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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數」、「人欲」的自然性與社會性 
—中國二十世紀初的莊、荀論述與治道 

  

周志煌 

 

一、前言 

「一」與「兩」，在中國思想發展歷程中，是重要的「觀念字」，從

中國古代思維中的「道」與「陰陽」，即反映了「一」與「兩」之間的辯

證思維關係。而其連接的觀念詞彙，如「太一」、「理一」、「一心」、

「兩行」、「兩分」……等，不論是在儒釋道或其他中國思想學說當中，

透過歷代思想家對於「一」與「兩」涉及之觀念所進行的相關解說，也都

豐沛了中國思想史及觀念史的接受與詮釋內涵。 

「兩」所涉及的觀念，在中國思想發展的進程中，其既涉及形上抽象

思維，但同時也可以對應在人事經驗的體察之中。以莊子「兩忘」、「兩

行」與荀子「義利兩有」的觀念為例，在近現代中國思潮的演進中，不論

是中國思想自身「內在理路」（inner logic）的發展，抑或西學激盪之下

思想觀念的重新詮釋，莊、荀這些觀念群組，在晚清民初學者的解說下，

都不約而同的涉及到個體自然人欲、群體社會人欲該如何看待的問題，由

此並延伸出「義」與「利」；「私」與「公」等古典與現代的思想課題探

索。「人性論」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一直是歷代思想家關切且爭喋不休

的話題，從性善、性惡、性有善有惡、性無善無惡，乃至將人性分為三品、

五品……等等不一而足的見解。大抵而言，這些議題或討論不外乎是環繞

在道德與欲望之先天或後天、本質或自然，以及在人性在社會化的發展過

程中，所產生的變化情形等等加以闡釋立論。事實上，道德與欲望之關係

從來都不是化約的二分關係，個體與社會整體之人性關係，在道德、欲求

涉及的諸多倫理課題、關係取向之中，也常充斥著複雜的辯證關係。 

本文以下就相關文獻爬疏，說明在先秦時期莊、荀二者對於「天人關

係」不同的思想進路，如何在近現代思潮之中，被賦予了一種「創造性的

詮釋」。尤其「兩忘」、「兩行」、「義利兩有」這幾組觀念，是如何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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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天數「與「人欲」的自然性與社會性等觀念，對應到國計民生、生產

