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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荀詁釋四題 

馮耀明∗ 

【提要】 

梅廣教授認為：雖然傳統建基於文字學、聲韻學和訓詁學的語

文學對研究古典是必要的，但這並沒有發展出一套語法或文法的理

論，故對古書的詮釋實有不足之處。其中問題包括：讀古書或因不

明詞義，不知通假之理，不悟音義之變，或於文理不審，或於古代

文化知識有所不足，都會造成誤讀。這些問題不涉及語法，這裡可

以不談。而誤讀與語法有關的，則是句讀、結構多義和虛詞三種。 
此文主要就《莊子》和《荀子》二書中涉及句讀、結構多義和

虛詞有關的語法問題，提出一些論題加以探討，並嘗試對有關論題

的語意提供一些較合理和融貫的解釋。 

 
關鍵詞：知止 欲行 為一 一體 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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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梅廣教授認為：傳統建基於文字學、聲韻學和訓詁學的語文學

（philology）或考證學並沒有發展出一套語法（［historical/descriptive］

syntax）或文法的（grammar）理論，故對古書的詮釋實有不足之處。

其中問題包括：1 讀古書或因不明詞義，不知通假之理，不悟音義之

變，或於文理不審，或於古代文化知識有所不足，都會造成誤讀（dú）。

這些問題不涉及語法，這裡可以不談。而誤讀與語法有關的，則是句

讀（dòu）、結構多義和虛詞三種。  

以下就《莊子》和《荀子》二書中涉及句讀、結構多義和虛詞有

關的語法問題，提出一些論題加以探討，並嘗試對有關論題的語意提

供一些較合理和融貫的解釋。  

二、官知止而神欲行 

《莊子》〈養生主〉中有「庖丁解牛」一段有趣的故事：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履，膝之所踦，

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不中音：合於《桑林》之舞，乃中《經

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見無非［全］牛者。三年之後，未嘗見全牛也。方今之時，臣

以神遇而不以目視，官知止而神欲行。依乎天理，批大卻，導大

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良庖歲更刀，割

也；族庖月更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年矣，所解數千牛矣，而

刀刃若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

                                                 
1 梅廣，《上古漢語語法綱要》（臺北：三民書局，2015），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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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年而刀刃若新發於硎。雖

然，每至於族，吾見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行為遲。動刀

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立，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

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

焉。」2 

歷來對此一故事中的關鍵語句的語法結構缺乏分析，故多不得善解。

例如： 

郭象注：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理［順］。 

成玄英疏：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主於色耳司於聲之類是也。

既而神遇，不用目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理

而行。善養生者，其義亦然。 

陸德明釋文：官知止，如字。崔云：官知，謂有所掌在也。向音

智。專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智。而神欲行，如字。向云：從手

放意，無心而得，謂之神欲。3 

以上注解或以「止」一詞為「廢止」或「停廢」，或以「官知」和「神欲」

為一複詞，實非正解。 

西方學者的詮釋亦如是。例如：  

Sensible knowledge [官知] stops and spiritual desires [神欲] proceed.4 

Although we would regard carving oxen as the purposeful application 
of a skill, Butcher Ding has gone “beyond technique＂ and his 

movements are due to “spiritual desires＂ [神欲] that “proceed＂ 

as if on their own. The way to exercise such a knack is not to keep 

one's eye on an ultimate goal, or to follow the precepts of a method, or 

                                                 
2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臺北：東大圖書公司，2007 五版），頁 26-28。 
3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北京：中華書局，1985），頁 93。 
4 P. J. Ivanhoe and van Norden, 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01), pp. 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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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to focus on one's actions themselves.5 

西方學者大多依據  Burton Watson 的翻譯，將「官知止」釋譯為：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have come to a stop, and spirit moves where it 

wants.”6 例如 Chris Fraser 依之釋譯為：“Sensory knowing [官知] stops, 

while spirit-desire [神欲] proceeds.”7 華人學者方萬全亦依之而作如下的解

釋： 

Cook Ting [Ding], the most famous example of a skilled person in [the] 

