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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

《史記》無莊子傳，只在〈老子、韓非列傳〉內簡單提到很少的

幾點。此外《莊子》曾記錄了一些他的言行，可作補充。

〈老子、韓非列傳〉稱「莊子者，蒙人也，名周……與梁惠王、

齊宣王同時。」後人考證他大約生於梁惠王（西元前 370-318 年）初，卒於

宋亡（西元前 286 年）之前，享年八十左右。該傳又稱莊子「嘗為蒙漆園

吏」，沒有說其在任時期；此外沒有說他曾擔任別的官職。《莊子》〈外

物〉裏說「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

金［釆邑的收入］，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

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

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

我且南游吳越之土，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

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

我於枯魚之肆！」由此可見莊子貧困之甚。然而他不以此為恥，〈山

木〉裏有一段說「莊子衣大布而補之［穿著一件滿是補綻的粗布衣服］，正緳系

履［用麻繩綁着破鞋］，而過魏王。魏王曰：何［為何］先生之憊［萎靡潦倒］邪！

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

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

可得邪？」

處於亂世之人，如有智慧，往往想對自己的生活，甚至身外的

情勢加以改進，但是莊子不這麼想。〈老子、韓非列傳〉裏說「楚威

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

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食之數歲，衣以文

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

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

焉。」

此事亦錄於《莊子》〈列禦寇〉。〈秋水〉裏則說「莊子釣於濮水，

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先行致意］焉，曰：願以境內累矣［以國事麻煩你了］。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

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

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為什麼莊子不想出來以相國之尊執掌楚國大政，甚至進而影響

更廣大的情勢？大約因為當時楚王專橫，官吏皆如飾物，與犧牛、死

龜無異。莊子如應其召，必定受其擺佈，不是他願意的。

事實上當時的官吏往往還不如犧牛、死龜，因為他們活着就得

卑躬屈膝去事奉君主，並且受其凌辱。〈列禦寇〉記錄了一例說宋王

給了曹商從車數輛，命他使秦。秦王很高興，另賜給了他一百輛車。

他回宋後對莊子說，像你這樣住在窮里陋巷，靠編織草鞋而窘困度

日，以致面黃肌瘦，是我做不到的；與萬乘之國的君主晤談一次，就

可以得車百輛，是我的長處。莊子答道：據說秦王有病，召醫診治，

能夠使他的腫毒潰散的，就可以得到一輛車，為他舐痔瘡的，可以得

到五輛車。所治之處愈低，所得的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

之多也？子行矣！」莊子將曹商說得如此不堪，因為當時的秦王狂妄

自大，左右都是謟媚小人，曹商必定也以此道取悅於他，才得厚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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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卑鄙，所以莊子辱之。

