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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莊子向重視人生具體的修養境界，而「愛」是人生永恆的議題，不過，歷來

研究莊子者，往往把矚目的焦點放在道論、齊物、修養方法等理論上，罕見對莊

子有關「愛」之思想探討；本文即選擇莊書中使用「愛」字之語詞者加以分類、

分析，已見其意涵、作用所在。 

經本文探討後，知莊子對愛之詮釋，雖無嚴謹一致之定義，然可確知莊子並

不肯定贊同一般世俗感性之喜愛及儒、墨所倡之仁愛、兼愛，而是期待臻至至人

無己之愛的境界，追求並發揚這種與道家根本精神契合的愛，亦是一種修道、體

道的過程、理想。 

莊子對「愛」之見解自有其時代背景意義，其目的無非要透過創新的批判、

超越，以重建思想文化體系，以符合道家自然人生哲學，挽救日趨紛亂的社會人

心。 

本文同時從莊書中歸納出如何從世俗之愛邁向契道之愛的方法，亦即透過身

心的修練，恢復心靈本然純真狀態，將可朗現莊子所謂的道家之愛，亦可謂達到

天人合一之層次。 

關鍵字：莊子  愛  道家  老莊  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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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在＜人間世＞中，有一個寓言故事，稱一個愛馬的人，平時用最好的物質去

照顧馬；有一次，他剛好看到一隻蚊子停在馬身上，他一急就猛然拍打蚊子，啪

一聲！正中馬背，馬驚嚇的跳起來，掙斷了繮繩，此時，莊子講了一句令人深省

的話「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1。 

除了上例之外，以「愛」作為哲學思想議題探討的，在莊子之前已有孔子之

「仁愛」、墨子的「兼愛」，他們對「愛」多抱持肯定之價值意義。《老子》提及「愛」

字的有數則2，未見強烈批判義，而莊子書中出現「愛」字者共二十二條，分散於

十五篇3，亦另有具愛之意但無愛之字者。至於對「愛」的相關意義，這個人類一

生不能迴避的議題，身為道家代表人物的莊子看法如何？有無與儒墨不同之見？

其價值何在？前人研究莊子之文雖如過江之鯽，但矚目的焦點，多放在莊子其它

之論道、逍遙、齊物等等思想，幾乎未見莊子有關論愛之探討，是以本文認為有

進行探索、釐析之必要。 

欲知莊子對「愛」之闡釋觀點，首先必要對莊子使用「愛」的字意、作用予

以分析。 

 

                                                      
1
 《莊子．人間世》：「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溺。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不時，則缺銜毀首

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不慎邪！」本篇《莊子》引文及郭象注、成玄英疏，皆據郭慶藩《莊

子集釋》，河洛圖書，六十三年。以下《莊子》引文皆只標出篇目。 
2
 ＜十章＞：「愛國治民能無知乎？」、＜十三章＞：「愛以身為天下，若可託天下」、＜二十七章＞：

「不貴其師，不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四十四章＞：「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七

十二章＞：「聖人自知不自見，自愛不自貴」。以上引文據《老子四種》王弼等著，大安出版社，1999

年。 
3
 參見＜齊物論＞、＜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在宥＞、＜天地＞、＜天道＞、＜

天運＞、＜山木＞、＜知北遊＞、＜徐無鬼＞、＜則陽＞、＜外物＞、＜盜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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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愛之意涵種類 

莊子對愛之詮釋並無嚴謹明確一致之意，依其行文約有以下數種： 

(一)感性偏私之喜愛 

在＜齊物論＞中，莊子依據對道的認知程度，將人分成四等類，最高級者是

能直接透視萬物之理，不以己私區分任何客觀事物；最糟糕的則是自以為是凸顯

是非，偏狹的觀念也因此形成而道卻蕩然無存：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惡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不可

以加矣。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4

 

郭象在此注云：「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
5可知愛與情在此處代表個人之好惡、感覺、情意，這些都是對道的破壞。 

除此之外，具相似意之解的例子亦見於他處，如＜德充符＞：「適見豚子食於

其死母者，少焉眴若皆棄之而走，不見己焉爾，不得類焉爾。 所愛其母者，非

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這個寓言意謂小豬所親所愛的是母親的內在生命，

是那個可以讓形體表現出說笑、慈祥、溫柔等性格與感情的精神。莊子在此所要

強調的除了愛母情意外，亦是內在精神重於外在形體的觀念，所以後面接著說：「刖

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 

值得一提的是莊子將人倫之間的情愛視為一種天生之必然，曰：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不可解於心；

                                                      
4
 ＜齊物論＞。 

5
 同注四，頁 76。 

6
 ＜人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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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6

