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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緣督」與「踵息」的丹道式說解 

──以《莊子》中的「精」「氣」為 

線索的討論 

謝君讚 

〔摘 要〕 

《莊子》「緣督」與「踵息」，雖曾被某些解《莊》者視為具有丹道煉養生

理學的內容。然而，由於《莊子》之養生，重在養心而非養形，並且《莊子》又

曾明確批判「為壽而已矣」的導引養形之人，因此，學者仍多從哲理象徵的角度，

將「緣督」、「踵息」詮解為境界之沖虛守中與深厚寧定。不過，近來丹道式的

說解，又以另一種型態重新受到學者重視。學者認為《莊子》雖以「修性」為主，

但卻能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修命」式的「精氣」運行於體內的感受。然而，若此

說真能成立，那麼我們應當不難從《莊子》文獻中尋找出「精氣」的存在，因為

有「精氣」存在，乃有「精氣」運導於體內的可能。但是，經過全面梳理《莊子》

中的「精」「氣」，以及詳細辨析若干被解《莊》者，視為具有養生丹道內涵的

「精」「氣」文獻之後，本文認為《莊子》文獻並不存在丹家視為立命之根源，

運化於大小周天的「精氣」，因此，對於「緣督」與「踵息」的解釋，仍應回歸

心性境界之哲理象徵說，而未必適合從「修性」即能自然產生丹家「修命」之身

體感受一類的角度解釋。 

 

關鍵詞：莊子、氣、精、緣督、踵息 

                                                 
國立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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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修性？修命？抑或修性兼修命？ 

在《莊子》的注疏傳統中，有些解《莊》者認為《莊子》於〈養生主〉與〈大

宗師〉中所述及的「緣督以為經」、「真人之息以踵」1充滿丹鼎爐火的氣息，它

們很可能正透露出丹家之呼吸吐納、凝神煉氣、精氣運行一類的工夫技法與身體

感受。譬如王夫之就認為《莊子》的緣督說，應可與丹家之煉養生理學相互詮釋：

「身前之中脈曰任，身後之中脈曰督。督者居靜，而不倚於左右，有脈之位而無

形質者也。緣督者，以清微纖妙之氣循虛而行，止於所不可行，而行自順以適得

其中。」2又如陸西星在解釋《莊子》的踵息說時就指出：「踵息之說，乃玄家『專

氣』之要訣；所謂『心息相守』、『神氣相守』、『載營魄抱一，無離』，其旨

皆不出此。」3認為踵息之說乃是馭氣之方、凝神之訣。 

然而，或許由於載錄《莊子》「緣督」與「踵息」之說的〈養生主〉與〈大

宗師〉，前者篇旨乃著重於「養神」而非「養形」，後者篇旨則在宗師超越之無

形至道，兩篇所重乃在形上之「心」、「道」，而非形下之「形」。再加上〈刻

意〉中《莊子》又曾明白批判那些執著於養護形體、長生久視之徒，說道：「吹

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

者之所好也。」4因此，在傳統《莊》學研究中，丹道式的說解大體未能成為正宗

主流，解《莊》者仍傾向於從心性境界之哲理象徵的角度來解釋這兩個概念。 

譬如下引成玄英的疏解，即可視為《莊子》「緣督」與「踵息」說的主流詮

解。成玄英解道：「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名雙遣，

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虛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

「踵，足根也。真人心性和緩，智照凝寂，至於氣息，亦復徐遲。腳踵中來，明

其深靜也。」5 

                                                 
1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北：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年），頁 115、228。 
2 ［清］王夫之著，王孝魚點校：《老子衍 莊子通 莊子解》（北京：中華書局，2010 年），

頁 104、105。 
3 ［明］陸西星著，蔣門馬點校：《南華真經副墨》（北京：中華書局，2010 年），頁 90。 
4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535。 
5 同前註，頁 117、228。還須補說明的是，成玄英對於「緣督」的解釋，雖是本於郭象所

注「順中以為常」而來，然而，此處徵引成疏而不引郭注，乃是因為成玄英的說解，更

為清楚透闢，有後出轉精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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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緣督」實與《莊子》「環中以隨成」（〈則陽〉）或「汎若不

繫之舟，虛而敖遊」（〈列御寇〉）等文獻可相互詮釋，6皆表現出一種守虛持中

以任物自適的哲理思想；而「踵息」則大體類似於〈田子方〉中，肩吾問那做為

達者的孫叔敖所言：「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

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7皆是透過生理鼻息（「鼻間栩栩然」），

來表現深厚凝定的心性境界（「用心獨奈何」）。 

不過，近來隨著《莊子》「身體」相關議題的探索發掘，原本於《莊》學研

究中較為潛抑、邊緣化的丹道式說解，日漸又有抬頭的趨勢。此說認為：《莊子》

雖然不同於養生家或內丹家以安養形體，甚至無限延長肉體生命為目標，然而，

這並不代表《莊子》的身體觀沒有可與養生家、丹家相互疊合之處，《莊子》雖

以修性為主，但很可能也連帶地產生修命之身體現象。也就是說，在《莊子》「墮

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8等修性的工夫實踐中，

不需刻意地煉養導引，就能自然而然地帶動出修命之煉養傳統所言的，一種精氣

沿著身後督脈，下至足踵運行之「緣督」與「踵息」的身體現象。換言之，《莊

子》雖以修性為主，但卻未必可以全然跳過或說忽略「緣督」與「踵息」所顯現

的，可與丹道互通的修命之身體訊息。9 

顯然，在目前的研究中，《莊子》「緣督」與「踵息」的解釋，有從以往的

以心性境界之哲理象徵為主流，爐火丹鼎為旁支的模式，轉往哲理象徵兼融修命

之身體現象的解釋趨勢。「緣督」與「踵息」除了可理解為心性境界之中虛與深

靜的哲理象徵外，學者也逐漸傾向於推斷此中亦可旁通內丹密煉式的身體運化之

                                                 
6 同前註，頁 885、1040。 
7 同前註，頁 726。 
8 同前註，頁 284、741。 
9 楊儒賓：〈從「生氣通天」到「與天地同流」──晚周秦漢兩種轉化身體的思想〉，《中國

文哲研究集刊》第 4 期（1994 年 3 月），頁 477-520。賴錫三：〈《莊子》精、氣、神的功

夫和境界──身體的精神化與形上化之實現〉，《莊子靈光的當代詮釋》（新竹：國立清華

大學出版社，2008 年），頁 119-166。在此還需補充說明的是，賴錫三先生近來對於《莊

子》的「緣督」之意，已漸轉往純然之心性象徵的角度解釋。不過，對於《莊子》中的

「精」「氣」是否具有可與丹道、養生所言之「精氣」相互溝通的內容？這一問題，賴氏

於後來的論著中，似乎對此尚未進一步地展開討論。關於賴氏對於《莊子》「緣督」較新

的解釋，請參考賴錫三：〈《莊子》的養生哲學、倫理政治與主體轉化〉，《中國文哲研究

集刊》第 47 期（2015 年 9 月），頁 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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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在本文中，我們將嘗試把討論的焦點，轉移至《莊子》中的「精」與「氣」

這兩個關鍵概念上，並依此來重新省思「緣督」與「踵息」之丹道式的詮釋問題。

然而，為什麼分析《莊子》「精」、「氣」，將有助於釐清「緣督」與「踵息」

的解釋問題呢？ 

對此，筆者的理由是這樣的：因為「緣督」與「踵息」從丹家「煉精化炁」、

「煉氣化神」的思路看來，正與「精氣」之運行流通緊密關聯，若沒有基礎的「精

氣」之產生或說存在，也就沒有進一步的「精氣」運轉於體內的可能。換言之，

若欲證成「緣督」與「踵息」，確實具有丹家式的精氣運行之內容，分析《莊子》

中的「精」、「氣」文獻，檢視其中是否存在著丹道式的「精氣」觀念應是不可

迴避的問題。「精氣」的存在與否，很可能將可左右從精氣運化的角度，來理解

「緣督」與「踵息」的解釋效力。因此，本文底下將依序討論《莊子》中的「精」

與「氣」這兩個核心概念，並依討論的結果來省思「緣督」與「踵息」的丹道式

解釋問題。 

二、論《莊子》中的「精」：先天之精隱於窈冥之內？ 

《莊子》書中出現「精」字約四十二次。其中有些「精」字沒有太多的哲理

意涵，譬如〈秋水〉：「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不期精粗」、10〈則陽〉：「精微之可志」、「精至於無倫」，11以及〈天下〉

兩見的「小大精粗」12等文獻中的「精」，都只是一般日常中所使用的與粗糙、粗

劣相對而言的精細、精緻之「精」；又如〈漁父〉：「精誠之至」、「不精不誠」、

「下人不精」13中的「精」，則可理解為與純摯、誠懇之情感意思相近的精純、精

誠之意；再如〈人間世〉的「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14中的「精」，大體是指經

過篩選的白米、精米之意；此外，〈胠篋〉與〈天運〉中的「山川之精」，15雖然

                                                 
10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572。 
11 同前註，頁 914、916。 
12 同前註，頁 1067、1084。 
13 同前註，頁 1032、1035。 
14 同前註，頁 180。 
15 同前註，頁 35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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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精」可理解為〈達生〉所記罔象、夔或委蛇一類的超自然之精怪、精物、

精魅之「精」，16然而，此「精」怪則怪矣、魅則魅矣，也同樣不太有哲理思想於

其中。 

而在《莊子》中另有一些「精」字，表面上雖可解為「精氣」之「精」，然

而其實質內容卻與丹道所言的體內先天本具之精氣有相當的區別。譬如〈在宥〉

中的「天地之精」與「六氣之精」即為顯例。〈在宥〉言道： 

 

