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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門內的莊子

楊儒賓 | 台灣清華大學中文系

　　先秦沒有道家的概念，道家的概念

及系譜是兩漢的史家整理先秦文獻時建

構出來的，根據司馬遷及班固等人的解

說，莊子師法老子，隸屬道家。兩漢史

家對道家的解釋有一理路。但由於莊子

本人沒有明確說出自己的師承，在自敘

性質頗濃的〈天下篇〉中，莊子說自己

的學問和當時諸子的學問，都出自「古

之道術」的分支。老子和關尹兩人屬於

同一系，自己則獨立一宗。由於〈天下

篇〉擁有後世解莊、注莊者不可能具有

的權威，莊子的學派遂成為一個學術問

題。莊子與儒家或莊子與孔子的關係就

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莊子與儒家（或

孔子）的關係有幾種提法，明代流行的

「三教合一論」是建立在真常惟心及隨

俗應機兩個前提上的論述。魏晉玄學的

「老莊不及孔聖論」以聖人體無（體

化）、老莊言無（化）的方式，匯通兩

者，這是「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的翻版。第三種立場則主張莊子本為儒

者，沒有匯通的問題，此一說法肇始韓

愈、蘇軾，明末的覺浪道盛、方以智及

王夫之則為此說之集大成者。

　　本文在較寬鬆的意義上，繼承明末

的莊子孔門說而來。本人認為明末的

「莊子孔門說」固然可視為莊子學在明

末清初的發展，是道盛、方以智、王夫

之的莊子學。但此說也可視為莊子文本

意義的揭露，是 meaning 與 significance 

很好的結合。本文將分別探討（一）人

格典範：〈內七篇〉裡的孔子；（二）

風土文化：莊子、宋蒙與殷商文化所源

自的東方海濱文化；（三）創化論：比

較《莊子》與《易經》、《中庸》的論

點；（四）莊子論「物」與「庸」。由

上述四點入手，說明「莊子孔門說」是

個可以自圓其說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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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莊子當如是解」

明遺民借解《莊子》以自攄其意

方勇 | 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

　　古人闡釋經典，素有「我注六經」

與「六經注我」的不同，前者重視文本

還原，力求追尋經典的原始意義，而後

者卻主張文本為我所用，藉以創立自己

的新思想。郭象借注《莊子》以創立其

「獨化」論及「足性逍遙」、「名教等

於自然」等說法，李白借闡釋《莊子》

大鵬形象以發抒其豪邁不羈的心胸，王

安石借闡釋《天道》篇「九變」之說以

闡述其政治改革的主張，凡此皆屬於

「六經注我」，《莊子》思想資料僅僅

是用來注「我」的東西。此法的運用，

至明遺民而臻於極致。錢澄之詁《莊

子》，最重〈逍遙遊〉篇，藉以闡發其

作為一位遺民當如何出處進退的思想；

陳子龍闡釋《莊子》，主要以一「怨」

字概括之，旨在抒發其作為一個亡國之

民的怨憤之情；屈大均闡釋《莊子》，

主要以一「怒」字概括之，旨在發泄其

對異族統治者的仇恨心理。尤其是具有

強烈遺民意識的覺浪道盛禪師，通過撰

寫《莊子提正》一書，更是別出心裁地

提出了「莊為堯孔真孤」之說，從而巧

妙地表達了他的愛國思想。道盛此說一

出，當時的許多遺民僧和懷有強烈遺民

意識的教外居士，諸如陳丹衷、大璸、

戒顯、石谿、余颺、宋之鼎、錢澄之

等，也皆甚表贊和，並紛紛予以闡揚。

而方以智著《藥地炮莊》，甚至「以

《莊子》之說為藥，而己解為藥之炮，

故曰《炮莊》。大旨詮以佛理，借洸洋

恣肆之談以自攄其意，蓋有托而言，非

《莊子》當如是解，亦非以智所見真謂

《莊子》當如是解也。」（清四庫館臣

語）今細審《藥地炮莊》全書，方以智

「有托而言」的最深層目的，就是為了

闡發道盛所倡導的「真孤」之說，使華

夏民族的傳統文明不亡於異族的統治。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明遺民解讀《莊

子》，皆在借莊子以抒發其遺民情懷，

真所謂「非《莊子》當如是解」。但

是，明遺民通過這樣的誤讀卻增強了他

們的主體意識，表達了他們的愛國思

想，從而賦予了古老的經典以現代的活

力。就此說來，「六經注我」雖然有穿

鑿乃至背離經典的過失，但也不無「再

造文明」的功效，是可以與「我注六

經」並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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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明道研究