Zhuangzi, said that his skillful carving of an ox was done as the 
“spirit moves where it wants＂ while his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coming to a stop,＂ and he went “along with the 

natural make-up [of the ox].＂8 

他的另一中文論著中亦作類似的解釋： 

所以我們在這裡把「官知」了解為感官經驗有關的認知，例如透

過視覺而得知外界的情況。因此「官知止」之所止的就只是這樣

的認知。9 

何以見得上述諸說皆非正解呢？理由之一來自我的懷疑。庖丁即

使神乎其技，甚或已達道而進乎技，他畢竟不是魔術師，不可能不用

目視和心知去解牛。所謂「臣以神遇而不以目視」並非完全不用目視，

更非不用心知。故他說：「每至於族，吾見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

                                                 
5 J. David Velleman, “The Way of the Wanton,” in Catriona Mackenzie & Kim Atkins (eds.), Practical 

Identity and Narrative Agency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184. 
6 Burton Wats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angz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9. 
7 Chris Fraser, “Wandering the Way: A Eudaimonistic Approach to the Zhuangzi,” in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13 (2014), p.18. 
8 Wan-chuan Fang, “Moral Perception, Moral Psychology, and Zhuangzi’s Sa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Moral psychology (2007. 12.17-18, Division of Humanit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5. 

9 方萬全，〈莊子論技與道〉，收入劉笑敢主編，《中國哲學與文化》第 6 輯（桂林：廣西師範大

學，2009），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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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行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換言之，見其難為

才視為止及行為遲，這預設（presupposes）先以目視而見其難為，加

以思考判斷後，才怵然為戒，不敢大動其刀以解牛。  

此外，將「官知止」中之「官知」和「神欲行」中之「神欲」視

為複詞（compound term），以助其「官知廢止」之說，實因語法結

構之誤析而致。何以確定其為誤析呢？理據如下：  

（A） 在先秦語料庫（data base）中，從無一例以「官知」或「神欲」

為複詞。 

（B） 「官知止」乃連動詞（serial verb），是種雙動詞（verb+[to]+verb）

之不定詞式的結構（infinitival structure）。「神欲行」亦是包含

連動詞的語句。二句是對偶句（parallelism），故不可能分別以

「官知」與「神欲」為複詞。 

（C） Fraser 和方萬全皆以庖丁所好之道為極超卓的技藝

（super-skill），故其所作乃不經五官之感知（perception）及不

經理性思考（deliberate thinking）之自動反應（automatic 

reaction）。但是，庖丁所好之道乃喻養生之道，故所養者實非

至於神化之技，而在以善其刀以喻善其生。 

（D） 尤有甚者，此“skill-model＂的分析不能在概念組織上系統性

地關連到〈養生主〉一文後面的四個比喻。（見王先謙《莊子

集解》解釋〈養生主〉之五喻。）更不能說明所好之「道」與

「技」有本質而非程度之異（difference in essence, not in 

degree）及「道」與莊子的「無」、「一」等之關係。10 

在先秦語料庫中，我們找不到「官知」或「神欲」為複詞的結構，

                                                 
10 詳論見 Yiu-ming Fung, “Skill and Dao in the Zhuangzi,” presented as a talk at th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Tsing Hua University, 2014.4.16 and a revised version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irtue Epistemology, Virtue Ethics and Chinese Philosophy,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2014.5.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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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找到一些類似以「官」為主（名）詞、以「知」為主動詞的結

構。例如： 

心欲小而志欲大。11（《淮南子》〈主術訓〉） 

目知窮乎所欲見。12（《莊子》〈天運〉） 

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樂也，…13（《墨

子》〈非樂〉） 

知，接也。14（《經》上） 

知：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若見。15（《經說》上） 

知而不以五路，說在久。16（《經》下） 

以目見。而目以火見，而火不見。惟以五路智［知］，久不當，

以目見若以火見。17（《經說》下） 

此處的「心欲」、「身知」、「口知」、「耳知」、「目知」及「以五路智［知］」

皆以「心」及表示「感官」的「身」、「口」、「耳」、「目」為主（名）詞，

並以「欲」和「知」為主動詞的結構。因此，以「官知」或「神欲」為複

詞既無例證，亦不合文義。 

再者，將「官知止」中之「止」理解為「廢止」，乃是望文生義。

個人認為此處的「止」並非表示「廢止」或「停止」（terminate or stop），

而是「停留」或「駐止」（stay or halt）。而下文「神欲行」中之「神」

則表示「心神」（mind-spirit）或「精神」（spirit with vitality），乃

是一種集中精神的能力（a kind of concentrative spiritual power）。能

找到牛之結構中的有間之處，便可依乎天理（natural skeleton），凝

                                                 
11 劉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烈集解》上冊（北京：中華書局，1989），頁 309。 
12 同註 2，頁 128。 
13 清．孫詒讓撰，李笠校補，《校補定本墨子閒詁》上冊（臺北：藝文印書館，1981 三版），頁