黃帝……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精。吾欲取天地之精，以

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奈何？」……雲將曰：

「天氣不和，地氣鬱結，六氣不調，四時不節。今我願合六氣之精以育群

生，為之奈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不得

問。17 

 

筆者認為兩處的「精」，應當皆是指一種與原始宗教之「馬那」（mana）觀念近似

的「精氣」之「精」。因為從引文「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與「我

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來看，可以發現此「精」乃遍存於天地之間（既存於「天

地」亦存於「六氣」之中），並且統治者透過吸取、聚合此「精」於己身，還可以

實現化育群生的效應。顯然地，這樣的觀念，正與「馬那」意義下的「精氣」之

「精」，所具有的遍在、可轉移、可積累等性質高度相似：「精既然為天地間所固

有，既可存在於無生物之中，而且可以從一物轉到另一物，……稷下道家認為積

累精氣到某種程度，就能成為超人的『聖人』。這跟信仰馬那的人認為身中的馬那

越多能耐越大的想法，也是一致的。」18黃帝與雲將皆是意圖聚攏精氣之「精」於

己身，以實現「聖人」化育天地之大功，可見，這樣的「精」應當可從「馬那」

式的「精氣」來予以解釋。換言之，〈在宥〉「天地之精」與「六氣之精」中的「精」，

雖可理解為「精氣」，但此「精氣」卻是近似「馬那」的「精氣」，其性質與丹道

「煉精化炁」之「精氣」不同，因為前者可由外攝取，後者基本上則是由體內自

產（丹家雙修派的說法稍異），兩者名同而實異。 

                                                 
16 〈達生〉：「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同前註，頁 652。 
17 同前註，頁 379-387。 
18 裘錫圭：〈稷下道家精氣說的研究〉，收於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 2 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年），頁 18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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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若扣除上述的「精」字，《莊子》文脈中的「精」，有些則可說具有

深刻的哲學內容，它們大致可歸屬為《莊子》心性論與形上學意義下的概念。譬

如〈天道〉：「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19與〈知北遊〉：「澡雪而

精神」，20這兩處的「精神」，雖然都是屬心神意識層面的概念。不過，仍需注意

的是，前者是指一種如同靜定之水一般，能夠明鑑外物的超越心靈；後者則是屬

有待工夫澄汰轉化（「澡雪」），且容易為外物所牽引、自見自是的分別意識之

意。此如用〈天地〉：「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21的「機心」與「純白」之

心的對比來說的話，「而況精神」的「精神」當與「純白」之心相通，皆是指絕

對超越且具有明照之能的心靈意識之「精神」，而「澡雪而精神」的「精神」則

較偏屬於「機心」一類，是屬有待工夫轉化之形下層次的心性概念。 

至於，〈知北遊〉：「神明至精」、22〈天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23這

裡的「至精」、「精神」，則皆屬形上學層次的概念，一是言形上道體至極精妙，

另一則是言形上道體精明神妙的化運之能。 

而在上述具有心性論與形上學等內容的「精」之外，有些《莊子》中的「精」

字，則被某些解《莊》者視為具有丹道式的「精氣」之內斂保聚與運轉流行等身

體論述的內容。底下我們將嘗試細部分析這些「精」字的思想內容。〈在宥〉言

道：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山，故往見之，曰：

「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

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

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

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必靜必清，无勞女形，无搖女精，……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

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

                                                 
19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457。 
20 同前註，頁 741。 
21 同前註，頁 433。 
22 同前註，頁 735。 
23 同前註，頁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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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

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24 

 

引文中的「无勞女形，无搖女精」以及廣成子「吾語女至道」一段中的「至道之

精」、「物將自壯」、「我守其一」的「精」、「物」、「一」與「和」等，在某些解《莊》

者看來，「无搖女精」正意味著一種使內在之生命精力（「精氣」）得以不馳蕩外散

的修養工夫，25而「精」、「物」、「一」與「和」等概念，則表現出一種可與內丹身

體觀所言的體內本具之「天地之精」、「藥物」、「先天真一之炁」，以及透過意念與

呼吸相配合的「火候」工夫相應的思想觀念。26 

對此，筆者認為若仔細依上下文脈加以檢視，那麼這些「精」、「物」、「一」

等概念，恐怕未必適合往丹家之工夫技法與身體現象加以解釋。先就「无搖女精」

的「精」來說。該句出現於黃帝向廣成子請教道體之精微奧義（或說實情內容）

的脈絡中。廣成子認為至道之深義、內容，只有當心神知慮能窈冥昏默之時，才

能入探其理，而使心神昏默窈冥之法，乃在於：「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必靜必清」，亦即暫絕耳目感官的外馳放浪，使形體無勞，並且收斂心神、

清心靜慮，使精神不搖蕩放散。顯然地，這裡的思想觀念，就如同〈知北遊〉所

言的「无思无慮始知道」，27皆表現出形上道體之契證，必奠基於精神意識之澄汰

虛無。依此來看，「无搖女精」的「精」，確實當理解為有待凝歛收攝的意識精

神之「精」，並且透過這樣的詮解，也才較能符合這裡「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女神將守形」，將「形」與「神」對比的語脈。 

至於廣成子「吾語女至道」一段中的「精」、「物」、「一」與「和」等概

念，筆者認為從文脈來看，丹道式的解釋恐怕猶有商榷空間。因為「至道之精，

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其意就如同〈知北遊〉所言：「夫道，窅然

難言哉」，28皆是說明至道冥渺遠超，其精粹（真實）與究極乃超越於貌相言語之

外，是以「精」在此應是表示「道」之精妙或真實之意，與丹道先天之「精」無

                                                 
24 同前註，頁 379-381。 
25 賴錫三：〈《莊子》精、氣、神的功夫和境界──身體的精神化與形上化之實現〉，《莊子

靈光的當代詮釋》，頁 128、129。 
26 ［明］陸西星著，蔣門馬點校：《南華真經副墨》，頁 154-156。 
27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731。 
28 同前註，頁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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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而「物將自壯」的「物」，當連繫上接的「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

來看，依此，「物」應理解為處於陰陽化運中的天地萬物之「物」，表示萬物自

有其豐盈和諧之律動，天地中有至道為其管掌，而陰陽之中也自有大道之蓄藏，

若「主體」能審慎持守，不刻意干擾控攝（「慎守女身」），則潛藏於萬物中的

自然之韻律就能無蔽地開顯（「物將自壯」）。可見，若將此「物」理解為丹道

所言體內本具之先天精氣之「藥物」的「物」，恐與文脈未必相符；至於「我守

其一以處其和」的「一」與「和」，則應可與其所上接之：「我為女遂於大明之

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中的「大明」、

「至陽」、「至陰」等交互詮釋，皆是表示一種與「道」冥契一體的經驗，而差

別只在於「一」與「和」偏重於描述體道經驗的一體與和諧之感，而「大明」、

「至陽」、「至陰」則是透過絕對的光明與黑暗來形容至道的純粹絕對。29 

顯然地，「精」、「物」、「一」與「和」等概念，若不刻意地轉往丹道之

工夫論與身體觀解釋，那麼依文脈，「精」應可解為精妙之精，或解為「情」之

通假字，表示實情、真實之意，而「物」指萬物之物，「一」與「和」則指與至

道冥契中的一體與和諧之感。30將這些概念轉往丹道解讀，恐怕已變異了《莊子》

的原文意旨。 

接著再分析〈刻意〉中的「精用而不已則勞」與「聖人貴精」。〈刻意〉言

道： 

 

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

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

                                                 
29 有關冥契主義與《莊子》的比較研究，還可參考關永中：〈上與造物者遊──與莊子對

談神秘主義〉，《臺大哲學論評》第 22 期（1999 年 1 月），頁 137-172、賴錫三：〈道家的

自然體驗與冥契主義──神秘．悖論．自然．倫理〉，《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4 期（2011

年 5 月），頁 1-49、謝君讚：〈未始出吾宗──論莊子之冥契主義的類型問題〉，《中正漢

學研究》總第 21 期（2013 年 6 月），頁 67-92。 
30 一份評審意見指出：「此既以『處』為言，則似應關照其實踐層面，於此，莊子有『形

莫若就，心莫若和』之『與人為徒』，外曲內直之智。」筆者贊同審查者所言，此處的

「處和」應當具有圓處人間的通透和諧之智的面向，不必僅解釋為冥契至道中的和諧感

受。只是要注意的是，不論採冥契經驗解，抑或內直外曲解，都與丹道的工夫論或身體

觀關係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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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

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惔而无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純素

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

廉士重名，賢人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

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31 

 

有些解《莊》者認為引文中兩見的「精」字，都可理解為體內生命精力一類的精

氣概念，而「精用而不已則勞」、「貴精」皆可視為《莊子》保養體內精氣的修命

工夫。32然而，筆者認為這兩處「精」字的解釋，似乎仍有討論空間。因為「精用

而不已則勞」的「精」字，雖然單從文字片面來看，似可從丹道所言先天之「精」，

又或房中家所言朘精之「精」一類的身體能量的角度解釋。但是，若考量：第一，

〈刻意〉全文重點在「養神」、「不虧其神」，是以心靈意識之「精神」為論述核心；

第二，「精用而不已則勞」前頭接續著「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

者，德之失」等等，可見《莊子》將悲樂、喜怒與好惡等感性、知性之分別作用，

視為人之所以離道失德、勞形困慮的根本原因。換言之，若將上下文關聯來看的

話，此處的「精」或許從精神之「精」來解釋較為順當；第三，就異文對勘來說，

《淮南子．精神篇》：「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

精用不已則竭」與〈論六家要旨〉：「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等等，其文字

皆源出於〈刻意〉，33而在這些文獻中，都是將「形」與「神」相對而言，可見，

此處的「精」還當解釋為一般精神意識之「精」較為恰當。34 

至於就「聖人貴精」之「精」來說，筆者認為若單單就「聖人貴精」一語來

看，其可能的解釋空間確實相當廣闊。尚食氣、房中的養生家可言此「精」為精

氣或朘精之「精」，醫家亦可言此「精」為水穀或五藏之「精」，內丹家也可言

此「精」為「煉精化炁」中體內自生的先天精炁之「精」。然而，筆者認為就上

                                                 
31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542-546。 
32 ［明］陸西星著，蔣門馬點校：《南華真經副墨》，頁 229。賴錫三：〈《莊子》精、氣、

