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敘述、詮釋與定位：出土文獻研究的三個面向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 畫 類 別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9-2410-H-004-186- 

執 行 期 間 ： 99 年 08 月 01 日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林啟屏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級-專任助理人員：詹筌亦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楊舒雲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方思翰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許瑞娟 

 

  

  

報 告 附 件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公 開 資 訊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02 月 09 日 
 



 
中 文 摘 要 ： 以下分成三個部分說明： 

首先，本計畫針對「堯舜」形象進行分析與討論，發現從傳

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中，可以看到「堯舜」形象與古代「天人

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尤其是「舜」的形象，更是令人注

意到有轉往「內在心性」之可能。因此，今日學者喜以「內

在超越」一概念，說明儒家思想之特色，則或可從古代文獻

之中，找到一個可能的解釋！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內在

超越」的概念內涵，除了可以從「聯繫性」的思維方式中證

明，亦可以在「既存有又活動」的「道德形上學」之中，取

得細膩的論證。但是，這樣的分析主要是從概念內涵上，進

行檢證，缺少古代發生角度的發展論述。因此，本計畫認為

透過出土文獻的入手，嘗試從發生學的角度，說明古代儒者

在建構「堯舜」的形象時，正好相當具體的構築了一個具有

發展角度的視野，可供我們進行思想概念的比對。於是，我

們透過新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相互證成，發現了「內在超

越」這個概念的確可以在堯舜的形象建構脈絡中，找到可供

「詮釋」的依據。就此而言，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研究，

實在應注意「發展」的視角。本計畫完成論文：〈「內在超

越」的一個發生學解釋：以堯舜形象為討論中心〉，已發表

於：2010 年 12 月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簡帛資

料文哲研讀會共同主辦之：「2010 簡帛資料文哲研讀會成果

發表暨全國簡帛資料研討會」。 

其次，本計畫注意到出土文獻研究之中，「敘述」與「詮

釋」各自影響著研究成果的展現，許多學者對於同一課題的

研究，之所以產生差異，實與其對於文本在「敘述」與「詮

釋」的背後預設不同有關。因此，本計畫透過〈姑成家父〉

與《左傳》、《國語》的敘寫，作為分析的例子，處理了一

個在方法上涉及語言解釋原則的實例。基本上，本計畫認

為：運用語言文字的表達過程中，「書寫者」的視野，其實

容易影響了文本的走向，尤其在強調「敘事」的內容上，此

種書寫者的「敘述」視角，通常隱涵著其對於敘寫對象的價

值判斷，而此類價值判斷則透過文字隙縫的安排，代入了書

寫者的動機。是以，解讀文獻的背後心理動機，當是正確掌

握其價值判斷立場的根據，而要完成此一任務，釋讀雖或可

以從其他相關文字來加以證成，但有時缺乏此類佐證的文獻

時，釋讀者便須從文獻的「敘述」視角，才有可能適切地解

讀文字隙縫中的書寫者動機與立場了。另外，本計畫也運用

奎因（W.V.Quine）處理知識型態之區隔時所採的作法，處理

古代「學派」之爭議。此一方式與奎因認為知識是由一連串

的信念（belief）所構成，他稱這些組合而成的信念為「信

念之網」（the web of belief）有關。同一信念之網所構成



之知識，主要由「核心信念」為軸，輻射為一張知識之網

絡。但如果「核心信念」不同，則不管其相關主張有多少之

類近，亦將視為是不同的「信念之網」，於是，知識型態乃

產生差異，其「學派」之歸屬，自亦不同。本計畫完成論

文：〈敘述與詮釋：出土文獻研究之反省〉，已發表於：

2011 年 10 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香港中文大學哲學

系、臺灣大學中文系共同主辦：「機遇與挑戰：思想史視野

下的出土文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最後，本計畫從〈凡物流形〉的具體研究中，分析中國古代

「天人思想」的變化。本計畫認為，〈凡物流形〉所涉之

「天人思想」，實使用了當時思想上的「公共資源」，例如

儒道二家對於「天」「人」問題的語彙、概念，甚至是思維

模式的運用。於是，我們在〈凡物流形〉中，可以見到

「一」、「道」的形式抽象性語彙，也發現其「天」、

「人」、「國家」之間的聯繫關係。因此，站在中國古代從

「神聖」到「理性」的思想史脈絡上來看，〈凡物流形〉的

開放性詮釋，或許正反映了古代中國思想的活潑與開放。掌

握此一研究上的特點，對於中國思想史之研究其實也有著重

要的意義。而且，經由本計畫之執行，此一研究凸顯了新出

土文獻對於古代儒道二家分派的觀點，有了新詮釋之可能，

從而補強前一篇論文的論述。本計畫完成論文：〈中國古代

天人思想與〈凡物流形〉〉，發表於 2011 年 12 月由韓國東

洋哲學會主辦：「出土文獻和中國古代思想」國際學術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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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內容 

 

壹、前言： 

 

本計畫「敘述、詮釋與定位：出土文獻研究的三個面向」所要處理之研究課

題，主要是集中在「出土文獻」相關研究的方法論議題。由於近年來的出土文獻

之研究，成果日漸增多，隨之而來的討論，已經不再侷限於具體思想問題或文字

梳理的爭議。因為，主導出土文獻研究的規則性問題，實到了需要進行檢討之階

段。因此，本計畫的執行，便是在上述之背景下出現。雖然，本計畫規劃為三年

之期程。但只通過一年期，可視為求論述完整，因此，本計畫盡量於一年中，完

成三篇論文，並分別在學術會議發表或進行期刊投稿。已完成論文為：1、〈「內

在超越」的一個發生學解釋：以堯舜形象為討論中心〉。2、〈敘述與詮釋：出土

文獻研究之反省〉。3、〈中國古代天人思想與〈凡物流形〉〉。 

 

貳、研究目的： 

 

本計畫「敘述、詮釋與定位：出土文獻研究的三個面向」之研究目的，在於

處理新出土文獻研究所帶來的方法論運用問題。近年來，由於新出土文獻的發掘

日夥，學者對於古代研究的方式，逐漸依賴這些不見於傳世文獻的「新」材料，

並且相當樂觀地認為：只要有出土文獻做為佐證之文本，則許多原有的解釋，將

會因之改變。基本上，此一信念有其意義，但是否以著如此的信念，進行古代研

究，便完全沒有問題？是故，本計畫認為其中不得不涉及研究的「方法意識」。

此外，由於目前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相當多，許多問題的討論已經累積了龐大的

經驗，因此，進行方法意識之檢討，應當也到了恰當的時機了！ 

 

參、文獻探討 

 

本計畫之文獻探討已詳如計畫申請書所述，並且已完成學術論文。因此，以

下將檢附全文，論文中已可以見到相關文獻之分析討論，故不在此處重複說明。 

 

肆、研究方法 

 

本計畫在方法上的思考，主要與計畫書所述之兩個方向為基。在計畫書中，

本人指出：「發展」與「結構」兩個視角，是我們進行新出土文獻研究時，不可



或缺的立場。因為，任何涉及「時間」變化之解釋，不可能無視於「發展」之間

的「變異性」與「一致性」。是以，在分析這批出土文獻時，上述的問題應當要

加以注意。例如，本計畫之研究成果對於古代「堯舜」形象的發展，便注意到其

間的變化。其次，「結構」的視角，亦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立場，因為只要我們面

對古代思想家派的判斷與研究時，此一角度的考慮，即是研究者必須特別注意的

地方。例如，本計畫之研究成果對於〈凡物流形〉的思想家派之分析與檢討，便

運用了這個研究視角。以上，簡述本計畫之研究方法，底下將檢附全文於後，更

可見到實際運用之效果，此處不再贅述。 

 

伍、結果與討論 

以下分成三個部分說明： 

首先，本計畫針對「堯舜」形象進行分析與討論，發現從傳世文獻與出土文

獻中，可以看到「堯舜」形象與古代「天人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尤其是「舜」

的形象，更是令人注意到有轉往「內在心性」之可能。因此，今日學者喜以「內

在超越」一概念，說明儒家思想之特色，則或可從古代文獻之中，找到一個可能

的解釋！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內在超越」的概念內涵，除了可以從「聯繫性」

的思維方式中證明，亦可以在「既存有又活動」的「道德形上學」之中，取得細

膩的論證。但是，這樣的分析主要是從概念內涵上，進行檢證，缺少古代發生角

度的發展論述。因此，本計畫認為透過出土文獻的入手，嘗試從發生學的角度，

說明古代儒者在建構「堯舜」的形象時，正好相當具體的構築了一個具有發展角

度的視野，可供我們進行思想概念的比對。於是，我們透過新出土文獻與傳世文

獻的相互證成，發現了「內在超越」這個概念的確可以在堯舜的形象建構脈絡中，

找到可供「詮釋」的依據。就此而言，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研究，實在應注意

「發展」的視角。本計畫完成論文：〈「內在超越」的一個發生學解釋：以堯舜形

象為討論中心〉，已發表於：2010 年 12 月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簡

帛資料文哲研讀會共同主辦之：「2010 簡帛資料文哲研讀會成果發表暨全國簡

帛資料研討會」。 

其次，本計畫注意到出土文獻研究之中，「敘述」與「詮釋」各自影響著研

究成果的展現，許多學者對於同一課題的研究，之所以產生差異，實與其對於文

本在「敘述」與「詮釋」的背後預設不同有關。因此，本計畫透過〈姑成家父〉

與《左傳》、《國語》的敘寫，作為分析的例子，處理了一個在方法上涉及語言解

釋原則的實例。基本上，本計畫認為：運用語言文字的表達過程中，「書寫者」

的視野，其實容易影響了文本的走向，尤其在強調「敘事」的內容上，此種書寫

者的「敘述」視角，通常隱涵著其對於敘寫對象的價值判斷，而此類價值判斷則

透過文字隙縫的安排，代入了書寫者的動機。是以，解讀文獻的背後心理動機，

當是正確掌握其價值判斷立場的根據，而要完成此一任務，釋讀雖或可以從其他

相關文字來加以證成，但有時缺乏此類佐證的文獻時，釋讀者便須從文獻的「敘

述」視角，才有可能適切地解讀文字隙縫中的書寫者動機與立場了。另外，本計



畫也運用奎因（W.V.Quine）處理知識型態之區隔時所採的作法，處理古代「學

派」之爭議。此一方式與奎因認為知識是由一連串的信念（belief）所構成，他

稱這些組合而成的信念為「信念之網」（the web of belief）有關。同一信念之網所

構成之知識，主要由「核心信念」為軸，輻射為一張知識之網絡。但如果「核心

信念」不同，則不管其相關主張有多少之類近，亦將視為是不同的「信念之網」，

於是，知識型態乃產生差異，其「學派」之歸屬，自亦不同。本計畫完成論文：

〈敘述與詮釋：出土文獻研究之反省〉，已發表於：2011 年 10 月由：中國人民大

學國學院、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臺灣大學中文系共同主辦：「機遇與挑戰：思

想史視野下的出土文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最後，本計畫從〈凡物流形〉的具體研究中，分析中國古代「天人思想」的

變化。本計畫認為，〈凡物流形〉所涉之「天人思想」，實使用了當時思想上的「公

共資源」，例如儒道二家對於「天」「人」問題的語彙、概念，甚至是思維模式的

運用。於是，我們在〈凡物流形〉中，可以見到「一」、「道」的形式抽象性語彙，

也發現其「天」、「人」、「國家」之間的聯繫關係。因此，站在中國古代從「神聖」

到「理性」的思想史脈絡上來看，〈凡物流形〉的開放性詮釋，或許正反映了古

代中國思想的活潑與開放。掌握此一研究上的特點，對於中國思想史之研究其實

也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經由本計畫之執行，此一研究凸顯了新出土文獻對於

古代儒道二家分派的觀點，有了新詮釋之可能，從而補強前一篇論文的論述。本

計畫完成論文：〈中國古代天人思想與〈凡物流形〉〉，發表於 2011 年 12 月由韓

國東洋哲學會主辦：「出土文獻和中國古代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 

 

 

陸、出席國際會議心得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

得報告 

                                     

日期：100年 10月 29-30 日 

計

畫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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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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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詮釋與定位：出土文獻研究的三個面向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會議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臺灣大學

中文系共同主辦，其中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雖然是會議之主要主辦方，

但是，此一會議是由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劉笑敢教授所主持之「簡帛

文獻與思想史研究計畫」之相關研究工作的延伸（該計劃原題爲

“Inspirations and Challenges from Silk and Bamboo-slip Text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es ）。前

此已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過研習會，此次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舉

辦。是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梁濤教授乃於 2011 年 10 月 29 至 30

日，在北京召開此次會議。本人為「簡帛文獻與思想史研究計畫」之

參與成員，故以本計畫之成果與會發表。 

二、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計有 22 篇論文發表，以篇數而言，並不是特別多。但是，從參 

與學者的素質來看，則令人期待。例如出席者有普林斯頓大學的柯馬丁 

教授、芝加哥大學的夏含夷教授、牛津大學的 Dirk Meyer 教授、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學李晨陽教授，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以 

及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臺灣師大與政治大學教授發表論文，這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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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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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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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會

議名稱 

「機遇與挑戰：思想史視野下的出土文獻研究」國

際學術研討會 

發

表論文

題目 

敘述與詮釋：出土文獻研究之反省 

 



者都是目前國際上相當重要的學者。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學術圈在國際 

學術研討會舉辦上，不再以數量取勝，相反地，他們注意到學術的發展 

必須是以傑出與優秀的學術成果之交流為基礎，其後續所帶來之效益方 

能擴大。這點相當值得注意！此外，本次會議之主題，雖以思想史下的 

出土文獻之研究為焦點，但是，大會也特別注意到出土文獻研究方法之 

面向。或許，這與呼應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劉笑敢教授所主持之「簡帛 

文獻與思想史研究計畫」之研究工作有關，可是這一點則突出了大陸在 

這個課題上的先驅位置。因為，劉教授相當注意近來出土文獻之研究成 

果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情形下，如果學界再不針對這個領域的方法課題進 

行思考，則相關成果的嚴謹性，將受到考驗。而中國大陸配合此一方向， 

進行研究，也已經展現許多成果。臺灣雖然有學者也意識到這個課題的 

重要性，但參與的學者並不算多。因此，如何帶起此一領域的研究風氣， 

成為我們應當深思的問題。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略) 

略 

四、建議 

   建議未來國科會可以主動組之研究團隊，將國內相關領域之優秀人才納 

入考量，並積極挹注資源，當可保持目前成果。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機遇與挑戰：思想史視野下的出土文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一冊 

六、其他 

檢附發表論文供參：〈敘述與詮釋：出土文獻研究之反省〉 

 

 

 

 

 

 

 

 

 

 

 



以下檢附三篇已完成論文供參，依序為： 

 

1、〈「內在超越」的一個發生學解釋：以堯舜形象為討論中心〉。 

2、〈敘述與詮釋：出土文獻研究之反省〉。 

3、〈中國古代天人思想與〈凡物流形〉〉。 

 

「內在超越」的一個發生學解釋：以堯舜形象為討論中心＊ 

 

林啟屏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一、 前言 

 

明末大儒劉宗周曾在一封信中，透露對於當代儒風的憂慮。他說：「顧今天

下談新建之學者，未有不借路蔥嶺，即當日一種教法所謂天泉問答等語，近日亦

不復拈起。高明之士談性宗而忽彝倫，卑暗之士樂倡狂而惡名檢職此之繇。」1這

是對於時風之批判，認為當時的儒者無法運用自有的語言概念以釋儒學，甚至引

佛學解儒，則其結果將導致原始儒義，更加難明。當然，劉宗周的看法是否必然

正確？當可以有更多的討論空間！可是，劉宗周的此種憂慮並非毫無意義，而且

就其可能的時代來說，也不會只存在於明末，才會發生。事實上，以今日而言，

有關中國儒學的特質，晚近許多學者逐漸習慣以「內在超越」一詞，來標明儒學

思想的歸趨，即可謂相類之一例。尤其在牟宗三對於此一概念進行深入的分析與

說明之後，此概念之意義因此顯得更為顯豁，學界由是接受「內在超越」的概念

運用。雖然今日仍有些許學者對這個概念，持著疑慮與批評的態度。2

                                                      
＊本文係國科會專題計畫「敘述、詮釋與定位：出土文獻研究的三個面向」

（NSC99-2410-H-004-186）之部分成果。並宣讀於 2010 年 12 月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

系，簡帛資料文哲研讀會共同主辦之：「2010 簡帛資料文哲研讀會成果發表暨全國簡帛資料研

討會」。 

可是，更

1 請見：戴璉璋、吳光主編，鍾彩鈞編審：《劉宗周全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1996 年），＜第三冊上‧與石梁二＞，頁 513。 
2 例如安樂哲（Roger T. Ames）與郝大維（David L. Hall）就對於以「內在超越」解釋儒學思想，

有著高度的批評。因為，他們認為「超越性」的原則有其西方知識系統的根據，而與中國強調「機

體論」之思維特色，不能相容。不過，李明輝則指出安樂哲與郝大維的批評，未必適當。他從「內

在性」「超越性」的概念內涵之運用出發，說明兩人在二元論的架構下，時而狹隘，時而鬆泛。



多的是接受的立場。3

王典範「堯舜」，為文章之論述焦點，希望透過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中的「堯舜」

之形象分析，觀察「內在超越」一詞的概念內涵，或可在此一聖王典範的形象之

內涵中，找到一絲可能的發生線索。 

職是之故，釐清此一概念之意義，不得不為今日儒學研究

的一項重要工作。於是，我們看到學者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對於「內在超越」概

念進行討論，也獲得很好的成果。可是，這些研究成果多屬於概念內涵之說明，

較少針對此一「概念內涵」的發生層面加以分析。或許是因為此一概念本就是一

個西方學術語言，因此我們總覺得只消在內涵的地方，找到共通處，則運用此一

概念之合法性便已足夠。至於，此一「概念內涵」的可能發生原因，或其歷史之

因由，已非學者所須關注的課題了！當然，如此之理解自有其理據，無所謂錯誤。

可是，當我們滿足於這樣的局面時，我們也容易因此失去了探討某些具有豐富意

涵的可能機會！此外，晚近以來，由於新出土文獻的研究，帶來新的詮釋視野，

使得運用出土文獻來詮釋傳統思想之內涵與方向，成為今日必須進一步思考的新

學術議題。因此，如何運用當代知識概念以詮釋古代思想，並在善加使用出土材

料的立場下，我們可以在進行對於中國思想之研究時，帶來積極的正面影響，也

是本文關心的課題。基於以上的認識，本文嘗試由古代儒者所一致推崇的聖 

 

二、「內在超越」的基本內涵 

 

誠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事實，中國古代思想對於「天人」之間的理解，並不 

是採取一刀二分的斷裂模式。英國史家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與哈佛大學教授班杰明‧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都曾運用「聯

繫性（關聯性）」（correlation）一詞來解釋中國思想之特徵，4已故的張光直院士

亦曾以「連續性」一詞來說明中國文明之起源。5

                                                                                                                                                        
故而對於「內在性」「超越性」的聯繫關係，產生誤解。本文第二節亦將說明，茲不贅述。詳細

討論，請參：李明輝：《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 年），

〈儒家思想中的內在性與超越性〉，頁 136-146。 

凡此種種，都可勾勒出古代中

國思想並不是以「斷裂」（rupture）為其表現方式。尤其張光直認為在所謂的「薩

3 事實上，概念名詞之有無與概念內涵之有無，當屬兩回事。「內在超越」一詞容或為今語，甚

至其概念之明晰，也與西方哲學有關。但我們不能因此說中國文化中，就必然缺乏此一概念內涵

之運用。 
4 史華慈之說，可從其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一書之討論「宗教取向」時得知，

請參：氏著、程鋼譯：《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26。 
5 請參：張光直：＜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刊於：《九州學刊》第一卷第一

期（1986 年），頁 1-8。 



滿式」的泛太平洋文明中，中國的文明表現更是突出「天人溝通」的特色。6因

此，建立在此種「聯繫性」思維模式下的儒家思想，「天人」之間的主張，自不

會背離「聯繫性」之特質。事實上，黃俊傑對於孟子的相關研究便運用了此一說

法，並有深入之觀點。尤其他特別指出「聯繫性思維方式」的兩項基本特質，更

是對於本文之分析有所啟發。此兩項特質即是：「（一）、宇宙以及世界的各種範

疇，基本上都是同質的。（二）、宇宙以及世界的各種範疇，都可以交互影響。」7

是故，古代中國的「天人思想」正好突出了如此的思維方式。而今日學界所喜用

之「內在超越」一詞所指稱的相關內涵，當是一個很好的分析進路，可供討論。

因為，看似矛盾互斥的「內在性」與「超越性」，卻在東方的哲學思想中，以一

種相互證明的方式，互為表現。此實說明了二者之間的關係，乃以「聯繫性」為

之。針對此一概念的內涵，牟宗三有相當清楚與深入的說明，其言：
8

 

 

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義。天道貫注于人身之時，又內在于人而為人

的性，這時天道又是內在的（Immanent）。因此，我們可以康德喜用的字

眼，說天道一方面是超越的（Transcendent），另一方面又是內在的

（Immanent 與 Transcendent 是相反字）。天道既超越又內在，此時可謂兼

具宗教與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義，而道德重內在義。 

 

牟宗三的這個說法非常清楚扼要地點出「天道」以「超越」為其意義之所在，而

「人道」則以「內在」為其道理之所繫。但二者不能無關，甚至應當是相互證明

的關係。所以他又在說明「圓教」之義時，又指出：9

 

 

            依此無限智心之潤澤一切，調適一切，通過道德的實踐而體現之，這體現 

之之極必是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為一體即是無一物能外此無限智心之潤澤。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生命，即是神聖之生命，此在儒家，名曰聖人或大人

或仁者。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非私意之臆想造作其如是，乃是其心之仁

（其無限智心之感通潤物之用）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也。此即是說，

                                                      
6 請參：張光直：＜中國古代文明的環太平洋的底層＞，收入：氏著：《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北

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局，1999 年），頁 357-369。 
7 請參：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卷一）》（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年），＜第一章 序
論：孟子思維方式的特徵＞，頁 20-21。 
8 請見：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4 年），頁 26。 
9 請見：牟宗三：《圓善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 年），頁 307。 



