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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間世〉看莊子的處世哲學

曾紫萍

【提要】

本艾從莊子的（人問世〉一艾著眼，探討莊子的處世哲學。筆者以為莊子「以

無用保全」的處世態度乃依「避禍全身」而來，然最終的目的則是在人世間成就一

逍遙自在「應帝應王」的無我境界。而在工夫進程上，提出了「心齋之教」透過致
虛守靜的修養工夫達到內在心靈的超脫，進而在應對人世間一切困頓危逆時，皆能

「安之若命」泰然處之。如此一來，「至人」無處不可自在逍遙的形象，亦於此中昭

然若揭。而莊子的處世哲學，亦於此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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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別百

王邦雄先生在〈莊子道〉一艾中，將（人問世〉下了一個小標一通過人世的難

關。人世之苦就算是以選擇精神上超脫一切的莊子終究不能倖免還是要面對。而〈人

問世〉就是著重在人面對這難關時之的性格剖析，說明人在回應其做為「社會存有」

所應有的態度。

程兆熊先生先生會言：

人有其「存在」即有其人與人之間。有其人典人之間，即有其人與人間之世。

因此，有人之存在，即有其人間之存在，亦即有其人問世之存在。 l

人生在世，因其一己之存在所以總得顧及其人問世的存在，所以有其生之養，

也須有其道之行。生之養，道之行之間，如何取捨即是人問世最終所要討論的課題。

人之入世，終有如鐵之入爐，故不息其不火熱，而只怠其領焦枯。若能

於火熱之餘，頓然冷卻，如是予以鍛鍊’則厚、為鐵， f!p轉而為鋼。而銅

之為用，自遠勝於鐵。其思所以易之，即有以易之。於此，則只是見心

血之下，又有只是見智慧。 2

人間乃為一人與人之間相互往來所構成之空間也。而在居處於此一空間的種種方式

亦即為人間應世之法。莊子居處於一個進退維谷的時代，如何在亂世居處，練就一

身真智慧乃莊子人問世之終極渴望。莊子在（人問世〉中，提出最重要的兩個主題，

一是「心齋之教」’二是「無用之用」，而此二者亦正可是莊子在因應人間之道時所

持有的態度及觀點。「無用之用」說的是一種貴己避禍方式的最高層級。目的是要人

們擺脫既有的世俗價值判斷，所謂的功名利祿，出世入世之抉擇亦在此處獲得一消

諒。然而莊子的「無用之用」並未真正擺脫「用」的價值範疇，他仍是以「無用之

用」為避禍全身之用。筆者以為，莊子以「無用之用」來打破一般世俗對於「有用」

一詞的執溺。然而莊學並不僅僅停留在消極的避禍之上，而是在打破一般世俗的價

值判斷後﹔再進一步透過「心齋坐忘」的工夫進程來達到「至人」的境界﹔而透過

這一心齋坐忘的修養過程，將「用」與「無用」的一切價值判斷皆予以消彌’進而

達到真正的逍遙之境 。而此境界開顯之時 ， 人世即與自然同化 ，如此一來，避與不

避，用與無用皆消融為一。

而這也解決了「遇」與「不遇」的問題。「無用之用」尚未能解決此一遭遇問

l 程兆熊﹛道家思想一老莊大義﹜（台北市：明文書局 ， 民 74 年 12 月初版） ， 頁 230 。
2 程兆熊〈道家思想一老莊大義﹜頁 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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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時所面臨的困境。是故莊子提出了「心齋」工夫修養進程，要人們擺脫對於夕他