 
這裡把命與義並列起來，都看做是與生俱來不可改易的，與儒家觀點雖有些

接近7，但莊子的「安之若命」＜人間世＞，與宗教神學的命定論有很大不同，莊

子的安命論，不是來源於對神或天的畏懼或依賴，而是對現實生活中不可改變的

必然性的深刻體會與觀察8。 

由上述情況可知，莊子雖承認天性之事實，但對此類之愛並無正面肯定義，

反而認為這類的愛發揮過度會產生負累，在＜山木＞篇中即藉孔子與顏回有一段

生動的描寫：說到孔子在周遊列國時受困於陳蔡，整整七天不能生火就食，卻仍

然苦中作樂，悠然擊枯木唱歌，彼時顏回恭敬的在一旁侍立，聞聲掉過頭來偷偷

地看了看老師，面露不捨，孔子擔心愛徒此時會因孤芳自賞抬揚自我的心理而妄

自尊大，或顧影自憐而至憂傷沮喪，因而馬上機會教育開釋一番9。林雲銘在解釋

「廣己而造大，愛己而造哀」時稱「造，至也；尊己則至於大，愛己而至於哀，

皆有己之累」，換言之，自我情意膨脹抑或自哀自嘆，都不是莊子贊成的感情本來

面目。 

                                                      
 
7
A、將人類之愛視為與生俱來，似乎接近對人性的看法，這同孟子和告子都有一致之處，但孟子告

子談人性不脫離道德性問題，莊子談人性，則針對自然與人為的關係立論。 

b、莊子把自己所感受到的社會生活中的必然性稱之為命，這應是有思想上的承襲根源。命定論在

中外歷史中普遍存在，周初，周公已對命定思想有所懷疑，他一方面強調「天命不易」《尚書．

大誥》，一方面又講「惟命不于常」＜康誥＞。這種搖擺的傾向在孔子身上仍有反映，孔子說

過「道之將行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論語．憲問》但論語也記載「子罕言利

與命與仁」，這說明命定的思想在孔子不是最重要的。稍後於孔子的墨子對命定論則進行過激

烈的批判，顯示命定的觀念在西周和春秋時期已經有所動搖。劉笑敢先生指出這與中國古代宗

教神學不發達、特別是沒有形成一神教的情況有密切關係。見劉笑敢著《莊子哲學及其演變》

頁一四三至一四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三年。莊子安命論雖與神學上的命定不同，

但也顯示莊子所處的時代議題。 
8
 參閱劉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頁 145～15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一九九三年。劉氏並言安之

若命的觀點貫穿莊子整個思想發展過程，但是安命論與宿命論最大的不同在於莊子重點不在於解釋

命的來源或命的內容，也不在於強調命運之不可抗拒，而是在安命無為的基礎上追求精神自由。 
9
 這段原文是：「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不火食，左具槁木，又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

而無其數，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

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山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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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俗倫理之工具 

除上述之外，莊子書中亦屢屢提到當時顯學儒、墨二家的仁愛、兼愛，言語

中不時流露嚴厲批評之意。本文試舉數例論證： 

 

老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

情也。」 

老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不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若欲使

天下 

無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天道＞ 

 

莊子對儒墨奉為圭臬之仁義（愛）兼愛，不但認為行不通，竟可謂到了嗤之

以鼻的地步。其指責的理由是儒墨所聲稱的愛人無私，實包藏私心，乃浮偽之言
10，郭象亦在此注曰：「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

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11既是為私為己，則知「愛」僅是假仁義而行利之

口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

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不難聚也；

愛之則親，利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惡則散。愛利出乎仁義，捐仁義

者寡，利仁義者眾。夫仁義之行，唯且無誠，且假乎禽貪者器。」＜徐無

鬼＞ 

 

莊書中以為在沒有誠於中的實質下，上下交相以愛利相誘，如此，仁義兼愛

                                                      
10
 儒墨兩家主義相反，莊子同樣反對，認為他們均不正確。儒家的仁愛說有親親尊尊之親疏之別； 

墨家雖強調愛無等差，無親疏貴賤遠近，但兼愛的整個命題是「兼相愛，交相利」表現雙方有條件

的相互關係亦即「你給我八兩，我就還你半斤」因此這與無條件的利他、給予不同。故近代學者如

胡適、馮友蘭都視兼愛為實用或功利主義。參見嚴靈峰編著《墨子簡編》頁 22 至 37。台灣商務印

書館，八十四年版。 
11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479，河洛圖書，六十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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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推行，不僅沒有意義，還會被如禽獸般貪婪者借為工具12。 

即令是如虎狼般禽獸，莊子認為仍有相親相愛之天性，那麼，身為萬物之靈

的人類能做到的程度，當然不能僅止於此，莊子希望達成的理想境界則是「至仁

無親」：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狼，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

「父子相親，何為不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

宰曰：「蕩聞之，無親則不愛，不愛則不孝。謂至仁不孝可乎？」莊子曰：

「不然，夫至仁尚矣，孝固不足以言之。」＜天運＞ 

 