其無限智心本有此存有論的遍潤性。此遍潤性之所以是為存有論的乃因此

無限智心是「乾坤萬有之基」之故也。⋯⋯此普遍而無限的智心乃是一存

有論的原理，或亦曰本體宇宙論的原理，乃使一切存在為真實而有價值意

義的存在並能引起宇宙生化而至生生不息之境者。若把此無限智心撤掉了，

則一切存在終歸于虛幻而不實，因而亦就是說，終歸于無。此終歸于無是

價值地說，非經驗地說。 

 

接著在解釋「性與天道」時，再說：
10

 

 

性體是居中的一個概念，是所以能作道德實踐之超越的性能－－能起道德

創造之超越的性能。無限智心（仁）與天道俱在這性能中一起呈現，而且

這性能即證明其是一。這性能即是仁心，人本有此能踐仁之仁心，仁不是

一外在的事物。踐仁即如其本有而體現之而已。這「體現之」之能即是其

自己之躍動而不容已地要形之于外之能。（此義，孔子未言而孟子言之）。

是以這仁心即是無限的智心，這性能亦是無限的性能，此其所以為奧體，

因而亦即同于天道道體，因而仁體、性體、道體是一也。一切存在俱函攝

在這仁心性能中，這能作道德實踐能起道德創造的大人生命中。若離開大

人之踐仁而空談天道，這便是玩弄光景之歧出之教，亦曰偏虛枵腹之妄大；

若隔斷天道道體而不及存在，不曉仁心性能之無限性即是道體，這便是小

教。兩者皆非聖人圓盈之教之規模。 

 

以上這三段文字雖然是以今日的眼光所作出的論述，但是卻可以讓我們更為清楚

地看到「內在超越」的哲學內涵。基本上，牟宗三從先秦儒者的觀點中，建立其

說法。並在康德的道德哲學架構下，形成此一解釋的模式。此中之內容即是點出

「天」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相互證明與互相交融的模式。因此，人之「仁

心」在開顯之際，「天道」便在流行之中。是以，牟先生乃運用「超越性」與「內

在性」來加以說明古代中國儒者之「性與天道」之思想。另外，從牟先生的相關

論述來看，「人」的「仁心」更是重點之所在。因為，我們所體之「天道」能為

真實而不妄，便是因「仁心」之「踐仁」而獲得證實。所以，牟先生在《心體與

性體》一書中便進一步指出「性與天道在孔子可以暫時撇開而不言，而既經孔子

                                                      
10 請見：牟宗三：《圓善論》，頁 309-310。 



之重建本統後，通過孔子而進言之，則不復是對存有之智測，（「自生以言性」之

性亦是「存有」，此可曰氣之存有），而是統于踐仁知天中，而為道德實踐之圓滿

所必應道德地察及之者」。11

    其實，李明輝曾分析過「內在性」與「超越性」之所以為互斥不相容概念，

的確可以在西方的「存有論」與「知識論」兩條脈絡中找到依據。

所以，牟先生認為「天」與「人」⁄「超越」與「內

在」雖是同構，但在「逆覺」的角度下，「人」的體證恐怕才是焦點之所在。當

然，其中最值得我們再進一步回答的是，「內在性」與「超越性」的關係究竟是

否可能為一種互斥的不相容概念？或是二者即如此處所論，亦可以建立「聯繫」

的關係？回答這個問題相當重要，因為今日的許多質疑與此有密切相關。 

12而牟先生也

確實是以康德所喜用之字眼，為其論述之所循。因此，受到因其運用之概念的脈

絡限制，亦是一件自然之事。不過，事實是否必然如此？恐仍有討論空間！正如

李明輝所說的事實，此種互斥的情形主要是發生於「二元」的對立架構下，而當

代新儒家在運用這兩個概念時，並非建立在如此的框架中。
13而且，在較為寬鬆

的角度下，「則『超越性』可以表示現實性與理想性或者有限性與無限性之間的

張力」14。如果我們順著理明輝得這條思路作解，則二者實不必成為種矛盾的關

係。更進一步地，李明輝指出康德在運用「上帝底存在」、「靈魂之不滅」、「意志

底自由」等「超越性」概念時，亦可在實踐處轉為「內在性」之概念。所以，二

者間實存在著可能的連續關係，而非二元斷裂。因此，面對強調衝突、互斥、不

相容等矛盾之說時，他引牟先生之說認為此類批評實是一種鑿枘不相入的觀察。15

針對李明輝的上述主張，我們可以發現今日許多對於「內在超越」說的批評，實

建立在哲學概念使用的合法性之爭議上。16

                                                      
11 請見：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台北：正中書局，1991 年），〈第一部 綜論 第四

章 道之本統與孔子對于本統之重建〉，頁 224。 

不過，如果我們從人類文明之建構的

經驗來看，除了有其特殊性的差異之外，當亦有其共同的普遍性之可能。那麼我

們就應預設人類有使用相近的「概念內涵」之可能。事實上，也正因為有此種共

12 請參：李明輝：《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儒家思想中的內在性與超越性〉，頁 142-143。 
13 請參：李明輝：《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儒家思想中的內在性與超越性〉，頁 145。 
14 請參：李明輝：《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儒家思想中的內在性與超越性〉，頁 146。 
15 請參：李明輝：《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儒家思想中的內在性與超越性〉，頁 146-147。 
16 事實上，除了安樂哲、郝大維針對「內在超越」概念的運用提出質疑外，馮耀明亦曾從分析

哲學的立場，對於當代新儒學的「內在超越」說，有所批判。請參：馮耀明：《「超越內在」的

迷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年）。不過，亦有學者認為從語言分析的角度，或許不

無所見。但也可能有其使用上的限制，應注意，否則「買櫝還珠之譏」，不免上身。詳細討論，

請參：劉述先，〈由當代西方宗教思想如何面對現代化問題的角度論儒家傳統的宗教意涵〉一文

的附錄。收入劉述先主編：《當代儒學論集：傳統與創新》（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籌備處，1995 年），頁 31-32。 



同的可能，人類之文明才具有「可理解性」與「可溝通性」。而且，這些相近的

「概念內涵」，又由於其使用的文化脈絡之差異，故可容許人們對於「概念內涵」

有不同之理解。因此，當我們運用了「內在性」與「超越性」，或「內在超越」

一詞來理解古代中國儒學思想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同中之異」與「異中有同」

的情形。 

    以上針對「內在超越」一詞使用的合法性問題，從「概念內涵」的「同異」

之間，說明了此一術語在解釋先秦儒家思想時，有其意義。另外，劉述先對於「內

在超越」之解釋，則點出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他認為：
17

       

 

      而中國傳統相信，道流行在天壤間，一方面「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易．繫辭上》第十二章），另一方面，「器亦道，道亦器」，道 

既是形而上，非一物可見，故超越；但道又必須通過器表現出來，故內在， 

這樣便是一種「內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的型態。 

 

劉述先的說法與牟宗三之觀點，有其相通之處，但亦有小異。他們都同意「天」

⁄「人」與「超越」⁄「內在」，當為一聯繫之關係。可是，牟宗三在「內在性」的

討論特別強調「人」的「仁心」。劉述先則將「內在性」的觀察擴大，只要是人

間世的存有物是真實存在，那麼「超越性」必然在其間產生作用！也就是說，「天

道」的作用所遍潤之處，即「內在」於我們所生存的生活世界，這自然包括所有

的「人」與「物」之「存有物」。劉述先的這個說法看似與牟宗三不同，但其實

並並不矛盾，只是劉述先更突出的是「生活世界」之面向。職是之故，劉述先點

出牟宗三將重心放在「仁」而不在「禮」上，即是其「內在超越」說的一種限制。

隨之他說此一限制在杜維明提出「信託社會」（fiduciary community）之後，獲得

消解。18

                                                      
17 請參：劉述先：〈超越與內在問題之省思〉，收入：劉述先．林月惠主編：《當代儒學與西

方文化：宗教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 年），頁 14-15。 

基本上，劉述先對於「內在超越」所說的角度，的確在涵蓋面上較大。

也對於強調「社會」行動的今日，有更多的實際作用。當然，從以上所說的內容

來看，我們亦必須注意到「內在超越」的聯繫關係「內在超越」，是一種雙向的

「聯繫關係」而非單向。是以，透過「內在性」的表現，不管是個人的存在或生

活世界的存在，都能使「超越」的天道成為具有「可理解」之可能；而經由「超

越性」的保證，所有的存有物也才不至於淪為「虛妄」，進而分享了「真實性」。 

18 請參：劉述先：〈超越與內在問題之省思〉，《當代儒學與西方文化：宗教篇》，頁 29。 



綜上所論，我們不難發現「內在超越」一詞的使用，若從概念之起源而言，

當然非中國所固有。尤其若是依較為強義的西學脈絡來看，此一概念的使用合法

性，都可能有被質疑的空間。可是，正如牟宗三與劉述先所論述的觀點，「內在

超越」一詞或許非古代中國所有，但其概念內涵亦非西方所能獨佔。尤其當我們

將「性與天道」、「道與器」之固有說法並列互解時，的確可以從中發現相互發明

與相互彰顯之處。是以，將「內在超越」概念視為理解古代儒家之思想特色，並

無太大的問題。當然，從概念內涵的角度來看，「內在超越」突顯了儒學以道德

倫理視野解釋存有學的方向。這其中自有深刻的哲學問題，值得更進一步地討論。

但是，除了從哲學的角度可以為此一問題帶來豐富的意義釋讀外，是否尚有其他

的角度可以為這個課題帶來一個不同的討論視野？或許我們可以從發生學的角

度，來探討此種概念內涵的蘊釀發展，其實有其歷史發生的外部解釋，進而說明

使用「內在超越」以釋古代儒學，當具有價值。以下本文將從堯舜形象的發展，

進行分析。 

 

三、豐富的原型：堯舜 

 

    如前一節所論，黃俊傑曾以「具體性思維方式」與「聯繫性思維方式」為切

入點，探討孟子的思想。這是極有見解的說法！而且相當適合用來處理本文所需

探討的問題。其中，有關「聯繫性思維方式」的部分，已分析如上。此處則與「具

體性思維方式」的運用有關！黃俊傑在論析孟子的「具體性思維方式」時，指出

孟子如何運用「歷史論證」來加強其說服力一事，便是其「具體性思維方式」的

展現方式。黃先生相當敏銳地觀察到孟子的「古聖先賢、歷史人物」之論述，可

以「將抽象命題（尤其是倫理學命題）置於具體而特殊的時空脈絡中」。19這是一

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因為本文所處理的「堯舜」形象，可以說是古代儒者論述中

聖王典範之代表，其之所以能夠成為儒者共同的典範，當即是運用了「具體性思

維方式」以強化其說服力。因此，「堯舜」形象的建構絕非只是一種敘事的技巧

而已。我們應注意的是，透過這個理想形象的建構，古今的儒者共同浸潤在「內

聖外王」的召喚之中！不過，我們是否只能滿足於「堯舜」的形象，僅僅在此一

道德聖君的意義上打轉？恐不能如此。20

                                                      
19 請參：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卷一）》，＜第一章 序論：孟子思維方式的特徵＞，頁 13。 

因為，「堯舜」的道德聖君形象之建構，

20 吳冠宏在論述古代聖賢典型的意義時，便曾指出「在不同的文化境域與思想背景下，便有不

同理解的賦予與義蘊的掘發」。因此，「堯舜」的形象意義當會在不同的理解脈絡中，產生新的



並非突然形成。這是一段經過漫長歲月所形成的形象！是以，在摶成此一形象的

過程中，許多具有辨義價值的元素，當是學者應當要注意的事。因此，我認為在

「道德聖君」這個形象背後，實蘊藏著更多的遠古訊息，值得進一步分析。其中，

「堯舜」在「天」與「人」之間的相關角色問題，或可為「內在超越」的概念內

涵找到歷史發生的一個可能解釋。 

    其實，如果我們從古史相傳之人物來看，「堯舜」與「天」之間的關係雖然

密切，但相比之下並不如「黃帝」與「顓頊」那麼突出。近來楊儒賓曾撰有論文

指出先秦思想中存在著兩種「天子觀」，其中儒家以「堯舜」為代表，黃老學則

推出「黃帝」為典型。
21其說頗能勾稽古代兩種「天子」之形象。但本文更關心

「堯舜」成為儒家聖王典型的意義，因此有關「黃帝」與「顓頊」的討論，則非

本文所能處理。不過，「顓頊」的事蹟之中，有一件不容忽視的作為，也與「堯」

之形象有關聯，對於清理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天」，或有些許解釋作用。是以，

以下稍作說明。《國語‧楚語下》曾記載一則古代傳說，其云：
22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 

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 

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 

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 

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在這段觀射父為楚昭王所講述的遠古傳說文字之中，「顓頊」雖是人間的統治者，

但是他所擁有的權威，甚至能通於天地。而且不止於此，如果從《國語‧楚語下》

以觀，他有權可以派人「絕地天通」，那麼此處所說的「顓頊」的形象其實已經

是更接近「神」的角色。不過，縱使「顓頊」可能同兼「神」與「人」之角色，

他卻不是先秦儒者最為樂道的典範人物。其實，進一步地說包括「黃帝」在內的

                                                                                                                                                        
變化或移動。這也是本文認為透過「堯舜」形象之討論，可以為「內在超越」找到可能的發生學

之解釋的原因。相關討論，請參：吳冠宏：《聖賢典型的儒道義蘊－以舜、甯武子、顏淵與黃憲

為釋例》（台北：里仁書局，2000 年），頁 3。 
21 楊儒賓的觀點相當有趣，並且為於古代政治倫理之討論，帶來一個新的視野，本文的撰寫即

受此篇文章之啟發。請見：楊儒賓：〈黃帝與堯舜－先秦思想的兩種天子觀〉，刊於：《台灣東

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2 卷第 2 期（總第 4 期），2005 年 12 月，頁 99-136。 
22 請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楚

語下〉，頁 562。另外，在《尚書．呂刑》亦有類近之記錄。請參：屈萬里：《尚書集釋》（台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年），＜呂刑＞，頁 252-253。 



許多聖王人物，恐怕都不是先秦儒家所著意之「聖王」人選，23

    首先，從「天」的角色來看，「堯舜」在古典時期的文獻敘寫之中，與「天」

實關係密切。如前引之《國語‧楚語下》「絕地天通」之後，又說：

「堯舜」才是儒

者寄寓理想人物之代表！因此，「堯舜」之被儒者看重，背後應有儒家學派的學

術理由，值得思考。以下本文將從「天」「人」兩個方向，說明先秦儒者樂道「堯

舜」的可能理由，並進一步分析其如何為「內在超越」的概念內涵，建構合法性

的發生學解釋。 

24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 

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其實，在《尚書‧堯典》中對於這段傳說有更為細緻之描寫，其云：25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 

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 

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 

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堯」繼承「顓頊」之故事，平了三苗之亂，也同樣命了羲

氏與和氏掌理天地之分的工作。由是觀之，堯本身的形象與「天」界，實脫不了

關係。當然，此處所載記之事，有著強烈的神話傳說色彩。是以，我們只能說這

樣的內容反映了初民社會人們對於權力爭奪及其勝負之解釋。事實上，這樣的思

考模式從上述之傳說時期，一直到進入信史階段，都仍是古代中國人面對政權分

配時的重要解釋原因。不過，從這段文獻來看，「堯」之作為日後的儒家聖王形

象及其與「天」的密切關係，這點應不可忽視。《論語．泰伯》也云：26

                                                      
23 請見：楊儒賓：〈黃帝與堯舜－先秦思想的兩種天子觀〉，頁 132-133。 

 

24 請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楚語下〉，頁 563。 
25 請見：屈萬里：《尚書集釋》，＜堯典＞，頁 8-9。 
26 請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泰伯〉，頁 107。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孔子對於堯的讚嘆，便是以「天」來形容。對於孔子這樣的讚嘆，從修辭的角度

來說，那已經是一種達到「誇飾」的手法了！可是，我認為這其中並非只有修辭

的技巧而已。更進一步地，我們當可以發現「堯」與「天」的聯結，應當是一番

有意義的說辭！《論語．陽貨》曾有如下的文字：
27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於此的慨嘆，劉述先認為「天」的內涵已然突破傳統，並且擺落人格神的特

徵了。28甚至，更進一步指出「故我們不能不把天看作無時無刻不以默運的方式

在宇宙之中不斷創生的精神力量，也正是一切存在的價值的終極根基」。29因此，

孔子以「天」為「堯」則，並非將堯對天的模仿，視為一種人格神之崇拜。相反

地，此時的「天」已隱隱然有了「天人合一」的可能意涵。30當然，如果我們從

神話學的角度思量此一問題時，亦可發現「堯」的形象，的確非等閒的人間之輩。

包括白鳥庫吉、馬伯樂均從「神性」的方向看待「堯」。31雖然，如此的論述並非

表達一種客觀的經驗事實，但卻間接反映了人們接受與渴望具有「神性」的人間

帝王。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古人對於人間權力的獲得，常以「天命」為解釋。

所以，帝王分享人格神之特質，當即是一件合理與合情之事。所以勞思光便說：32

                                                      
27 請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陽貨〉，頁 180。 

 

28 請參：劉述先：＜論孔子思想中隱涵的「天人合一」一貫之道＞，收入：氏著：《儒家思想

意涵之現代闡釋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 年），頁 9。 
29 請參：劉述先：＜論孔子思想中隱涵的「天人合一」一貫之道＞，《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闡

釋論集》，頁 9。有關這條資料的討論，楊儒賓則提出「人倫」與「禪讓」兩點，當為孔子讚美

堯舜之主因。亦可通。但本節較重視「天」的這個層次之意義，有關禪讓問題，將於下文中分析。

楊說，請見：氏著：〈黃帝與堯舜－先秦思想的兩種天子觀〉，頁 125-126。 
30 劉述先認為堯之成就，如天一般，無法形容，其後繼者－「舜」亦以「無為而治」而得孔子

稱道。這些都體現了儒家的「無言之教」。所以，劉述先說「這樣由天而人乃是『一貫之道』，

它的涵義絕不止於推己及人。『天人合一』一詞在當時雖還未流行，但它的確反映了儒家的立場」。

請參：劉述先：＜論孔子思想中隱涵的「天人合一」一貫之道＞，《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闡釋論

集》，頁 9-10。 
31 請參：楊儒賓：〈黃帝與堯舜－先秦思想的兩種天子觀〉，頁 127。 
32 請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台北：三民書局，1998 年），＜第二章 古代中

國思想＞，頁 93。 



 

      就中國古代觀念而論，言「天」言「帝」，固皆表示對「人格天」之信仰。 

但中國人似只以人力所不能決定之問題，歸於天意。……據此再推一步， 

即可知何以詩書中之「人格天」，主要作用在於決定政權之興廢；蓋政權 

興廢之間，原有許多因素為人力所不能掌握者。早期中國民族，對於此種 

因素，即只好歸之於「天」。 

 

勞思光的說法中，清楚指出政權轉易才是人們引「天」作解的地方。於是乎，人

間帝王必然需有某種「神性」，其取得政權的正當性，方能確認。當然，亦如劉

述先所論，「天」在孔子的思想中或許仍有些許的古代信仰殘留，但走向「理性

化」已是一條不能迴避的道路了！不過，除了「堯」的神性形象逐步朝向理性移

動之外，「舜」的形象或許更能彰顯由「天」而「人」的特質！ 

    「舜」在儒家的相關文獻之中，尤其在《孟子》一書中的出現頻率相當高。

這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因為，孟子對於孔子思想的發展，主要便是將孔子「心

之所欲」下的「道德主體性」，翻轉至「天」的「存有」面，且予以理論化的重

要論述者。因此，當孟子在大力推崇舜的功蹟時，其可討論的空間，便值得我們

特別注意了。其實，舜的形象與堯一樣，皆在古代傳說中呈現出帶有「神性」之

色彩。御手洗勝便曾撰文討論「舜」既是一位「祖先神」，也可能是「水神」或

轉成「司草木生育之神」及「農神」。
33但不管是那種「神」，舜的神性性格應當

是古傳說所認定的事實。這種神性的性格使得舜在許多文獻的敘述中，充滿傳奇

色彩。不過，回歸到先秦儒家的文獻裡，舜似乎要人間色彩重一些。但是，與天

的關係依舊密切，尤其在政治權力的事務上，更是鮮明。在《孟子．萬章上》曾

有一段文字云：34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然則舜有天下，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 

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 

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 

                                                      
33 請參：御手洗勝：＜帝舜傳說＞，收入：王孝廉主編：《神與神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1988 年），頁 305-355。尤其是頁 336，344-345 的討論。 
34 請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萬章上〉，頁 307-308。 



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 

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薦之於民，而民受之， 

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學者認為這段文獻當為孟子「禪讓」主張的一個理論說明，因為「天下」乃至公

之事，任何個人皆不可依其個人意志來分配政治權力。是以，在強調道德政治的

儒者眼中，政權的轉易就必須準乎「天」與「人」的同意。於是，堯與舜之間的

權力交替，就不能只是人間權力之算計，而是一種透過「禪讓」儀式的道德宣示。
35

基本上，從＜萬章上＞的文字來說，「堯」與「舜」所進行的權力轉移，是

由「天」與「人民」的共同意志加以完成。歷來學者討論此段文獻時，喜著眼於

古代「以民為本」的政治思想，強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呈現出

來的人民主體性之尊嚴。

這當然是正確的觀察。然而，在這場政治大秀之中，一個具有神性的統治者，當

真已被馴化為一人間帝王？或是，其與「天」的神話聯繫，已經轉成另一種思想

概念上的哲王呢？ 

36因此，「天」似乎只是孟子論述時的一種修辭技巧而已！

當然，孟子確實重視人民意志之展現，但是「天」在此處的出現，並非偶然。因

為，孟子正是牟宗三認為最能表現「內在超越」的思想家。37

我們知道古代思想家對於政權之獲得一事，常以「天命有德」說明之。其中，

「天」之所「命」即是一國之權力，而「德」則為其獲得手段的「正當性」。因

是故，＜萬章上＞

的「天」恐非虛詞。事實上，我們在看待「天與之，人與之」時，應注意孟子對

於「天」在政權正當性的重要性，並沒有忽視。誠如孔子對於舜之有天下一事，

多以「不與」或「無為而治」等用語來形容，劉述先對此就以「由天而人」加以

評論。因此，「天」在此仍然是可以起作用，而且是一件有其意義的事。然則，

我們應如何來解釋孟子這樣的敘述呢？ 

                                                      
35 請見：楊儒賓：〈黃帝與堯舜－先秦思想的兩種天子觀〉，頁 126。 
36 我曾於〈先秦儒學思想中的「君」、「臣」與「民」〉一文中，結合〈萬章上〉及新出土文

獻〈尊德義〉、〈緇衣〉，說明此種民本思想之內涵。詳細討論，請參：拙著：〈先秦儒學思想

中的「君」、「臣」與「民」〉，刊於：《政大中文學報》，第十五期，2011 年 6 月，頁 156-162。 
37 對於牟宗三而言，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所彰顯的意蘊便是「內在超越」，而且比孔子論