形肢才智的執著，面對人世不可避的禍端之時，能透過此一工夫修養之道而達到「安

之若命」的處世態度，進而對人世之「遇」與「不遇」的問題能得到一解脫與消弦。

而此時亦正是莊子學說中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達到合融為一的圓滿境界之時。如

此，「至人」、「聖人」的人格形象就此形成。而莊學的一套處世哲學亦就此得到確立。

二、莊子的處世哲學

（一）避世全身

（人問世〉：

德盪乎名，智出乎爭。名也者，相幸L也﹔：如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

所以盡行也。 3

成玄英疏：「夫德之所有流蕩喪實，為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 4德

之所以會流蕩失真，是因為愛名的緣故﹔而知之所以會逾越超過，則是來自於相互

的爭鬥。「名」與「知」都是應對人問世時，必然會面臨的一個課題，莊子將此二者

視為人類相互傾車L的問題來源。

郭象在注（人問世）一文時，篇首即言道：

典人群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

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5

所謂「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正道出莊子處世哲學中最終的理想、人格之實踐。

莊子藉孔子之口說道：「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 6這裡的「至人J 是
莊學中道的最高體現者，而莊子說「至人」是先「安立己道存乎諸己，然後才去存

於諸人」亦可見出莊子在處世哲學上，是以一由內攝外的行進方式的。而當中的功

夫當以先求得主體的自在逍遙，再求客體的隨順自然。然而在主體自在逍遙之前，

所遭遇面對的第一課題，即是避禍保身的問題。

在〈人問世〉文首，顏回欲事衛君與孔子的一段應答正可看出莊子對此一課題，

所持有的態度及其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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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 7

郭象注曰：「言遜而不二也凡，而成玄英也說道：「勉勵身心，盡誠奉國，言行忠、謹，

繞無差二九不管在行為或者言行之上都表現出謙虛恭敬的態度，「端正其形，盡人

臣之敬﹔虛豁心慮，詰匡諜之誠，既成高命，敢述所以耳。 10」然而外在的謙遜，

行為的謙卑，其內心卻抱著想要說服對方的意圈，這還是不足以達到避身保全，進

謀忠、言的目的。孔子曰：

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和而內不誓，其庸言巨可乎？ 11 

吳恰先生言道，顏困在於「踹」和「勉」用工夫，是只注重外在的相和，而無內心

的工夫。 12對此，莊子認為以此因應人間世並不能免於災害。而緊接著，莊子在（人

問世〉中，提出了第二個保全避禍的方式：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地徙。與天地為徙者，主口天子

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嶄呼而人不善之邪？嶄乎而人不善之邪？ 13 

態度上的謙卑恭敬不足以避禍保全，在此莊子藉顏回之口進一步提出第二個避

禍保全的方式，「我內心質素誠道，供自然之理而為徙類。是知帝王與我，皆稟天然，

故能忘貴賤於君臣，遺善惡於榮辱，復矜名以避惡，求善於他人乎？具此虛，懷，庶

其合理。 14」然而，對這樣的應世方法，莊子認為過多的技巧謀術雖可以讓己身暫

時達到避身保全的目的，但這種揣測國君思想的方式，也只是一時的避禍保全。因

為，在心理上顏回仍是抱持一「欲成就經國大業」而有所趨避的心態為之，而此亦

正是莊子所言會招致殺身大禍的來源。〈人問世〉：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因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

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15

7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41 ° 
s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41 。
自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41
川人問世〉中，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中成玄英疏「端正其形， 盡人臣之敬﹔虛

豁心慮，詰匡課之誠，既成高命，敢述所以耳。語見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41 ° 

11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41 。
12 吳怡：〈新譯莊子內篇解義〉（台北市：三民書局，民國 90 年出版 2 別），頁 159

13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43
14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43

15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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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玄英言：：「聖人虛己，應時無心，譬彼明鏡，方茲虛谷。今顏回預作言教，方思

