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興大中文研究生論文集 第九輯

2004 年 5 月頁 185-215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

流浪者之歌的隱喻

彭心怡

【提要】

{ Metaphors we live by）是認知語言學的第一部開山之作，相較於 M前k

Johnson 1987. {The body in Mind）、 Langacker 1987. < Fundation of Cognitive 

Grammar）或是 Lakoff 自己在 1987 年所寫的﹛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女人、火與危險事物，桂冠出版）都顯得太過簡單，但卻包蘊了認真口語言學最

原初的意義，本文的撰寫即以 Lakoff在（Metaphors we live by）所接黨的隱喻概

念為方法，去分析赫塞（Hesse ）﹛ Siddh訂也a-eine indische Dichtung) （流浪者之

歌）這個故事所出現的人物、情節、對話各有其何隱喻概念。文中還用了「轉喻」

(Metonymy）的概念去分析故事中的沙瑪納、甘瑪拉、卡瑪去瓦密、瓦樹地瓦、
小西達塔典主角西違塔的關條。「隱喻」與「轉喻」事實上是不同的概念：

Metaphor is principally a way of conceiving of one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 and its primary function is linderstanding. Metonymy, on the 

other hand, has primarily a referential function, that is, it allows us to 

use one entity to stand for another. ( Lakoff : 1980 • 36) 

Lakoff也在文中，以「轉喻J 挑戰了「隱喻」概念，然而全書主要還是在介紹隱

喻的三個類型（方位、本體、結構）。「轉喻」雖然不屬於「隱喻」’卻可以附屬

在 Metaphor 的概念下去比較討論，本文也採用與 Lakoff 同樣的作法。

【關鍵詞】 Lakoff Hesse 隱喻轉喻譬喻認知語言學流浪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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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隱喻概念

「隱喻」乍聽之下，我們很容易將這樣的概念放入修辭學的範睹中，事實上，

它不但是修辭學上的概念，更是我們思考事物那背後的認知基模。我們無時無刻

都在使用這樣的概念。我們通常都會以一具體可感的實體或另一組較能掌握的概

念，去理解較為抽象的概念以及我們所見的世界。這樣的模式，就是隱喻認知，

也就是我們理解這世界的一種有系統性的方法。
隱喻認知的方法早已深入我們的認知概念中，以致我們常習焉不察。萊科夫

與強森（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合著的《Metaphors we live by）一書

中，便把隱喻認知的概念從修辭學的框架中鬆綁出來，擴及到日常生活，接棄其

為架構世界的一種思維方式。隱喻認知是有角度攝取的，我們使用 A 事物去映

射 B 概念時，我們只有攝取 A 事物的某種特性，以便以此一加強的特性，很快

速地掌握 B概念所要傳達的最主要核心思想。

For example, in the midst of a heated 訂gume剖， when we 訂e intent on 

attacking our opponent’s position and defending our own, we may lose 

sight of the cooperative 前pects of 缸guing. Someone who is 缸guing

with you can be viewed as giving you his time, a valuable commodity, 

in an effort at mutual understanding. But when we 缸e preoccupied 

with the battle 臼pects, we o丘en lose sight of the cooperative 

aspects.(Lakoff : 1980 • 10) 

萊科夫與強森（ George Lakoff & M缸k Johnson）的隱喻認知概念，很大部

分是從我們對自我身體與自我身體一世界，這兩方面去認知的。我們理解一個概

念或一個事物，最基本的出發點就是我們的身體本身。因此，隱喻認知依據萊科

夫與強森（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的分類，大致有以下三種：

1. 方位隱喻

我們的身體佔有空間，以自我為中心，很自然的就有各種方向 （上下一進出

一前後一深淺一中心一邊緣）的分別。通常有正性屬性的事物為上 、中心，負性

屬性的事物則相反。

HAPPY IS UP ; SAD IS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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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feeling up. That boosted my spirits. My spirits rose. You’re in high 

spirits. Thinking about her always gives me a l併. I’m feeling down. 

I’m d坦pressed. He’s really low these days. I fell into a depression. My 

spirits sank. 

Physical basis : Drooping posture typically goes along with sadness 

and depression, erect posture with a positive emotional state.(Lakoff : 

1980 ' 15) 

2 . 本體隱喻

基於身體存在是一實體的表現，我們以自身的身體經驗去理解某一抽象概念

時，我們就是在使用本體隱喻。這種實體化的過程，最為典型的便是「容器隱喻」。

我們的身體佔有體積，本身就是一個容器，容器與外界事物有邊界的觀念，因為

容器的中空特質，它就可以有內容物注入或流出的概念。

Given 由前 a bounded physical space is a CONTAINER and 也at our 

field of vision correlates with 也別 bounded physical space，也e

metaphorical concept VISUAL FIELDS ARE CONTAINERS emerges 

naturally. Thus we can say : 

The ship is coming into view. 

I have him in sight. 

I can’t see him - the tree is in the way. 

He's out of sight now. 

That’s in the center of my field of vision. 

訓時間，s nothing in sight. 

I can’t get all of the ships in sight at once.(Lakoff : 1980 • 30) 

3. 結構隱喻

方位、本體隱喻是屬於比較原初的隱喻概念 ，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較專有的

名詞或是一較高的系統性概念去理解另一概念，這便是結構隱喻 。

Unger er & Schmid (1996 ）將近年來認知語言學家討論到的一些

例子歸納為下表：

︱目標 ︱來源

187 



興大中文研究生論文集第九輯

anger （生氣）
argument （論爭）
argument （論爭）

communication （交際）
death （死亡）
ideas （觀念）
1 if etime （一生）
love （愛）
theories （理論）

time （時間）

understanding （理解）
word （詞）

danderous animal （危險動物）
journey （旅行）

war （戰爭）
sending （發送）
departure （離開）
plants （植物）

day （一天）
war （戰爭）
buildings （建築物）

money （金錢）
seeing （看見）
coin （硬幣）

world （世界） jtheater （舞台）

（張敏： 1998 ’ 97)

在粗略瞭解隱喻認知的概念後，我們將以這樣的角度觀看《流浪者之歌〉的表現

手法。

（二）作者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 • 1877～1962 ）是位德國作家，也是位諾貝爾文
學獎得主，〈流浪者之歌〉一書的出版讓他萱聲丈壇，奠定他在文壇上的地位。

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赫塞對西方基督文明失望的情況下，轉而向東方文化學

習。一開始他接觸的是印度文化，後來接觸中國文化，受中國文化影響很深。而

這一部德文原名《Siddh叮伽－eine indische Dichtung）的小說，國內多譯成〈流浪
者之歌〉故事是以歷史上的釋迦牟尼佛一悉達多太子為寫作背景來做改寫，雖

