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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道生、自生說析評
詹 康
【摘

要】莊子的宇宙起源哲學有道生、氣生、造物者（神）生、自生、造化等各種說法，本文只詳述莊子關

于道生和自生兩說，指出他有時主張道生，有時又排斥道生，認爲人的知解有限度，主張自生，最後對于
若干調和矛盾的做法提出評議。
【關鍵詞】 荘子 道生 自生

一、序 幕
莊子關于宇宙萬物的起源，有道生、氣生、造物者（神）生、自生、造化等諸般說法，這諸種說法非但未令研
究者迷惘難决，反而常能見到研究者未經掙扎便采信了其中一種說法，對其餘的說法則恍若未睹。 這種不經
權衡就跳入定論的做法，不是完整的學術論文所應有的。
在各種說法中，氣生說一向能維持信從者的規模，造物者（神）生說的信從者一向偏少，自生說的信從者
表現得倔强，而道生說則不斷遭到侵蝕，所以學者之間若有争論，主要發生在道生說與自生說之間。 道生說遭
到的侵蝕，來自于研究者對莊子道的各種標新立异的詮釋，每一詮釋都否定了道是超越此世而又創造此世的
本根母體。 争論不休的事實，提醒大家莊子對于宇宙起源問題尚無定論，這當然是好事。 本文擬將焦點對準這
兩說，重新回顧莊子如何論說，最後提出評議。
下面的研究基于用語和思想，將《莊子》書中相關材料分爲三節來討論。 首先是關于創生實體的各種辭
彙，莊子關于天地萬物來自于一終極根源的說法，采用過若干不同的詞彙，這個“多頭馬車”的現象可能表示
他對于萬物根源的想法並没有嚴密的處理。 我們還要看到他在說到“天門”時想要跳脫這種思想。 其次是關于
字義是創生，而莊子的用法不取義于創生的辭彙，經過疏理以後就不致再生誤會。 再其次是莊子關于萬物自
生與否定萬物有終極根源的各種陳述，這一節就會和道生說直接矛盾。 最後的評議則是對各種化解兩說矛盾
的辦法，提供筆者的意見。

二、道生萬物說
（一）道
莊子對“道”字的用法不一，這裏只看與創生有關的地方。 他說道包覆天地萬物，比宇宙還遼闊深邃：
老子〔有些版本作“夫子”〕曰：“夫道，于大不終〔窮〕，于小不遺，故萬物備。 廣廣〔借爲曠曠：虛無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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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
貌〕乎其无不容也，淵淵乎其不可測也。 ”（
《天道》郭 486 王 495，老子自語）譹

他還說，天地萬物都由道而生，得道則生，失道則死：
夫道，覆載〔疑應補“天地，化生”〕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 （
《天地》郭 406 王 416，孔子自語）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則〕死，得之者〔則〕生。 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 （
《漁父》郭
1035 王 1246，孔子語子路）
他認爲道是生命的終極源頭、天地萬物的來源，永遠地周而復始，資助萬物而不匱乏：
夫昭昭生于冥冥，有倫〔理〕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榦：體榦〕生于精，而萬物以形相生。 故九竅
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其來无迹，其往无崖，无門无房〔謂通達無礙。《釋名·釋宮室》：“房，旁也，室之兩旁
也。 ”房與傍通〕，四達之皇皇也〔顔師古曰：“室無四壁曰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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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淵淵乎其若海，魏魏〔魏，本字爲巍。 巍巍：高大貌〕乎其〔或脫“若山”二
字〕，終則復始也〔成玄英曰：終則復始，此明無終無始，變化日新，隨迎不得〕。 運〔周匝〕量〔度〕萬物而不
匱〔匱、遺通，此處應作遺。 于省吾曰：此言周度萬物而無所遺逸也，義謂萬物皆在其範圍權衡之中〕，則
〔乃〕君子之道，彼其外與！ 萬物皆往資〔取〕焉而不匱〔蘇輿曰：運量萬物，猶是有爲。 萬物往資，是無爲而
無不爲也〕，此其道與！ （
《知北游》郭 741 王 818，老耼語孔子）
莊子最受重視的一段話出于《大宗師》篇，說道無形而有實，自本自根，先天地而存在，包裹六合，從天地到
最具代表性的星斗、仙、人都因得了道而成其神妙：
夫道，有情〔實〕有信，无爲无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知北游》：“道不可見，見而非也。 ”〕；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生，出〕鬼神帝〔王先謙曰：下文堪坏、馮夷等，鬼也。 豨韋、伏羲等，
帝也〕，生天生地；在太極〔天〕之先〔應作“上”〕而不爲高，在六極〔應作“合”〕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
“契”之假借：合〕天地；伏戲氏得之，以襲〔合〕
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 狶韋氏〔上古帝王〕得之，以挈〔
氣母；維斗〔北斗〕得之，終古不忒〔更，代〕；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勘坏〔神名，人面獸形〕得之，以襲〔入〕崑
崙；馮夷〔人名，後爲河伯，一云在黄河溺死〕得之，以游大川〔指黄河〕；肩吾〔山神，此名又見《逍遙游》〕得
之，以處大山〔泰山〕；黄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北方宮〕；禺强〔1.北海神，人面鳥身；2.周
穆王時筮者〕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穴處〕得之，坐乎少廣〔1.穴名；2.山名；3.西
方空界之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覆〕有天下，
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有傅說星〕。 （
《大宗師》郭 246-247 王 230，作者自語）
基于此說，道是天地萬物及其作用性質的生成締造者，是第一個存在者，當世間一切事物都毁壞後仍會存
在，則道在形而上，並有形而下的創生能力，創造了形而下的世界。
就上面這段話，也有人對“生”字故意不理解爲創生，這種情形此處暫不予考慮。 另有一段話，字面的“道
生”應解釋作“自然而生”，也就是萬物自生，這是莊子對惠施說的道理：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道與天同義，貌與形同義。 成玄英釋天爲自然之理，又曰：形之將貌，蓋亦不殊。
道與自然，互其文耳。 ○王叔岷曰：道、天互文，並自然也〕，惡得不謂之人……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无以
好惡內傷其身……天選〔借爲僎，《說文》：“僎，具也。 ”〕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
《德充符》郭 221-222 王
200-201，莊子語惠施）
爲什麽這段話不取其字面上的“道生”之義呢？這是因爲文章中道與天只予人貌與形、具人以人形，並没有
指引人生的功能。人賦得形貌而有生之後，應該“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達生》：‘達生之情

“郭”與“王”表示二書頁碼。 文中小字注釋大抵采
訛 本文引用之《莊子》原文係據郭慶藩《莊子集釋》與王叔岷《莊子校詮》，分別以
譹
自王叔岷《莊子校詮》，亦有得自他家注解、“教育部”《國語辭典》網路版與“漢典”網路版者，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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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爲。’○王叔岷引《達生》而未作解釋，其意似爲生命存在是爲了某些目的，所以人不應從事
于那些目的以外之事務〕”，可見“因于自然”、于生命無所益損纔是人生之道，而賦人形貌生命的道與天也不該
是在自然之外別爲一物，即是自然而已。
還有一處，表面上作“道生”而實際上是物與物互生，莊子以道之于人猶水之于魚，魚在水中繁殖，人在道
中繁衍，“相造〔生〕乎道”是“在道中相生”而非“道生”：
魚相造〔生〕乎水，人相造〔生〕乎道。 相造〔生〕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給亦足也〕；相造〔生〕乎道者，
无事而生〔性〕定〔
“足”誤〕。 故曰：魚相忘乎〔于〕江湖，人相忘乎〔乎〕道術。 （
《大宗師》272 王 256，孔子
語子貢）
以上兩處表面爲“道生”而實際則非的文字，顯示了莊子無意對道物關係維持一致的說法，因此我們實不
宜偏執地只重視“道生”的文章（尤其《大宗師》
“夫道，有情有信”一章是學者當成所向無敵的確證來使用的），
而無視于“道不生”的文章。
（二）物物者
與形上實有的道相似的是本身非物而能生物的“物物者”，這集中于外篇，共出現五次（第四例换物字爲形
字），前四例與個人之能掌握或隨附此一物物者有關。 另有佚文一則亦論形形與物物者，附之于末：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
百姓而已哉！ 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 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在宥》郭 394 王 402403，作者自語）
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 无譽无訾，一龍一蛇〔
《管子·樞言》：“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 ”《淮南
子·俶真訓》：“至道無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 ”東方朔《誡子書》：“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
神滅，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一作家）。 ”〕，與時俱化，而无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
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黄帝之法則也。（
《山木》郭 668 王 719-720，莊子語
弟子）
物物者與物无際，而〔與〕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謂〔譬〕盈虛衰殺〔1.衰
疑裒之誤，裒，聚也。裒殺，猶益損；2.衰疑長之誤。長殺，猶消長〕，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
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
《知北游》郭 752 王 828，莊子語東郭子）
知形形之不形乎！ 道不當名〔
《則陽》：“道之爲名，所假而行。 ”〕。（
《知北游》郭 757 王 837，无始語
泰清）
有先天地生者〔之〕物邪？ 物物者非物。 物出〔生〕不得先物也〔宣穎曰：一有物出，已涉形器，不得爲先
乎物者矣〕，猶其有物也〔此五字應從劉得一本删〕，猶〔由〕其有物也无已〔錢穆曰：物之先仍物也，明其無所
待而生，如是可推至無已；物之後仍物也，復可推至無已。 明其無始無終，此體常存。 ○陳壽昌曰：言由此有
物而推之，則自一至萬，生生不已，所謂以形相禪，盈天地間皆物也。 ○三句：物物者不是物。 凡是物生出來，
便不得先于他物，這是由于無窮的有物。 明無物物者〕。 （
《知北游》郭 763 王 844，孔子語弟子冉求）
夫無形故無不形，無物故無不物。 不物者能物物，不形者能形形。 故形形、物物者，非形、物者也。 夫
非形、非物者，求之于形、物，不亦惑乎。 （佚文，王叔岷 1988：1390）
訛
其中第五條懷疑物物者的存在，唯此處無法詳細說明之譹
，故莊子的思想並不一致。