慮可不，既非宏、淡薄，故師其有心也。 16」因為其心仍執泥於合乎世俗的價值判之

上，所以才無法超脫體驗真正的大道。然而，究竟該如何才能先於避禍保身，而後

達到一解脫境界，亦即精神與現實世界一致的渾融狀態。首先，筆者先就莊子的「無

用之用方為大用」的避禍全身之法論起。

在（人問世〉中，莊子藉由機社樹、支離疏等，點出無用之用為保全的處世

觀念，而此亦正是莊學較為人爭議之處。譚宇權先生在〈莊子哲學評論〉一書中，

會大力鞭提莊子思想為一消極且極端自私的處世哲學。譚先生言說：

莊子宣揚的無用哲學，不僅可能使人變成無用的廢物之嫌，而且有使吾人

社會走向靜止與頹廢狀態的問題﹔因為任何人若照他的指示去做的話，社

會將充滿逃避現實的無可用之才。那麼這社會還有什麼希望呢？ 17 

莊子的處世哲學是否真如譚先生所說的是一種「極端自私且獨善其身J 18的處

世觀點？莊子的處世哲學，的確有一避禍保身的思想，但他畢竟不是以此為其學

說的最高境界。其最終的目的仍是以達到精神與現實世界一致，「不失王而處世」

的境界為其學說的最高宗旨。如果只是片面的將其「無用哲學」解讀為一極端自

私、消極利己之學，而忽略了莊學中企圖想將一般的世俗價值判斷的意識型態予

於以消融進而解開「用」與「無用」之迷障的目的，這就不免失之偏頗了。

在（人問世）中，「無用保身J 有三例。其中如：

機社見夢曰：「．．．．．．夫粗梨橘油，呆蒜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技折，

小技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天，自持擊於世俗者

也。物莫不若走。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 19 J 

郭象注曰：「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而成玄英也說：「不材無用，必獲全

生，樑社求之，其來久矣。」兩者皆認為莊子在此所強調的是一「無用保全」的

處世態度。〈人問世〉有言：

鳳兮鳳兮，何如捷、之表也！來世不可符，才主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

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20

16 郭慶藩：〈莊于集釋〉，頁 145 。
17 譚宇權：（莊子哲學評論〉（台北市文津出版社民國 87 年），頁 264 。
18 譚宇權：（莊子哲學評論﹜（台北市文津出版社民國 87 年） ， 頁 262 。

”郭慶藩：〈莊于集釋〉，頁 172 。
泊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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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怡先生在〈莊子內七篇解義〉中曾提到：「有用之用是片面小用，無用之用是全

體大用﹔有用之用是看得見的，有限的，因此會被利用，以致耗精傷神，無用之

用是看不見的，無限的，因此不會被慾望所拘’而能全生保真。」 21有用與無用是

一相對應的詞彙，莊子雖以「無用」來言「有用」其最終的目的卻是要我們捨棄

所謂世俗既定價值的分判。何謂有用？何謂無用？有用與無用有該用什麼標準來

界定？莊子借「有用 J 來說「無用」’例如：文木有用可以為樑柱為船材，但從另

一角度來看這亦是他無法成其大用，招致禍害的理由來源。然而文木無法自毀其

文，變成無德，無才與無知，所以最後也只有被砍伐的命運﹔而人卻不然，如果

一個人能真「用其德於無形，用其才於無為，用其知於無欲。」 22亦才能真正體現

至人的最高理想。如果每個人都如顏回一般要在世人在無道的環境下，堅持要凸

顯自己的才德﹔要去感化那群如衛王一般暴孽奸邪之人，無異是如膛螂擋車一般，

不但無法實踐自身身心的逍遙自在，更會為己招來殺生禍端。

在此，筆者以為莊子以無用保全的處世態度，雖依其「貴己避禍J 進程而來，
然最終的目的是在人世成就一逍遙自在「應帝應王」的無我境界。所以，如果只

將「無用之用」的處世態度理解為一消極極端自私的處世觀點，對於理解莊子學

說，將有不夠全面之處。無用之用雖是對有用的一種消解，但其最終則是進而消

融有用與無用的對立，渾合為一。總的來說，莊學在人世上，主張擺脫一切既定

合乎世俗的價值判斷，例如：對於功名利祿等價值判斷的捨離，無用與有用二者

的分判界定．．．等。而筆者以為莊子的「無用之用」將一般世俗既有的價值判斷擺

落之後，要尋求主體的自在逍遙仍是須要透過另一個修養的工夫進程才能使之實

踐的。而究竟如何才能真正達到一逍遙解脫之境呢？莊子在（人間世〉一文中提

出了「心齋之教」的工夫論。

（二）心齋之教

莊子的心齋之教，說的是一修養工夫的進程。而體證心齋最高之境，即為體道。

莊子以「道的境界」為人生最高理想境界的呈現。〈大宗師〉有云：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