〈秋水〉還記載了另一個莊子漠視名利之例：當惠施任梁國宰相

之時，莊子去看他。有人對惠施說莊子想要來取代他的相位。「於是

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了他說，南方有一種鳥，名

為鵷鶵。你知道嗎？牠自南海出發，飛往北海，途中非梧桐不棲，

非練［竹］實不食，非醴［甘］泉不飲。一隻貓頭鷹捉到了一隻已腐爛

的老鼠，當鵷鶵飛過之時，貓頭鷹怕牠來搶腐鼠，抬頭看着牠大叫

「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將梁國的相位看作一隻腐

鼠，莊子胸懷、志向之大，非一般名利之徒可以想像。

莊子不但漠視名利，甚至對於生死也不甚介意。〈至樂〉記載他

妻子死後，惠施去弔喪，見他蹲着敲盆唱歌。惠施說，你和妻子生活

了一輩子，她為你生兒育女，現在老而身死，你不哭也罷了，還要敲

盆唱歌，未免太過分了吧！莊子說「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

慨然［哀傷］！」但是想起她本來是沒有生命的；不僅沒有生命，甚至

沒有形狀；不僅沒有形狀，甚至沒有氣息，只在恍惚有無之間，旋而

變出了氣息，氣息又變出了形狀，形狀又變出了生命，現在又變而為

死，就像春夏秋冬四季運行一樣。「人［他妻子］且偃然［寧靜地］寢於巨

室［安息在天地之間］，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生命之理］，

故止也。」

〈列禦寇〉裏說莊子將死，弟子們想要為之厚葬。莊子說我以天

地為棺槨，日月、星辰為連璧、珠璣，萬物為殉品，我的陪葬之具還

不夠嗎，還能夠再加些什麼更好的呢？弟子說「吾恐烏鳶之食夫子

也。」莊子說「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

也？」

莊子視生死猶如四季轉換，處己之喪葬若與萬物同歸，這種意

境與行為實在不同凡響。〈天下〉裏說他「以天下為沉濁……獨與天

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莊子》

其他許多篇裏確實有不少段落表露莊子這種觀念和態度，但是「不譴

是非」一項並不顯著——他對於許多人（包括孔子、老子，甚至堯、

舜、三皇、五帝） 的思想和行為很不以為然，曾經加以深刻的批判。

他「與世俗處」，並不憤世嫉俗，但是不屑隨波逐流，不以生死名利

為意，而堅持其獨特的想法，對於沈湎物欲的人說了很多話，希望來

喚醒他們，後來集成了這本《莊子》。

《莊子》

此書有內篇、外篇、雜篇三部分，各分若干章節，其中大多與

以上所提莊子的觀念和態度相符，大約是他自己所撰；另有一些（如

〈說劍〉）與之顯然不合，可能是後人混雜進去的。書末有一章〈天

下〉，略論先秦諸子的思想，有褒有貶，對他則極度稱讚，顯然是他

的信徒所作。

此書的陳述方式很特殊，很少平鋪直敘。〈天下〉說，莊子「以

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

廣」。〈寓言〉裏說「寓言」乃「藉外論之」［借他事以喻此事］；「重言」乃「所

以已言也，是為耆艾」［用來中止爭辯的，耆老的話］；「巵言」則「日出，和

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散漫無窮，卻附合自然之理］。為什麼莊子採

取了這種寫作的方式？他用「寓言」 因為他以一種不尋常的觀點去看

事物，所得的印象不易為一般人了解、接受，所以要用一種比較易懂

的話去闡明它，就像將一句話寄寓在另一句話裏，用作比喻（如魯侯

養鳥、伯樂治馬）。他用「重言」一則為了明白說出某一論點，二則

為了終止辯論，所以要訴諸為世所重之人（如黃帝、老子、孔子）或

他虛構的睿智人物（如北海若、雲將、牧馬童子），為他們杜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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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話來加重某種說法的分量。他用「巵言」似乎是說溜了口，乘興誇