分配等現代性的政治、經濟、社會等課題。晚清以迄民初的知識界，當時

的學者多有運用先秦觀念來與現代性的「思想論域」進行對話與詮釋。依

此，中國先秦時代的傳統學術資源在近現代學者的研究、論辯之中，是如

何被轉化成現代的學術語言介紹出來？另一方面，當西學各個學門專業領

域之下有關人性的討論被引進中國學術場域，並與中國傳統人性論展開對

話，其相關言說及闡釋又有哪些議題的發現與激盪，同時擴展了開發新的

人性觀念論述的可能？ 

如果藉由這些觀念字、詞，統整成相關學術議題進行討論研究，並鉤

合這些話語觀念的「歷史」進程發展，呈現學術思潮氛圍，及其所反映出

來知識分子觀看時局、世界變化的方式與解決之道，對於先秦觀念之於後

代詮釋的研究，應可以擴展了新的論域與詮釋方向。 

二、「兩忘」、「兩行」：個體自營與總體人欲之辯證 

荀子在〈解蔽〉篇中曾說道：「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由天謂之

道，盡因矣。」批評莊子學說只知因循依順自然的作用，而不知人的力量。

就荀子而言，〈天論〉：「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

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

病。……」，人事的治亂與「天」無關，而是「人為」所造成的結果。更

進一步來說，荀子主張制天、用天，以此提供人類生活及社會生存所需更

多的取用與滿足。 

就上述莊、荀二者思想的差異來看，荀子思想言說與「治道」關係甚

為密切縝合，自不待言；然而莊子之學說與治道的關聯，在〈齊物論〉所

云：「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的概念之中，如

何在順應聽從萬物自然變化之中，掌握自然均衡之理，讓「物與我各得其

所」（王先謙《莊子集解》語），這不僅是一種形上的道德修養命題，同

時也關乎形下世界秩序如何安頓等課題。「物與我各得其所」對應到荀子

的觀念來說，即涉及到如何掌握事物條理次序的「倫類」意義。一個人如

果「倫類不通」（〈勸學〉），是不足以稱之為「善學」，更遑論「治國」。

一個大儒或聖王如果能夠「知通統類」、「舉統類而應之」（〈儒效〉）；

「壹統類」（〈非十二子〉），則國家、社會人倫秩序不僅可以達到各安

其位之效，同時自然秩序當中的物我關係，亦能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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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循自然」作為施政之方針策略，其實踐之顯著績效可從漢初黃老

治術得而觀之，雖然黃老治術不無法家思想的滲入，但就經濟政策的原則

而言，《史記‧貨殖列傳》引《老子》提供的理想社會型態「至治之極，……

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司馬遷認為這樣的理想國度及

社會的馴至，即是源由於為政者能「因之」，即依循自然人性與順其自然

生活而不干預。史遷以《老子》思想作為經濟施政該有的準則與標的，然

而對於道家老、莊同樣強調因循自然原理，為政者在採納運用為經濟措施

之際，其背後的心態究竟如何？尤其若將這樣的問題放在強調經世致用的

清初實學背景之中，老、莊之學運用在治道方面，其間差異究竟何在？以

王船山（1619—1692）為例，嚴壽澂先生在論述船山氣論與治道關係時，

就曾經指出： 

船山以爲，莊子之學，雖沿老子而來，但在「朝徹」、「見獨」以

後……，則「寂寞變化，皆通於一，而兩行無礙」……「畢羅萬物，

而無不可逍遙，故又自立一宗，而與老子有異焉」。在船山看來，

老子之學「是以機而制天人」，「啓天下險側之機」，「流害於後

世」，而且「以忘機為機」，其「機尤險」。莊子則是「兩行」：

「進不見有雄白，退不屈為雌黑，知止於其所不知，而以不持持者

無所孚。雖虛也，而非以致物；喪我而於物無攖者，與天下而休乎

天均，非姑以示槁木死灰之心形，以待物之自服也」。船山以爲，

此「兩行」之道，「蓋得之於渾天」。
1
 

換言之，天下紛亂，人心無道，在於人（包含為政者）不知習天之自然而

有所執累，如能喪我、忘我，於物「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去除「機心」、

「成心」，國家、社會自有一套能含藏動靜、進退、盈虛消長變化的自然

之理，讓秩序得以存護，此即「兩行」之道。這樣的觀察，如果將之置於

比起船山稍早的中、晚明時代，就社會經濟及國計民生的利益來說，陸楫

（1515—1552）在有名的〈禁奢辨〉一文之中，就認為「崇儉禁奢」對於

個人及家庭而言，是有利於財富的累積，但若從社會整體性來考察，「崇

奢」之舉反而得以活絡經濟，奢靡之行可以創造大量就業，增加窮人謀生

                                                           
1   嚴壽澂：〈「兩行」與治道—讀王船山《莊子解》〉，《近世中國學術思想抉隱》（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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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陸楫的立論主要是基於社會財富的整體性是一「天數」，如同自