472。 
14 同註 13，頁 585。 
15 同上註，頁 616。 
16 同上註，頁 599。 
17 同上註，頁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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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以使無厚入有間，則恢恢乎游刃有餘，從而可以善其刀（而非善其

技以進於道）以喻養生之道。  

「官知止」或（省略主詞的）「知止」乃一連動詞，例如：  

知止其所不知，至矣。18（《莊子》〈齊物論〉） 

知止乎其所不能知，至矣。19（莊子》〈庚桑楚〉）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 …20（《大

學》）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不殆。21（《老子》

32 章） 

知足不辱，知止不殆，可以長久。22（《老子》44 章） 

此中「知止」表示「知所停止」或「知所停留」（know where to stay or arrive）。

一如英語的“stop＂可以用在“stop working＂或“stop functioning＂中表

示工作之廢止或終止，亦可以用在“stop there＂或“stop here＂中表示活

動達至或停留於某處。中文的「止」既可用以表示廢止或終止，亦可用以

表示達至或停留。因應「止於至善」而言「知止」，正正表示知道其所至

之目標，而非廢止或終止活動。莊子言「知止其所不知，至矣」，亦非表

示廢止或終止。與郭注、成疏不同，憨山徳清認為此處的「知」與「欲」

分別皆用作主動詞。「官謂耳目等五官也。但以心，目知其所止，而神即

隨其所行。」23 

總結而言，所謂「臣以神遇而不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行。依乎

天理，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並非指五官之能與心知之能的廢

止或終止，神乎其技地去解牛；而是目知所止之處，即找到「彼節者

                                                 
18 同註 2，頁 20。 
19 同上註，頁 211。 
20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註》（臺北：鵝湖月刊社，1984），頁 3。 
21 唐．成玄英疏，《老子義疏》（臺北：廣文書局，1974），頁 220-221。 
22 同上註，頁 293-294。 
23 明．憨山德清注，《莊子內篇注．養生主》（臺北：廣文書局，1973），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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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閒」之處，才能：「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

所謂「官知止而神欲行」，表示目知所止之處後，須待凝定的心神以

刀刃去解牛。此時為什麼用神而不用目去解牛呢？這是因為眼晴不能

進入那「彼節者有閒」之處，必須集中精神，憑藉十九年的豐富經驗，

了解到「依乎天理（牛身之自然的文理結構）」、「因其固然（牛身

之本有的如此的結構）」去解牛，才能超越一般技術性的良庖、族庖，

使「刀刃若新發於硎」。其所謂「善其刀」乃用以喻養生之道，並非

善其技以進於道。善其技之喻意又與養生何干呢？  

三、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 

葛瑞漢（A. C. Graham）認為：「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

一。」24（《莊子》〈齊物論〉9）一段乃是莊子對惠施的「為一」

或「一體」觀念的批評。他指出： 

Hui Shih [Hui Shi] had said that “Heaven and earth are one unit.＂ 

(p. 284 below) At first sight one might expect Chuang Tzu [Zhuangzi] 

to agree with that at least. But to refuse to distinguish alternatives is to 
refuse to affirm even “Everything is one＂ against “Things are 

many.＂ He observes that in saying it the statement itself is additional 

to the One which it is about, so that already there are two (Plato makes 

a similar point about the One and its name in The Sophist). It may be 

noticed that Chuang Tzu never does say everything is one (except as 

one side of a paradox (p. 77), always speaks subjectively of the sage 

treating [all things] as one. 25 

他並認為莊子的「朝三」的故事正是其批判惠施此一觀念的明

                                                 
24 同註 2，頁 18。 
25 Chuang Tzu: 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of Chuang-tzu, translated by 

A. C. Graha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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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26 此說實為一大誤解。惠施的「一體」與莊子的「為一」觀念

