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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當代美國認知語言學家萊可夫和詹森所提出的「概念隱喻」和「意
象基模」理論，渉及哲學、語言學、和心理學諸領域的交會，自
1980年代迄今引起國際學界的多元探討，並已擴展至中國思想研究
。本研究試從意象基模的視角，解讀《列子‧周穆王篇》的夢寓言
，匯整為四部分，逐步解析：(一) 以「路徑基模」解讀「神遊」故
事，(二) 從「等級基模」解讀「古莽、中央、三國人民之夢」
，(三) 由「聯繫基模」解析「心與物」的隱喻，(四) 以「動覺意
象基模」解讀「病忘」隱喻。就篇章結構而言，該篇以「神遊」起
首，以「心靈的返歸」作結，其間數則夢寓皆著眼於環境與夢境的
交互作用，並以通於至道的「信夢」作為最高層級之夢，藉由對夢
的多元探索呈現道家認識論和心性論。

中文關鍵詞： 《列子‧周穆王》、夢寓言、神遊、病忘、意象基模、道家隱喻

英 文 摘 要 ： The theories of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image schemas,
proposed by American cognitive linguists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cross the disciplines of philosophy,
linguistics, and psychology, and have incited discussions
from pluralistic viewpoints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a,
includ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age schema theory,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parables of dream in the Liezi's chapter of King Mu of
Zhou, and categorize the parables into four sections: (1)
Path image schema and the parables of "journey of the
spirit", (2) Scale image schema and the dreams of Gumang,
Zhongyang, and Fuluo countries, (3) Link image schema and
the metaphors of mind and thing, and (4) Kinesthetic image
schemas and the parables of amnesia and mental sicknesses.
In respect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chapter, it begins with
the story of King Mu's spiritual journey and ends with a
story of a wanderer returning home in his old age. In
between are various parables of dreams to illustrate the
inter-influences between dream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Liezi's view, the "true dream" is above those dreams
influenced by the environment. By means of the dream
parables, the Liezi vividly presents Daoist epistemology
and the Daoist theory of the mind.

英文關鍵詞： The Liezi's Chapter of Chapter of King Mu of Zhou, dream
parables, journey of the spirit, amnesia, image schemas,
Daoist metap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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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意象基模解析《列子‧周穆王篇》之夢寓言及篇章意旨 

結案報告 

 

一、前言 

《列子‧周穆王篇》由八則各具寓意的夢故事所組成，諸寓言對於人類各種

精神現象，如催眠、白日夢、失憶、神智錯亂、錯覺等現象皆有精彩著墨，蘊藏

豐富的心理學思想。《列子》寓言的表述方式和哲思雖有異於現代心理學，但在

研究範疇和主題方面卻與心理學不謀而合，對人的精神、意識、認知、情感、記

憶的交互作用與關連皆有精闢探討。自 19 世紀以來，近代西方由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榮格(Carl Jung)、紐曼(Erich Nuemann)等分析心理學家對夢的

探索熱潮，已從醫學和心理學拓展至神話學、比較宗教及跨文化研究等多元領域。

而《列子‧周穆王篇》所匯集的夢論亦涉及《周禮》占夢、《黃帝內經》醫學，

與《莊子》哲學諸範疇，為中西夢論之比較研究提供了絕佳的素材。本研究計劃

盼藉由跨領域和跨文化的研究方式，重新發掘、闡揚《列子》夢論的古典新義；

並透過當代認知語言學家萊可夫(George Lakoff)和詹森(Mark Johnson)所發展的

概念隱喻和意象基模理論視角，系統地呈現《列子‧周穆王篇》諸寓言的思維架

構和篇章意旨。 

 

二、從概念隱喻和意象基模視角解析《列子‧周穆王篇》的

八則寓言 

當代美國認知語言學家萊可夫和詹森所提出的「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渉及哲學、語言學、和心理學諸領域的交會，自 1980 年代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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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國際學界的多元探討，並已擴展至中國思想研究。1「概念隱喻理論」直指