相親即相愛之意，豺狼虎豹也會流露舐犢情深，故世人所謂敬親愛親皆不足

誇，這些只能說是「至仁」之「一端」；若據莊子之意，至仁無親因為父慈子孝親

愛無間乃本即自然如此，不必再把親愛孝順當口號掛在嘴上；其要旨是不區分此

是彼非，而是自然流露人際本身的融洽。在此，亦可看出莊子繼承老子「天地不

仁」＜第五章＞、「天道無親」＜七十九章＞之思想。 

莊子既然否定仁愛兼愛，當然就不會認同學習儒墨世教可建立倫理有序之理

想國： 

 

子張曰：「子不為行，即將疏戚無倫，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六位將何

以別乎？」滿苟得曰：「堯殺長子，舜流母弟，疏戚有倫乎？湯放桀，武王

殺紂，貴賤有義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六位將有別乎？」＜盜跖＞ 

 

既反儒墨，故推而上之，對儒墨所依託之堯、舜等古聖王亦加輕視。13而且，

標榜儒墨行愛卻未必得善果，莊子再舉愛親為例：「人親莫不欲其子之孝，而孝未

                                                      
12
 成玄英疏解此段言：夫民，撫愛則親，利益則至來，……捐率於中者少，託於聖跡以規名利者多，

是故行仁義者矯性偽情，無誠實者也。同注十一，頁 861 至 862。 
13
 莊子書中屢見攻擊儒墨之文，儒尊堯，墨崇禹，莊書批判堯之文字較多，例＜逍遙遊＞、＜人間

世＞、＜大宗師＞及本文所舉之＜徐無鬼＞、＜盜跖＞等篇，殆以堯為三代聖王之首，制作由之而

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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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愛，故孝己憂而曾參悲14」＜外物＞，因此莊子呼籲不要再以自私功利之愛為

幌子害民： 

 

武侯曰：「欲見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不

可。 

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徐無鬼＞ 

 

老子雖也否定仁義，但仍言「愛國治民」，莊子看到的仁義是「假夫禽貪者器」，

所以此處乾脆連「慈」、「愛民」都不談了。郭象闡釋此段說：「愛民之跡為民所尚，

尚之為愛，愛已偽也。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

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得乎？」15由此推知，莊子認為若欲以愛止亂，乃緣

木求魚，反為亂之始。 

(三)道家無己之愛 

從上述引證可見莊子視世俗之愛皆為一功利性之行為，甚且拘執真性、勞苦

人性，不值得推崇，故言：「夫孝悌仁義，忠信貞廉，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不

足多也」＜天運＞。 

愛既是天性所不能免，那麼莊子期待的又是何種理想之愛的境界呢？以道家

的典範人物為例，莊子說道： 

 

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己者，亦乃取於是者也。＜知北遊＞ 

 

從莊子注疏可知，這裡的「是」是指取法天地之理16。換言之，合於自然之

                                                      
14
《尸子》中傳說，孝己係殷高宗兒子，事親至孝，一夜五起視父母衣之厚薄、枕之高下，卻仍遭

後母虐待憂苦而死；曾參因耘瓜傷根，其父曾皙杖之，幾死。 
15
 郭慶藩 《莊子集釋》頁 827，河洛圖書，六十三年。 

16
 郭象注：「取于自爾。」成玄英疏：「夫得道聖人，慈愛覆育，恩流百代而無窮止者，良由德和天

地，妙體自然，故能虛己於彼，忘懷亭毒，不仁萬物，芻狗蒼生，蓋取斯義而然也。」見郭慶藩《莊

子集釋》頁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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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的大愛才是莊子的最愛。因又曰：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不告則不知其愛人也。若知之，若不知之，若

聞之，若不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己，人之安之亦無己，性也。＜則陽＞ 

相愛而不知以為仁。＜天地＞ 

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不失人心；利澤施乎萬世，不為愛人。＜大宗師＞ 

 

可知聖人之愛人非為愛人之名而愛人，乃順性而為，雖其無心愛人，而自有

愛人之表現，亦無須再力倡愛人之義，即因任其自然無為（按：「不為愛人」之不

為，即無為義），故德澤才能長久利於萬世。 

無己無為之關鍵在於「忘」，忘係超越，超越物澤、利害、情感，以保持內心

寧靜，不受外物擾動，人人均可回歸單純自我，逍遙自適，切莫做生死與共的「失

水魚兒」：「泉涸，魚相處於陸，相呴以濕，相濡以沫，不如相忘於江湖」＜大宗

師＞。失水之魚雖拼命表現情操之偉大，卻也悲涼地意味其陶醉在與人或物發生

之纏縛糾結。 

「忘」是莊子由人入天的重要方法與境界，書中多次引用，其中與愛有關者

有言： 

 

以敬孝易，以愛孝難；以愛孝易，以忘親難，忘親易，使親忘我難；使親

忘我易，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易，使天下兼忘我難。＜天運＞ 

 