「仁」更是清楚地建構了其理論方向。當然，孔子的思想是否亦是一種「內在超越」的主張？牟

先生自然是持肯定之主張，如註 9 所引《心體與性體（一）》之看法。拙作亦曾針對孔子有無「內

在超越」的思想，進行分析。請參：拙著：《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台北：

台大出版中心，2007 年)，＜第三章 開創者的生命與思想：孔子思想分期的思考＞，頁 108-137。 



此，「德」與「政治」的關係便顯得密不可分。但是，「德」真的只具有強調道德

性的修身意義嗎？恐未必是！我曾為文討論古代「德」義之發展，發現以「神聖

屬性」來解釋「德」，在春秋時期仍然可以看得到。38也就是說，春秋時期的知識

份子對於有國之解釋，其重點方向應與「天」聯結。是以，孟子雖然已注意到「人」

的「仁心」對於有「德」之重要。
39可是，他也沒忽略作為「超越」存在的「天」，

在獲取政權上的重要性。其實，像孟子這樣的論述模式，在戰國時期確實可以見

到。《莊子．天道》篇中，亦有可注意的文獻。其文云：
40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 

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 

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 

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 

天下者，悉為哉？天地而已矣。 

 

這篇文獻雖然是被歸為道家學派的作品，可是就其內容所述，在「舜」的相

關形象立場上，倒是與儒家文獻的精神有相應之處。＜天道＞認為「舜」之王天

下，是由於與「天」相合之故，而且這種相合是因為「舜」能掌握與體會「天德

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的深意，所以「舜」

之境界獲得堯的讚賞！我們且不拘泥於「堯」「舜」境界孰高孰低的判斷，這或

許有古代學派爭勝的論述策略於其中。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舜」又再一次地

與「天」連上關係，而且是以著如孔子體會「天」之「無言」之教一般。因此，

「舜」的許多敘述中實包涵著某種意義的「天」之形象。是故，「舜」與「堯」

一樣具有「天」的「超越」特質。 

其次，「堯舜」的形象除了與「天」密不可分之外，他們又呈現出理想性的

人格典型，並成為古代文獻最喜書寫的事蹟之一。更進一步地，這個典型的「人」

之形象，形構了日後儒者理想中的永恆典範。但什麼是可為百代師的「人格形象」

呢？這樣的「人格形象」之意義，又當如何看待呢？這種具體的「人格形象」之

                                                      
38 詳細討論，請參：拙著：《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第二章 從古典到

傳統：古典「德」義及其發展＞，頁 35-39。 
39 孟子在面對齊宣王詢問「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時，便是從「仁心」到「仁政」的系絡之

推導來作答，是以構成孟子思想中的「德」不得不與「仁心」有關。 
40 請見：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天道＞，頁 475-476。 



建構是否可以反映抽象的哲學概念內涵之運用？恐怕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其實，在面對這個「人格形象」時，我們必須注意到「政治」因素所可能起的作

用。當然，這本就不足為奇！因為，古代社會中「政治」的相關議題，影響大眾

與國家最巨。因此，所見先秦文獻中的人物記載，大抵多以出現於相關的政治論

述脈絡之中，實為一合理的可能趨向。是以，「堯舜」形象必然與「政治」議題

連結，進而在政治的論述中突顯「人格」的特出面，便是我們可以觀察的重點。

其中，「禪讓」的形象建構與相關的政治論述，便是構成「堯舜」在先秦文獻中

大部份記載之內容。 

正如前述所論，相關於「天」的文字中，「政權」的討論是主要的核心。而

「禪讓」的議題，即是涉及古代「政權」的繼承問題。基本上，「舜」繼「堯」

而有天下，已成為古史傳說中不易的「史實」。但此種繼承關係的形成，雖然有

待許多的考驗方能達成，如孟子在＜萬章＞所述。可是，先秦儒者並不是一廂情

願地將「禪讓」的政治傳說，視為一種完全客觀的歷史經驗事實。相反地，在這

個「禪讓」論述的背後，存在著先秦儒者「歷史觀」中的理想性。我曾為文分析

「三代聖王」形象的歷史思維，是以「批判」現實政治為出發點，斷非只是先秦

儒者以其食古不化的「託古」心態，對於歷史進行一種自以為是的敘述。
41因此，

當我們面對古代「禪讓」的文獻時，必須特別注意此種「三代聖王」形象之書寫，

常是寄寓了儒者某些特定的思想策略。就此而言，「堯」與「舜」在獲得天子位

的際遇上並不相同的書寫，就是一件值得深入分析的重點。而且有意思的是，在

這個著眼於不同重點的敘述裡，先秦儒者有意地強化了「舜」的某些人間性格。

例如新出土文獻＜唐虞之道＞便有相關記錄，其云：42

 

 

      古者堯生於天子而有天下，聖以遇命，仁以逢時。未嘗遇【命而】替於大 

時，神明慍，縱天地佑之，縱仁聖可舉，時弗可及也。夫古者舜居於草茅 

之中而不憂，升為天子而不驕。居草茅之中而不憂，知命也；升為天子而 

不驕，不重也。 

 

在這段文字中，舜的形象與堯形成某種對照組。堯天生居於高位，舜則發於庶人

                                                      
41 請參：拙著：＜儒家思想中的歷史觀：以出土文獻為討論起點＞，宣讀於：日本長崎大學環境

科學部，環中國海學會，長崎中國學會共同主辦之「第四屆環中國海國際漢學研討會」 。 
42 有關＜唐虞之道＞的釋文，依周鳳五之校訂為準。請參：氏著：＜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

新釋＞，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三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1999 年），頁 740。 



之微。因此，渾然天成的「堯」是各種條件的巧妙組合之結果，後人雖能以之為

典範，但難以仿傚。43可是，「舜」就不一樣了！「舜」由平民發迹，經歷各式各

樣的困難與考驗，方能從堯的手中接下天子之位。因此，「舜」的形象更能突顯

出「人」在政權轉易之間所能起的價值與意義。只是此處我們應注意的是，「舜」

是因為何種條件而能獲得上天與人王之青睞，進而成為「禪讓」儀式中的接受者？

＜唐虞之道＞曾有指出：
44

 

 

      夫聖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親也；時事山川，教民有敬 

也；親事祖廟，教民孝也；大學之中，天子親齒，教民悌也；先聖與後聖， 

考後而續先，教民大順之道也。堯舜之行，愛親尊賢。愛親故孝，尊賢故 

禪。孝之殺，愛天下之人；禪之重，世無隱德。孝，仁之冕也；禪，義之 

至也。六帝興於古，咸由此也。 

 

這裡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論述模式！堯舜作為聖王，不僅在政治的公共事務上，

必須以無私的樣態，表現出「義」的價值；在人倫的教導上，他們也需把握住「血

緣關係」架構下的倫理規範，進而突顯「仁」的意義。而且，他們也應將上述之

「盡倫」與「盡制」兩面向，交融成一不可分的境界，方可承接自古以來之「帝」

業。更進一步地說，＜唐虞之道＞將屬於關乎權力性質的「禪讓」政治活動，與

牽涉道德意識萌發的「血緣」倫理，建立了關聯性。這種處理方式，即是非常典

型地表現了儒家「道德政治」的立場與觀點。 

此外，在上博簡＜子羔＞之中，孔子在回答子羔的提問時，亦曾說明了堯舜

的政權禪讓之重點，即結穴於「德」。其曰：45

 

 

孔子曰：「昔者而弗世也，善與善相受也，故能治天下，平萬邦，使無有 

小大、肥瘠，使皆【一】得其社稷百姓而奉守之。堯見舜之德賢，故讓之。」 

                                                      
43 當然，我們如果對照另一份出土文獻＜容成氏＞的記錄，則堯似乎只是一個居於丹府與藋陵

之間的諸侯而已。其為天子並非什麼神奇之事，而是在管理事務時，能得民心，故為眾民所共立。

不過，古史傳說本來就有多元線索的可能。＜容成氏＞可以有一種說法，＜唐虞之道＞也有其解

釋方向。我們最需注意的事，當是從記載所透露的訊息中，提供一個可供理解的判斷。事實上，

出土文獻能提供我們研究古代思想的啟發，有時候正是在這種有「異」說的情形下，方可產生作

用。 
44

 請參：周鳳五：＜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新釋＞，頁 740。 
45 有關〈子羔〉的簡序，請參：季旭昇主編、陳美蘭、蘇建洲、陳嘉凌合撰：《上海博物館藏

戰國竹書（二）讀本》（台北：萬卷樓，2003 年），〈子羔〉，頁 25-26。 



子羔曰：「堯之得舜也，舜之德則誠善【六】與？伊堯之德則甚明與？」 

孔子曰：「鈞也。……」 

 

＜子羔＞在這裡指出堯與舜在此一「禪讓」的歷史事件中，都可以「德」稱之，

這種禪讓之觀點，與＜唐虞之道＞可以相容，而且與《孟子》、《莊子》及《荀子》

之說法，也都能相互證成。就這點來說，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出土文獻」與「傳

世文獻」對於「堯舜」在道德政治方向上的要求上具有一致性。其中，值得我們

注意的是，「舜」就在這樣的期許與肯定之中，成為堯所中意的接班人選。但在

這件事當中，卻透露了一個雙向的複雜而有趣現象：此即古代權力的取得在解釋

模式上，常以「天命有德」釋之。因此，「德」是獲取權力的必要條件。但是，「德」

是否只能從今日字面意義上的「道德」為釋，恐未必然！因為，從《國語‧晉語

四》「重耳婚媾懷嬴」一段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古代獲取權力的「德」，有可能

可以從「神聖屬性」的角度得到不同於「道德」的理解方式。
46

                                                      
46 詳細討論，請參：拙著：《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第二章 從古典到

傳統：古典「德」義及其發展＞，頁 35-39。 

其次，就實際的

政權轉移之方式來看，「禪讓」政治所要擺脫的權力轉移模式，就是以「血緣關

係」為準軸的繼承方法。可是，儒者在建構「道德政治」的學說時，「德」又是

依於「血緣」之「孝悌」倫理所顯豁之價值意識。於是，我們或可得出以下的一

個新的解釋：對於古人而言，如何解釋政治權力之轉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引「天」的力量來作為解釋，乃為一取信眾人的合理選擇。但隨著「人」的

自我意識之覺醒，「天」的解釋模式雖未被捨去，卻已逐漸失去重要性。此時，「人」

的因素自然成為思考之重點。其中，「血緣」與「能力」成為兩大思考焦點。因

為，依「血緣」之關係而為權力繼承之考慮，本為古代之常態。而且強調「血緣

關係」時，人們所考慮的重點在於自然人身份的親疏順序上，不是著眼於「道德

意識」之立場。是以，先秦儒者透過古史傳說的內涵之重構，試圖鬆動如此現實

的模式，並不難理解。而「能力」為權力之擁有的條件，亦為實際之所需。只不

過這兩項條件在儒者的論述中，皆以「德」代入其間，於是形成儒家「道德政治」

的路線。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我們試觀有權以「德」的傳統，在儒家「道德性」

內涵之代入之後，一則以「禪讓」的政治操作，使權力的本質轉向為道德。是以，

政治活動中的「能力」乃成為道德活動中的「能力」，「禪讓」便是要讓賢能在位；

一則將「血緣」之內涵，經由「孝」的親屬關係探尋「仁」的道德意識之根源。



於是，「血緣」的自然性本質成為建構自由意志之「價值根源」基礎。總上所論，

「禪讓」與「血緣」的問題，對古代而言，俱與「權力」之獲取有關。然而，先

秦儒者卻轉變權力原則的討論，除了以聖賢在政治事業中的重要性，沖淡現實帝

王在人間權力之重要性外，並且賦予「血緣」論述以「道德意識」，從而在自然

意義的生命事實裡，建立了價值意識的本質性內涵。這樣的轉變，其實是具有重

大的理性化之意義。此外，又兼以「天」的「超越」地位，亦為儒者接受為政治

論述之一環。職是之故，儒家的「政治哲學」不得不為「道德哲學」；儒家的「形

上學」也不得不為「道德學」。 

    當然，「堯」與「舜」這兩位作為儒家典範人物的古帝王，他們既是與「天」

接的人間代表，也是「禪讓」政治中的典型代表，亦是「血緣」道德下的模範人

物。其中，「舜」尤其值得注意。關於這一點，我認為「舜」甚至比「堯」更能

體現儒者之理想典型。而且，「舜」的形象之豐富，更成為俱有可理解性的「聖

王」之可能。是以，許多古籍對於「舜」的描寫是相當具體與詳細。不過，在這

些描述中，「舜」的道德形象之趨向「內在性」之發展，應當是我們觀察的一個

重點。《孟子‧離婁下》即云：
47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另外，在＜盡心下＞亦云：48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孟子文中最喜稱道之「聖賢」便是舜，而且與許多古代人物相較之下，「舜」的

所作所為並不是刻意做出來的行為，而是其本「性」的表現。也就是說，「舜」

的行為之所以符合規範的要求，不是一種外在行為制約學習下的結果，而是「真

誠」地發自「內心」之所為。所以，孟子才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來形容

舜的自發性。對於這一點，孟子於＜盡心上＞有更生動的書寫，其云：49

 

 

                                                      
47 請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離婁下〉，頁 293-294。 
48 請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盡心下〉，頁 373。 
49 請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盡心上〉，頁 353。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其所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 

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由此可見，孟子對於「舜」的速寫是以「內在」道德本質為著眼點。因此，處處

表現出其「德行」與「德性」的一致性與自發性。所以，「舜」可以自然地突顯

「人」之異於「禽獸」的本性，而非刻意地以「外在」的行為來表現「人」的特

質。甚至，孟子以「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來形容「舜」的「道德主體」

之強大，大到「聞善言」「見善行」時，不需經過行為之練習（因為舜原居於深

山之中，與野人相似），即可達到「性」的境界。
50

    綜上所論，「堯舜」的形象在先秦儒家文獻中（包括「出土文獻」與「傳世

文獻」），突出了超越之「天」的某種「神性」，但同時亦展現了人之異於禽獸的

「內在道德性」。而且，由於古代以「德」來解釋「政權」之有無，是以，「堯舜」

之為一典範的帝王人物，就必須透過「德」來證明其擁有超越天命的正當性。因

此，儒者乃從「血緣關係」的角度，將本來屬於政權繼承的條件，轉成論證了價

值意識本源之由來；又從「賢能」的方向，將管理政治的技術能力，導引至道德

品質的要求。尤其是「舜」的形象之建構，更是彰顯了「人」的「內在道德性」

之尊嚴。是以，「天與之，人與之」的政治命題雖然是在「禪讓」的論述脈絡中

提出，但是這不當只是一個政治上的論述，更是一種道德命題的宣告。而先秦儒

者在建構這些典範人物形象的背後，其實有一項重要的意義，值得我們注意。此

即「堯舜」形象既是「天」的「超越性」在人間的代理人，其「內在道德性」的

所以，從孟子在這幾處文字的

意思來看，若我們暫時不考慮其帝王之身份，「舜」的形象只是一個「道德者」

的說明與典範而已。但是，這個典範正是要來說明「道德」不是一種外在的行為

表現，而是「心性」的內在意識之顯豁。由是我們得以清楚了孟子筆下的「舜」

之形象，雖然同時是一位人間的帝王，但更是強調了「內在」價值意識之發動，

並非由外在的力量所能引動，而應由自身自主、自發、自律所發動的價值「人格

者」。 

                                                      
50 雖然有學者指出「舜」之能有善行善言的表現，亦需建立在舜是進入「人文」世界中始有可

能成就其德業，故具體的行為脈絡當是討論儒家道德學說時，不可忽略的一環。但這與舜能自其

內在心性之擴充而有善行善言，並不相衝突。因為，「人文」生活世界的善行善言與「心性」的

道德意識，二者並不是一種等同的關係。前者與價值行為之表現有關，後者則為價值根源之課題，

雖有相涉，但不宜相混。請參：陳熙遠：＜聖王典範與儒家「內聖外王」的實質意涵＞一文，收

入：黃俊傑主編：《孟子思想的歷史發展》（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
年），頁 50-53。 
 



展開又宣示了「人」的尊嚴之可能。是故，如果我們要為「內在超越」尋找一個

可能的解釋，「堯舜」的形象之形成，或許雖然是一個非本質性的說明，但從具

體的人物形象之理解入手，未嘗不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四、結論 

 

    「內在超越」一詞在今日的儒學研究上，學界或許對於其解釋效力仍有許多

不同的意見。但是，這個概念已經成為理解儒學理論的重要入手處，則是一個不

可忽視的事實。而且，這個概念名詞當然不是中國古代所有。可是，其概念內涵

卻可以在古代儒者的理論中，窺其端倪。誠如許多學者所作的論述，儒家的「天

人哲學」當可為「內在超越」的概念內涵，找到相融相洽的對應。我們除了可以

從「聯繫性」的思維方式中證明，亦可以在「既存有又活動」的「道德形上學」

之中，取得細膩的論證。但是，這樣的分析主要是從概念內涵上，進行檢證。因

此，本文希望透過另一種處理方式，經由「堯舜」形象的面向，嘗試從發生學的

視野，說明古代儒者在建構「堯舜」的形象時，正好相當具體的構築了一個具有

可理解性的「人格」樣態，可供我們進行思想概念的比對。於是，我們透過新出

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相互證成，發現了「內在超越」這個概念的確可以在堯舜的

形象建構脈絡中，找到可供「詮釋」的依據。這對於今日的先秦思想史之研究，

實具有重要之意義，因為出土文獻的研究一旦進入思想研究的具體脈絡之中，則

其可能產生的價值，常常會對現有的研究成果，帶來更進一步的更新或補強之意

義。是以，對於原有的傳世文獻所形成的哲學判斷，當可在出土與傳世兩類文獻

的敘述之中，突出「概念」的意義。所以，本文透過分析，可以發現「堯舜」的

人格形象相當具象地呈現了「天與人」、「存有與倫理」、「道德與政治」、「內在與

超越」等組合關係。而且這些看似分立兩端的概念，卻巧妙地綰合於「堯舜」的

形象之中。是以，當我們在以哲學概念進行許多中國思想的分析時，或許回到較

為具體的經驗思考點，當會有更清楚的理解進路之可能。「堯舜」之形象或可作

如是觀！

  



敘述與詮釋：出土文獻研究之反省＊ 

 
林啟屏 

政治大學中文系 

 

 

一、前言 

 
自上個世紀以來，中國古代學術之研究，由於許多出土文獻的發掘與出現，

帶來了重大的影響。這一影響所及，不僅對於古文字學領域的發展，有著高度的

積極性作用，也對古代歷史與學術思想之研究，同樣帶來重大的衝擊效應。因此，

許多學者對於這個新的發展，抱持著高度樂觀的心情，並期待經由這些「新材料」

的運用，可以解決「秦火」所產生的學術斷層的遺憾。1此一理想的冀盼，在經

過文本的深入清理與研究之後，的確解釋了許多問題，例如荀子所謂的「思孟五

行」的說法，便由於〈五行〉的出土，開啟了重新的理解與詮釋之可能，使我們

對於先秦儒家思想的發展有了進一步的認識。2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敘述、詮釋與定位：出土文獻研究的三個面向」之部分成果，計畫

編號：（NSC99-2410-H-004-186）。 

不過，在這些樂觀的發展進程中，

因著這些材料所帶來的「詮釋」問題，其實也是不少。畢竟任何的「文字材料」

只要是能產生意義之釋讀，都必然會產生與「語言」相關的「詮釋」問題，我們

無法迴避。而這些「詮釋」問題的產生，就不得不注意到「作者」、「作品」（文

本）、「讀者」（詮釋者）之間的複雜關係。是以，當我們樂觀地面對出土文獻研

究的新局面時，存在我們心中的一件事，便是應當注意此一詮釋過程，所可能會

產生的問題，如此方能更為適切地運用這些「新材料」，並得出「新詮釋」。因此，

底下本文將從兩個方面切入，分析「敘述者」的視野對於史實觀點的不同，及其

可能的意義。另外，本文亦將討論「詮釋觀點」的產出與學術流派關係，並檢討

1 「秦火焚書」此一歷史事件，對於中國古代學術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其實是相當地深遠。今日

我們之所以會對先秦思想研究，產生許多的斷層，大抵與這個關鍵事件有著密切的關係。詳細論

述，請參：拙著：《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 年)，
＜第九章 儒學的第一次挫折：以「秦火焚書」為討論中心＞，頁 342-360。 
2
 有關思孟五行之說的研究，向來為荀子研究上的問題。因為，〈非十二子〉對於此說的批評，

相當嚴厲。然而，我們又無法從孟子的相關言論之中，找到類似「金木水火土」的說法，而傳統

「仁義禮智信」之解，也讓我們無法明白有何「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之

處。因此，形成解釋上的難題。可是，當〈五行〉篇一出，這個問題便迎刃而解了。因為，在這

篇出土文獻之中，指出「仁義禮智聖」才是「五行」，而且此中蘊含「人之道」與「天之道」的

問題。所以，對於強調「天人相分」立場的荀子而言，是有些難以接受的。詳細論述，請參：黃

俊傑：＜荀子對孟子的批判──「思孟五行說」新解＞，收入：氏著：《孟學思想史論卷二》(台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 年)，頁 106～108。 