然說的是印度佛教的故事，卻在在顯露著中國佛教的光輝。筆者採用的文本是水

牛出版社，蘇念秋翻譯的本子，蘇先生並不將 Siddhartha 翻成悉達多，而是翻成
西達塔。

Siddhartha 本來是如來佛的名字。在許多有關佛學的書刊中，國

內一向譯為「悉達多」。

在「流浪者之歌」一書中，我把「悉達多」改為「西達塔」。

在本書中，西達塔並不是如來佛。本書是譯自 Hilda Rosner 的英

譯本 刊赫塞： 1988 ，序文）

188 



流浪者之敬的隱喻

（三）故事內容簡述

故事主角西達塔身為印度婆羅門祭司之子，因有感於在婆羅門教中找不到真

理以及解脫之道，與自小的摯友歌丈達踏上了尋求真理之路。首先他們都成了沙

瑪納，亦即苦行僧。但是在學會了絕食、禁欲等等的苦修工夫後，西達塔仍覺得

這與他所追求的真理有所隔閣。適時，如來佛高塔碼出現了，他們遂捨棄了沙瑪

納的生活，動身去尋找如來佛。

雖然西達塔覺得如來佛已經接藥了唯一的真理，但當時的他仍不能皈依如來

佛，他對於自身仍有疑惑，於是他叉踏上了尋繹自身的旅途，而他的摯友歌文達

則在此時皈依了如來佛，與西達塔分道揚練。途中，西達塔遇到了一條河，以及

一位擺渡者。在渡過了這條河之後，西達塔就過著迴異於他此生以來的生活。他

與一名高級妓女甘瑪拉共同生活，與商人卡瑪士瓦密共同經商，沈耽於酒色財氣

中，過著夜夜笙歌的浮華生活，但日子一長久，他益發感到這樣的生活令他作嘔，

從前他常能聽到那個發自自身的聲音「奧」也漸漸聽不到了，於是他以狂賭來麻

醉自己，但依舊是徒勞無功，於是他拋棄了愛情、財富，叉再度踏上了流浪之路。

當他來到以前經過的那條河時，他絕望地想要自殺，在做了一個夢之後，他

有所大悟，感覺把撞到了些什麼，醒時他也與歌文達重逢，不過歌文達並沒有認

出西達塔來。後來，歌文達繼續他的和尚生活，西達塔則是在這條河邊住了下來，

與當初渡他過河的擺渡者瓦樹地瓦共同生活，向河流學習真理之道。在故事的尾

聲，傳出了如來佛即將過逝的消息，許多從各地方來的信眾都要渡過這條河去探

望如來佛的最後一面，而帶著西達塔兒子的甘瑪拉也在其中。此時的甘瑪拉已經

皈依了如來佛，並將住所獻給如來佛的弟子。當甘瑪拉走到這條河時，卻被毒蛇

咬了一口，性命危在旦夕，瓦樹地瓦將其救回住處。西達塔看到甘瑪拉與自己的

兒子小西達塔大受震驚，甘瑪拉在他的懷中安祥地死去。自此，瓦樹地瓦與西達

塔照顧著甘瑪拉留下的兒子，三人共同的生活著。但是西達塔那嬌生慣養的兒

子，並不能適應他們所過著的清苦、單調的生活，西達塔不斷付出的父愛只成為

禁鑑的牢籠，最終小西達塔仍是逃離了西達塔的身邊。西達塔不能忍受兒子與自

己的分離的痛苦，不理會瓦樹地瓦的勸告，動身去尋找兒子的下落。他回到了以

前與甘瑪拉共同生活的宅院，不過那房子早因甘瑪拉的皈依，成了如來佛信徒的

住所，西達塔在此宅院前回想、過去種種，前塵往事，百感交集，終叉回到了那條

河邊，重新向那條河學習真理。後來瓦樹地瓦得悟後，決心走入山林之中，獨留

西達塔生活在這條河邊。很久很久以後，年老的歌文達聽聞一條河邊有個得悟的

擺渡者，於是歌文達前往拜訪這位擺渡者，這是皈依如來佛後的歌艾達第二次與

西達塔的重逢 ，歌文達依舊沒能認出西達塔來。歌文達在聽閩西達塔解說一些得

悟之道後，仍感到有所疑惑，於是西達塔要歌文達親吻他的額頭 ，歌聞達「深深

感到了一種偉大的愛，感到了最謙遜的尊敬。他在那人面前深深行禮，頭一直碰

到地上，那個人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那人的微笑令他想起了所有他在一生中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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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愛過的東西，令他想起了他生命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和神聖的東西」。（赫塞：

1988 , 160) 

西達塔的「一生可以說就是疑惑、追尋、肯定三部曲 J （馬艾英： 1979' 80)' 

赫塞藉著西達塔一生尋繹真裡的過程，向我們展示了求道過程的艱辛，並在西達

塔反覆掙扎的行為中，應、和著世間人們的種種作為，藉著西達塔行為的展示，達

到了淨化的過程。以下就文中所安排的情節、人物與象徵事物做一討論。

貳、情節、人物、象徵事物

（一）情節

〈流浪者之歌〉在整個情節的鋪排上，使用了結構隱喻戶人生是旅行J 、「生

活中的困難是旅行的障物J 的概念。

人生是旅行 旅行中的障物 映射在西達塔身上

起點 沙瑪納的禁欲生活 祭司性的西達塔

甘瑪拉 情慾性的西達塔

卡瑪士瓦密 賭徒性的西達塔

（人生的嚮導） 瓦樹地瓦（正向的障物） 超脫性的西達塔

小西達塔 親惰性的西達塔

終點 瓦樹地瓦（正向的障物） 超脫性的西達塔

1. 與史實不合的西達塔

借用了史實上如來佛的名字，西達塔卻還在故事中巧遇真正史實上的如來

佛，這樣「錯置」的手法，事實上，赫塞已經將如來佛的特性投射在西達塔的身

上，使用了結構隱喻。

史實上的如來佛：

特性 開悟者

遭過 經歷很多磨難（親情、愛情、財富．．．）

才開悟

在菩提樹下開悟

由史實上的如來佛，我們對西達塔可以有某種程度的預期，以下是史實上的如來

佛映射到故事中西遠塔的相同部分。

故事中的西達塔 ：

惰性 ︱開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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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 經歷很多磨難（親情、愛情、財富．．．）

才開悟

多次的沈思都與樹木相關，擺渡者瓦

樹地瓦走向樹林代表聞悟，顯7]\開悟

與樹木有其密切相關性。

歷史上的西達塔出身為貴族的剎帝利，而故事中的西達塔則是出身祭司之職的婆

羅門，身份不但有所不同，赫塞還在故事中安排了真的如來佛的角色高塔瑪與西

達塔相遇。

小說主角悉達多（按：即西達塔）是因追求「自我」而展開求道的

歷程，與佛陀為求生老病死之解脫、拋棄太子之位、出家修道，雖

有動機上的差異典修持方式的不同﹔但實則言之，均是為了追尋「真

理」而勇於行動的智者，其結果是殊途同歸的。同樣地，他們皆是

出身榮華、拋棄富貴，經歷苦行、成為沙門（Sramana ）。這一段的

過程是雷同的，而其中唯一不同的是：佛陀曾有過十年在宮裡的婚

姻生活，小說人物悉達多則未經歷這一段人生歷程，因此可說是佛

陀自紅塵而來﹔但悉達多則不然，本身為婆羅門之子的他，自小便

受著嚴謹的婆羅門教誨，所以他在出家苦行前是未經人事的，是跳

過了佛陀的十年紅塵之旅而在苦行僧的階段之後才墮入紅塵，過著

財色名食睡的五欲生活，在這一段的生命歷程中，佛陀與小說人物

悉達多是「錯置J 的。

在這當中赫塞意欲表現的是一個更真實的人生，是一個更生動、有

矛盾衝擊的人生。赫塞安排悉達多籍由紅塵的經歷與洗禮，便是要

悉達多去經歷生命的分裂，為的是在矛盾的靈魂搏門之中，悉達多

能藉此獲得超越與再生。投身於紅塵的悉達多，意味著他敢於將自

己投身於精神靈魂的街突與分裂，並由搏門與否定之中重獲一個真

實的生命﹔這樣的心靈追求與心路歷程是艱辛的，但赫塞卻要筆下

的人物籍由如此的歷程來達到靈魂徹底的昇華與深化，從而得到本

質的展現。（黃慧貞： 1998 ' 61 ) 

赫塞此一情節的鋪排，不但更能展現凡人，由俗世種種誘惑痛苦中昇華的過

程，此一充滿緊張、舒緩、緊張、舒緩的生命分裂過程也是文學作品高潮送起的

生命力所在。藉由出身婆羅門的西達塔來否定神祉論的婆羅門教， 是對這世上同

樣信仰神祉論的宗教提出了作者的疑惑。就如同故事中的西達塔無論如何齋戒，

做如何虔誠的祈禱儀式，那清聖的祭爾巴之水仍是無法洗去西達塔那心中的罪惡

感。

2.沙瑪納的生活與縱欲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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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達塔離開了婆羅門祭司性的生活後，開始了沙瑪納的苦修，後來叉過著縱

欲的生活。苦行的沙瑪納生活，曾使西達塔的感官避免陷入人世間的種種誘惑，

曾使他的靈魂幻化成各種物象，進而把自身空無掉，得到一種暫時解脫的麻痺。

他也因此學會了絕食、等待、思想這三大本領，成為沙瑪納中的佼佼者。這些本

領的習得不但有助於後來情節的鋪排，西達塔也因有冷靜的頭腦，於是在經商過

程往往能無往不利，賺取鉅額的財富，沙瑪納的苦修也突顯出了印度講究苦修的

社會現象。赫塞並藉由西達塔離開沙瑪納時對老沙瑪納的心智控制，嘲諷了那種

對神秘力量崇懼的可笑宗教情結。

與沙瑪納完全相反的縱欲生活，是世間普遍眾生相的反應。但是欲望是無窮

的，不能認識萬物因緣而生的道理，一段愛欲的滿足後，只會讓自己陷入另一段

愛欲的追求中，形成無盡的痛苦。這兩種生活都不能讓西達塔感到滿意，一苦一

樂的前後對照，也是世間人們面對生老病死等人生大關時，所會產生的兩大情結

取向，而赫塞藉著對比告訴我們，不偏不倚的中道才是解脫正途。

3. 「奧J 的作用

來源域 目標域

真理

印度梵我合一

禪宗參公案形式
一步，奧

真理的普遍

「奧J 意即「完善者J ’是西達塔在身為婆羅門時，其冥想、專注的對象。西

達塔對真理有所疑惑時，這個「奧」化作各種聲響在他心中響起，也就是他心中

那隻鳴唱著悲、喜的鳥兒，是潛藏在西達塔中的佛性，也是潛藏在每個人心中的

佛性，正如那河中的種種聲響都化作「奧」一般。

西達塔全神貫注地聽著河水，聽著那含有一千種聲音的歌﹔他不聽

悲哀或笑聲，他不把他的靈魂枷鎖在任何一個特別的聲音中，也不

把它貫注到他的「自我」中：他是在聽所有的聲音，在聽整體，在

聽統一 ，那首有一千種聲音的偉大的歌聲是由一個字組成的，那個

字是： 「奧」一完美。（赫塞 1988 : 144 、 145)