張（如他對曹商的譏刺和盜蹠對孔子的批評，以及「道在尿溺」之

說），但是其目的則在引起聽者注意某一些看法。〈寓言〉裏說「寓

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意謂《莊子》裏「寓言」

佔了十分之九，「重言」佔了十分之七（二者多重迭），「巵言」則自

然地散漫各處。這種論述的方式可以很有趣，但是可能會引起一些誤

解，讀者不可太拘泥於其文辭，而應該探其大旨，心領神會。

因為《莊子》裏常常用各種筆法重複地申述某些相關之點，本

章為之介紹也難免重複引用某些資料，希望讀者不要嫌其繁冗。此外

因《莊子》偶而用了若干僻奧的字和詞，本章作了一些解釋，置在方

括號內，以減少不熟悉古文的讀者可能感到的困難，希望不致見笑於

大方。

莊子對於他所處的時世甚為不滿，雖然再三強調「無為」，實際

卻想加以改造。因為此事體大，必需慎重為之，因此他對許多相關問

題的思考，顯然比其前及同時的人所做的廣闊深遠得多，涉及宇宙萬

物的起源、本質和變化，人在原始時期的生存狀態和規則，後世變化

的原因，人生的意義和目的以及如何體現、達成等等。他以極其高妙

的智慧和技巧建立了一套深奧的理論，但是沒有將它依照尋常的理則

演繹出來，所以《莊子》諸篇未必各有主題，往往包含若干不相關聯

的片段，而許多相關的片段又分別散見於數篇之內，以致全書有不少

參差重複，再加上他又前前後後以「寓言」、「重言」、「巵言」夾雜

着說，使人不易簡易地掌握其要旨。本文想將它清理出來，但是怕斷

章取義，所以不憚其煩地引用其本文，揣摩其邏輯，然後將他有關上

述幾個重要問題的見解介紹於下。

觀感

要破除人們的成見，最好從他們對於日常生活中若干事物的觀

感開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都會認為事物有大小、長短、高低、久

暫，又有美醜、貴賤、善惡、是非、榮辱、可否……。莊子指出大

小等等都是從人的觀點，將不同的事物放在狹小的空間和短暫的時間

裏，互相比較而得的印象；如果將它們放在高遠廣大的時空裏來看，

這些差別都微不足道。至於美醜等等，則是個人好惡的判斷，更沒有

確定的意義。

先說「大、小」。莊子在〈秋水〉篇描寫百川匯入黃河，河伯乃

自以為大，待其東流至北海，舉目茫茫，才知自己之小，而北海若卻

說「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這個寓言就是

要說明百川、河、海的大小皆屬相對。對於這種看法河伯覺得不能接

受，所以問：然而天地可以算是大，毫毛的尖端可以算是小吧？北海

若說如果要定大小，就要先定觀點之所在。站在「至精無形」的細

微之點看，萬物莫不大；站在「至大無圍」的殷垺［特大］之點看，萬

物莫不小。因觀點之不同可以將天地看成「稊米」，將毫末看成「丘

山」，所以大小沒有絕對的意義。

「大、小」是相對的，其他許多現象也是如此。例如「高、下」：

〈逍遙游〉說北海的鵬鳥能展翅上擊九萬里，順風而至於南海；池沼

裏的麻雀只能飛舞在茅草之間，上下方圓不過幾丈。二者相比固然有

高下之別，但是從廣闊的觀點來看，因為「上下四方……無極之外

復無極」，所以九萬里與幾丈之別，並不足道。又如「久、暫」：世

人多稱彭祖為長壽，殤子為短命。〈逍遙遊〉指出天地之間確有「小

年」者，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又有「大年」者，

如楚南冥靈［溟海靈亀］「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大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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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二者相比雖有不同，但是從長遠的觀點

來看，也是相對的，所以〈知北遊〉說「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又

說活着只是一瞬之間，猶如「白駒之過隙」，沒有什麼意義的現象。

〈齊物論〉則更誇張一點地說「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

關於「美、醜」，「好、惡」，〈齊物論〉問：人們睡在濕處會得

腰病，泥鰍會嗎？人睡在樹上會恐懼發抖，猿猴會嗎？這三者（人、泥

鰍、猿猴）之中「孰知正處？」人吃五穀魚肉，麋鹿吃草，蜈蚣吃小蛇，

貓頭鷹吃老鼠，這四者之中「孰知正味？」毛嬙和西施是世人公認的

美女，但是魚見了她們就潛入深水，鳥見了她們就飛向高空，鹿見了

她們就轉頭逃竄。這四者之中「孰知天下之正色？」

至於「是非」，「可否」，莊子指出當時的人對事物發表了許多

意見，例如儒、墨，各有是非。〈齊物論〉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

是非」，兩者「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各以對方所非者為是，而以對方所是者

為非］」。誰可以斷定什麼是「是」，什麼是「非」？甲乙二人各以所

見而辯，如果甲勝了，甲就是對了，乙就是錯了嗎？反之亦然。或許

二人都錯了，他們都無法知道。他們能請一位第三者丙來判斷嗎？因

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假如丙的看法與甲或乙相同，他怎麼能來

作公正的判斷？假如他對甲、乙的看法都不同意，怎麼能來作公正的

判斷？甲、乙對丙都無所知，他們怎麼能依賴他呢？所以莊子說「天

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至樂〉又說「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

