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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少解讀者跳出「轉化」說，將《莊子‧齊
物論》全文聯繫起來，一窺「夢」、「覺」與「莊周

夢蝶」之間的關聯。比如

憨山大師解物化為「物化

者，萬物化而為一也，所

謂大而化之謂勝，言齊物

之極，必是大而化之聖人。

萬物混化而為一，則了無

人我是非之辯。則物論不

齊而自齊也齊物以一夢

結，則破盡舉世古今之大

夢也。」[6]大儒王夫之解物

化為「物化，謂化之在物

者……夢也，覺也，周也，

蝶也，孰是而孰非？物化

無成之可師，一之於天

均，而化聲奚有不齊哉？

以此奪儒墨之所據，而使

蕩然於未始有無之至齊者

也。」[7]當代學者鄭開先生

認為理解「物化」的核心

在於「化」與「不化」的相互對立關係，「夢」與

「覺」、「生」與「死」，都是通過「化」貫穿起來。[8]

還有學者另闢蹊徑，將「莊周夢蝶」的故事看

成是一詭辯論與懷疑論相得益彰的典範。「夢中

有夢，夢中不知，但醒來之後夢醒之分還是很清楚

的，故意混淆夢與醒是一種詭辯。懷疑常人的認知

能力則是一種懷疑論，這裡的懷疑論與詭辯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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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是《莊子》一書中的重要概念，「物

化」一詞首見於《莊子‧齊物論》章尾：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

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

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

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

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

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

矣。此之謂物化。[1]

莊周夢蝶的故事因

其神秘性歷來被人所津

津樂道，而各家對於物化

的理解雖各有側重，多在

「萬物的相互轉化上」著

力。馬其昶先生解物化為

「物有分，化則一也。至

人深達造化之原，絕無我

相，故一切是非利害、貴

賤生死、不入胸次、忘年

忘義，浩然與天地精神往

來。」 [2]陳鼓應先生解物

化為：「萬物的轉化」。[3]方勇先生解物化為：「物

化指一種泯滅事物差別，彼我渾然同化的和諧境

界。」[4]王博先生也同樣認為「在『化』中，物與物

的界限消失了，鯤可以化為鵬，人可以化為蝴蝶，萬

物通而為一。」 [5]這一解讀顯然是境界論意義上

的，對於體會莊子哲學超拔的精神境界以及個體

主觀境界的提升大有啟發。

摘  要：「物化」是指事物本身自然而然的變化，

結合《莊子》全文可知物化乃是「氣化」的結果，

而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物化」是動態的自

然。物之身份的確定乃源於「氣化」的機制，這

一機制的確定使得物成為其自身。以此為前提的

「物化」具有正反兩種功效，順應「物化」即意味

著順應「天」，而從《莊子‧齊物論》前後文可得
知此時的物處於一「大覺」的境界；而違背「物

化」的成心妄作則被視為「夢」。「莊周夢蝶」的

故事在於展示物之主體對於自我身份的認知，

也即順應「物化」者不應因外在的限制迷失其自

然本性。這也同《莊子‧人間世》中講到的「聽之
以氣」、「為道集虛」相一貫。

關鍵詞：莊周夢蝶；物化；氣化；夢；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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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二為一的。」[9]以此種解讀角度去解讀「莊周