其間的方法意識問題。 
 

二、敘述、動機與立場 

 
「文獻」的基本構成元素是「語言文字」，是以任何文本的完成與理解，都

不可能離開「語言文字」的創作釋讀過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運用語

言文字的表達過程中，「書寫者」的視野，其實容易影響了文本的走向，尤其在

強調「敘事」的內容上，此種書寫者的「敘述」視角，通常隱涵著其對於敘寫對

象的價值判斷，而此類價值判斷則透過文字隙縫的安排，代入了書寫者的動機。

是以，解讀文獻的背後心理動機，當是正確掌握其價值判斷立場的根據，而要完

成此一任務，釋讀雖或可以從其他相關文字來加以證成，但有時缺乏此類佐證的

文獻時，釋讀者便須從文獻的「敘述」視角，才有可能適切地解讀文字隙縫中的

書寫者動機與立場了。 
當代學者王靖宇便曾指出：3

敘事文可說是具有連貫性和先後順序的事件記錄。敘事文的結構中有兩個

因素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被敘述的事件必須具有先後順序，如果不是這

樣，那就成了單純的描述而不是敘事。其次，僅僅是一系列事件本身，而

不能保證必然構成敘事文。也就是說，這些事件必須以某種方式結合起來，

使得讀者想要讀下去，想要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某個人物或某種狀況將

如何變化，衝突是否將解決，怎樣解決，等等。換句話說，敘事文一連串

的事件必須導致或能夠導致某種結果，而事件的連貫性正是由讀者對此結

果的期望和渴求所構成。 

 

王靖宇在此表達了敘事書寫的閱讀效果，並某種意義點出了「讀者」參與文本敘

述的「心理」期待。事實上，他的這段話除了「讀者」的「心理」期待之外，「作

者」安排這一連串的時間系列之事件的用心，恐怕更值得我們分析。畢竟，讀者

雖可能為一「逆溯作家」，可是引導結果方向的安排，仍然掌握在書寫者的手上。

是故，這些具有先後順序發展的一連串相關敘述的真正立場，便是釋讀活動的關

鍵之一。 
關於這個問題，高辛勇在處理敘事文本的「動機」時，或許提供了一個可參

考的方向。他指出湯瑪謝夫斯基提出「動機」當為觀察中國傳統小說與現代小說

特性的入手。他說：4

西方人初讀中國小說時，常會覺得其結構鬆弛、情節散漫，或事件缺乏「統

 

                                                      
3
 請見：王靖宇：〈中國敘事文的特性－方法論初探〉，收入：氏著：《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 年)，頁 4。 
4
 高辛勇：《形名學與敘事理論：結構主義的小說分析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年），

頁 47-48。 



一」性。這個問題可以從「故事動機」的觀念來了解。湯氏將敘事「動機」

歸納為三項：「故事動機」、「寫實動機」與「美感（或藝術）動機」。也就

是說，敘事文材料的選擇與情節安排、技法的採用等等，可以用這三種理

由來解釋。其實在這三種理由或動機之外，我們還可加上「題旨」動機（亦

即載道或說教意圖）。中國小說通常偏重「事實動機」與「題旨動機」。……。

「題旨動機」可以追溯到「列傳」中以人物品性或「屬性」為分類的類傳

（如「遊俠」、「刺客」、「酷吏」等與「列女傳」的品性、性格分類），以

及先秦諸子中的「寓言」（故事的目的在於解說顯明某個觀念）。 

高辛勇的這個觀察饒有趣味，不過，我認為強調「題旨動機」的作法，在先秦時

代應當是相當普遍的方式，尤其當敘述的內容涉及「對象」與「事件」時，古老

的書寫習慣不會只是在進行一種「客觀事實」的描述而已。他們會運用「意在言

外」的方式，委婉地表達自己的看法。而有意思的是，在這些所謂「事實」的語

言文字描述背後，常常隱涵有「價值判斷」於其間。換句話說，書寫者所選擇的

「對象」、「時間」、「事件」，甚至先後順序之安排，大抵會配合其設定的「價值

判斷」之立場，進行鋪排，而非只是依照「客觀」「自然」的樣態，來加以敘寫。

事實上，這種寫作的習慣在中國古代史家的筆下，的確是一種經常看到的書寫傳

統。黃俊傑甚至在考索儒家的歷史敘述時，指出「道德學與政治學」的背後目的，

恐怕才是儒家歷史敘述的真相。所以，「古」與「今」的關係不會是為歷史而歷

史的客觀書寫，相反地，以「古」諷「今」的道德式書寫，才是撰史者真正的用

心。5

李隆獻曾於其一篇討論〈姑成家父〉的論文，指出先秦對於歷史敘事書寫的

一項特點，他認為古代文獻的載述之差異，「實際上正展示了傳統歷史敘事的特

色：以史為鑑的道德意識與倫理價值的強調／追求，明顯影響敘事要素的安排；

同一事件以不同模式／立場論述，即傳達出不同的德行意涵與核心關懷。先秦文

獻──不論傳本或簡本──呈現出中國傳統歷史敘事的各種樣態，且涵容極為開放

的詮釋空間，而『歷史』在各種立場／觀點的論述中，各自展現了不同面貌的『真

實』」。

這個說法，相當鮮明地突出古代儒者的歷史觀，也點出了古代中國史家某

些作史、述史的立場。而這些目的與立場，若從「敘述」的角度來看，便是類似

高辛勇所說的「題旨動機」的部份。因此，當我們對於古代文獻進行分析時，這

個視角便是研究者不可忽略的部份。以之來檢視今日的出土文獻之研究，我認為

有其值得思考的地方，應當加以說明。底下便以〈姑成家父〉與《左傳》、《國語》

的敘寫，作為分析的例子。 

6

                                                      
5
 請參：黃俊傑：〈儒家論述中的歷史敘述與普遍理則〉，收入：氏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

通論篇》（台北：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1 年），頁 405。 

李隆獻的論述點出了「何謂歷史真實？」的這個問題，同時也說明了敘

事書寫過程可能存在著「相對性」之現象。因為，這些對於「事件」書寫視角的

產生，必然會聯繫到「書寫主體」的歷史意識與世界觀，而在書寫者的歷史意識

6 
李隆獻：〈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2010
年 6 月），頁 75。 



與世界觀下，所顯現出來的歷史事實，便容易帶有書寫者的主觀認識了。並且，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所突顯的歷史活動，將會在「意義」與「價值判斷」的層面

產生差異，而非是由於歷史的客觀行動或事實有了什麼重大的不同。所以，同一

件歷史事件的載記，不同的書寫者當會有差異詮釋之可能。以此來檢視〈姑成家

父〉與《左傳》、《國語》的記錄，正好可以說明上述現象。 
〈姑成家父〉所記載的歷史，主要是涉及晉國郤氏家族與厲公及其他權臣之

間的鬥爭。相關古代文獻有《左傳》、《國語》、〈姑成家父〉三篇。這三篇的記錄

互有詳略，李隆獻曾仔細比對分析三篇之描述，並依其特點說明了：7

《上博》載「三郤之亡」主要站在同情郤氏的立場，學者早已論及；簡文

中「為士憲，行政迅強」、「躬與士處官，旦夕治之，使有君臣之節」、「三

郤中立，以正上下之過」等對郤氏明顯的稱美，更是《左》、《國》所無。

簡文中苦成家父的言論──回應欒書之言、與郤錡討論是否出兵──得到最

多篇幅的記述，充分凸顯其盡忠為公形象。簡末載「三郤既亡，公家乃弱，

欒書弒厲公」，顯然呼應開篇三郤之忠於國家與欒書之陰謀作難，而以晉

厲濫殺忠臣、終遭弒死總結全篇的教訓。如此則《上博》仍有其獨特的敘

事意涵，與《左》、《國》均不盡相同；〈晉語六〉以君臣不知修德為誡；

它〈語〉則多舉此事以明「舊怨」之可畏；《左傳》站在縱觀史事的制高

點，檢討三郤之亡，諸卿爭權與晉國國勢的浮沈升降；《上博》則著力於

描寫苦成家父的為公／國盡力，與晉厲昏庸、不察忠奸的悲慘後果，想傳

達的似乎是人主須體察臣下之衷，分辨忠奸善惡，勿輕信讒言的警戒意

涵。 

 

基本上，李隆獻在上述的分析，其實已經相當詳細且清楚地說明了三份文獻在同

一事件書寫上的差異及其可能意義。本文在具體文獻的分析上，接受其論析結果。

但本文所關注的問題焦點在於：敘述動機下的題旨之方向，與「歷史事實」之間

的關係，從而指出古代敘事中的價值判斷之立場，進而說明「歷史意識」之本質。

因此，底下將朝這個方向聚焦，以彰明研究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時的一個重點。 
從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出發，我們不難看到這場晉國君臣權力鬥爭的大概。

其中，構成這場權力鬥爭大戲的主要元素，包含有：晉厲公、郤氏家族、其他群

臣，甚至連外族白狄，也在這場歷史舞台上，佔了一定的位置，進而成為事件的

元素之一。因此，在客觀歷史的事實部分，我們大致可以確定上述所指的幾個元

素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此外，在這些共有的元素外，政治鬥爭的失敗者皆指向三

郤，亦是一共有的「事實」。因此，幾位共同的人物元素，配合一場權力鬥爭的

事件的展開，便構成了這場足堪警誡的歷史大劇。從上述這個事件的梗概來看，

三郤遭忌，厲公與群臣共謀除郤氏，郤氏滅族，厲公被篡，大致是先後的發展序

列脈絡。但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指出的是，不同的書寫者對於此次事件的敘述視

角，卻有明顯之不同。其中，最為明顯的差異，主要是在於人物敘寫時的評價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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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隆獻：〈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文學報》，頁 73。 



向。以〈姑成家父〉為例，郤犨（姑成家父，或苦成家父）的形象與傳世文獻大

不相同，簡文云：8

苦成家父事厲公，為士憲，行政迅強，以見惡於厲公。厲公無道，虐於白

狄。白狄反之。苦成家父以其族三郤征白狄，不使反。躬與士處官，旦夕

治之，使有君〔簡 1〕臣之節。三郤中立，以正下上之過，強于公家。……

〔簡 6〕 

 

由此可見簡文對於郤犨的描述是採取正面評價的筆法，是以此一權力鬥爭的本質，

主要是突顯出無道之君及讒臣與賢能之臣間的矛盾衝突。然而，如同許多學者指

出的事實，在《左傳》與《國語》的記載中，郤犨根本是一無德者，不僅收賄，

又妄自尊大，且權力欲望甚重，所以郤氏家族的覆滅，實來自其家族成員問題。

除此之外，在〈姑成家父〉中被描述為野心陰謀家的欒書，在《左傳》與《國語》

之中，則有其正面之敘寫。9因此，存在於兩組文本之間的共有事件，卻是有著

分裂書寫的現象。關於這一點，其實相當有意思。李隆獻對於如此分裂的敘述書

寫，主要是從開放詮釋乃至多元書寫的角度，說明其中之意義。10

誠如前文所述，「題旨動機」是先秦文本書寫時的書寫者心理狀態之活動，

這種題旨動機普遍地存在於許多文獻的書寫脈絡中，尤其當「言在此」而「意在

彼」時，這種心理狀態的影響就愈發顯得重要。然而，構成這些心理狀態之活動，

且得以成為書寫的背後依據，則隱隱然指向一個特殊的思維傾向，那就是「存在」

與「價值」具有合一關係的思維模式上。這個將「存在」與「價值」相結合，以

觀萬事萬物的方式，突出了先秦時人的思考習慣，也進一步影響中國文化發展的

方向。因此，當今日我們面對出土文獻的研究時，不得不注意這個時人思考問題

的起點。換句話說，先秦的思想家看待世界的進路，並不是一種純粹的「客觀」

視角，而是以著「價值判斷」的眼光，來作為理解一切人事物的基礎。而且，「理

解」的過程是如此，「書寫敘述」的過程亦復如是！職是之故，我們在處理出土

文獻與傳世文獻的詮釋時，便應對於這個「存在」與「價值」相結合」的動機、

立場，或視野，要特加留心。其實，更進一步地講，「時間經驗」本來就是一種

自然的經驗過程，是人們客觀真實的存在感受，但是，先秦時代的人們卻從時間

的經驗過程中，發現到足堪「教訓」的意涵。也就是說，先秦的人們敏銳地注意

到客觀存在的世界，並非只是客觀存在的姿態，其存在的自然性質，常常是遙指

「規範」的價值意涵。是以，當孔子慨嘆「天何言哉！」時，語言文字的事業便

當然，我並不

反對這些文本的差異現象，可以反映上述之意義。但我更關心的是，處在開始以

「人」為本位思考的先秦時代，他們在處理「時間經驗」的立場，究竟反映了什

麼樣的思維？而這些思維傾向，又當為今日的古典研究帶來什麼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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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鳳五：〈上博五《姑成家父》重編新釋〉，《臺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06年12月），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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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討論，請參：李隆獻：〈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

文學報》，頁 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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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李隆獻：〈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文學報》，

頁 63-74。 



只是揭露此一意旨的手段之一罷了。於是，自然山川也好，時間經歷也罷，客觀

存在的一切，當展開其價值判斷的姿態，進而與詮釋者形成意義共舞的現象。此

時，閱讀自然、閱讀歷史，都成為成就「自我生命」的過程，而生命也就不能只

是一種「自然」的自我存在狀態，其「完成」自亦不是依時間序列，如線性般自

然地完成。相反地，自我生命的完成，必然有待價值意識的完成，方可謂之為「成

人」。此即是中國古代書寫文獻的基本動機與立場！ 
以此來檢視〈姑成家父〉與《左傳》、《國語》之差異敘述，我們實可注意到

書寫者縱然有著立場的不同，如用力批判郤氏家族或著眼於欒書之權謀、厲公之

無道，這些「不同地」書寫者卻都能抱持著一個共同的高度視野，那就是如李隆

獻所言的「以史為鑑」的道德教訓立場，或是黃俊傑所說的歷史敘述即是「道德

學與政治學」。這實是相當重要的一點，只有釐清這一點，我們才不致於陷入那

一份文獻的記載合乎客觀歷史？那一份文獻為他人偽作？之類的無解問題。而且，

也只有從這一點出發，書寫者的動機、立場才得以顯豁。我們也才更能進一步了

解先秦文本的文字敘述，有時不宜僅以「語言」層面的語意建構為滿足，其背後

所彰顯的價值判斷，方能深刻表現古人的世界觀。是以，今日從事出土文獻之研

究，當掌握此一敘事視角的特質，方能更適切地理解古代的歷史活動之意義。 
 

三、詮釋、信念與學派 

 
對於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來說，「學派」的問題絕對是一個極為吸引人的課題。

當然，我們也知道將先秦思想進行家派之區分，雖然可以上推至戰國時期，但真

正形成體系的區隔，則要等到漢代對於先秦圖書的的整理經驗豐富之後，「學派」

的區分方顯得更臻穩固。不過，今日習以為常的學派之區分，在戰國時期畢竟仍

在發展之中，因此，我們對於先秦思想家分派時，其實常會有界限模糊的問題。

也就是說，當我們將課題焦點集中在先秦思想的「學派」時，我們必須先意識到

在先秦時期，這些學派的區分，仍然是屬於不穩定的狀態。否則，如果硬是將後

來的「學派」模式套上古代研究，有時反而會影響了先秦思想研究的動態性。因

此，關注此種學派不穩定狀態之發展，對於欣喜於新出土文獻將改寫古代思想史

的我們，應當是極具意義的一件事！ 
事實上，由於新出土文獻所帶來的影響，許多學者在進行研究時，為出土文

獻「定位」常是論述的焦點所在。尤其是在歷經秦火之後，許多典籍殘缺，一旦

有了新的文獻材料，大家急切地想要將這些文獻進行流派的歸屬，以便補苴這段

空白的思想史，當屬可以理解。然而，誠如上述，「學派」的概念在先秦思想家

的心中，是否已經那麼固定而牢不可破？恐仍有討論空間。因此，過分樂觀地為

出土文獻「定位」，有時反而會為先秦的思想研究帶來更多的問題。其實，「學派」

的認定經常會涉及這些學術社群在「觀點」的詮釋上，是否有其相同或相似之處？

才會將之歸為同一學派。而且，更進一步地講，要確認為同一學派之標準，究竟



是從理論的「核心信念」入手，11或是從其「世界觀」入手？12大抵上，也仍有

爭論的餘地。如果我們不能在這些層面作更為細緻的處理，則快意地為出土文獻

歸屬學派，有時反而是成為問題的製造者。我在此文的分析切入點，主要是認為

可以運用「核心信念」的方式，來討論「學派」的問題。關於運用「核心信念」

（basic belief）於學派之討論，我主要是從奎因（W.V.Quine）處理知識型態之區

隔時所採的作法，受到啟發。基本上，奎因認為知識是由一連串的信念（belief）

所構成，他稱這些組合而成的信念為「信念之網」（the web of belief）。同一信念

之網所構成之知識，主要由「核心信念」為軸，輻射為一張知識之網絡。但如果

「核心信念」不同，則不管其相關主張有多少之類近，亦將視為是不同的「信念

之網」，於是，知識型態乃產生差異，其「學派」之歸屬，自亦不同。當然，「核

心信念」之所以為「核心信念」，奎因認為應當符合幾個標準：「保守主義」

（conservatism）、「素樸」（modesty）、「簡單」（simplicity）、「普遍性」（generality）、

「否證」（refutability）。能符合這幾個標準，方有成為「核心信念」之資格，而

這就是一個知識型態產生的基礎。奎因的這個說法，對於解釋「學派」是否成立，

有其細密的論證效果，因此，我借用此說以為論述學派的起點。13

在出土的文獻之中，〈凡物流形〉所引發的討論是相當有意思的一篇文字。

整理者曹錦炎認為本篇「包括自然界和人世間，亦即自然和社會的相關問題。」

以下，便試以

〈凡物流形〉的思想歸趨為例，討論「學派」的相關問題，並進一步指出「詮釋」

方法在出土文獻研究過程中，應注意的相關事項。 

14

這是相當正確的觀察。因為從甲本與乙本的文字來看，的確觸及這兩端的議題，

而且本篇在文章體裁的表現上，由於呈現出許多詰問的書寫模式，是以整理者乃

認為本篇文獻與《楚辭．天問》相類，故歸入為楚辭類作品。不過，單從文章體

裁便歸為《楚辭》類之作品，顯然並沒有獲得學界進一步的支持。因為許多學者

注意到本篇文字所表現出的思想傾向，恐應將其視為具有「哲學性」內涵的文獻，

方才適當。15

                                                      
11
 相關說法，請參：W. V. Quine ＆ J. S. Ullian, The Web of Belief（New York：Random House Inc , 
1970）, pp. 66-80 . 

王中江便指出〈凡物流形〉所論之「道」、「一」、「物」、「聖人」等

12
 勞思光曾分析不同的主體境界，帶有不同的世界觀。事實上，這個說法對於先秦學派的差異， 

的確也起了清晰區隔的作用。是以，如果我們要對先秦學派進行討論，這樣的切入點，或許也是 

一個值得注意的方向。他說：「儒言化成之義，佛作捨離之說，老子則由近乎捨離之『虛靜』境 
界轉出一支配義。蓋主體性本意味『主體自由』，儒學就事以實現理，化成中透露健動不息之自 
由；佛教教義則發般若以撤消萬有，捨離中透露靜斂無漏之自由；老子則由觀『反』」而駐於近 
乎捨離之境界；其所透出之主體自由雖亦近乎靜斂，但反射經驗界中，欲生出一支配經驗界之 
力量」。請參：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第四章 道家學說〉（台北：三民書局， 
2005 年），頁 232。 
13

 請參：W. V. Quine ＆ J. S. Ullian, The Web of Belief , pp. 66-80 
14
 請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頁 221。 
15
 關於〈凡物流形〉的文獻歸屬，整理者所著眼的地方，主要是從其詰問的方式，與詰問之內容

有類〈天問〉，故作如是之判斷。不過，隨著研究的成果增多，學者們更注意到本篇文字中的「哲

學性概念」的重要性，如「一」、「道」、「物」等。其實，如何適切地為古代文獻進行歸類？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由於本篇文獻所帶有的訊息，相當豐富。尤其是，關乎哲學性概念的討



概念，主要是處理：16

宇宙的生成、自然的起源，並圍繞“一”這個範疇而建立起了宇宙生成論、

自然哲學和政治原理，而“一”正是黃老學的核心範疇。“執一”、“守一”、
“執道”是黃老學對最高統治者聖人的教導，不同于儒家主要教導聖人以

“德”，法家主要教導明主以“法”。戰國時期的黃老學是一個立足于道家而

融合了名、法甚至儒的綜合性學派，乃至秦漢出現了以道家為主的高度綜

合性哲學作品《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凡物流形》還沒有將法家的“法”
同“道”、“一”結合起來，但其中已將“心”與“一” 、“君”和“聖人”結合了起

來，同《管子》四篇的“心術論”有很高的類似性。另外，他是否融入了儒

家“禮”的思想，還是一個疑問。 

 