〈徐無鬼〉

「是非」既不可定，一切含有價值評斷的事、物、言、行，都成

了問題。〈逍遙遊〉問大鵬和小雀的飛躍，誰能斷定那一種較好？莊

子借棘［商湯時賢人］之口說小雀不羨大鵬之奮飛圖遠，自謂「我騰躍而

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秋水〉說井

底之蛙與東海之鱉，各述其樂，也是要說明物各有性，自適其然就

可，不應依照外來的標準來作評斷。世人大多在意於勢位、榮譽、富

貴、貧賤，但是這些都是外在的價值，所以〈消遙遊〉對於宋榮子

不「數數然［斤斤計較］」這些，而能「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

不加沮」，甚為讚許。〈讓王〉裏有一段說堯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說

「余立於宇宙之中……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

哉？」此外又有兩段說莊子辭謝了楚王的聘請，譏刺了惠施和曹商的

行為，都在說明人們可以有不同的價值觀，沒有一定的 「貴、賤」可

言。〈秋水〉裏引了北海若的話作為一個結論：「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

「大小」、「是非」等等沒有定論似乎可以接受，但是一般人覺

得「虛、實」應該是確定的——有些現象如夢如幻，另一些則確實

可靠。但是莊子認為這些亦屬相對。〈齊物論〉說他曾經夢為蝴蝶，

翩翩飛舞，自得其樂，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莊周，不久醒來，發現躺着

的卻是莊周，因而不知道是莊周做夢成為了蝴蝶，還是蝴蝶做夢成為

了莊周。這段話要說明的是「夢」和「覺」不過只是兩種現象，不必

執意區別。他怕人不能領會，又在同一篇裏用長梧子對瞿鵲子所說的

「重言」來加以點明：人「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

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夢、覺」常使人聯想到「生、死」——人生猶如「大夢」，「大

覺」就是夢的結束，就是死亡。一般人對死亡很是恐懼，所以盡量

想求長生，尋找不死之藥，但是沒有成功的實例。莊子認為這麼做

大可不必。〈齊物論〉裏長梧子說這麼做的人怎麼知道「悅生之非惑

耶……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戀生畏死不是迷途忘返］」？易而言之，

生死只是兩個不同的境界。至於死後的境界是怎樣的，中外古今有

很多猜測，大多認為人死後變成鬼，但是依舊「存在」，要為之作種



尋道  先 秦 政 法 理 論 芻 議 《莊子》一
七
四

一
七
五

種準備，所以儒者主張厚葬；墨子更信鬼，但是大約認為鬼的需要很

少，所以主張薄葬。於此二說莊子皆不以為然，他視「生、死」如

「夢、覺」，已如上述，此外他又有一種生死變化之論，用了不少重

言加以說明——在〈在宥〉裏說空同之山的廣成子告訴黃帝：「百昌［萬

物］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在〈至樂〉裏敘述了滑介叔對支離叔所說

的話：生命是「假借」了外物組成的，就像塵垢一樣暫時積聚在一起；

死就是塵垢飄散了，聚聚散散，生死的變化就像日夜的轉換一樣。

〈知北遊〉裏說黃帝告訴知［一位求知者］：「生也死之徒［隨從］，死也生之

始，孰知其紀［規律］。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

死生為徒［相從］，吾又何患［憂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

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

氣耳。」同篇說老聃告訴孔子：「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

然而已……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

之，乃大歸乎！」此外又用了一些巵言、寓言來補充，如〈大宗師〉

裏說子祀、子輿、子犁、子來皆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

「死」為尻，知道生死存亡為一體；〈寓言〉裏說「萬物皆種也，以不

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端倪］，是謂天均［天然的運轉之盤］」。〈至

樂〉最後一段似乎將這些話的大意集合成了一套物種變化的理論，強

調萬物的生死相通，迴圈變化。1 這當然只是臆說，不必深究。

生死既是悠忽之間往返的變化，對於死就不必太感傷了。〈大宗

師〉說顏回認為孟孫才母親死了不戚不哀，哭泣無涕，卻被魯國人稱

1	 該段大意說萬物都出於一些極其微小的種子叫做「幾」。它得到水之後就變成纖細如絲的
苗，到了水濱成了苔，在高地上成了草，草根會變成蠐螬，草葉會變成蝴蝶，蝴蝶會變成一