夢蝶」的故事不僅給讀者理解《齊物論》指明了一

條方向，對於《莊子》全文的解讀也大有裨益，然

而此種解讀卻使「物化」這一問題被懸置。

以上各家對於「物化」的多種解讀可謂完備，

總結各家注解來看，如果將「莊周夢蝶」篇單獨拿

出來分析以期對「物化」進行解讀而不去考慮《齊

物論》章的整體意涵，則很難把握「物化」的真

諦；同樣，不將其他章節出現的「物化」意涵考慮

在內卻只對《齊物論》這一章節進行分析，也同樣

難以理解物化說的實質。再有，若是對「物化」的

解讀難以同《莊子》的整體內涵相契合，對於「物

化」的分析仍不能稱之為恰當。此外，雖有以上各

家對「莊周夢蝶」中「物化」概念的不同解讀，但

思考「物化」得以進行的機制對理解「物化」尤為

重要，有以此為前提的思考再對以上注解進行辨

析，對「物化」的解讀才能稱為完善，在《莊子》一

書中，「氣」的概念尤為重要，分析「氣」與「物」的

關係，無疑是解讀「物化」的前提。

一、「氣」對「物」的作用

「氣」在《莊子》一書中居於非常重要的意

義，在莊子看來，萬物的形成發展乃至消亡皆有氣

的參與。對於「氣」，《莊子》一書的多重內涵可大

致分為兩類，一類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物質形態，

像「雲氣」、「息」、等；另一類則可看成是一種類

似於精神之氣的東西，雖無形，卻是萬物構成的重

要因素。《莊子》中講道：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

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10]

「昭昭」即指客觀存在的物質世界，「冥冥」

作為客觀物質世界的起源，「無形」即指造化，形

體以精神為主宰，精神以天道為主宰，而在一生成

過程中起推動作用的即為「氣」。《莊子》一書上講

到「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11]並且「氣」的無形

而有形的特徵與「道」無形的特徵是相協調的，而

「道」居於統率地位，「氣」是從屬於「道」的。陳

鼓應先生認為，「氣」是「道」的具象化，「道」是

「氣」變化形態的推動者和引導者。

但莊子提出「通天下一氣耳」[12]的觀點，也即

在「氣」貫通天地萬物面前，雖然「道」具有終極

性，但仍不免有被懸隔的傾向。對於「氣」生成萬

物的過程，《達生》篇中講：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13]

成玄英疏為：「夫陰陽混合，則成體質；氣息

離散，則反於未生之始。」成玄英用陰陽二氣來

解釋萬物的生成與消散是合理的，符合當時對於

「氣」這一概念的基本理解。在《田子方》篇中則

明確提出用陰陽的概念來解釋天地萬物的運行變

化：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

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

功。[14]

道雖無形，卻賦予萬物以秩序性，而這種秩序

性是通過陰陽二氣的運動變化來顯現，《老子》中

也有「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15]的觀點，

莊子的思想可以看成是對老子思想的一個繼承，

同樣也符合那個時代人們對於陰陽二氣的認知。

而且，《知北遊》篇中也講道：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16]

此處將「氣」的聚散變化與生命的生死狀態

相聯繫，「氣」的運動表現在生命的變化上，或氣

變物形，或形歸於氣，都是符合自然變化的表現。

不過，雖然天地萬物自然運行的內在機制為「氣

化」，但從外在形態上看，這種自然的變化就表現

為「物化」，則在此前提下可以認為物之身份的

確定乃緣於「氣化」這一機制。以此為前提對「物

化」進行解讀，更能將「物化」的特質講述清楚。

二、「物化」的整全分析

「物化」一詞在《莊子》一書中多次出現，有

時也會以「化」代替「物化」使用，並且「化」之一

字在《莊子》一書出現數十次。但《莊子》書中所涉

及全部「化」的意涵並不均等同於「物化」的主旨，

因此對「化」的理解就需要在結合上下文意旨的基

礎上進行分析，比如以下兩處「化」的意旨就全然

不同：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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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

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17]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淳

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18]

這兩處均出現「化」，但是結合上下文進行分

析，第一處的「化」顯然做「物化」解，將順應「物

化」的前人同違背「物化」的今人進行對比。郭象

注解此句為：「（古人）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今人）

以心使形。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

化耳。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19]郭象注

解的「無心」指沒有成心，以此強調前人內心天性

的保全，不與萬物發生衝突，稱讚無心求勝於萬物

之人的境界。「物化」的過程沒有成心的參與，一

切皆順其自然而進行，外在的變化並不能侵擾內

心的自然本性。對內心不能保全天然本性又與萬

物產生衝突的個體，莊子借孔子之口進行批判。而

第二處的「化」則理解為「教化」更為恰當，個體若

違背自然無為的宗旨，其天性的淳樸便難以彰顯，

因此只能施行人為的「教化」，此時的「教化」顯然

是以成心為先決條件，其天然本性不能發揮，行動

聽從成心的指揮，所以離道愈遠。由以上分析可

知，將「化」與「物化」同時進行分析，辨析「化」與

「物化」所代表的主旨，更能全面理解《莊子》一

書中「物化」的內涵。

在對「物化」進行分析之前，我們需明確一

點，即「物化」與「自然」的關係。對於「自然」這一

概念，莊子語義上的自然不同於我們現代意義上

的自然即nat u re，而是道家意義上的重要概念。
《道德經》上講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 [20]，「自然」是天地萬物所尊崇的最高標