「隱喻思維」為人類語言的基本特徵，跨古今、跨文化地普遍存在於人類的語言

之中。萊可夫和詹森於 1980 年《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指出隱喻在人類思維中的普遍性之後，於 1987 年《心智中的身體》(The Body in 

the Mind) 、《女人、火與危險事物》(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以及

1999 年《肉身中的哲學》(Philosophy in the Flesh) 等書中相繼提出多種「意象基

模」(image schemas)，以簡約的意象表現人類的認知結構。2 這些意象基模包括

「容器意象基模」(Container schema)、「路徑基模」(Path schema)、「等級基模」

(Scale schema)、「上下基模」(Up-Down schema)、「中央/邊緣基模」(Center-Periphery 

schema)、「循環基模」(Cycle schema)、「聯繫基模」(Link schema)、「吸引基模」

(Attraction schema) 、「阻礙基模」(Blockage schema)…等。3 意象基模理論的適

用面極廣，可用以解析人類如何以空間隱喻表達抽象概念和思想。本研究試從意

象基模理論的視角，將《列子‧周穆王篇》的諸寓言匯整為四部分，逐步解析：

(一) 以「路徑基模」解讀「神遊」故事，(二) 從「等級基模」解讀「古莽、中央、

三國人民之夢」，(三) 由「聯繫基模」解析「心與物」的隱喻，(四) 以「動覺意

象基模」解讀「病忘」隱喻。 

 

 

                                                 
1 見 Edward Slingerland, “Conceptions of the Self in the Zhuangzi: conceptual metaphor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thought,”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54 no.3 (2004), 322-342. Edward Slingerland, 
Effortless Action: Wu-wei as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Spiritual Ideal in Earl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6-27. 鄧育仁〈隱喻與情理¬¬--孟學論辯放到當代西方哲學時〉《清

華學報》新 38 卷第 3 期(2008 年 9 月)：485-504 頁。鄧育仁〈隱喻與公民論述：從王者之治到立

憲民主〉《清華學報》新 41 卷第 3 期(2011 年 9 月)：523-550 頁。吳佩晏、張榮興〈心理空間理

論與《論語》中的隱喻分析〉《華語文教學研究》7. 1 (2010)：97-124 頁。張榮興〈心理空間理

論與《莊子》「用」的隱喻〉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5(2012)：999-1027。 
2 「意象基模」的定義，見 Mark Johnson, The Body in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28-30; George Lakoff,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p.27-36. 
3 「意象基模」的類別，參 Mark Johnson, The Body in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 45-48, 112-126; George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27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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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路徑意象基模」解讀《列子》的「神遊」寓言 

〈周穆王篇〉的首則寓言為「周穆王神遊西極化人之宮」，此故事互見於南

朝梁帝蕭繹撰之《金樓子》一書。4《金樓子》記周穆王遊西極化人之宮後，心

厭宮室，肆志遠遊，但並未言明周穆王之遊為夢中之遊，抑或身體實際的遠

遊。而《列子》的記述不僅較《金樓子》詳盡，且獨創「神遊」一詞，意指周

穆王於「夢中神離體而遠遊」。《列子‧周穆王篇》開篇以「周穆王神遊西極化

人之宮」起首，篇末則以「燕人返國」之遊子歸鄉的故事結尾，「遊」可說是貫

串本篇的母題。 

「遊」原指主體在空間中的移動，在文學思想中，「遊」的意蘊逐漸延伸為

「漂流」、「旅行」、「自由漫步」，甚至「享樂」之意。5 從《楚辭‧遠遊》、《莊

子》，以至於後世仙道文學中，「遊」已成為精神上的奇幻之遊。6 如西晉出土

的《穆天子傳》中周穆王西巡狩，至崑崙山，會西王母的遠遊，可謂歷史事實

與神話想像的綜合體。7 而成書於魏晉的《列子》，對周穆王神遊西極的記載，

更增添寓言和隱喻的成分。本節以《列子》書中的神遊故事為文本，從「路徑

意象基模」(Path image schema)的隱喻概念切入，解析《列子》「神遊」寓言的

隱喻元素、敘事架構及寓旨。 

按萊可夫的隱喻理論，「路徑基模」由四個隱喻元素構成：一、起點，二、

終點，三、途徑，四、方向。8 由此來看周穆王神遊西極的寓言記述，周穆王神

                                                 
4《金樓子‧志怪》記：「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能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郭，穆王為

起中天之臺，鄭衛奏承雲之樂，月月獻玉衣，日日薦玉食，幻人猶不肯舍，乃攜王至幻人之

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鼻口所納，皆非人間物也。由是王心厭宮室，幻人易之耳，王大