並不相同：前者表示天地萬物為一有機整體，部份與部份及部份與整

體雖有分別，卻是連屬一體而不分離。此即“all in one＂。但是，後

者表示天地萬物與我之分別乃人為語言、概念之建構，而非客觀世界

之本然狀態。自然的、自在的或本真的實在乃一無分別的渾沌、渾一，

意即“all as one＂。莊子言「天地與我並生」，乃表示天地與我並無

生成性的時間上之先後，而「萬物與我為一」，則表示萬物與我並無

個體性的空間上之分別。此即表示：以道觀之的客觀實在，乃無時空

分別之本然狀態的本真的、自然的世界。以物觀之的外在世界，乃經

人為語言概念化的建構的、有封的世界，即「道行之而成，物謂之而

然」
27 （《莊子》〈齊物論〉6）的世界。此乃同一世界之二面，而

莊子所追求的一面正是此一渾沌或渾一的、無待的和諧境界，而非以

其「為一」之境等同於惠施的「一體」觀念。
28 

然而，我們有何論據以證明葛瑞漢之誤呢？「朝三」故事的原文

如下：  

勞神明為一而不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芧，

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怒。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

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怒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

非，而休乎天鈞。
29
（《莊子》〈齊物論〉） 

這裡的問題是有關首句的斷句，我們認為此段文字涉及「結構多

義」的問題。原句是： 

                                                 
26 A. C. Graham, “Chuang-tzu’s Essay on Seeing Things as Equal,” in History of Religions, vol.9, no. 2/3 

(1969.11 - 1970.2), p.145. 
27 同註 2，頁 14。 
28 詳論見拙著，〈魚樂、真知與渾沌：濠梁之辯的邏輯分析〉，《邏輯學研究》第 4 期（2017 年 12

月），頁 52-74。此外，亦可參閱 Yiu-ming Fung, “Zhuangzi’s Idea of Wei-yi (Being On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tory of Happy Fish,” in Dao Companion to the Zhuangzi, edited by Chong Kim-chong 
(Springer), forthcoming (2019 or 2020)。 

29 同註 2，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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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勞神明為一而不知其同也謂之「朝三」。 

對此「朝三暮四」故事的解釋，有如下諸說： 

（1） 郭象注：夫達者之於一，豈勞神哉？若勞神明於為一，不足賴

也，與彼不一者無以異矣。亦同眾狙之惑，因所好而自是也。

30 

（2） 成玄英疏：此解譬也。狙，獼猴也。賦，付與也。芧，橡子也，

似栗而小也。列子曰：宋有養狙老翁，善解其意，戲狙曰：「吾

與汝芧，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怒。又曰：「我與

汝朝四而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暮

三，其於七數，並皆是一。名既不虧，實亦無損，而一喜一怒，

為用愚迷。此亦同其所好，自以為是。亦猶勞役心慮，辯飾言

詞，混同萬物以為其一因以為一者，亦何異眾狙之惑耶！
31 

（3） 憨山德清注：勞神明為一，而不知其同也（謂未達大道，强勉

以己見要為一，而不知其本來大同也），謂之朝三。…上言不

知道者，勞神明强一，而竟莫能一。
32 

（4） 王先謙集解：若勞神明以求一，而不知其本同也，是囿於目前

之一隅，與朝三之說何異乎？
33 

（5） 葛瑞漢的翻譯：“To wear out one’s wits treating things as one 

without knowing that they are the same I call ‘three every 

morning’.”34 

（6） Burton Watson 的翻譯：“But to wear out your brain trying to 

make things into one without realizing that they are all the same - 

                                                 
30 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北：國家出版社，1982），頁 73。 
31 同上註，頁 73-74。 
32 同註 23，〈齊物論〉，頁 39-42。 
33 同註 2，頁 15。 
34 同註 25，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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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called ‘three in the morning’.”35 
但是，無論是（1）郭象：勞神明於為一，（2）成玄英：混同萬