本段主旨是闡明愛親孝親的難易層次。敬不如愛，愛不如忘；敬指形跡，愛

指天性心意，形跡多表現於外在行為，若能發揮愛的本心，才是行孝親之實，而

所謂大愛至愛，則是要使天下人都能做到忘卻自我與行孝之名，也就是前述所言

之「無己」。成玄英解曰：「夫敬在形跡，愛率本心。心由天性，故難；跡關人情，

故易。夫愛孝難，猶滯域中，未若忘親，澹然無係。忘既勝愛，有優有劣，以此

格量，難易明之矣。」17如依此推知莊子論愛之意，他並未否定愛，只是呼籲要

超越世俗之情之愛定義，才真正達到愛的最高境界，故又云： 

                                                      
17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499 至 500，河洛圖書，六十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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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不忘也，無不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歸之，此天地之道。＜刻意＞ 

端正而不知以為義，相愛而不知以為仁，……是故行而無跡。＜天地＞ 

 

「不知」亦即「相忘」，才能無己無形無跡，也才能臻於至境。 

總之，莊子以為一般人觀念中的愛，有私欲、情感利害上的糾葛，因此有是

非之別，故私愛產生，道就有所虧，是以莊子不主張世人之愛為是，唯順性而為

者方是真愛。 

三、莊子論愛之背景 

從上述分析可知，莊子對一般感性慾望之愛及儒墨倡導之仁愛兼愛，多是站

在批判的角度，其原因與莊子之思想背景有密切關係。 

春秋戰國時期，雖然孔子曾言「禮崩樂壞」，但實際上，這種崩、壞只是形式

上，即從統一的周王朝向各諸侯國爭霸的轉換，而非禮樂文化本身的危機；禮樂

文化仍然根深蒂固，即使經過後來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打擊，也未動搖其根基。莊

子認為這種傳統，往往表現為思想的禁錮或變成陰謀者遂行私欲的工具，使人追

求外物而迷失本性18，故加以撻伐批判。不過，在此所謂的「批判」，並非僅是單

純片面的「駁斥」、「對壘」，而是對以往思想的超越創新，這種創新表示能提出新

概念、新境界、新思路、新學說、新體系，如果沒有創新的批判，就不能稱為真

正的批判19。 

從本文第二節可看出，莊子的社會文化批判可簡約分為維護自然本性及反對

人為，而其依據的標尺，即是繼承老子核心思想的「道」。雖然在莊子書中，他批

                                                      
18
 ＜駢拇＞：「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不以物易其性矣。」 

19
 參閱王樹人＜莊子的批判精神與後現代性＞一文，收於《文史哲》，２００１年第五期，頁五十

五至六十一。該文追溯「批判」（ｋｒｉｔｉｋ）的本意，謂批判這個專名，是從西方哲學轉譯過

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康德哲學，康德哲學體系由三大批判構成，即純粹理性批判、實踐理性批判、

判斷力批判。因此康德哲學又被稱為批判哲學。文中並言批判與另一專名揚棄（Ａｕｆｈｅｂｅｎ）

意義相近，不是消極的，相反，它是積極的，與創新、發展、建設緊密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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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範圍廣泛而複雜，但重點則是對準了儒墨等諸家學派。當時學術界的共同特

點是想用自己的理論來挽救日趨紛亂的社會20，重建文化體系，使社會趨於統一

和有序，他們的動機與主張與莊子的自然人生哲學顯然具有截然不同之內涵21，

故引起莊子激烈批評，並認為提倡了不該提倡的東西，而提倡者又「不知道」，這

是終身不解的大惑：「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不解。」＜天地＞ 

其次，莊子否定儒墨主張理論，應還認為儒墨那一套不僅未能使天下人心得

到保全和發展，相反地可能會因改變了人事物的本來面目，而把人心擾動得更加

紛亂，所謂「攖人之心」22，如此，結果造成人性多欲、妄自作為、欲益反損，

世上紛爭將接連不斷永難停止。 

大惑的世局，表示人們的認知有問題，人們所遵守的有問題，人們所追求的

有問題，當然人們的行為必然有問題，這就象徵著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有所偏頗，

莊子對於當時所存在的許多現象，都抱著懷疑批判的態度，對於當時愛的認知價

值，自然也直率否定，但是莊子解構世俗與傳統之餘，同時也重建一套他認為合

理的理論體系。23

 

                                                      
20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附錄＜諸子不出於王官論＞有「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

台灣商務出版。 
21
 在道家觀念中，儒家學說，只是生物性或原始本真向仁、禮道德規範的生成，造就了人的精神並

因而從人的精神中獲得生命力，人才能成為真正的人。仁義禮智創造了種種是形式的精神狀態，如

尊敬、誠實、信任等，這些 形式作為普遍原則左右著人的行為，並日益成為人的第二本性，因此，

人們最終將不再把這種普遍的精神視為約束，而把他作為自己的本性來體驗。不管如何，儒家人格

都是朝著與人自然本性相對立的一端發展自身的生命。孟子的人性善，不過是說人的自然本性中包

含發展為善德的種種潛能，對他來說，畢竟「人之異於禽獸者幾稀」，而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原因

