，問道：「裡面怎麼樣？

水有多深？」石猴道：「沒水！沒水！原來是一座鐵板橋。橋那邊是

一座天造地設的家當。」眾猴道：「怎見得是個家當？」石猴笑道：「這

股水乃是橋下沖貫石橋，倒掛下來遮閉門戶的。橋邊有花有樹，乃是

一座石房。房內有石窩、石竈、石碗、石盆、石床、石凳。中間一塊

石碣上，鐫著『花菓山福地，水簾洞洞天』。真個是我們安身之處。

                                                 
6 石猿變成了美猴王，有詩為證曰：「三陽交泰產群生，仙石胞含日月精；借卵化猴完大道，

假他名姓配丹成。內觀不識因無相，外合明知作有形；歷代人人皆屬此，稱王稱聖任縱橫。」

其後又說到美猴王如何領群猴分派君臣佐使，獨自為王（5-6），儼然便是以猴寓人。張錦

池即說：「孫悟空便是具有『童心』的『真人』的『猿』的型態。」見張錦池著：《西遊記

考論》（哈爾濱：黑龍江教育出版社，1997 年 2月），頁 461。中國很早就出現猿猴圖騰崇
拜，袁珂認為殷所祭祀的上帝「俊」，本作「夋」，畫的就是猩猩、猿猴之類。見袁珂著：《中

國古代神話》（北京：中華書局，1960 年），頁 141-142。黃兆漢提到中國早在壬昉的《述
異記》便有猿五百歲化為玃，玃千歲化為人的記載，到了干寶的《搜神記》、劉義慶的《世

說新語》還有母猿之死使得小猿肝腸寸斷的「人性」記載。然而中國人將人與猿連結，並

非如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以「進化論」來立論，而是從猴的靈慧去推想。有關於猴神崇拜

的專文請見黃兆漢著：〈中國古代的猴神崇拜〉，收錄於黃兆漢著：《中國神仙研究》（台北：

學生書局，2001 年 11月），頁 35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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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面且是寬闊，容得千百口老小。我們都進去住，也省得受老天之氣。

這裏邊：刮風有處躲，下雨好存身。霜雪全無懼，雷聲永不聞。煙霞

常照耀，祥瑞每蒸薰。松竹年年秀，奇花日日新。」眾猴聽得，個個

歡喜，都道：「你還先走，帶我們進去，進去！」石猴卻又瞑目蹲身，

往裡一跳，叫道：「都隨我進來！進來！」那些猴有膽大的，都跳進

去了，膽小的，一個個伸頭縮頸，抓耳撓腮，大聲叫喊，纏一會，也

都進去了。跳過橋頭，一個個搶盆奪碗，占竈爭床，搬過來，移過去，

正是猴性頑劣，再無一個寧時，只搬得力倦神疲方止。（4-5）

 
這一個重大貢獻（從移動的居住樣態進入固定的穴居形式），將石猴推

向猴王的位置，並在眾猴排班朝拜下尊為「千歲大王」，自此將「石」字掩去，

名為「美猴王」： 

 
石猿端坐上面道：「列位呵，『人而無信，不知其可。』你們纔說有

本事進得來，出得去，不傷身體者，就拜他為王。我如今進來又出去，

出去又進來，尋了這一個洞天與列位安眠穩睡，各享成家之福，何不

拜我為王？」眾猴聽說，即拱伏無違。一個個序齒排班，朝上禮拜，

都稱「千歲大王」。自此，石猴高登王位，將「石」字兒隱了，遂稱

美猴王。（5） 

 
有了遮風避雨的棲息之所，「穴居」的突破，接下來是以「人」來形容身處的

團體，即把自身的位置也定位在「人」這個階層上，透過「排班朝拜」尊石

猴為王訂立秩序，進而要求「信」的被實踐，也就是一種「低位」（猿猴）向

「上位」（人）的追求。在「信守」的「人」「我」關係確立下，「我」的凸顯，

是藉由「他者」的相對認同而產生，甚至開始類似社會結構性的「序齒」行

為，可看出作者以「信」做為「人」和「猿猴」之間一個跨越的衡量標準，

亦為「人」之所以為「人」，「人言有信」是必然判準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

個基準。而世間萬物的「存在」，命名是第一個「被認識」的要件。石猴自我

的存在確立，通過「千歲之王」、「美猴王」的稱謂，明顯出現階級，使得石

猿有別於其他的猿猴，他不再是無意義的「任何人」，而是一個被認識的「有

意義個體」。張書紳在〈新說西遊記總批〉裡提到：「《西遊》一書，是把一個

人從受胎成形起，直寫至有生以後，又從有生以後，直寫到老，方才罷手。」
7這裡論的雖是整本《西遊記》，然而孫悟空的七回出身，可以說是《西遊記》

重要的開頭楔子，所以以整本《西遊記》脈絡來看孫悟空出身這一部分的情

                                                 
7 參見朱一玄、劉毓忱編：《西遊記資料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2月），
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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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安排，並無過當。 

 
當上了美猴王，認識「自我」的「存在」，也凸顯了「自我」的重要，

個體意識產生第二個焦慮呈現在「生命」的本身。因此，美猴王開始注意到

壽命的有限，尋求可以延長生命的方式，從另一個角度來說，這也是「思考」

的產生，向「人」又跨進一步。對於死亡的抗拒與超越死亡的可能，在作者

的設定下，延年益壽或者躲過輪迴、不生不滅，出路是在「佛、仙、神聖」

之上。（6）也就是以當時釋、道、儒的終極目標做為生命脫離限制的「可能」。

有趣的是，這樣的一個出路，當下的起步是從「尋師」、「學習」開始。美猴

王告別了往日舒服快意的生活，駕著木筏渡海，通過「水」的意象，開始他

的「學習」。「水」普遍被認為是一種改換身分的象徵，甚至是文化進程必須

出現的一個意象和過程。8依照故事的進行，「學習」的第一站，是穿上衣服，

「學人禮，學人話」。（8）這裡體現了初生的社會，文化的產生是以接受「外

來文化」的方式移接。這是從「神話」的階段，斷然和人為的「文明」相組

接的過程。從「神話」到「文明」，中間的演變十分突然，甚至沒有原因可尋，

直截了當的以「心」的認識「學習」開始，順此著意於「儒」的現實規儀。

入世的與社會接軌，習得待人處世的道理，似乎是作者認為必須先於求「道」

求「佛」的步驟。也就是必須先變成「人」，成為人的代表——「儒」，然後

從「儒」的身分，再轉進於求「道」或求「佛」。這中間的差異在於儒家重視

的是實際的當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分際，而道、釋，在肉體上、形而上

的追求較為凸顯，也呈現了作者對於「儒」、「釋」、「道」三者在人生階段的

定位。 

 
石猿花了十幾年的時間向外學習與闖蕩，直到遇到林中的樵夫，才被點

出外緣於物的學習，無法幫助自身脫離輪迴，到達不生不滅的境界。想要求

「道」，其實不假外求，只在一「心」。樵夫說： 

   
  不遠，不遠。此山叫做靈臺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洞。那洞中有

一個神仙，稱名須菩提祖師。（10） 

 
「靈臺方寸」、「斜月三星」指的都是「心」，「須菩提祖師」這個名稱雖然參

合了佛、道的用語，卻也表明了無論是求佛或修道，需要的也都在於「一心」

之上。而這樣的修行，只能由人引進門（如樵夫），至於真正的修煉卻要靠自

己，這也是樵夫說：「你自去，自去。」（10）的原因。 
                                                 
8 參見居閱時、瞿明安主編：《中國象徵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年 7月），頁
32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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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心」的過程，作者在情節的安排上是以「遇仙」橋段來組接，從林