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

古，而不為老 。 23

道是實有存在的，所以萬物才得以生存﹔而道也是無為無形的，所以天地萬物的生

21 吳怡：〈新譯莊子內篇解義〉（台北市：三民書局，民國 90 年出版 2 刷），頁 176 ° 

2 吳怡：〈新譯莊子內篇解義﹜頁 177 。

23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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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得以無限的開展。在〈齊物論〉中言，道是真宰是真君。他雖無一定得軌跡可循。

但卻是大化昭著運行自如在天地之間的。所謂「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

形」道是自然昭著的，就好比是四時的運作，萬物的生成都是自然而然不會有所爽

失的﹔他雖沒有所謂一個固定形體的存在，但他的實理存在確是無庸置疑的。在莊

子的眼中，道是不可捉摸甚至可說是多變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叉有著一個

沈穩，主宰一切至為虛靜的特質，例如（齊物論〉有云「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意

損乎其真」 24以及（大宗師〉也云：「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
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 25我們可以說道自身在任何一個

情況下都是相同的，只是相感的物體因為自身角度的不同，而對道產生了不同的感

悟。而如何才是真正的「體道之人」呢？在莊子用「至人」來形容真正與道同化的

人。（人問世〉有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 26如何先存諸己，和後存
諸人﹔莊子用「心齋」二字來概括：

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符物者。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王船山言，人問世為「涉亂世以自全而全人之妙術」。船山所言的妙術，指的

乃是一致虛守靜的工夫，而此一工夫正是以〈人問世〉之心齋為其主導。吳怡先生

在〈新譯莊子內七篇解義〉中言道：「不用耳去聽，不用心去聽，而用氣去聽。因為

只有氣是以虛來應萬物的。而道與虛相和，此即心齋也。」道與虛相和，虛是心靈

的空納，是一種寧靜澄明的境界。郭象在注莊子時下過以下幾點註解， 1.志乃去異

端而任獨也 2.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以虛待物者也。 3虛其心則至道集

於懷也。高柏園先生認為，郭向所注之細部層次理論之展示較顯粗略，而成玄英之

見解反較能貼近莊子心齋之原意，此一看法，筆者極為贊同，今引成玄英之注於後

分述之。

成玄英疏： 1.耳根虛寂，不凝宮商，反聽無聲，凝神心符 2.心有知覺，猶起攀

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遣之叉遣，漸階玄妙也乎。心

有知覺，猶起攀緣，為氣無情膚、可成與道同為一體，虛柔任物也！是故彼知覺，取

此虛柔，遣之叉遣，漸階玄妙也乎。
心有知覺，猶起攀緣，唯有氣無情膚、可與道同體，這是所謂的虛柔任物！是故

在理路層次上，成疏確有比郭向清晰之處。然何謂氣？（人問世〉有云「氣也者虛

而待物，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28所謂氣也，程兆熊先生在〈道家思想〉一文

中提到

2~ 郭慶藩：﹛莊子集釋〉，買 56 。

古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253 。
26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34 。
27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47 。

28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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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志，則一任一氣之流行，如是，便即為．．．一而氣則只是流行，流行則