神的功夫和境界──身體的精神化與形上化之實現〉，《莊子靈光的當代詮釋》，頁 128、

129。 
33 王叔岷：《莊子校詮》（北京：中華書局，2007 年），頁 559。 
34 對此「精」的解釋還可參考原田二郎：〈養生説における「精」の概念の展開〉，收於坂

出祥伸編：《中国古代養生思想の総合的研究》（東京：平河出版社，1988 年），頁 35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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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脈言，此「精」恐怕仍當理解為精神意識之「精」。因為「聖人貴精」前端

接續「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後面則接續「素也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

謂其不虧其神也」，顯然地，《莊子》所引野語「聖人貴精」之意，應與「唯神

是守」、「不虧其神」的義理相通，乃是指保貴精神、持守精神、不使精神外散

虧損之意，因此「聖人貴精」之「精」恐怕也未必適合往丹道身體觀的體內精氣

之「精」加以解釋。 

接著再就〈達生〉中的「精」來看：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无奈何。……

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无累，无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

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

全精復，與天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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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而又精，反以相天。35 

 

引文中的「遺生則精不虧」、「精復」與「形精不虧，是謂能移」。雖然有的學者傾

向於將他們理解為體內精氣的內斂保聚與上移運行（或說還精補腦）一類的身體

觀念與煉養技法。36不過，筆者認為，就文脈而言，這些語句中的「精」恐怕都應

理解為精神意識之「精」。因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當連接「達生

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无奈何」一句來看，「棄事」

可對應「不務生之所无以為」，表示應捐棄世俗那種備物以致養的奔波勞累，使形

體得以安息無勞（「形不勞」）；「遺生」則可對應「不務知之所无奈何」，表示應遣

忘那種「以命可延久而務強之」37式的與難知難測之命限相對抗的心知計慮，使心

神意識得以不再消耗虧損，因此，「遺生則精不虧」的「精」似應理解為精神意識

之「精」。 

至於，接下來的「形全精復」與「形精不虧」，也同樣是延續「棄事則形不

勞，遺生則精不虧」之「形／神」二分的文脈而來。表示若能捐棄世俗那種戀形

逐物的養生之道（「棄世」），就能使形體與心神皆能不為世俗養生的經營與計

                                                 
35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630、632。 
36 賴錫三：〈《莊子》精、氣、神的功夫和境界──身體的精神化與形上化之實現〉，《莊子

靈光的當代詮釋》，頁 128-130。 
37 ［清］宣穎：《南華經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年），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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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所虧損（「形精不虧」），並使生命能逐漸超昇轉化（「是謂能移」）。接著，

在工夫專而又專（「精而又精」）的深化下，還能使身心得到徹底的補全完復（「形

全精復」），並證成與天地造化同遊共振的形上境界（「與天為一」、「反以相

天」）。可見，「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形精不虧」這三處所言的

「精」，很可能皆應理解為精神意識之「精」，若轉從其它思想系統所言的「精」

（如丹道之先天精）來加以解釋，恐怕就未必能夠符合文章的義理脈絡。 

最後再分析〈知北遊〉中的「精」字： 

 

孔子問於老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老聃曰：「汝齊戒，疏瀹而

心，澡雪而精神，掊擊而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倫生於无形，精神生於

道，形本生於精，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卵生。其來無

跡，其往无崖，无門无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

耳目聰明，其用心不勞，其應物无方。38 

 

「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一句的義理思想，陸西星從其丹道視域提出如是的

解釋：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之真也，

其所謂精，則二五之精也；知精神之生於道，則知性之所自出矣，知形本

之生於精，則知命之所由立矣。上下二「精」字，要有分曉：蓋精神之「精」，

即道家所謂「先天之精」，清通而無象者也；形本之「精」，即《易繫》

所謂「男女媾精」之「精」，有氣而有質者也。39 

 

在此可以看到陸西星是將「精神」與「精」區分成兩個層次，「精神」屬先天無形

質者，「精神」之「精」為「二五之精」，而「精神」之「神」則為「無極之真」；

至於「形本生於精」的「精」則為男女媾精之精，屬後天有形質者。而若參照陸

西星其他著作，那麼我們對於這裡的二五之精與媾精之精，它們在陸西星的丹道

身體觀與工夫論中的理論與實踐之位階，還可以有更清楚的認識。先就前者來說，

                                                 
38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741。 
39 ［明］陸西星著，蔣門馬點校：《南華真經副墨》，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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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上玉皇心印妙經測疏》說道： 

 

夫人身中三寶，精氣與神而已矣！靈明知覺之謂神，充周運動之謂氣，滋

液潤澤之謂精。以其分量而言，則神主宰制，氣主作用，精主化生，各專

其能，……若乃原始反本，則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後三者

始具。蓋神即無極之真，而氣與精，即二五之精也。大樸未散之民，藥物

完具，聖體渾全，故童初之子，不假歸復，而成無為之道。自夫鑿竅之後，

天真既斲，而此三者，日改月化，而度於後天。……今夫先天之精，隱於

窈冥之內者，吾盜其機而用之，以合己汞，是精合其神也。精合其神，是

謂「金來歸性」，而還丹可成矣！……然而四大一身皆屬於陰，則又不能

以永固，必得先天真一之氣以補之，然後陽裡陰精長盈長住，而不凋不殘，

蔚乎如松柏之青青。40 

 

在此可以看到：「二五之精」包括了先天的「精」與「氣」，而精與氣的差別在於

「氣主作用，精主化生」，「氣」強調精氣之運動作用，而「精」則偏重於精氣之

潤澤形體之能（「充周運動之謂氣，滋液潤澤之謂精」）。然而這先天的精氣神三寶，

自從「破體」 之後（「鑿竅之後，天真既斲，而此三者，日改月化，而度於後天」），

精氣神皆從先天淪沒於後天。而若欲從後天再返先天，陸西星認為，不能依靠自

身已淪後天之精氣神，而當「盜其機而用之，以合己汞」、「金來歸性」、「得先天

真一之氣以補之」，亦即憑藉男女雙修之法，從「坎」（女）中取「先天真一之氣」

來填補「離」（男）所缺之精氣（「盜其機而用之」），41如是乃能從後天返先天，而

常保形體之旺健，此即《玄膚論》所說：「後天之物，皆屬於陰，其法不能以久存，

不得不假夫同類之先天者以補之。而同類先天則太陽乾金也。以陽煉陰，形乃長

存。」42 

至於做為「命之所由立」（安立形體氣命之本根）的媾精之精，陸西星於《玄

                                                 
40 ［明］陸西星著，盛克琦編校：《方壺外史：道教東派陸西星內丹修煉典籍》（北京：宗

教文化出版社，2010 年），冊上，頁 14、17、18。 
41 陸西星於《金丹就正篇》言道：「夫坎之真氣謂之鉛，離之真精謂之汞。先天之精積於

我，先天之炁取於彼。……故夫男女陰陽之道，順之而生人，逆之而成丹，其理一焉者

也。」同前註，冊下，頁 374-375。 
42 同前註，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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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論》言道： 

 

即舉一身之後天者言之。神太驚，則精散而怔忡；神太淫，則炁脫而痿

縮。……神，即性也。性定，則神自安；神安，則精自住；精住，則氣自

生。何以故？性行，則心火不至上炎；火不炎，則水不乾，故身中之精亦

住。凡身中五藏六腑之精，皆水也。身中之精既住，則腎中之精可知。腎

為精府，精盛於腎者，積水生潮，滃然上騰，如雲霧然，薰蒸四大，灌注

上下。43 

 

依此來看，保養後天男女媾精之「精」的關鍵，必須依靠心神之「神」的安養鎮

定。心神若能安定，則五藏六腑之「精」與腎中之「精」（此處應偏重於「男女媾

精」之「精」）除能保聚積儲，還能在此「精」的飽滿旺盛下，產生「氣」（「積水

生潮」「如雲霧然」的精所化生之氣）於體內蒸騰流注的身體感。不過，還要注意

的是，即便後天精氣已旺盛飽滿，然而，在陸西星看來，這恐怕也還未到真正重

要的「取坎填離」（迎女子「先天真一之氣」的男女雙修之隱語）之工夫階段，大

體僅屬於煉己築基之工夫層次而已。44 

不過，筆者認為陸西星從連結著丹道之身體觀與工夫技法的先、後天之「精」，

來詮解「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的說法，雖然可說豐富了《莊子》思想的解

釋向度，然而從依文解義的角度來看，陸氏之說恐怕較多是屬脫離文脈下的引申

發揮。因為該句的語脈是接續著《莊子》虛擬孔、老有關「至道」之問答而來。

從「汝齊戒」到「掊擊而知」是屬工夫論文獻，指示出證契形上本體（「至道」）

的工夫途徑，乃在於轉化精神心知的汙濁僵固，此種思考與敘述，就如同〈大宗

師〉：「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

同於大通，此謂坐忘。』」45亦是由工夫實踐進而體證至道的敘述模式。 

而在確立了「至道」的實踐哲學之性格後，《莊子》又借老子之口大略描繪

出渾圓整全之至道的內容與作用。「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這裡的

「昭昭」、「有倫」指形而下明白可見的有形之物，而「冥冥」、「无形」，配

                                                 
43 同前註，頁 359、360。 
44 同前註，頁 360。 
45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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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大宗師〉：「夫道，有情有信，无為无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46〈在宥〉：「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47可知是指至道的