然盈虛消長之變化，他說道： 

論治者類欲禁奢，以為財節則民可與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

生財止有此數」，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

也。……治天下者，將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

予每博觀天下之勢，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為生；其地儉，則其

民必不易為生也。……長民者因俗以為治，則上不勞而下不擾，欲

徒禁奢可乎？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2
 

宋代以降，對於「富者」的身分，已經較少從過去重農抑商的傳統中，予

以負面道德評判，相對的，保富、安富之言論，多著眼於富者施糧賑災等

「濟貧」之舉來予以正面肯定。然而像明代陸楫以「消費」行為來談均富

理想，確實是少見的。陸楫認為治理天下者，若能循順天時、地利、民情

（如其所舉吳越之地富饒，民情崇奢為例），「則上不勞而下不擾」。亦

如上述莊子所言「兩行」觀念與治道的結合。如果在奢華的消費行為之中，

富人損其有餘之財富以益窮人不足之貧困，則人人富而能均，這樣的思維，

不僅以自然天道來合理化社會欲求的滿足，而整體性的社會欲求滿足，也

正是建立在個人欲求的獲取上（包括貧者及富者），「公」含攝了「私」，

集眾人之「私」成就了「公」，如此傳統私利與公義的對舉及衍生的道德

分立評判，在這種全體含攝個體，個體成就全體，「一」與「多」的相即

不離關係之中，重新被賦予了新的定義。而自然盈虛消長變化之理，亦寓

託於人文化成的世界之中，『天地生財止有此數』的自然法則，不僅讓義

利關係的道德命題有了新的詮解，且就王霸之道的治術而言，在人欲需求

滿足、財富生產分配、國計民生發達等相關議題上，也有了被重新看待的

可能。 

再以晚清譚嗣同（1865—1898）為例，其曾進一步的對「天地生財，

止有此數」一語表達不滿，認為此是不解世事的腐儒之語。在他看來，社

會是不斷的在「進化」，社會越進步，奢靡之風就越盛。譚嗣同由此提出

了一種相當奇特的人與物「相與兩忘」之思維，其說道： 

夫治平至于人人皆可奢，則人之性盡；物物皆可貴，則物之性亦盡。

                                                           
2    陸楫：〈禁奢辨〉，《蒹葭堂雜著摘抄》，收入沈節甫所纂輯：《紀錄彙編》（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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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治平至于人人可奢，物物可貴，即無所用其歆羡畔援，相與兩忘，

