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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內容 

1、前言 

「心」在《莊子》思想中，是往「道」的方向去實踐、去體道的關鍵1，同

時也是《莊子》討論世間種種現象時著重的重心，它在《莊子》思想中的重要性

自不待言。所以，若要體會或解析《莊子》思想，「心」乃是一個必須去正視揣

摩或詳加探討的部分，也是瞭解《莊子》思想各部分所須採取的必要進路之一。

透過對於《莊子》中的「心」的瞭解，有助於更加清晰地瞭解《莊子》思想的許

多面向，提升對於《莊子》思想的瞭解層次。因此，對於《莊子》所論之「心」

做聚焦性的深入探討，具有相當的必要性。 
 
2、研究目的、文獻探討 

回顧以往關於《莊子》的研究，歷代主要見於注疏本之內的論述中，對於

「心」之研究較為片段；而現代的研究中，雖幾乎很少不涉及「心」這個議題，

然而多數並未針對心進行聚焦專論，或者偏採某一層次或某一面向討論，而且往

往很容易被當成一個已知內容或採取一個常見的理解2運用於各項討論之中。或

有對心進行聚焦專論者，例如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第四章3對於莊

子、荀子之心有所討論，提出《莊子》中的「心」之兩層涵義，「一可借用佛家

之名詞，稱之為情識心，此為一般人之心。一為由此人心而證得之常心或靈臺心。

此為一超知識而能以神明遇物之虛靈明覺心。凡人之言理而及於空理或遮撥義之

名理性理，無不本於人之虛靈明覺心。」4此「乃吾人之心暫停對外在事物之感

應，亦暫不求對外物之知識，而回頭反省時，乃真覺其存在者。」5 此為人經過

虛心、靜心等工夫而得之靈光照耀，是復得之常心，是一虛靜之觀照心，而名之

為一純粹之虛靈明覺心。唐君毅此論對心做頗多討論，然對於「心」這個詞語所

應含括的意涵範圍似乎指出得不夠清晰完整。蓋「心」之意涵，除一般意義之情

識心以外，應涉及終極根源性存有之「道」，亦涉及所謂「物」的範圍，而該書

未能彰顯，此其中仍有可再詳論且須再詳論者。關於此，蕭裕民在其《遊心於「道」

和「世」之間---以「樂」為起點之《莊子》思想研究》6一書中關於「心」的專

節有所討論。該文明白地指出了《莊子》中「心」的內容範圍含括了「物」與「道」。

                                                 
1  蕭裕民：〈由心往道而應世間‐‐‐論《莊子》思想之基本架構〉，《中山人文學報》，第 23 期，2006
年 12 月，頁 45‐74。 
2  例如精神、境界、與物相對的心…等等。 
3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第四章〈原心下：莊子之靈臺心荀子之統類心與大學中庸

之德行工夫論〉，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86。 
4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 12《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臺北：學生書局，1986），第三章〈原

心上：孟子之性情心與墨家之知識心〉，頁 94。另參考第四章〈原心下：莊子靈臺心荀子之統類

心與大學中庸之工夫論〉。 
5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 12《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頁 123。 
6  參見蕭裕民：《遊心於「道」和「世」之間‐‐‐以「樂」為起點之《莊子》思想研究》第二部第

一章第四節，新竹：國立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5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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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關於心的內容範圍含括了「道」這部分，論證得不多。7綜而言之，既有