筆者以為「奧」的作用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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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真理即在己身中

每當西達塔展開下一段旅程時，都與他心中的「奧J 相關，有時是那股心中

的聲響告訴他，這樣的生活並未讓它的心靈得到平靜、並未得到真正的解脫﹔有

時是他聽不到他那心中的「奧J ’使他徬徨絕望，於是抽離前一段的生活，甚至

是興起投河自殺的念頭。每一次「奧」的出現與消失，就是西達塔尋繹「自我」

的一次次轉折，赫塞也藉此告訴了我們，真理並不假外求，它就在我們心中，西

達塔種種的不同閱歷，也只是不斷地再次發現這個「自我」’這個「奧」。

(2) 反映印度梵我合一的思想

他已經曉得了如何默念這一切字中的字「奧」﹔他在心中默念的時

候，同時吸一口氣﹔他用整個靈魂吐氣的時候，他眉宇間閃射出純

潔精神的光輝。他已經明白了如何在自己心靈深處去認識那不滅

的、同宇宙合一的自我。（赫塞： 1988 ' 3) 

雖然「奧」是佛性，是一切事物後面普遍的真理，但隨著西達塔的人生經驗

的增長，他對「奧」在各個生命階段有不同的認識，他隱隱可以感覺 r奧」存在

他的「自我J 中，身為婆羅門、沙瑪納的他以及過著奢華生活的他，將「奧」執

取為我的實實在在存在，或是停於虛無的空我，前者是印度梵我合一思想的反

映，後者則是西達塔面對「有實在的我」的反動意見，是一種對過去生活徹底不

滿的抗爭。

(3) 是1禪宗參公案得悟的形式

赫塞受中國思想影響很深，雖然不能確知赫塞是否曉得，禪宗在宋代盛行

「參公案」的i部草形式，但這種將心念集中於一物或一個話語機鋒，而得以開悟

的形式，確是中國禪宗特有的教授方式。中國禪宗有「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的立教大綱，承認語言、文字的侷限性，宋代以來大量的「語錄」’卻也是在某

些程度上間接地肯定了語言、艾字的某種神秘啟示力，也就是將語言、艾字視作

得悟的工真，卻要不受其所限。

(4) 真理存在任何地方

為什麼如來佛在悟道的時刻要坐在菩提樹下？那是因為他聽到了

一個聲音，那個聲音起自己的心中，命令他在菩提樹下尋找靜息﹔

因此他沒有依賴肉身的苦行，獻格、沐浴、禱告、吃、喝、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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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夢﹔他只聽從了那個聲音。（赫塞： 1988 ' 50) 

不但如來佛、瓦樹地瓦是聽到這個「奧」’曾過盡奢華生活的商人與骰子賭

徒的西達塔也是聽聞「奧」，而瞭解到事物背後統一的真理，那河中的所有聲響

總和都是一個「奧」字，連在我們看來沒有生命的石頭都可以化作這個「奧J （石

頭的比喻性意義將在下艾說明），也就是說明了真理的普遍性存在。

西達塔的一生可說是一段破我執，掃除自性見的過程，「奧J 我們籠統可說

是一種驅使西達塔找尋真理的動力。西達塔在未徹底體悟真理之前，「奧」有多

樣的解釋，多樣的風貌呈現，但藉由西達塔掙扎的一生，我們已清楚得知這個「奧J

的終極所指，是射向你我都有佛性的那個意酒。

4. 知識與語言、文字做為溝通管道的侷限

語言交際的整個過程就像是送包里：觀念是物噓，它被發送者放入

容器（語句），送到接收者那裡’後者把它從容器裡取出來。這就

是所謂導管隱喻。 Reddy 指出，由這個隱喻產生出來的英語表達式

起碼有上百個（例如， put ideas into words, the contents of an 

essay, empty words, the sentence contains ..等）。漢語裡的
情況也大同小異，如「你話裡的意思我聽不出來」「這些話裡包含

了很深刻的內容 J 0 導管隱喻的例子有力地說明，隱喻不僅僅是一

個孤立的範疇向其他領域裡的另一個範疇的語義擴展，更重要的是

範疇之間的連接和關佛。因此，單單指出存在著＋IDEAS A肥

OBJECTS＋（觀念是物體）、＋WORDS ARE CONTAINERS＋（語詞是容器）
這樣的一些隱喻是不夠的，更應該強調的是「發出和接收」和「語

言交際」這兩個概念領域之間系統的對應關緣。（張敏： 1998 '93) 

然而將內容物自容器取出、放入，其閉會不會有其疏漏，我們就一般日常語

言來思考，答案是「會的J 。真理探尋是很難以言語解釋的，為表現其知識、語

言、艾字的不足，赫賽將其濃縮成一個「奧J 字，雖然還是以語言、文字的方式

表達出來，但這個「奧」字已有了另一層超越的意思。

「今天我們聽得到他親口講道了。」歌文達說。西達塔沒有回答。

他對講道並不太好奇，他不認為那些講道會教他甚麼新東西。如果

從別人輾轉聽來的東西是真的，那麼，他同歌文達可以說是已經聽

過如來講道的大意了。西達塔專心看著高塔碼的頭，看著他的雙

肩，看著他的雙腳，看著他靜靜下重的手。在他看來 ，如來佛手指

上的每個骨節都令有著智慧﹔它們說話、呼吸，閃射著真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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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個女口來佛，確確實實是位徹底的聖人。西達塔從來沒有像此

刻這樣地敬重一個人，也沒有像此刻這樣地深愛一個人。（赫塞：

1988 '30) 

來源域 映射形式

如來佛 容器隱喻，真理充滿如

來佛整個身體

頭、雙肩、雙腳、下垂部分、整體圖示

的手、手指上的每個骨

節都是「奧J

＂你

跑，証

3恤V N ~ ~ P、、啥， 4 、.,,,, c 

目標域

真理、奧

真理

如來佛＝奧、真理

故事中多次的提出由語言、文字所傳達出來的知識、思想對真理詮釋的不足

性，這是赫塞對世上有限的表達形式，能否全面詮釋真裡的一種質疑，特別是針

對由知識系統中，主要的傳遞方式一語言、文字，所表達出訊息的片面性而言。

因為人們總是經由語言、文字的手段，獲得這許許多多世上生活的種種方式、技

巧，爾後藉以改善他們實質生活的品質，久而久之，對於這樣的「輸入、輸出」

方式感到習債，不去懷疑它的片面性。因為真理是完全、圓滿的，如果我們說語

言或文字表達了這項真理，其實我們是在說我們在語言、艾字的範圈中表達了這

項真理，而真裡的圓滿性，用任何語言或文字表達皆是有所缺憾的，所以赫塞教

我們不要執著語言、艾字的名相，而是要真正聆聽心中的「奧」。由於對知識的

依賴有助於改善世間所謂的實質生活，那些我們自以為實實在在接觸到的世間一

切，我們總執取為實有，認為是世界上最有用的東西。形成了人們渴望知識，養

成以知識手段解決問題的習慣，賴於對知識的依賴，我們很容易像西達塔一樣，

鑽進知識建構的系統中，自以為掌握到這世界的什麼，鑽進我們的驕傲與聰明

中，卻忘了用我們的眼、心、胃等去看自己、看這個世界。就像西達塔告別如來

佛時，西達塔已經能把如來佛的教義講得非常的好，可是他依然不能體會真理，

直到他用他的眼、心、胃等去感受、去經驗，聖人般的光明與平靜才在他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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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

「佛說法四十九年，無一法可說J 正是體現了語言、艾字、知識的障閉性，

真理的獲得有時只是像迦葉尊者「拈花微笑」般無可解說，也或者須像西達塔這

般曲經籽迴，方法可以有很多種，卻都要由己身體會、領悟。

（二）人物

前文提及，每一個西達塔在人生旅途中遇到的人，都隱喻著他在真理探尋路

上遇到的不同障物、考驗。然而赫塞在塑造這些人物時，筆者以為那根植於赫塞

心中那個塑造角色的認知基模是更接近「轉喻」模式的。

轉喻相似於隱喻，也是我們理解世界的一種思維方式，較為不同的是，轉喻

雖也是以某真體事物映射某一抽象概念，但這兩種事物是在同一概念範疇內的，

類似於修辭上的「借代」法。既然轉喻指的是同一概念範疇的事物，那麼在故事

中，以沙瑪納、甘瑪拉、卡瑪士瓦密、瓦樹地瓦、小西達塔等表現西達塔在人生

旅程上的障物，顯然是以不同角色、個體表現其隱喻映射的概念，叉怎麼說其塑

造角色的認知基模更接近「轉喻」呢？但我們不要忽視《流浪者之歌〉是一部故

事主角與讀者，一同進行心靈淨化的哲學性小說。西達塔在踏上尋繹真理道路之

前，人世間的情愛、名利、親情他都沒有沾染，我們可以說這些俗世牽絆在他的

性格中是缺項的，在他尋繹真理的過程中，這些俗世的牽絆才一一加入他的性格

中。我們可以說沙瑪納、甘瑪拉、卡瑪士瓦密、瓦樹地瓦、小西達塔代表了原本

一般人該有的情感表現，赫塞使用了錯置的手法，一一將這些性格注入西達塔的

身上。於是，我們便很容易得出一個赫塞創造這些角色的認知基模，以一個一般

人所會遭遇、困惑的世俗情感，拆分成數個部分，一一變成西達塔在人生旅途上

的難題。最後西達塔在俗世的各種情感淳練後變成一個「整體」，而其他的角色

則是他的「部分J ’整體一部分的關係，正是轉喻的重要基礎。

1. 歌文達

(1) 故事的副線，是西達塔、如來佛的影子

同是婆羅門之子，有著同樣對真理探尋的渴望，在遇到如來佛之前時，歌文

達是那樣嫻靜地做為西達塔的影子，皈依如來佛之後，歌艾達則成為如來佛的影

子，不過影子是沒有生命的，是一種平面式的附和，沒有立體直貫的真理在歌文

達的身上體現。我們也可以說歌文達的角色，是更多地反映了西達塔內心中虔誠

追尋信仰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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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願追隨著可愛偉大的西達塔。如果他一旦變成了神，如果他一旦