（三）天門
馮友蘭認爲老子的道有三種說法，其中一種帶有原始的宗教性，譬如玄牝“所根據的原始宗教，大概以女
訛 參見筆者《争論中的莊子主體論》，臺北：學生書局，2014 年，頁 207～209。
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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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殖器爲崇拜對象”，穀神、橐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等也都“說法比較粗糙，有點像原始的宗教”（1991：
46-47）。 莊子在這方面可和老子比擬的是“天門”的說法，他說萬物出入于天門，但又對此說法予以消解和捨
離。 其文曰：
入出〔萬物之入出〕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 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 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
无有〔錢穆曰：此言物出不得先物也〕，而无有一无有〔陸西星曰：乃並其無有而無之〕。 聖人藏乎是〔指“无
无”〕。 （
《庚桑楚》郭 800 王 895，作者自語）
這裏有兩點需要解釋：一、何謂天門；二、莊子的消解和捨離。
以地球爲中心來觀察，太陽繞行地球的軌道稱爲黄道，而密近黄道的星宮便有標示出黄道的功能。太陽在
春分日與秋分日移動到春分點與秋分點，某些星宮處于這兩個點的兩側，形成夾輔姿態，從而標示出這兩點的
位置，構成了所謂的天門或天關。 春分與秋分是陰陽二氣平衡的時刻，其後則陽氣漸長或陰氣漸長，助成萬物
之生長或消亡，故星空中由春分點和秋分點所標示的天門與天關，關乎萬物自無而有、與自有而無，有主宰萬
物生死的大能。 古代用以標示天門、天關的星宮很多，以下以角宿二星爲例，此二星在現代天文學是室女座
（Virgo）的 α（Spica）與 ζ（Heze）二星，文獻中可資解釋《莊子》的有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
角，天門。 （1981：1331）
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卷六十《東方七宿占一·角一》：
角二星，天關也；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 故黄道經其中，日月五星之所行也……右角蓋天之三
門，猶房之四表也；萬理之所由，禍福之源始也。 故三光軌道，從之則吉，干僻抵觸則凶也。 （2006：613）
鄭樵《通志》卷三十八《天文略》：
角二星，十二度，爲主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謂之天闕。 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 故黄道經其中，七
曜之所行也。 （1987：525 中欄）
這些書中所說“萬理之所由，禍福之源始”與“主造化萬物”，合于莊子所說天門是萬物之所入出。天門是黑
色夜空的某一小塊特定區域，無邊界形象，故莊子說是“无見其形”與“无有”。

譹
訛

雖然莊子采用天門的說法來解釋萬物的生成毁滅，但他並無意停留于此，而主張應該超離這種說法。他主
張應對天門這一“无有”再加以“无有”，這是說將天門拋到腦後，忘掉對萬物始源問題的答案。答案在手卻要我
們忘掉，忘掉以後我們就不再有答案，這有什麽好處呢？ 我們暫時不解莊子爲什麽作此建議，只理解爲他是提
示我們忘掉對最重要問題的答案，這是聖人的作風。
莊子主張不要知道天門，又見于下一段文章。 他說衛國賢大夫蘧伯玉六十歲時覺得自己五十九歲時是錯
的，那麽他六十歲時的見解，也未準過幾年後又會推翻。 所以六十歲時的知，倚靠于尚且不知未來是否會推翻
這一條件上。又說，萬物有其出生和生命，卻不知道生命的根是什麽；有其出生，卻不知道它們是從哪個門出來
的。 這兩個例子說明了我們所知的一些知識乃以不知其他知識爲條件，我們需要不知一些知識纔能得知某些
知識。 但整個兒來說，是一場“大疑”：
蘧伯玉〔衛國賢大夫〕行〔經〕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于是之而卒詘〔反〕之〔爲〕以非也，未知今之
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與《寓言》篇孔子同〕。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即《知北游》之“本根”〕，有乎出而
莫見其門〔即《庚桑楚》之“天門”〕〔陸樹芝曰：天下無可定之是非，前不知後，後亦不知乎前。 如蘧伯玉行
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前之所是固後之所非也。 即至六十而化，亦未嘗不始以爲是，卒以爲非也。 安知
六十之所是，而從其後以觀之，不仍如五十九年之非乎？ 是前不可以知其後也。 萬物之生，必有所自生，是
其根也；萬物之出世，必有所由出，是其門也。 而莫能見其門與根者，是後不可以知乎前也〕。 人皆尊其知
訛
譹 關于古代天文學的天門，“成康之治”（網路注册名）有極專業的研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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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嚴復曰：大疑，即歐西科學家所謂之 Agnosti－
《則陽》郭
cism〕！ 已乎！ 已乎！ 且无所逃〔宣穎曰：此不知之理，古今孰能外之！ 〕。 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905 王 1026，作者自語）
莊子以萬物爲例子是可以成立的，萬物的確自知其出生、自知其活著，但不曉得本根與天門的存在，也不
曉得本根和天門生育它們，所以莊子可以說它們的知倚靠于它們所不知的事物。可是人類呢，或哲學家與聖人
呢？ 哲學家與聖人已經知道了本根和天門，並將這個知識散播給其他人，所以人類還符合“恃其知之所不知而
後知”嗎？ 答案爲是。 因爲蘧伯玉的例子說明了現在所知的以後可能會推翻，所以本根和天門也不是確定不移
的知識，未來的哲學與科學可以推翻它們。 這也就是說，我們現在以本根和天門爲知識，倚靠于不知未來是否
會推翻它們的這一條件，而既然這一知識不能確定，我們是否擁有它，又有什麽差別呢！忘掉這一知識，不和萬
物一樣，還是出生、生存嘛！
世間的知識已經太多了，超過我們一生所能追求的數量。我們每人只能學會這一知識體系中的一小部份，
而那一部份與其餘部份是互相聯繫的，彼此倚靠而成立。 再者，每一知識的成立又是由于它尚未被否證。 所以
對我們每人、對哲學家和聖人而言，我們都要倚靠我們所不知的，纔能得到那一點點我們所知的。
如果古代天文學的天門被莊子用來比喻生滅萬物之形上實體的話，則莊子的超離態度是我們可以不必知
有形上實體之存在。 這個態度對主體論的作用是，人的主體性不必結合宇宙萬有的形上根源。
（四）其他不命名的說法
上面看到物物者非物，能生死萬物，而無物能生死它。《大宗師》篇還有許由之言，以某種長于上古、覆載天
地、生滅萬物、刻雕衆形的作用爲師，數句亦見《天道》篇而作莊子曰：
許由曰：“……吾師乎！ 吾師乎?〔毁壞〕萬物而不爲義〔借爲俄：衺、戾、乖〕，澤及萬世而不爲仁〔上句
與本句相對反〕，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
《大宗師》郭 281 王 264，許由語意
而子）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于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
形而不爲巧。 ”（
《天道》郭 462 王 475，莊子自語）
這個在天地之外而生滅萬物的作用，相當于宇宙萬有的形上根源，並對萬物有創生和毁滅的作用。