中巧遇樵夫，樵夫的意象以及所唱的歌謠，歌詞夾雜使用遇仙傳說（如觀棋

柯爛、靜坐講〈黃庭〉等等），吸引美猴王的注意，並在樵夫的指引下，找到

靈台方寸山，斜月三星洞。然後，接引入洞的「仙童」形象（外在的時間飛

逝，但修行者永保童顏），直至洞內的瓊樓玉宇這一個封閉空間，時間的作用

在這裡停滯（成為永恆），切斷了石猿之前與「人世」的連接，進入一個有別

於人世的特殊時空，具體的由外在表象轉而以「心」的抽象，進行內在探討。
9

 
    修心的肇基，一樣從定位自我、認識自我開始，為了使「我」明確，需

要一個「名字」，這名字和乳名不同，因為它是「學名」。須菩提祖師給美猴

王起的新名字，作者花了許多筆墨說明，「孫」是「猻字去了獸旁，乃是個子

系。子者，兒男也；系者，嬰系也。正合嬰兒之本論」。（12-13）不論是哪一

種階段，「取名」是將個體與過去的身分作一個區隔，並為將來設定一個「期

許」。「孫悟空」，以孫為嬰兒，「悟空」是佛教修行法名之一，是「體悟真如」

的意思，作者也藉此界定了「孫悟空」這一個角色在故事中象徵的意義與功

能。 

 
    祖師問「姓」，美猴王答一生無「性」，衍生出的是「禪宗」式的佛趣。（12）
而悟空接下來的修行過程，我們也看到許多從「禪宗公案」移接而來的敘事，

但深層的來說，談的還是自我存在的問題。在第二回開頭的詩裡，是這麼寫

的： 

 
      天花亂墜，地湧金蓮。妙演三乘教，精微萬法全。慢搖麈尾噴珠玉，

響振雷霆動九天。說一會道，講一會禪，三家配合本如然。開明一字

皈誠理，指引無生了性玄。（14） 

 
                                                 
9 道教使得仙鄉思想更具有人間性與現實性，能到達仙鄉的不一定只是方士或群巫，仙鄉

不再一定是歸墟或崑崙。任何名山大澤都有可能是仙神所在的洞天福地，平凡人如漁夫樵

夫都可能因為偶然的機緣而誤闖仙境。而仙鄉的時間不同於人間，仙人之所以不死是因為

仙人可以擺脫凡間時間的控制，進而避免衰老與死亡，所以不死仙鄉一直是凡人所嚮往的

樂土，唯有到達仙鄉，人才能逃避衰老與死亡的威脅（即時間的控制），到達絕對自由的狀

態。見王孝廉著：《中國的神話世界》（台北：時報文化出版社，1987 年 6 月），頁 553-554。
更為詳盡的論述見李豐楙著：〈六朝道教洞天說與遊歷仙境小說〉，收錄於氏著：《誤入與謫

降》（台北：學生書局，1996 年 5月），頁 93-141。該書之附錄〈六朝仙境傳說與道教之關

係〉為王孝廉談到仙鄉思想時所參考引用，後來李豐楙又依原文之規模擴大整理成〈六朝

道教洞天說與遊歷仙境小說〉，然與前文仍有部分不曾重複，故〈六朝仙境傳說與道教之關

係〉一文仍有參考之價值。見同書，頁 287-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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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釋、道雜然交錯，須菩提祖師到底講的是什麼大道？原先打算教孫悟空

的「道」字門三百六十旁門，也是龐雜廣徵，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孫悟空進了斜月三星洞，首先學的無外乎是「洒掃應對，進退周旋之節」

（14），然後是「與眾師兄學言語禮貌，講經論道，習字焚香⋯⋯閑時即掃地

鋤園，養花修樹，尋柴燃火，挑水運漿。凡所用之物，無一不備。」（14）如
同之前美猴王離開水簾洞出外求長生，學習的步驟仍是以學「做人」開始，

進而才說大道、傳心訣、道長生。因此儒、釋、道在作者觀念中或許是相互

滲雜的，但在以修命的層次上，則照著儒→道→釋的層級推進。雖然儒釋道

都談到「心」的問題，但作者在敘事安排上以儒家重實際群我關係，道家強

調肉身的修練，乃將「心」的問題，以致最後「心」的消解，歸為佛家所要

面對處理的重要議題。所以雖然在內容上雜以儒釋道的各種說法，但實際在

程序上，仍保有作者的主觀想法。在須菩提祖師這裡，孫悟空學得的充其量

都是「道家」之術，卻在禁不起師兄弟的慫恿下，起了好名的虛榮心，因而

被須菩提祖師趕出斜月三星洞。（21） 

 
    對於《西遊記》到底是以「儒」、「釋」、「道」哪一家的思想要義為主要
的貫穿主軸，歷來學者在這上頭的研究與闡述頗多，就連孫悟空所代表的心

正合「嬰兒」本論，指的是道家或釋者對於心的理解與譬喻 10，還是根本直

承宋明理學或受李贄《童心說》的影響，有許多向度的討論。從這一個角度

切入的說法，大致都注意到小說中對於道德層面的勸善要求，即對於禮法體

制的存在如何維護，多少可以從故事情節中抽絲剝繭得出。然而由於孫悟空

在小說中有許多挑戰權威、質疑體制的行為，並對於一些無法突破的禮法衝

突點，以嘻笑怒罵的不敬態度表達衝撞反省之意。於是，面對這樣的情節，

學者便注意到作者所處時代，對於禮法箝制人性所產生的反彈，畢竟在當時

心學的出現便是對理學的反動。 

 

                                                 
10 道家角度的切入，曾經壓倒性的出現在《西遊記》的解讀上，甚至邱長春成了《西遊記》

的可能作者之一。這樣的情形，和悟元子以道教角度解讀《西遊記》，寫成《西遊原旨》一

書有很大的關係。《西遊記》裡頭的確有非常多的道教用語，悟元子利用這些道教用語將原

本嬉笑怒罵的《西遊記》解釋成能以道教學理解釋貫穿的一部奇書。相較以儒家思想或佛

家思想來詮釋《西遊記》的評點者或解讀者來說，悟元子的說法比較系統、完整，所以影

響很大。石庵說：「余常謂《西遊記》之妙，其妙即在有一悟一子之批，否亦與《封神演義》

等其價值耳。」觀悟一子雖然強調三教同流，但實際上還是以道教的說法來解讀《西遊記》

為開展。古來以道教說法來解讀《西遊記》的，參見朱一玄、劉毓忱編：《西遊記資料彙編》

（天津：開南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2月），頁 319、339、341、342、351、354、356、357、
358、363、365、366，即劉廷璣、張含章、野雲主人、劉一明、梁聯第、樊于禮、張陽全、

馮陽貴、夏复恆、含晶子、王韜等人的說法。石庵之說見同書，頁 370。其實無論是以佛

教、儒家、道家三家哪一家的角度來詮釋《西遊記》，都有以一家之言過度詮釋文本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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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這一方面的評論，譬如李卓吾評點《西遊記》時在第一回總評提到