進入了大徹大悟的境界，那時候，歌文達依舊願意追隨著他，做他

的朋友，他的伴侶，他的僕人，他的持矛著，他的影子。（赫塞：

1988 ' 4 、 5)

(2) 與西達塔的兩次重逢

ALLc= 
（曲線代表西達塔，直線為歌文達，兩次的交會點則是兩人兩次的重逢。）

Not all cultures give the priorities we do to up-down orientation. 羽田re

缸e cultures where balance or centrality plays a much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it does in O叮 culture. Or consider 也e nonspatial orientation 

active-passive. For us ACTIVE IS UP and PASSIVE IS DOWN in 

most matters. 。（ Lakoff: 1980 • 24) 

主動（上）…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西達塔（曲線，勇於求變的人生）

被動（下）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歌艾達（直線，規則的遵循者）

歌艾達皈依如來佛後，與西達塔有過兩次的重逢，第一次是西達塔剛脫離俗

世奢欲生活，痛苦地想自殺，卻叉聽到心中「奧J 而心中有些領悟之後。第二次

則是在故事的尾聲，西達塔已停止他這一生的流浪之路，成為一位得道的擺渡者

時。

a. 第一次重逢

西達塔起來後，才看到對面坐著一個和尚，身穿黃袍，光頭，姿態

197 



興大中文研究生論文集第九輯

像是個思想家。他打量一下這個和尚，頭上沒有頭髮’驗上沒有鬍

鬚，他打量了不久，就認出了這個和尚原來就是他早年的朋友，後

來向如來佛皈依的歌文遠。（赫塞： 1988 ' 95) 

b. 第二次重逢

歌文達離開了那花園別墅後，選擇了去渡頭的路，很想去看看那位

擺渡人，因為雖然他一向是遵守著戒律過活，雖然也由於他的高齡

和謙虛而受到年青和尚們的尊敬，可是在他心中仍然有著不安，他

的探求也是沒有得到過滿足。（赫塞： 1988' 147) 

兩次的相逢，歌文達都沒有能夠認出西達塔來﹔兩次的相逢，西達塔在尋繹

自身的路途上都有不同的增長﹔兩次的相逢，歌艾達依舊都是虔誠的真理尋找者。

高聞達（按：即歌文達）在此書中與悉達多（按：即西達塔）恰成

為一個鮮明的對比，悉達多以自己的生命去經歷世俗的愛憎而證得

世間諸種法相是空﹔高聞達則四處求知、求道，以為道可由言語中

傳授，孰不知當年佛陀傳法給迦業時，也只是拈花微笑。由此可知，

悉達多與高聞達分別代表求道者的兩種典型，其差異就在於「悟」

與「不悟」的覺醒方式上。（黃慧貞： 1998 ' 64) 

所以，既使西達塔認為如來佛的教示己展現出真理，如來佛是位真真正正的聖

人，但西達塔認為這樣的真理若沒有經歷過個人的親證，依舊不能澆熄他內心對

真理的熾熱渴求，所以西達塔還要踏上尋釋自己的道路。赫塞讓這兩個如此相似

的角色，在遇到如來佛後分道揚線的情節，是要讓主（西達塔）、副（歌文達）

線互相呼應、對比，進而突顯出西達塔真理追求過程的可貴，西達塔與己身掙扎

奮鬥的過程，才是赫塞在故事中所欲表達的終極所指。

與悉達多（按：即西達塔）相反的是歌文達，他一直扮演跟隨者的

角色，一直是個影子，可以說他極為安份守己，向大眾認可的好人

一樣， 服從他真理的表面 ， 從來不深究 ，可以說他有慈悲心，也有

慧根， 但是定力不夠，但作者並沒有抵毀他，因為芸芸眾生，歌文

達這樣的二等人物亦是不可多得。（馬文英： 1979 ' 81) 

赫塞雖然沒有在故事中對歌文達這個角色，做太多的批評與誌毀， 但歌文達仍是

展現了一位求道者的失敗，筆者以為赫塞這樣的寫作手法有著以下兩項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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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盲從宗教儀式的追隨者提出質疑

歌文達的角色除了突顯西達塔那段尋求自我、敢勇於面對自我魔障而悟道過

程的可貴外，還隱含著赫塞對盲從宗教教條式儀式追隨者的質疑。西達塔，曾是

個遊戲人間的浪蕩子﹔歌文達，自皈依如來佛後一直都是個虔誠、忠心的和尚，

就一般人的觀念而言，歌文達在相較之下是較有可能接近開悟的，可是故事的鋪

陳卻非如此。赫塞在故事中透露出來的是，既使是一個高僧，若沒有真正去省思

心中對我的迷執，從生命的悴練中得到對自我的體悟，而只是按照著外在行為給

予他的使命規範走，心存著一個「目標」不斷地向外尋求而不觀照自身，依舊是

無法獲得真理的。

(2) 大乘佛法的展現

雖然赫塞的《流浪者之歌》是根據史實上的悉達多太子，也就是佛教的創始

者釋迦牟尼佛的故事改編而成。故事中的情節場景、社會背景等等，在在都呈現

出一種熱帶的、異國的，迴異於歐洲的印度風味，但是其中思想的表達，卻非世

尊在世時盛行的原始佛教，亦即小乘佛法精神的展現，反而是大乘慈悲入世的觀

念貫穿著整個故事。大乘佛法的觀念在故事的其他角色、情節中有不同面貌的呈

現，在下文還有相闋的論述，而歌艾達的部分，則主要有兩個地方體現著大乘佛

法的觀點。

a. 和尚與擺渡者是出世與入世的區別，是「人人可成佛」的意義展現

歌文達高僧的角色除了如上文所述，有著赫塞對盲從宗教儀式追隨者的質疑

外，叉與西達塔得道後從事的世間職業一擺渡者，形成一個出世、入世的對比。

也許有人會質疑西達塔從事擺渡者的職業，並不是一個與世間接觸頻繁的職業，

並不像我們想像中一個開悟者，例如釋迦牟尼佛般，擁有著宗教家熱忱傳道的精

神。關於這個問題，筆者先引用西達塔與擺渡人瓦樹地瓦的對話再作說明。

「你選擇了一種偉大的生活。」西達塔說。「居住在這條河的附近，

每天在河上飄遊，一定是可愛的生活。 J

擺渡人笑了，輕輕慢慢的搖擺。

「正如你所說的，先生，這種生活是可愛的。可是，難道每種生

活， 每種工作不都是可愛的嗎？」（赫塞： 1988 ' 108 、 10 9)

做為一個宗教家 ，釋迦牟尼佛是偉大的，選擇傳教為事業也是偉大的，但是這個

問題還關係著世間人們的性向與技能，人們無論選擇哪一種職業，都是可愛的，

並沒有其貴賤，抑或高尚、低俗之分，因為人人的佛性都是相同的。就故事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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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塔與歌艾達在職業上的差異，我們可以說赫塞在創作的意向上，是偏於大乘入

世觀的，而兩位擺渡者同於如來佛，最終都能尋求到世間最後的統一真理，可說

是大乘佛法「人人可以成佛J 觀念的表現。

b. 對「愛」的歧義顯示大乘慈悲的入世觀

「我曾經從我的軀體和靈魂明白了：我犯罪是必需的，我需要您

望，我必須為財產而奮鬥’必須歷經作嘔和絕望的深淵，為的是學

會去愛這世界，為的是學會不再把這世界與一種意願中想像的世界

相比較，與一種想像的完美幻境相比較﹔而是任憑世界像這樣就行

了，去愛它，為自己屬於它而高興。歌文達，這些就是我心中的一

些思想。」（赫塞： 1988•153)