三、實非創生根源的字眼
（一）本根
“本根”一詞見于《知北游》
“此之謂本根”與《大宗師》
“自本自根”，本和根的原義是植物長在土裏的部份，
爲其上的莖葉提供水分與養分，所以生命之萌發、成長、茁壯都有賴于本根。在哲學系統裏，本根很容易被當做
一切事物的最後實體根源來使用，不過莊子是否如此，還需要研究，不能僅以他使用了本根的字詞就斷定他有
這種思想。
首先可以看到莊子的用法與最後實體根源義相違的地方，是他采取老子的言論“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卻
不以“歸根”爲滅亡後返歸母體的意思，而是萬物在其生存的中間就需要復歸于根：
萬物云云〔衆多〕，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郭象曰：渾沌无知〕，終身不離；若彼知之，
乃是離之。 无問其名，无闚其情，物故〔固〕自生。 （
《在宥》郭 390 王 397，鴻蒙語雲將）
除了莊子說的歸根是在生前而不是在死後，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是他說萬物不應該知道根是什麽，纔能
終身不離于根，如果知道了，就會與根脫離。 最後三句話是對雲將的指示，他也不應對萬物各復其根的實情做
任何的求知，只做好他素所應爲的雲行雨施，則萬物就可自生了。 莊子的關注顯然在于根與知的關係，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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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解釋清楚根是什麽。 我將在下面嘗試解釋，不過現在要跟著莊子，繼續看根與知的關係。
相對于萬物能無知而順利的復歸于根，人類則困難許多。 黄帝對“知”說，他們很難復歸于根：
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若〕易〔簡易〕也，其唯大人乎！（
《知北游》郭 731 王 805-806，黄
帝語知）
這個故事是“知”向人詢問什麽是道，黄帝給予了答案，但卻說不知回答的纔是最上等，忘了答案的是次一
等，黄帝自己知道答案並授予他人，是最下等。 由整個故事看來，黄帝與“知”之難以復歸于根，原因即在于有
知，若能無知，則復歸于根的困難就消除了。 實則無知與歸根是一而非二，不見、不問、不求亦然。 如果不求知，
則觀賞宇宙，只能見到萬物自生，而不能推論宇宙有一形上實體或宇宙本體的根。
現在我們搜集到根有幾個特性：一是不可以知道根是什麽，二是活著的時候歸根，三是萬物自生。 根應如
何理解纔能符合這三個特性呢？我們可以從第三點開始思考，若萬物自生，根就在自身之中。然而這很好知道，
不符合第一點，所以我們得要换采一個較複雜的萬物自生理論，即萬物互相轉化。 由于不同個體、异種之間得
以相互轉化，我無法確知我是從哪些個體變來的，也無法預知我會變到哪些個體裏去，這符合第一點。 我身上
擁有很多從別處來的根，我也將作爲他物的根而發揮根的功能，這符合第二點。
莊子采取的正是萬物互爲其根的觀點，他說遍然萬物自古以固存（與道早于天地之說相矛盾），而聖人以
其神明至精，參與萬物的各種轉化，由于大家共同進入轉化歷程，于是再也分不清哪個部份是從何處繼承來
的，我們活著，而莫能知根源：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成玄英曰：夫二儀覆載，其功最美；四時
代叙，各有明法；萬物生成，咸資道理；竟不言說，曾無議論也〕。 聖人者，原〔借爲謜：度〕天地之美而達萬
物之理。 是故至人无爲，大聖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主詞：至人、大聖〕今〔
“合”誤〕彼〔指至人、大聖〕神
明至精，與彼〔指萬物〕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借爲遍〕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六合爲〔雖〕
巨，未離其內；秋豪爲〔雖〕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顧〔詹康按：“六合”至此，釋“天地有大
美”〕；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詹康按：此釋“四時有明法”〕。 惛〔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
而不知〔詹康按：此釋“萬物有成理”與“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此之謂本根，可以觀于天矣〔詹康
按：覆前云“至人无爲，大聖不作，觀于天地之謂也”〕！ （
《知北游》郭 735 王 811，作者自語）
這個萬物互爲其根的道理，稱爲“萬物有成理”和“此之謂本根”，它默默的實現，像天地和四時一樣毫不聲
張，而物自化。
萬物互爲其根的理論可以解釋何以本根不可確知，若世間之上另有形上創生之道，由于其能接受解說描
述，屬于可知，衡以莊子警告若能知則不能歸根，則我們必不可有形上創生之道的思想，以免受到誤導而不識
真正的根就分散在萬物之中。
莊子還說根不可見，此言以萬物互爲其根的理論來理解之可以符合，不過道亦不可見，故此處的根謂道亦
非不合。 由于莊子的哲學概念常有多義，所以不必强以一義繩之：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即《庚桑楚》之“天門”〕。（
《則陽》郭 905 王 1026，作者
自語）
此文重出于前面之討論天門乙節，由于根、門互舉，所以根當指創生性之道。
（二）宗
“宗”字引起的誤解是另一種情形，看起來是英文學者容易誤解，而中國學者並誤解。 這裏舉王駘“命物之
《德充符》）和壺子“曏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應帝王》）兩句話中的“宗”字，讓我們看看有代
化而守其宗也”（
表性的英譯。
理雅各（James Legge）譯爲 author（1891：22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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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ton Watson 和任博克（Brook Ziporyn）譯爲 source（Watson 1968：69、97；Ziporyn 2009：33、53）。
葛瑞漢（Angus C. Graham）譯爲 Ancestor（1981：74、97）。
梅維恒（Victor H. Mair）將前者譯爲 what is essential，後者譯爲 ancestry（1994：43、70）。
Hyun H觟chsmann 與楊國榮的合譯譯爲 prescribed course 和 origin（2007：110、127）。
以上 author（作者）、source（來源）、ancestor 與 ancestry（祖宗）、origin（根源）等翻譯，均有造生殖衍的含義，
這和中國學者的注釋與翻譯大爲不同。 這裏再舉有代表性的中國學者的例子， 如馮友蘭兩處都譯作 the es－
sential（Fung 1964：98、140），張默生分別譯爲“宗本”和“宗主”（1993：175、239），關鋒和黄錦鋐譯作“真正的根
本大道”和“根本的大道”（關鋒 1961：194、255；黄錦鋐 1974：101、124），陳鼓應譯作“事物的樞紐”和“根本大
道”（1983：149、226）。 中國學者的理解不落在宇宙創生的範疇，而在于信守不逾的人生大道。
至于這兩句話的確切意思，以王叔岷的注釋爲較勝：
訛
命〔明〕譹
物〔事〕之化〔變〕〔四字與
“
見事之變”同義〕而守其宗〔本〕也。 （
《德充符》郭 189 王 171，孔子

對弟子常季評王駘）
曏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王叔岷曰：《知北游》篇：“外化而內不化。 ”《淮南子·原道篇》：“外與物化而
內不失其情。 ”皆“未始出吾宗”之義也〕。 （
《應帝王》郭 304 王 294，壼子語弟子列子）
王叔岷引用《知北游》
“外化而內不化”來解釋第二句話，實爲卓識。第一句話亦可以此義來理解，稱贊王駘
雖天地覆墜、個人死生亦不能奪其堅定的心志。 故此二處的“宗”字與宇宙創生無關。
莊子討論宇宙生成的文章，有兩段用到“宗”字，也應該提出檢討。 一段是老耼解釋什麽是“物之初”，可是
他的說法是天地締造萬物，萬物反復相生，没有其他根源可談：
老耼曰：“
吾游〔郭象注本無“心”字，成玄英疏本以後有“心”字〕于物之初。 ”孔子曰：“何謂邪？ ”曰：
“……至陰肅肅〔
《淮南子·覽冥》作飂飂，飂飂與廫廫義近，廫：空虛〕，至陽赫赫。 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
訛
而莫見其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成
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端緒〕譺

玄英曰：新新不住，故曰“有所爲”也〕，而莫見其功。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其
所窮。 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
《田子方》郭 712 王 779，老耼語孔子）
最後一句詰問的“宗”大約解作“宗本”，說的是天地交通成和、萬物反復相生，除此之外没有宗本，則宗本
即在于天地。 在天地便不在道，這隱含了否定道生萬物說。
另一段兼舉“宗”與“本”，提出人的生命非陰非陽，乃是陰陽和合之氣，誕生以前與死亡以後便無氣息，這
叫做“自本觀之”和“反于宗”：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于天地之間，直且爲人〔王先謙曰：特姑且爲人耳〕，將反于宗。
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喑一ㄣ醷蔟蒗：1.氣聚貌；2.《一切經音義》：“大呼也。 ”《說文》噫：“飽食
息。 ”奚侗曰：喑噫物，言有聲息之物〕。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 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比〕堯、桀之是非！
（
《知北游》郭 744 王 822，作者自語）
此文之宗與本的作用，爲能逼顯出人類生命的本質爲氣化，至于宗與本是什麽，則凡不是氣、而能逼顯出
人類生命本質爲氣化者，皆可當之，所以像是形上母體之道、位格之神、不生之生的天地、造化、真常、無、無盡
緣起等，乃至于不可知論，凡有益于呈現人類之有氣化生命乃是形而下的經驗事物，倏瞬即過，靈性闕如，都可
以當做此文的宗與本。
莊子又一個對“宗”字的用法是無爲，他主張以天地爲宗，而天地的主要意義即是無爲：
“命”字，引《廣雅·釋詁三》：
“命，名也。 ”再引《釋名·釋言語》：“
名，明也。 ”輾轉相訓
“命”爲“
明”，效力較弱。 《故訓匯
譹
訛 王叔岷對
纂》對“命”收有“睹”的解釋，與“明”的异文（宗福邦等 2003：341 第 142 條、第 164 條），可補充其訓解。
紀”訓爲端緒，見王叔岷 1988：810 注 1。
譺
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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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
《天道》郭 458 王 472，作者自語）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无爲爲常。 （
《天道》郭 465 王 476，作者自語）
不離于宗，謂之天人；不離于精，謂之神人；不離于真，謂之至人。 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
〔明〕于變化，謂之聖人。 （
《天下》郭 1066 王 1294，作者自語）
這幾條的宗、本、主、常是同義或同位語，所以天地、道德、無爲也是同義或同位語。 對莊子而言，天地的大德
不是生物，而是無爲，所以人的守宗是謹守無爲，不出宗是不離無爲，反宗是返歸無爲，無爲纔能成德、有大得。