「正合嬰兒本論」，「即是莊子為嬰兒，孟子不失赤子之心之意」。張書紳的〈西

遊記總論〉：「予今批《西遊記》一百回，亦一言以蔽之，曰：『只是教人誠心

為學，不要退悔。』此其大略也。至於逐段逐節，皆寓正心修身，黽勉警策，

克己復禮之至要」，另在〈新說西遊記總批〉表達得更明確：「今《西遊記》，

是把《大學》誠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力備細，⋯⋯。《孟子》一章，是

言綱領旨趣；《西游》一部，正式細論條目功夫。把一部《西遊記》，即當作

《孟子》讀亦可」，並說一百回的《西遊記》二十六回以前發明《大學》誠意

正心之要；二十七至九十七回雜引經書，以見氣秉所拘、人欲所蔽；九十八

回以後總結明心止至善。 11宋克夫注意到明代心學對《西遊記》的影響，由

於程朱理學的錮禁，明代心學轉向強調對主體意識，所以個體人格的注重、

人類價值的肯定和人情物慾的正視成了《西遊記》的特色。孫悟空最後成為

鬥戰勝佛，達到是人格的最後完善。這種完善並非程朱理學緊箍咒式的強制

結果，而是王守仁的「真己」、羅汝芳的「赤子」、李贄的「童心」，反對程朱

理學，主張率性而行的個性解放，使人由天理的附庸變成自然、社會、人生

的主控者。12林庚認為李贄評點《西遊記》提到為「孟子不失赤子之心之意」，

可以看出「童心說」的影子，何況將「赤子之心」看成「道心」，是心學獨特

的闡釋與發揚，所以整本《西遊記》體現了明代中後期激進的文人精神解放。
13許總主編的《理學文藝史綱》提到《西遊記》，認為此書是「藝術化的心學」，

孫悟空代表王陽明心學裡理想人格追求的可能，強調自覺自然的真誠品格，

而非從外在理性規範強制而成。孫悟空保護唐僧西天取經便是從知善知惡到

為善止惡，藉由通過自身的體察實踐，使道德意識成為主體內在的自覺品性。
14

比較特別的是張錦池，他認為世德堂本《西遊記》和李贄的《焚書》可

說是異曲同工，把自由平等看成天賦與人的「童心」，歌頌具有童心的真人，

以揶揄儒釋道三教混一思想所產生的種種弊端。張錦池雖然同前面舉的幾位

學者一樣，認為童心說影響《西遊記》的寫作，但他卻據此否定吳承恩為《西

遊記》的作者，認為從吳承恩現存的著作來看，其思想與風格和世德堂本《西

遊記》不同，孫悟空絕非吳承恩所期望的英雄。不過從這個世德堂本作者為

誰的反駁可看出，無論世德堂本《西遊記》的作者是誰，《西遊記》一書和心

學乃至童心說有一定程度的關係。這裡筆者比較偏向注意「儒」、「釋」、「道」

三者的相互滲合，其中儒家為了對抗與日興盛的佛學，不得不在形而上架構

                                                 
11 以上參見朱一玄、劉毓忱編：《西遊記資料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2
月），頁 230、322、323-327。 
12 見宋克夫著：《宋明理學與章回小說》（武漢：武漢出版社，1995 年 12 月），頁 100-147。 
13 見林庚著：《西遊記漫話》（北京：北京出版社，2004 年 1月），頁 142。 
14 見許總主編的《理學文藝史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 年 11月），頁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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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理論，所以偏向從固有的易學、學庸、道家，甚至陰陽五行思想攝取營

養，但在方法工夫上由於心學盛行的原因又向佛家禪宗靠攏，再加上在政治

上中央集權高壓統治，使得儒家原先「內聖」、「外王」的並重，移向集中關

注於「內聖」的追求，這都讓整個儒學在面對心性問題時，幾乎無法脫離釋、

道的陰影。因此在《西遊記》這部小說裡，只要提到「心」的追求與修養工

夫，很容易以「釋」、「道」的觀念入手，儒家的觀念反而模糊了。除了儒釋

道之外，《西遊記》還有一個重要的敘事架構是以《易經》的思想做為開展。
15以儒家思想為骨幹主軸，涵攝轉化的狀況十分龐雜，這在世本《西遊記》

的寫作上似乎是可以明顯的看出。 16張錦池甚至認為，宋元取經故事演化到

世本的《西遊記》，是潛在非宗教意識不斷發展為世俗的情感哲學和濟世之

道，使顯性的弘揚佛法的思想不斷蛻變為一抹宗教光環的過程。17

 
第三節、龍宮得寶，勾銷生死：修心的阻礙及存在的疑惑 
 
    孫悟空在師兄弟的慫恿下逞變化之能，說是虛榮心，其實是為了得到「存

在」的外在認同。在修行的過程裡必須先「認識我」，並在充分的「認識我」

之後「放下我」，才能達到「無我」的境界。孫悟空執著於「我」，追求「被

看見」、「被承認」、「被肯定」，所以他應眾師兄的要求變成一棵松樹，成了有

別於眾師兄的他者。須菩提祖師道：「悟空，過來！我問你弄甚麼精神，變甚

麼松樹？這個工夫，可好在人前賣弄？假如你見別人有，不要求他？別人見

你有，必然求你。你若畏禍，卻要傳他；若不傳他，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

不可保。」（20-21）這一大段話，又是「我」，又是「你」，又是「他」，你我
他來來去去，接連出現好多次，人我的分別明顯劃分，有了分別心，以至於

孫悟空被趕出斜月三星洞（內心精神面），回到「花菓山水簾洞」的現實。回

                                                 
15如蒲安迪（Andrew H. Plaks）在《中國敘事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5 年 11月）
裡提及這一個研究方向。李安綱在他一系列的《西遊記》研究論文裡也從道教的觀點進入

或直接就以易經卦象來探討《西遊記》，尤其是在孫悟空的人物形象上便有〈美猴王與易

卦〉，收錄於《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 年第三期，頁 12-19。這樣的專篇論

文。當然，在眾多的研究中認為《西遊記》和儒家思想有密切關係的論文亦不少，但和以

易學、釋家、道家思想為研究切入的論文來比較，在量上就顯得不足。一般以儒家觀點切

入的論文，都以較大的原則性概念作切入，如「心即理」、「性善」、「性惡」等這樣的大思

想方向，故很難以文本細部爬梳的方式做論證，且又和釋道觀念相近，頗難釐析出純屬儒

家思想的部分，所以說服力明顯減弱許多。 
16 宋克夫認為，明代心學援釋入儒，但吸收的主要是佛學的思辨方式而不是旨歸。佛家主

張出世，侈談心性，自外人倫，而心學主張入世，講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這樣的區

隔來看，「《西遊記》的思想傾向和孫悟空的精神面貌更接近於心學而不是佛學」。從創作上

來說，是借用佛教題材、宗教語言，來表達心學主旨以及時代的精神。見宋克夫著：《宋明

理學與章回小說》（武漢：武漢出版社，1995 年 12月），頁 127-128。 
17 參見張錦池著：〈宗教光環下的塵俗治平求索——論世本《西遊記》的文化特徵〉，收錄

於《文學評論》1996 年第六期，頁 13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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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花菓山水簾洞」，便回到原始非人非獸的猿猴狀態。「名」的追求，群我