「．．．．．．在我看來，歌文達，愛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也許大思

想家們認為重要的是檢查這個世界，解釋它，輕視它。但是我以

為唯一重要的是愛這個世界，不要輕視它，我們不要恨來恨去，

而要用愛，言贊賞和尊敬來對待這個世界，對待我們自己，對待所

有的生命。」「這個我暸解。」歌文達說，「然而這一點正是世尊

稱之為虛幻的東西。他宣揚慈善、自制、同情、耐心、但是卻不

宣揚愛，他禁止我們把我們自己枷鎖在塵世的愛上。」（赫塞：

1988 ' 155 、 156)

「愛」一詞，在一般的佛教用語上，是屬於貶抑詞，因為「愛」的執取，才

造成世間諸苦的產生，這是為什麼佛教多用「慈悲J 代替「愛」一詞，就是避免

人們將「愛」與塵世那種因緣聚合的「愛」混為一談。但是世尊就是看見這世間

生老病死的無常，看見這情感、愛欲的不定，進而產生一種更昇華的情感而建立

了佛教，甚而說是世尊太愛這個世間了，我們無寧可以將這種情感稱作「大愛」。

歌艾達只明瞭了世尊說的「緣起性空」的表面意義，卻沒有深究其提出的根本原

因為何，無論說世界是樂的、真實的，抑或苦的、虛幻的，都只是在助於解脫、

破除我執。佛教基本立意三法印中「一切皆苦」’那種苦是基於一切無常而提出

的，是基於人們多把世間執著為實有存在，多追求感官之樂而提出，而真正的解

脫是非苦非樂的中道。歌艾達與西達塔對「愛」的理解，可說是在某部分影射了

小乘佛法與大乘佛法的優劣之分。赫塞宣揚著大乘菩薩道的慈悲精神，不離生死

海而度眾生，普渡眾生的理想不是要人們成為灰身斷滅的阿羅漢， 而是在發揚每

個人隱含的佛性 ，那心中的「奧」。

2. 甘瑪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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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域 角度攝取 映射形式 目標域

下階層女性 女性肉體 結構隱喻 情慾、性愛

(1 ）溪眸洗衣女

(2 ）甘瑪拉

渴慕樂（按：即甘瑪拉）代表的象徵與下面所述的婆歡天（按：即

瓦樹地瓦）是雷同的。皆是在悉達多（按：即西達塔）的生命旅途

中，扮演接引者、擺渡者的角色。世間的萬事、萬物，以致所遇見

的諸人，皆是成就我們因緣的對象。渴慕樂帶領悉達多深入世間，

並且直達罪惡的底端﹔是因為不遠生命最深處的沈j侖，悉達多無法

拋棄他的我執，來進行生命另一階段，另一層次的改造與深化。（黃

慧貞： 1998 , 64 、 65)

甘瑪拉代表著人世間愛情的歡愉，而甘瑪拉的出現，赫塞還用了預示的手

法，在進入那個充滿欲望的城鎮之前，一位溪眸洗衣的少女引誘著西達塔，那時

的西達塔還帶著沙瑪納的清規戒律性，對於性和愛的誘惑，還能勉強地以意志力

克服，內心卻是蕩漾不已。脫離沙瑪納生活的西達塔就如純白的孩子，人世間的

性愛情欲、金錢名利是從來沒有沾染過他的心，就如我們生來這世間時的純白一

樣，即將被這世問存在已久的習慣拉著走，赫塞藉著欲望之城的出現，象徵著我

們俗世種種的欲望將在我們面前燃燒，五蘊的火將不可避免地在我們身上灼燒

著。甘瑪拉角色的出現有下面兩種功用。

(1 ）愛情的教授者

上文提過，〈流浪者之歌〉體現著大乘佛法的精神，成佛是在這五種世間

成佛，人世間的種種的無法規避，真正探求真理者，只有在這五鍾的火熱

世界中，才能將己身脫胎為一浴火的蓮花。愛情、情欲等男女之情是俗世

間最普遍的情成之一，西達塔必得在這種俗世的情愛中通過考驗，徹底暸

解因緣和合的愛是無常的，是一切皆苦的，如此才能超脫世間，才能為他

心中「奧」的聲音作解答。

(2 ）補足世尊未離開宮廷前所經歷的情愛？卒練，更貼近了世閑情愛的表現

故事中的如來佛出現時，已經是個得道者的面貌，史實上的如來佛，亦即佛

教的創立者一釋迦牟尼佛，在未踏上尋繹真理的路途時，稱作悉達多太子（這是

一般有關佛學的書所使用的譯名），與〈流浪者之歌〉故事主角西達塔（按：即

悉達多）同名， 正如前文所說的 ， 這是赫塞寫作時用的 「錯置」 手法，以倒敘的

方式補足了世尊未離開宮廷前所過的情愛、婚姻生活。這樣的鋪陳反而是更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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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世俗間的情愛，世尊以太子之位，對於情愛生活的接受沒有太多的揀擇力，一

切都是那麼剛好地出現在悉達多太子的眼前，可以說悉達多太子只是被動接受者

的角色。西達塔則不然，進入欲望之城，尋求愛情導師，都是出於己身中的本能

渴求，有著更積極主動的情慷存在，此一化史實消極為積極的角色轉變，在文學

作品的情節架構上，無寧是更真有戲劇張力的。而甘瑪拉青樓豔妓的角色安排，

在一般的社會階級上是屬於較低等的，使得西達塔在情愛試煉這個人生大關上，

更具體接近了世間情愛，更接近了讀者們的世界。

3. 商人卡瑪士瓦密

來源域 ︱角度攝取

商人卡瑪士瓦密 ！商業活動
式
一
喻

形
一
隱

L
I
Z
E
守

自
勾
－M
t帽

映
一
結 官

回
財

弘
丸
－

t

一
標
一
利

目
一
名

如同甘瑪拉是愛情教授者的角色一般，商人卡瑪士瓦密則是象徵著財富、權

勢，是西達塔在人世間名利的教導者。不過這裡存在著一些區別，西達塔對於自

己的出生是驕傲的﹔對於自己敏銳的學習力是驕傲的﹔對於自己在婆羅門、沙瑪

拉時所累積的知識、技能是驕傲的，所以西達塔是個非常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這

樣的人，最愛的是自己，他把世間的人看作蒙昧的孩童，他認為自己是神聖的，

他是天上運行的星星，而人們只是落葉。所以西達塔在拋開甘瑪拉的愛情牽絆

時，能這麼的有決斷力，因為他最愛的還是自己，甘瑪拉知道這點，西達塔自己

也很清楚這點。

「．．．．．．甘瑪拉，大多數的人就像是落葉一樣，在空中隨風飄遊’翻

飛、蕩漾，最後落到地上。戶都份人像是天上的星星，在一定的途

徑上走，任何風都吹不到它們，在他們內心中他們有自己的引導者

和方向。」 I （赫塞： 1988•75)

來源域 隱喻概念 角度攝取 映射形式 目標域

星星 人是星星 (1 ）規則的行進 (1 ）本體隱喻 西達塔

軌跡 (2) 方位隱喻

(2）星星在上

落葉 人是落葉 (1 ）隨風飄散的 (1 ）本體隱喻 凡夫
脆弱 (2) 方位隱喻

(2）落葉在下

I這是西達塔對甘瑪拉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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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卡瑪士瓦密的角色份量在篇章上，雖然沒有甘瑪拉來得多，但筆者以為

商人卡瑪士瓦密的角色，才讓西達塔更深入人類本能欲望的深處，才讓西達塔感

受到人生欲望無窮無盡的痛苦，其角色出現意義有二：

(1 ）社會權勢、名利染缸的第一滴染劑

愛情的歡愉是少數人就能夠產生的，但當你對塵世權勢、名利產生操控的快

感時，你已經陷入社會層層包圍的網絡中，陷入了一個與眾人共同沉落的欲望流

沙中。商人卡瑪士瓦密教授西達塔種種從商的技能，基於從前婆羅門、沙瑪納的

生活，西達塔還能不為名利所誘，保持著那股對財富輕視的優越感。但人世間的

欲望比西達塔想像中的可怕，它是一點一滴地沁入西達塔的身軀，慢慢地改造

他，商人卡瑪士瓦密就扮演著這啟動者的角色。

他的面孔雖然看起來仍然比別人機靈、聰明，但是他很少笑了，並

且他胺上漸漸顯有了幾種表情﹔通常只有在有錢的人們驗上看得到

這些表情：貪婪無廳，多病，不高興，懶惰，無情﹔﹔有錢的人們靈

魂上的疾病慢慢地鑽入他的心中，蔓延在他的靈魂上。（赫塞：

1988 ' 82) 