超越與無窮，而「生」則如同〈大宗師〉所言形上之「道」能夠「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48一般，是指「至道」所具之生養萬物、神運有形之生生大能。 

至於「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一句的解釋，則可配合其下所續接的「邀

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尋找理解線

索。「邀於此者」的「邀」是順或通之意，而「此」則指形而上之至道，因此「邀

於此者」可理解為體道者，而接下來的的四肢、耳目等感官形體與思維慮念的強

健明通、寧定無擾，則是形容形上至道開顯於體道者的身心氣象。 

而依此來看，我們就可以發現，相較於「邀於此者」一段，那種從下而上的

身心果境之描述，「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就可視為從始源、從根本，來說

明身心之價值源頭的語句。也就是說，這裡的「精神」應為心神意識，「形本」

指形體，而「道」與「精」皆可理解為形上至道之意，差別只在於「精」較偏於

形容形上本體之精奧深微，而「道」則偏於形容形上本體做為萬物準則與歸依方

向，至於「生」則可解為創生、生發之意。換言之，「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

是說明人之身心的轉化、新生之關鍵乃在於形上本體。此句一方面上接「昭昭生

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的本體宇宙論，而為心性論敘述；另方面，也用來對比

下句「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那種萬物執定於形下形體

之相生，而忘卻生生者（道）本無生（「其來無跡，其往无崖，无門无房」）式

的局限、偏頗之凡俗層次。顯然地，除非我們刻意帶著丹道視域來解釋文獻，否

則依照《莊子》文脈，「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中的「精神」應是指一般心

神意識，而「精」則是指形上至道的精奧深微之意，它們恐怕未必具有丹道論述

下的先、後之精的思想內容。 

 

 

                                                 
46 同前註，頁 246。 
47 同前註，頁 381。 
48 同前註，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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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莊子》中的「氣」：持守元氣而成純陽金身？ 

《莊子》書中「氣」字出現約四十六次。49其中有些「氣」字其意義較為簡單

明瞭，如《莊》書中的「雲氣」、50「六氣」、51「天氣」、52「地氣」、53「春氣」、
54「四時殊氣」55等等，這些文句中的「氣」大體屬自然物象、晴雨晦明、四季遷

變之氣。而在某些篇章，諸如〈大宗師〉：「陰陽之氣有沴」、56〈秋水〉：「受

氣於陰陽」、57〈至樂〉：「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氣。……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
58〈知北遊〉：「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神奇復化為臭腐。

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天地之強陽氣」、59〈則陽〉：「陰陽者，氣之大

者也」60等等，則可以見到一種帶有宇宙生成論意味的「氣」。《莊子》認為此「氣」

乃是構成天地雜多、形體物相的共同原素、質料，一切形物不論為神奇之物或臭

腐之物，其背後皆以「氣」為相通的原質。 

此外，從「變」、「化」、「聚」、「散」、「強陽」與「陰陽」的語彙來

看，也可知生成宇宙之氣並非塊然凝止之物，它還具有聚散變化等運動作用，並

且聚、散、變、化等作用還可以「陰陽二氣」加以總括。換言之，天地萬物既可

說是由一氣之運動而有散殊多元之樣貌，也可說宇宙雜多皆是稟受陰陽二氣之作

                                                 
49 學界針對《莊子》「氣」的討論，就專書言，可參考鄭世根：《莊子氣化論》（臺北：臺

灣學生書局，1993 年）。而就單篇論文言，較近且具有跨文化對話性的研究，則可參考

鍾振宇：〈莊子的氣化現象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2 期（2013 年 3 月），頁 109-148。

而本節對於《莊子》「氣」的探索，除了分析歸納不同語脈下的「氣」之意義，更將重

點置於「氣」與養生、丹道技法以及煉養生理學之討論。 
50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14、28、96、380、525。 
51 同前註，頁 17、386。 
52 同前註，頁 386。 
53 同前註，頁 386。 
54 同前註，頁 771。 
55 同前註，頁 909。 
56 同前註，頁 258。 
57 同前註，頁 563。 
58 同前註，頁 615。 
59 同前註，頁 733、739。 
60 同前註，頁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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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有繽紛之物相姿態。不過，還須注意的是，宇宙生成之氣的聚散運化或說陰

陽二氣的運作，雖會帶來神奇生命，但也會帶來臭腐死亡，並且這樣的宇宙生成

之「氣」也並非總是和諧有序，我們從上引「陰陽之氣有沴」以及〈刻意〉「邪

氣不能襲」中的「邪氣」，61可以發現此通貫天下的強陽一氣、陰陽二氣亦有錯亂、

不正的運作模態，在有沴、偏邪的「氣」之生成與侵入下，將會使稟氣而生的形

下眾物連帶出現反常的模態與病徵。 

不過，除了上述那種屬於形下層次的自然物象之氣、陰陽二氣與天下一氣之

外，《莊子》言「氣」的文獻中，還有一種與心性境界密不可分，具有本體、超

越意義的渾淪之「氣」。此如〈大宗師〉：「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

之一氣」62以及〈應帝王〉：「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63中

的「氣」皆屬此義。 

真人（體道者）與常人雖皆同為強陽一氣（或說陰陽二氣）所生，然而常人

在此氣命輪轉中，卻往往如同〈齊物論〉：「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

刃相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64以及〈知北遊〉：「已化

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65所言，既迷失在與外物的爭奪、比較與

勞苦之中，並且也在戀生惡死的執著下，傷悲哀痛於死生氣化的無情輪轉，只有

〈大宗師〉所言「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66的真人，才能以一種徹底擺脫死生疲勞

與外物攖擾的超越心境，從容地面對氣變化動的流轉遷徙。而《莊子》這裡的「遊

乎天地之一氣」的遊氣狀態，正是在形容體道者於一氣輪轉中自由無擾的境界狀

態，顯見此「氣」確實具有不同於形下之氣的境界、超越之性質於其中。 

而「衡氣機」文脈中的「氣」亦復如是。因為「太沖莫勝」為全然虛靜、全

無朕兆之意，是心境的絕對空無，而在此空無絕對之心境的開顯下，原本強陽運

化、生機鼓動的渾然一氣，在此時也一起同歸於平衡靜歛、無波無動的純粹一體，

既沒有主、客之分，也沒有心、物之別，主觀面所言的太沖莫勝之心與客觀面的

氣化渾運，皆靜歛純粹地，共同處於一種如同冥契經驗中常見之「內向型」絕對

                                                 
61 同前註，頁 538。 
62 同前註，頁 268。 
63 同前註，頁 302。 
64 同前註，頁 56。 
65 同前註，頁 746。 
66 同前註，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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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的無分別狀態。顯然「衡氣機」中的「氣」，與「遊乎天地之一氣」相同，

皆屬具有境界、超越意味的「氣」。67 

除了上述陰陽二氣、強陽一氣、遊乎一氣種種意義的「氣」，在《莊子》中，

還有一類是較偏屬於主觀面所言的個體身心之「氣」。這些「氣」有些明顯只是

指呼吸之氣、氣息之氣，譬如〈人間世〉：「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68〈盜跖〉：

「據軾低頭，不能出氣」、69〈說劍〉：「安坐定氣」70皆可為例。有些「氣」則

是指鬥氣、怒氣，此如〈達生〉中的「恃氣」、「盛氣」。71而〈人間世〉：「且

德厚信矼，未達人氣」72中的「人氣」則大致可理解為他人之情念、心氣之意。 

此外有些「氣」則可解釋為辭氣之氣、聲氣之氣，譬如〈庚桑楚〉：「容動

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73中的「氣」即是此意。只是要補充說明的是，《莊子》

不是認為一般的形體、動作、容貌等等，將會造成心靈的束縛，《莊子》這裡的

批判重點是放在「容動色理氣意」背後的禮樂威儀。也就是說，《莊子》認為若

人們於自身的容止、言語、意念等等，皆受到禮樂儀範的種種規訓控攝、干擾牽

引，那麼心靈也將在正顏色、出辭氣、毋不敬的條條框框下，受到限制、不得自

由，而類似的批判也可見於〈駢拇〉：「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

此失其常然也。」74《莊子》此處也同樣指責禮樂仁義對於身心的控攝與真實本性

的扭曲。 

另外，我們從《莊子》有關個體身心之「氣」的文獻中，還可以發現《莊子》

除了同樣存在著當時雖然尚未體系化、定型化，但已漸成為先秦諸子共同知識背

景的「氣──經脈」之身體觀外，75《莊子》對於「氣──經脈」的身體也有其自

                                                 
67 另外，關於「壺子四相」的討論，還可參考謝君讚：〈未始出吾宗──論莊子之冥契主

義的類型問題〉，頁 78-80。 
68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160。 
69 同前註，頁 1001。 
70 同前註，頁 1022。 
71 同前註，頁 655。 
72 同前註，頁 136。 
73 同前註，頁 810。 
74 同前註，頁 321。 
75 對此可參考李建民：《死生之道：周秦漢脈學之源流》（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

所，2000 年）。李建民：《旅行者的史學：中國醫學史的旅行》（臺北：允晨文化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2009 年），頁 38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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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獨特的觀察與思考。《莊子》言道：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度。 