的分別與自我的確立，是孫悟空在「內心」向上深層修行失敗的原因，孫悟

空此一時期表現出一種急需被「他人」認同與肯定的焦躁，這使得他再回到

花菓山，必須先搶回自己王者的地位。 

 
    搶了水簾洞的是號為「混世魔王」的妖怪，這妖怪就住在水簾洞直北下

的水臟洞中。在孫悟空眼裡，混世魔王是「腰廣十圍，身高三丈」的「磊落

兇模樣」。（23）面對混世魔王詢問「誰是水簾洞洞主」的孫悟空，他不假思

索的喝道：「這潑魔這般眼大，看不見老孫！」（23）以混世魔王的裝扮，雖
然和當時叫戰的孫悟空似僧似道的模樣有極大的差異，但和往後孫悟空出龍

宮的裝扮倒有幾分相似。「心」與「臟」，面對一個這樣龐大的「自我投射」，

孫悟空從一個極懂進退的學道模樣，變成以「老孫」為自稱的托大。往後「孫

悟空」的名字是否被妖魔知道，以及是不是被看在「眼」裡，成了孫悟空最

在意的一件事 18，亦即「名」成了未來以至於取經路上，孫悟空必須克服的

最終問題，而這樣的設置，似乎是作者對應以「儒」為本，為消解「名」所

產生的問題而來。在美猴王出洞尋佛仙神聖之道，敘事者有一段這樣的話： 

 
見世人都是為名為利之徒，更無一個為身命者。正是那：爭名奪利幾

時休？早起遲眠不自由！騎著驢騾思駿馬，官居宰相望王侯。只愁衣

食耽勞碌，何怕閻君就取勾？繼子蔭孫圖富貴，更無一個肯回頭！（8） 

 
名利是世人最喜追逐，但對長生或跳脫輪迴卻是一大阻礙。名利除了對於自

身的榮華富貴、安逸生活享受外，更重要的是能「繼子蔭孫」。孫悟空在打敗

混世魔王，救回他的猴子猴孫，說的是：「小的們，又喜我這一門皆有姓氏。」

眾猴一聽大王姓孫，全都鼓起掌說：「大王是老孫，我們都是二孫、三孫、細

孫、小孫，——一家孫、一國孫、一窩孫矣！」（25）這兩句詼諧趣味的對白，

對照著「真個是合家歡樂」、「貫通一姓身歸本，只待榮遷仙籙名」（25），點
出作者對於傳統的家族延續，仍是十分的在意。由此可知，跳脫輪迴得到永

生，是當時大部分人所渴望的目標，但在面對「不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

統觀念，子嗣的永傳關係到族群的延續，是不能因為跳脫輪迴或得到永生而

有所摒棄，以至在小說的安排上，往往會產生一種折衷的方式來解決這道難

題，這也頻繁出現在各個修仙故事中，成為極為固定的敘事模式。 

 
    第三回開頭寫孫悟空為求自保，尋找兵器來守護山場的故事。起先孫悟

                                                 
18 劉戈認為，「名」是孫悟空作為一個士的生命最本質的追求。詳見劉戈著：《西遊記新注》

（北京：學苑出版社，2002 年 8月），頁 21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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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到傲來國偷搬了許多兵器，可是任何一件人間的武器，都不合孫悟空的心

意，孫悟空最後在四猴的建議下，至龍宮取得了大禹治水的定海神珍，也就

是「如意金箍棒」，做為自己的武器。 

 
孫悟空象徵的「心」，回到花菓山水簾洞這個本初之地，便是「野性」、

「妖魔化」的恢復。對於「心」來說，人間的任何武器，都是不適合於心的，

因為「意」，也就是「心之動」，比任何一種有形的武器都來得有殺傷力。定

海神珍的取得，是在水簾洞鐵板橋下，水通的東海龍宮裡。「海」這個字的意

象，有「無限寶藏」、「深廣」、「危險」、「未知」、「神祕」的意義 19，那麼「野

性」、「本初」、「原始」、「妖魔化」的水簾洞，其下的深層是「無限寶藏」、「深

廣」、「危險」、「未知」、「神祕」的「東海」，而孫悟空取得的「如意金箍棒」，

又為當初神話神人大禹治「水」所用的定尺，如意金箍棒隨孫悟空（心）的

意指而可大可小，正是「意念」的根本樣態（「如意」為「像意」），即以「意

念」做為武器∕機變，因此金箍棒是「意念」的延伸或是定「海∕慾望」的

量尺，其作用的不同，存乎一「心」。20在龍婆、龍女的口中，如意金箍棒是

「海藏」中，「天河定底的神珍鐵」（29），隨意念可大可小，更可看出這是人

內心深層意念底的一種純化粹取，通過文學筆法的轉換，形象化的成為一種

不同於刀劍（具直接殺傷力）的武器。 

 
在「心」、「意」相合，自我意識膨脹下，「死亡」的問題又尾隨而至。

回到原始本初「野性」的孫悟空，對於生死問題的再度浮現，這一次是用武

                                                 
19 孫悟空會到龍宮索取武器，主要便是認為龍宮充滿許多寶藏（古人云：『愁海龍王沒寶

哩』）。果然，試過許多不稱手的武器後，被引導到海藏中，乍見金箍棒閃著萬道金光。（29）
由這點來看，海底果然充滿神秘與未知，孫悟空在人間遍尋不著的適合武器，到了龍宮卻

能得到滿足，甚至要到一身威武的勁裝。第十七回孫悟空來到南海，但見「汪洋海遠，水

勢連天。⋯⋯。千層雪浪吼青霄，萬疊煙波滔白晝。水飛四野，浪滾週遭。水飛四野振轟

雷，浪滾週遭鳴霹靂。」（207）可見海勢的驚人、廣大，以及充滿雷霆萬鈞的恐怖。第二

十八回描述東洋大海，「煙波蕩蕩，巨浪悠悠。煙波蕩蕩接天河，巨浪悠悠通地脈。潮來洶

湧，水浸灣環。潮來洶湧，猶如霹靂吼三春；水浸灣環，卻似狂風吹九夏。乘龍福老，往

來必定皺眉行；跨鶴仙童，反覆果然憂慮過。」（330）東洋海勢更是洶湧得連仙人過海都

頗有顧忌。 
20 李安綱認為水濂洞為心猿所居，所以水濂洞便是心洞，並以鐵橋為倒「心」字的橫勾，

下掛的水濂為心字三點作了文字與形象上的比附。見李安綱著：《美猴王的家世》（北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年 8月），頁 226。在《西遊記》中，孫悟空的金箍棒隨著孫悟

空的意思可大可小，在第七十五回中，孫悟空對老魔說：「⋯⋯名號靈陽棒一條，深藏海藏

人難見。成形變化要飛騰，飄飄五色霞光現。老孫得道取歸山，無窮變化多應驗。時間要

大甕來粗，或小些微如鐵線。粗如南岳細如針，長短隨吾心意變。⋯⋯」（916）實際在第
三回，孫悟空一直找不到合適的武器，不是「不遂我意」（28），就是「不趁手」。（29）到
了龍宮，試過許多武器之後，龍婆龍女想到天河定底的神珍鐵近來閃起霞光，莫非是因孫

悟空而起，認定孫悟空便是他的主人？果然，孫悟空一試金箍棒，直嚷：「想必這寶貝如人

意！」（30）還說龍王的黑鐵，偏偏今歲放光，可見「物各有主」。（31）便可看出孫悟空（心

猿）的意念被以「如意金箍棒」這個武器的形象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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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強勾生死簿來解決。「心」執「意念」，以強制的方式抗拒生死的束縛，

令人強烈感受到作者對於「死亡」的抗拒，使得生死問題在短短的七回中，

重複的出現。 

 
孫悟空回到原始的「本心」狀態，「鬧海」、「鬧陰司」展現了作者認為

人內在有著兩大深層的「焦慮」存在——一是慾望的抗拒；一是死亡的擺脫。
21以空間維度的開展來看，龍宮是在水簾洞鐵板橋下流水可通達的「鄰家」，

而陰曹地府索性是直接在水簾洞相對之下的陰間，通過睡夢，甚至是「無距

離」，猶如「倒影∕陰影」一般的存在。那麼在作者不同的空間維度安排下，

不論作者是否有此意識（或者根本是一種無意識），「心」深層不可知，大片

如「海」，通過「意」來展現，而在這之內，還有更根本是直接相應於生命本

身最基本的「存在」需求。22

 
第四節、名喚齊天，大鬧天宮：外在社會的定位與自我內在的協

調 
 

人的存在除了內在的認知與統協外，還需要外在群我關係的互動，以找

到一個存在的價值意義：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中國傳統道德實質上便是一種群體道德。