來源域 ︱隱喻概念 ︱角度攝取 ︱映射形式 ︱目標域

容器 l心是容器 ︱心靈會生病，疾︱容器隱喻 ︱對奢華生活的不

病鑽入心中 ︱ ︱滿情緒

(2 ）西達塔自大性格的擴大

由對名利財富的輕視，轉變為嗜嚐名利財富的人，都是一種自我驕傲的展

現，一種主控權操縱的快感在這兩種生活中貫穿，一旦西達塔漸漸習債、享受這

種操縱他人的優越，他也就從清規性、驕傲的沙瑪納轉變為驕傲的、有錢的商人，

這一切都是他自我的膨脹，分別在不同地方展現罷了！

西達塔在財富、權勢上發揮著世間人們墮落的本能，但西達塔之為西達塔，

他並沒有忘記他原來追尋的真理，有時他是昏睡在這欲望深深的無底洞中，有時

他清醒的想、叛逃，卻叉難以自拔 。於是他成為賭徒，他那恐怖的狂賭、一擲千金

的生活便是對自我盲目不滿的投射。 Lakoff 指出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譬喻形式，

其中一項便是 「人生是賭局」。赫塞安排西達塔成為狂賭之徒，是誇大了我們一

般人對現實生活中的欲望，也是運用了「人生是賭局」那樣的認知模式。西達塔

採用了一種你我常用的方式，用一種對欲望的更加沈迷來消調這種自我感受到的

盲目恐怖，然而這種方式不能真正解決西達塔心中對真理遠去的焦慮，嗜欲與求

道的兩樣情懷相加，讓西達塔更深入於世間痛苦的形成，更清楚地向我們展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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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間欲望底層的盤根錯節。赫塞讓西達塔過著豪賭的喪心病狂生活，那種無限

欲望擴大的生活，使得作品有一種延伸的擴張感，由西達塔的生活膨脹到你我的

生活，膨脹、膨脹．．．．．．無限地膨脹。

4. 擺渡者瓦樹地瓦

來源域 角度攝取 映射形式 目標域

共同追尋真理之人生路程需結伴而結構隱喻 瓦樹地瓦

友、先導 行
擺渡者 佛教有彼岸觀念，擺結構隱喻 瓦樹地瓦

渡者正是屬於接引

的職業，人生旅程需

要嚮導

婆歡天（按：即瓦樹地瓦）是當初帶悉達多（按：即西達塔）入世，

後來再帶他「反璞歸真」的重要人物，也是悉達多人生第三階段2的
開敘者與知己摯友。他教悉達多觀河聽水、聆聽世界萬物的本源，

教他擺脫世間法相、尋找自我，使他也如婆數天一般成為一名擺渡

人，向河流學習：等符、忍耐而諦聽。（黃慧貞： 1998 ' 65) 

擺渡者瓦樹地瓦是西達塔的摯友也是智慧開啟的導師，赫塞對擺渡者角色安

排的意象是多重的。擺渡者瓦樹地瓦角色的出現，影射了以下兩種寫作意旨。

(I) 引導者的角色

擺渡者瓦樹地瓦不光只是引導西達塔，通往智慧之光的接引者，他更是當初

載著沙瑪納性的西達塔，航向欲望之城的渡者，換句話說，引導西達塔看見生滅

門與真如門的都是擺渡者瓦樹地瓦。

(2）佛性在世俗存有的普遍性證明

雖然西達塔承認如來佛已經是遠道的聖人，赫塞仍未安排西達塔就因此而皈

依如來佛，西達塔最終智慧的啟迪，是由擺渡者瓦樹地瓦與瓦樹地瓦生活的那條

河流所引發。事實上，當瓦樹地瓦達到道的境界時，西達塔向他訴說他的創傷，

有如將那傷口浸入河流般得到清洗，那時候的瓦樹地瓦正是與河流的形象合而為

一了。西達塔遇見瓦樹地瓦時，瓦樹地瓦已經是個很接近真理的智者了，而瓦樹

2 指由疑惑一追尋一而至肯定的三個階段，為黃慧貞參考馬文英（歌者的踅音〉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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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瓦最終也尋繹至真理，達到如來佛的境界，於是很自然地，與他共同生活多年

的西達塔承接瓦樹地瓦擺渡者的工作，步上瓦樹地瓦同樣的開悟之路。此一自覺

之路不由如來佛幫西達塔完成，而讓瓦樹地瓦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佛性普遍

存在世闊的實例證明。

5. 兒子一小西達塔

時間一點一點過去，他的笑容開始愈來愈與擺渡人的笑容相似了，

他變得差不多和擺渡人是一樣地滿面春風，差不多是一樣地滿懷歡

欣，滿腔皺紋中同樣地神采照人，同樣地敲子氣，同樣地年邁。許

多來往的旅人看到這兩個擺渡人在一起，都以為他倆是兄弟。晚上

他倆常常一起坐在河邊的樹幹上，他倆都是靜靜地傾聽著河中的流

水。對他倆人，那不僅僅是流水，而是生命的聲音，實存的聲音，

變化的聲音。（赫塞： 1988 , 115) 

就在讀者與西達塔自己都以為，我們故事中的主角，終於找到他人生中的平

靜、真理時，赫塞給予西達塔最後的試煉是他的兒子一小西達塔。

西達塔正站在那裡’剛剛點上火。他一抬眼，看到那核子的面孔，

他覺得很奇怪，那面孔令他心中一動，想起了一些事情。這時候他

看到了甘瑪拉﹔雖然她躺在擺渡人的懷抱裡昏迷不醒人事，他還是

一眼就認出了她是誰。於是他明白了，原來那核子就是他自己的兒

子，怪不得一見到他的面孔他想越了一些事情，於是’，他的心跳急

速加快了。（赫塞： 1988' 118) 

有一天，西達塔看著那孩子的面孔，觸景生情，他不禁又想到了甘

瑪拉﹔突然問他回憶起了很久很久以前她曾經對他說過的一句話。

「你不能愛人。」那時候她是這樣對他說。

他曾經表示贊同她的看法。他曾經把他自己比做天上的一顆星，把

別的人們比為落葉。他曾經因為這個比喻而遭她說了幾句，他戚到

她的話中有責備的意味。

這倒的確是真的，他從來不會這樣做，而且他覺得這就是他與一般

普普通通的人之間最大的差別。

可是現在，自從她的兒子到了這裡，他，西達塔，經過悲哀的折磨，

經過愛的煎熬，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他瘋狂地愛上

了人﹔ 由於愛，他成了一個傻子。現在，在他一生之中， 在他的晚

年中， 他終於也嚐味到了最強烈的和最奇怪的激情﹔在這激情中，

他遭受到可怕的痛苦，然而卻也是提高了他的精神，並且在某一方

面，他的生命又是重新開始了，而且更豐富了。（赫塞： 1988'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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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事實上，故事中西達塔的兒子，赫塞並沒有給他一個名字，但憑藉著那與西