夫忿滀之氣，散而不反，則為不足；上而不下，則使人善怒；下而不上，

則使人善忘；不上不下，中身當心，則為病。 

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今

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醴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

可謂亂矣；侅溺於馮氣，若負重行而上阪，可謂苦矣。76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兩個重點：第一，從引文中的「五臟」、「血氣」，配合〈齊物

論〉：「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77〈養生主〉：「緣督以為經」78與〈人間世〉：

「會撮指天，五管在上」79等文獻，顯示於《莊子》中確實有百骸、九竅、六藏（五

藏）、血氣、督脈與五管（即「五臟之腧」，為體表能反映體內臟器之狀態的氣穴）

等，明顯屬於「氣──經脈」之身體觀的思想。在《莊子》的身體觀中，人體除

了存在著百骸、九竅、六藏（五藏）等等，屬於「場所的身體」一類的概念，也

存在著血氣、督脈與五管等等，屬於「流動的身體」之向度的內容。80不過，仍需

注意的是，雖然在《莊子》中能約略看到體表、經脈與臟器之間有機聯繫的「氣

──經脈」的身體觀存在，然而，《莊子》的思想重點畢竟與醫家不同。醫家重在

形氣生命的調養治療，而《莊子》則著重於活出超越與自由的生命境界，因此，

我們在《莊子》中難以看到更多有關病因探討、治療技法，以及更細微的體內經

脈之名稱、數量、循行與連結等醫家所著重發揮的內容。 

第二，從「志氣欲盈」的「志氣」一詞也可發現，《莊子》是將「心志」視

為一種「氣」，它與形氣之氣有本質上的相通之處，身、心之間有著緊密的互滲

                                                 
76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373、650、1000、1012。 
77 同前註，頁 55。 
78 同前註，頁 115。 
79 同前註，頁 180。 
80 「流動的身體」與「場所的身體」乃借自石田秀實的概念。詳參石田秀實著，楊宇譯：

《氣．流動的身體》（臺北：武陵出版有限公司，1996 年）。另外，有關《莊子》「五管

在上」的討論，還可參考蔡璧名：《身體與自然：以《黃帝內經素問》為中心論古代思

想傳統中的身體觀》（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7 年），頁 211-220。 



 

論「緣督」與「踵息」的丹道式說解──以《莊子》中的「精」「氣」為線索的討論 19 

 
 

關係，心神影響著形氣，反之亦然。而我們從上引《莊子》對於「忿滀之氣」與

「侅溺於馮氣」的文字中，就可以看到體氣與心氣交互影響的觀念。「忿滀之氣」

是一種由於受到過度驚嚇而鬱結於體內的氣，由於此「氣」的失調，將導致氣虛

不足或善怒、善忘等病徵。在此明顯可以看到驚懼之心氣，既造成體氣之虛弱與

鬱結之氣的產生，而鬱結之氣又導致心氣出現善怒、善忘，可見在《莊子》確實

有著身心之氣彼此交互影響的觀念。 

至於「侅溺於馮氣」的「侅溺」有兩種解釋，一是將其理解為咽氣與出尿，

另一則是解為過度陷溺、沉溺甚深。而「馮氣」之「馮」為盛、滿之意，「馮氣」

是指體內某種盈滿飽脹之氣。此種飽脹於體內的「氣」之所以造成「若負重行而

上阪」的痛苦，則可有兩種解釋：一是將「氣」解為「心氣」指一種貪欲熾盛的

心氣，在此心氣的膨脹下，人將為無盡的欲望所牽引，遂造成形體有如負重上行

般的勞苦；二是將「氣」解為從水榖之氣進入體內後，經過脾胃等臟器之運化從

而形成的體內之氣，由於過度地飲食奢華而無節（「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

除上侅（咽氣）下溺（出尿）外，又造成身體過度肥滿，有如負重上行般的痛苦。

設若採取第一種解釋，則「侅溺於馮氣」正可為心氣影響體氣的佐證，而設若採

第二種解釋，則可見《莊子》對於過度的水榖之氣，於體氣所造成之若干影響的

觀念。 

不過，上述那種處於「侅溺於馮氣」、「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

法度」一類狀態的身體之氣，在《莊子》僅是一種尚未完成，有待轉化的體氣狀

態。我們從下引《莊子》文獻，還可以看到與工夫實踐、心性境界密切關聯的「氣」： 

 

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 

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

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 

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神氣不變。今汝怵然有恂目

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81 

 

上引文中與工夫有關的「氣」可見於「忘汝神氣」與「未嘗敢以耗氣」。「忘汝神

                                                 
81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294、435、658、659、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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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墮汝形骸」的「神氣」，配合〈大宗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82以

及〈在宥〉：「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83可知

「神氣」與「知」、「心」、「神」的意思相同，皆可理解為尚待工夫汰治的心神意

識之意。《莊子》認為滌除那以我為尊、以己宰物的心知意念、心神意識，是冥契

入道的重要工夫。 

而「未嘗敢以耗氣」的「氣」配合該句下文的「必齊以靜心」、「懷慶賞爵

祿」、「懷非譽巧拙」、「有四枝形體」相互對比來看，可見此「氣」應可理解

為身心之氣。而「耗氣」之狀態，則是在身心被利祿毀譽所掌控，以及感官口體

之追逐下的不安定狀態。因此，「未嘗敢以耗氣」可說是一種收攝身心之氣，使

身心從向外的競逐發散，轉往內聚寧定的基礎工夫。 

至於上引文中的「合氣於漠」與「神氣不變」則是屬於境界意義的「氣」。

「神氣不變」的「神氣」，可理解為神情氣色之意，是指至人不為外物所驚擾，

不但內心安定寧靜，同時外顯之神情氣色也同樣無驚無擾、自如安寧。至於「遊

心於淡，合氣於漠」，這裡的「淡」與「漠」配合〈天道〉：「夫虛靜恬淡寂漠

无為者，萬物之本也」84與〈知北遊〉：「嘗相與无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
85可知「淡」與「漠」明顯是屬境界型態的形上學概念。它們若從客觀面言，為做

為萬物之根源的形上本體，若從主觀面言，則為放下一切有為造作的無為淡漠之

超越心境。依此來看，「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就可解釋為是在說明：主觀面的

心與氣，與客觀面言的淡與漠，自由流通、無分彼此的超主客之一體境界。「心」

在此時無拘無束地與形上本體流通交融，而形氣之「氣」在此時也如同〈大宗師〉：

「遊乎天地之一氣」、86〈應帝王〉：「體盡无窮，而遊无朕」87與〈則陽〉：「聖

人達綢繆，周盡一體」88所言，徹底滲透於天地之氣的運化之中，與天地渾融一體、

同遊共振。換言之，「合氣於漠」的「氣」在此可理解為具有超越性、宇宙性向

度的氣化之身的概念。 

                                                 
82 同前註，頁 284。 
83 同前註，頁 390。 
84 同前註，頁 457。 
85 同前註，頁 752。 
86 同前註，頁 268。 
87 同前註，頁 307。 
88 同前註，頁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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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除了上面所討論的與身心、工夫、心性、本體有關的「氣」之外，《莊

子》中還有一些被某些解《莊》者視為與養生、丹道技法以及煉養生理現象相關

的「氣」。底下我們將嘗試分析討論這些文獻。 

（一）「心齋」中的「氣」與丹道之心息相依技法 

〈人間世〉言道： 

 

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无聽

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

集虛。虛者，心齋也。」89 

 

陸西星於《南華真經副墨》中對上引文曾有如是的解釋，陸氏言道： 

 

心齋者，無二爾心，無雜爾念，勿以耳聽而以心聽，勿以心聽而以氣聽。

氣謂氣息。精神愈歛，則氣息愈微，氣息愈微則靈關愈徹，故心靜則聽止

於耳，息微則心止於符，符即道家「火符」之符。一消一息順其自然，則

與天符暗合，故謂之曰符。夫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心止於符則虛矣。
90 

 

在此可以看到，陸西星乃是以丹家工夫論的心息相守之法，來解釋《莊子》的心

齋工夫。在陸氏看來，「心齋」的重點應放在「心」、「氣」、「虛」、「符」這幾個概

念上。一方面「心」（精神）的寧靜歛藏與「氣」（氣息）的綿密細微有相互助成

之關係；另方面，也當注意不可使「心」（精神）與「氣」（氣息），落入《玄膚論》

所言的「以心逐氣」或「以氣役神」的相互干擾的錯亂造作之中。91因為丹法理想

的「心」「氣」關係應當如上引文所言：「一消一息順其自然」、「心止於符則虛矣」。

既使呼吸消息之「氣」，「默默綿綿，精調出入，出則呼而應陽，入則吸而應陰」92

                                                 
89 同前註，頁 147。 
90 ［明］陸西星著，蔣門馬點校：《南華真經副墨》，頁 59。 
91 ［明］陸西星著，盛克琦編校：《方壺外史：道教東派陸西星內丹修煉典籍》，冊下，頁

365-368。 
92 同前註，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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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於天地陰陽之節奏，同時也使心神意念相順相依於此呼吸氣息之節奏韻律，如

是乃能使「心」、「氣」同處於自然而然的虛靜之中，完成神氣相依之心齋技法。 

然而，筆者認為陸西星的丹道式說解，恐怕未必是依文解義下的詮釋，而較

多是依其丹道思想而來的引申發揮。因為依文脈言，「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從「耳」到「心」再到「氣」，除了有層層深進的次