四、萬物自生說
（一）死生循環無端與無常
在進入莊子的萬物自生說以前，需先熟悉死生循環無端與無常的基本觀念。對于事物由不存在而存在，再
由存在而不存在的過程，莊子稱爲生死、出入、始終、始卒、成毁、得失，並且提出始終循環如環無端之說。 端也
稱爲紀，無端或無紀是說生和死這兩個事件不能作爲起點與終點，萬物永遠在生死的循環上移動，不會到達死
生之點後停頓一下再前進，更不會匯入一個共同的母體再重新生發。莊子對于生死構成的循環没有端點，重複
强調了許多次：
彼以生爲附贅縣疣〔
《衆經音義》卷十六：小曰肬，大曰贅〕，以死爲决疒
《說文》：肒，搔生創也〕潰癰。
丸〔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假〔假借〕于异物，托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復終始，不知端
倪〔端緒〕。 （
《大宗師》郭 268 王 250-251，孔子語弟子子貢）
明乎坦塗〔郭象曰：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端〕也。 （
《秋
水》郭 568 王 591，北海若語河伯）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窮。（
《田子方》郭 712 王 779，老耼語孔子，
全段引文見上。 ）
生也死之徒〔類〕，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端緒〕……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 故萬物一也。 是其所美
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 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 （
《知北游》郭 733 王 809，黄帝語知）
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
《則陽》郭 914 王 1036，大公調語少知，全段引文見下。 ）
或以晝夜、四季喻死生，亦是反復循環、無有端點之意：
死生存亡……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測度〕乎其始者也。（
《德充符》郭 212
王 190，仲尼語魯哀公）
死生，命也，其有〔猶〕夜旦之常，天也。 （
《大宗師》郭 241 王 223，作者自語）
死生爲晝夜。 （
《至樂》郭 616 王 647，滑介叔語支離叔）
死生終始將爲晝夜。 （
《田子方》郭 714 王 782，老耼語孔子）
假令十寸之枚，五寸屬晝，五寸屬夜。 晝主陽，夜主陰；陽主生，陰主死。 之晝復夜，生復死。 雖一尺之
枚，陰陽生死之理無有窮時。 （佚文，王叔岷 1988：1394）
《田
日出東方而入于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比，方也。 比方乃複語。 謂萬物之生滅，猶晝夜之循環〕。（
子方》郭 707-709 王 774，孔子語弟子顔回）
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 （
《至樂》郭 615 王 645，莊子語惠施）
生死的循環除了無端點，且還無常。無常的意思是没有一定的時程、没有不變的規律，所以對于何時會死、
何時會生，以及諸如健康、疾病、身體畸變等生命現象，我們絲毫不能逆規而預度其必定如何。又且衆人的夭壽
不同，健康程度有异，故無常也有每個個體生命都不相同、不能一以律之的意思。 所以我們只能知道自己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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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循環裏面，但是對于自己的循環是怎麽運作的則毫無所知，只能静待下一步發生，並接受其結果：
“何謂无始而非卒？ ”仲尼曰：“化其〔于〕萬物而不知其禪〔代〕之者，焉知其所終？ 焉知其所始？ 正而
待之而已耳〔
《田子方》：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
《山木》郭 693-694 王 755，孔子語弟子顔回）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不知就〔疑“孰”誤〕先，不知就〔疑“孰”誤〕後。 若〔借爲川：順〕化爲
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已猶而已〕乎！ 且方將〔方將，複語，將亦方也〕化，惡知不化哉？ 方將不化，惡知
已化哉……且彼有駭〔同駴，叚爲戒、革：改，更〕形而无損心，有旦〔叚爲嬗、禪〕宅〔喻身〕而无情〔通“精”〕
死〔耗〕。 （
《大宗師》郭 274-275 王 258，孔子語弟子顔回）
顯然我們被封限于生死循環之中，知解不能及于循環本身，更不能穿透到循環之外，這並不構成大礙，我
們還是能安時而順化，無情而心成（
“心成”語出《德充符》
“無形而心成”）。 錢穆指出，化無常規，故不可知，
“
‘化’是一種不可知之不得已，人生則只有托于此種不可知之不得已，而一乘之以游”（1998：185-188），是也。
史華慈（Schwartz）從不同角度有類似的觀察：“若說在莊子思想中，大自然有其層出不竭的多樣性與‘創造性’
的天才，這些要比大自然的秩序和規律更受到衷心的欣賞，這的確可以成立……道的意象使我們比較少想起
秩序和樣式，而比較多想起層出不竭的壯麗場面和變幻多端的的事物變化。 ”（Schwartz 1985：219-220）
從生到死，不是直綫發展而是循環，生死不是直綫的端點而是循環上的兩個標記，以及每人每物的生死循
環都不相同，這些想法構成了莊子萬物自生理論的基礎。
（二）物類同形相禪
以上所解釋的生死循環是屬于一個生命的，莊子進一步把循環概念運用到物種繁衍上，說上一代的死接
著下一代的生，這也是死與生的無端循環。 的確有些物種是生育完下一代馬上死亡，但更多物種並如此，所以
莊子所言最好放寬來看，說生生不息、綿綿瓜瓞的生物現象是無起點也無止境的：
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天：自然。 倪、崖、研，雙聲互通，分際〕，孰得其久！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陸樹芝曰：言物本無不同，但异其形以相禪繼耳。 ○宣穎曰：各以其類，禪于無窮〕，始卒若環，莫得其倫
〔宣穎曰：無端〕，是謂天均〔陸樹芝曰：物同種而不同形，不同形而究歸于同種，其始卒如環之連屬，無庸
區其倫類，因而齊其是非之論，此正所謂休乎天均也。 ○宣穎曰：此乃天理之均遍，無所不在者〕。 天均者，
天倪也〔宣穎曰：天倪即是天均，巵言和之以此，可見止是隨天理普遍所在，因物肖形耳，此巵言二字取義
之妙也〕。 （
《寓言》郭 950 王 1090，作者自語）
這段話的主題是巵言，大家知道巵言是莊子最高的言談方式，雖然巵言要“日出”，也就是要日日更新，但
並不是胡亂妄語都可以，其言談內容必須要與自然的分際（天倪）相呼應，否則行不得久遠。 這自然的分際，便
是萬物同出于一“種”，各以形相禪，自行生育綿衍，天理的均遍（天均）即在于此，不在于對宇宙起源做形上母
體的解釋，否定了有造物者。
萬物同出于一“種”，與《至樂》篇的“幾”同義，詳下小節。
莊子還有幾次肯定物種自行繁殖的理論。 在大公調與少知的問答裏，少知問到了萬物之生從何而起的重
要問題。 大公調回答說是陰陽的作用和四時的代續，引發情欲的吸引和雌雄的結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等
一切生存模態的變化，都因生命的誕生而起。 情欲、生命、生存模態的代謝無窮、終始相續，就和四時的循環一
樣必然。他解釋完後，說人之所言和所知都止于物，不能思議物外，生命、生存模態的終始爲人的知解能力劃下
界綫，此外的事理則見道的人並不求知：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 ”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通“害”〕相治，四時相
代相生相殺。 欲惡去就于是橋〔起〕起，雌雄片〔讀爲判：半〕合〔雌雄各半而相合〕于是庸〔常〕有。 安危相
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迫〕，聚散以〔相〕成。 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 隨序〔四時之序〕之相理，橋
運之相使〔爲〕，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睹道之人，不隨〔逐〕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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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不原〔通謜：度〕其所起〔廢、起猶終始〕，此議之所止。 ”（
《則陽》郭 914 王 1036）
大公調爲言議劃下“物內”的界綫，少知想問萬物誕生的原因，只能在這個世界裏找答案，而不能找形而上
的答案。
類似的還有老子指點孔子要超越“迹”以探研“所以迹”，對老子來說，六經是迹，而物類有雌雄，自會相感
而孕生，這是所以迹。孔子經過三個月的鑽研，也認同了這個道理，認爲物類的交配繁衍是根本，能與化爲偶以
後，纔能游說時君、干求禄位：
〔老子曰：〕
“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今子之所言，猶迹也。 夫迹〔疑脫‘者’〕，履之所
出，而迹豈履哉！ 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定睛注視〕而〔疑脫‘感’〕風〔謂雌雄相誘〕化〔感而成孕〕；蟲，
雄鳴于上風，雌應于下風而〔補‘風’〕化。 類自爲雌雄，故〔某本有‘曰’〕風化。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
止，道不可壅。 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之〕者，无自而可。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
“丘得之矣。 烏
鵲孺〔孚乳而生〕，魚傅沫〔傅口中沫，相與而生子也〕，細要者化〔指蜂。 即螟蛉之典故〕，有弟而兄啼〔褚伯
秀曰：‘烏鵲’四句，卵、溼、化、胎也〕。 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偶〕！ 不與化爲人〔偶〕，安能化人〔指以六經
干求七十二君〕！ ”老子曰：
“可，丘得之矣！ ”（
《天運》郭 532-533 王 546-547）
這裏也見到，物類的雌雄相吸、風化感孕，就是最根本的道理，此外没有更深的道。
（三）物類异形相化
莊子頗多萬物以形相生、相禪的說法，這不限于物種內的代代相繼，有時是說跨越物種的轉化。 《逍遙游》
開篇述說北冥之鯤化爲大鵬，《大宗師》述說老人的身體畸變爲雞、彈、輪、馬，是習《莊》者耳熟能詳的文章。 莊
子還有一段文章，專門講各種生物的轉生關係，這裏也用上循環的概念，始于幾而回到幾：