悅，肆志遠遊。」 
5 「遊」的字源和字意考查，參劉苑如主編，《遊觀—作為身體技藝的中古文學與宗教》 (台
北：中研院文哲所，2013)，導論，頁 7-8；康達維，〈中國中古文人嶽遊觀〉，收錄於劉苑如主

編，《遊觀—作為身體技藝的中古文學與宗教》，頁 2。 
6 關於「遊」主題在中國神話思想和仙道文學中的源流及發展，參見李豐楙，《憂與遊：六朝隋

唐遊仙詩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 
7 《穆天子傳》研究，參劉苑如，〈周穆王欲肆其心？----《穆天子傳》中的巡遊書寫與其事類

隱喻〉，《成大中文學報》第 38 期(2012)：1-40；高莉芬，〈會見西王母：《穆天子傳》中的西王

母與瑤池宴〉，《民間文學年刊》第 2 期增刊(2009)：135-156。 
8 參 George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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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的起點是地上物質性的皇宮，而終點則是天上的西極化人之宮。這非物質性的

樂園不能靠肉體的旅行到達，唯獨以「神遊」的途徑，即精神、意識自由而行，

方能達到心靈的樂園。而周穆王神遊的方向為何？《列子‧周穆王篇》云：「王

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9 明言周穆王之神遊為騰空上行之夢。 

「上行之夢」在心理學和神話學上具有豐富的意涵。宗教神話學家伊里亞德

(Mircea Eliade)受分析心理學家榮格(Carl Jung)影響，考查包含中國在內諸民族神

話傳說中的上行之夢，探索「上昇意象」(symbolisms of ascension)與在心理層面

的意義。伊里亞德於 Myths, Dreams and Mysterious (神話、夢與神秘事物)一書中

指出：上行之夢根植於人心深處對自由的渴望，當靈魂飛昇時，人擺脫了身體的

束縛，昇華成靈性的存在，得以自然而然、自由而行。10 伊里亞德於 Shamanism 

(蕯滿主義)一書探索「神遊」(imagination of motion) 的精神活動時，列舉一系列

「上升」的文化意象群 (cultural complexes)，其中包括夢的神話(mythology of 

dream)，至樂之術(techniques of ecstasy)，或經由爬山、爬樹、爬梯或乘鳥以升天…

等，其目標境界乃是「精神的自主和自由」(spiritual autonomy and freedowm)。11 

不僅如此，「上行」意象亦涉及「回歸樂園」的母題，喻表人類對天上樂園渴望

和對起初樂園的留戀。伊里亞德蒐集各民族神話和傳說發現：人類飛上天界或在

天地間自由往來的母題具有相當的普世性，且為人類起源神話和樂園神話的核心。

在原始的樂園中，天離地甚近，始祖能輕易藉登山、爬樹或爬藤到達天界。12 由

                                                 
9 嚴北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頁 69。 
10 筆者譯自 Mircea Eliade 著，Myths, Dreams and Mysteriou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0)，
頁 106： “[I]t (the “flight”) proves that the roots of freedom are to be sought in the depths of the 
psyche, …that the desire for absolute freedom ranks among the essential longings of man…Such a 
desire to free himself from his limitations, which he feels to be a kind of degradation, and to regain 
spontaneity and freedom.” 
11 Mircea Eliade, Shama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479-480. 
12 摘譯自 Mircea Eliade, Myths, Dreams and Mysteriou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0), p.104. 原
文如下：[I]n countless myths, tales and legends concerning human or superhuman beings who fly 
away into Heaven and travel freely between Earth and Heaven…the motif is of universal distribution, 
and is integral to a whole group of myths concerned both with the celestial origin of the first human 
beings and with the paradisiac situation during the primordial illud tempus when Heaven was very near 
to Earth and the mythical Ancestor could attain to it easily enough by climbing a mountain, a tree or a 
cr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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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思考周穆王巡行西域，登崑崙之丘，會神女西王母之遊，其意義應不止於「窮

當身之樂」，亦與「回歸樂園」的意識有關。 

《列子》書中的樂園既為心靈的樂園，唯藉「神遊」方能達之。「神遊」一

詞首見於《列子》，出處有二：其一出於《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神遊西極化

人之宮；其二出於《列子‧黃帝篇》，黃帝神遊華胥氏之國。「西極」和「華胥」

都是「樂園」的象徵。按〈周穆王篇〉描述的西極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

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

人間之有。而周穆王從夢中醒來後，以人間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人間之廚饌腥

螻而不可饗，人間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於是肆意遠遊，馳驅千里，升于崑崙之

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后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此段周穆