準，但這個最高標準是萬物各自所秉持其各自的

性分去發展，道不會施加任何規定於萬物身上，

「道法自然」即意味著萬物複歸於萬物自身。明確

這一前提再來解讀「物化」，則可以將「物化」理

解為自然的一種動態表現，「物化」意味著萬物本

身自然而然的變化，萬物順應「物化」的要求便是

順應自然的表現。

對「物化」進行解讀時，還需要從客觀性與主

體性兩方面進行，客觀上來講，「物化」是指萬物

自身的變化，其最終目標在於使萬物自化而無外力

施以成心造作；「物化」的主體性體現在主體在對

待「物化」的態度上，主體消解由成心所產生的執

著，最終目的是要人們超脫生死的區別對待以適

性逍遙。鑒於這兩方面的協調作用，萬物才能達

到和諧，呈現《齊物論》中所講的「天地與我並

生，而萬物與我為一」[21]的境界。

（一）「物化」的客觀性分析

既然「物化」為一動態的自然，「物化」的表

現形式之一為物之自化，反過來講也即是主體在

順應其自然本性基礎上的物之自化，用《德充符》

中的一句話來概括便是「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22]此時的主體秉持自然性

分，其變化順遂自然，主體處於無所待的境地，順

遂事物的變化而不會被外物所牽引迷失其自然本

性。任物之自化又包括兩種內涵，正面來講是不人

為去干涉萬物的本然變化；反過來講，個體也不

應讓事物的變化來妨礙到自己天然本性的抒發，

這也是在體認萬物自性的前提下，就對待萬物的

態度上來講「物化」的本意。並且，「物化」本身並

沒有成心的參與，這也即是莊子所講的「汝徒處

無為，而物自化。」[23]自然之道的要求是無為，不

設前提規設萬物，也不會參與萬物的變化。在此原

則下與萬物相處，方有可能達到萬物各自和諧的

目的。

同理，若違背「物化」的原則，則會產生與順

應自然和諧相悖的結果：

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

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

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24]

主體若在不符合「物化」的狀態中參與萬物

的變化，會憑藉由人的成心所產生的智術而不是

自然的天理來行動；以自己的標準來規定萬物而

不與萬物同形，使萬物難以發揮其本性；崇尚智

巧來應急，為瑣事所役使而不自知，並且為外物所

牽引而失去其自然本性；顧盼四方以期讓萬物順

應自己，追求每件事都辦的恰當。[25]但事實卻是主

體難以把握萬物的標準，並且往往會產生物極必

反的效果。惟有超越成心的偏見，順應萬物的自

然本性，方能「化貸萬物而民弗恃」[26]。《天道》篇

中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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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

天下功。[27]

此處可以說是對「物化」最好的詮釋，天地不

施加任何影響於萬物，萬物順其自然本性而生長。

並且處於生長變化中的個體，也要時時順應自然

之變化，但又要保持其自然本性不被外界的變化

所干擾。《寓言》篇中講到：

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28]

此處的「化」也是做物化來解，孔子遵循了物

化的客觀性，不斷改變著自己的認知，以適應物化

的要求。結合《莊子》一書中多處「物化」、「化」

的運用，可以總結出其內涵在於彰顯萬物本應該

順道而化的實質，這一實質不應該對其施加人為

的造作去破壞。

（二）「物化」的主體性分析

《莊子‧齊物論》中有：「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
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予

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由悅生惡死到

悅死惡生這一態度的轉變在莊子看來是沒有瞭解

「物化」實質的體現，並且生與死實質上是「物

化」的一種表現形式。莊子將通於「物化」的人稱

為聖人，「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29]聖人的生與死是在順

遂物化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合於「陰陽」。「陰

陽」在《莊子》一書中表示陰氣與陽氣，莊子認為

陰陽二氣的聚散使萬物有了生滅：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

生之徒，吾又何患！[30]

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31]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32]