達塔的相同臉孔，筆者便逕自稱呼他做一小西達塔。前文序及小西達塔映射出西

達塔的親惰性，也更是西達塔的另一個化身，以一般人情感的飽滿項度看的話，

西達塔與小西達塔之間還存在著整體一部分的轉喻關係。於是，西達塔與小西達

塔的行為、遭遇便會有某種程度的相似。

~~~~~~~~ 行為、遭遇 隱喻蘊含

西達塔 父親對其無限的付出 親情羈絆的無所逃脫

小西達塔 父親對其無限的付出
西達塔 不聽父親的話，離家 佛性發覺是自力的問題

小西達塔 不聽父親的話，離家

赫塞安排小西達塔，為西達塔最後的考驗是有許多深意蘊含的。茲列述如下。

( 1 ）對自身的迷戀

在遇見小西達塔之前，西達塔沒有真正地愛過別人，他一直是以自我為中

心過活，直到小西達塔的出現，一個從西達塔棋子複製出來的另一個西達

塔。西達塔面臨的最後一個考驗是小西達塔的出現，這樣的安排並不是偶

然，它反映了西達塔最終要面臨的是對我執的徹底勘破，對那種源自人類

本能欲望迷戀的徹底勘破。

(2）親情羈絆的無所遁逃

源自人類天性、本能的親情之愛，西達塔在他的晚年終於懂了，他在小西達

塔身上看到自己絕別父親時的種種，瞭解到這種痛苦的牽絆正如一個循環圈一

般，永無止息。正如莊子言及人類有兩樣無可奈何而託之於天的兩大悲哀，一是

君臣之義，二是父母之情。中華文化受大一統思想影響的比較深，君臣之義被視

作知識份子乃至一般人的義務，所以莊子有突顯的必要存在。然而父母之親，也
就是血濃於水的親情極槍，是世界上任何人都無法逃脫的。赫塞安排親情為西達

塔最後的考驗， 正是接集了這個無可逃脫的必然性。

(3 ）佛性發掘是自力的問題

西達塔看見自己的兒子，重蹈著他以前經歷過的罪惡、錯誤， 他想在小西達

塔犯錯未深時就阻止它們，但徒勞無功的，小西達塔只想走自己的路，就如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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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達塔離開他的父親那般絕決。佛教雖說「一切眾生皆成佛道」’但也說佛有三

不能，其一便是罪人「不願意」被救，顯示了縱使佛性人人有，也必須靠自己去

發掘，自己用生命力去彰顯，成佛乃是自己的事。

(4）大乘佛法慈悲的入世觀

故事的最後，西達塔終於懂得了人世間的情愛，那種讓生命生生不息的不可

磨滅性及堅強性，是人類延續生命，人類普遍讚揚的美德來源。真正體會、懂得，

然後尊重這種世間情感很重要。當你在這些情感的基礎上，你更多了一些真理的

體悟，你才能由這些俗世的情感中，得到一些超越，達於涅槃。於是，他人的悲

哀就是你的悲哀，他人的快樂就是你的快樂，然後看到萬物背後那種因緣和合的

無常本質，興起與萬物同體大悲的情感，這才是大乘佛法中「自覺覺他」的菩薩

道精神。

6. 人物綜述

赫塞在角色的安排上善用了相似性與對比性，使得〈流浪者之歌〉的內容被

擴充的更完整，人物性格因為襯托而更為鮮明。例如如來佛高塔瑪、擺渡者瓦樹

地瓦、西達塔，分別代表著成道的不同階段，也顯示著人人可以成佛的真理。叉

西達塔、如來佛、歌艾達也形成另一組補充、對立的角色設定，西達塔代表著求

道過程的艱辛，是赫塞所欲在書中表達的重點、主體。如來佛高塔瑪則是這個求

道過程可能實現的成道展現，而西達塔與史實上的如來佛悉達多太子同名，更是

在故事中的情節敘述之外，交錯地牽絆讀者的心緒。歌艾達先後做了西達塔以及

如來佛的影子，但是相較於西達塔與如來佛，歌艾達卻是求道的失敗例子，也更

突顯了西達塔求道過程的可貴。甘瑪拉、卡瑪士瓦密、小西達塔則分別代表人世

間愛情、財富權勢、親惰的考驗。

因此，在悉達多（按：即西達塔）每一生命階段所遇到的人、遇到

的一切，都包孕著恢弘的蘊含與宇宙的真理，來教導他、引導他。

世間過往的災難罪惡，教給了他一份寧靜，使得悉達多在晚年時得

以獲得通達、團融，「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會唔，與自我對話。」 3

成為一名觀河聽水與自然相契融合的擺渡人。（黃慧貞： 1998 , 65) 

印度大乘佛學有中觀與瑜伽行派，瑜伽行派叉俗稱大乘有宗， 中國的摘系為

玄獎大師所傳唯識宗，此派認為萬物為心識所變現，與觀空的中觀派形成對比。

其實觀空、觀假都只是態度、面相的不同。若我們以瑜伽行派的說法來看，每一

個角色的出現 ， 都可以說是西達塔內心的投射 ， 都是西達塔 「我執」的一部份。

3 轉引自余秋雨：﹛文化苦旅卜台北：爾雅， 1993 年。頁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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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象徵事物

1. 鳥

來源域 隱喻概念 角度攝取 意象基模 映射形式 目標域

，鳥 人是鳥 外顯行為 關在鳥籠中（鳥籠喻人世獎本體隱喻 西達塔

籠）

，鳥 人是鳥 經濟價值 鳥會唱歌喻西達塔的珍貴 本體隱喻 西達塔

，鳥 人是鳥 外顯行為 西達塔夢見，鳥死掉，意謂他本體隱喻 西達塔

該結束掉目前廳爛的生活

形式

鳥 人是鳥 外顯行為 現實中甘瑪拉讓鳥重獲自 本體隱喻 西達塔

由，意指西達塔將過新生活

鳥 鳥聲是外顯行為 西達塔最後發現鳥沒死，並結構映射 奧

「奧 J 跟著鳥聲走，亦是跟著自身

的真理走去

西達塔對墮落人間欲望的自己絕望時，夢見過甘瑪拉那隻會唱歌的珍禽死

亡，這個夢讓他恐懼到想拋去自身的生命。他離開甘瑪拉身邊後，甘瑪拉讓這隻

關在獎籠的珍禽重獲天空遨遊的自由。西達塔決定重新過他的生活，向那條神秘

的河學習時，他發現他胸中的那隻鳥並沒有死，他決定跟隨著鳥聲走，跟隨著「奧J

走。鳥在故事中有四個象徵的意合。

(1) 鳥被飼養在籠子裡，有如悉達多（按：即西達塔）被拘絆在人

世裡一樣，且鳥本身珍奇，啼聲美妙，正如悉達多稟賦優異，

出身良好。

(2）在悉達多的夢裡’鳥死了，被悉達多無意義的拋開，影射悉達

多如果再沈緬於無價值的、機械性的生活方式中，他的結局亦

將如此，一切都成為徒然， 生命亦虛無地浪費掉了。

(3 ）甘瑪拉以為他握有此鳥，正如擁有悉達多，但悉達多不屬於任

何人的。最後悉達多走了，甘瑪拉釋放了鳥兒，從此深掩門扉，

可見在甘瑪拉心中，亦把鳥和悉達多達繫在一起。（馬文英：

19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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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達塔欲重新過生活時，他暸解到胸中的鳥兒沒有死，決心跟著鳥聲

走。那很久沒有聽到，愈來愈薄弱的「奧」，他也能再聽到了，鳥兒與「奧J 的

同一性由此可見。鳥兒的比喻更加強了「奧」的重要性，也加強了文學作品的美

感與渲染力。

2. 河流

What we have here are two subcases of TIME PASSES US: in one case, 

we 缸e moving and time is standing still; in the other, time is moving 

and we 缸e standing still. Wh剖 is in common is relative motion wi也

respect to us, with the future in front and the p的t behind. That is, they 

缸e two subcases of the s缸ne metaphor, as shown in the accompanying 

diagram. 

/ 

From our point of view 

time goes past us, 

from front to back 

\ 

Time is moving object 

and moves toward us 

Time is stationary and we move 

through it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future. 

( Lakoff: 1980 • 44) 

(1) 時間的象徵

然而今天他只看到了河的一個秘密，這個秘密咬住了他的靈魂。他

看到了河中的水在不停地流，流，可是河水仍然永遠在那裡﹔河水

永遠是一樣的，可是每一剎那間的河水都是新的。誰能懂得這一

點，想像到這一點？他並不懂得這一點﹔他只知道一點朦攏的猜

疑，一點模糊的記憶，一些神聖的聲音。（赫塞： 1988 ' 108) 

有一天西達塔問他：「你是不是也從這條河學到了那個秘密：根本

就沒有時間這樣東西？」

瓦樹地瓦的臉上現出了光輝燦爛的笑容。（赫塞： 1988 ' 113) 

赫塞在處理 「河流是時間」這個譬喻時，治襲著佛教對「時問」的觀點，同

時看到了時間的兩個面向，進一步推敲得知時間的不可靠性。生死是世間人們所

要面臨的一大課題，大部分的人都是厭死樂生，尤其對死亡到來的不可避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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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世上莫大的災難而強烈地恐懼著。造成這種樂生厭死情樣的產生，便是基

於人們對時間的分別意識。認定了有過去，就對比出現在、未來﹔於是追嘆過去，

不滿現在，期望未來。但是「生死」同樣是緣起性空、因緣和合的，十年前的小

女孩，現在的少女，未來的老婆婆，外型、思想、雖然都有了很大的改觀，但我們

還是說那是同一個她呀！可見時間是念念遷留不斷的，佛教重視的是當下，現

在，每一個時段都是當下、現在，只有透過對時間這個對象的否定，真正超脫生

死的永恆才會來臨。

(2) 以群體潛意識、艾學母題洗樵自我的反映

來源域︱角度攝取 ︱映射形式