王巡遊西極的記述，呈現神話與史實交錯難分的現象，不易解讀，正如關於黃帝

的歷史記載亦附著許多神話傳說。其實在中外各民族的古代歷史中，英雄的「神

化」是普遍的現象，並不足為奇，值得探究的卻是神話敘事蘊含的深層意義。 

高莉芬考查《穆天子傳》中周穆王西遊的象徵意義時，參考大衞‧霍克斯〈神

女之探尋〉一文的見解 13，認為周穆王之遊並非尋常的旅遊、巡狩，而是西周帝

王對華夏版圖以西的「朝聖之旅」，為的是獲得世俗權力和宗教神力的雙重能量，

得以成功統治天下。14 以此觀點參讀《列子‧黃帝篇》「黃帝神遊華胥氏之國」

的故事，可推知《列子》之所以選擇「黃帝」與「周穆王」兩位古代帝王作為「神

遊」故事的主角，乃為尋求聖王之道。 

《列子‧黃帝篇》記，黃帝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盡智力，還是弄得面目

焦黃，頭昏眼花。直至「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才見識到理想國應如是： 

 

                                                 
13 英國漢學家大衞‧霍克斯於〈神女之探尋〉一文云：「巡遊者可能是個男巫，也可能是個神祕

主義者或國王。…假如巡遊者是個帝王，這次巡遊就會使他獲得世俗權力和宗教神力兩方面的

效忠，憑著神所賦予的權利，統治天下。」見﹝英﹞大衞‧霍克斯，〈神女之探尋〉，收錄於莫砺

鋒編《神女之探尋—英美學者論中國古典詩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37。 
14 見高莉芬，〈會見西王母：《穆天子傳》中的西王母與瑤池宴〉，《民間文學年刊》第二期增刊

(2008)，頁 13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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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

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

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15 

 

華胥國的首要特色為「其國無師長、其民無嗜慾」，也就是《老子》「絕聖棄知」，

「不尚賢，使民不爭」政治理想的體現。以「路徑意象基模」的結構來看，華胥

理想國可說是道家聖王企望達到的目的地，而達到此理想國的途徑為何？據《列

子‧黃帝篇》記：「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

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16 華胥國既非舟車足力能及，唯夢中神遊能

及。然而「夢」卻不是人憑己意所能主宰、控制的。所以黃帝於寤夢中醒來後感

嘆：「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

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17 黃帝無論殫精竭慮或齋心服形皆

無法獲得的治道，卻在不能憑己意控制的夢境中得知了。就像「夢境」無法憑己

意求得一般，「至道」亦無法以情求。如此，《列子》使「夢」成為道家「無為而

治」之道的絕妙隱喻。 

 

(二) 從「等級基模」解讀「古莽、中央、三國人民之夢」 

《列子‧周穆王》繼開篇「周穆王神遊西極」的故事之後，接續的是「老成

子學幻」和「古莽、中央、三國人民之夢」兩則寓言。「老成子學幻」以尹文先

生論幻化之理占主要篇幅，其後並有一段夢的綜論，綜述《周禮‧春官》的占夢

文化、《黃帝內經》之夢象與醫理，以至《莊子》的夢喻與哲理。「古莽、中央、

三國人民之夢」則僅以敍事為內容，未言明寓旨。本節先以意象基模解析「古莽、

中央、三國人民之夢」故事的寓意，再與本篇所滙整的傳統夢論作比對探討。 

                                                 
15 嚴北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頁 28。 
16 嚴北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頁 28。 
17 嚴北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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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莽」、「中央」、「阜落」三國之命名，即涉及多種空間隱喻及意象。前人