它從群體發展的需要出發，給各體制定種種行為規範，個體只能被動

                                                 
21 卡西勒認為世界各地的葬禮有一個共同點，便是對死亡的恐懼。人對於屍體的第一個本

能反應便是逃開，但是這樣的反應只有在極為罕見的情況下才能見到，許多可見的情況反

倒是希望保留或恢復死者的靈魂，以等待死去的人以另一種樣態重生。在這些死亡儀式上

（如埃及金字塔經文，不斷以符號的意義執著且激烈的反抗死亡），一遍又一遍的重複告知

一個不屈撓的信念：死人活著。見恩斯特‧卡西勒（Ernst Cassirer）著，甘陽譯：《人論：

人類文化哲學導引》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台北：桂冠圖書股份

有限公司，1997 年 11月），頁 125、129。卡西勒利用人面對屍體第一個反應便是逃開的舉

例來說明人對於死亡的恐懼，在《莊子‧德充符第五》也有一個寓言：「仲尼曰：『丘也嘗

使於楚矣，適見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若皆棄之而走。不見己焉爾，不得類焉爾。⋯⋯。』」

雖然，莊子對於死亡並不抱持著哀傷、害怕的態度，而這個小豬寓言最終要說的也不是對

於死亡的恐懼，但也表現出生者、死者不同「類」，導致小豬驚覺其母之死，進而棄其死母

的狀況。見莊子著，清‧郭慶藩編，王孝魚整理：《莊子集釋》（上）（台北：萬卷樓圖書有

限公司，1993 年 3月），頁 209-210‧從秦始皇墓、曾侯乙墓、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等等，
也可以看出中國人對於死亡與回歸的思維。 
22 孫悟空的憂慮即為人類的憂慮，對於生死問題的關注——樂生惡死的生命意識，是在強

烈意識到生命短暫這一事實之後。生命的有限，對於死亡的恐懼，是每個生為人的課題。

人生的意義在於超越死亡，即面對肉體的死，如何讓自己變得有意義？在一定程度上，《西

遊記》碰觸了這個人生課題。其實求長生的議題並不僅只在這裡有所表現，眾妖爭吃唐僧

肉，為的也是生命的永恆持續。見陳文新、閻東平著：《佛門俗影：西遊記與民俗文化》（哈

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2003 年 5月），頁 15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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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去適應群體的要求。 23

 
天庭鎮壓孫悟空，便是外在環境與內在「協調」下的矛盾抗爭。孫悟空

（心）以「意」之棍，協統「慾望」與「生死」的基本需求，但當「慾望」

與「生死」的需求遭遇外在環境的「誘發」，變成「放馳」的狀態，這在「儒」、

「釋」、「道」都是急待解決的問題。 

 
「弼馬溫」是孫悟空第一個和外在關係上的「職稱」定位，「自我」進

入社會，期待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職務名稱」在社會人我關係

中，代表一個人對於社會的功能、貢獻，這是一個有高低位階的定位。「弼馬

溫」是社會他者衡量孫悟空地位的一個依據，這個「被命名」也展現了當時

社會以「職業」甚至是「官位」來衡量人的價值。 

 
第四回的回目：「官封弼馬心何足，名注齊天意未寧」，「心」、「馬」、「意」

這些關鍵字被擺在一起呈現，即「心猿」、「意馬」在這裡以極形象的方式呈

現出來。孫悟空擅長養馬的情節安排，直接是「心」與「意」的轉化。這時

的孫悟空就如初出茅廬的人一樣，對於社會的定位意義不太了解，只是充滿

幹勁的將交辦的工作完成。當孫悟空知道「弼馬溫」根本是一個「不入流」

的官職，也就是發現自我的社會定位微不足道，與內在的自我定位相差太大，

便執「意」（金箍棒）打出「御馬」監，回到原始野性的花菓山水簾洞，還招

來更大的妖力，加入了兩個獨角鬼王。 24

 
引起孫悟空（心）在這一次「招安」失去控制的原因，是外在的定位和

內在自我的肯定產生極大的差距，亟欲受他者肯定的自我因此起了反抗之

心。獨角鬼王的角色被安排成「前部總督先鋒」，象徵「心」在受到傷害之後

的「帶刺」防衛狀態。「被命名」的看低，引起自我的反彈，受傷害的「心」

以膨脹自我來彌補、抗拒外在的不重視，所以在鬼王的慫恿下，孫悟空自命

「齊天大聖」。劉勇強在《西遊記論要》一書裡提到，孫悟空的角色在前七回

中處理了「社會願望與自我意識的統一」，認為作者所處的時代，因為受到政

治的壓迫，文人在身心上追求「真我」、「童心」，以消解禮教的「縛己縛人」

                                                 
23 對於群體，人要能群（認同與歸依）、利群（效忠與犧牲）。詳見卞良君、馮存禮著：〈明

清小說中的群體意識〉，《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 年第二期，頁 105-108。 
24 專業企業管理顧問成君憶以其市場行銷與人力資源方面的知識，曾對孫悟空弼馬溫的遭

遇，做了如下的解讀：「職場新人對於工作的期望與工作實際情況之間是有差異的，這種差

異會對職場新人形成心理上的衝擊。在組織行為學中，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現實衝擊』。

對於許多職場新人而言，第一次遭遇『現實衝擊』的感受是相當痛苦的。」見成君憶著：《孫

悟空是個好員工》（台北：臉譜出版社，2004 年 11月），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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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自我與群體的關係上，出現一反以往以整體為重的考量，轉為「個人

感」的提高。而這樣的情形表現在大眾文本上，角色的性格自然凸顯出愛好

自由、極重自尊，以及尋求自我存在的社會價值。 25

 
招安不成，玉帝御令「托塔天王」與「哪吒三太子」率領天兵擒拿孫悟

空。姑且不論「托塔天王」與「哪吒三太子」在佛、道二教間的複雜相滲狀

態，光從兩者「緊張」的「父子關係」出發 26，從擒妖大隊的先發將軍為「巨

靈神」，便可看出作者特意結合中國傳統「父子」、「君臣」關係的雙重意義與

力量，來鎮壓「心」的放馳。「父子」、「君臣」這個「巨靈」，在故事的安排

中並非孫悟空的對手，相當程度的表現作者對於「父子」、「君臣」壓制力量

的一種抗拒渴望。 

 
「父子兵」的失敗，天庭又在太白金星的建議下運用招安的手段，打算

以「有官無祿」的方式，平撫孫悟空的造反。從「弼馬溫」到「齊天大聖」，

說服天庭接受，並迎接孫悟空到任的，都是儒者象徵的「太白金星」，可見十

分凸顯「儒者」對於「名」的在意。再度回到天庭的孫悟空，代表外在環境

對於反抗的暫時妥協，「心」這一次在「坐大卻無實質」的「空名」下得以安

撫，還設了「安靜司」與「寧神司」（48），點出「心」需要「安靜」、「寧神」，

可說象徵意味十足。李贄在總評這一回時說：「定要做齊天大聖，到底名根不

斷，所以還受人束縛，受人驅使。畢竟並此四字抹殺，方得自由自在。齊天

大聖府內，設安靜、寧神兩司，極有深意。若能安靜、寧神，便是齊天大聖；

若不能安靜、寧神，還是個猴王。」說的便是這個意思。 27

 
孫悟空二次回歸「天庭」，回歸「社會」，空有名分而無實際的執掌，心

的閒適所引起的社會焦慮是「害怕閒中生事」。畢竟空有「虛名」，無法「循

名責實」，對於個人的行事行為便無法用公定的準則來衡量，也就完全不受任

何的「規約」控制與管束，對整個社會狀態來說，無疑是一個潛在的「動亂」

危機。為防閒中生事，玉帝御敕孫悟空擔任看管西王母蟠桃園的職事。「蟠桃」

是神仙故事中常出現的仙果，由於栽種不易，結果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服

食之後卻可以延年益壽甚至羽化登仙，所以蟠桃是連神仙都難以抗拒的「誘

惑」。28滿園的蟠桃，滿園的誘惑，這裡寫孫悟空偷桃寫得非常細膩：孫悟空

                                                 
25 參見劉勇強著：《西遊記論要》（台北：文津出版社，1991 年 3月），頁 97-147。 
26 在《西遊記》裡，哪吒和托塔天王的關係其實是非常緊張的，這在第八十三回中托塔天