物以為其一因以為一者，（3）憨山德清：勞神明强一，（4）王先謙：

勞神明以求一，（5）葛瑞漢：“To wear out one’s wits treating things as 

one …” 及（6）Watson：“to wear out your brain trying to make things 

into one …”，上述的注疏、翻譯均不可解。不管他們的斷句是：  

(SC1) 勞神明為一，而不知其同也，謂之「朝三」。 

(SC2) 勞神明為一而不知其同也，謂之「朝三」。 

以上諸說皆以  (SC1) 或  (SC2) 斷句。此不僅語意不通，語法亦

不通。何以語意不通？因為眾狙勞神明之所求，在於其誤以「朝四而

暮三」比「朝三而暮四」為多，亦即誤以「朝四而暮三」與「朝三而

暮四」為不一，而「不知其同」。故此，眾狙勞神明並非在於求一或

以之為一。 

依上古漢語語法分析，「勞神明」在「勞神明為一而不知其同也」

中之語句脈絡並非一獨立語句，而是一條件句（conditional sentence）

之前件（antecedent）。「為一而不知其同也」則是後件（consequent）。

原文之斷句應為：  

(SC3) ［如］［某人或猴子］勞神明，［則］［物之］為一而不知

其同也，謂之「朝三」。 

這裡「其」一字在語句「為一而不知其同也」中為一指示（代名）詞

（demonstrative [pronoun]），其所指代的乃是回指（anaphoric referring）某

一省略的主詞（elliptical subject）「物」（things）。「朝三」故事之喻意是：

勞神明以求其所欲，乃是私心用智，故名實未虧而喜怒為用。因而不像達

者（如古之人、至人或真人）那樣能「知通為一」或「道通為一」。此段

                                                 
35 同註 6，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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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言「唯達者知通為一」
36
（〈齊物論〉6），下文言「天地與我並生，

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論〉9）皆以正面意義看待「為一」。若此處以「勞

神明為一」斷句，由於此斷句只能將此工具性思考之「為一」視為負面之

事，上下文意便斷裂無統。故此，除了眾狙勞神明以求「朝四而暮三」，

而以之為與「朝三而暮四」不一外，此上下文的問題亦顯示此斷句會造成

語意不通也。 

除了語意不通的問題外，上述諸家的斷句亦語法不通。此段之上

句為：  

(SD) 因是已，［物之］已而不知其然，謂之「道」。（《莊子》

〈齊物論〉） 

上句 (SD) 緊接此段，但葛瑞漢卻視上句與此段文字為二節，不相連屬。

此大錯特錯也。因為 (SD) 與下列 (SC3)： 

(SC3) 勞神明，［物之］為一而不知其同也，謂之「朝三」。 

兩段文字緊接一起，乃是對偶或對比句法（parallelism）之兩段。它們共

享的語法結構是： 

(S Form) If A，then B 而不知 C，謂之 “D＂。 

在先秦經典中，亦有不少類似“B 而不知 C＂的句法。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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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動而相使，不以為賜。
37
（《莊子》〈天地〉） 

惠而不知為政。38（《孟子》〈離婁〉下） 

依此，可證上述我們的斷句既是語意上恰當，亦是語法上恰當，而葛瑞漢

                                                 
36 同註 35。 
37 同註 2，頁 110。 
38 同註 20，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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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學者依傳統的斷句所作的詮釋並不恰當，因而亦不能支持他對「為

一」觀念的論析。 

四、三重奏︰凡人有所一同 

《荀子》〈榮辱〉篇上一段一向被人忽略及誤解的文字，可稱之

為「三重奏」：  

凡人有所一同︰ 

（1）饑而欲食，寒而欲煖，勞而欲息，好利而惡害，是人之所生

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2）目辨白黑美惡，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

臊，骨體膚理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

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3）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賈，在埶

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

也，是禹桀之所同也。39 

此段中「埶」字及最後 23 字被王先謙據王念孫判定為「涉上文

而衍」，且無提供任何理據而加以删去。對此，後之研究者亦全無異

議，一律因循，此真可謂對荀學理解的一大錯誤，至今仍未得翻案。 

他們認為刪去「埶」字及其後 23 字，即刪去「生而有」、「無

待而然」及「禹桀之所同」所涵之「性所本具」之義，上文便可與下

文一段（「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

佚，為工匠、農賈則常煩勞。然而人力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陋

也。」）所涵之「後修為之」之義相通，其實大謬不然。 

                                                 
39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臺北：藝文印書館，2000），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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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論者以為堯禹、桀跖、工匠、農賈之異在後天積偽之果，故各