對此「古莽、中央、阜落三國人民之夢」的寓意，或認為此寓言在說明不同地理

環境對國民習俗的不同影響 18，或云三國人民各自依照自己的感受生息，無所謂

妄實之辨、夢覺之別 19。筆者卻認為此三虛擬國寓言，不應以實際的地理空間解

讀，而適合從隱喻與神話思維方面著手。若從概念隱喻的觀點解析，此寓言至少

涉及了三種意象基模：一是「中央/邊緣基模」：以位於四海中央的「中央之國」

相對於西極之南隅的「古莽國」和東極之北隅的「阜落國」。二為「循環基模」：

人所經歷的世界充滿著循環的過程，如晝夜交替、四季循環，以及萬物眾生在四

時之間的生命週期 20，而中央之國一寒一暑、一晝一夜、昏明分察，其民一覺一

寐之特徵，正是循環意象的典型。三為「等級基模」：三國的篇章排列順序乃按

「睡眠的多寡長短」排列，依序為永眠之國、一眠一覺之國，與不眠之國。 

 根據詹森的研究發現，意象基模與人們對事物的認知和評價息息相關，且不

同的意象基模各具特徵和意義。如「中央/邊緣基模」表現「自我/他者」的區別 21；

「循環基模」與人類的時間觀和生命週期密切相關 22；「等級基模」則常是價值

評比的隱喻 23。從「等級基模」來思考的話，《列子》對「古莽」、「中央」、「阜

落」三國的編排順序則可能帶有優劣評比的意味。先就三國名稱而言，「古莽之

國」透露著道家懷古、尚樸的意味，其民「不知」、「無辨」的特性，更近於《老

子》絕聖棄智、見素抱樸的理想。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日月之光所不照」

的意象亦屬母腹、子宮、深淵、幽谷…等原初之「道」的隱喻叢(cluster of metaphors)。

「中央之國」由其地理位置來看為四海之中，人與萬物滋生之所，同時也是生死

循環的世界。而「阜落」之國名則不禁讓人聯想到《山海經》和《列子‧湯問篇》

「夸父逐日」的太陽神話。《列子‧湯問篇》言「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具有

                                                 
18 見傅正谷〈《列子》夢理論與夢寓言述評〉《貴州社會科學》10(1991): 52-53 頁。 
19 見熊道麟《先秦夢文化探微》(臺北：學海，2004)，483 頁。 
20 見 Mark Johnson, The Body in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119. 
21 Ibid. pp.124-125. 
22 ibid. pp.119-121. 
23 ibid. pp.1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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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意，參照於《列子‧周穆王篇》描述阜落國之民「性剛悍、強弱相爭，貴勝而

不尚義」，貶斥意味明顯。該篇又言其民「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彷如

《莊子》所言「其覺形開、日以心鬭」的身心耗損惡狀。24 從「等級基模」的角

度來詮釋此寓言，則《列子》對「古莽」、「中央」、「阜落」三國的編排順序和描

述筆調在在透露出每況愈下的評價。 

 若說《列子》最崇尚永眠的「古莽」之國，《列子》的夢思想是否有偏於虛

幻、忽略現實的傾向？有學者認為《列子》的夢思想受佛教影響，以夢隱喻人生

的虛幻，甚至認為《列子‧周穆王篇》中的西極化人是佛的化身。25 筆者則認為

《列子》的「幻」字應以「化」解。在《列子‧周穆王篇》「老成子學幻」的故事

中，老成子想向尹文先生學習幻術，但三年都得不到他的傳授。老成子求退時，

尹文才說：「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

易者，謂之化，謂之幻。」26 在此《列子》以「化」解「幻」，指出陰陽造化的

規律才是現象界變化的原理，所以與其學習幻術，不如學習認識造化之道。老成

子聞尹文先生之言後，深思三月，在掌握造化之道後，遂能翻轉四時，令「冬起

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27 故《列子》云：「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

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28可知《列子》

肯定的乃是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即「大化之道」。 

 

(三)  由「聯繫基模」解析「心與物」的隱喻 

 除以「化」解「幻」外，《列子》對物質世界的觀察和重視也反映於《列子》

夢寓言對「心物關聯」的思考與呈現。本節從「聯繫基模」的觀點，解析「尹氏

與役夫之夢」和「鄭人爭鹿」兩則寓言中「心與物」的隱喻。 

                                                 
24 語出《莊子‧齊物論》：「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鬭。」 
 
25 參魏義霞，〈《列子》夢幻哲學釋義〉，《延邊大學學報》第 45 卷第 6 期(2012)，頁 23-30。 
26 嚴北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頁 72。 
27 同上註。 
2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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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氏與役夫之夢」以對比和戲謔的手法呈現「日間的生活經驗」如何影響