王對哪吒的舉動大驚失色可看出。（1006-1007） 
27 參見朱一玄、劉毓忱編：《西遊記資料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2 月），
頁 236。 
28 桃子的形狀容易和生殖產生聯想。在古代，桃子桃樹的咒術信仰以及桃子被認為是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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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開所有協同看管的仙神，自此受約束的「慾望」掙脫了管束，孫悟空於是

「脫了冠服」，爬上樹，從大的蟠桃摘著吃。以孫悟空的神通，要吃蟠桃根本

無須大費周章，但孫悟空竟脫了冠服，回歸猴性，爬樹吃桃，還從大的吃起，

可見是寫「心」受不了外在的誘惑，又回到放馳的狀態。 

 
吃飽的孫悟空，變成一顆半紅半白的桃子。桃子的形狀似「心」29，至

此孫悟空（心）是完全的慾望化了，所以被吵醒的孫悟空，首先是變出「金

箍棒」逢人就攻擊。在七衣仙女告饒之下 30，孫悟空在意的是「蟠桃盛會」

自己有沒有被邀請。為求得答案，孫悟空開始一連串的賺騙、盜酒、偷丹，

釀下了滔天大禍。整個事件看來，「心」在慾望的誘惑下迷失了方向，最終為

了「名」，開始不斷的犯錯、放縱，直到一發不可收拾，為避責罰，索性又回

到狂妄無忌的「花菓山水簾洞」。 

 
回到花菓山的孫悟空再次大展身手，是在接下來的「大鬧天宮」。「鬧天

宮」寫的是「心」與外在社群關係的互動，天宮的一切擬仿當時朝廷的描寫

便是一個例證。 31這中間我們看到「心」在自我與群體之間不斷挪移，有所

遷就也有所反抗，外在環境也同樣產生相應，試圖磨合。但在慾望的驅使下，

對於「名」的渴求再度被挑起，也就是在他者眼中是否受到重視、認同，終

於使心因為難忍「羞辱」而不擇手段，犯下更大的錯誤。從另一個角度來看，

孫悟空自稱無父無母，卻是個「天地生成」的石猴（12），他大鬧天宮，要玉
帝讓位子，說的是「玉帝輕賢」，深層的意義其實已經是對於君權、父權的反

抗。反從玉帝的處理來看，兩次的武力鎮壓，派的都是父子檔的李靖、哪吒，

更是清楚的傳達這樣的欲想。這樣的緊張關係，是基植在彼此的價值觀念不

                                                                                                                                            
食了會增加修行、長生不老的仙果，甚至《詩經‧桃夭》以桃象徵男女婚姻，都使得蟠桃

成為被慾望的對象。見王孝廉著：《中國的神話世界》（台北：時報文化出版社，1987 年 6
月），頁 178-179。森林意象在西方的精神分析學派來看，是潛意識的象徵，充滿著欲望、

恐懼與未知，更可以是女性生殖器。參見佛洛伊德（Freud,Sigmund）著，呂俊、高申春、

侯向群譯：《夢的解析》Die Traumdeutung（台北：知書房出版社，2000 年 3 月），頁 418。
森林意象也出現在中國民間如採桑女、帝王英雄降生感生的故事中。不同的是，在天庭的

蟠桃園，是有仙神看守的蟠桃園，象徵經過約束、管理的「欲望」，也就是經過「淨化」的

「森林」，是一種「禁欲」、「條理」的穩定狀態。 
29 李安綱認為，蟠桃像心，吸收天地自然精華而結果，象徵宇宙之心，食之則得天地靈秀，

以心滋心。孫悟空化成一桃，正是人心的象徵。見李安綱著：《美猴王的家世》（北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年 8月），頁 222。 
30 就七仙女來說，以下凡洗浴的故事最為著名，探討的亦是有關「欲望」的母題。《西遊

記》裡將七仙女的故事充分利用，另一次的出現是「妖魔化」的七仙女，也就是「豬八戒

大鬧蜘蛛精濯垢泉」的故事。（873-877）所以，此處以七仙女做為挑起孫悟空又一次「放

心」的中介，並非偶然。 
31 關於這方面的論述亦不少，大致都認為天庭是作者對於當時所處時代朝廷皇帝無能的影

射與指控，較著名而集中探討的論著為薩孟武著：《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台北：三民

書局，1999 年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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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又缺乏適當的溝通管道，以及背後文化積累的鴻溝（佛祖告訴孫悟空玉帝

是經過一千七百五十劫才修得至尊的地位，便是象徵父權巨大體制的形成，

以及其不可侵犯的斷裂）。32玉帝一味的只想息事寧人，不是安撫便是暴跳如

雷的鎮壓，而孫悟空對於玉帝，不外乎衝撞、無禮，更多的是不當一回事，

有趣的反映普遍存在的「父子」關係。 

 
第二次收伏孫悟空，父子關係組成的收妖大隊，幾乎搬動了所有的天兵

天將，甚至連哪吒的哥哥惠岸也加入，可見「父權」的不容動搖。這裡所說

的父權，指的是李靖父子受玉帝之命，代天巡狩的特殊身分。玉帝不令他神

代行天威抓拿孫悟空，而獨派李靖父子為先鋒，後來惠岸的加入，使得哪吒、

李靖、惠岸這一父子組合，由「道」由「佛」而「儒」33，由「家」而「國」，

乃至天下君權（玉帝為人間天子形象想像所投射創生的神祇），霸權象徵性較

派令他神來得強大。不過此次的收妖，觀音的加入與建議，是成功的主因。

觀音建議玉帝，商請二郎神收妖。 34和孫悟空「放持的心」不同的是，二郎

神是成正道的神祇，並不是魔性的「妖」，所以他有所變有所不變，並不墮到

「賤下」的狀態，見孫悟空變成低賤的花鴇，便以「原身」射彈來對付「至

賤至淫」的花鴇。 

 
最後在老君當年「化胡為佛」的金剛鐲相助之下，孫悟空自是逃不出二

郎神、嘯天犬和梅山六聖的圍攻。以天律來論，罪該萬死的孫悟空，卻無傷

於斬首、火燒，最後動用老君的八卦爐鍛鍊，他也能形體俱全，甚至還因此

                                                 
32 玉帝崇拜和皇家政權擁護有關，所以玉帝的形象也如同實際的皇帝形象，有著善與惡、

好與壞的雙重意義，故一般人民對於玉帝又愛又恨，一方面祭祀玉帝祈求降福，一方面又

通過神話英雄與其對抗來醜化他奚落他。有關玉帝信仰的矛盾與起落，請見田兆元著：《神

話與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年 11月），頁 404-414。鄭志明認為，《西
遊記》裡的天庭來自於對於人間社會體系的反射，玉帝是以人間帝王的形象建構的。玉帝