種有〔由〕幾〔幾微〕，得水則爲?〔古“繼”字，水草名，拔之寸節復生，故名〕，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
〔菁苔〕，生于陵屯〔屯：阜〕〔高處無水〕則爲陵舄〔山上草名〕，陵舄得鬱栖〔糞壤〕則爲烏足〔水邊草名〕，烏
足之根爲蠐螬〔蟲名〕，其葉爲胡蝶。 胡蝶胥也〔少焉〕化而爲蟲，生于竈下〔得熱氣而生也〕，其狀若脫〔脫
皮〕，其名爲鴝掇〔蟲名〕。 鴝掇千日〔疑脫“化而”〕爲鳥，其名爲乾餘骨。 乾餘骨之沫〔口水〕爲斯彌〔蟲名〕，
斯彌爲食醯〔酢甕中蠛蠓〕。 頤輅〔蟲名〕生乎食醯，黄軦〔蟲名〕生乎九猷〔蟲名〕，瞀芮〔蟁蜹〕生乎腐蠸〔瓜
中黄甲蟲〕。 羊奚〔草名〕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蟲名〕〔羊奚比連于久不生筍之竹，則産青寧〕，青寧生程
〔豹〕，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于機〔通
“幾”〕。 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
《至樂》624-625 王 657，作者
自語）
這段關于物種轉生的鏈結關係有些不銜接的地方，可能是文句脫誤造成的（大段文句脫誤的可能性，見王
叔岷 1988：664-665 注 18）。 我們可以對這段文章做幾點說明。
第一，這段話所叙述的轉生鏈結基本上是單綫的（不盡然，如 在水邊和山陵分別長成兩種草，烏足的根
與葉分別長成兩種昆蟲，又如羊奚和竹子合生青寧），但是我們毋需將這裏所叙述的轉生鏈結看得太死，以爲
只有這一種鏈結。莊子只是對物種轉化的關係舉出一個較爲綿長的例子，生物圈裏有無數的生物，彼此的轉生
關係是文字無法窮盡的。 因此，轉生的鏈結不可能是單綫的，而應該多綫、多向、交錯，也就是巢狀的。
第二，這段對鏈結的叙述以幾生出 作爲起始句，以人生出機〔通“幾”〕作爲結束句，叙述上是以幾作爲轉
生鏈結的起點和終點。 關于幾，有數種解釋。 我認爲這段話類似生物學的演化論，而幾包含在類似演化論的鏈
結中，而不是在演化範圍之外，所以若干解釋如氣、造化、機妙、無等，都不符合這段文章的性質，胡適、馬叙倫、
高亨等以幾爲微小的生物，如細胞之類，近乎正解（參崔大華 2012：489-490 注 1、494 注 12）。 故這段話的基本
意思可以說是，微小的單細胞生物長成巨大的多細胞生物，而巨大的多細胞生物長成微小的單細胞生物。
第三，從生物學的演化論來說，是先有單細胞生物，然後有多細胞生物，所以演化是有起點的。而莊子這段
話没有科學基礎，他的意旨是層層轉化，所以當萬物“皆入于機”之後，還要“皆出于機”，轉生的鏈結無窮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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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實在說來，“幾”之爲起點和終點，就如生死之爲起點與終點，只是標記，不具有開始與結束的意思。轉生的鏈
結是巢狀的，其中有各種方向的通路，没有哪個生物是起點和終點。
這段文章在理論層次上相當于生物學的演化論，如果要說它有哲學層次的意含，則章炳麟爲它拈出“無盡
緣起”之旨，可盡其義藴：
莊子也曾說一元的話，只“萬物皆種也”一段，就說無盡緣起的話，彷彿佛家由阿賴耶緣起，如來藏緣
起，轉入無盡緣起。 萬物一元，其實尚差。 他不說萬物同種，卻說萬物皆種，明是彼此更互爲種，所以下邊
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這就是華嚴“無盡緣起”的道理。 若萬物一元的話，古今中外，大概不异，只是所
指的元不同，卻不是莊子的意。 （章炳麟 2008：308）
按：章炳麟闡釋的是《寓言》篇“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這數句話，而我據不同的
注釋，以爲這些話是談同種的繁衍，已劃歸上一小節，他的闡釋“
彼此更互爲種”則屬于本小節要談的義理。“種
有幾”這段文章所說的物類异形相化走的是巢狀的路徑，某一時刻的所有生物都可能是下一時刻新生命的孕
育者，這就是“彼此更互爲種”與無盡緣起。 而這巢狀的結構必須是一時一起成立，不能從一個端點築起，所以
没有端點。
章炳麟敏銳指出了一元論與無盡緣起論的矛盾，並提出兩者有理論發展的先後關係，他在這裏偏袒了無
盡緣起論，而我們知道無論在佛教史或對莊子哲學而言，
“
由一元論轉入無盡緣起”的說法是站不住脚的。但是
一元論與無盡緣起論畢竟矛盾，莊子對萬物始源的問題有矛盾不一的說法，這至少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事實，至
于是否能找到調和之道，則在于學者的才慧了。
（四）萬物自生、獨化
莊子一再說萬物生則有死是循環無已的，這就是至高的道理。 如果有個道，不管其概念意含爲何，道應是
無終始的，而萬物有死生；道無消息盈虛，萬物有成虧變化。既然兩者性質完全不同，故萬物的化生與死亡不待
道而成：
道无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 一〔或〕虛一〔或〕滿，不位〔居〕乎其形〔宣穎曰：虛、滿遞乘，則形無定
位〕。 年不可舉〔與，待也〕，時不可止〔上文“時无止”〕。 消息〔消滅生息〕盈虛，終則有〔又〕始。 是所以語大
義〔道，方〕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 何爲乎，何不爲乎？ 夫
固將〔當〕自化。 （
《秋水》郭 584-585 王 605，北海若語河伯）
道自道，萬物自萬物，則萬物之化乃是自化，非有待于道而化，非有任何形上的動力因導致其化。
再者，前面看到天地的大德不是生物，而是無爲，這一點對于萬物的意義，便是萬物自生與獨化。莊子曾明
白做此主張：
天不産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 （
《天道》郭 465 王 477，作者自語）
天无爲以之清，地无爲以之寧。 故兩无爲相合，萬物皆化〔他本有“生”字〕。 芒乎芴乎〔芒芴ㄏㄨ，同荒
忽、怳惚、恍惚〕，而〔且〕无從出〔生〕乎！ 芴乎芒乎，而〔且〕无有象乎！ 萬物職職〔繁殖貌〕，皆從无爲殖。 故
曰：“天地无爲也而无不爲也。 ”（
《至樂》郭 612 王 642，作者自語）
天地無爲，故非萬物化生的作者；萬物化生出于自力，非受天地之他力。 但是天地並不是與萬物生殖一點
都無關，其無爲乃是萬物生殖的消極條件，所以莊子說
“萬物職職，皆從无爲殖”，下一小節將闡述這一點。
（五）不生之生
雖然說道或天地無與于萬物之自生自化，可是萬物自生自化時，道或天地仍然在場，扮演消極不干預的角
色，而非從劇本中删除。 從某種特殊觀點來說，道或天地以消極無爲的方式助長萬物的化生，所以道或天地可
以說有
“生”的作用。 莊子說：“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
《達生》郭 632 王 667-668）這作爲父母的意思，需從消
極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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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論“道”乙節已提出內篇兩處道生的文字並非道生的意思，下面要看的兩段文章，雖然主張道生或天
生，但是含有萬物自生的思想。莊子說知之至是知天之所爲並也知人之所爲，又說知之盛是以其知之所知以養
其知之所不知，這兩個命題既有同一至盛的效果，則人所知的即人之所爲，而人所不知的即天之所爲。 可是爲
什麽既說要知天之所爲，卻又說人不能知天之所爲呢？ 這是因爲天之所爲是生物，然而我們僅空有一“天能生
物”的命題，不得而知天爲何生物與如何生物（若天是無爲，更無法知）。故我們就已生而有的萬物來求知，並行
我們所應行者，以對世界的知識與人事作爲的自知之明來養我們缺乏對天的知識，達到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
的目標，這就是知之盛了。 然而莊子又說此一對天與人的內涵區分還有問題，由于知識皆有其前提，而前提均
無法絶對成立，所以前面所說的天不能確立爲天，人也不能確立爲人。 既然如此，前面所說的天未嘗不能說是
人，而所說的人也未嘗不能說是天。 原來對知識的二分裏，一邊的知識可名爲天也可名爲人，另一邊的知識可
名爲人也可名爲天，那麽天和人還有區分嗎？ 没有了，天概念和人概念可以混同看待：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王雱曰：天人皆出于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爲。 天之所爲者，
無爲也；人之所爲者，有爲也。 無爲則静，静則復命；有爲則動，動則有義。 能知義命之極，則物之所宗師
也，故曰至矣。 ○陸西星曰：夫天之與人，相待而成者也。 天固自然矣，又必以人爲合之，然後人事盡而天
理見。 故知天之所爲，又知人之所爲，斯爲至矣〕！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能〕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
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呂惠卿曰：天而生者，天之所爲也。 知天之所爲，則知吾之所自而生者，天而生
也。 天而生也者，莫之爲而生也，而人無預也，人無預則知之所不得而知也。 知之所知者，人之所爲也，知
人之所爲，則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 知之所不知者，則所謂天而生者也。 ○趙以夫曰：天之所
爲，出于自然，知之所不知也。 人之所爲，出于使然，知之所知也。 以知所知，養知之所不知，是由知人以知
天。 ○吳伯與曰：夫吾所自生者，天也。 天莫之爲，知所不能知也。 一屬于人，而凡天地萬物，所有者不可
一日相無，便是有爲之極致，則皆知之所能知也〕，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雖然，有患。 夫知
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庸詎（庸、詎複語，皆何也、豈也）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 所謂人之非天
乎〔成玄英曰：天之與人，理歸無二。 故謂天則人，謂人則天……此則泯合人天，混同物我者也。 ○焦竑引
王雱曰：而猶有患者，知天人之二，不知其一也。 達觀者知天人大同，渾然無別，則所謂“同出而异名，同謂
之玄”矣，故曰庸詎知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褚伯秀曰：天人混融，乃真知也〕？（
《大宗師》郭 224-225
王 205，作者自語）
可名爲人也可名爲天的意思，不是命名上的任意性，例如當初若對有陰莖者命名爲女，有陰道者命名爲
男，則男女的指涉將與今日相反，這是名與實没有必然的對應關係。莊子當非此意，天概念和人概念能混用，當
是詮釋意義上的，也就是同一事項可詮釋爲某義，也可詮釋爲其反義，于是一個事項可以有正反兩個平等的命
訛
題譹
。 莊子從正反兩面詰問一主題，猶疑不决的情形有多次。 以此文之終其天年來說，其正反命題爲：