「夜間的睡夢」：尹氏是個大富人，白日「心營世事，慮鍾家業」，終日思慮過重，

導致睡眠時心神不寧，夜夜夢見自己給人作奴僕，勞苦不堪；相反地，尹氏手下

有個老役夫，雖然日間勞碌，但心無掛慮，所以一夜好眠，酣睡時好比作皇帝般

逸樂！尹氏後來聽了友人的勸告，放寬役夫的勞務，也減輕自己思慮之事，失眠

的症狀也就減輕許多。 

 故事中的尹氏思慮過重，造成夜間睡眠心神不寧，正如《莊子‧齊物論》所

云：「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鬪。」29《列子‧周穆王篇》

對夢的生理成因探討，亦納入《黃帝內經》的醫理解說：「故陰氣壯，則夢涉大

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

饑則夢取。」30 此段文字引自《黃帝內經‧素問‧脈要精微論》對夢象與脈象關

聯的記載。其中「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可作為「老役夫夢為國君」的註解，

說明生理需要與夢的關聯。役夫晝為奴僕，筋疲力竭，最羨慕的就是國君高高在

上，游宴宮觀的逸樂。但役夫之夢同尹氏之夢一樣，仍屬於晝思而夜夢的「思夢」

或「想夢」。《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31 所

說的便是常人在現實界所接觸的事物和遭遇的經歷，在夢中反映出來。按詹森對

「聯繫基模」的概念分類，「尹氏與役夫之夢」的隱喻架構屬於「因果關聯」(causal 

connection) 的聯繫基模。32 

 詹森於《心智中的身體》(The Body in the Mind)一書對「聯繫」概念作了詳

細的分類，包括「時間的關聯」(temporal connection)、「因果的關聯」(causal 

connection)、「來源的關聯」(genetic connection)、「功能的關聯」(functional linking)…

                                                 
29 王叔岷，《莊子校詮》上冊 (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頁 48。 
30 嚴北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頁 72。 
31 同上註。 
32 見 Mark Johnson, The Body in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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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33 緊接著「尹氏與役夫之夢」之後的「鄭人爭鹿」寓言，則以古中國神祕的

占夢思想顛覆了「夢」與「夢因」的時間聯繫。 

 照一般的經驗，先有夢因，才會作夢。但在「鄭人爭鹿」的故事中，夢不一

定起因於於過去已發生的經歷，夢甚至能預見未知之事。故事中，鄭國樵夫在山

野中無意間獵到一頭鹿，一時帶不走，就把鹿藏在溝裏，又用草遮蓋起來。樵夫

喜不自勝，過了一會兒找不著藏鹿的地方了，於是以為自己剛做了場夢，沿途向

人訴說這事。有人聽見，就依樵夫的話找到了鹿，回到家對妻子說：「樵夫夢見

得鹿，我照他的夢去找，真的找到了鹿！」妻說：「是你在作夢嗎？」樵夫回家

後一直回想藏鹿的地方，夜裏便夢見了藏鹿之地，還夢到得鹿之主。天亮後，樵

夫便照所夢的找到了那人和鹿。兩人為爭鹿吵了起來，告到法官那裏。法官要兩

人對半分。這奇案傳到鄭王耳中，王說：「哈！說不定法官也在做夢為人分鹿吧！」 

 「鄭人爭鹿」故事中的樵夫在意外中得鹿，嗣後忘了鹿藏在哪兒，便以為自

己得鹿可能是作夢。人信其夢而得鹿，樵夫又夢見得鹿之人，並循著夢的指示真

找著了那人和鹿。在此寓言中，夢成了揭露真象的探照燈。其實上，夢的先兆性

和前知價值在上古占夢傳統中原是受到高度肯定的，由《左傳》、《國語》對夢的

豐富記述可見一斑，《周禮》亦對「占夢官」的司職內容詳加記載。34《列子‧周

穆王篇》在第二、三則寓言間有一段精闢的夢論，開宗即以《周禮‧春官》的「六

夢」之說立論。《列子‧周穆王篇》云：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

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

                                                 
33 聯繫基模的定義和類別，見 Mark Johnson, The Body in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117-119. 
34 關於古中國的占夢傳統與文化，熊道麟於《先秦夢文化探微》有詳盡考查。參熊道麟，《先

秦夢文化探微》，台北：學海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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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

六者，神所交也。35 

 

《周禮‧春官》的「六夢」，在《列子》中稱為「六候」，指的是六種夢象徵候：

一曰正夢，張湛注「平居自夢」，即人在平常精神狀態下作的夢，無驚無懼、無

喜無憂，醒後即忘，故賈公彥疏稱正夢為「無所感而夢」。二曰蘁夢，即驚愕之

夢。三曰思夢，鄭玄注為「覺時思念之而夢」，與覺醒時的思慮有關，《列子》又

稱「想夢」。四曰寤夢，即「白日夢」，周穆王和黃帝「神遊」之夢皆為寤夢。五

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懼而夢。由《周禮》的「六夢」之說可見

古代中國對夢的成因和分類已有相當細緻的觀察及探討。36 

 