李增 |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學系

　　《老子》之文混沌玄奧，本義難

明，歷代詮釋者各顯神通，殊義多方，

皆有所鳴，各具特色。雖非老子本義，

然皆為老學淵海所容，殊途同歸，皆是

對老學有所貢獻者也。

　　然而在本文之詮釋方式上，異於往

古先賢，改弦更轍，筆者從《老子》文

本，抽出其主要思想一道，做為詮釋

《老子》思想體系之核心，作為其理論

之本根，而後演繹貫通其整個思想體

系。本文繼拙著〈老子道之研究〉後，

其重點擺在從知識論的角度詮釋〈老子

之明道〉（老子對道之體悟），以知識

論為基本架構：認識者，被認識者，認

識過程，結論等加以論述。筆者以中

哲、西哲，哲學架構作為詮釋背景加以

剖析並將其系統化。

　　本文導言先介紹主題：「老子之明

道論」。其本論上第一部份先論認識者

──我為認識之主體者之分析與論證，

其中闡述我與吾之分辨，知道與明道之

差別。

　　第二部份論述如何明道：從道之內

涵分析老子如何體悟道體之存有、道

相、道式、道動、道與萬物之關係。

　　第三部份：言論老子明道之過程：

先持虛靜心境，然後精神抱一，而後思

考方式，思考材料──名等闡述之。

　　最後總結論加以批判。

　　關鍵詞：人、道、知道、明道、虛

靜、精神、思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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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道德經傳考釋

王卡 |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BD14649+14738 

號敦煌殘卷，是一件佚名氏所撰《老子

道德經傳》的唐代寫本。這件珍貴寫本

先遭不名官僚竊取私藏，後被割截成兩

段出售。其中一段殘件，又被羅振玉誤

定為南朝梁武帝的《老子講疏》。今且

為之略作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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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論技藝與自然（而然）

方萬全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許多人都知道，在《老子》一書中

「自然」一詞共出現過五次，其中大家

最為熟悉的莫過於「道法自然」的這一

個出現的脈絡。在此一脈絡中「自然」

一詞被用來描述道之性狀。而「自然」

與「無為」又互為依存，因此釐清其一

均有助於我們對另者的瞭解。而對二者

的瞭解，又都有助於釐清道家所謂的

道。大家也都知道，《莊子》一書繼承

了「道」這個概念。但在此書中「自

然」一詞則鮮少出現。然而這並不表

示「自然」與道的關係，不是書中所討

論與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相反，《莊

子》一書中透過對庖丁之善於解牛、慶

之精於製作樂器、扁之工於造車輪，以

及諳水性之泳者等人入於化境的技巧之

表現，將「自然」這個現象作了淋漓盡

致的描述。不但如此，在《莊子》的

〈養生主〉中從庖丁對文惠君之問：

「……技蓋至此乎？」，答以「臣之所

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的問答之間，也

不難看出「自然」與道間可能的密切關

係。

   本文試圖利用西方哲學中一些有關

技巧與所謂「體現」(embodiment)現象

的討論，來對於技巧與自然的性質與彼

此之間的關係做初步的釐清。我們希望

這樣的研究，可以顯示所謂的「反向格

義」有時候的確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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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哲學經典的解釋問題