在此前提下，生死不過氣之變化，這一變化

順遂自然無半分人為的造作，《莊子》在最後一句

稱之為「能移」，也即是「物化」的另一種表達。執

著生畏懼死而終日惴惴不安，在莊子看來是沒有

超脫生死對待的表現，因此莊子在《大宗師》篇借

子犁之口勸告人們「無怛化」[33]，即不要去驚擾生

死的變化，並極力讚美造物主的行動為「偉哉造

化」[34]。這並非體道豁達之人沒有人之常情，而恰

恰是他們通曉自然變化本質的表現，體道之人坦

然接受這種種的客觀變化，放下執著的心態。並且

莊子在《大宗師》篇借病重的子輿之口表達處順

遂自然的態度：

夫造物者，又將以予之右臂為此拘拘也……浸

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

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35]

病重中的子輿面對身體的病變對好友說出此

番豁達的話，既然造物者讓他的左臂漸漸變成公

雞，他便用來報曉；如果他的右臂漸漸變成了彈

弓，他便用它來打下鴞鳥烤肉吃。形體的改變並不

能干擾子輿內心的天然本性，因此作為主體，在此

狀態中體認「物化」的極致便是「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36]，既不會執著於生死，也不會因為

病中形體的殘疾而哀怨使其道心蒙蔽。常人在生

老病死等執著狀態下的喜怒哀樂之情，並不會妨

礙到通曉「物化」之人其自然本真情感的抒發。相

反，他們在面對變化時達觀的態度，反而更添其人

格魅力。

三、「物化」的雙向解讀

（一）「物化」的正向分析

「物化」在《莊子》一書中均做正向解讀，目

的在於說明萬物的變化本是沒有成心參與的順性

自然，同時也舉例說明違背「物化」的態度是最不

可取的。對於順應「物化」例子，《大宗師》篇涉及

最多，其內涵也最為豐富。面對生死安於生死，便

是「物化」的體現之一，如下文：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

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

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37]

莊子借子犁之口來說明人的生死為「物化」

的表現形式之一，人們對於這種生死變化應該坦

然接受，而不是以過分的悲痛來驚擾「物化」的進

程。子來的家人屬於不瞭解「物化」的實質而驚擾

「物化」的例子，同樣在《莊子‧至樂》篇中，莊子
面對妻子去世後的反應可以拿來同這段文字進行

對比，我們也可以通過這段記載一窺通曉「物化」

之人的境界。面對親人去世，莊子的鼓盆而歌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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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常理，但面對好友惠子的問責，莊子講到：

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

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

氣。雜乎芒笏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

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行也。人且

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

命，故止也。[38]

莊子認為生死乃一氣之變化，猶如春夏秋冬

四季的輪替一樣正常，能夠順其自然而生老在莊

子看來才是知命的表現。人為萬物之一，若不能

知曉變化的原理，卻以驚恐悲痛面對，則是有違

「物化」的表現。因為通曉「物化」的本質，莊子面

對親人的死亡才能夠坦然接受，並且在行將就木

時的態度也體現了其境界的高妙，莊子對弟子說

到：

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

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39]

莊子自己將天地作為棺槨，將日月當作玉璧，

將星辰當作珍珠，將萬物當作送葬品，這樣的喪葬

用品不可謂不齊全，而這也體現了莊子與萬物和

諧統一的境界。在莊子看來，萬物均處於大化流行

之中，只要個體順應這一自然流變，即「安時而處

順」，哀樂恐懼也不會驚擾內心而對個體產生影

響。除了在對待生死的態度上《莊子》一書給予了

「物化」一個正向的解讀，在實際生活中能夠通曉

「物化」的人也極為莊子所稱讚，並將這種人稱為

聖人。

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

之聖人。[40]

聖人以自然為宗主，以道德為其根本，秉持

道的要求而行，預測自然的變化而與之俱化。而對

於能夠真正使天下安定的人，莊子認為這個人必

然有著秉持無為而順萬物之自然的態度：

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

淵靜而百姓定。[41]

能夠貞定天下的人，沒有因成心所產生私慾，

不會認為去干涉萬物的變化。結合上面分析可以

得出，在莊子看來，順應「物化」的要求，沒有成心

的造作，不管是個體，還是個體與其他個體之間，

乃至上位者治理天下，均能達到一種和諧而穩定

的狀態。而對於萬物順應「物化」這一要求的支

撐，便是最為重要的道家精髓—道法自然—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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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道德經》中講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