序關係外，更重要的是，從「无聽之」一語，以及〈人間世〉同篇下文所言「徇

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93的參證，就可以發現感官之「耳」與分別之「心」，皆是

屬《莊子》心齋工夫論中必須汰除轉化的對象，然而，心息相依的丹法卻是將「心」

與「氣」視為應當並列、互助之關係，這明顯未能符合文辭脈絡。 

此外，從以《莊》解《莊》的角度言，這裡的「氣」恐怕也未必適合理解為

氣息之氣。因為若交互參照《莊子》另外兩則描寫工夫與境界之著名文獻，如〈齊

物論〉：「吾喪我……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

自取，怒者其誰邪！』」94以及〈大宗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

大通，此謂坐忘」，95不難發現「墮肢體」、「離形」正可對應於「无聽之以耳」，

那種澄化感官肢體盲動地向外追逐聲色的工夫，而「黜聰明」、「去知」則可對

應於「无聽之以心」，那種退除分別意識妄自尊大地裁斷外物的工夫。至於「吾

喪我」的「我」，則可對應「无聽之以耳」、「无聽之以心」的耳與心，因為向

外追逐的感官與向外分別的心知，正為自我之「我」的重要組成，有耳、有心之

「我」乃是《莊子》工夫論的首要對治之目標。 

而除了於工夫論可相互對照之外，〈人間世〉：「聽之以氣」、「氣也者，

虛而待物者也」，也可與〈齊物論〉「咸其自取」的「天籟」，以及〈大宗師〉

「同於大通」相互詮釋。因為它們同樣都是奠基於工夫實踐，消融澄汰主客對立、

以主攝客之「我」，從而開顯出的超主客之物我融通的形上理境。差別只在於這

些概念，有其各自所偏重的描述面向，譬如「天籟」較偏重於描寫：在主體之價

值評判的撤退下，雜多萬物雖各自有別，但卻能交融無間、自由綻放，有如樂曲

般的和諧共成。又如「大通」與「虛而待物」之「氣」，則較偏於描寫物我之間

一體通透（「大通」），以及粉碎自我成見之僵固障蔽（「虛」），從而得以容

                                                 
93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150。 
94 同前註，頁 45-50。 
95 同前註，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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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萬物之豐盈的共振面貌（「待物」、「氣」）。 

依此來看，〈人間世〉心齋中的「氣」，恐怕未必適合理解為丹道煉養下的

神氣相依之氣，因為依《莊子》自身文獻的參照，心齋中的「氣」其層次應與「天

籟」、「大通」可相互對應，是指一種通過工夫實踐，從而得以證成的超主客之

渾淪一氣意義下的「氣」。此「氣」正與「遊乎天地之一氣」、「衡氣機」、「合

氣於漠」語脈中的「氣」相通，皆屬於形上、超越層次的概念。 

（二）「以襲氣母」與持守先天始炁之丹法 

〈大宗師〉言道： 

 

夫道，有情有信，无為无形；……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氏得之，

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

崐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96 

 

引文中的「以襲氣母」丹家陸西星解釋道：「襲，取而有之之義。襲氣母，即《老

子》所謂『守母』、『食母』。」97然而，陸氏所理解的《老子》「守母」、「食母」的

義理內容又是什麼呢？陸氏在其《老子道德經玄覽》中言道： 

 

萬物之母炁，即先天之始炁，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皆得之以有生，而

以智慧巧利竅鑿混沌，存焉者寡矣。聖人則知母炁之在人，乃吾生身立命

之根，而不可以須臾失也。於是觀妙觀徼於同類有情之中，而竊其互藏之

精，以為性命之主，養之韞之，食之味之，則見道味深長，而世味為之自

忘，又何俗學之足以攖吾念哉？……篇中「食母」，「守母」，「有國之

母」，皆是此意。觀者詳之。98 

 

依此可知，在陸西星看來，〈大宗師〉「襲氣母」之「襲」為工夫語，指一種以男

女雙修之法（「竊其互藏之精」），以補全自身精氣之陷落虧損，進而懷胎結嬰、純

                                                 
96 同前註，頁 247。 
97 ［明］陸西星著，蔣門馬點校：《南華真經副墨》，頁 98。 
98 ［明］陸西星著，盛克琦編校：《方壺外史：道教東派陸西星內丹修煉典籍》，冊上，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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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現體的丹道持守煉養之技法。而「氣母」一方面是丹道形上學中的「先天之始

炁」、「萬物之母炁」；另方面，也是丹道身體觀與工夫論中的「吾生身立命之根」。

換言之，在陸西星眼中，《莊子》所言「襲氣母」正可從丹道的形上學、身體理論

與煉養技法的角度來理解。 

對此，筆者認為若割裂文脈，單獨地解釋「襲氣母」，那麼陸西星的解釋當

然自有其理路，並且也可說豐厚了「襲氣母」的解釋向度。然而，若扣緊《莊子》

文脈，這裡的「氣母」恐怕未必適合真往丹道理論與工夫加以解釋。 

因為依文脈來看，〈大宗師〉這段文獻重點有二：一是從客觀面形容形上道

體；二是藉著充滿神話傳說氣息的人物及其事蹟（狶韋氏、伏戲氏、堪坏、馮夷），

還有自然物象（維斗、日月）等，以喻道體的無窮妙用。而其結構皆是某某「得

之」（得道），而能具有某種性質、能力，或因此而出現某種神話傳說之事蹟。

「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也正是以伏戲氏曾出現過的某種事蹟，來譬喻形上

道體的神奇妙用。那麼，《莊子》這裡所說的伏戲氏「襲氣母」之事蹟，究竟是

指什麼樣的神話傳說呢？ 

《莊子》中記載伏戲（或作伏羲、伏犧）之文獻，除了〈大宗師〉之外，還

可見於：〈人間世〉：「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

況散焉者乎」、99〈胠篋〉：「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尊盧氏、祝融氏、

伏犧氏、神農氏」、100〈繕性〉：「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

不一。」101以及〈田子方〉：「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

劫，伏戲黃帝不得友。」102從這些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第一，在《莊子》中

伏羲為古代帝王之一。只是這身為帝王的伏羲，在《莊子》靈動無執的遊戲筆墨

中，時而被描繪為道家至德之世中的體道聖王，時而又渲染為使「德下衰」，「不

得友」真人的有心有為之君王。而〈大宗師〉中的伏戲氏，既放在體道者的脈絡

之下，顯然，其與〈人間世〉、〈胠篋〉中的伏羲形象相同，皆屬道家理想的體

道聖王，而非割裂渾樸的有為之君。 

第二，這些文獻中出現的伏羲，既未與女媧成對出現，也未言其形象為人、

蛇合體之形。依此來看，〈大宗師〉中的「以襲氣母」，似乎未必適合往以「伏

                                                 
99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150。 
100 同前註，頁 357。 
101 同前註，頁 551。 
102 同前註，頁 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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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女媧」為主角的開天闢地神話，抑或洪水遺民再造人類神話的角度加以解

釋。103亦即「襲氣母」之事蹟，未必是指進入葫蘆、鼓桶一類的器具以避洪水，

抑或指開闢渾沌元氣一類的故事。 

事實上，除了「伏羲──女媧」神話之外，另一個以伏羲為主角的著名神話

傳說，即是《周易．繫辭下傳》所言伏羲八卦神話：「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104這則伏羲八卦神話有兩個值

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二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因為「王天下」所標示出的伏羲君王身分，正與《莊子》中的伏羲相合。此外，

「通神明之德」，「通」指會通、通貫，「神明」指陰陽變化之神妙靈明，「德」

指德性、性質。可見，在神話傳說中，伏羲對於陰陽之神明變化能夠有確切的掌

握。 

而依此，〈大宗師〉的「襲氣母」，也就有可從「通神明之德」這一神話傳

說，來尋找理解的線索。事實上，學者劉武早已指出：「〈則陽篇〉云：『陰陽

氣之大。』則氣母者，即陰陽，以其大於各氣也。……《易》曰：『觀變於陰陽

而立卦』。伏羲既明陰陽之理，自能與陰陽合德，即襲氣母之謂也。」105也就是

說，「氣母」之「氣」，可理解為形物之氣，指以氣為其質地，並隨此氣之聚散

變化，而有千形萬態、死生更迭的雜多眾物之意，而「氣母」除了可以〈則陽篇〉：

「陰陽者，氣之大者」106為證之外，還可參照〈達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

合則成體，散則成始」107（句中之「天地」為陰陽二氣之意），如是可知「氣母」

乃是指推動形氣眾物之聚散變化的陰陽二氣，而「襲氣母」正與「通神明之德」

的意旨相通，皆是指伏羲能夠契入、會通陰陽二氣的神妙之理的意思。108 

                                                 
103 對此，可參考芮逸夫：〈苗族的洪水故事與伏羲女媧傳說〉，《中國民族及其文化論稿》

（臺北：唐山出版社，1989 年），頁 1029-1077、聞一多：〈伏羲考〉，《神話與詩》（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年），頁 1-57。 
104 ［宋］朱熹：《周易本義》（臺北：大安出版社，1999 年），頁 253。 
105 劉武撰，沈嘯寰點校：《莊子集解內篇補正》（北京：中華書局，2011 年），頁 158。 
106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913。 
107 同前註，頁 632。 
108 一份評審意見指出：「『襲氣母』的『襲』字，因《老子》二十七章有『襲明』句，作『因

循常道』解。此『襲氣母』類之，可援引為證。」《莊子》的「襲氣母」與《老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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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莊子》的哲理思想相當清楚，應當是藉助神話傳說中，伏戲氏能

契會陰陽二氣之理（「襲氣母」）之事蹟，來象徵形上道體開顯於己身後的神妙

作用。丹家那種從丹法理論與技法來詮解「襲氣母」的說法，恐怕較多是片面地

引申發揮，而非依文解義下的說解。 

（三）「純氣之守」、「養其氣」與丹道工夫及身外身之境界 

〈達生〉言道：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

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彼將

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

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109 

 