的研究所不足而本研究所希望處理的，是彰顯《莊子》中「心」的內容除了一般

意義的「心」以外，並含括到「道」與「物」。而其中「「心」的內容含括到「道」」

這個部分，牽涉到對於「心」的根本理解，並涉及由此展開的對「心」以及對更

廣泛的整個思想體系之理解的可能差異，是理解《莊子》「心」的思想乃至整個

《莊子》思想極為關鍵且具有特色之處。若要較為嚴謹地凸顯出此觀點，則須對

於論證比較少的此部分予以著重討論。此即本論文之主要目的。其次，再配合關

聯融會的相關討論，對於《莊子》中的「心」做一個較為完整的論述。 
 

3、研究方法 

要進行此項工作，在方法上，首先要留意的是，「心」這個詞語（或此詞語

所涉及之概念），在不同的用語脈絡上有著不同的意涵。此乃因思想家在各篇章

論述中，論述的主旨可能涉及不同範圍或不同層次，同一詞語在不同情況中所連

結的概念有所差異，甚至某些詞語在該思想家的某些論述中被賦予特殊的意涵，

而有不同於一般使用的意義。在此情況之下，特別像「心」這個意涵範圍十分廣

泛的詞語，在不同語脈中所連結的概念便不只一種，而這些不同的概念（或概念

所代表的東西），便構成了「心」這個詞語的內容。而「心」這個詞語的內容，

以及相關內容與思想中其他部分所構成的有機關係，便可稱為關於「心」的思想。

基於此，區分字詞意涵範圍，並對於未必能直接理解或易有疑義的部分分別予以

論述證立，乃為基本的方法，以期合而鋪展出「心」的較完整內容。 
其次，未必能直接理解或易有疑義的部分，或因有較多詮釋空間，或因某

些層面或某些範圍遠超出一般理解之認可而不易被接受，往往也是容易落於研究

者各作詮釋各說各話的情況。若要改善此種情況，需要對於此議題有更多不同角

度或不同路徑或聯繫相關關係的關聯證成之論證（或可名為「雙路線論證」或「多

路線論證」），以降低研究者主觀片面詮解的可能性，增強論證的有效性。因此，

在本研究中，希望不同於既有研究中所採取的路徑，從另一條論述路徑來進一步

論證「心」的內容含括到「道」的部分，以加強論證效果，並且再整合入其他相

關議題，針對「心」做更融通的闡述。 
此外，附帶說明一下將《莊子》書視為一體來處理的問題。固然學者們研

究《莊子》思想時看待《莊子》文獻的方式有所不同，但大致而言，將內篇視為

具有相當一致性的思想體系來研究，是被接受的。而且，在研究中將外、雜篇裡

許多與內篇思想相呼應的文獻一併納入討論，也是常見的情況。這些部分構成了

且代表了《莊子》書之思想內涵的主要部分，因其不出於一人之手，故可以「《莊

子》思想」視之。而實際上，經過進一步的探究可以發現，《莊子》書中大部分

的文獻，其思想內容其實具有相當程度的一致性8。那麼，若採「《莊子》思想」

                                                 
7  除了以上所舉之外，陳鼓應也有〈莊子〈內篇〉的心學—開放的心靈與審美的心境〉，專論《莊

子》之「心」，但因仍未見於書籍期刊正式發表，暫不引用。 
8  參見蕭裕民：〈《莊子》內外雜篇新論—從思想的一致性來觀察〉，興大人文學報，第 36 期，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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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觀點，以全書為範圍來處理文獻，應是可行的方式。進而言之，此處所討

論的「心」，在全書中本沒有一致的意涵，在不同脈絡中各有其偏重的不同意涵，

而這些不限於只出現在內篇的不同意涵，正是本研究所要探討且運用於整合出

「心」的意涵範圍。因此，在做法上，對全書不另做劃分區別，更無影響。 
 

4、結果與討論（含結論與建議） 

本計畫研究成果包含兩部分，其一為《莊子》「心」專題研究之論文（修

改中），其二為研究此專題時瞭解到的後續相關比較研究主題（將置於儒釋道三

家研究之後進行）。《莊子》「心」專題研究之論文綱要如下： 
一、前言 
二、《莊子》中「心」之意涵範圍含括道與物 
三、「心」的意涵含括存有意涵之「道」的進一步證成 