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42]，此處也可以作為「物

化」之正向解讀的佐證。

（二）違背「物化」的反面舉證

在《莊子》一書中對於違背「物化」本質的例

子涉及頗多，有些以寓言形式講出，有些則借前人

之口闡述：

今之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莫邪！」

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

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

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43]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

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

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

矣！」[44]

在這兩處引文中，第一處引文以寓言的形式

講出，冶金工匠和造物者賦予金屬和萬物以形體，

但這一賦予是順其本性而生成的過程，若是違背

其本身造化原理去意圖成就自己，則會被造物者

認為其違背「物化」的本質，視為「不祥」。第二處

引文則借孔子之口講明不能夠參明「物化」的人，

在實際生活中更難以教化他人。旨在表明個體要與

造化者的精神相契合，拋卻因成心所產生的觀念，

將自己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以此更能把握自己

的自然本性。只有首先把握住自己的自然本性才能

對萬物產生無偏見的認知，此種認知才能稱得上

是對萬物恰當而適宜的認知，才能去教化他人。

莊子顯然認為違背「物化」的事物是沒有順

遂自然的表現，因其違背「物化」的客觀性，不但

不能夠保全自我，反而會達到適得其反的效果。

四、「莊周夢蝶」篇的辨析

郭象以性分說來解「物化」，這一解讀意味著

莊子與蝴蝶各有其性分，但是蝴蝶未能意識到自

己所處的境地，以為自己當下的狀態即是真實，並

且自以為逍遙愉悅從而否定莊子的狀態。[45]郭象

將蝴蝶的狀態定義為不懂「物化」的表現，但他是

並沒有明確給「物化」一個定義，只是以莊子慣用

的遮詮法來表達「物化」的特徵，但是這一特徵在

這段文字中究竟如何定義，才是需要探討的問題。

再者，考慮到《齊物論》一章的主旨，如何將「物

化」這一概念與莊子所秉持的「天地與我並生，而

萬物與我為一」的理念相契合同樣需要進行分析。

成玄英則認為「物化」是一種「物理」的變化，但

他把重點放在了主體在面對變化時所應該持有的

態度上，這更像是飽含道家超越情懷的說教，而沒

有生發「物化」思想的深刻義理。針對兩者的解

讀，若想對「莊周夢蝶」篇的「物化」思想有一個

整體而細緻的瞭解，我們需要在前面所討論的前

提下進行解讀。「莊周夢蝶」篇最後以「此之謂物

化」結尾，而結合整篇的思路，可以得出以下兩種

解讀方向。此處的兩種解讀方向不同於上文中對

「物化」的雙向解讀，此處是針對「莊周夢蝶」這

一章節，以蝴蝶和莊周的狀態為分析物件，對「物

化」的意旨進行探討。有以下兩種解讀思路：

（一）二者均符合「物化」的要求

第一種解讀方向認為蝴蝶與莊周均符合「物

化」的要求，因此兩種狀態下的主體能夠「自喻適

志」。若此種解讀思路正確，也即夢中蝴蝶翩翩

起舞的狀態與夢醒後莊周悵然若失的狀態均是在

「物化」指引下的「逍遙遊放」的狀態，那麼對於

蝴蝶與莊周分別所處的兩種狀態須均須給予肯

定的態度。也即在彼此狀態中的蝴蝶與莊周均符

合「物化」的客觀性，並且二者此時的態度也符合

「物化」的主體性特徵，即二者此時是安於彼此的

狀態。

但若結合《齊物論》章前文中莊子對於「夢」

與「覺」的描述，此種解讀並不能與之相貫通。莊

子前文言曰：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夢

中又佔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

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丘也與

汝皆夢也，予謂汝亦夢也……[46]

在此處，莊子認為夢中所夢的場景與夢醒後

的狀態均不是真正的「覺」，真正的「覺」莊子稱之

為「大覺」。既知夢中場景為虛幻，也知夢醒後所

處場景的虛假之處所在，不會在夢中迷失而忘卻

自身的真正本性，也不會因為夢醒後得知夢中場

景為虛幻自以為自己已經擺脫夢中虛幻的場景而

洋洋自得。這才是即知曉變化之客觀性，又能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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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之主體性的體現。莊子在此處提出「且有大覺