正命題：物之生養稱爲天，物之生養有其輔助條件，稱爲人。 釋義：物之生養，源自于天，是人所不知其詳
《寓言》郭 958 王
訛 關于一個事物可以舉出相反的特色、或詮釋出相反的意義，莊子自己舉過例子，是有命與無命、有鬼與無鬼（
譹
《天道》）也可以反其意而說古書是英華：
1102）。 楊文會曾以莊子的思想做過絶佳展示，莊子說古書是糟〔酒滓〕魄〔他本作粕〕（
此章爲執著文字者下鍼砭，今進一解，爲掃除文字者下鍼砭。
古聖遺言，如標月指。 執指固不能見月，去指又何能見月！ 莊子恐人認指爲月，不求見月，故作此論。 令全書文字，如神
龍變化，若有若無，猶釋典中之有《金剛經》，能令一代時教飛空絶迹也。
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當時利根上智，得其旨趣者，固不乏人，而數百年後，依草附木之流，正眼未
開，輒以宗師自命，邪正不分，淺深莫辨，反不若研求教典之爲得也。
蓋書之可貴者，能傳先聖之道，至于千百世，令後人一展卷間，如覲明師，如得益友。若廢弃書籍，師心自用，不至逃坑落
塹不止也。
下文輪扁答桓公之言曰：“君之所讀，古人之糟粕。 ”試反之曰：“予所讀者，古人之英華。 ”有何不可！ （2000::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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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生養之輔助條件可由人對物之知識、人的行事來滿足。 盡人事以盡天年。
反命題：物之生養稱爲人，物之生養需要輔助條件，稱爲天。 釋義：萬物自生並自養，有延續生命的意識
或欲望，此可明知和自知。 物之生長需要有利條件，其中有非人所能知者，可名爲天。 盡人事以待天命。 這就
看到了天能生物和物各自生是相容的命題，然後文突云“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文章討論便捨此主題而轉
入其他了。
莊子又說“形非道不生”，但“生”的真正意義應該是不生，因爲道是清静的，樂器如果没有道爲其提供一片
静謐，則無人能分辨出其奏出的音樂，由此來判斷“形非道不生”這句話，是以道的“無生”對比出萬物的生，以
德的無爲彰明出萬物的生。這段文字一並談到了王德之人，使文義在道、王德之人、萬物之間跳躍，我只是就道
與萬物的關係，撮其綱領于此：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正字作凥：處，止。 引申有静義〕也，漻〔清〕乎其清也〔
《天地》：“必静必
清。 ”〕。 金石不得，無以鳴〔郭象曰：聲由寂彰〕。 故金石有聲，不考〔擊〕不鳴〔郭象曰：因以喻體道者，物感
而後應也。 ○照應後文“其心之出，有物采之”〕。 萬物孰能定之！
“夫王德之人，素逝〔素：真。 逝：往。 二字：任真而往〕而耻通于事〔羞通于物務〕，立之〔其〕本原而知
〔智〕通于神，故其德廣。 其心之出，有〔由〕物采〔求〕之〔此數句言王德之人的静與動、知與行〕。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 存形窮生〔盡其天年〕，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 蕩蕩〔寬平，廣大〕乎！ 忽
然出，勃然動〔郭象曰：忽、勃，皆无心而應之貌〕，而萬物從之乎！ 此謂王德之人。
“視乎冥冥，聽乎无聲。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
能精焉〔郭象曰：窮其原而後能物物，極其順而後能盡妙。 ○這二句即“物物者”〕。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
而供其求，時騁而要〔會〕其宿〔ㄒ蔟ㄡ，歸〕，大小、長短、修遠〔脫“各有其具”〕。 ”（
《天地》郭 411 王 421，孔
子自語）
王德之人與萬物的關係也很重要，文中說到王德之人
“能物焉”，對萬物能“存形窮生”，“其與萬物接也，至
无而供其求，時騁而要〔會〕其宿〔ㄒ蔟ㄡ，歸〕”，而萬物對王德之人是“萬物從之”，所以萬物的生育中有王德之
人的角色與貢獻。王德之人雖然能入道見道，並以道爲典範，可是他的性質不像道，而像樂器。樂器不會自己演
奏，需要外人彈奏纔會發出音樂，王德之人的一静一動也是如此，他静的時候去理解什麽是道，而動起來則是
由于萬物需要他的協助。所以他乃是以有爲的方式輔佐萬物的生發，他的作爲是根據萬物的需求而來的，不是
有自己的主見、將自己的藍圖加在萬物之上。 道則不然，全然冥冥而無爲，純任萬物自行生發。
真正對萬物純然無爲、而可謂爲不生之生的是藐姑射之山的神人，書上先介紹他們能令事物不生惡病，與
令穀物成熟：
其神凝，使物不疵〔病〕癘〔惡病〕而年穀〔複語，穀熟曰年〕熟。 （
《逍遙游》郭 28 王 24，肩吾引接輿之語）
其後又提出迴异的說法，是那些神人將混同萬物以爲一，平等看待惡病與健康、穀物成熟與不成熟，纔不致
力于天下人的幸福，造成自己的疲憊。 只有世人纔區分治與亂，祈求天下平治，神人對世間是治是亂漠不關心：
之〔是〕人也，之德也，將旁礡〔混同〕萬物以爲一。 世蘄〔讀爲祈：求〕乎〔于〕亂〔本字作 ：治〕，孰弊弊
〔讀爲憊憊〕焉以天下爲事〔二句，馬叙倫曰：世自化之，蘄乎治耳，彼非有意以天下爲事而治也〕！ （
《逍遙
游》郭 30 王 27，連叔語肩吾）
神人將一切平等看待，混爲一談，所以不繫著于世間之物情“而游乎四海之外”，他們“孰肯〔借爲可〕以物
爲事”。 孔子對王駘的說法也差不多， 王駘將擇日而升遐僊去，“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德充符》 郭 193 王
《應帝王》郭 307 王 300），還是同一主張。 所以關于藐姑射之山的神人能令事物
174）。 莊子說至人“无爲事任”（
不生惡病、令穀類成熟的說法，也就是他們不以物爲事，兩說參合，則生即不生，得到明證了。
以不生爲生，不只是玩弄文字以達到反轉觀念的效果，其實還有道理可說，那就是“不生”也是“生”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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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萬物的自生涉入了道的“
不生”。 類似的道理如悠遠的寧静參與了片刻的樂音，或者如下面的例子，脚所踩
的地面必須包含于未踩到的大片地面中間，如果將脚未踩到的地面剷掉，則人無法落足：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 ”莊子曰：“知无用而〔乃〕始可與言用矣。 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
足耳，然則廁〔叚爲仄：側傾〕足而墊〔掘〕之致〔通“至”〕黄泉，人尚有用乎〔成玄英曰：若使側足之外，掘至
黄泉，人則戰慄不得行動，是知有用之物，假無用成功〕？ ”惠子曰：“无用。 ”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爲用也亦
明矣。 ”（
《外物》郭 936 王 1071，莊子與惠子語）
這是無用亦有用的道理，可以類推到不生有助于生。 天地的貢獻，正在于提供一個廣濶的空間，且没有
自己的子息需要幸愛，能容納萬物自然生長。 這即是無用之爲用、不生之爲生了。 如無天地的遼濶空間，則萬
物將于何處生息乎？ 傅佩榮已說：“天地之所以能被視爲萬物之起源， 是因爲它們提供萬物一個存在的空
間。 ”（1985：245）
莊子將脚踏于地的例子又說一遍，並將道理推論到知天：
故足之于地也踐〔通“淺”〕，雖踐〔通“淺”〕，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博大廣遠〕也；人之〔補“于”〕知也
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
《徐无鬼》郭 871 王 988，作者自語）
脚所踏之地小，靠踏不到的地面而得以從容展足，行走廣遠，心所知者少，賴不知一些知識而能知天之所
謂。 我們所不能知道的是什麽呢？ 是“天之所謂”背後的天之所以謂，前者是萬物有生而萬象紛然陳列于目前，
後者則是萬物何以生與爲何生的奥秘。無後者則無前者，故我們所不知者是所知者的前提，這就如以足踏地的
例子，以所用不上者爲所用得上者的前提。
牟宗三將老莊的“生”解釋爲不生之生，取義于不塞其源、不禁其流，這對莊子而言，恐非其本意。莊子的不
生之生，不是不害其生這種“
消除負面”的做法，而是無用之爲用、無爲之無不爲的
“以消極爲貢獻”的思想。 人
類的習性常常注意有積極貢獻的因素，忽視消極條件的存在，實則所有條件對一共同結果都是不可或缺的，無
所作爲的消極條件亦有貢獻。 莊子指引我們重視成事中的消極條件，感念它們的持續存在，表揚它們的貢獻，
這是明見所得的明智。
（六）
“泰初有无”一段之訓讀
訛
：
《天地》篇曾叙述從無到物的過程，將很多重要概念串起來，頗受一些學者重視譹
訛
泰初有无譺
，无有无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讀爲徂：往〕然
訛
〕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守〕神，各有儀〔法〕則，謂之性。
〔而〕无閑，謂之命；留〔借爲流：化譻