雖然為至上神，但充其量不過是一個最高行政長官。玉帝職權的行政化對於玉帝至上神的

權威是有所損傷的，畢竟玉帝的全知全能透過領導統馭得以保全，可是行政化後，玉帝也

人性化了。玉帝人化天命雖然表現了至高的無限權威，卻也同時喪失了至上神自身的內在

理性。見鄭志明著：《神明的由來︰中國篇》（嘉義：南華管理學院出版社，1997 年 10 月），
頁 251-252。 
33 李靖為道教神，哪吒屬性屬佛教也屬道教，惠岸則是佛教人物。三者以儒家強調的「父
子」關係連結出戰，故由佛由道而表現儒家社會位階關係。 
34《西遊記》裡孫悟空和二郎神鬥法的故事，和《封神演義》裡二郎神合同哪吒收梅山七

怪十分雷同，在不知誰滲透誰的情況下，可以確定的是，兩部神魔小說共同運用了同一故

事原型來做為故事的敘述。二郎神的故事在當時十分流行，根據王平的研究，灌口二郎神

傳說主要是來自四個方面，其中以二郎神為李冰之二子、青城山趙昱以及《寶蓮燈華山救

母》裡書生楊天佑與張仙姑所生的兒子三說較為普遍，參考王平著：《中國古代小說文化研

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年 10月），頁 298-301。黃芝崗則認為二郎神的演變先
後為李冰之子→趙昱→鄧遐→楊戩。黃芝崗著：《中國的水神》（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
年 12月）。這些來源都與「斬蛟」、「治水」有關，顯示二郎神最早被崇拜是以「平治水患」

為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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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得到「火眼金睛」的特殊能力，變得更能看出「真偽」。35逃出丹爐的孫

悟空，又是執棒便打，在一連串的「詩曰」鋪敘下，我們清楚看到作者對於

前面的故事安排，是為了表達「心」無止盡放馳的可能，以及其所能造成的

無限傷害。尤其是寫到孫悟空變成三頭六臂，還將金箍棒變成三條，舞得眾

神不能相近時說： 

 
圓陀陀，光灼灼，亙古長存人怎學？入火不能焚，入水何曾溺？光明

一顆摩尼珠，劍戟刀鎗傷不著。也能善，也能惡，眼前善惡憑他作。

善時成佛與成仙，惡處披毛並帶角。無窮變化鬧天宮，雷將神兵不可

捉。（73-74） 

 
由此可知，孫悟空做為「心」的象徵，是針對「所有的心」來說的。不論神、

佛或人、妖，「善」、「惡」全憑「一念」，這一念亦是「菩薩」、「妖精」的差

別。 

 
    面對孫悟空的再次逃脫，玉帝請來佛祖，才將神通廣大的孫悟空，壓在

五行山下。「心」只能鎮壓，不能毀滅，因為在未來「修」的過程中，「心」

占了主導的地位。在佛教中，佛祖在菩提樹下所面對的誘惑，是「迦摩—魔

羅」，這字的字面意義是「慾望—破壞」或「愛與死」，也就是幻想的魔術師。
36孫悟空「心」的放失，是在「名」這個慾望的膨脹，而「名」在之前已經

討論過，它代表著自我存在的被認同，也就是「愛與死」的問題。這樣的論

調就算放進中國五行思想的架構下來看，住在「西方」的佛陀，「西」代表著

「秋」，即為「肅殺」與「豐收」，體現的也正是「生與死」的辯證觀念。且

以孫悟空出生的「太陽神話」的角度來說，東方升起，西方降下，也正合於

當時對於天象比喻人事的觀察。37另外比較有趣的是，這一連串的收妖步驟，

                                                 
35 「能分辨真偽」指的是能穿透「人」的外在形象，分辨出潛藏於內的是「神」或「魔」
的能力。如第二十三回〈三藏不忘本  四聖試禪心〉裡，只有孫悟空看出松林宅第中的母

女是菩薩化身，其他人都被蒙在鼓裡，尤其是豬八戒，還對菩薩起了淫心。第二十七回〈屍

魔三戲唐三藏  聖僧恨逐美猴王〉這一難，則是因為孫悟空識得白骨精變化的人形而豬八

戒、唐三藏肉眼凡胎看不出所以然，唐三藏才會在豬八戒的唆使下，將孫悟空驅逐出門。

（318-329）第四十回〈嬰兒戲化禪心亂  猿馬刀歸木母空〉，變化的紅孩兒，豬八戒不識，

沙悟淨不識，唐三藏因為「肉眼凡胎」而誤以為是一般受難的兒童（484），只有孫悟空的
火眼金睛「認得好歹」。（488） 
36 參見坎伯（Joseph Campbell）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台北：立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年 1月），頁 172。 
37 明‧陳元之〈西遊記序〉：「彼以為大丹丹術也，東生西成，故西以為紀。」明‧李贄〈評

點西遊記序〉提到：「不曰『東遊』，而曰『西遊』，何也？東方無佛無經，西方有佛有經耳。

西方何以獨有佛有經也？東生方也，心生種種魔生。西滅地也，心滅種種魔滅；魔滅然後

有佛，有佛然後有經耳。」清‧張書紳〈新說西遊記總批〉：「取經一事，何以云西天？蓋

天高西北，地陷東南，由東至西，以見君子下學而上達也。況春花秋實，東作西成，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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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一貫的從「儒」→「道」→「佛」的歷程38，而且最終孫悟空∕心，是

在「道」（五行山）「佛」（佛祖的手掌）以及民間信仰與佛教教義相雜生成的

《觀音六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意思是「蓮花上的摩尼珠」——

才得以鎮壓。 39以這樣的方式造成孫悟空在角色行為上的前後斷裂，應注意

到咒語所隱含的「蓮花」意象代表「生殖」與「潔淨」40，也就是鎮壓下的

孫悟空「死去」，並在具特殊身分的唐三藏（亦神亦人且具領佛旨）揭去咒語

時「重生」，成為護法取經的英雄。 41

 
第五節、小結 
 

從《西遊記》的孫悟空出生可以看到：「衝天」（孫悟空出生）→「齊天」

→「逆天」→「安天」（收伏孫悟空之後的安天大會），孫悟空∕心確實是演

述一個人如何安身立命於天地之間的成長過程。這樣的「衝天」、「齊天」、「逆

                                                                                                                                            
以東土開花，西天結果，生於東勝，成於西天。」都是以「東生」、「西滅」或「西實」的

觀念開展出的說法。見朱一玄、劉毓忱編：《西遊記資料彙編》（天津：開南大學出版社，

2002 年 12月），頁 225、226、328。 
38 這樣的收妖次序，一再的出現於往後的故事中。孫悟空一行對於妖魔總是先講理，講理

不成便以武力收妖。收妖的過程往往先借道教神祇的幫助，若仍行不通，便有觀音、如來

可求救打聽，甚至就連遭遇道教神祇的座騎作怪，也以這樣的模式構成故事。 
39 蓮花在這有「世界」的意思，神佛手上的蓮花除了取用高潔的象徵意思之外，亦有掌握

世界的意思。「摩尼珠」即「寶珠」。這裡和孫悟空大鬧天宮後，大戰天神時的詩：「光明一

顆摩尼珠，劍戟刀鎗傷不著。也能善，也能惡，眼前善惡憑他作。」相對應，則可看出以

此咒鎮壓孫悟空的原因。 
40 以上談到蓮花所代表的涵義，請參照全佛編輯部編：《佛教的蓮花》（北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3 年 1月），頁 1-88。 
41王德威對於榮格四大原型之一的搗蛋鬼（trickster）提出了從定義到演化過程的介紹，根

據他的敘述整理，榮格認為搗蛋鬼代表了人類意識中的渾沌，與原始獸性遙相呼應，常在

許多神話中以半獸半人的姿態出現。搗蛋鬼迷人之處在於他神人獸三合一的內外在，這一

渾然不自覺的本能具有對人類意識活動調節的功能。搗蛋鬼的造型往往正邪不分，以詭譎

多變、滑稽恣意為能事，顛倒乾坤，在文學作品中與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勢不兩立，以其