而後知此大夢也」，顯然將夢中人和夢醒後的人均

劃為一類，即：對於變化的客觀性沒有正確的認

識，其主體性的自然也沒有得以呈現。因為在莊子

看來，就算是夢醒後知道自己做了夢的人，也不是

真正的「覺」了的人。真正的「大覺」的人，是參明

萬物自然本性並與萬物混為一體的人，此種人：

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吻合，置其滑涽……[47]

若以此思路來分析莊子與蝴蝶的狀態，夢中

的蝴蝶「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也即是個體此

時沉浸在蝴蝶中的狀態中翩翩起舞，完全不知此

景為夢，稱不上是「覺」。而莊子在醒後也茫然不

知是蝴蝶夢莊周還是莊周夢蝴蝶，處於茫然若失

的狀態，同樣不能稱之為「覺」。結合莊子對「夢」

與「覺」的分析，可知這兩種狀態均是莊子所反對

的，二者均沒有把握變化的客觀性。另外，結合前

面對「物化」的雙向解讀，「物化」顯然是在符合

道的基礎上的順性自然，因此是一正向的解讀。但

若肯定蝴蝶與莊子的狀態符合「物化」的要求，而

莊子又反對這兩種狀態，那麼對於前面所分析的

關於「物化」的正面解讀則難以成立，但這顯然是

不可能的。

（二）二者均未符合「物化」的要求

另一種解讀方向則認為蝴蝶與莊子均不符

合「物化」的要求，二者均未能超越彼此之間的對

待，各自沉溺於此狀態中自鳴得意而看輕彼狀態

中的自己。此「物化」則意為主體要超越彼此的區

別對待，在消解成心的過程中「安時而處化」。在

此種解讀方向下，蝴蝶與莊子便是不懂「物化」的

表現，莊子與蝴蝶不知「物化」的客觀性，未能對

變化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其實不管是前一階段還

是後一階段均是事物自身的變化，主體都應該在

這些變化中秉持本心並順其自然，不應抱有成心

而溺於一隅。《則陽》篇記載：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

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

謂大疑乎！[48]

蘧伯玉年歲六十仍然不斷改變自己的認知，

不讓先前已經知道的知識妨礙到後面接觸的知

識。人們往往重視自己當下的智慧所能得到的知

識，但是卻難以知道依靠當下的智慧所不能知道

的而後才得知的道理，這便是大多數人的最大的

疑惑。成心先立，對於事物的正確的認知便是難上

加難，但是成心之人偏偏難以自知，溺於偏見之中

無法自拔。個體對於自己身份的認知，在缺乏標準

的情況下是難以判定的，但這所謂的標準如果不

符合自然的要求，只會產生物極必反的效果。物之

身份的確立無疑來自「氣化」機制，若能順從「氣

化」便是天然，否則只能偏執某一認知，脫離此

「氣化」機制，難以大覺，蝴蝶與莊周此時的狀態

便是脫離「氣化」機制下的偏執狀態。「周與蝴蝶

則必有分矣」，即是緣於「氣化」也即「物化」之機

制，從而對自己的身份有一認同，脫離此「物化」

機制，即是一「夢」。莊子在《齊物論》前文中講：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

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床，食芻豢，而後悔

其泣也。[49]