(四)  以「動覺意象基模」解讀「病忘」隱喻 

 《列子‧周穆王篇》的夢論基礎融合《周禮》「六夢」之說和《黃帝內經》

醫學對夢因的探討，但按《列子》對夢的分類，這些受環境經驗影響而產生的「想

夢」並非最高層級的夢。《列子‧周穆王篇》於綜述經驗界的夢因之後云：「神凝

者想夢自消」，並以「信夢」作結：「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

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37 相對於常人所作的「想夢」，唯

獨「神凝者」，即「真人」，方能達「信夢」之境。 

 《列子‧周穆王篇》後半部的兩則寓言「華子中年病忘」和「逢氏之子迷罔

之疾」將華子和逢氏之子兩位「神凝者」與常人作對比，以「中年病忘」(健忘和

老年癡呆症)和「迷罔之疾」(顛三倒四的精神病)來諷喻愚者眼中的真人樣貌。在

「華子病忘」的故事裏，宋國陽里華子在中年得了健忘症，常忘了自己做過什麼

                                                 
35 嚴北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頁 73。 
36 關於《周禮》「六夢」的考證研究，參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台北：曉園出版社，

1993)，頁 211-214；熊道麟，《先秦夢文化探微》(台北：學海出版社，2004)，頁 438-460。 
37 嚴北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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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忘記自己該做什麼—在塗(途)則忘行，在室則忘坐，

也忘了時間—今不識先，後不識今。家人面對華子的症狀，「闔室毒之」，全家的

人都受不了，於是想盡辦法請史、巫、醫來作卜、禱、攻各種方法想治好他，都

不見效。直到魯國來了一個儒生，自稱能醫好華子的病，單獨同他在內屋住七天，

華子多年的健忘症就全好了！卻沒想到華子醒悟過來，便斥責老婆、懲罰兒子，

又拿起戈來驅逐儒生。作和事佬的鄰人問他原因，華子說：「曩吾忘也，蕩蕩然

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

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38 

華子之言充滿對過去忘境的懷念、對現存記憶的排斥，甚至對未來思慮的恐懼。

就華子個人而言，他甘願一直活在健忘的人生中，但華子的妻兒們卻死命地把他

拉回現實存亡、得失、哀樂、好惡的記憶裏。回到現實中的華子十分的不甘願，

巴不得再「恢復失憶」。這場「失憶」和「覺醒」的拉距戰所呈現的「動態過程」

是本寓言敍事結構和情節張力的基礎。 

讀者之所以能同情華子的遭遇和感受，可說是「動覺意象基模」(kinesthetic 

image schemas)的效果。「動覺意象基模」使用的意象來自於人們在與外在環境不

斷互動過程中，主動施力於他者，或受他者施力。39 詹森於《心智中的身體》書

中列舉了多種動力意象基模，包括「推力」(compulsion)、「阻礙」(blockage)、「反

作用力」(counterforce)、「分散」(diversion)、「移除障礙」(removal of restraint)、

「使能」(enablement) 、「吸引」(attraction) 等七項。若從詹森的動覺意象來解析

「華子病忘」之喻，會發現該寓言使用了「推力」、「使能」和「吸引」等動覺意

象。首先是「推力」意象基模：對於華子病忘之症，家人使勁地找來史、巫、醫、

儒要把華子推至常人的狀態；其次是「使能」意象基模：對儒者使華子恢復記憶；

三為「吸引」意象基模：華子病瘉後卻想回到先前病忘的狀態。 

                                                 
38 嚴北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頁 77。 
39 參 Mark Johnson, The Body in the Mind, p.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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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乃《莊》、《列》用以表述真人心境的譬喻。《莊子‧大宗師》借顏回

之口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意為不受形骸、

智巧的束縛，去除分別物我的知識活動，以達大通之境。《列子‧黃帝篇》亦云：

「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40 

言排除個人一切私欲偏見，保持內心大清明的狀態，方可通物之所造，神凝者便

如是。故《列子‧黃帝篇》有一則「痀僂者承蜩」的寓言，描述一位「用志不分，

乃疑(凝)於神」的駝背老人，捉蟬如同隨手拾取一般。41 

 接於「華子病忘」之後的「逢氏之子迷罔之疾」亦以精神疾病為喻，表現道

家的心性觀。故事中，秦人逢氏之子少時聰慧，到了壯年卻患有「迷罔之疾」：

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常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