河流 ︱水可以降溫，減低疼痛，以水︱結構隱喻

為齋戒儀式的文化、宗教很多

目標域

河流可淨化J心靈

婆羅門的西達塔是用水洗淨身體以進行齋戒的儀式，不獨婆羅門如此，

世上其他文化、宗教等多有以水、河川象徵純淨而有淨化心靈的說法，這可

能是世界上古文明的發源都源自河川有關。總之，以水洗游人心、沖刷罪惡

的想法成為人類的集體潛意識，常常在文學作品中出現的水、河川、雨水、

海洋等等都是此一象徵的表現或變體。赫塞讓西達塔與擺渡者瓦樹地瓦，以
及那條發出「奧J 的河流聯繫在一起，形成一種時間向前流，以及空間擺盪

於欲望之城與得道之間結合的詩意美感。

(3) 河流是痛苦循環、真理無所不在的比喻

來源域 角度攝取 映射形式 目標域

河流 海水蒸發變成雲霧，再降下變結構隱喻 佛教的人世輪迴說（可

水，是一個水的循環 大致以十二因緣法說

明）

河水向著它的目標流去。西達塔看到河水向前匆匆流去，他看到河

水中包含著他自己，包含著它的親戚們，和所有他見過的人。所有

的波浪和水一面痛苦，一面朝著目標流去﹔它們流向許多目標﹔流

向瀑布 ，流向大海，流向潮流，流向大洋。所有的目標都達到了，

每一個 目標後面跟著另一個目標，連著另一個目標。水變成水汽和

雲霧， 向上升起﹔然後變成雨，再落下來﹔再變成泉水， 溪流和江

河﹔之後重新再變，重新又向前流去。然而那懷念的聲音已經改變

了。他仍然響著悲哀，響著探求，可是有了別的聲音伴隨著它，那

些是歡樂的聲音和悲哀的聲音，善良的聲音和邪惡的聲音，嘲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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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和悲嘆的聲音，以及千千萬萬種別的聲音。（赫塞： 1988' 143 、

144) 

西達塔在河流中看見了人世痛苦的根源所在，一切事物基於因緣和合的

緣故，都是無自性的。七情六慾的痛苦、快樂都是短暫、不真實的，人們不

能看清這一點，於是陷入了無限的痛苦中。正如佛教普遍以十二因緣的說法

來說明人生那無限痛苦的來源與循環，十二因緣是：無明、行、識、名色、

六處（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基於對「緣起性空J 的認

識不清，基於無明，人們不斷地陷入這痛苦的漩渦中，無法解脫。赫塞不但

是要藉由河流與雨水，那不斷輸替的自然現象來比喻這痛苦的循環不己，還

接嚷了真理普遍存在的道裡，在你觀的河流中，在屎尿等污穢物中﹔在偉大

的如來佛中，也在卑賤的擺渡者身上。

3. 石頭、樹木與森林等自然之喻

(1) 石頭

來源域 ︱隱喻概念 ︱角度攝取 ︱映射形式 l目標域

石頭 ︱真理的無處︱石頭的常見與︱結構隱喻︱佛教「色心不二」

不在 ︱平凡 ︱ ︱的觀念

西達塔彎下腰去，從地上拾起一塊石頭拿在手土。

「這個。」他摸棋那石頭，說，「是一塊石頭，在一段時候之內，

它也許會化為泥土，它又會由泥土變成植物，動物或者人。從前我

一定會說：這塊石頭僅僅是一塊石頭而己，它沒有價值，它屬於瑪

耶的世界，不過也許由於它是在變化的循環圈子中，它也能變成人

和神靈，它也是想要的。這是從前我一定會想到的。可是現在我是

這樣想：這塊石頭是一塊石頭﹔它也是神和佛。我尊敬它和愛它，

不是因為它原來是一樣東西，以後會變成另外一種東西，而是因為

很久以來它就一直是每一樣東西，並且永遠是每一樣東西。我之所

以愛它正因為它是一塊石頭，因為今天和現在我看它是一塊石頭。

在它每一條美麗的斑紋和小洞中，在它的黃色中和灰色中，在它的

硬實中和我敲它的時候所響出的聲音中，在它表面的乾燥鐘和潤濕

中，我看到了價值和意義。」（赫塞： 1988 ' 153) 

悉達多 （按：即西達塔）藉石頭不但告訴高聞達（按：即歌文達）：

追隨言教或追隨其他人，終將一無所獲得。還是文示他：要靜心發慧，

回歸到生活的現實本身 ﹔所以 「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換言

之，悉達多愛的物，不是世間萬物的物﹔而是物中所隱含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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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表示悉達多在生命最後的困融階段，已經能夠破除事物的本

相，而直視事物的內蘊。如同「萬物靜觀皆自得，落花水面皆文章」

的說法。（黃慧貞： 1998 ' 67) 

如此真理在任何地方存在的說法，佛教稱做「色心不二」’以中國佛教天台

宗的說法是達於圓教境界，「低頭舉手皆成佛道J 的圖通無礙、圓滿無盡。也就

是認識了在千差萬別的各種事物之後，有著他們平等的本性一佛性存在。對待萬

物皆尊重其存在的形式，萬物皆般若，般若即萬物，萬事萬物的存在背後就是這

統一的佛性真理。

(2 ）樹木與森林等自然之物

婆羅門的西達塔在森林、在樹下冥想，沙瑪納的西達塔在森林中學習絕食、

思考與等待。西達塔認為自己，已經遇到那個真真正正的聖人一如來佛時，是在

遮塔瓦那的林園中。在河邊，西達塔為自己無限的墮落，作嘔地想、死時，他靠在

一棵樹下﹔當他重聽到「奧」’重新過活的時候，他也在樹下。當那個他的摯友、

他的良師，擺渡者瓦樹地瓦臉上閃爍著真理的光輝時，他就踏入了走進森林、走

進一切東西的統一、走進萬法如一的旅途上。

「走的，我走向森林中去﹔我是向一切東西的統一中去。」瓦樹地

瓦說，胺土容光煥發。（赫塞： 1988 ' 146) 

水楊樹、無花果樹、芒果樹、香蕉樹，以及棕擱等等，赫塞藉著許許多多熱

帶植物的描寫，帶領我們進入了印度那生氣蓬勃的自然景觀中，故事因此展開。

故事中許多對自我的沈思，多是在森林、樹下、河眸中發生，這些自然景物之喻，

隱約地影射了以下幾種文學的心理背景。

來源域︱隱喻概念︱角度攝取 ︱意象基模 ︱映射形式 ︱目標域
自然 ︱人是動物︱外顯行為 ︱人喜歡生活在大自然中 ︱結構隱喻 ︱人

a. 都市與自然的對比

故事中的都市代表著罪惡、欲望的淵竅，自然代表著對自我的反思，是西達

塔在不斷尋繹自我過程的地點。赫塞安排西達塔繼續走上真理尋繹道路的第一

步，是先從都市的罪惡中叛逃，然後才在自然中淨化、解脫。都市與自然的分別

使得故事的情節架構有了清楚的對比，敘事節奏明確、分明，更暗示了一股人類

對於自然的渴望 、希冀，一股欲沈淨自我心靈的自然本能。

前文提及， 西達塔一生就是一個旅行的隱喻，除了前文以相遇的人物做人生

階段的分類外，我們大略也可以以「都市」與「自然」的分別，看出其一生的旅

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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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旅行 映射形式 相遇的人物，發生事件 西達塔

起點：自然 容器隱喻 沙瑪納的清修生活，與歌文達分

離
都市 容器隱喻 甘瑪拉（愛情）、卡瑪士瓦密（名

利）

西達塔放棄人世荒

淫生活，對未來無

助時，與歌文達第

一次重逢

自然 容器隱喻 與擺渡者瓦樹地瓦共同向河流

學習，後與甘瑪拉重逢，甘瑪拉

遭毒蛇咬死，西達塔收養小西達
塔

都市 容器隱喻 尋找離他而去的小西達塔

終點：自然 容器隱喻 瓦樹地瓦走入山林中 西達塔得道，與歌

文達第二次重逢

b. 宗教、文學與山林的密切

原始佛教在解釋世界構成時，將須彌山當成世界中心，東南西北四方環繞著

四大部洲，希臘語神相傳也是住在山中，中國諸多的神仙傳說，也都與山林有著

密切的關係，而文學也多從山林中汲取創作的靈感、素材，這是因為山林、河胖

的自然風光，總能讓人們的心靈得到最清靈的沈澱，進而看到人來自自然，自然

與人的同一性，而達到1民萬物為一體的超然境界，所以文學敘述以及宗教傳說，

總是和自然景色有著密切的關係。

c. 赫塞出生背景的影響

赫塞出生於德國著名的黑森林中，那是一片怡人自得的田園山林，赫塞在那

裡培養了詩人一般的敏感心，自然風景的美好自然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化作

作品中那迷醉人心的美麗風光。

參、結語

艾學語言因有其模糊不確定性，也使得讀者在解讀時有多方的可能，本文從

〈流浪者之歌〉的情節、人物、象徵事物為出發，試著以隱喻的概念去分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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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闡釋其中的思想、文學意涵，期能引發大家對其自身及時代宗教觀、人生觀

做進一步瞭解與省思。西達塔那尋繹自身的流浪之旅，其間所遇到的問題、掙扎，

都是你我切身最真實的生命課題，可以說赫塞藉著西達塔的故事，含攏出了人類

生命的普遍性、超越性特質，而我們也在西達塔那心中，一次叉一次「奧」的聲

響中，得到最深刻的心靈淨化。

〈流浪者之歌〉有人當作是釋迦牟尼佛一悉達多太子的自傅在解讀，有人以

為，這是一篇迴異於歷史上悉達多太子的獨立小說，其實兩種態度都無妨，因為

〈流浪者之歌〉已然勾勒出了人類內心深處，那股欲超越自我本能的希冀，具有

不可磨滅的文學、宗教等價值。

最後要補充的是，由於〈流浪者之歌〉仍是一篇文學作品，雖然蘊含著濃厚

的佛教思想，但畢竟和經典式的佛典有異，在用詞與歷史考證上不免有所疏忽，

例如文中敘述如來佛在遮塔瓦那的林園中，講授四聖諦與八識，實則在原始佛教

的理論中，是只有六誠的說法，八識則是後來的增補，不過這只是語言、文字名

相上的差別，真正的「奧」是不會因此就被侷限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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