麗姬在出嫁到晉國之前很傷心，但是在享受

到奢華的生活後便開始後悔之前自己的哭泣，麗

姬不瞭解「氣化」機制，因而有好此惡彼的執著。

麗姬前後的反差也可說是不懂「物化」的表現，

「物化」具有不能順從主體主觀意願而改變的客

觀性，如果不能對此有一個明析的認識，主體不

管處於何種狀態都輕易便患得患失、瞻前顧後。

正確的做法應是順應事物的變化，不讓外在的事

物干擾到自己內心的清淨。事物本身的變化是人

為所不能改變的，此時能做到的便是「安時而處

順」，如此方能「哀樂不能入也」。

結合前面的討論，經過以上兩種分析可知第

二種解讀更符合邏輯，即蝴蝶與莊周均不符合

「物化」的要求。因此莊周夢蝶的故事便是一個反

面例證，用以說明不符合「物化」機制的個體的狀

態。鍾泰先生在注解《莊子‧齊物論》篇的最後寫
到：「此篇理極玄微，而歸乎實際，情躬變化，而一

本常然，要使人去其局心，從夫公是，順彼物則，

不失本真。既不同希臘詭辯之淆訛，亦殊乎釋氏唯

心之虛幻，洵樹論之崇標，窮理之巨匯已。吾解此

文，未嘗不自愧其辭之費而不達也。」[50]因此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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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的此番解讀，筆者難以說此意即是莊子之

意旨。

五、「物化」所開顯的境界

莊子既然以夢蝶篇作為《齊物論》的結尾，我

們還須結合《齊物論》章節的整體意涵來論析「物

化」所開顯的境界。《齊物論》篇以南郭子綦所言

「今者吾喪我」為其開端：

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噓，嗒然若喪其耦。

顏成子由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

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機者，非昔之隱機者

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

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

聞天籟。」[51]

子綦的「喪我」在於喪其有成心之小我。喪掉

成心後的主體複歸於道心存在的自然狀態，並達

到體認自然而適性逍遙的境界。此時的「形若槁

木，心若死灰」不妨看作是通達「物化」境界的表

現。在以「吾喪我」為前提下，《齊物論》篇緊接提

出「三籟」來承接「吾喪我」的意旨。「天籟」本身

無所作為，是符合道之本體的「無」之狀態，「地

籟」與「人籟」在此喻指體現道之發用的「有」，

「地籟」與「人籟」的本根之有在作為本根之無

的「天籟」的基礎上發揮各自的作用。此時的「三

籟」均是沒有成心造作下的自然狀態，因此對萬

物沒有分別計較，在此意義上達到萬物齊一的目

的。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在莊子看來物之不齊的

原因在於成心的造作，「其分也，成也；其成也，

毀也。」有了成心因此有了人之刻意的有為，就有

了「彼」與「此」的區別對待，這是已「成」之物溺

於「成心」之中偏見的表現，因而往往產生重此而

輕彼的結果。《齊物論》在於消解「彼」與「此」、

「是」與「非」的成心，使萬物超越溺於此而不知

彼的分別之心，此超越之道心即是「物化」所開顯

的境界之體現。

《齊物論》中的「物化」之境界在不同篇章也

分別體現出來，《逍遙遊》篇章中有鯤化而為鵬的

典故，此「化」便是鯤在超越之境界下的「物化」。

《齊物論》中的所講的「物化」也為《大宗師》中

所講的「造化」打下基礎，萬物各自「物化」不止，

此乃道之主體不斷「造化」的表現，萬物順其自然

而「物化」的過程，同樣是道體之自然施行的過程

之體現。《養生主》中所說「適來，夫子時也；適

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

謂是帝之縣解。」[52]此處「物化」在人身上的表現

即為「安時而處順」，即不會產生重此而輕彼的分

別，也不會瞻前顧後輕易被外境所牽引，不論何時

均安然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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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同注[10]。
[17]同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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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同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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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Zhuangzi’s Thought of 
Materialization

Yin Tingting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Materialization” refers to the natu-

ral change of things. Combining with the full text of 
Zhuangzi, we can see that materialization is the result 
of “Qi Hua”, and in this sense, “materialization” is a 
dynamic of Ziza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object’s 
identity comes from the mechanism of “Qi Hua”, which 
makes the object itself. On this premise, “materializa-
tion”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Conforming 
to “materialization” means conforming to “heaven”; 
From Zhuangzi’s Qi Wu Lun, we can know that things 
at this time are in a state of “Da Jue”. However, inten-
tional and reckless works against “materialization” are 
regarded as “Dreams” The story of “Zhuang Zhou’s 
Dream of Butterfly” is to show the subject’s cognition 
of self-identity, that is, those who conform to the “mate-
rialization” should not lose their ziran nature due to ex-
ternal restrictions. This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listening 
to Qi” and “gathering emptiness for Tao” mentioned in 
Zhuangzi.

Key Words: Zhuang Zhou’s dream of butterfly, 
materialization, Qi Hua, dream and aware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