而咸歸于淡泊。……故私天下者尚儉，其財偏以壅，壅故亂；公天

下者尚奢，其財均以流，流故平。
3
 

這是一種對未來「公天下」之理想世界的設想。「兩忘」一詞出自莊子〈大

宗師〉及〈外物〉。莊子要吾人「兩忘而化其道」，如同「兩行」要能「休

乎天鈞」一般，一切譽非、榮辱、是非等相對價值，在因任自然之道的前

提下，都能得其「和」以及相與「忘」，擺脫相對價值的成見與執累，而

依止於「道」之自然，不遣是非而與世俗處。譚嗣同認為富國之道即為儒

家治平之事，而當『人人可奢」『物物可貴』達到莊子所謂「各適其性」

之效時，即能達到「相與兩忘，而咸歸於淡泊」，也就是不需外在強制手

段規範崇儉，而能使侈奢之行恰如其分的展現其人、物之性的正當。再者，

譚嗣同以為「私天下者尚儉；公天下者尚奢」，儉或奢之提倡成為檢驗為

政者私心、公心的重要參考依據。這種從主政者立場出發，以儉、奢之經

濟手段思維私天下、公天下之區別，是進一步發展了中、晚明以降對於社

會集體人欲（公）的重視。換言之，私人之害與公眾之利在此可以並存。

犧牲小我之道德，換來更大的公眾利益，此與譚嗣同鼓吹大乘菩薩行的利

他之行頗可相互輝映。 

    無獨有偶的，除了「兩忘」觀念可與公義之行合而觀之，並會通大乘

佛學精神。「兩行」一詞在近現代學者的眼中，亦可與大乘佛學及公私觀

念相互發明。1935年朱進之的〈莊子齊物論「兩行」一名之研究〉，即採

取此一進路詮釋「兩行」： 

『以明』即是『因是』，『因是』即是『休乎天鈞』，即是所謂『兩

行』。…莊子是把本體與現象打通了的，所以孙宙論的問題也即是

本體論的問題。……我們對于『個體』與『全整』之間之關係，應

當有三個說法。第一，自全整一邊言，一切個體間的此疆彼界盡應

消泯，而歸于一。第二，自個體的一邊言，一法有一法的相貌，一

法有一法的功用。……第三，自不能有一個離于個體而超越地存在

着的全整而言，個體即是全整。『個體』即是『全整』，……借用

一個佛家的名詞，可以說『法性』是不增不減。一個『個體』裏所

                                                           
3  譚嗣同：《仁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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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法性和統攝一切『個體』的『全整』所具的法性絲毫沒有兩樣。
4
 

『個體』與『全整』的觀念，就其形上意義而言，在中國歷代的思想詮釋

之中，不乏其說，如宋儒言「理一分殊」即是。但在晚清民初的思潮之中，

『個體』與『全整』不再只是一個單純的形上學或本體論等課題。其中還

涉及社會「群學」該如何治理，包括如何運用政治、社會、經濟等西學知

識在中國的治道上。嚴復（1854—1921）就曾經指出： 

所謂小己，即箇人也。大抵萬物莫不有總有分，總曰『拓都』，譯

言『全體』；分曰『麼匿』，譯言『單位』。……國，拓都也，民，

麼匿也。社會之變相無窮，而一一基於小己之品質。是故群學謹於

其分，所謂名之必可言也。
5 
 

從總╱分的概念運用到政治、社會，乃至事物之對象上，嚴復要說明的是

全體與部分並非相對立的概念，而是一種「含攝」關係，部分構成全體，

全體包含部分。此觀念不僅可以連結公、私等課題來討論，就上述兩行、

兩忘等涉及「治道」的課題，在晚清民初的詮釋中亦能多有所著意發明。 

三、「義利兩有」：人欲與天數的涵攝與流動 

《荀子．大略》中曾說道：「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故義勝

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
6
社會群體生活，是脫離不了「利」的存

在，若承認「人生而有欲」，則如何透過合宜、合理的（義）來安排「利」

之正當獲取，這是有別於用取、捨來將義利對舉的思維型態，就荀子而言，

其更重視社會群體關係的存在，「利」之滿足人欲之餘，如何「度量分界」

以作合理之分配。 

    荀子「隆禮」著眼於政治、社會秩序的安頓。而「禮」之能養人欲，

也會因政治、社會階級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禮」之施設。〈禮論〉篇

說道：「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

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7
荀子所言之「禮」，雖涉及尊卑親疏

                                                           
4   朱進之：〈莊子齊物論「兩行」一名之研究〉，《新民》月刊，第 1卷第 3期，1935年，

頁 44～46。 
5  嚴復：〈群學肄言．譯餘贅語〉，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126。 
6  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華正書局，1988年），頁 330。 
7  同上，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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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別；但就「禮者養也」這個角度來思考，則聖人制禮所「養」的對象，