便在於他保存、涵養、發展了自身天性中幾乎不存在的與動物姓相異的東西。莊子與孔孟相反，他

主張剝脫人性的社會蔽障，使之向素樸、原始的本真回歸。實際上這是道家學說的根本取向之一，

因此，像孔子那種「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的人物，注定不能成為道家人物的尊師，而赤子嬰

兒反倒成了世人頂禮對象：「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專氣致柔．．」。參見孫以昭、常森著《莊子

散論》頁 32～33。安徽大學出版，一九九七年。 
22
 ＜在宥＞屢次提到「攖人之心」，如：「女慎無攖人心」、「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罪在攖人之

心」。 
23
 陳鼓應《莊子哲學》說：「（莊子）卑棄世俗世界的價值和傳統主義的信仰，而表現了他的價值觀

處處與眾不同。由是，我認定價值的轉換或價值的重估，實為莊子哲學的精華。」商務人人文庫，

頁 2，六十八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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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愛與道之關係 

莊子建構追求的理想，一言以蔽之，即是一種修道的精神境界24，所謂修道

之概念又可分成兩方面探討，一、不但講人體之精神，且包括天地之精神；二、

不但講有意識的感覺和思慮，且包括一切無知無欲、無私無慮的心理活動。眾所

周知，莊子道家莫不以天、人為其哲學思想中兩大主題，「天」即指道之自然性，

「人」即德之相對性，因此，愛與道的關係，也可以代換成人與天的關係。25

(一)愛與道之對立 

莊子書中常將天、人並列加以比較，如： 

 

為人使，易以偽；為天使，難以偽。＜人間世＞ 

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累者，人道也。＜在宥＞ 

 

天道即真即尊，人道即偽即卑，二者對立衝突，其理安在？若以《莊子》觀

之，人為造作，不僅無法超越自然力量、有違事物本性，說不定對實際無所裨益，

甚至產生與原意相反效果，最典型的就是「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26之例，

難怪莊子要感嘆「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齊物論＞了。 

蓋道家所肯定的，乃是無知無欲、無思無慮，認為這才是人生本真狀態，它

和天地精神相一致。至於人們通常關注的都是那些有感情、愛惡、欲望，能自覺

                                                      
24
 傅佩榮《解讀莊子》中言道家人物：「活著除了學道、體道、行道之外，其他一切都是不切實際

的事。」頁 118，立緒文化公司，九十一年。劉文英＜道家的精神哲學與現代的潛意識概念＞中亦

云：「修道具體的說，包括知道、得道和樂道三個環節或三個層次。」該文收於沈清松編《跨世紀

的中國哲學》一書，頁 118。五南圖書，民國九十年。 
25
 例＜德充符＞：「道與之貌，天與之形」、＜大宗師＞：「不以心捐道，不以人助天」均天、道互

言之例。 
26
 ＜應帝王＞：「南海之帝為鯈，北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鯈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

渾沌待之甚善。鯈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

竅，七日而渾沌死。」在此，鯈與忽即是代表愛之適以害之的有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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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感覺和思維，道家雖承認有此種精神意識活動存在，對其價值卻持否定的態

度，因為有愛，就有私心私意之追求，也就有人為，而道的特徵應是如同＜人間

世＞所言：「自事其心者，哀樂不易施乎前，知其不可奈何而安之若命，德之至也。」

亦如同老子所言視之不見、聽之不聞、搏之不得，是人們感覺不到的。《莊子‧天

地》有一則寓言，以「玄珠」喻道，說黃帝丟了珠子讓人去找；一人名「知」很

有智慧，卻沒找到；一人名「離朱」眼睛雪亮，也沒找到…最後一個叫「象罔」

的，沒有從形跡上去找，卻無心地找到了，象罔的特點是「無心」，亦即以天道自

然靜觀萬物而不受人情愛惡利欲的意識干擾。＜刻意＞中有一段話，似乎明確地

論述了愛與道之對立： 

 

悲樂者，德之邪；喜怒者，道之過；好惡者，心之失。故心不憂樂，德之

至也； 

一而不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不與物交，淡之至也。 

 