王中江在這段的分析中，抓住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述主軸，那便是：要判定

一份文獻的思想家派之依據，必須從該文獻的「核心信念」入手。是以，他據以

為分析的立足點，即在於〈凡物流形〉的「一」之論述。並且，很清楚地指出〈凡

物流形〉的「一」與道家或黃老學的「一」，有著既同又異的關係。同的地方在

於皆指萬物之根源，異之處則是〈凡物流形〉之「一」，由於是「咀之有味，嗅

〔之有臭〕，鼓之有聲，近之可見，操之可操，握之則失，敗之則槁，賊之則滅」，

故而此「一」，當可為感官知覺所經驗，是以跟道家或黃老學採取否定感知之立

場，實不相同。17當然，如同上述，王中江也看到〈凡物流形〉的宇宙生成模式，

雖有同於道家黃老者，然其差異處亦相當明顯，可是卻仍然將之視為「戰國中早

期的黃老學作品」，這便說明了王中江認為詮釋古代的思想流派未可拘泥於「名」

之有無，而須看重其「實」之有無。18

事實上，將〈凡物流形〉視為是黃老一派的作品的主張，應當是目前解釋的

主流。曹峰對於〈凡物流形〉的研究相當地全面，他從淺野裕一的兩分文獻立場

出發，

若從本文的分析來看，即是「一」的核心

信念之「實」，當為其論據聚焦之所在。 

19

                                                                                                                                                        
論。因此，不要將其視為是〈天問〉一類之作品，而讓其進入古代思想史脈絡之中，或許會是一

個比較合適的作法。 

檢討了〈凡物流形〉是否可以分作兩部份文獻所組成的說法，又從《逸

周書．周祝解》之根本性提問，點出其思想間的類似性，再進而以「心不勝心」

之分析，說明《管子》四篇的「養心」、「得道」之說作為思想先導之可能，最後

16
 王中江：〈《凡物流形》的宇宙觀、自然觀和政治哲學──圍繞“一”而展開的探究並兼及學

派歸屬〉，《哲學研究》2009 年 06 期，頁 58。 
17
 王中江：〈《凡物流形》的宇宙觀、自然觀和政治哲學──圍繞“一”而展開的探究並兼及學

派歸屬〉，《哲學研究》，頁 49-50。 
18
 王中江：〈《凡物流形》的宇宙觀、自然觀和政治哲學──圍繞“一”而展開的探究並兼及學

派歸屬〉，《哲學研究》，頁 58。 
19
 淺野裕一認為〈凡物流形〉是由〈問物〉與〈識一〉兩份不相干的文獻所組成，曹峰雖同意〈凡

物流形〉可以分作兩部分來看，但不贊成二者是不相干的文獻。詳細論證，請參：曹峰：《楚地

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研究》（台北：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第九章 從《逸周書．

周祝解》看《凡物流形》的思想結構〉，頁 156-157。 



點出「道」（或「一」）的論述焦點，實與道家有著思想上的家族類似性。20可是，

曹峰也敏銳地注意到，〈凡物流形〉未必只有聚焦於「道」的論述而已，其側重

所在當即是：21

得道之後，無往而不利的一面。就是說，外王之道顯然要多於內聖之道，

這顯然是在迎合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因此〈凡物流形〉的政治目的極強，

「百物不失」、「知天下」、「治邦家」、「并天下而抯之」、「并天下而治之」

才是〈凡物流形〉的賣點所在。 

 

曹峰的這個觀察相當重要！因為，〈凡物流形〉雖與其他先秦舊籍所論之議

題，或提問的文章體式，有其相近之處，但本篇文獻畢竟在傳世文獻中未見。因

此，其內容屬性、書寫方式，乃至思想歸趨，自易成為待解決問題。其實，也正

是這個「未定」的身分，〈凡物流形〉所包含的內容，也就更具有意義。我們知

道〈凡物流形〉既然不見於今本的傳世文獻之中，那麼這篇文獻就未被漢代的學

術家派分類所收編，於是，在本篇所出現的許多說法，當可突破原有學術史的框

架，展現一種「開放性」的可能。緣此之故，我們不難看見〈凡物流形〉的「詮

釋」與「分類」，雖然未必要完全擺脫自漢以來的學術分類框架，但卻提供了重

新「詮釋」的機會。如同王中江的詮釋策略，曹峰將〈凡物流形〉的思想主軸與

「道」（或「一」）聯結時，傳統黃老學的印象，必然浮現。這其實是無法避免的

事！尤其是當我們區分家派的方式是以「核心信念」為軸時，上述的作法，應當

是極為正確的一種方式。 
可是，如此的作法，卻有一個必須思考的方法論問題產生。因為，當我們運

用「核心信念」作為學說類型的分判基準時，我們的思維背後實蘊含著一個「整

體論」的走向。我們會認為一個完整的學說，必然從其「核心信念」到「命題」，

乃至「系統」之間的邏輯關係是「一致的」（coherent）。即使其中存有「斷裂」

狀況，我們也會預設這個主張之間不會有矛盾。而更進一步的狀況，便是運用現

成已有的詮釋「模式」（此時我們暫時將「理論型態」，視為是一種「模式」），來

為新出現但可能未完整的學說，進行「概念縫補」的工作。事實上，這種研究方

式本來就是在進行古代研究時，經常可見的作法。本無所謂好壞，但卻須注意研

究對象的「待決定」部分，是否經詮釋之後，能使研究對象更加清晰，或更加立

體化，則為研究者必須注意的事。此外，如前所述，「核心信念」的選擇應當有

其標準，而學者們運用「一」或「道」作為論述〈凡物流形〉的「核心信念」，

其正當性與合法性又何在？似乎是一個值得再進一步分析的問題。 
再者，以〈凡物流形〉來說，正是有許多「待決定」的部份，而且其思想內

涵的理解，有時單靠其原有的文獻脈絡，又無法完全無誤地認定。因此，對於這

樣的研究對象，如果產生各類解釋之可能，實無須訝異了。其實，李銳在這篇的

                                                      
20
 詳細討論，請參：曹峰：《楚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研究》，〈第十章 《凡物流形》「心不

勝心」章疏證〉，頁 164-175。 
21
 請參：曹峰：《楚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研究》，〈第十一章 上博楚簡《凡物流形》的文本

結構與思想特徵〉，頁 196。 



文獻研究上，其態度便與王中江及曹峰有異，他在與鄔可晶討論簡序問題時，便

曾提出：22

順便說一句，在過去的竹簡編聯調整工作中，不少學者提出了很多創見。

這些創見有一些無疑是對的，有一些看似文句通順，但是卻與簡制不相容，

或者所作假設，立論前提難以解釋，這樣的編聯意見恐怕還需要進一步討

論。 

 

這段發言雖是討論簡序問題，但其實與我們進行出土文獻的學派歸屬時，密切相

關。因為，當我們在處理學派的歸屬時，我們所面對的對象常是不易加以歸類的

文獻，若不是在某些關鍵概念的論述上，文獻殘缺，便是連關鍵的概念的論述都

不是有系統地呈現。因此，不得不建立許多的「假設」來彌補這些概念之間的縫

隙。一旦以「假設」作為論證的起點，則錯誤或不當的區分，便無法排除其產生

的可能性。事實上，李銳的這種處理的態度，不僅表現在「簡序」的問題上，在

學派歸屬的討論，亦可見到一些端倪。他曾指出：23

簡文許多話與《老子》、《文子》、《莊子》、《呂氏春秋》、《管子》中《內業》、

《白心》、《心術》上下諸篇，以及馬王堆帛書《經法》諸篇，《淮南子》

等接近（當然，某些地方也或小有區別），而其他傳世文獻中也多有可供

參考者。因為先秦時期未必有所謂道家，所以本篇簡文並不能算作道家的

作品。簡文引格言有與孔子語相近者（亦有近於王充《論衡》所謂儒者之

言者），當亦非必出於儒家。其具體的學派屬性，目前尚難以斷定。由其

論一，不難看出這是在談論當時的“公言”；由其以“聞之曰”連綴全篇，可

以看出這是一個取材廣泛的思想作品。 

 

李銳在這裡清楚地表明〈凡物流形〉內容上雜糅各家的可能性，尤其所論乃當時

之「公言」，故許多家派都有發言的情況下，因此，我們並不容易將此篇文獻的

學派性質作出判斷。如斯之作法，正是想要避免因過多的概念「假設」，造成對

於客觀真實的學術事實的過度詮釋。李銳的此一立場，也明顯不同於上述王、曹

兩位學者之處理方式。 
基本上，前述兩種處理〈凡物流形〉學派歸屬的作法，正好突顯出我們在出

土文獻研究上的難題。誠如前文所述，判定是否為同一個學派的判準，透過「核

心信念」的分解，我們的確可以在眾多紛雜的材料中，辨識出具有相同傾向的文

獻，從而將之歸為同一家派，但也確如本文的方法論疑慮，「整體論」的立場是

否適宜運用於思想交錯的時代文獻？於是，我們或許應當以「闕疑」的方式，對

於出土文獻進行「現象」的描述，避免過多的「假設」以影響了「客觀真實」的

樣態。但是，如果我們僅對出土文獻作客觀之描述，而不作判斷，那麼許多古代

的研究便無法展開，而且所謂「客觀」描述的背後，真能「如實地」呈現我們所

                                                      
22 
李銳：〈《凡物流形》甲乙本簡序再論〉，孔子 2000 網，2009 年 1 月 10 日。

 

23
李銳：〈《凡物流形》釋文新編（稿）〉，孔子 2000 網，2008 年 12 月 31 日。 



看到嗎？我們會不會在客觀描述的背後，同樣也有一個「前理解」預存在我們的

說法中？凡此種種，似乎使我們進行出土文獻的研究必須審慎、再審慎。 
其實，運用理論型態之判準：「核心信念」，來對於出土文獻進行學派歸屬之

劃分，可以使一個學說的主張從「信念」→「命題」→「系統」之間的關係，立

體化、清晰化，有助於我們深入掌握思想對象的內涵。因此，透過「核心信念」

的把握，重建出土文獻的學派，實有研究上之價值。如王中江與曹峰所論述的「一」、

「道」，可使黃老道家的思想系譜展開，進而再追問分期之可能。另外，重視出

土文獻的客觀現狀，不妄增「假設」以補苴文獻的概念縫隙，亦是「實事求是」

的態度，如此當可避免因過度詮釋，而需更多的「假設」來彌縫理論之缺口，如

李銳之處理〈凡物流形〉的簡序，以及其中「類近」各家思想的文字脈絡，都表

現了這樣的精神。 
當然，我們也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上述兩種處理出土文獻學派歸屬的方法，

並非是一種互斥的作為。當我們追求學派理論的邏輯一致性時，不必然代表著忽

視文獻的客觀面，從而作了過度詮釋，以求建造一「理想類型」之理論、學說架

構；同樣地，在不妄增「假設」的務實態度下，進一步指出可能的學派方向，當

是學者對於研究課題的洞見之表現。如能適切地將「語意」的文獻層次，提昇至

「理論架構」之面向，亦可增強論述判斷的合理性與意義。合者雙美，離者兩傷。

是以，兩者相合以運用，當可於交光互影之際，為出土文獻的研究，帶來重大成

果。 
 

四、結語 

 
當代出土文獻研究之成績，已然隨著學者們的投入，而漸次開展出一些新的

局面。這些局面的發展，也不再只侷限於具體實質材料研究的方向，如文字考釋、

學派定位，而是開始了「方法反省」的課題。因為，當出土的材料越來越豐富，

研究成果越來越多之後，我們在滿足於各式實質問題解決的同時，也必須反省支

持我們詮釋文獻的背後形式原則的有效性與合理性。因為，經由「方法意識」的

反省，我們可以檢討研究過程中的許多盲點，形構學術判斷的嚴謹。雖然，形式

原則的掌握並不代表實質課題的解決，然而，透過對於形式原則運用的檢討，或

可有助於我們古典思想研究的深刻化。

 
  



中國古代天人思想與〈凡物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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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天」與「人」之間的關係，向來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重大課題。因為，

人類作為一「智性」之存有者，其一生出於人間世，便存活於天地之間。因此，

當人開始認識其生存環境時，其與「天地」的經驗關係，自然容易成為其聚焦之

所在。此從許多初民社會之研究的報告中，便不難得知。事實上，人類的文明之

建構的確與此一經驗的理解與解釋，密不可分。是以，探討此一天人思想之發展，

對於掌握人類自身的文明價值，將有助益。此外，從近年來的出土文獻來看，有

些文獻所關注的課題，也正是將其論述的焦點，置於「天人」思想的議題上，如

上博簡〈亙先〉的內容，便直接觸及「天人」之問題。在這一篇視為道家簡的文

獻之中，〈亙先〉從「先」、「亙」、「氣」等概念清理了宇宙生成的觀點之外，又

從「亂生於人」的角度，針對人間事進行評論。 可見創作者的關懷重點，確與

「天人」之際的想像有一定的關聯。1此外，郭店簡的儒家文獻，亦有對於「天

道」、「人事」投以相當的重視，如〈窮達以時〉所論，便直截由「有天有人，天

人有分」切入。2由此可知，這批記錄了先秦失落百年學術風貌的文獻，其實透

露著當時思想家們對於「天人」問題的許多主張。職是之故，本文將以出土文獻

〈凡物流形〉為討論對象，分析古代中國天人思想之特質，並且希望經由此一研

究，顯示出土文獻之研究在思想史判斷上的意義與價值，進而提供中國思想史研

究上的方法之思考。由於本篇文獻雖屬哲學性內涵之文筆，但思想來源頗為複

雜。3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敘述、詮釋與定位：出土文獻研究的三個面向」之部分成果，計畫

編號：（NSC99-2410-H-004-186）。 

是以，正可以突顯先秦時期的「天人」問題之開放性。因此，本文將從〈凡

1 相關討論，請參：王中江：《簡帛文明與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第二章 《恆先》的宇宙觀及人間觀的構造〉，頁 56-79。 
2 請參：拙著：《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 年)，
〈第七章 限制與自由：從〈窮達以時〉論起〉，頁 255-330。 
3
 請參：王中江：〈《簡帛文明與古代思想世界》，〈附錄一 《凡物流形》的生成與自然思想〉，

頁 526-544。另外，李銳對於本篇文字的複雜現象，亦有深入之討論。請參：李銳：〈《凡物流

形》釋文新編（稿）〉，孔子 2000 網，2008 年 12 月 31 日。 



物流形〉的論述中，勾勒先秦「天人」思想發展的相關課題。 

 

二、神聖與理性：先秦天人思想的轉變 

 

    太史公曾有句名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在這

句話中，點出自我期許的方向，其間便包含著對於「天」與「人」議題的重視。

此種自覺「天」「人」關係的思維，如同前言所述，當是「人」之作為存有者，

所必然會意識到的課題。而且，一如許多中西學者所注意到的事實，那就是古代

中國思想的一大重點，即聚焦於此一課題的梳理。是以，此時諸多的思想家與文

獻，對於「天人關係」的理解，便曾提出許多不同的主張。張亨先生針對古代中

國的「天人合一」觀進行分析，並區別出三種類型，分別處理了「A‧天－自然

與人的關係。B‧天－帝神與人的關係。C‧天－道與人的關係」，4更進一步地，

他指出天人合一的三種模式的內涵，可分述如下：5

A‧天人合德型：儒家基於個人道德主體的自覺，實踐擴充至無限的境界。

天被轉化為超越實體，是由人的內在德性的呈顯來證成的，同時也參與和

體證了宇宙萬物的究竟意義。 

 

B‧天人為一型：道家以為人致虛守靜到極篤處，解消我執，與物無對，

就是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的絕對境界。天是通過道所見的自然義。 

C‧天人感應型：陰陽家及董仲舒以氣化之天為主。雜以傳統的神性之天

乃至世俗的神秘信仰揉而為一。以人之形體與天象類比。謂之天人一也。

又以陰陽災異之變與人事相應。 

張先生所作的區分相當深入而精刻，尤其是將古來所發展的天人關係進行了極具

「差異性」辨別的分類，使得這三種類型的特徵，及其在中國思想發展上的意義，

完整披露。本文對於古代天人思想的討論，並沒有超越此一分類。不過，本文更

為重視在上述天人關係之發展上，人類因自覺反省而來的理性之作用，及其對「自

身」定位上的意義與價值。因為，「天」與「人」作為看似二元對立的關係，最

容易於矛盾衝突中，看出「人」看「世界」之視角，進而形構「人」的自身存在

真實性問題與意義。 

    誠如張先生所論，「人」所面對的「自然」、「帝神」與「道」的關係，造就

了古代思想家持論的焦點。但是，不管是如同儒家以「德」之自覺意識，轉化了

原始信仰下的「天」之意涵；或是一如道家的「與物無對」，發明了「人」「天」

在超越層次上的「同一性」（identity）關係，其實都是古代思想家在面對古代「天

                                                      
4 張亨：〈「天人合一」觀的原始及其轉化〉，收入：沈清松編：《中國人的價值觀－人文學觀

點》（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3 年），頁 179。 
5 張亨：〈「天人合一」觀的原始及其轉化〉，頁 207。 



人」課題時，所進行的一種「理性化」的思想轉換之事業。即使是強調氣化宇宙

立場下的神秘之世俗信仰，恐怕也都或多或少的滲入了某種「理性」的因素於其

學說中。這是一個相當值得注意的地方！ 

    事實上，此一「理性化」的展開，不同於近代以來的「工具理性」之昂揚。

雖然，兩個時代的思想家都以「理性」的姿態，對於前一時期的人類文明，進行

「解除魔咒」（disenchanted）的工作，6但其間實有著高度的差異性。因為當近代

以來的人們，以著高度的自信心面對「自然」時，其姿態是以「勘天役物」的征

服者心態出現。因此，如何「運用」或「支配」自然界，即是當時人的目光所在。

但是，相較於先秦時期的人們，其面對自然天地的態度，則迴異於近代的此種征

服心態。相反地，先秦時人雖然已經意識到「人」與「物」應當有別，如荀子所

云：7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

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但是，先秦時的思想家對於「人」與「天地萬物」之關係的理解，卻仍存在著一

種「和諧」關係。所以，即使是強調理性而重視人之尊貴的荀子，在區別出「人」

與「天地萬物」之差異後，其後所接著說明的理想中聖王之制，卻是以「不絕其

長」、「不失其時」的立場，著眼於「和諧」關係之建構。甚至在〈禮論〉篇之中，

更直指「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

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8

    此外，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此種強調「和諧」的天人思想之架構，在古代

儒者的思想中，不僅是由「天」而「人」，由「人」而「天」，如孟子所云之「盡

心知性知天」，更值得重視的是，「人」與「我」，「己」與「群」的關係，同樣分

享了此一「和諧」架構的成分。例如，《論語‧憲問》即記載孔子與子路的一段

話中云：

所以，荀子雖然是提出

了「天人相分」的觀點，但此一「分」並不是以「斷裂」、「衝突」、「征服」的角

度立論。相反地，其「分」的終極目標，恐怕仍然有著「和諧」方向的追求。理

性如此強烈之荀子是這樣地重視「和諧」，其他諸子對於「天」與「人」的關係

之理解，自是不出此一方向。因此，「和諧」的「天人關係」當為古代中國思想

中，共同的主張。 

9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

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

 

                                                      
6 韋伯在處理現代化社會之形成的討論中，認為神秘力量的理解模式遭到揚棄，透過可計算的理

性，迎接一個新的理性世界，便是一種「解除魔咒」（disenchanted）。 
7 北大哲學系注釋：《荀子新注》(台北：里仁書局，1983 年)，〈王制〉，頁 153。 
8 北大哲學系注釋：《荀子新注》，〈禮論〉，頁 373。  
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論語集注卷七 憲問〉，頁 159。 



猶病諸！」 

在這段文字中，孔子認為一位君子不能只是作為「自了漢」而已，當自家生命能

因道德涵養之浸潤，產生定靜安慮得的可能境界之後，更應該將視野投向廣大的

群眾，也就是孔子認為君子必須要在「修己」的工夫之後，接下來更須擔負「安

人」、「安百姓」的社會實踐與政治實踐責任。孔子的這個說法，背後隱涵著一個

「推導」關係的預設，那即是「己」與「群」或「人」與「我」必須具有「聯繫」

的積極性關係。只有當「群」或「人」的秩序獲得穩定，或理想獲得實踐，「個

人」或「自我」的生命實踐才算是達到「圓滿」的境界。用傳統的說法來講，便

是「成己成人」，或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說法。 

    當然，孔子的這個立場，並非孤明獨發，實為古代儒者之共識。孟子在〈公

孫丑上〉所云：10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

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諯於我者，知皆擴而

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

足以事父母。 

 

黃俊傑梳理這段文獻，特別著眼於「擴充」一詞的概念分析，他先從「天人合一」 

的關係切入，再說明「踐形」立場下的「身心一如」，也是基於「擴充」之工夫

而來，最後則指出「個人」與「社會」或政治的關係，亦可從其「擴充」概念推

導出來。黃說甚能彰顯儒者由「我」而「人」的一貫立場，而且呼應了《論語‧

憲問》的觀點。11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古代儒者對於「天」「人」「物」「我」之間的

關係理解，從來就不是一種「衝突」的「斷裂」模式。因此，當我們檢討古代的

「天人」思想時，這一點特質與傾向，就不得不加以注意了。釐清了這一點，我

們便可清楚古代中國的這一次的「理性化」之運動，其實與超越的「天」或神秘

「天」，並沒有產生「取代」的關係，而是一種「轉化」的作法。進一步地說，

即是古代思想家面對不可知、不可測的「天」，雖然不再如同原始信仰之迷信崇

拜，但是原本即有的「神聖性」卻在「轉化」過度到「理性化」的模式中，被巧

妙地保存了下來。也就是說，「神聖性」並沒有被視為非理性，古代儒者的努力，

反而讓「理性」與「神聖性」產生同質之可能。是以，其思惟方式乃呈現出一種

「和諧」的方式。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我們當能於「德」字的內涵變化之中，

找到其變化之消息。 

 

                                                      
10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孟子集注卷三 公孫丑上〉，頁 238。 
11 黃俊傑對於孟子在「擴充」一詞的理解上，便是以個人與社會的聯繫為其焦點。當然，他注

意到「心」的普遍必然性，才是使得這樣的聯繫具有價值意義。所以個人與社會的聯繫，應當建

立在價值意識的開顯事實上。詳細論證，請參：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卷一）》（台北：東

大圖書公司，1991 年），〈第四章 孟子思想中的羣己關係〉，頁 98-103。 



    正如張亨先生所言，「天人合德」型態下的模式，重點在於「道德主體的自

覺」，所以人的主體意識之覺醒，是古代中國脫離原始信仰進入理性化的重大表

徵。但在這個思想的轉變之際，古代中國人對於「天」的神聖崇敬，並未隨著「理

性化」的人文精神昂揚，進而成為被拋棄對象。相反地，當古人對於天的神聖性

產生質疑之時，他們積極地「轉化」天的內涵，使其更能切合新時代的思想需求，

尤其更能彰顯出「人」的力量對於世界的影響。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檢討「德」

字一義，在古代中國思想上的變化，正好透露此一思想變化的軌跡。 

    基本上，「德」字一義在古代中國的使用上，早期是與國家政權之取得有其

密切關係，至於後來有了「道德性」的意義之解釋，當與儒者對於古代思想的重

新思考有關。這也就是，本文於此所注意到的重點。但不管如何？「德」字在早

期的運用與解釋，或許不能完全排除道德性的意義，但作為政治意義的使用，進

而成為取得國家權力的象徵，當具有優先性的可能。《國語‧晉語》述及古史舊

事時，指出「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其同生而

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

姓。」12這段文獻所述，說到黃帝之子具不具有相同之「姓」，恐怕並非完全關乎

「血緣」之條件，否則不會二十五子，卻只有二人同姓，十四人有姓，十一人無

姓的情形發生。因此，「姓」的意義，當有別解。而且，〈晉語〉又云：13

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

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

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

合義。義以導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 

 