上引文的「純氣之守」、「養其氣」，陸西星從其丹家視域解釋道：「潛行不窒，入

金石無礙也。蹈火不熱，跨火不焦也。行乎萬物之上，乘雲氣，挾日月，躡虛凌

空而遊宴自如也。蓋至人純守元氣而成身外之身，故能如此。……壹其性，養其

氣，至虛之極，守靜之篤，神氣子母抱一無離，合其德以通於天。」110換言之，

在陸西星看來，《莊子》所描繪的至人之不懼水火、登高凌虛，並非單純的文學想

像，而是透過「純守元氣」這一工夫技法，修煉而成的「身外之身」境界下的真

實體驗，至於「養其氣」則大體被理解為一種抱一無離、凝神守氣一類的丹家工

夫。 

對此，筆者認為丹家所言的身外之身及其對應之煉養工夫，雖然自有其理路，

然而，將此觀念帶入解釋〈達生〉這段文獻恐怕未必合宜。因為若參照〈秋水〉

文獻來看：「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

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111可以看到《莊子》

所描述的至人之不懼外在水火、寒暑、禽獸等的迫害，乃是做為「察乎安危，寧

於禍福」等生命哲學的寓意象徵。它們既不是在形容至人如薩滿巫者般具有神奇

                                                                                                                             
「襲明」，確實於義理上有某種可相互溝通之處。 

109 同前註，頁 633、634。 
110 ［明］陸西星著，蔣門馬點校：《南華真經副墨》，頁 268。 
111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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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術，或具有不可思議的勇氣，更不是在描繪丹道實踐中的身外之身的幻奇體驗，

而是用以象徵至人能夠安排去化，不受外物所侵擾之自得寧定的生命境界。112 

此外，從〈達生〉上下文脈來看，至人於「純氣之守」，所展現的「潛行不

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的生命境界，應可與下句的「彼將處乎不

淫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相互詮證。也就是說，「潛行不

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所象徵的哲理，正可對應「遊乎萬物之所

終始」的思想，因為兩者皆是在呈現至人那種不為生死聚散、福禍窮通所驚擾，

而能與萬物之流動化變，同遊共賞的自在風采。而「純氣之守」，則可對應於「處

乎不淫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紀」，因為兩者皆是偏從心性面的角度，來描述至人

的心靈向度，差別只在於這些語彙概念，又有其各自不同的描繪偏向。「不淫」

在言心性能守中不淫濫，而「无端」則言心性之無始無緒、永恆超越，至於「純

氣」則言心性之能轉化雜多眾氣，使其平齊一如的開顯、轉動之能。 

顯然地，在「純氣之守」的心性境界下所開顯出的「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的逍遙理境，就如同〈知北遊〉：「古之人，外化而內不

化」113與〈則陽〉：「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114所

書寫的哲理境界可相互對應，皆是在言一種被學者楊儒賓先生稱為：「扎根於人

格及世界存在的深淵，它由不可測的源泉升起，神氣同流，進而帶動整體人格及

週遭情境的氛圍」的「圓遊」之境。115顯見，「純氣之守」的「守」可理解為立

穩根基而不動搖的持守之守，而「純」為純粹、純一之意，「氣」則與「聽之以

氣」的「氣」層級相當，是指超主客之無分別的形上──心性之境界，差別只在

於「純氣」相較於「聽之以氣」，更強調了即聖即俗、遊觀萬物之動能性、圓融

性。可見，陸西星以丹道之純守元氣，來解釋「純氣之守」的說法，或許未必合

宜。 

最後，再就〈達生〉中的「養其氣」來看。「養其氣」出現於《莊子》描述

                                                 
112 關於薩滿巫者與《莊子》思想的比較，請參考楊儒賓：〈昇天變形與不懼水火──論莊

子思想中與原始宗教相關的三個主題〉，《漢學研究》第 7 卷第 1 期（1989 年 6 月），頁

223-251。楊儒賓：〈莊子與東方海濱的巫文化〉，《中國文化》第 24 期（2007 年 4 月），

頁 43-70。 
113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765。 
114 同前註，頁 885。 
115 楊儒賓：〈遊之主體〉，《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5 期（2014 年 9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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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人之所以能夠體道（「通乎物之所造」）的工夫語脈中。然而，這裡的「養其

氣」工夫，學者說解不一。除了陸西星的丹道解釋外，一些解莊者也嘗試從養生

方技的角度解釋其意，如成玄英解云：「吐納虛夷，故愛養元氣」，116而陳鼓應

則言：「涵養他的精氣」。117然而，筆者認為「養其氣」的意思，或許未必如是

的瀰漫著養生丹道之氣息。因為從以《莊》解《莊》言，「養其氣」應可從下引

《莊子》文獻尋得參照理解的線索。〈天道〉云：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

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

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118 

 

引文中的「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正可對應〈達生〉的「壹

其性」，皆表示出不為物擾，持守真性的工夫；而「通乎道，合乎德」，則可對應

〈達生〉的「合其德」、「通乎物之所造」，皆傳達出能冥合內在的上德本性，從而

通達至道的工夫修養；至於〈達生〉的「養其氣」，若對應於「退仁義，賓禮樂」，

那麼「氣」將可解釋為體氣之氣，《莊子》的養氣之法，恰與荀子以禮治氣，歌頌

禮樂之身的思考不同，《莊子》式的養氣乃在於汰除外在之禮樂仁義的規範控制，

使體氣回歸於未受禮樂教化規訓前的純粹與融通。119 

而設若以上的解釋尚稱合宜，那麼我們可說，〈達生〉的「養其氣」儘管文

字簡略，然而這未必意味著其文意，可以毫無限制地從養生、丹法的角度予以延

伸發揮，依《莊子》自身文獻的對比互參，「養其氣」應是指轉化澄汰禮樂道德

對於體氣之牽制束縛工夫來理解，而未必是指養生丹道的修煉技法。 

 

 

                                                 
116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636。 
117 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北京：商務印書館，2007 年），頁 549。 
118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486。 
119 關於《莊子》復甦禮樂威儀控攝下的身體之思考，請參考楊儒賓：〈支離與踐形──論

先秦思想裏的兩種身體觀〉，收於楊儒賓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論及身體觀》（臺北：

巨流圖書公司，1993 年），頁 415-449、賴錫三：〈《莊子》「真人」的身體觀──身體的

「社會性」與「宇宙性」之辯證〉，《莊子靈光的當代詮釋》，頁 8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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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氣」與養生丹道的調養氣息、精氣之工夫 

〈庚桑楚〉言道：「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

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120陸西星認為句中的「欲靜則平氣」，是指「調息而

後歸於靜也」，121金谷治則解釋成：「若欲達到平靜，則須調整精氣。」122可見，

在有些解《莊》者看來，這裡的「平氣」應解為調養氣息或精氣之意。對此，筆

者認為該句文字精簡，單單就「平氣」來看，似亦有往丹法工夫解釋的可能性。

然而，若能仔細比對〈庚桑楚〉自身文獻，應當不難發現「平氣」工夫恐與丹法

關聯不大。因為引文中的「緣於不得已」之順隨外化，以及「欲靜則平氣，欲神

則順心」所透露的心性境界（「靜」與「神」）與實踐工夫，正可對應於下引〈庚

桑楚〉這段文獻：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

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

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

无為而无不為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

相順也。123 

 

引文所言「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正可對應「靜」、「神」的心性境界，而「无

為而无不為」、「動以不得已」等，所揭示之動態、具體的隨順圓通之生命境界，

也正可對應「緣於不得已」的聖人理境。至於汰除那些造成勃志、謬心、累德、

塞道的「四六者」之工夫，則可對應於「平氣」、「順心」的修養實踐。換言之，

透過〈庚桑楚〉自身文獻的交互參照，「平氣」之「氣」應可理解為，屬於有待轉

化澄澈的體氣之氣，「平氣」乃是使體氣之氣，不為禮樂度數所束限，不因名利富

貴而盲動的工夫修養。解《莊》者將「平氣」解釋成調息練氣或養護精氣，恐未

必是合宜的解釋。 

                                                 
120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815。 
121 ［明］陸西星著，蔣門馬點校：《南華真經副墨》，頁 351。 
122 金谷治：《莊子（第三冊）》（東京：岩波書店，2012 年），頁 225。 
123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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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哲理象徵說的再回歸 