喜怒哀樂好惡之情，都違背了天道之德，莊子都要反對，因此他抨擊桎梏本

性的感性私己之愛及矯飾真情的儒墨人為之愛。 

(二)愛與道之統一 

如同前述，天與人、愛與道彼此往往對立、矛盾、衝突，但其間鴻溝並非絕

無迴旋超越之餘地，莊子目的亦非為反對而反對，只是站在道家立場，指出久踞

人心根深柢固之成見，而這些成見又常常只具主觀的、暫時的、相對的價值，若

能透過修道體道，人與道合二而一，個體就會產生和諧感、一體感、自我與大道

融合，這時，天人關係自然也作了一百八十度轉向，人便由「知天人之行」，以至

「無以人滅天」＜秋水＞，漸次向上發展，人才能擺脫世俗愛欲的負累，自我的

精神境界也才能被提升至大道的高度，從而獲得「消遙遊」式的天人不二般自由

快樂，這時的「愛」已與「道」統一。＜至樂＞篇中，莊子現身說法，將生來死

往的變化視如四季更替，才能轉化自己對亡妻的愛戀不捨鼓盆而歌；這是尚未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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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者如惠施所無法理解的。27此外，莊子文中，多次引證如：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大宗師＞ 

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則陽＞ 

何為天與人一邪？……有人，天也。＜山木＞ 

 

意在充分表明天人原無矛盾，因而天人之間縱有暫時對立現象，自可統一起

來，一變成為「天在內，人在外」共攝於一身。由上述理論觀之，莊子顯然欲調

整現實人生中天人之對立關係，轉變為理想中的天人一體。 

五、由愛入道之價值意義解析 

愛與道的關係誠如前述，實是天與人之關係，那麼，欲由受世俗情愛左右支

配的層次，提升至道的層次，也就是由人入天的境界了。道家思想既重人生，亦

重自然28，人與天地萬物的融合，如莊子所言的「齊萬物」中，自覺到自我存在

之意義。莊子推崇的真人、至人、神人等理想人格，都具有超越性特徵，大致包

括幾方面： 

第一：超越現世精神環境與人生困惑。例如生死大限的解脫與愛欲情感的化

                                                      
27
 ＜至樂＞：「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老身，死不

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不亦甚乎！莊子曰，不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今又變而之

死，是相為春秋冬夏四時行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不通乎命，故止

也。」 
28
 道家不是從人與自然物、生物的區別中確定人在世界的地位和價值，而是從道大、天大、地大、

人亦大的人與物的統一、聯繫中，來定位人的價值。這並非否定人的價值和地位，把人降低到草木

禽獸的層次，而是在人與天地的融合聯繫中，凸顯人的特殊作用、意義和價值。道家把人的價值放

在天地萬物這樣一個廣闊的視野中來考察，說明價值不是單向度的，也不是自身對自身的認同，而

是在客體的需要中確立；道家充分認識到價值主體與價值客體的關係，以確定主體人的價值。這與

儒家從「人之所以異於禽獸者幾稀」中自覺醒悟到人與動物的比較區別，從道德法則的實踐活動中

把握、認識人生的價值意義不同。參見張立文等主編《玄境》頁 19 至 26。人民出版社，一九九六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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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誠如本文第二節所言，對於人類感性之私愛，如哀樂之情與利害之欲，莊子

認為這是人在現實中，自我的種種障礙，故不能達到精神逍遙之途，「哀樂之來，

吾不能御」＜知北遊＞，「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不待學而樂之，體不待象而

安之，夫欲惡避就，固不待師，此人之性也。」＜盜跖＞。人從愛欲中誕生，卻

也在愛的追逐中耗盡生命能量，如能在那終極的超越境界裡，將愛統一到道的本

體，就像有形有限的波浪融進廣大無限的海洋，自我消失，充滿無我喜悅，因此，

莊子才會說：「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己者」＜知北遊＞。 

第二：獲得逍遙自由境界。莊子認為逍遙的境界應涵蓋形體的逍遙和精神的

逍遙。人往往因肉身的框架，心神也就被限制，人依身起念，那還談得上精神自

由？「不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德充符＞；屏棄耳目的感覺經驗，

使精神心靈處於清靜無為、恬淡自然的境界，這種人格理想是化解了心身、主客

對立的、人生外在牽累的自由自然存在。形體與思維的存在，都被看作是對逍遙

自由的桎梏和障礙，只有把心的逍遙和形體的逍遙置於「道通為一」的觀念上，

莊子的理想人格方得以落實。 

六、由愛入道的方法 

「道法自然」，但絕非順常人人欲之自然，而是順道之自然。人成長了愛欲、

知識，卻也遠離道的天真和自然，故常人可謂順於人而逆於道。莊子從哲理上指

出修道的方向： 

(一)培養理性之博大精神。 

所謂博大，是指合於自然之道，取消等級、條件限制，容納一切，以一視同

仁為準繩，其特徵是具有無限包容性，即老子云：「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

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不殆」29。從容→公→王→天→道的過程，便是道

                                                      
29
 《老子．十六章》，見王弼等著《老子四種》，大安出版社，一九九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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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博大精神的進程30，也是莊子所說的「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31、