種灶下的蟲，過了一千日會變成一種鳥，這種鳥的唾沫生出了許多別的蟲和獸，包括在草野

和竹叢中的虎豹。虎豹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這類

物種變化的臆想，中外都曾流傳過。

讚為善於處喪，很是奇怪。孔子說孟孫才不知道為什麼生，也不知道

為什麼死，只順自然變化，所以母死不感哀戚，只是隨俗而哭泣而

已，他可以說已經知道處喪要義了。該篇又說子貢奉孔子之命去幫助

處理子桑戶的喪事，發現子桑戶的朋友們在彈琴唱歌，就問他們「臨

屍而歌，禮乎？」遭他們譏笑「惡知禮意」。子貢問孔子那些是怎樣

的人啊？孔子說「彼，游方之外者也……彼方且與造物者為偶，而

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

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

之耳哉？」這些話與孔子思想的要旨不合，應該也是莊子的巵言。

莊子對老聃很是推崇，但是為了闡明死不足哀之理，〈養生主〉

有一段批評老子的話，說老子死後，秦失去弔唁，哭了三聲就離開

了。他的弟子問他不是老子的朋友嗎，怎麼可以這麼草率呢？他說我

以前以為老子是一位「至人」［極端高超的人］，現在才知道他不是，因為

我在喪所裏見到有老年人哭他，像哭自己的兒子；有少年人哭他，像

哭自己的母親。這是違背自然的。人應時而來，順時而去，安時處

順，死只是古人所謂的「懸解」［解除倒懸之苦］，不必為之過分地悲哀。

老子顯然沒有使他們了解此理，所以不能算是「至人」，不值得為其

死而痛哭。這話大約也是莊子的臆說。

莊子自己確實不介意於死亡，所以其妻死後箕踞鼓盆而歌，自

己將死又反對弟子為之厚葬。不僅此也，他甚至認為人死之後「偃然

寢於巨室［天地之間］」，存在得比活着時反而好些。為此他又造了一個

「寓言」，說他自己去楚國途中，在路邊見到一具骷髏，他用馬鞭敲

着它問：先生是貪生背理而至於這麼死於荒地的嗎？還是背叛國家，

遭到刑罰誅殺而至於此？還是為非作歹，玷辱了父母妻兒而至於此？

還是因饑寒之災而至於此？還是年盡壽終而至於此？問完了就將骷髏

當作枕頭而睡。半夜裏夢見骷髏對他說：聽你的談話好像是一個善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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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但是你所說的，都是人生在世時的累贅之事，死了就沒有這些

事了。你要聽聽死者的說法嗎？莊子說：好。骷髏說：死者沒有君主

在其上，沒有臣民在其下，也沒有四季該做的事，而能從容地與天地

長久共存，即使是南面為王的樂趣也不及此。莊子不信，說：我使掌

管生命的神靈恢復你的形體，還給你骨肉肌膚，將你送回到父母、妻

兒、故鄉朋友那裏，你願意嗎？觸髏皺眉蹙額說「吾安能棄南面王

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至樂〉

如果人們能夠像莊子一樣跕在高遠的觀點來看待生死，對於其

他一切事物（大小、長短、壽夭、美醜、親疏、順逆、得失、勝負、

高下、貧富、榮辱、善惡、是非、可否、苦樂……）自然都可以有

一番不同的見解和感受；對於一切問題都可以有另一套處理的辦法，

不至於落到一般人的困境之中。這就是莊子理論的起點。

自然與本性

人世裏甚至宇宙間的一切都是相對的，不確定的，沒有價值意

義的嗎？倘若真是如此，莊子費了很多口舌來說明此點，有何必要

呢？他指出了不少看法想法，加以批駁，甚至譏諷，又提出了一些

看法想法，加以讚許，並予宣揚，可見他並不堅持一種絕對的相對

觀，而只是反對某些為世俗所肯定的觀念。他自己卻肯定了另一些觀

念，認為比那些世俗的觀念有較高的意義和價值。他所肯定的是「自

然」——「自然」是有價值的，順從「自然」是有意義的。

「自然」指事物不借外力，自動演化的過程及其形成的狀態。〈天

運〉裏說有人問「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

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

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

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

無事而披拂是？」巫咸祒答道「天有六極五常」，換句話說這一切都

是自然而然的常態，與莊子在〈知北遊〉所稱老子說的「天不得不

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意思

相同。〈秋水〉裏有一則「寓言」說明此點：夔［傳說中的獨腳獸］對蚿［類

似蜈蚣的多足蟲］說我用一隻腳跳着走，很是便捷，你要動用一大群腳走

路，不是很累嗎？蚿說不然，你不見人吐口沫嗎？噴出來的大者如

珠，小者如霧，紛雜而下不可勝數。我只是「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

以然。」蚿又對蛇說我用許多腳來行走，而不及你沒有腳的走得快，

為什麼？蛇說「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天機」是什麼？莊子所說的，似指一種機能，存在於各種事物