司空季子的所發的這段議論，若從今日「血緣」與「道德意識」的眼光來看，委

實有許多不通之處。因為若姓是指血緣關係，則不同的血緣關係如何能是同時出

自於黃帝之後（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又「道德

意識」會因為不同血緣關係，而產生相對性的差異嗎（同姓同德，異姓異德）？

凡此種種，實不易解。因此，自顧炎武之後，「姓」與「封國」的關係，乃受到

注意。14其後，李宗侗、杜正勝、王健文，或從人類學的角度，或從政治關係的

立場，剖析了「姓」與「德」在古代得國一事上的重要性。15

                                                      
12 左丘明撰，韋昭注：《國語》（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晉語四〉，頁

356。 

我在這些研究的基

礎上，進一步論證了「命」與「德」的關係，並指出「受命」即為政權取得的正

當性基礎，此則由「天」行之，是謂「天命有德」。而且，此時的「德」恐非全

然指涉道德，而是如〈晉語〉所載之古典義，代表一種族群間的「神聖屬性」之

13 左丘明撰，韋昭注：《國語》，〈晉語四〉，頁 356。 
14 請參：顧炎武：《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年），〈卷二十三‧

氏族相傳之訛〉，頁 652。 
15 詳細討論，請參：拙著：《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第二章 從古典到

傳統：古典「德」義及其發展〉，頁 36-39。 



認可。所以，「天命有德」乃以政權轉移為其基本內涵。16

    然而，當現實的歷史局勢發展至東周時，封建諸侯間的稱霸競賽，已然失去

了族群傳統的情誼，「天命有德」的解釋，在思想家的手中，不得不產生新的內

涵，所謂運用「道德意識」以轉化舊轉統，便是發生在此時。這個轉變代表了「天」

的神聖主動性，轉移到「人」的道德理性之發動。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學者觀

察此一變化，並稱之為「人文精神」的躍動，徐復觀指出此時：

 

17

天既為道德性之天，神也是道德性的神，則傳統的「命」，除了一部分已

轉化而為運命之命以外，還有一部分亦漸從盲目的運命之透出，而成為道

德性格的命。例如《左傳．文公十三年》邾文公以為「命在養民」的命，

及〈昭公二十六年〉晏子謂「天道不諂，不貳其命」，也都是道德性的命。

神是道德性格的神，命是道德性格的命，這一方面說明宗教已經是被道德

地人文精神化掉了；同時也說明由道德地人文精神的上昇，而漸漸地開出

後來人性論中性與命結合的道路。 

 

信哉斯言！徐復觀精刻地點明此時的「人文精神」之躍動，即在於人的道德主體

之自覺意識的顯豁，而且，正由於此一道德自覺意識的展開，原始信仰下宗教性

的「天」，乃能一轉而以「人文」、「理性」的形象，重臨人間。因此，這個巨大

的轉變，實標示了以「人」為中心的世紀之出現。18

    以上所論，集中於儒家改造古代天人思想的部份，不過，這次偉大的事業，

也不是儒家獨居其功。事實上，所謂道家思想對於這個課題所作出的貢獻，不下

於儒家。尤其，道家人物將「天」的原始信仰轉化為「道」的論述與理解，更是

充分地體現出古代中國人在形上思想上的創見。基本上，道家思想對於「天人」

問題的主張，大概可以從老子的思想中，窺其消息。在著名的《老子‧一章》之

說法，極具代表性。其云：

 

19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

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16
請參：拙著：《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第二章 從古典到傳統：古典

「德」義及其發展〉，頁 42-48。 
17 請參：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第三

章 以禮為中心的人文世紀之出現，及宗教之人文化〉，頁 56。 
18 誠如我在論文中所分析的事實，古代中國人開始對於「自身」的存在處境有了自覺時，第一

步便是產生「人」與「物」的差異性理解，進而建構了「人」的獨特性。是以，對於先秦時期的

思想家而言，重大思想課題之一，即為「人禽之辨」。如此的思想發展，自然會帶來一個以「人」

為中心的新世代。 
19 樓宇烈校釋：《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台北：華正書局，1983 年），〈一章〉，頁 1。本

文在此章對於有無的斷句，與王弼不同。故將「無」與「名」、「有」與「名」分言；「故常無

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則斷為「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如

此，則突出「有」與「無」在概念上的「觀念角色」之重要。 



此章之中，老子標出了「道」的首出性，其後又以「有」與「無」來論述之，並

且聯繫上「天地」與「萬物」的關係，是以，可以明顯地看出老子將屬於「天地

萬物」的認識，轉化於「形上之理」的「道」，來加以詮解。這是一件相當重要

的事。因為，當古代思想家開始進行抽象式的思考時，許多原屬於原始信仰的成

份，當在此一思惟過程中，逐漸褪去。當然，老子所謂的「道」，當作何解？今

日仍有許多紛爭，如袁保新便指出「道」的解釋，在《老子》一書之中，有著開

放性的多重詮釋之可能。是以，「唯物論」、「唯心論」、「神祕主義」、「自然主義」、

「客觀實有」、「主觀境界」等不同說法，皆有學者主張。20

    事實上，老子運用「有」「無」綜括天地萬物，並以「道」名之，其突顯出

的「玄理」性格，的確為後世的思想家所契合。是以，如王弼之解老，便相當能

抓住此一形上玄理的思辯特質。雖然，「有」「無」在超越層面的雙重性格，由於

王弼運用「本末」、「體用」、「一多」等二元對列架構的關係，反而將「有」拉到

形下之層，產生某種超越性的失落。但王弼的體悟，實比其他思想家更能切近老

子的立場。

然而，在上述的不同

詮釋模式中，除了神祕主義或許保留了某些原始信仰的成份外，其他立場大致都

能點出老子思想的「理性化」特徵，因為對於「天地萬物」的詮釋，已非透過人

格意志展現的說法，便可滿足思想家的心靈。 

21

    當然，老子思想以「道」來解「天地萬物」，既已展現其形上玄思性格，自

不宜再以原始信仰觀之，但此一思想發展，又突出何種新的概念變化，而影響後

世之思想呢？我認為或許從「一」概念的討論中，可以展現出老子將「天」的原

始信仰轉為理性化論述的些許痕跡。在《老子‧三十九章》有云：

 

22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

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在這段文字中，老子建構了「一」的「內在性」，因為不管是天、地、神、谷、

萬物、侯王，從自然到人間均分享了「一」之後，才能充分實現其存在的意義與

道理。此一論述，進一步將原始信仰的神聖性，轉化為一種形上論述的理性進路，

使得「一」的論述產生了「體」的意涵，從而影響了日後許多的思想論述。再者，

老子此處之「一」也點出了「實現性」意義。因為，只有「一」的實現，所有的

「存有」以及存在狀態，才能獲得「真實性」之保障，故此一論述又體現了「實

現性」的意義。其實，在《老子》一書中，有關「一」的使用，除了此處的「內

                                                      
20 詳細討論，請參：袁保新：《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老

子思想中「道」之形上性格底商榷〉，頁 131- 134。 
21 王弼對於老子思想的深刻體會，在中國思想史上是相當著名的事。不過，老子在「有無」概

念上的雙重超越性格，卻被王弼作了改變，使得「有」的超越性消失。詳細論證，請參：拙著：

〈「老子學」的兩個理論型態－以「韓非」「王弼」為例〉，收入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王叔岷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 年），

頁 204-208。 
22 樓宇烈校釋：《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三十九章〉，頁 105-106。 



在性」之外，〈四十二章〉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23

    綜上所論，我們可以發現古代中國思想從「神聖」轉至「理性」的進程，並

不是一種取代的「斷裂」關係，相反地是一種「和諧」的轉化結果。以儒者之說

為例，此一「理性化」的方向，是朝向人的道德自覺前進。道家之說，則是一種

理性的內在性回歸。因此，在諸多的典籍之中，我們雖然可以看到思想家對於原

始信仰下的宗教性之「天」，開始有了質疑的聲音，但是在質疑之後的作為，卻

不是斷然的捨棄，而是運用理性的精神包涵了神聖性。此外，值得提出的是，這

條從「神聖」到「理性」的路途，並不是只聚焦於「天」「人」之際的解釋，「人」

與「人」之間的安頓（人間社會），亦在此一條理性化的軸線上，安上了位置。

是以，「人／我」、「己／群」的連續性關係，造就了古代中國思想家的特殊主張，

從超越的神聖性到主體的理性，甚至是人為世界的制度秩序之設計，通通都一次

貫通，裡外無間，上下無別。從人類的精神文明之發展來看，這無疑是一項巨大

的成就。 

所突顯

的宇宙生成角度，亦是相當有意思的立場。由於解釋天地萬物人間所有一切的存

在，有其必要，因此，老子乃將原始迷信中的非理性成份清除，滿足了思想者的

智性之要求。但如何才又能保持此一「神聖性」而無損，便是一項不易的工作。

可是，老子於此則經由「宇宙生成」而分化，轉化「神聖性」的感受為一種「超

越性」的論述，亦可以看出此一「理性化」的方向。 

 

三、詰問與安頓：〈凡物流形〉思想之分析 

 

    上海博物館所藏之〈凡物流形〉楚簡，是一份相當有意思的出土文獻。學者

對於這份文獻的研究討論，相當多元。包涵了簡序的問題，是否分成兩份文獻的

爭議，以及學派之歸屬的討論，在在說明本篇出土文獻在學術研究課題上的多樣

性。本文所要處理的課題，主要是將其置於古代中國「天人思想」的脈絡下，進

行分析檢討。 

    首先，依照目前許多學者的研究來看，〈凡物流形〉反映的思想主要是黃老

學派的觀點，包括王中江、曹峰、陳麗桂等，均認為本篇反映了黃老思想的特徵。24

                                                      
23 樓宇烈校釋：《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四十二章〉，頁 117。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凡物流形〉時代的學派概念仍在發展之中，許多學術「概

念」與「文獻」的運用，也尚未完整地產生規範化的形式。因此，先秦的思想家

24
 請參：王中江：〈《簡帛文明與古代思想世界》，〈附錄一 《凡物流形》的生成與自然思想〉，

頁 542-544。曹峰：《楚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研究》（台北：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

〈第十一章 上博楚簡《凡物流形》的文本結構與思想特徵〉，頁 195-196。陳麗桂：〈上博（七）

〈凡物流形〉前後文之義理對應與「察一」哲學〉，收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主編：《紀

念瑞安林尹教授百歲誕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9 年），頁

831-850。 



在使用或運用概念時，恐怕會比今日的學者，擁有更大的開放性空間。所以，亦

有學者主張此篇文獻的「公言」性質。25

    根據整理者曹錦炎所述，〈凡物流形〉：

是以，當我們在檢討〈凡物流形〉的思

想特徵時，便須注意到此一「開放性」詮釋的可能性。 
26

從簡文內容分析，全篇可分為兩大部分。前四章為第一部分，主要涉及自

然規律；後五章為第二部份，主要涉及人事。如第一章是有關物體形成，

陰陽、水火等較為抽象的命題。第二章是關於人之生死由來，天地之立終

立始，五度、五氣、五言以及人鬼等內容。第三、四章主要是天地、日月、

水土、風雨、雷電、草木、禽獸等自然現象。第五至第九章主要是聖人之

能和關於人才之選拔，著重強調「識貌」的積極意義為其重要性，並圍繞

「貌」這個中心議題展開討論。全篇有問無答，層次清晰，結構嚴密，步

步深入，中心突出。 

 

上述所言，〈凡物流形〉應可區分為兩份文獻看待，淺野裕一便進一步認為這兩

部文獻當分屬楚賦作品，及道家文獻，並主張二者是在傳抄過程，混而為一的偶

然現象。曹峰對於淺野裕一之說，採存疑立場。因為，他從《逸周書‧周祝解》

的內容比對〈凡物流形〉的上半部內容，發現二者皆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提

問，雖然〈周祝解〉中的「道」，未必能同於〈凡物流形〉，但其論及「根本性」

的提法，及「執道」的回應，使二者的「相似性」，可供學者論定〈凡物流形〉

的兩部分文獻，當可以算是「有機」的整體。27

    基本上，曹峰的說明是較為符合文獻內容的觀察，論說也突顯了前後兩份文

獻的有機聯繫性，因此值得採信。其實，如同多數學者所言，〈凡物流形〉區分

為兩部文獻是可以接受的事實。當然，對於這兩部分文獻的簡序之安排，學者們

也仍然存在著討論的空間，但如果能夠合理地論析兩者的思考推理關係，或者將

其視一份完整的文獻，也應是一種審慎的作法。基於此，我認為〈凡物流形〉一

篇的內容，既是一份有機的完整文獻，那麼它反映出的思想變化之痕跡及其價值，

便是學界可以深入探討的部份。 

 

    其實，王中江在分析〈凡物流形〉一文時，便指出此中討論之範圍涉及「宇

宙觀」、「自然觀」和「政治哲學」。28

                                                      
25

 請參：李銳：〈《凡物流形》釋文新編（稿）〉，孔子 2000 網，2008 年 12 月 31 日。 

也就是說，本篇所論之範即是傳統的「天

人思想」。王中江的討論，相當深入地分析其中的「道」、「一」、「物」、「心」等

概念，並作了很好的哲學內涵之說明。本文不擬重覆相關的檢討。本文想要指出

的重點在於〈凡物流形〉一文，若置於前述所論古代「天人思想」的思想史脈絡

26
 請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頁 221。 
27
請參：曹峰：《楚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研究》，〈第九章 從《逸周書．周祝解》看《凡物

流形》的思想結構〉，頁 156-161。 
28

 請參：王中江：〈《簡帛文明與古代思想世界》，〈附錄一 《凡物流形》的生成與自然思想〉，

頁 526-544。 



中，其反映的意義與價值是甚麼？ 

    從〈凡物流形〉的書寫形式來看，學者們都注意到它的提問方式，有類於《楚

辭‧天問》或《逸周書‧周祝解》的表達手法，當然對於〈凡物流形〉的提問，

我們是否可以在文獻脈絡之中，找到回答其提問之可能的主張？學界的確也存在

著不同的看法，但共同承認本篇文獻運用了「詰問」的手法，則是無庸置疑的。

事實上，此一詰問的提出，若置於上古的思想發展來看，是相當有意義的一件事。

因為，這代表了「人」對「世界」的理解，正逐漸走向「理性」的路子。誠如前

一節所論，先民對於世界上許多無法進一步掌握或解釋的事物，包括天地、山川、

鬼神等類的疑問，或是如人間政權因何轉移之解釋，大抵會將之歸於神祕的超越

力量－「天」，來加以安頓。可是，這種詮解的方式，突顯了籠罩在古典神聖氛

圍下的「人」，離獨立自覺意識的醒豁，恐怕仍有一段距離。然而，當「人」的

主體意識漸次鮮明，這種訴諸神秘的神聖解釋，將無法滿足知識分子的心靈。於

是，透過各種人間事件，如政權轉移，如善惡誰報？等經驗之累積，人們仍不得

不向神祕而神聖的「天地」等，提出疑問。於是，「提問」乃展現了人的「自覺」

意識，進而步上「理性」之途。 

    從文本結構的角度來看，〈凡物流形〉確如學者所言，是由九個「聞之曰」

所構成的提問，提問所包涵的範圍相當寬廣，從天地、自然到人事問題，皆是本

文想提出的範圍。而這些提問之中，「懷疑」舊有的信念，正是構成本文的重要

軸線。所以，「奚」、「孰」之類的疑問字眼，幾乎貫串上半部的文獻。而〈凡物

流形〉既然對於舊有信念產生疑義，那麼本篇作者是否有著有自己的立場來面對

種種疑問之解答呢？基本上，我認為這是一個合理而可能的設想。雖然，整理者

曹錦炎不認為此文有回答問題的現象。不過，曹峰從「有機」整體角度所看到內

容，卻是一種有問也有答的方式，揆其關鍵當在於「一」與「心」的理解上。29

基本上，我同意曹峰的判斷，也認為其中反映了〈凡物流形〉作者處理問題詰問

的立場。因為，從〈凡物流形〉點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四生結」之後，

「一」變成是本篇文獻的「核心焦點」之所在，尤其「是故」一語下接了：30

有一，天下無不有順；無一，天下亦無一有順。無〔目〕而知名，無耳而

聞聲。草木得之以生，禽獸得之以鳴。遠之施天，邇之施人。是故：識道

所以修身而治邦家。 

 

其後又云： 

能識一，則百物不失；如不能識一，則百物具失。如欲視一，仰而視之，

俯而揆之，毋遠求度，於身稽之。得一〔而〕圖之，如并天下而取之；得

一而思之，若并天下而治之，此一以為天地稽危安存亡。賊盜之作，可先

                                                      
29

 請參：曹峰：《楚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研究》，〈第十一章 上博楚簡《凡物流形》的文本

結構與思想特徵〉，頁 184-196。。 
30 本文所據之釋文，主要參考李銳：〈《凡物流形》釋文新編（稿）〉，以及林義正於 2011 年

9 月 24 日在簡帛讀書會所作之報告中的釋文，特此說明。下文不再列出處。 



之知。 

上引兩段文獻突出了「一」作為核心論述的傾向，是以曹峰認為此處已經回答了

上半部文獻的提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處對於「一」的概念運用，其實涵括

了兩個有趣的面向，可以再加以分析。首先，當此處以「一」來綜括天地萬物山

川之諸般提問時，多數學者均注意到其與《老子‧三十九章》之間的相似性。可

是，〈凡物流形〉之下接文卻對於「一」再行補述時，似乎又和《老子》論「道」

時的敘述，顯得不同。其云： 

故一，嘴之有味，嗅〔之有臭〕，鼓之有聲，近之可見，操之可撫，握之

則失，敗之則槁，測之則減。識此言‗，起於一端。 

此處所謂的「一」不像老子將道體視為不可經由感官知覺察知的立場，反而著眼

於其可經驗的部份。就此而言，〈凡物流形〉看似又與《老子》不同。王中江與

李銳都曾對此種現象作出可能的分析。31其中，王中江指出「如果〈凡物流形〉

所說的“一”的可感性是指“一”通過“萬物』來表現，感知具體的物就是對

“一”的一種感知，那就意味著“一”本身是不能直接感知。」32

    其次，前引兩段論「一」的「聞之曰」，有提到此種「識一」的途徑，可以

是由「仰而視之，俯而揆之，毋遠求度，於身稽之」來完成，亦是一個有意思的

主張。因為，我們同樣可以在《易傳》的文字中，找到相應的立場。《易傳》有

云：

此一說法，巧

妙地將〈凡物流形〉與《老子》間的可能隙縫彌補起來，頗值參考。於是，若順

此解，則〈凡物流形〉的觀點，仍可與《老子》有同流之可能。只不過，必須特

別說明的是，此處的「可感性」當是一種「作用」或「實踐」時的表徵，而非指

「一」為一具體且可感之客觀世界之對象。 

33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 

 

在《易傳》的文字裡，我們可以嗅出〈凡物流形〉的某些思維方式。而且，八卦

六十四爻的運用，正是「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地之動，

貞夫一者也。」是以，若順《易傳》的立場思考世界的存在樣態，則以「一」為

始，恐怕是可以說得通的一件事。職是之故，〈凡物流形〉似乎也在此找到論點

的安居之處。於是，《易傳》除論天地、自然之外，人事的關係更是其重點，歷

                                                      
31

 請參：王中江：〈《簡帛文明與古代思想世界》，〈附錄一 《凡物流形》的生成與自然思想〉，

頁 531。李銳：〈道精、道一與道德、道說－試論理解《老子》之“道”的另一種角度〉，刊於：

《人文雜志》200 年第 5 期，頁 66。 
32

 請參：王中江：〈《簡帛文明與古代思想世界》，〈附錄一 《凡物流形》的生成與自然思想〉，

頁 531。 
33 樓宇烈校釋：《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繫辭下〉，頁 558。 



來儒者以《易》為應世的守則，更是許多著易者的精神依歸。以此而言，則〈凡

物流形〉下半部論「心」、講「聖人」的方向，同樣認為「天」與「人」之間，

有著密切的關連。此種思維看似類於《易傳》的思維模式，但我們是否又可以在

儒家的思想中，找到家族類似性呢？或許值得再進一步探討！〈凡物流形〉云： 

       

      聞之曰：識道，坐不下席，端冕，箸不與事，先知四海，至聽千里，達見 

百里。是故聖人居於其所，邦家之。視於天下，審於國。坐而思之，謀於 

千里；起而用之，陳於四海。 

 

又云： 

 

      心不勝心，大亂乃作。心如能勝心，是謂小徹。……能寡言乎？能一乎？ 

夫此之謂小成。百姓之所貴，唯君；君之所貴，唯心；心之所貴，唯一。 

 

這兩段引文指涉了理想人格的狀態，及其在政治事務上的作用。多數學者從這裡

看到了黃老學派的思想蹤跡，但是，此種理想人格的型態，是否只有黃老的傾向

呢？在《荀子‧解蔽》：34

 

 

      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 

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 

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 

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 

大人！夫惡有蔽矣哉！ 

 