「廣廣乎其無不容也，淵淵乎其不可測也」32。這種包容性的人文精神培養，為

人格理想、人生價值的多元性發展提供了理論性原則，與儒墨所強調的愛大異其

趣。33

(二)進行道德修養，恢復心靈本然純真。 

除了先鞏固理性思維途徑外，還須進一步關閉各種感覺器官，甚至使整個肉

體、心靈「乘道德而浮遊」＜山木＞，達此境界的修養方法，就是莊子提出有名

的「心齋」、「坐忘」34了，要人去欲靜心。心齋不僅關閉感官眾竅，就連思維的

存在也感受不到了，此時，萬事萬物連同自己，都可以在道之下統一起來。 

此外，莊子雖然主張「喜怒哀樂不入於胸次」＜田子方＞，但並不否定現實

人生有喜怒哀樂之情，而是認為喜怒哀樂愛惡欲，應如四時運行一般合乎自然而

然「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怒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35，安時而順應

變化，才能使身心進入坐忘的精神狀態，與道融通。在＜大宗師＞中，莊子還提

出忘的次序，就是由忘仁義、禮樂，而後到「墮肢體，黜聰明，離形去知，同於

                                                      
30
 參見張立文等著《玄境》，頁 30～31。人民出版社，一九九六年。 

31
 ＜應帝王＞。 

32
 ＜天道＞。 

33
 孔子「泛愛眾」的情懷，由於受血緣宗法禮的制約，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出現親疏之別：「君子

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不遺，則民不偷」《論語．泰伯》；「泛愛眾」便因此受到「親親」原則

的限制。《孟子．盡心上》亦公開聲明：「親親，仁也」，這也萎縮了泛愛眾的博大情操。到了董仲

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博愛精神又受到損害，以致導向文化專制。墨子曾激烈批判孔子

「親親有術，尊賢有等」《墨子．非儒下》的別愛，而提出愛無差等、不辟親疏的「兼相愛」主張，

試圖在社會應用層面真正貫徹泛愛博愛的精神，然而孟子批墨子「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

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相關內容可參見本文註解 10。 
34
 莊子之前的老子，也認為愛欲過盛是啟禍之根，也是得道的最大障礙，所以老子反覆的講寡欲、

儉、嗇、樸，直到沒有瑕疵的地步，也就是「滌除玄覽」。凡有愛有欲，多與感官相聯繫，老子要

從根本上解決，故主張關閉相應的感官，說：「塞其兌、閉其門，終身不勤；開其兌、濟其事，終

身不救。」＜五十二章＞，莊子的心齋、坐忘法比老子更進一步。 
35
 ＜大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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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36的坐忘。在莊子看來，「忘」是達到大道的必由之路，只有先脫離世俗灌

輸的仁義禮樂行為規範，脫離自己的聰明智慧，才能物我兼忘，到了這樣忘掉一

切，進入「槁木死灰」境界時，道會不求自來，人也就會得道成為真人了。 

(三)進行守氣養氣的修練。 

為什麼由愛入道的途徑與氣有關？這個思想產生應始自老子。在老子看來，

心對道的體認、行為對道的遵循，是與身體血氣狀態相一致37；老子之後的《管

子》，宋尹學派把氣與道等同或者說把兩者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38，這樣，

養氣即是修道，修道即是養氣；莊子時，更把養氣與道德修養結合起來，提出守

氣與守神。＜大宗師＞說聖人「其食不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

以喉」。＜達生＞說至人之所以能潛行不窒，蹈火不熱，登高不慄，就在於其能「純

氣之守」，莊子認為「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即是說使心性

純一，保養純正之氣，使自己的德行與自然結合，也就能通乎道了。能守其氣，

則天賦就不會喪失，精神就會保持完滿而沒有缺口，這樣，人也不會受外物侵害

了。＜人間世＞還提出具體的養氣法：「若一志，勿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勿聽之

以心而聽之以氣」即專心一致，以意領氣，任和氣自然流轉。＜刻意＞又有守神

之說：「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倫」 

 

                                                      
36
 同注三十五。 

37
 《老子．第十章》：「載營魄抱一，能無離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意

謂保持精神與身體的統一，能使兩者不分離嗎？守存運轉精氣，而使筋骨柔和，能像嬰兒那樣嗎？

《老子．第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不螫，猛獸不據，擢鳥不搏。骨弱筋柔而

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終日嚎而不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

祥，心使氣曰強。」以嬰兒比擬聖人之德，嬰兒之所以能如此，就在於他無知無欲，有至柔至和之

氣，達到這種狀態，也就接近道了。 
38
 《管子․內業》：「是故此氣，不可止以力，而可以安以德；不可以呼以聲，而可迎以意。敬守勿

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畢得」指道或氣，只有以德才可使之安居自己內心之中，只有導

之才在體內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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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對莊子論愛之評議 