以《莊子》的解釋為例

韓林合 | 北京大學哲學系

　　在拙作《〈邏輯哲學論〉研究》

中，我曾經提到過我在解釋維特根斯坦

《邏輯哲學論》時所遵循的四個基本的

解釋原則：完全性原則、系統性原則、

一致性原則和創新性原則。現在，我願

將這幾個原則當成哲學經典的一般性的

解釋原則。在本報告中，我將以《莊

子》的解釋為例來對它們做出進一步的

說明和發揮，特別是將著重談一下所謂

「創新性原則」。與創新性相比，在哲

學經典的解釋問題上，人們往往更注重

忠實性。但是，我們應該注重什麼樣的

忠實？是要忠實於文本的意義（字面意

義），還是要忠實於作者要表達和傳達

的意義（作者的真實意圖）？顯然，文

本的意義與作者要表達和傳達的意義並

非總是一致的，因為，無可否認，存在

著詞不達意、言不盡意的情況。而且，

即使假定了文本在其形成之時準確而完

全地表達和傳達了作者的意圖，作為文

本的基礎的語詞的用法和命題的句法結

構，進而其意義，有可能也會因時而

變，甚或因時而失，再加之解釋者只能

以自己的理智（或直覺）水準為基礎，

並且從自己所處的特定的歷史、社會、

思想、教育等等背景出發來進行解釋，

這樣他們有可能無法真正地瞭解他們所

面對的文本在其形成之時所具有的準確

的意義，進而更無法從其中瞭解作者的

真實意圖。另外，所謂忠實的解釋毫無

例外地假定了任何文本的作者都有一個

要表達和傳達於人的清楚而明確的思想

意圖，進而思想系統。但是，事實可能

並非總是如此。有可能作者本人的思想

就沒有那麼清楚、明確，更沒有那麼系

統。因此，至少在許多情況下，所謂

忠實的解釋──忠實於文本的意義的解

釋、進而忠實於作者的原意的解釋──

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筆者認為，上面的

分析和結論特別適合於《莊子》這個複

雜至極的文本。

第十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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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出土《大一》

社會歸於自然天地之道

Olga Gorodetskaya 郭靜云 |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最近十幾年來，郭店出土文獻引起

了新的「道家經典形成」研究議題。然

而由於兩千多年以來，經籍一直為傳統

思想的基礎，是以經典文獻不僅有助於

解讀出土文獻，同時也限制我們對出土

文獻的理解。從嚴謹的學術角度來說，

郭店出土的三冊《老子組》目前是最早

的「歷史正本」，而且每一冊都有自己

的主題。

　　其中一冊共有二十八竹簡，但是只

是十四簡上的紀錄才相符於傳世《道德

經》第十七、十八、三十一、三十五、

六十四等五章（學術界稱為《老子丙

組》）；另外十四簡上的紀錄在傳世

文獻中不見（學術界稱為《大一生

水》）。但是由竹簡的形貌可見，《太

一》與《丙組》本來成一冊。由於《道

德經》影響，大部分學者認為，《大

一》與《丙組》非同一篇文章；同時，

另外一些學者從文物學的角度出發，認

為同一簡冊的內容不必視為兩篇獨立的

文章。

　　本文擬從《大一》與《丙組》的主

題、文獻結構，重新釐清《大一》與

《丙組》之間的關係，由此再討論經典

《老子》的形成問題。

第十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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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概念與老子哲學新詮

謝陽舉 | 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老子的「自然」是對事物狀態或者

趨勢的一種表述。老子看到事物和世界有

其維護自身存在的一面，也有其轉化的

一面，任何事物不是簡單、靜止的「有」

或「無」，毋寧說，事物都是「有」和

「無」的統一，任何事物由「有」和

「無」兩種反對的因素和趨勢組成，呈現

出「有」和「無」兩種相反運動的張力狀

態。這樣的張力態是老子感興趣的。

　　從本體論的層面上看，老子思想可

以界定為態勢的哲學。這和中國哲學問

題和思維特點有總體上的家族相似性。

進一步看，「自然」即最佳態勢。在老

子眼裏，不論變與不變、存在抑或超

越，凡是事態都有「常」、有「正」，

也就是說，必有最佳狀態，與這個最佳

狀態最接近的，也就是自然常態。自然

常態不等於秩序，在某種程度上它可能

是混沌狀態，這是後來對老子思想進行

規律論解釋的學者們所始料未及的。老

子哲學不但是勢態哲學，而且是有關最

佳態勢的哲學。

　　態勢哲學具有重要的意義。態勢哲

學對自然物和人類社會是同等有效的，

不過後者的情形要複雜得多。人類殊異

於萬物之處，在於她有強烈的自由意志

和欲望，人類存在始終處於自覺的轉化

中。掌握人類的常態、最佳態，相對要

困難得多。老子提出的「有為」和「無

為」範疇有利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有

為」是排斥「無為」的，而「無為」並

不必然地排斥「有為」，因為「無為而

無不為」是完全可能的模式。「無為」

的提出標誌著我國古代哲學一次飛躍性

的成熟，說明哲學思維已經邁出了單純

主觀盲動的、幼稚的階段。「無為」是

老子極富思辨力的概念，我們應該把它

叫做「創造性的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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