是普及天下所有之人。而政治、社會的階級差距，在荀子看來，亦為「天

數」使然。〈王制〉說道：   

分均則不偏，埶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

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

天數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

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
8
 

在荀子看來，如果人人分位平等而無貴賤之別，則國家無以為治。「有天

有地，上下有差」是一自然之理。也因此在「天數」所反映的自然法則之

下，兩貴不能互相事奉、兩賤不能相互役使，貴賤差等、貧富有別的社會，

亦是遵循此一自然法則而施設運作。 

    宋明儒學，基本上尊孟而排荀，喜言天理、人欲之分，並將二者對立，

言其形上╱形下、善╱惡之別。然而，若以「天數」一詞所反映的天道盈

虛消長和諧之道，抑或人事禍福吉凶、社會貧富貴賤差等所帶出的秩序條

理及身分階層流動變化的律則，則「天數」之觀念亦可以顯現出一種「動

態的平衡秩序」，帶來社會的和諧關係運作及治道完善之契機。晚清重要

報刊《時務報》曾刊載維新派人士陳熾（1855—1900）《重譯富國策‧工

價》一文，其中說道： 

工價之貴賤，資本為消長者也。人工少而資本多，則工價貴矣；人

工多而資本少，則工價賤矣。……是故工人之窮，由於食物之貴；

食物之貴，由於生齒之蕃；生齒之蕃，由於婚嫁之早；婚嫁之早，

由於謀生之易；謀生之易，由於工價之增。循環倚伏，互為始終，

雖曰天數，豈非人事哉？
9
 

這種猶如生物鏈之循環觀，呈現了一種天數的「動態的平衡秩序」。然此

自然循環消長秩序的維繫，在於「人事」，正如荀子「天生人成」之觀念

一般，人欲自然而生，如何「養人之欲、給人之求」在於人事之作為。陳

熾在重譯《富國策》中，還鼓勵移民海外拓墾，認為「六洲之表、四海之

濱，有曠土焉……徙民以實之，以羨補不足，窮民數百萬，皆得以耕種謀

                                                           
8  同上，頁 96。 
9  （英）斯密德著、通正齋生譯述：〈 重譯富國策（續第廿三冊）‧工價〉，《時務報》，

第二十五冊，1897年 5月 2日。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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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即以彼地之糧，轉濟國中之食」
10
。這種「羨補、轉濟」的概念，正與

「循環倚伏，互為始終」的「天數」觀念相互映疊。此外，陳熾還提及為

因應社會分工之不同，各行業之工資自應有所差異，基於「託業有苦樂、

學藝有難易、工作有久暫、責任有重輕、成功有可必不可必」等理由，「工

價貴賤之故，或以勞心而異，或以託業而殊，其決不能一律也」
11
。這些觀

念與先秦荀子重視群而能分、明分使群的治道，以及追求富國之政，實遙

相呼應。「貴賤差等」雖為政治、社會運作必然存在的階級現象，然而如

何能讓民意上達天聽，晚清民初在構思西方民主立憲的運作之時，所考慮

也仍是議院的成立如何反映民意的所需，在國富民安的追求之中，讓「國

計民生『兩有』裨益」。鄭觀應（1842-1921）在 1893年就曾經說道：「竊

謂中國病根在於上下不通，症成關格，所以發為痿痹，一蹶不振。今欲除

此病根，非順民情，達民隱，設議院不可。有議院……實於國計民生兩有

裨益。」
12
議院可以作為「公是公非」之所，且其施設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

晚清民初學者關切個人私欲與社會群體之欲如何調和，由此論斷如何集「眾

私」以為「公」。鄭觀應對此也說道： 

泰西之設議院，亦合眾小私成一大公也。如一事也，而民欲之，必

其利己者也，私也。然一人欲之則為私，人人欲之則為公矣。一政

也，而民惡之，必其害己者也，私也。然一人惡之則為私，人人惡

之即為公矣。
13
 

群學之於晚清民初，學者多從先秦荀學當中來談「人生而有欲」、「群而

能分」、「度量分界」等課題。稍早於鄭觀應的俞樾（1821-1907）於〈公

私說〉一文中，考訂公、私二字之字源意義，就特別指出如果為政者能讓

人人得以「自營」，即是推己及人之「公」的作為表現。俞樾說道： 

夫自後世言之，則公者美名，而私者姦衺不正之號也。若夫聖人制

字之意，或者其不然乎？夫自者對人而言之者也，自為營帀以安其

身，所謂自營為厶也。於是推以及人，使人人得以自營是即公矣。

                                                           
10   同上，頁 61。 
11   同上，頁 62。 
12   鄭觀應：〈又：答某當道設議院論〉，《盛世危言》卷一〈通論‧議院下〉，（北京：

華夏出版社，2002年），頁 31。 
13  同上，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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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為人謀而非自為謀，故曰背厶為公。然則公者生于私者也，先