1、「道」的描述特性與「心」之類同性 
2、由《莊子》文獻看「心」、「道」關係 
3、由工夫角度說明「心」之意涵涵蓋到「道」的必要性 
4、由主觀/客觀兼涉及主體/客體兼涉的角度論《莊子》心的內容兼涉

感知與存有 
5、由心物關係的角度論「心」的意涵涵蓋萬物根源的「道」 

四、「心」與《莊子》思想體系中其他部分之關係 
1、「心」與「氣」 
2、「心」與「樂」、「逍遙」 

五、兼論《老子》中的「心」 
六、結論 
 

概言之，本計畫研究之結果即為進一步證立《莊子》「心」之意涵範圍含括到「道」

與「物」。此理解對於融貫理解《莊子》思想的其他部分，有相當的作用。可以

打通主體精神與所謂客體之物之間的區隔，也可以解消心與道之間的間隙，有助

於更合理地解釋各項工夫論述。此外，也可以對於一些情感或境界上的陳述有重

新的理解。而且，更強調地從「心」的角度出發去閱讀《莊子》中的文獻，可以

更切近文本脈絡而提高理解的通暢度。 
 
建議事項： 

人文學科研究，書籍實為研究中主要的研究需求之一。但有些書籍未必能

於申請計畫時直接提列書籍採購，往往有些臨時看到之書，也或許未必那麼直接

相關，也在需要購買之列。而且，提列書籍採購從提經費、到購買、到圖書館編

目等等，須經過繁雜程序，無異增加行政庶務的負擔。加之研究用到的某些書籍

在實際的研究運用過程中可能畫線畫得很亂，或甚至是把書籍拆掉剪貼重編，如

                                                                                                                                            
年 3 月，頁 15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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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不適用於繳回圖書館庋藏。既然人文學科不同於理工學科，書籍實為研究中

主要的研究需求之一，某些性質可與耗材或文書用品相比，因此，建議除了如目

前提列書籍採購的制度以外，應也在雜支項目中允許若干比例或若干額度用於購

買重要的或臨時所見的自用之書，以切合人文學科研究的實務，便利研究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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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成果自評（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

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

專利、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本計畫原申請三年期計畫，經核定通過一年，此為其中之第一年，執行的

部分為「《莊子》「心」專題研究」。實際執行的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預期目

標大致上皆已達成，唯論文投稿部分，因教學備課繁忙，書寫進度稍慢，尚未完

整完稿。 
在學術價值方面，本研究中所提出的「心」的意涵範圍，在多數既有研究

的理解中未能全部涉及，但也有部分研究中牽涉的觀念與此隱然相契，特別是在

對於「心」與「道」的密切關係有所留意的其他研究中。實際上，不論對此論點

是否同意，至少在經過一定程度的證立之後，它不僅有助於重新解讀（或深化解

讀）某些《莊子》文本，也使得對於《莊子》所論之心（以及普遍而言所謂的「心」）

之理解，具有進一步開創革新的可能性，此在學術上應具有相當價值。 

本研究成果之主要論文（關於《莊子》的「心」）將在修改完整後投期刊

發表。目前未儘速寫完投稿，除了教學因素以外，一部份因素是考慮升等時程的

限制（五年內著作才算，扣掉申請跑流程的時間，大約是四年半內的著作才算），

為免後續著作完成過晚，導致較早的著作過期，所以約略拖晚，希望盡量於後續

著作完成較多時集中在較短時間內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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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成 果 報 告   
□期中進度報告 

 

中國思想史「心」專題思想研究 

 

 

計畫類別：■ 個別型計畫  □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4－134－ 

執行期間： 97 年 08 月 01 日至 98 年 0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蕭裕民 

共同主持人： 

計畫參與人員：郭凱文、林欣儀、林怡劭、翁健鐘 

 

 

成果報告類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精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陸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論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理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列管計畫

及下列情形者外，得立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年■二年後可公開查詢 

          

執行單位：政治大學 

中   華   民   國    98 年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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