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42 逢父聽說魯國的讀書人多有能力，

便起程前往魯國尋醫，途中遇到老子，老子卻勸打消此念，趁早回家吧！老子說： 

 

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于是非，昏于利害。同疾者多，

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

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

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

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

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43 

 

《列子》借老子之言試圖顛覆「迷」的定義，所謂「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

子，汝則反迷矣」，意指若天下人都像逢氏之子一樣得了顛三倒四的病症，那麼

正常人反而就成了精神失常之人了。在道家看來，「今天下之人，皆惑于是非，

                                                 
40 嚴北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頁 31。 
41 嚴北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頁 39。 
42 嚴北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頁 77。 
43 嚴北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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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于利害」，只是「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44 而魯之君子為迷之尤者，故老

子勸逢氏別去魯國替兒子尋醫了。 

 逢氏前往魯國尋醫而途遇老子的敘事結構由「路徑基模」和「阻礙基模」兩

種意象基模結合而成。逢氏從秦國出發，往魯國前進，目的是想找到魯之君子使

兒子從心智迷罔的狀態變成像正常人一樣。途中，老子扮演了阻礙者的角色，叫

逢氏速速打道回府。其實從老子的角度反過來看，逢氏返回秦地之路才是回歸真

人之道的方向，正與朝魯國尋找讀書人的方向相反。更明確的說，逢氏返家所隱

喻的是《老子》「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的返歸素樸之道。 

 

三、結語：遊子返鄉的意象隱喻 

 《列子‧周穆王篇》的末則寓言為「燕人返鄕」，以遊子歸鄕錯認故居的情

節呈現人類感知與事實交錯的複雜性。本篇以「周穆王神遊西極」起首，以「燕

遊子歸鄕」作結，以「旅行」作為達於至道的隱喻，而其途徑乃在於意識和精神

的自由。在「燕人返鄕」的故事中，主人公生於燕國，長於楚國，及至年老才返

回故國。途經晉國時，同行者跟他開玩笑，騙他燕國到了。燕人以為真，愀然變

容，情不自禁地放聲大哭。知道被誑騙後，走到真正的燕國，看見真正先人的墓

塚，他反倒不感傷了。 

 前人多以燕人被誑騙的情節解此寓言，認為此故事在勸誡人不要被事物的表

象迷惑。45 然而從全篇意旨來看，何以燕人最後看見了真正的祖墳，反而不及先

前在心理上認定回到故土時那樣哭不自禁？與其說此寓言要人查清物質界、現實

界的真象，還不如說《列子》更肯定人對外界環境的感知能力與精神層面的意義。

按《列子‧周穆王篇》的篇章意旨來看，該篇以「神遊」起首，以「心靈的返歸」

                                                 
44 同上註。 
45 如嚴北溟、嚴捷注《列子‧周穆王篇》引言，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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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結，其間數則夢寓皆著眼於環境與夢境的交互作用，並以通於至道的「信夢」

作為最高層級之夢，可見《列子》夢論係以道家心性論為依歸。 

 從「路徑意象基模」的隱喻元素來看，燕人返鄕的「起點」是異地，「終點」

是故土；從道家的思維角度來說，異地所隱喻的是形驅所處的現象界，故土則是

不生不化的道境。燕人以旅行--物質形體的位移--的方式返鄉，此「旅行」所喻表

的是精神的解放、逍遙和自由，亦即「神遊」。從旅行的方向而論，「周穆王神遊

西極」是一場「上行」之夢，燕人歸鄉的方向則是「歸返」。周穆王的神遊故事

所展現的是一場極盡豪放的精神遨翔、遠遊之樂，而燕人於老年返歸故土時所流

下的真情淚水，不也是至誠至深的感動和快樂？曹丕〈善哉行〉云：「人生如寄，

多憂何為？今我不樂，歲月如馳。」在現象界旅遊的我們，終將回歸生命的故土，

回歸先天地而生之道。但願屆時吾人能像《列子‧天瑞篇》的得道之士林類笑道：

死期將至，能樂若此。46 

                                                 
46 見嚴北溟、嚴捷譯注，《列子譯注》，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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