私後公固其理也。
14
 

如此公與私兩組概念並非全然相對，其實都有所含攝。在晚清世變之局中，

可以說俞樾、鄭觀應等人想要探索的是：國家的經濟措施及活動，背後的

文化及人性思維是什麼？以中國而言，先秦思想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

對國家的經濟政策及人民的生計活動，又如何形成一股隱藏的指導力量？ 

民初學者錢澄在1916年發表的〈論為官思想之發達及於國家社會之危

險〉一文中，曾經提到： 

因謀公共之利益，所得之自利，返能遠過單純自利心者之自利。而

其所享之身分的尊榮，又全為單純之自利心者所無。依此結果，即

可以喚起社會心理之趨向。……利益尊榮，兩有所得，此即所謂義

務權利之大質。
15
 

錢澄認為為官所享有的利益尊榮，雖為個人私利，但若其能竭其智力，為

國家百姓帶來公共之利益，則個人權利與為公眾服務之義務亦能兩相完善

的獲取。由此，傳統聖王之政所著意於的獨善其身而後兼善天下，到了民

初，變成權利、義務的現代政治學原理及為官之道的重新詮釋。「利」之

一字不再是個人負面道德意義，其群我關係的倫理意涵反而益形顯著。清

末以降，群學意識與個體人性之關聯，其思想變化之複雜亦由此可見。 

四、結論 

莊子與荀子二者，其思想觀念在先秦時代本就交集頗深，荀子雖然批

評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但其承襲莊子用詞及其相關觀念亦多處可見。
16
雖然荀子欲透過「虛、壹、靜」得大清明之心，並由此得以「解蔽」；與

莊子經由「心齋、坐忘」復返自然本心，就去除成見、妄執、偏曲而言，

兩者頗有類近之處。然而對於社會是否可以有一套自然法則秩序得以使社

                                                           
14  俞樾：《賓萌集二‧說篇‧公私說》，收入《春在堂全書》第叁冊（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0年），頁 800。 
15   錢澄：〈論為官思想之發達及於國家社會之危險〉，《大中華》第二卷第十二期，1916

年，頁12。 
16   關於莊、荀之間的用詞及觀念糾結之處，可以參閱何志華：〈荀卿論說源出莊周證〉，

方勇主編：《諸子學刊》第三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 26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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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運作昌明，抑或需以禮、法等人為施設之效才能馴至，兩者顯然有其分