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 同乃虛，虛乃大。 （
《天地》郭 424 王 435，作者自語）
訛
這段話始于泰初，說泰初是個無，無是有的否定（
“无有”），且不應該以無或任何名言說它（
“无名”）。譼
“
一”

是從無中生起的，這並不是無生一的命題，因爲無僅指空虛的時空場域，是“一”誕生和運行的處所。 郭象說一
乃是“突然而自得此生”，“非起于無”（郭慶藩 1961：425 注 2）。“一”無形貌，但有內涵，內含德和命這兩個性
能，這兩個性能是物生的原因。 德是化生能力，而命是一些分別，也是一些分量，它們是徂往而無間歇的，使萬
物各有分限、差別、與特色能力。化動而生物，物之形體有其物理與文理，含有神妙作用爲神，儀則爲性。錢穆說
“此等語，糅雜儒、道，牽强裝點，而實無
訛
譹 徐復觀（1969：372-374）的解說受到學者的重視與引用。 間或有譏評本段者，如錢穆說：
甚深義旨，故乃陷于糢糊惝恍，不可捉摸。 使誠有志于修性育德者，真于何處下手乎？ 此文淺薄，治莊、老者，果于此等處求從入
之途，必將茫然不得其所入，又將漫然無所歸。 ”（1998：363）
“泰初
訛
譺 此處依多數人句讀，呂惠卿（2009：239）、陸西星、宣穎、姚鼐、劉鳳苞、吳汝倫、王先謙、馬其昶、阮毓崧、劉文典、傅偉勛以
有无无”爲句。
訛
譻 流訓爲化，見王叔岷 1988：29 注 6、1046 注 7。

“無”，解釋爲“非‘限定之有’”（1989：179），與其相對的一切事物皆是限定之有，“天地亦有限定之形物也”
訛
譼 牟宗三對老莊的
（1989：143）。“泰初有无”這段話如采取牟宗三的詮釋，則存有本體落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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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與性之區別爲：“
‘德’在于見形之前，而‘
神’則在于成形之後也。”（1998：258）
“
‘德’指其所同得，
‘性’指其所
獨禀。 ”（1998：368）文章至此交待完了生物的過程，成一小段落。
最後四句話是對前面叙述程序的逆行，從末端的性返歸中間的德，再返歸于起點，也即一出現前的無，修
得與泰初相同時，就是虛和大的境界。從無到有物是存有學與發生學的關係，從有物到無是修養的路程（
“
性修
反德”用了“修”字），兩者構成一趟往返，其中以性作爲折返的關鍵。 修性的最終目標不是一，而是此一尚未生
的無，這是因爲一、生生之德、分限之命、形體、神明、才性，合起來構成了生物，這是有，與無相對。 所以這段話
中的基本對立，是有與無。生命已是有，便需效法無，而以無濟有，所以要無知無爲。再以無用之用來說，泰初的
無擁有無用之用，也是人應該效法的。

訛
譹

對于我們討論莊子的萬物起源哲學，本文的關鍵字當然是“
一”，此一應該作何解釋？ 有的解釋爲道，可是
一之前尚有虛無，此外人的修養以泰初之虛無爲目標，不以一爲目標，這些都不合乎道的概念特徵。 也有的解
釋爲氣，然而若謂氣含德與命，似不融洽。一未形、未分、未受限制，有似渾沌。或者，一代表無與死的對立面，故
生物之存在即爲一，細言其得以存在之因，則曰德與命，細究生命的各成分，則曰形、神、性。或者，一爲造化，析
言其發用，則曰德與命，細數其成品，則曰形、神、性。 如此理解，這段文章就接近萬物自生的思想了。 總之，
“泰
初有无”這段文章的“一”指涉不明，容許不同詮釋，但也並非能兼容一切詮釋，道生萬物的思想即很難與這段
話協調。