只是任其及化，任其及化，則只是虛。而為虛可以待物，故曰：「氣也

者，虛而符物者也。」讓心靈虛靈純一，進而表現出來的即是一虛而符

物之境界也。 29

關於此一境界，葉海煙先生在其〈老莊哲學新論〉中，明白的指出心齋具有一

相當成分的現代性30 。而這個現代性源自於其轉化人格主體這一特質之上。亦即以意

義世界合攝現實世界的作法。筆者以為此正是莊子用心齋的修養工夫，使得心靈修

為與外在現實環境合融一體的方法，這是莊子哲學中欲達到至人之境的一個很重要

的工夫進程。而心齋也正好提供了消解人臣之間權力緊張關係的妙方，主張消除因

人格差異而產生的對立與衝突，用心至顯，而以一溝通行動作為理性之津樑。

心齋，所凸顯的是一種超越的精神，超越生理官能，超越心意情識直搗生命

最美妙的圓滿境界。在莊子的世界中，生命是真切且美善的存在。而要達到這種

生命真實的呈顯狀態，首先就得超越生理物質的存在。因為莊子認為生理物質的

存在是生命的外圍層次，是存在的邊緣地帶，是生命浮面的表象，而這個表象是

切不到生命的核心的。

張默生先生在〈莊子新釋〉一書中，曾說道：

孔子所提出的「心齋」與大宗師中顏回所提出的「坐忘」視同一境界的兩

種稱謂，就是由墮聰點明，更進一步而至於萬念俱空，純然是一種虛靜者

的境界，而為「虛以待物」的狀態，就可以說是達到處世的極致了。 31

筆者以為，莊學是以「心齋」一說，對人世間的「禍福」、「功名」以及「全

身保全」等執著所提出的一個真正解決之道。而「墮肢體」與「點聰明」為其工

夫進程的兩大主題，擺脫了對個人形體完好以及對於世俗價值觀念的陷溺執著之

後﹔更進一步的以一種純然虛靜的境界、「虛以待物」的狀態去處世，而這也即是

莊學中最高的逍遙解脫之境，筆者以為（人問世〉一文「心齋之教」為其莊予處

世哲學之工夫論，而「義與命的安立J 則為莊子處世哲學一最終的理想境界。而

此境界一到達，則現實世界、精神世界即合而為一，莊學之特有的一套處世哲學

亦至此形成。以下就其「義命安立」的主題論述之。

（三）義命安立

「無用之用」 雖可達到避禍全身的目的，然而對於精神與現實世界的衝突，並

29 程兆熊：﹛道家思想一老莊大義〉（台北市：明文書局，民 74 年 12 月初版），頁 236 。
到葉海煙：﹛老莊哲學新論〉（台北市：文津出版社，民國 86 年 9 月一刷），頁 150 。

”張默生：〈莊于新釋〉（台北市：明文書局，民國 83 年 1 月出版），頁 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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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清楚的解決之道，筆者以為，此更像是短暫獲得保全的因應之道﹔至於

「心齋之教」所著眼的則是自我精神世界的超脫，而對於外在現實世界的因應之

道，實為描述不多。而對於現實世界的應對，筆者以為莊子在「義命安立J 這一

主題中，可以得到解答。高柏園在《莊子內七篇〉中言道：

莊子（人問世〉對義與命的安頓，主要是採取一主觀境界型態為其基礎，由

此消解因不知命而帶來的躁動與情傷。 32

何謂主觀的境界型態，主觀的境界型態指的是一種透過個人心性體證所呈顯的

生命型態。而莊子透過他特有的人格特質，以及思維方式找到一條面對生命中無法

改變的「命」之消解方式，而這種消解的工夫進程正是「心齋」。所以高先生亦即在

下文中緊接著說道：「吾人以心齋之虛讓一切通過，則一切莫可奈何知不可解即不解

而解，一切不可逃則不逃而逃，不擇地、不擇事，一任其不得已而已。」 33

〈人問世〉中，莊子借仲尼之口言道：

天下有大成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是以夫是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是其君者，不擇事而安

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如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回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

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34 

「義」與「命」。子女與父母的關係是天然注定的，這是命。人臣和君上的關

係是人類社會的一種名分，這是義。而無論到那種社會裡’都有這樣的隸屬關係’

這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郭象在作〈莊子注〉時曾言道：「不可解於心，此心為自

然固結，不可解也。 J 35 ，而成玄英也曾進一步的論到：「夫孝子事親，盡於愛敬。

此之性命，出於自然，中心率由，故不可解。」 36 。高柏圈先生在〈莊子內七篇思想、

研究〉中說，義與命二者區分為「自然不可解」與「非自然但叉不可逃」二者37 。「義」

象徵人在這社會所有的角色扮演，亦即人的社會性，而「命J 則為先天的血緣親惰，

所以成玄英才會言道「此出於自然，固不可解」既然知道義與命都是無可奈何，若

32 高柏園：〈莊于內七篇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民國 81 年四月初版），頁 l抖。
33 高柏園：（莊子內七篇思想、研究﹜頁 144 。