《莊子》中的「緣督」與「踵息」，解《莊》者或將之直接等同於丹家所言

爐火御氣之法、纖妙之氣循行流通的身體現象，抑或詮解為在「墮肢體，黜聰明」

之修性工夫中，自然而然就能連帶出現的精氣運化之身體感受。然而，此類將《莊

子》「緣督」、「踵息」與養生丹法之煉養生理學相互詮釋的說法，設若真是一

合宜的詮解，《莊子》的身體觀真有可與丹家精氣化運之身體觀相互重疊之處，

那麼，我們應當不難從《莊子》文獻中尋求出，那既循行於督脈、下通至足踵，

並流動於全身的根源之「精氣」的存在。 

然而，經過全面梳理《莊子》中出現「精」、「氣」語句的上下文脈，以及

《莊子》自身文獻的對比參證後，筆者認為丹家所樂道之立命根源的「精氣」，

恐怕並不存在於《莊子》文獻之中。 

先就《莊子》中的「精」來說，「精」在《莊子》中約略有以下幾種意思：

一是無涉於哲理思想，僅是一般語意所言的精細（如〈天下〉「小大精粗」）、

精誠（如〈漁父〉「下人不精」）、精米（如〈人間世〉「鼓筴播精」）之「精」；

二是言超自然之精怪之「精」（如〈胠篋〉「山川之精」）；三是與原始宗教之

「馬那」觀念相近的精氣之「精」（如〈在宥〉「天地之精」、「六氣之精」）；

四是屬心性論、形上學範圍的「精」，此種意義的「精」是《莊子》「精」之文

獻的大宗。如〈知北遊〉「澡雪而精神」的「精神」是屬有待工夫轉化的現實狀

態之精神意識之「精」，又如〈天道〉「水靜猶明，而況精神」中的「精神」，

則是屬形上層次的超越精神之「精」，再如〈天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精

神」則為描述形上至道之精微神妙意義下的「精」；五是被解《莊》者視為具有

丹道內涵，然而，依上下文脈詮解，實際上卻應歸屬於第四類心性論、形上學範

圍的「精」。如〈在宥〉「无搖女精」、〈刻意〉「精用不已則勞」、「聖人貴

精」、〈達生〉「遺生則精不虧」、「形全精復」與「形精不虧」等文句中的「精」，

恐怕都與丹家煉養精氣之工夫與身體現象無關，而皆應理解為《莊子》心性論中

有待工夫轉化的精神意識之「精」；又如〈知北遊〉「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

也與丹家之先、後天之精無關，此處的「精神」是指心神意識，而「精」則應解

釋為形上道體的精奧深微。 

接著，就《莊子》中的「氣」來說。「氣」在《莊子》有多種意思，有偏向

客觀面所說的自然物象之氣（如〈逍遙遊〉「雲氣」）、四時遷變之氣（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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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四時殊氣」）、宇宙生成論的強陽一氣（如〈知北遊〉「強陽氣」）、陰

陽二氣（如〈大宗師〉「陰陽之氣」）等；也有偏向主觀面所說的鼻息之氣（如

〈人間世〉「氣息茀然」）、鬥怒之氣（如〈達生〉「恃氣」）、辭氣之氣（如

〈庚桑楚〉「容動色理氣意」）、心氣之氣（如〈盜跖〉「志氣」）、體氣之氣

（如〈在宥〉「血氣」）；也有超主客之一體經驗下的同體之氣（如〈大宗師〉

「遊乎天地之一氣」），以及奠基於此一氣經驗下的具境界、宇宙性質的身體之

氣（如〈應帝王〉「合氣於漠」），與凝定深厚之心性境界開顯於外的神情氣色

之氣（如〈田子方〉「神氣不變」）。 

至於，《莊子》中幾則被解《莊》者視為具有心息相依、陽生藥產、身外之

身等意味的「氣」之文獻，如〈人間世〉「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

〈大宗師〉「以襲氣母」、〈達生〉「純氣之守」、「養其氣」，以及〈庚桑楚〉

「平氣」等。筆者認為若能如實地依文解義，這些文句中的「氣」，恐怕都未必

具有內丹之工夫技法與身體感受一類的內容。因為〈人間世〉的「氣」應與〈齊

物論〉的「天籟」以及〈大宗師〉的「大通」層次相通，皆是指一種在澄汰自我

之封閉僵固後，所證成的一氣渾淪之形上理境。而「襲氣母」則是《莊子》借助

伏羲能契會陰陽二氣的神話傳說，以喻「道」之開顯於體道者的無上妙用。 

至於〈達生〉「養其氣」與〈庚桑楚〉「平氣」中的「氣」，皆應理解為體

氣之氣，而「養」、「平」之工夫則著重在化解禮樂、名利對於體氣的控攝與牽

引。而〈達生〉「純氣之守」則是指一種如同〈知北遊〉與〈則陽〉所言「外化

而內不化」、「得其環中以隨成」意義下的將渾淪一氣之形上理境，開顯於現實

人間世的即凡即聖的圓遊之境。 

總而言之，在全盤分析《莊子》中的「精」與「氣」之後，筆者認為由於在

《莊子》中難以發現丹家立命之根基，亦即大、小周天運行之前提的「精氣」存

在。因此，《莊子》之「緣督」與「踵息」很可能就未必適合理解為，依修性的

工夫實踐，就自然而然能夠產生出的，一種精氣運導於身中督脈、下至足踵的大、

小周天之身體現象，否則我們應當能從《莊子》文獻中尋求出一陽初動之「精氣」

的存在。 

《莊子》之「緣督」與「踵息」，應是借用被醫療史家稱為「方者時代」124中，

                                                 
124 詳參李建民：《死生之道：周秦漢脈學之源流》，頁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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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家與諸子（尤其是養生家）的共同探索與交互影響下，125雖已形成若干共識，

但仍尚未系統化、固定化之「氣──經脈」身體之術語：督脈126與踵息，127以喻

示體道者其境界上的中虛與深厚之意。而這樣的表現方式就如同〈大宗師〉中以

                                                 
125 以往多將傳統醫學理論的形成，全然歸結於醫家的努力。譬如醫學史家李經緯先生於《中

醫史》言道：「《內經》不是天上掉下來的，它是以存目醫書、出土醫書，還有尚未出土

或早佚醫書等等為基礎，經由許多代醫學家不斷總結上昇為理性認識而完成的。」（詳

參李經緯：《中醫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 年），頁 46。）然而，近來隨著醫療史

的深入探索，這樣的說法，恐怕已未必是準確的說法。事實上，李建民先生已指出：在

戰國時期，已形成公共論域的「氣－經脈」之身體觀，並不僅僅是醫家透過行醫之經驗，

一枝獨秀地將醫家之經脈理論散播至其他的思想體系之中。因為出土資料（尤其是馬王

堆出土佚籍）已有力地證明，經脈體系的形成原由之一，還與導引、行氣、房中等養生

方技有關。一方面養生家在方技的實踐中，吸收了當時醫家尚未體系化、定型化的氣脈

之身體觀；另方面，養生家於實踐中，對於自身體內氣脈之運行的體會，又反過來影響

了醫家經脈理論的形成。對此，請參考李建民：《死生之道：周秦漢脈學之源流》，頁

157-203。 
126 有關督脈的討論，請參考李建民：〈督脈與中國早期養生實踐〉一文，收於氏著：《旅行

者的史學：中國醫學史的旅行》，頁 387-448。 
127 在中醫學中亦有其「踵息」說。對此，可藉下引《靈樞》的幾則文獻來加以說明。〈衛

氣篇〉：「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五味篇〉：「穀始入於胃，其精

微者，先出於胃之兩焦，以溉五臟，別出兩行，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不行者，積於

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咽，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精氣，其大數常出三入

一，故穀不入，不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刺節真邪篇〉：「氣積於胃，以通營衛，

各行其道。宗氣留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上引文詳參張登本等

譯：《全注全譯黃帝內經》［北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 年］，頁 280、290、291、379。）

可見，在《靈樞》中體內呼吸之氣的運化與「天地之精氣」（指天地所提供的呼吸之氣

與水穀之氣）有密切的關係。一方面呼吸之氣是由天之氣循息道而入；另方面又是由地

之氣（水穀之氣）消化而生，而此一流於體內的呼吸之氣，有些儲存於胸中氣海，有些

則又從息道而出，有些則下注於足脛的「氣街」之中。換言之，從「脛氣有街」、「其下

者注於氣街」等，可見在中醫學中亦有其呼吸之氣下貫於足踵之說。不過，要注意的是，

《靈樞》式的「踵息」說，是一種凡常的、不必經由工夫轉化下的生理學概念。若《莊

子》所說的「踵息」，真是來自於類似後來《靈樞》式的醫家之「踵息」說的話，那麼，

《莊子》就不應說「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因為不論是真人或眾人，在《靈

樞》的觀點看來，既是「息以踵」亦是「息以喉」，喉與踵皆是氣息流通之處。顯然，

《莊子》的「踵息」應另有源頭。另外，有關「踵息」的討論，還可參考石田秀實：〈踵

息考〉，收於坂出祥伸編：《中国古代養生思想の総合的研究》，頁 8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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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帶有薩滿氣息的「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128來形容真人一般，並

不是說真人在修性工夫中，自然而然地就能如薩滿巫者一般不懼水火，而是借薩

滿神秘之身心術語，以表現「真人達生死之不二，體安危之為一」129的哲理。對

於《莊子》「緣督」與「踵息」的解釋，仍當回歸傳統主流的哲理象徵說，將這

兩個概念詮解為境界上的守虛持中與深根寧極，而不宜將它們與丹道煉養的身體

觀拉得太近。 

 

 

 

 

 

 

 

 

 

 

 

 

 

 

 

 

 

 

 

 

 

                                                 
128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 226。 
129 同前註，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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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cepts of “Yuandu” and 
“Zhongxi” ──A Discussion focus on 

“Jing” and “Qi” in Zhuangzi 

Hsieh, Chun-chan 

[Abstract] 

Some scholars thought that the theories of “yuandu” and “zhongxi” in Zhuangzi 

could interpret the conception of “ body” by stating that “jingqi” operated in bodies 

held by the interior alchemy study of Taoism, and vice versa. However,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otion that the meanings of “jing” and“qi” in Zhuangzi analyzed by 

semantic approaches were not necessarily the “jing” of “jingqi” in the interior alchemy 

study of Taoism. Moreover, another argument has stated that annotators in ancient times 

explained Zhuangzi from the standpoint of Dao alchemy, but that some writers did not 

agree with key points in Zhuangzi. Therefore, the argument outlined above should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is study, “yuandu” 

and “zhongxi” in Zhuangzi could be perceived as philosophical metaphors. The two 

concepts of “yuandu” and “zhongxi” may have originated from the discourse of works 

of “health advocators”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However, the explanation did 

not indicate that the state of the body of an “authentic” man who realized a doctrine had 

the same “body”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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