五、評 議
莊子的宇宙起源哲學有道生、氣生、造物者（神）生、自生等諸說，本文僅詳述道生和自生兩說。道生說以道
爲客觀實有，既高出萬物又生成萬物，所以萬物自身也內含了道，可以經由內觀，並與外在相核驗，以發現什麽
是道。 自生說則將萬物生成毁滅的原因與動力安置于萬物自體之內，不另立外在原因。 學者在綜觀大體之後，
提出了若干解决矛盾的辦法。
夫道，有情有信，无
一種解决辦法是主張莊子這種言論不可憑信，如錢穆、王昌祉曾大膽懷疑《大宗師》篇“
爲无形”章爲僞作（錢穆 1998：27、95、101；王昌祉 1961：95）。 這個辦法將義理分判濫充做研究古書真僞的方
法，反而不可憑信。
再一種辦法是主張這種言論無足重視，像嚴復認爲“夫道，有情有信，无爲无形”章是莊子無心之論，說：
夫道有情有信’以下，至‘而比于列星’止數百言，皆頌嘆之詞，然是莊文無內心處，不必深加研究。”（1986：
“
自‘
“莊子之內篇
1117）又如唐君毅察覺內篇除本章外，言及道者多爲修道與生活之道，故亦認爲本章非莊子所重：
之精神，在論人生，亦尚不重此純形而上之生物成物之道也。”（1986a：373）這個辦法從篇幅數量來算定形上實
體道論爲偶出，以爲不可以罕見亂大宗，雖然不是義理推論，是或近矣。
第三種辦法是將道生說當做莊子承繼老子的思想，而將其他理論當做莊子自己發展出的思想（例如徐復
觀 1969：366；林鎮國 1978：466）。這種辦法預設了受他人影響的思想不比自己想出的思想更受自己真心相信，
可是這個預設是不可靠的，所以這辦法也不可靠。
第四種辦法是將不同的說法評比出不同的檔次，如章炳麟假設“萬物皆種”是比一元論後出轉精之說，又
如傅偉勛以超形上學的吊詭含攝形上學，以“詮釋學的優位”來分判“道無所不在”、“道無始終”的命題優先于
“夫道，有情有信，无爲无形”這段話，而說這段話“只能當做一時浮泛之辭”（1986：412）。 這個辦法需要有一個
樓層分明、包容性强的架構來安排矛盾的學說，協調相牴啎的言論各安其位，這個任務不很容易，所以傅偉勛
訛 筆者曾解釋過這段話（詹康 2010：8-9），藉此機會再作修正如上。
譹

莊子道生、自生說析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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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形上學的吊詭”理論值得認真以對。
真正對矛盾學說予以融通的是牟宗三“
不生之生”的解釋，雖然“
不害其生”說穿了是自我有“
生萬物”的幻
覺而已，于“生”字有些迂曲，但這是迄今唯一能將道生和自生解釋爲同一意義的辦法。 劉笑敢批評牟宗三說：
“
《莊子·大宗師》中關于道‘生天生地’的一段話句句確鑿，字字意明，是我們無論如何也無法迴避的。莊子以道
爲世界本根的基本觀點是不能忽視的。”（1988：122）這一批評未能體會到意欲融通矛盾的苦心，蓋矛盾的兩說
勢必有一方要犧牲，做迂曲的解釋，纔能將兩說統而爲一，如果矛盾的兩說都各自堅持不能退讓，則矛盾將無
法融通。
這裏且以所謂字字意明的
“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八字來說明問題。現代學者受惠于章炳麟的訓詁，解釋神
的字義爲生。 但是細察始作俑者，卻不將神解釋爲生，而將神和生都解釋爲引出：
神與生義同。《說文》：
“
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 ”神鬼者，引出鬼；神帝者，引出帝。（
《說文》：
“
出，進也。
象草木益滋，上出達也。 “
” 生，進也，象草木生出土上。 ”是出與生同義。 ）又《釋詁》：
“
神，重也。 ”《說文》：
“
亻
身，
神也。 ”《大雅》：
“
大任有身。 ”《傳》：
“
身，重也。 ”《箋》：
“
重，謂懷孕也。 ”《廣雅·釋詁》：
“
孕、重、妊、娠、身、媰，
亻
身也。 ”是神與亻
身聲義皆同。（神、亻
身皆得聲于申。 ）懷孕者生之始，義與引出亦相會。（章炳麟 1986：136）
需要特別解釋的是首句“
神與生義同”並非意謂神的字義是生，而是說“神鬼神帝”的神與“生天生地”的生
同義，至于神與生的字義爲何，是後文要解决的。章炳麟引《說文解字》對神的定義，著重在“引出”二字，由“
出”
字到《說文解字》的“出”字，再到“生”字，兩字都取象于草木從土中長出，證明二字同義，這時章炳麟的真正答
案落在“出”字，而非“生”字。 引《釋詁》以下是另一個訓詁，說明神有懷孕的意思，但是章炳麟仍舊轉回到“引
出”之義，不以“生育”解釋神。 如果認爲“生”字的字義分明就是生育，那麽章炳麟的訓詁是在强拗，此信然乎？
讓我們回到他舉的《說文》，模擬同樣的文句，說：“庭院地上生了一棵樹苗。 ”這句話文法、意義完全對，但並不
表示地和樹苗是母子的關係。又如：“
我的胃生了一個腫瘤。”這句話也完全對，可是胃與腫瘤也非母子的關係，
反而腫瘤細胞是正常細胞轉化來的，這裏的“生”含有自化，而非生育。 所以訓詁研究不會以“生”只能做生育
解，爲了講通句子，需要找尋各種有依據的解釋。
不過公平地說，牟宗三以自生融通道生，委曲了道生說，我們希望未來能有人從道生融通自生，和牟宗三
一較高下。
最後，我可以爲自生說講一點話。學者主張莊子哲學没有超越、創生、本根的道，這種見解呼應了現代哲學
中“實在”觀念弱化的趨勢（關于後者，見勞思光 2003：78-79），在現代哲學中，連形而下的現象世界之實在性
都受到破壞，那麽形而上的實在更顯得虛無飄渺而無從確保了。 莊子同時提出了有和没有創生母體的道之說
法，否定的版本和現代人的心靈與知識結構較能溝通。莊子學者繼續詮釋創生性的道，自然是出于學術研究的
忠實，可是若忽視或否認莊子也排斥創生性的道，除了學術忠實成問題，還有拉遠莊子哲學與現代人的惡果，
這恐怕與傳承中國哲學的使命是背道而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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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inal text. In view of textual evolution instead of isolating each version, one can find that different compilers of

Laozi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tend to share the similar understanding towards its theme and language and that
they could be regarded as textual organizers rather than co-authors.

On Zhuang Zi’s View of Daosheng and Zisheng
ZHAN Kang
Zhuang Zi’s philosophy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Universe has divergent notions such as Daosheng ( 道生 generation
by Grand Way), Qisheng( 氣生 generation by Qi), Shensheng( 神生 by Creator), Zisheng( 自生 self-generation) and
Zaohua (造化 generation by accident). This article only discusses in detail Daosheng and Zisheng and points out that
Zhuang Zi favors the Daosheng on some occasions while excluding it by affirming human’s limited cognitive pow－
er. The article finally comments on ways to negotiate the tension between Daosheng and Zisheng.

A Survey of Pre-Qin Taoist Literature Inheritance
WANG Tianhai and SONG Hanrui
In view of its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history this article will make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pre-Qin Taoist literature from the origin of Tao and the generation of Taoism, the formation of the preQin Taoist literature, the of Taoist records over the previous dynasties, the achievement of Taoist literature’s Col－
lections School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pre-Qin Taoist literature inheritance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pre-Qin Taoist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shortage. It is hoped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rame for the study of
pre-Qin Taoist thinking and culture.

The Interpretation of“Liude”
LIN Suying
The Chu bamboo slips of the piece of“
Liude”(六德) unearthed in Guodian(郭店) are knitted into forty nine pieces.
With two ladder-shaped ends, the whole slip is 32.5centimeter in length connected by two threads with a divide of
17.5centimeter in between. The compiler entitles the piece “
Liude”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the first slip. This
piece should be similar with“
Chengzhiwenzhi,”“
Zundeyi” and“
Xingzimingchu” in theme and content, all bear－
ing close connection with Confucian morality. Though certain scholars propose such titles as“
Liuwei” (Six status－
es) or “Qiurendao”(Pursuing human benevolence), the title “
Liude” (literally “
six moralities” )emphasizes that
husband and wife, father and son, monarch and subjects should strive to practice “
Liude” principle. Scholarly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that“
Liude” is an important Confucian work about its ethical thinking.“
What are six
statuses, six positions or six moralities?” has been elaborately explicated, so are their mutual relation in and influ－
ence on human society. Scholars need to rearrange the order of numerous broken slips and patch them up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the whole piece. That is why since its publication, divergent compiling and new content have arisen
to make new facets of “
Liude”. Compilers and scholars have been unanimous in viewing the last No.49 slip as ir－
relevant to the whole article and belonging to “
Zundeyi”; so it would not be included for discussion. This article,
by focusing on the remaining forty eight slips, chooses the better ones from numerous views over the last dec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