裏，可以不借外力而自行發動，而使事物運作。它來自天賦，不需學

習取得，所以動用它時也沒有感覺勞神費力，更不知道產生某種效果

的道理。這就是自然而然，因為這種機能是天生的，所以「自然」也

常被稱為「天然」。

「自然」決定了宇宙之間萬物的形體、性向、行為，使其各合所

宜。莊子指出人有自然的「常性」，能「織而衣，耕而食」，〈馬蹄〉、〈盜

蹠〉可以無需依賴外力，憑藉自己的才能而自給自足，安樂地生活。

在伏犧、神農之輩的「至德之世」，人們便是如此，所以能夠「含哺

而熙，鼓腹而遊」。〈馬蹄〉到了堯、舜之時還有這種可能，所以善卷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秋收，就可以生活得很好。〈讓王〉

在那種上古時代，人們處在「混芒之中」，過着這樣的生活，

並未覺得什麼特別；到了帝堯之時，善卷卻認為能夠「逍遙於天地

之間，而心意自得」，勝過了君臨天下，覺得這種各憑本能，自食其

力，不受外來的拘束，順乎本性，自由自在的生活，是值得珍惜的。

莊子特別注意於此，所以主張一切順從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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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受破壞

為什麼到了帝堯之時，才有人覺悟到這種生活方式的可貴？莊

子說因為在此之前它已被「聖人」們用了許多非自然的規範加以限制

了。為了解釋此點，他用了一個寓言說：「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

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跳］，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台路寢

［高大寬廣的居處］，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

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

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

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馬受了這種種折磨，就學會了反抗，而知

「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折斷輗木、掙脫頸軛、頂撞車具、吐出口勒、齧破

韁索等等動作］。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馬知道抗拒］，伯樂之罪也。」〈馬蹄〉

馬如此，人亦然。莊子說「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

不知所之，含哺而𤋮［嬉］，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

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墊足高倡］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勉

力］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馬蹄〉

誰是「聖人」？為什麼高倡「仁義」會生爭亂？

《莊子》屢屢提到「聖人」，而所指不盡相同。有時指一種理想

的，高妙完美之人；有時指一些受世人尊崇的人，如黃帝、堯、舜、

孔子等。前者被莊子稱為「真人」，將於下文詳述；後者則屢受他的

批評。例如他指出黃帝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盜蹠〉堯攻叢、枝、

胥敖［三小國］，禹攻有扈，皆使國為墟，民為鬼；〈人間世〉堯不慈［殺其

長子丹朱］，舜不孝［流其父瞽叟］，湯放其主［夏桀］，武王伐君［殷紂］。〈盜蹠〉

這些「為世所高」的人皆有慚德。最惡劣的是他們擾亂了人心，破壞

了世間的安寧。在〈在宥〉裏莊子借老聃之口告訴崔瞿：「昔者黃帝

始以仁義攖［攪］人之心」，然後陳述了一番「重言」，大意說人心是

極易動搖的，可以上進，可以下墮，可以柔和，可以剛暴，可以向

善，可以向惡，一旦動搖起來便難以靜止，所以自黃帝之後，人的行

為便張惶不已，以致堯、舜為了要防止其流弊，忙碌到「股無胈，脛

無毛」去幫助人們謀生，又竭盡心智宣導仁義，制定法度，去防止惡

行，但仍不能掌控情勢，所以堯訴諸於暴力，將犯規之人如讙兜、三

苗、考工放逐到荒鄙之處，這是堯不能治平天下的明證。到了夏商周

三代之時天下更不安寧。在下的有暴虐的桀和蹠，在上的有孝直的曾

參和史魚，其間有儒墨各家，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

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敗壞］矣。」執

政者乃不得不將法令制定得愈來愈嚴，刑罰施行得愈來愈重，天下乃

紛紛大亂，賢能的人退隱於山岩之下，君王憂懼在廟堂之上。這就是

莊子借黃帝之口所描述的「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的過程。〈知北遊〉到了禮［一套使行為顯得妥當、文雅的規則］也失

落之後，便不得不單靠刑罰來強制人們，乃致「殊死者相枕也，桁

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被處死的人堆積在一起，戴着鐐銬的人前後相推，受刑

被殺的人處處可見］」而儒墨還在受暴力廹害的人群之間奮臂疾呼，宣導仁

義，其不知羞恥實在是太過分了，因為他們所說的仁義，其實正是各

種拘束人、傷害人的枷鎖和刑具；他們所讚許的曾參、史魚之行，其

實與夏桀和盜蹠所為，效果相似。〈在宥〉

《莊子》所毀最多的「聖人」是孔子。許多篇裏泛泛地譏諷他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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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實的行為，與當時不少人的看法相同；2 比較重要的是指責他「狂