〈解蔽〉的這段內容，正是表達了荀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之狀態。但如果從其所

描述的「大人」來看，則可以發現〈解蔽〉與〈凡物流形〉所敘述的內容，有著

高度的類似性。這絕非是一種巧合而已！其實，更進一步地說，荀子在這裡之所

以提出「虛壹而靜」的工夫，便是為了 「思道」、「知道」、「體道」而說，而且

最重要的關鍵點即為「心」。是以，〈解蔽〉為了去除「心術之患」，才有這一連

串的工夫之展開。由此看來，荀子處理理想人格時的作法，與〈凡物流形〉論及

「心」的方式，頗為吻合。職是之故，〈凡物流形〉在人間事的關注，或許在荀

子的儒學系譜中，有其相應之可能。 

    事實上，上述提出的兩個觀察點，只是指出〈凡物流形〉是否可以再從更為

「開放性」的角度，來處理其可能的思想意義，進而展現其文獻之價值呢？此何

以故，因為自本篇文字面世之後，討論其學派問題者，不知凡幾。而且，各從自

                                                      
34 北大哲學系注釋：《荀子新注》，〈解蔽〉，頁 420。其實，荀子的「天人」思想是否只有「天

人相分」的取向，頗有重新檢討的空間。因為，若從「虛壹而靜」之後的理想人格來說，「天」

與「人」的關係，恐不宜只有「斷裂」的關係模式而已。 



己的立場來看，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確為本篇文字的討論，帶來盛況。此固

是一價值也，不容忽視。但若當我們暫時擱下此一難解的問題，思考其思想史脈

絡之價值，或亦可備一說。35

    從前一節的討論之中，我們看到古代天人關係的討論，可以概分為三種，其

中董仲舒所持論之「氣化」、「感應」之說，雜有極多神祕原始信仰之成分，故不

具論。但以儒道二家為代表的「天人合德」與「天人為一」兩型，其實都表現了

古代中國人的「聯繫性思維方式」的「理性化」。我們知道雅斯培（Karl Jaspers）

曾提出「樞軸時代」（Axial Age）來解釋公元前八百年到二百年間，人類所經歷

的一次重大文明進展，其主要觀點乃指出人們開始意識到己身及其存在與整體世

界的關係，由此探詢了根本性之問題，從而走向「理性化」之路。

因此，在有關學派紛爭無法有效地完全處理前，我

認為〈凡物流形〉一文在古代「天人思想」上的意義，或許是可再進一辭而有益

於今日的古典研究。 

36

    以此來看，〈凡物流形〉的確顯示出如此之傾向。因為，當〈凡物流形〉對

於舊有信念提出「詰問」時，其已反映了此一「根本性」的提問，乃來自於「自

身」的困惑所導致。是以，在自覺意識的主導下，〈凡物流形〉使用了當時思想

上的「公共資源」，例如儒道二家對於「天」「人」問題的語彙、概念，甚至是思

維模式的運用，就可以獲得清楚的解釋了。於是，我們在〈凡物流形〉中，可以

見到「一」、「道」的形式抽象性語彙，也發現其「天」、「人」、「國家」之間的聯

繫關係。因此，站在此一從「神聖」到「理性」的思想史脈絡上來看，〈凡物流

形〉的開放性詮釋，或許正反映了古代中國思想的活潑與開放。掌握此一研究上

的特點，對於中國思想史之研究其實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當我們習慣於「類

型化」的研究模式時，〈凡物流形〉的開放性之特徵，促使我們面對古代中國思

想的研究，更需要採取一種寬闊的視角，將研究對象置入「長時間」的脈絡下觀

察，而非只是依「短時間」的經驗，便加以進行思想判斷。 

而這個「理

性化」的走向，在古典中國的表現即可由「天人」思想來加以說明。進一步地說，

中國古代文明的「突破」型態是一種「溫和」的模式，他不像其他地區的「突破」

方式，而是強調「天」「人」之間的「和諧」關係，所以當我們理性化看待己身

及其存在之時，我們同時也用「理性化」的模式，轉化了原始信仰中的神聖性力

量。所以，不管是儒家以「德」或道家之「為一」，其實都是一種「天人合一」

的模式，而其基礎便是「聯繫性思維」。當代學者李約瑟與史華慈曾經分從不同

的角度，說明了為何古代中國人的思維，從來不會將「天」與「人」切斷，甚至

進一步將「天」、「人」、「社會」、「國家」都連成一體。他們使用的論證便是「聯

繫性思維」。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凡物流形〉反映了此一「聯繫性」的思維

方式，那麼或許我們可以看待其價值的地方，便在於「理性化」的價值。 

                                                      
35 我曾針對此篇文獻的學派問題，撰寫專文討論，請參：拙著：〈敘述與詮釋：出土文獻研究

之反省〉，宣讀於：2011 年 10 月 29-30 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臺灣大

學中文系共同舉辦：「機遇與挑戰：思想史視野下的出土文獻研究研討會」。 
36 請參：雅斯培著，魏楚雄、俞新天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年），

〈第一章 軸心期〉，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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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會議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臺灣大學

中文系共同主辦，其中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雖然是會議之主要主辦方，

但是，此一會議是由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劉笑敢教授所主持之「簡帛

文獻與思想史研究計畫」之相關研究工作的延伸（該計劃原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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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會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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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 日至 

10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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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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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與挑戰：思想史視野下的出土文獻研究」國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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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已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過研習會，此次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舉

辦。是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梁濤教授乃於 2011 年 10 月 29 至 30

日，在北京召開此次會議。本人為「簡帛文獻與思想史研究計畫」之

參與成員，故以本計畫之成果與會發表。 

二、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計有 22 篇論文發表，以篇數而言，並不是特別多。但是，從參 

與學者的素質來看，則令人期待。例如出席者有普林斯頓大學的柯馬丁 

教授、芝加哥大學的夏含夷教授、牛津大學的 Dirk Meyer 教授、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學李晨陽教授，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以 

及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臺灣師大與政治大學教授發表論文，這些學 

者都是目前國際上相當重要的學者。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學術圈在國際 

學術研討會舉辦上，不再以數量取勝，相反地，他們注意到學術的發展 

必須是以傑出與優秀的學術成果之交流為基礎，其後續所帶來之效益方 

能擴大。這點相當值得注意！此外，本次會議之主題，雖以思想史下的 

出土文獻之研究為焦點，但是，大會也特別注意到出土文獻研究方法之 

面向。或許，這與呼應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劉笑敢教授所主持之「簡帛 
文獻與思想史研究計畫」之研究工作有關，可是這一點則突出了大陸在 
這個課題上的先驅位置。因為，劉教授相當注意近來出土文獻之研究成 
果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情形下，如果學界再不針對這個領域的方法課題進 
行思考，則相關成果的嚴謹性，將受到考驗。而中國大陸配合此一方向， 
進行研究，也已經展現許多成果。臺灣雖然有學者也意識到這個課題的 
重要性，但參與的學者並不算多。因此，如何帶起此一領域的研究風氣， 
成為我們應當深思的問題。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略) 

略 

四、建議 

   建議未來國科會可以主動組之研究團隊，將國內相關領域之優秀人才納 

入考量，並積極挹注資源，當可保持目前成果。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機遇與挑戰：思想史視野下的出土文獻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一冊 

六、其他 

檢附發表論文供參： 



 

敘述與詮釋：出土文獻研究之反省＊ 

 
林啟屏 

政治大學中文系 

 

 

一、前言 

 
自上個世紀以來，中國古代學術之研究，由於許多出土文獻的發掘與出現，

帶來了重大的影響。這一影響所及，不僅對於古文字學領域的發展，有著高度的

積極性作用，也對古代歷史與學術思想之研究，同樣帶來重大的衝擊效應。因此，

許多學者對於這個新的發展，抱持著高度樂觀的心情，並期待經由這些「新材料」

的運用，可以解決「秦火」所產生的學術斷層的遺憾。1此一理想的冀盼，在經

過文本的深入清理與研究之後，的確解釋了許多問題，例如荀子所謂的「思孟五

行」的說法，便由於〈五行〉的出土，開啟了重新的理解與詮釋之可能，使我們

對於先秦儒家思想的發展有了進一步的認識。2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敘述、詮釋與定位：出土文獻研究的三個面向」之部分成果，計畫

編號：（NSC99-2410-H-004-186）。 

不過，在這些樂觀的發展進程中，

因著這些材料所帶來的「詮釋」問題，其實也是不少。畢竟任何的「文字材料」

只要是能產生意義之釋讀，都必然會產生與「語言」相關的「詮釋」問題，我們

無法迴避。而這些「詮釋」問題的產生，就不得不注意到「作者」、「作品」（文

本）、「讀者」（詮釋者）之間的複雜關係。是以，當我們樂觀地面對出土文獻研

究的新局面時，存在我們心中的一件事，便是應當注意此一詮釋過程，所可能會

產生的問題，如此方能更為適切地運用這些「新材料」，並得出「新詮釋」。因此，

底下本文將從兩個方面切入，分析「敘述者」的視野對於史實觀點的不同，及其

1 「秦火焚書」此一歷史事件，對於中國古代學術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其實是相當地深遠。今日

我們之所以會對先秦思想研究，產生許多的斷層，大抵與這個關鍵事件有著密切的關係。詳細論

述，請參：拙著：《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台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 年)，
＜第九章 儒學的第一次挫折：以「秦火焚書」為討論中心＞，頁 342-360。 
2
 有關思孟五行之說的研究，向來為荀子研究上的問題。因為，〈非十二子〉對於此說的批評，

相當嚴厲。然而，我們又無法從孟子的相關言論之中，找到類似「金木水火土」的說法，而傳統

「仁義禮智信」之解，也讓我們無法明白有何「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之

處。因此，形成解釋上的難題。可是，當〈五行〉篇一出，這個問題便迎刃而解了。因為，在這

篇出土文獻之中，指出「仁義禮智聖」才是「五行」，而且此中蘊含「人之道」與「天之道」的

問題。所以，對於強調「天人相分」立場的荀子而言，是有些難以接受的。詳細論述，請參：黃

俊傑：＜荀子對孟子的批判──「思孟五行說」新解＞，收入：氏著：《孟學思想史論卷二》(台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 年)，頁 106～108。 



可能的意義。另外，本文亦將討論「詮釋觀點」的產出與學術流派關係，並檢討

其間的方法意識問題。 
 

二、敘述、動機與立場 

 
「文獻」的基本構成元素是「語言文字」，是以任何文本的完成與理解，都

不可能離開「語言文字」的創作釋讀過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運用語

言文字的表達過程中，「書寫者」的視野，其實容易影響了文本的走向，尤其在

強調「敘事」的內容上，此種書寫者的「敘述」視角，通常隱涵著其對於敘寫對

象的價值判斷，而此類價值判斷則透過文字隙縫的安排，代入了書寫者的動機。

是以，解讀文獻的背後心理動機，當是正確掌握其價值判斷立場的根據，而要完

成此一任務，釋讀雖或可以從其他相關文字來加以證成，但有時缺乏此類佐證的

文獻時，釋讀者便須從文獻的「敘述」視角，才有可能適切地解讀文字隙縫中的

書寫者動機與立場了。 
當代學者王靖宇便曾指出：3

敘事文可說是具有連貫性和先後順序的事件記錄。敘事文的結構中有兩個

因素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被敘述的事件必須具有先後順序，如果不是這

樣，那就成了單純的描述而不是敘事。其次，僅僅是一系列事件本身，而

不能保證必然構成敘事文。也就是說，這些事件必須以某種方式結合起來，

使得讀者想要讀下去，想要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某個人物或某種狀況將

如何變化，衝突是否將解決，怎樣解決，等等。換句話說，敘事文一連串

的事件必須導致或能夠導致某種結果，而事件的連貫性正是由讀者對此結

果的期望和渴求所構成。 

 

王靖宇在此表達了敘事書寫的閱讀效果，並某種意義點出了「讀者」參與文本敘

述的「心理」期待。事實上，他的這段話除了「讀者」的「心理」期待之外，「作

者」安排這一連串的時間系列之事件的用心，恐怕更值得我們分析。畢竟，讀者

雖可能為一「逆溯作家」，可是引導結果方向的安排，仍然掌握在書寫者的手上。

是故，這些具有先後順序發展的一連串相關敘述的真正立場，便是釋讀活動的關

鍵之一。 
關於這個問題，高辛勇在處理敘事文本的「動機」時，或許提供了一個可參

考的方向。他指出湯瑪謝夫斯基提出「動機」當為觀察中國傳統小說與現代小說

特性的入手。他說：4

                                                 
3
 請見：王靖宇：〈中國敘事文的特性－方法論初探〉，收入：氏著：《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 年)，頁 4。 

 

4
 高辛勇：《形名學與敘事理論：結構主義的小說分析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年），

頁 47-48。 



西方人初讀中國小說時，常會覺得其結構鬆弛、情節散漫，或事件缺乏「統

一」性。這個問題可以從「故事動機」的觀念來了解。湯氏將敘事「動機」

歸納為三項：「故事動機」、「寫實動機」與「美感（或藝術）動機」。也就

是說，敘事文材料的選擇與情節安排、技法的採用等等，可以用這三種理

由來解釋。其實在這三種理由或動機之外，我們還可加上「題旨」動機（亦

即載道或說教意圖）。中國小說通常偏重「事實動機」與「題旨動機」。……。

「題旨動機」可以追溯到「列傳」中以人物品性或「屬性」為分類的類傳

（如「遊俠」、「刺客」、「酷吏」等與「列女傳」的品性、性格分類），以

及先秦諸子中的「寓言」（故事的目的在於解說顯明某個觀念）。 

高辛勇的這個觀察饒有趣味，不過，我認為強調「題旨動機」的作法，在先秦時

代應當是相當普遍的方式，尤其當敘述的內容涉及「對象」與「事件」時，古老

的書寫習慣不會只是在進行一種「客觀事實」的描述而已。他們會運用「意在言

外」的方式，委婉地表達自己的看法。而有意思的是，在這些所謂「事實」的語

言文字描述背後，常常隱涵有「價值判斷」於其間。換句話說，書寫者所選擇的

「對象」、「時間」、「事件」，甚至先後順序之安排，大抵會配合其設定的「價值

判斷」之立場，進行鋪排，而非只是依照「客觀」「自然」的樣態，來加以敘寫。

事實上，這種寫作的習慣在中國古代史家的筆下，的確是一種經常看到的書寫傳

統。黃俊傑甚至在考索儒家的歷史敘述時，指出「道德學與政治學」的背後目的，

恐怕才是儒家歷史敘述的真相。所以，「古」與「今」的關係不會是為歷史而歷

史的客觀書寫，相反地，以「古」諷「今」的道德式書寫，才是撰史者真正的用

心。5

李隆獻曾於其一篇討論〈姑成家父〉的論文，指出先秦對於歷史敘事書寫的

一項特點，他認為古代文獻的載述之差異，「實際上正展示了傳統歷史敘事的特

色：以史為鑑的道德意識與倫理價值的強調／追求，明顯影響敘事要素的安排；

同一事件以不同模式／立場論述，即傳達出不同的德行意涵與核心關懷。先秦文

獻──不論傳本或簡本──呈現出中國傳統歷史敘事的各種樣態，且涵容極為開放

的詮釋空間，而『歷史』在各種立場／觀點的論述中，各自展現了不同面貌的『真

實』」。

這個說法，相當鮮明地突出古代儒者的歷史觀，也點出了古代中國史家某

些作史、述史的立場。而這些目的與立場，若從「敘述」的角度來看，便是類似

高辛勇所說的「題旨動機」的部份。因此，當我們對於古代文獻進行分析時，這

個視角便是研究者不可忽略的部份。以之來檢視今日的出土文獻之研究，我認為

有其值得思考的地方，應當加以說明。底下便以〈姑成家父〉與《左傳》、《國語》

的敘寫，作為分析的例子。 

6

                                                 
5
 請參：黃俊傑：〈儒家論述中的歷史敘述與普遍理則〉，收入：氏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

通論篇》（台北：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1 年），頁 405。 

李隆獻的論述點出了「何謂歷史真實？」的這個問題，同時也說明了敘

事書寫過程可能存在著「相對性」之現象。因為，這些對於「事件」書寫視角的

6 
李隆獻：〈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2010
年 6 月），頁 75。 



產生，必然會聯繫到「書寫主體」的歷史意識與世界觀，而在書寫者的歷史意識

與世界觀下，所顯現出來的歷史事實，便容易帶有書寫者的主觀認識了。並且，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所突顯的歷史活動，將會在「意義」與「價值判斷」的層面

產生差異，而非是由於歷史的客觀行動或事實有了什麼重大的不同。所以，同一

件歷史事件的載記，不同的書寫者當會有差異詮釋之可能。以此來檢視〈姑成家

父〉與《左傳》、《國語》的記錄，正好可以說明上述現象。 
〈姑成家父〉所記載的歷史，主要是涉及晉國郤氏家族與厲公及其他權臣之

間的鬥爭。相關古代文獻有《左傳》、《國語》、〈姑成家父〉三篇。這三篇的記錄

互有詳略，李隆獻曾仔細比對分析三篇之描述，並依其特點說明了：7

《上博》載「三郤之亡」主要站在同情郤氏的立場，學者早已論及；簡文

中「為士憲，行政迅強」、「躬與士處官，旦夕治之，使有君臣之節」、「三

郤中立，以正上下之過」等對郤氏明顯的稱美，更是《左》、《國》所無。

簡文中苦成家父的言論──回應欒書之言、與郤錡討論是否出兵──得到最

多篇幅的記述，充分凸顯其盡忠為公形象。簡末載「三郤既亡，公家乃弱，

欒書弒厲公」，顯然呼應開篇三郤之忠於國家與欒書之陰謀作難，而以晉

厲濫殺忠臣、終遭弒死總結全篇的教訓。如此則《上博》仍有其獨特的敘

事意涵，與《左》、《國》均不盡相同；〈晉語六〉以君臣不知修德為誡；

它〈語〉則多舉此事以明「舊怨」之可畏；《左傳》站在縱觀史事的制高

點，檢討三郤之亡，諸卿爭權與晉國國勢的浮沈升降；《上博》則著力於

描寫苦成家父的為公／國盡力，與晉厲昏庸、不察忠奸的悲慘後果，想傳

達的似乎是人主須體察臣下之衷，分辨忠奸善惡，勿輕信讒言的警戒意

涵。 

 

基本上，李隆獻在上述的分析，其實已經相當詳細且清楚地說明了三份文獻在同

一事件書寫上的差異及其可能意義。本文在具體文獻的分析上，接受其論析結果。

但本文所關注的問題焦點在於：敘述動機下的題旨之方向，與「歷史事實」之間

的關係，從而指出古代敘事中的價值判斷之立場，進而說明「歷史意識」之本質。

因此，底下將朝這個方向聚焦，以彰明研究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時的一個重點。 
從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出發，我們不難看到這場晉國君臣權力鬥爭的大概。

其中，構成這場權力鬥爭大戲的主要元素，包含有：晉厲公、郤氏家族、其他群

臣，甚至連外族白狄，也在這場歷史舞台上，佔了一定的位置，進而成為事件的

元素之一。因此，在客觀歷史的事實部分，我們大致可以確定上述所指的幾個元

素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此外，在這些共有的元素外，政治鬥爭的失敗者皆指向三

郤，亦是一共有的「事實」。因此，幾位共同的人物元素，配合一場權力鬥爭的

事件的展開，便構成了這場足堪警誡的歷史大劇。從上述這個事件的梗概來看，

三郤遭忌，厲公與群臣共謀除郤氏，郤氏滅族，厲公被篡，大致是先後的發展序

列脈絡。但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指出的是，不同的書寫者對於此次事件的敘述視

                                                 
7
 李隆獻：〈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文學報》，頁 73。 



角，卻有明顯之不同。其中，最為明顯的差異，主要是在於人物敘寫時的評價取

向。以〈姑成家父〉為例，郤犨（姑成家父，或苦成家父）的形象與傳世文獻大

不相同，簡文云：8

苦成家父事厲公，為士憲，行政迅強，以見惡於厲公。厲公無道，虐於白

狄。白狄反之。苦成家父以其族三郤征白狄，不使反。躬與士處官，旦夕

治之，使有君〔簡 1〕臣之節。三郤中立，以正下上之過，強于公家。……

〔簡 6〕 

 

由此可見簡文對於郤犨的描述是採取正面評價的筆法，是以此一權力鬥爭的本質，

主要是突顯出無道之君及讒臣與賢能之臣間的矛盾衝突。然而，如同許多學者指

出的事實，在《左傳》與《國語》的記載中，郤犨根本是一無德者，不僅收賄，

又妄自尊大，且權力欲望甚重，所以郤氏家族的覆滅，實來自其家族成員問題。

除此之外，在〈姑成家父〉中被描述為野心陰謀家的欒書，在《左傳》與《國語》

之中，則有其正面之敘寫。9因此，存在於兩組文本之間的共有事件，卻是有著

分裂書寫的現象。關於這一點，其實相當有意思。李隆獻對於如此分裂的敘述書

寫，主要是從開放詮釋乃至多元書寫的角度，說明其中之意義。10

誠如前文所述，「題旨動機」是先秦文本書寫時的書寫者心理狀態之活動，

這種題旨動機普遍地存在於許多文獻的書寫脈絡中，尤其當「言在此」而「意在

彼」時，這種心理狀態的影響就愈發顯得重要。然而，構成這些心理狀態之活動，

且得以成為書寫的背後依據，則隱隱然指向一個特殊的思維傾向，那就是「存在」

與「價值」具有合一關係的思維模式上。這個將「存在」與「價值」相結合，以

觀萬事萬物的方式，突出了先秦時人的思考習慣，也進一步影響中國文化發展的

方向。因此，當今日我們面對出土文獻的研究時，不得不注意這個時人思考問題

的起點。換句話說，先秦的思想家看待世界的進路，並不是一種純粹的「客觀」

視角，而是以著「價值判斷」的眼光，來作為理解一切人事物的基礎。而且，「理

解」的過程是如此，「書寫敘述」的過程亦復如是！職是之故，我們在處理出土

文獻與傳世文獻的詮釋時，便應對於這個「存在」與「價值」相結合」的動機、

立場，或視野，要特加留心。其實，更進一步地講，「時間經驗」本來就是一種

自然的經驗過程，是人們客觀真實的存在感受，但是，先秦時代的人們卻從時間

的經驗過程中，發現到足堪「教訓」的意涵。也就是說，先秦的人們敏銳地注意

到客觀存在的世界，並非只是客觀存在的姿態，其存在的自然性質，常常是遙指

當然，我並不

反對這些文本的差異現象，可以反映上述之意義。但我更關心的是，處在開始以

「人」為本位思考的先秦時代，他們在處理「時間經驗」的立場，究竟反映了什

麼樣的思維？而這些思維傾向，又當為今日的古典研究帶來什麼樣的啟示？ 

                                                 
8
 周鳳五：〈上博五《姑成家父》重編新釋〉，《臺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06年12月），頁19。 