3~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55 。
35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55 ° 

36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55 。

31 高柏園：（莊子內七篇思想研究﹜（台北市：文津書局，民 81 年），頁 141 。

173 



興大中文研究生論文集第八輯

能放下此一用力之心而安之，如虛室之任氣使獨，而遇之透之則人問之一切困頓，

亦可迎刃而解。所以（人問世〉針對「義」與「命」二者作探究，正揭示莊子是用

「安之若命」的處世觀念去解決人世間的一切困頓與不安。

這個「安」是很重要的。吳怡先生在〈新譯莊子內篇解義〉中提到，這個「安J

字，乃是一修養方法。何時、何地、何物、何人、皆可「安」’皆可態然處之。若心

中沒有一個虛靜純養的真心，如何面對這人世間的一切紛紛擾擾。所以接下來的事

其心，指的即是修養的功夫，修養其心，讓一切喜怒哀樂對你不能產生作用。「安之

若命」’是一個人體現真我的最好表現。若依郭象的說法，則事雖有莫可奈何，但還

是有一定理於其中。如此說來，若我們能依大道之理運行之，即可免，譽、於身，人問

世亦可悠遊自在也。若不能安之，則誠如程兆熊先生所言：

有事之志，即有為之志。不知其不可奈何，而不安之若命，貝1J 為之而有，

即為有為。有為有事，即不能無患。 38

有為有事則有患，所以要無為方可免患。何以無為呢？即處之態然，安之若命。

如此為而若無，不復有患，即為至德之皇顯。而透過莊子對義與命的態度亦即明白

的揭開人問世中一切無為之為也。在莊子的處世哲學中「有為」與「無為」如同「用」

與「無用」的價值分判一樣，都是應該予以消解的。一切只依循著自然之道而行，

則雖所處如楚狂人接輿所言之天下無道的亂世，亦可處之泰然，泰然處之。將人世

間的一切際遇視為「即煩惱即菩提」而安之若素這就是人間的「大宗自仇，世間的「逍

遙遊」。

三、總論

吳康〈老莊哲學〉說，〈人問世〉一文立言的宗旨是。

莊子之學，在於出世，出世者何？自由放任，不累於人世之利害得失，心與

天游，超然物外，此身雖在人世，而不為世網所櫻’貝1J 出世之真義，乃為人

問世一文之所以作也。 39

莊子的處世哲學著眼點，並非在出世與入世之間的抉擇。他所強調的是一種精神與

現實世界皆得解脫的狀態﹔而此以為莊子處世哲學中的最終標的 。 吳康先生說〈人

問世〉一文是超然物外，此身雖在人世，而不為世所攘，此實為灼見也。筆者以為

莊子在體證這套處世哲學之時，乃先從如何貴己避身說起，而因為現世之中仍有許

38 程兆熊：（道家思想一老莊大義﹜（台北市：明文書局，民 74 年 12 月），頁 74 。
J9 吳康：﹛老莊哲學〉（台北市：商務印書館，民國 52 年三月修訂台四版），頁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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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可避的災難禍端，所以他進一步先在精神世界中尋找安頓與超脫。

莊子提出了「安之若命」的處世哲學，要人們在面對人世間無可避或者不可避

的一切遭遇時，均能「安」之。如此一來，才能達到真正的解脫之境。亦即精神世

界與現實世界合而一致，不失王而處世之。

總的來說，筆者以為莊子的處世哲學乃是一「 II賢人而不失己」 40的處世哲學。

因「不失己」強調主體的絕對自由，所以他提出了心齋等修養的工夫進程。最後他

在現實與精神世界領悟一「安之若命」的處世態度，這就是「順人」以無用為用，

而生命或可獲得保全，但全與不全，遇與不遇，未必操之在己，任之天命由此「安

之」’進而達到自我主體在應對外在客觀世界時的自由與超脫﹔這即為莊子處世哲學

所呈現的理想的生命型態。

岫語見莊子﹛外物篇﹜’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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