歧。 

在中國傳統的倫理價值觀之中，公共道德（包含善性、天理、良知作

為共相的普遍性）與個人私欲通常是被看做對立的兩端，並由善、惡價值

的分判來談修養工夫。然而，道德與欲望之人性課題及公、私面向之討論，

就近現代思潮的複雜氛圍來考察，雖亦有傳統思想發展的延續性，但同時

亦有西學激盪影響下的成果。民初學者在介紹西方經濟學觀念時，特別重

視經濟發達與欲望的關係。〈經濟：普通經濟學：論慾望〉一文中說道： 

慾望者，經濟之母也。……吾人生當今世，求免為各國所吞併，毋

言寡慾也。苟進於文化的，惟患其不多耳，毋言窒慾也。苟知有國

家，惟患其不通耳，蓋慾望者，非古聖賢私慾之謂而有生俱來，介

在性與情之間，為經濟原始之要件所必不可忽者。
17
 

近現代思潮受西方經濟學觀念影響，相關學者既繼承中國思想史中有關義

利之辨、儉奢之別等相關論題來闡述，另外一方面，尤能運用經濟學原理

來加以著墨發揮，對於經濟發展、財富分配等課題，也能從欲望與道德的

辯證關係中加以討論。林鵕的〈尊欲說〉就曾言及： 

吾人苟欲世界進於同一之文明，舍拓張人類之慾望無他術。英儒斯

賓塞爾曰：政之合道者。以興奮民行為歸。斯氏所稱夫民行者，其

原動力皆吾人之慾望也。消辨萬爾曰：孙宙之根源在於慾望，亦謂

此也。故知人類欲望發達，乃良善之原，非可憂之原。……吾人拓

張欲望，競天行而導進化。不可不具真摯之感情，視世界進化與己

身有密切之關係。蓋社會為一大機體，己乃機體中之分子，苟吾欲

望不能均衡圓滿，則發於行為，為世界造之不良之因，來者即受不

良之果，不可不慎也。
18
 

斯賓塞爾（Herbert Spencer，1820～1903）在清末民初學者的論述之中，

常被加以引用，尤其涉及人性欲望、善惡道德等主題的討論介紹，斯氏在

清末民初論壇上都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荀子談群而能分，言社會階級中

的「貴賤差等」，此種對於形而下世界的思維及見解，在近現代受西學影

                                                           
17 《湖北學生界》，1903年第 4期，頁 30～37。 
18  林鵕：〈尊欲說〉，《東方雜誌》，1911年第 8卷第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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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氛圍中，頗受注目。雖然，表面看來，此與晚清以降強調打破宗法社

會階級色彩，主張個人「平等」及其權利觀念顯然相互衝突，然而如何合

理化傳統與現代思想，並進行相關會通，顯然是當時學者更為關切的課題。 

日本學者溝口雄三（1932—2010）在研究中國思想史上的公、私問題

時，對於明中葉以降，如李卓吾、呂坤、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戴震……

等人的公私言說進行考察，特別指出十七世紀以降對於「私、欲」（私有

財產、人之生存欲、所有欲）的重視，讓過去以對皇權應行「公」於百姓

的「公天下」之呼籲，轉變而為對於百姓的「私」或「欲」的集積生產、

調和分配之「公」的予以肯定。尤其明末清初思想家對於社會性欲望的重

視，也讓他們開始省思個體欲望存在的意義。溝口雄三說道： 

「公」已不再與「私」為二律背反關係，它必須是高一層次的「公」：

這個「公」要內含「私」，不只是皇帝一個人的「私」，還要使民

的「私」，共同得到滿足。這也是之所以謂之「成公」的原因。這

樣，君主一己的「公」被否定了，明末的「公」作為指稱皇帝與富

裕階層之間社會性關聯的共概念提升到了更高的層次。
19
 

就先秦時代來看，荀子以義利之「兩有」與禮法之「兩盡」來談「公」。

而此「公」離不開社會階級的存在，以及如何滿足人欲等相關議題。然而，

近現代談「公」的政治議題，多從個人平等權利著眼，這是西方政治學說

傳入中國的影響，非中國傳統政治社會及文化型態可以推知。另一方面，

相較於政治平權觀念，就經濟方面而言，社會財富的整體性為一「大公」，

而此一「大公」正是集眾人利欲之「私」所成。 

就莊子而言，「兩行」、「兩忘」皆以道之自然來化除成心所見，尤

其人心常塌陷耽溺於「相對」意義比較，競逐於名譽、財富、權力……等

等，形成優勝劣敗等相對意義的執累。譚嗣同乃至其他民初學者們，能從

莊子延伸至治道而談，從「人人皆可奢，則人之性盡；物物皆可貴，則物

之性亦盡」之各適其性，談及『人人可奢」『物物可貴』之無所分別之狀，

這種從人欲之需求滿足到化除消解人欲，終歸平淡，顯然也只有在晚清民

初這種複雜與變動的思潮中，才能讓各家相近或迥異的學說，同時並峙於

一個學者的論述之中，而帶來創造性的新詮釋。 

                                                           
19  溝口雄三：〈公私概念在中國的展開〉，《中國的公與私‧公私》（北京：三聯書店，2011

年），頁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