9
 詳細討論，請參：李隆獻：〈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

文學報》，頁 59-62。 
10
 請參：李隆獻：〈先秦傳本／簡本敘事舉隅──以「三郤之亡」為例〉，《臺大中文學報》，

頁 63-74。 



「規範」的價值意涵。是以，當孔子慨嘆「天何言哉！」時，語言文字的事業便

只是揭露此一意旨的手段之一罷了。於是，自然山川也好，時間經歷也罷，客觀

存在的一切，當展開其價值判斷的姿態，進而與詮釋者形成意義共舞的現象。此

時，閱讀自然、閱讀歷史，都成為成就「自我生命」的過程，而生命也就不能只

是一種「自然」的自我存在狀態，其「完成」自亦不是依時間序列，如線性般自

然地完成。相反地，自我生命的完成，必然有待價值意識的完成，方可謂之為「成

人」。此即是中國古代書寫文獻的基本動機與立場！ 
以此來檢視〈姑成家父〉與《左傳》、《國語》之差異敘述，我們實可注意到

書寫者縱然有著立場的不同，如用力批判郤氏家族或著眼於欒書之權謀、厲公之

無道，這些「不同地」書寫者卻都能抱持著一個共同的高度視野，那就是如李隆

獻所言的「以史為鑑」的道德教訓立場，或是黃俊傑所說的歷史敘述即是「道德

學與政治學」。這實是相當重要的一點，只有釐清這一點，我們才不致於陷入那

一份文獻的記載合乎客觀歷史？那一份文獻為他人偽作？之類的無解問題。而且，

也只有從這一點出發，書寫者的動機、立場才得以顯豁。我們也才更能進一步了

解先秦文本的文字敘述，有時不宜僅以「語言」層面的語意建構為滿足，其背後

所彰顯的價值判斷，方能深刻表現古人的世界觀。是以，今日從事出土文獻之研

究，當掌握此一敘事視角的特質，方能更適切地理解古代的歷史活動之意義。 
 

三、詮釋、信念與學派 

 
對於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來說，「學派」的問題絕對是一個極為吸引人的課題。

當然，我們也知道將先秦思想進行家派之區分，雖然可以上推至戰國時期，但真

正形成體系的區隔，則要等到漢代對於先秦圖書的的整理經驗豐富之後，「學派」

的區分方顯得更臻穩固。不過，今日習以為常的學派之區分，在戰國時期畢竟仍

在發展之中，因此，我們對於先秦思想家分派時，其實常會有界限模糊的問題。

也就是說，當我們將課題焦點集中在先秦思想的「學派」時，我們必須先意識到

在先秦時期，這些學派的區分，仍然是屬於不穩定的狀態。否則，如果硬是將後

來的「學派」模式套上古代研究，有時反而會影響了先秦思想研究的動態性。因

此，關注此種學派不穩定狀態之發展，對於欣喜於新出土文獻將改寫古代思想史

的我們，應當是極具意義的一件事！ 
事實上，由於新出土文獻所帶來的影響，許多學者在進行研究時，為出土文

獻「定位」常是論述的焦點所在。尤其是在歷經秦火之後，許多典籍殘缺，一旦

有了新的文獻材料，大家急切地想要將這些文獻進行流派的歸屬，以便補苴這段

空白的思想史，當屬可以理解。然而，誠如上述，「學派」的概念在先秦思想家

的心中，是否已經那麼固定而牢不可破？恐仍有討論空間。因此，過分樂觀地為

出土文獻「定位」，有時反而會為先秦的思想研究帶來更多的問題。其實，「學派」

的認定經常會涉及這些學術社群在「觀點」的詮釋上，是否有其相同或相似之處？



才會將之歸為同一學派。而且，更進一步地講，要確認為同一學派之標準，究竟

是從理論的「核心信念」入手，11或是從其「世界觀」入手？12大抵上，也仍有

爭論的餘地。如果我們不能在這些層面作更為細緻的處理，則快意地為出土文獻

歸屬學派，有時反而是成為問題的製造者。我在此文的分析切入點，主要是認為

可以運用「核心信念」的方式，來討論「學派」的問題。關於運用「核心信念」

（basic belief）於學派之討論，我主要是從奎因（W.V.Quine）處理知識型態之區

隔時所採的作法，受到啟發。基本上，奎因認為知識是由一連串的信念（belief）

所構成，他稱這些組合而成的信念為「信念之網」（the web of belief）。同一信念

之網所構成之知識，主要由「核心信念」為軸，輻射為一張知識之網絡。但如果

「核心信念」不同，則不管其相關主張有多少之類近，亦將視為是不同的「信念

之網」，於是，知識型態乃產生差異，其「學派」之歸屬，自亦不同。當然，「核

心信念」之所以為「核心信念」，奎因認為應當符合幾個標準：「保守主義」

（conservatism）、「素樸」（modesty）、「簡單」（simplicity）、「普遍性」（generality）、

「否證」（refutability）。能符合這幾個標準，方有成為「核心信念」之資格，而

這就是一個知識型態產生的基礎。奎因的這個說法，對於解釋「學派」是否成立，

有其細密的論證效果，因此，我借用此說以為論述學派的起點。13

在出土的文獻之中，〈凡物流形〉所引發的討論是相當有意思的一篇文字。

整理者曹錦炎認為本篇「包括自然界和人世間，亦即自然和社會的相關問題。」

以下，便試以

〈凡物流形〉的思想歸趨為例，討論「學派」的相關問題，並進一步指出「詮釋」

方法在出土文獻研究過程中，應注意的相關事項。 

14

這是相當正確的觀察。因為從甲本與乙本的文字來看，的確觸及這兩端的議題，

而且本篇在文章體裁的表現上，由於呈現出許多詰問的書寫模式，是以整理者乃

認為本篇文獻與《楚辭．天問》相類，故歸入為楚辭類作品。不過，單從文章體

裁便歸為《楚辭》類之作品，顯然並沒有獲得學界進一步的支持。因為許多學者

注意到本篇文字所表現出的思想傾向，恐應將其視為具有「哲學性」內涵的文獻，

方才適當。15

                                                 
11
 相關說法，請參：W. V. Quine ＆ J. S. Ullian, The Web of Belief（New York：Random House Inc , 
1970）, pp. 66-80 . 

王中江便指出〈凡物流形〉所論之「道」、「一」、「物」、「聖人」等

12
 勞思光曾分析不同的主體境界，帶有不同的世界觀。事實上，這個說法對於先秦學派的差異， 

的確也起了清晰區隔的作用。是以，如果我們要對先秦學派進行討論，這樣的切入點，或許也是 

一個值得注意的方向。他說：「儒言化成之義，佛作捨離之說，老子則由近乎捨離之『虛靜』境 
界轉出一支配義。蓋主體性本意味『主體自由』，儒學就事以實現理，化成中透露健動不息之自 
由；佛教教義則發般若以撤消萬有，捨離中透露靜斂無漏之自由；老子則由觀『反』」而駐於近 
乎捨離之境界；其所透出之主體自由雖亦近乎靜斂，但反射經驗界中，欲生出一支配經驗界之 
力量」。請參：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第四章 道家學說〉（台北：三民書局， 
2005 年），頁 232。 
13 請參：W. V. Quine ＆ J. S. Ullian, The Web of Belief , pp. 66-80 
14
 請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頁 221。 
15
 關於〈凡物流形〉的文獻歸屬，整理者所著眼的地方，主要是從其詰問的方式，與詰問之內容

有類〈天問〉，故作如是之判斷。不過，隨著研究的成果增多，學者們更注意到本篇文字中的「哲

學性概念」的重要性，如「一」、「道」、「物」等。其實，如何適切地為古代文獻進行歸類？



概念，主要是處理：16

宇宙的生成、自然的起源，並圍繞“一”這個範疇而建立起了宇宙生成論、

自然哲學和政治原理，而“一”正是黃老學的核心範疇。“執一”、“守一”、
“執道”是黃老學對最高統治者聖人的教導，不同于儒家主要教導聖人以

“德”，法家主要教導明主以“法”。戰國時期的黃老學是一個立足于道家而

融合了名、法甚至儒的綜合性學派，乃至秦漢出現了以道家為主的高度綜

合性哲學作品《呂氏春秋》和《淮南子》。《凡物流形》還沒有將法家的“法”
同“道”、“一”結合起來，但其中已將“心”與“一” 、“君”和“聖人”結合了起

來，同《管子》四篇的“心術論”有很高的類似性。另外，他是否融入了儒

家“禮”的思想，還是一個疑問。 

 

王中江在這段的分析中，抓住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論述主軸，那便是：要判定

一份文獻的思想家派之依據，必須從該文獻的「核心信念」入手。是以，他據以

為分析的立足點，即在於〈凡物流形〉的「一」之論述。並且，很清楚地指出〈凡

物流形〉的「一」與道家或黃老學的「一」，有著既同又異的關係。同的地方在

於皆指萬物之根源，異之處則是〈凡物流形〉之「一」，由於是「咀之有味，嗅

〔之有臭〕，鼓之有聲，近之可見，操之可操，握之則失，敗之則槁，賊之則滅」，

故而此「一」，當可為感官知覺所經驗，是以跟道家或黃老學採取否定感知之立

場，實不相同。17當然，如同上述，王中江也看到〈凡物流形〉的宇宙生成模式，

雖有同於道家黃老者，然其差異處亦相當明顯，可是卻仍然將之視為「戰國中早

期的黃老學作品」，這便說明了王中江認為詮釋古代的思想流派未可拘泥於「名」

之有無，而須看重其「實」之有無。18

事實上，將〈凡物流形〉視為是黃老一派的作品的主張，應當是目前解釋的

主流。曹峰對於〈凡物流形〉的研究相當地全面，他從淺野裕一的兩分文獻立場

出發，

若從本文的分析來看，即是「一」的核心

信念之「實」，當為其論據聚焦之所在。 

19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由於本篇文獻所帶有的訊息，相當豐富。尤其是，關乎哲學性概念的討

論。因此，不要將其視為是〈天問〉一類之作品，而讓其進入古代思想史脈絡之中，或許會是一

個比較合適的作法。 

檢討了〈凡物流形〉是否可以分作兩部份文獻所組成的說法，又從《逸

周書．周祝解》之根本性提問，點出其思想間的類似性，再進而以「心不勝心」

之分析，說明《管子》四篇的「養心」、「得道」之說作為思想先導之可能，最後

16
 王中江：〈《凡物流形》的宇宙觀、自然觀和政治哲學──圍繞“一”而展開的探究並兼及學

派歸屬〉，《哲學研究》2009 年 06 期，頁 58。 
17
 王中江：〈《凡物流形》的宇宙觀、自然觀和政治哲學──圍繞“一”而展開的探究並兼及學

派歸屬〉，《哲學研究》，頁 49-50。 
18
 王中江：〈《凡物流形》的宇宙觀、自然觀和政治哲學──圍繞“一”而展開的探究並兼及學

派歸屬〉，《哲學研究》，頁 58。 
19
 淺野裕一認為〈凡物流形〉是由〈問物〉與〈識一〉兩份不相干的文獻所組成，曹峰雖同意〈凡

物流形〉可以分作兩部分來看，但不贊成二者是不相干的文獻。詳細論證，請參：曹峰：《楚地

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研究》（台北：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第九章 從《逸周書．

周祝解》看《凡物流形》的思想結構〉，頁 156-157。 



點出「道」（或「一」）的論述焦點，實與道家有著思想上的家族類似性。20可是，

曹峰也敏銳地注意到，〈凡物流形〉未必只有聚焦於「道」的論述而已，其側重

所在當即是：21

得道之後，無往而不利的一面。就是說，外王之道顯然要多於內聖之道，

這顯然是在迎合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因此〈凡物流形〉的政治目的極強，

「百物不失」、「知天下」、「治邦家」、「并天下而抯之」、「并天下而治之」

才是〈凡物流形〉的賣點所在。 

 

曹峰的這個觀察相當重要！因為，〈凡物流形〉雖與其他先秦舊籍所論之議

題，或提問的文章體式，有其相近之處，但本篇文獻畢竟在傳世文獻中未見。因

此，其內容屬性、書寫方式，乃至思想歸趨，自易成為待解決問題。其實，也正

是這個「未定」的身分，〈凡物流形〉所包含的內容，也就更具有意義。我們知

道〈凡物流形〉既然不見於今本的傳世文獻之中，那麼這篇文獻就未被漢代的學

術家派分類所收編，於是，在本篇所出現的許多說法，當可突破原有學術史的框

架，展現一種「開放性」的可能。緣此之故，我們不難看見〈凡物流形〉的「詮

釋」與「分類」，雖然未必要完全擺脫自漢以來的學術分類框架，但卻提供了重

新「詮釋」的機會。如同王中江的詮釋策略，曹峰將〈凡物流形〉的思想主軸與

「道」（或「一」）聯結時，傳統黃老學的印象，必然浮現。這其實是無法避免的

事！尤其是當我們區分家派的方式是以「核心信念」為軸時，上述的作法，應當

是極為正確的一種方式。 
可是，如此的作法，卻有一個必須思考的方法論問題產生。因為，當我們運

用「核心信念」作為學說類型的分判基準時，我們的思維背後實蘊含著一個「整

體論」的走向。我們會認為一個完整的學說，必然從其「核心信念」到「命題」，

乃至「系統」之間的邏輯關係是「一致的」（coherent）。即使其中存有「斷裂」

狀況，我們也會預設這個主張之間不會有矛盾。而更進一步的狀況，便是運用現

成已有的詮釋「模式」（此時我們暫時將「理論型態」，視為是一種「模式」），來

為新出現但可能未完整的學說，進行「概念縫補」的工作。事實上，這種研究方

式本來就是在進行古代研究時，經常可見的作法。本無所謂好壞，但卻須注意研

究對象的「待決定」部分，是否經詮釋之後，能使研究對象更加清晰，或更加立

體化，則為研究者必須注意的事。此外，如前所述，「核心信念」的選擇應當有

其標準，而學者們運用「一」或「道」作為論述〈凡物流形〉的「核心信念」，

其正當性與合法性又何在？似乎是一個值得再進一步分析的問題。 
再者，以〈凡物流形〉來說，正是有許多「待決定」的部份，而且其思想內

涵的理解，有時單靠其原有的文獻脈絡，又無法完全無誤地認定。因此，對於這

樣的研究對象，如果產生各類解釋之可能，實無須訝異了。其實，李銳在這篇的

                                                 
20
 詳細討論，請參：曹峰：《楚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研究》，〈第十章 《凡物流形》「心不

勝心」章疏證〉，頁 164-175。 
21
 請參：曹峰：《楚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研究》，〈第十一章 上博楚簡《凡物流形》的文本

結構與思想特徵〉，頁 196。 



文獻研究上，其態度便與王中江及曹峰有異，他在與鄔可晶討論簡序問題時，便

曾提出：22

順便說一句，在過去的竹簡編聯調整工作中，不少學者提出了很多創見。

這些創見有一些無疑是對的，有一些看似文句通順，但是卻與簡制不相容，

或者所作假設，立論前提難以解釋，這樣的編聯意見恐怕還需要進一步討

論。 

 

這段發言雖是討論簡序問題，但其實與我們進行出土文獻的學派歸屬時，密切相

關。因為，當我們在處理學派的歸屬時，我們所面對的對象常是不易加以歸類的

文獻，若不是在某些關鍵概念的論述上，文獻殘缺，便是連關鍵的概念的論述都

不是有系統地呈現。因此，不得不建立許多的「假設」來彌補這些概念之間的縫

隙。一旦以「假設」作為論證的起點，則錯誤或不當的區分，便無法排除其產生

的可能性。事實上，李銳的這種處理的態度，不僅表現在「簡序」的問題上，在

學派歸屬的討論，亦可見到一些端倪。他曾指出：23

簡文許多話與《老子》、《文子》、《莊子》、《呂氏春秋》、《管子》中《內業》、

《白心》、《心術》上下諸篇，以及馬王堆帛書《經法》諸篇，《淮南子》

等接近（當然，某些地方也或小有區別），而其他傳世文獻中也多有可供

參考者。因為先秦時期未必有所謂道家，所以本篇簡文並不能算作道家的

作品。簡文引格言有與孔子語相近者（亦有近於王充《論衡》所謂儒者之

言者），當亦非必出於儒家。其具體的學派屬性，目前尚難以斷定。由其

論一，不難看出這是在談論當時的“公言”；由其以“聞之曰”連綴全篇，可

以看出這是一個取材廣泛的思想作品。 

 

李銳在這裡清楚地表明〈凡物流形〉內容上雜糅各家的可能性，尤其所論乃當時

之「公言」，故許多家派都有發言的情況下，因此，我們並不容易將此篇文獻的

學派性質作出判斷。如斯之作法，正是想要避免因過多的概念「假設」，造成對

於客觀真實的學術事實的過度詮釋。李銳的此一立場，也明顯不同於上述王、曹

兩位學者之處理方式。 
基本上，前述兩種處理〈凡物流形〉學派歸屬的作法，正好突顯出我們在出

土文獻研究上的難題。誠如前文所述，判定是否為同一個學派的判準，透過「核

心信念」的分解，我們的確可以在眾多紛雜的材料中，辨識出具有相同傾向的文

獻，從而將之歸為同一家派，但也確如本文的方法論疑慮，「整體論」的立場是

否適宜運用於思想交錯的時代文獻？於是，我們或許應當以「闕疑」的方式，對

於出土文獻進行「現象」的描述，避免過多的「假設」以影響了「客觀真實」的

樣態。但是，如果我們僅對出土文獻作客觀之描述，而不作判斷，那麼許多古代

的研究便無法展開，而且所謂「客觀」描述的背後，真能「如實地」呈現我們所

                                                 
22 
李銳：〈《凡物流形》甲乙本簡序再論〉，孔子 2000 網，2009 年 1 月 10 日。 

23
 李銳：〈《凡物流形》釋文新編（稿）〉，孔子 2000 網，2008 年 12 月 31 日。 



看到嗎？我們會不會在客觀描述的背後，同樣也有一個「前理解」預存在我們的

說法中？凡此種種，似乎使我們進行出土文獻的研究必須審慎、再審慎。 
其實，運用理論型態之判準：「核心信念」，來對於出土文獻進行學派歸屬之

劃分，可以使一個學說的主張從「信念」→「命題」→「系統」之間的關係，立

體化、清晰化，有助於我們深入掌握思想對象的內涵。因此，透過「核心信念」

的把握，重建出土文獻的學派，實有研究上之價值。如王中江與曹峰所論述的「一」、

「道」，可使黃老道家的思想系譜展開，進而再追問分期之可能。另外，重視出

土文獻的客觀現狀，不妄增「假設」以補苴文獻的概念縫隙，亦是「實事求是」

的態度，如此當可避免因過度詮釋，而需更多的「假設」來彌縫理論之缺口，如

李銳之處理〈凡物流形〉的簡序，以及其中「類近」各家思想的文字脈絡，都表

現了這樣的精神。 
當然，我們也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上述兩種處理出土文獻學派歸屬的方法，

並非是一種互斥的作為。當我們追求學派理論的邏輯一致性時，不必然代表著忽

視文獻的客觀面，從而作了過度詮釋，以求建造一「理想類型」之理論、學說架

構；同樣地，在不妄增「假設」的務實態度下，進一步指出可能的學派方向，當

是學者對於研究課題的洞見之表現。如能適切地將「語意」的文獻層次，提昇至

「理論架構」之面向，亦可增強論述判斷的合理性與意義。合者雙美，離者兩傷。

是以，兩者相合以運用，當可於交光互影之際，為出土文獻的研究，帶來重大成

果。 
 

四、結語 

 
當代出土文獻研究之成績，已然隨著學者們的投入，而漸次開展出一些新的

局面。這些局面的發展，也不再只侷限於具體實質材料研究的方向，如文字考釋、

學派定位，而是開始了「方法反省」的課題。因為，當出土的材料越來越豐富，

研究成果越來越多之後，我們在滿足於各式實質問題解決的同時，也必須反省支

持我們詮釋文獻的背後形式原則的有效性與合理性。因為，經由「方法意識」的

反省，我們可以檢討研究過程中的許多盲點，形構學術判斷的嚴謹。雖然，形式

原則的掌握並不代表實質課題的解決，然而，透過對於形式原則運用的檢討，或

可有助於我們古典思想研究的深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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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後預設不同有關。因此，本計畫透過〈姑成家父〉與《左傳》、《國語》的敘寫，作為

分析的例子，處理了一個在方法上涉及語言解釋原則的實例。另外，本計畫也運用奎因

（W.V.Quine）處理知識型態之區隔時所採的作法，處理古代「學派」之爭議。此一方式

與奎因認為知識是由一連串的信念（belief）所構成，他稱這些組合而成的信念為「信念

之網」（the web of belief）有關。同一信念之網所構成之知識，主要由「核心信念」為



軸，輻射為一張知識之網絡。本計畫完成論文：〈敘述與詮釋：出土文獻研究之反省〉。 

最後，本計畫從〈凡物流形〉的具體研究中，分析中國古代「天人思想」的變化。本計畫

認為，〈凡物流形〉所涉之「天人思想」，實使用了當時思想上的「公共資源」，例如儒道

二家對於「天」「人」問題的語彙、概念，甚至是思維模式的運用。於是，我們在〈凡物

流形〉中，可以見到「一」、「道」的形式抽象性語彙，也發現其「天」、「人」、「國家」之

間的聯繫關係。因此，站在中國古代從「神聖」到「理性」的思想史脈絡上來看，〈凡物

流形〉的開放性詮釋，或許正反映了古代中國思想的活潑與開放。掌握此一研究上的特點，

對於中國思想史之研究其實也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經由本計畫之執行，此一研究凸顯

了新出土文獻對於古代儒道二家分派的觀點，有了新詮釋之可能，從而補強前一篇論文的

論述。本計畫完成論文：〈中國古代天人思想與〈凡物流形〉〉。 

上述三篇研究成果的完成，將可以為新出土文獻研究的方法意識，帶來新的啟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