作為莊子思想中的關鍵——「道」，它被賦予本體論、宇宙論的意義，把道視

為一切問題的依歸和解答39，莊子雖然認為人也是道所派生，但它卻不認為人的

所行所為會符合道的發展，人因人力、智巧、私欲而喪失了自然而然的天、命，

所以在莊子思想中，真正的人性人情，應是合道的自然狀態下的本心本情，所以

任何的社會規範與目標，如道德、知識、名利在莊子看來，都只是形式，往往會

傷害個人存在的價值，只有「端正而不知以為義，相愛而不知以為仁，實而不知

以為忠，當而不知以為信」40，把握住本性，真正的愛才會浮現。 

道既是莊子一切價值來源，但它卻毫無具體內容可言，因為我們無法說出道是什

麼？莊子也說不出，只能盡力去描述它，是以，從某個角度言，「道」還是不確定，

因此，作為自然萬有之一的人，其本性也不能被確定，天、人之間的區別成一大

疑問 ，隨文解說的困境自不能避免，在此情況下，「愛」的意義在莊書中也就顯

得含混不一，只能從否定、排除一切不足以作為價值判斷標準的項目著手，透過

否定、排除，漸次逼近莊子認為的真正價值範圍內。徐復觀在《中國藝術精神》

中闡明美地觀照的根源時，將胡塞爾（Ｅdmund  Husserl）現象學中的「還原」

41

方

法與莊子的方法作比較，他說： 

現象學的還原，是以排去為手段。42

又： 

 

                                                      
39
 ＜大宗師＞：「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不可受，可得而不可見；自本自根，未有天

地，自古以自存；神鬼神地，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不為高，在六極之下而不為深，先天地生而

不為久，長於上古而不為老。…比於列星。」這一段往往被引證視為莊子形上學根據。葉舒憲《莊

子的文化解析》一書中，並將其賦予相當於西方創世神話之概念，參見該書頁 513～555。湖北人

民出版，一九九七年。 
40
 ＜天地＞。 

41
 ＜秋水＞：「牛馬四足謂之天，落馬首穿牛鼻是謂人。」郭象對此注曰：「人之生也，可不服牛乘

馬乎？服牛乘馬，可不穿落之乎？牛馬不辭穿落者，天命之固當也。茍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

而本在乎天也。」《莊子集釋》頁 591。莊子與郭象對人、馬、牛天性定義不同，正表示莊子思想

中，天人區分的隨意性。 
42
 《中國藝術精神》頁 77，學生書局，一九九八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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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學的歸入括弧，中止判斷，實近於莊子的忘知。不過，在現象學是暫

時的，在莊子則成為一往不返的要求。因為現象學只是為求知識求根據而

暫時忘知；莊子則是為人生求安頓而一往忘知。43

 

徐氏所謂的「為人生求安頓」，就是指莊子在尋求人生的最高價值所採用的方

法，亦即排去一切負價值、無價值，還原到人性的自然狀態，對由「愛」進入「道」

的層次，莊子的進路即是如此。 

不過，對於莊子追求這樣愛的終極，也有可能引起質疑，指出莊子是立足於

天而不是人，是符合天的自然而不是人的自然，這與莊子批判儒家是「削其性、

侵其德」有何不同？44雖然在導向人類真樸方面具有意義，可是「在本質上對人

類文化創造，社會倫理道德的否定，對人們能動的道德實踐的否定，則又有很大

的消極性。」45

                                                      
43
 同注四十二，頁 79。 

44
 參見成復旺＜道家開闢了中國的審美之路＞，收於陳鼓應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輯，頁 67～

86。 
45
 張立文等編《玄境》頁 87。人民出版社，一九九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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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n Love in Chuang-tzu 

Wang,Chih-Mei（王志楣） 

Even though “Love” is the eternal issue in human’s life, Chuang-tzu was a person 
who emphasized real cultivation of people. It is often seen that most people who 
studied Chuang-tzu have put too much emphases on his Taoism, Making All Things 
Equal, and the theories of cultivations but Chuang-tzu’s explorations of “Love” are 
rarely examined by people.  This paper, by selecting the usages of the word “love” in 
Chuang-tzu, intends to categorize and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s of the 
word. 

 After analyzing,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is no exact and consistent definition of 
Chuang-tzu’s “love.”  But, it is sure that Chuang-tzu didn’t agree to the notions of 
earthen emotionalism, Confucianism’s humanity, or Mohist’s love without distinction.  
Chuang-tzu, as a matter of fact, was expecting a state of love in which only a saint’s 
selfless love existed. To Chuang-tzu’s mind, pursuing and promoting this kind of love 
is in itself a process and ideal of practicing and experiencing Tao. 

 Chuang-tzu’s notion of love has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he tried to 
reestablish a system of thoughts and culture through creative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For him, the promotion of Taoism philosophy was to save the chaotic 
mind in society.   

 This paper generalizes from Chuang-tzu a method how one can escape from 
earthen emotionalism to Tao’s love.  Through Chuang-tzu’s love and the practicing of 
body and mind, one can regain his/her purest state of mind and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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