狂汲汲」地宣導仁義禮樂。這有什麼不對？莊子認為第一因為仁義的

適用有限，第二因為它們桎梏、扭曲人性，第三因為它們為害社會。

第一，關於仁義等類規範的「適用」，莊子指出了兩個缺點，一

是其對象狹窄，二是其時效有限。先說對象：〈天運〉稱商大宰蕩問

仁，莊子說「虎狼仁也」，然後解釋道牠們「父子相親，何為不仁」？

這當然是從很狹小的觀點而言。大宰問什麼是最大的仁。莊子說「至

仁無親」。大宰說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不孝可以說是「至仁」

嗎？莊子說：話不能這麼講，「至仁」是一個極高極廣的意境，「孝」

不足以說明它，因為一般所謂的孝只限於子女之待父母，對於關係稍

遠的人就不適用了，若要勉強為之，先要以敬愛待天下之人，然後要

使人我皆和諧相處，沒有絲毫顧慮，是極其困難的。所以他說「夫孝

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役使］其德［本性］者也，不足多［稱道］

也。」

「仁」應該可以廣大地適用於任何人。孔子有此見解。〈天道〉說

他去見老聃談仁義，老聃問他「何謂仁義？」他說「中心物愷［和樂］，

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說「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

乃私也。」大意是：「愛」和孝一樣，也是一種個人對個人的情感，

要使一個人普遍地去愛所有的人，即使能做到，也是一條極為遙遠的

路；至於「私」本來是一個人從己身出發的想法和做法，要想「無私」

2	 〈盜蹠〉篇稱孔子去見盜蹠，想勸他改邪歸正，被盜蹠大罵一頓說：「爾作言造語，妄稱文
武，冠枝木之冠［儒者好巧飾，戴華麗之冠］，帶死牛之脅［取牛皮為大革帶］，多辭繆說，

不耕而食，不識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

弟而僥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道，狂狂汲汲［奔走營求］，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

也，奚足論哉！」〈列禦寇〉篇稱魯哀公問顏闔是否可以用孔子為大臣。顏闔說那將極其危

險，因為「仲尼方且［慣於］飾羽而畫［裝扮］，從事華辭，以支［枝節］為旨，忍性［矯

飭本性］以視［示］民……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外物〉篇稱老萊子告誡孔子

說「丘，去汝躬矜［驕矜的態勢］與汝容知［多知的容貌］，斯為君子矣。」

就是先認定了一己之念，才勉強企圖去消除它，去推展到兼愛，這種

做法不僅極困難，而且全無必要，因為在自然的狀態裏，萬物都各依

其情性（「天機」），遵循着一定的規則而存在和運作，人也應該聽

任其本性，不必造作什麼特殊的仁義之類的規範。所以老聃說「夫

子［孔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生存之道］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

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

［放任本性］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

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為了說明在自然的情況裏萬物有自存之道不必依靠外來的扶

持，莊子屢次說「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

相忘於江湖！」〈大宗師〉、〈天運〉當然，人們處於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相

助相慰，也很可貴，但是這麼做只能減緩少數人一時之困，只是小

仁，是不周全的，不如讓他們換到一個妥善的環境，各自無憂無慮地

生活，不必為別人操心，甚至幾乎忘卻別人的存在。能使人們進入這

樣的境界，才是「至仁」。所以莊子說「大仁不仁」〈齊物論〉——真正

的「大仁」普及萬物，不會顯得對某些人，在某些時候特別愛護照顧。

莊子指出人為規範的適用對象狹窄之後，又指出其適用時效有

限。〈天運〉裏說師金批評孔子想以先王的禮儀法度來教導、規範人

們，因為「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甚至仁義，也是失道而後

暫行的規範，乃「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倘若

不明白此點，只是模仿古人，猶如拿了已經在祭祀時用過的芻狗再陳

列起來，帶了人們游居寢臥其下，像是在做夢或着了迷似的，不顧周

圍的實際情勢，當然會被人輕蔑，甚至像東施效顰一樣，令人生厭。

如果勉強想有作為，則像推舟於陸，不獨徒勞無功，而且必有禍殃，

這就是孔子之所以在宋、衛、陳蔡之間受難的緣故。

第二，關於仁義等外來規範不合人的自然之性，莊子在〈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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