天賦揶揄現有的教條成規，激起不甘緘默的政治意識，藉嘻笑怒罵批判人事，達到假想的

翻轉勝利，為自己及他人帶來歡笑或大災難，成為宗教或法律壓抑下抒悶的要角。其與政

教體制間存在一種微妙的制約關係：即在狂歡後必須回復「正常」，此時搗蛋鬼必須消失。

所以相對於教條，搗蛋鬼永遠是圈外人，必須附著於一特定的體系才能進行挑撥，使人發

現自我的矛盾。其進行對體制的破壞時，是串演一般人不能且不敢實現的角色來抒發被體

制壓抑已久的慾望與恐懼，但另一方面也提醒所有人生活意識形態是不容輕易打破的，故

在教化性的喜劇中，考量政治的安定，搗蛋鬼註定會被驅離。王德威這一篇文章基本上整

合了從榮格提出搗蛋鬼原型及至其學派門人和後學對於此一原型的相關研究成果。詳見王

德威著：〈論「搗蛋鬼」——兼探兩種神話理論的交鋒〉，《中外文學》第十五卷第四期，1986
年 9月，頁 154-168。從上論搗蛋鬼的角度來看，孫悟空的確頗為神似，他以擬人擬獸（猴）

又具有神力的形象大鬧龍宮、陰曹以及天宮，對於體制以及人之所以存在的意義進行叩問，

然而大鬧的結果並未翻轉體制，卻為自己帶來鎮壓五行山下的災難。進而在後續西天取經

的路上，孫悟空由體制的揶揄搗蛋者，變成體制的代言人，「搗蛋」形象的消失只不過是不

再以激烈的手段對抗體制，卻轉以幽默詼諧甚至語言挖苦的方式作體制怪象的凸顯，這或

許是作者特意選擇的個人與社群體制協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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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天」，「天」可以是個人面對整個社會、體制甚至是文化的代表，也

可以是「心」的一個成長象徵。而正如蒲安迪的看法，這裡的「心」，無法明

確而純粹的釐析出「儒」、「釋」、「道」的思想，反而有「一以貫之」的傾向，

所以觀察出的該是「心學」，即是當時以「心」為主的所有「學問」。 42

 
整個《西遊記》一到七回，代表了作者對於「成長」的理解 43，更為中

國人對於成長的看法與態度的展現：從宇宙時空的開展、社會的秩序到自我

的存在，這三個層面的關注從先秦到當時仍持續而穩定的受到認識與關注，

而在人自身的成長中，認為「成長」的過程有著內在與外在的問題需要克服

與解決，以達到協調安定的狀態。劉戈針對孫悟空的角色定位時提出：孫悟

空是「邊緣知識份子向主流社會與文化靠攏回歸的下層士的形象」，而這個形

象經歷了「懵懂之子——求學之童——求能之士——剛勇之士——反省之

士——奮鬥之士——功成名就之士」六個發展階段。 44人生的目標由傳統儒

家對於「名利」攸關生命的存在與子嗣的傳承外，更進一步的向上向內求心

靈的慰藉昇華與永恆，以達脫離苦難的輪迴世界。由此可知「儒」、「釋」、「道」

的常識性知識，是如何被充分的運用到人生的每個步驟與角落，如何安置人

生所遇到的種種衝突與危機。 

 

                                                 
42 蒲安迪（Andrew H. Plaks）著：《中國敘事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5 年 11 月），
頁 142-143。 
43  榮格的學生約瑟夫‧韓得生（Joseph L. Henderson）在〈古代神話與現代人〉一文中提到

「英雄神話呈現了人類努力藉由永恆虛構的幻想，以解決成長問題」的瑞丹博士指出了英

雄神話的演化有四個不同階段，分別為第一階段搗蛋鬼週期：這個階段相當於最低發展的

人生階段，他的形象為動物型，心態和小孩沒兩樣，除了基本需求的滿足外，他殘酷、憤

世嫉俗、麻木不仁，不斷尋找搞鬼搗蛋的對象，並在耍鬼的過程中開始有了和成人相似的

體態。第二階段野兔週期：他開始時也以動物型態出現，雖沒有獲得成熟的人類體態，卻

成為人類文化的創建者——變形人。可以從這一型中可以看到形象正在變成社會化的存

有，修正了搗蛋鬼週期的本能與幼稚衝動。第三階段赤角週期：形象基本吻合原型英雄的

要求，必須藉著戰鬥、贏得比賽來考驗自己的實力。其雖走入人的世界，卻是個原始世界，

必須藉由超凡力量或守護神的幫助，才能確保人類戰勝困擾已久的邪惡力量。第四階段雙

生子週期，名為雙生，其實是人類天性的兩個側面。其中一個是默默順從的「肉體」，他的

力量來自於反省；另一個是活力十足，極具反叛力的「肢體」，他透過行動來完成重大任務。

雖然，二者的合作使他們攻無不克，但也因為濫用自己的力量而走向病態，甚至遭到死亡

的報應。赤角週期與雙子星週期凸顯了唯有透過英雄的死亡，人類那份與生俱來玩火自焚

的傲慢，才得以治癒。將此神話英雄的四個週期來和《西遊記》前七回孫悟空的出生來個

對照，看得出有著驚人的相似——神話英雄的普世性可見一斑。更有趣的是約瑟夫‧韓得

生在這四個週期之後提出一個中年案主的夢作詮釋。這個案主夢見自己在一間戲院裡，扮

演一個意見很有份量的重要觀眾。有一幕戲是一隻白猴站在一個檯子上，周圍圍繞著許多

人。導演向中年男子解釋戲的主題是一個年輕水手受到嚴酷考驗，必須冒著風逆向前行。

這個中年男子望著白猴，質疑這隻白猴根本不是水手⋯⋯。最後，依照韓得生的解夢，這

隻白猴呈現了搗蛋鬼的人格特質。參見卡爾‧榮格（Carl G. Jung）著，龔卓軍譯：《人及其

象徵》Man and His Symbols（台北：立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年 12 月初版），頁 121-128。 
44 參見劉戈著：《西遊記新注》（北京：學苑出版社，2002 年 8月），頁 17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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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孫悟空的出生伴隨著無止盡的破壞，展示的是「生與死」、「愛與

破壞」的母題，直指的是人因何「存在」的問題，所以在一連串的討論中，

可以不斷遇到孫悟空面對「名」與「存在」、「生」與「慾望」的糾葛，這些

也正是普遍大眾所關心的最根本議題。不過要特別注意的是，所謂以「存在」

為深層意義的「名」，在孫悟空所涵涉的並非只是單純的「生命存有」，更有

在肉體之外，有關於人我社群乃至精神哲學上的意義。從《西遊記》的結尾

安排來看，雖然書中一再強調「道」、「佛」境界的追求與超脫，但終究作者

將關懷的眼光留在「現世」，這從取經人取得經書受到天位的「冊封」，故事

卻未因此而結束，唐僧一行人還是得回到中土可一窺端倪。在作者的眼裡，

面對這樣一個大千世界，大環境處處充滿著不公與災難，「存在」也因此出現

了困難與掙扎，對於如何安身立命又不違自身所認定的恆常之道的困難問

題，作者提供了對外以幽默的嘻笑怒罵，笑眼相對，來表現個人對於世界的

關懷與期望，對內則進入如「道」如「佛」的境界追求，以求心靈的寧靜。

這樣的人生哲思，也提供了我們面對人生境遇起伏一個不錯的參考。所以以

兒童形象來說，孫悟空做一個不斷成長的人，他從完全的野性到適應社會的

期望，是在跌跌撞撞的嘗試中形成，並對命運的看法有自身經驗來的調適態

度，更將人對於自我人生的掌控性明顯的凸顯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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