各並無「一同」之理，更不可將「注錯習俗之所積」視為「人之所生

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的人之本性，此不免是先入為主之見。我

認為此段正正是用以說明人之本性中有致善成積之知能，是先天而內

具者。  

首先，我認為「在埶注錯習俗之所積」之中「埶」字不可以被視

為衍文，如王先謙之所為。此「埶」若當作「藝」或「勢」，文句便

不可通；這毋寧是「執」字之誤抄。我們知道，先秦文獻中此二字常

有「形近混用」的情況出現。40 若上述段落中的「埶」確定為「執」

之誤，則原文便可通解。所謂「在執注錯習俗之所積」，即以「注錯

習俗之所積」之「積偽」成果來自「執取」之能，亦即由意志抉擇而

付諸實踐之能動性。此能力即《荀子》〈成相〉篇上所謂「君子執之

心如結」之定於壹的決意之能。這種能力當然是「人所生而有」的，

是「無待而然」的，也是「禹桀之所同」的。此段文字之上一段言「材

性知能」或「知慮材性，君子小人一也」，其所指實亦包括此種「執

取」之能。 

《荀子》〈性惡〉篇中有一段備受重視但部分內容卻毫不起眼的

文字︰  

夫工匠農賈，未嘗不可以相為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

觀之，然而可以為，未必能也﹔雖不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不

能之與可不可，其不同遠矣，其不可以相為明矣。41 

此段文字備受重視，因為荀子在這裡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即「能不能」

與「可不可」之區分。依此區分，荀子得以說明塗之人雖與禹同樣有「可

以知仁義法正之質」，同樣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這兩種先天而內在

                                                 
40 李零，《郭店楚簡校讀記》增訂本（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194。李氏文中亦提及

此二字之混用，在王引之《經義述聞》「形訛」條中已有所涉及。 
41 同註 39，頁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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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能，因而塗之人亦可以為禹；但由於塗之人不能積偽以至全之盡之，

故終不能為禹。 

在此段落中可謂毫不起眼的乃是所舉的「工匠農賈」之例。依此

義，工匠農賈之間亦有同具的知能而可以相為事，但由於各有所偏而

未能成積，故未必能相為事。此亦有「可以為」（包括「可以知」「可

以能」）之潛能而未必有「能為」（或「能使」）之實能的另一例。

由此可見，〈榮辱〉篇中所說的「可以為」堯禹、桀跖、工匠、農賈，

乃是指可以執取決意，從而可以發動成積而為的一種潛能，當然沒有

禹、桀之間的區別，這是人人同具而先天本有的知能，故可說「人之

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我們若不作此解，而依「雙王論調」以「埶」字及其後 23 字為

衍文，則須將「可以為」堯禹、桀跖、工匠、農賈歸因於後天積習，

則由於後天積習各各不同，「塗之人可以為禹」固不成立，「工匠農

賈」之「可以相為事」亦不成立，此段自身不但自我否定，更且與〈性

惡〉篇建基於「可以相為事」而未必「能相為事」之義理大相逕庭。

此「埶」字及其後 23 字絕不可刪也！  

就《荀子》〈性惡〉和〈禮論〉二篇所說的「性偽之分」而言，

我認為所謂「偽」只相當於〈正名〉篇中第二義的「偽」（即「積偽」）

之用法，而不能概括第一義的「偽」（即「能偽」）。由於第一義的

「偽」可被理解為一種潛能，故有可能依荀子「生而有」、「無待而

然」及「禹桀之所同」之義而將之理解為包括在廣義的「性」的外延

之中。理由何在呢？  

《荀子》〈正名〉篇上對「性」、「偽」、「知」、「能」各各

提出兩個界說：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精合感應，不事而自然謂之

性。 

性之好、惡、喜、怒、哀、樂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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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 

正利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行。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 

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42 

在 1992 年為香港公開大學撰寫的一套《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

教材中，43 我曾指出荀子的〈正名〉篇中「性」的第一個定義︰「生

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是指未接物前的生理本能及需要；而「性之

和所生，精合感應，不事而自然，謂之性」，則指接引外物後由上述

的本能或需要而引發出來的各種心理情感或欲望。以荀子的具體例子

來說，「饑而欲飽」等是與生俱來的基本需要或情性，而「目好色」

等則是由此基本需要或情性於接引外物（見〈外物〉之色）後而生出

的心理欲望。故他說後者「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荀子》〈性

惡〉），亦即生於前者。〈性惡〉篇形容後者為「感而自然，不待事

而後生之者也」，正正是〈正名〉篇對「性」的第二個定義︰「性之

和所生，精合感應，不事而自然，謂之性。」簡言之，前者乃指自然

本能，後者則指由自然本能於接物後而生之自然反應。前者是就內在

能力或需要言，後者則更涉及外在因素而衍生的外在反應或表現。  

同樣的，「偽」在〈正名〉篇亦有二義。荀子所謂「心慮而能為

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相對於後一種「後成」

之「偽」，前一種「偽」是「先有」的。前者明顯地意指人內在的心

靈活動之能，一種可以發動思慮抉擇的能力。後一種「偽」是指思慮

後經過積習過程而形成的思慮抉擇的成果及人為事功，這也就是〈性

惡〉篇一再強調的「性偽之分」中的那種「偽」。很可惜的，歷來大

家都只注意到荀子言「性偽之分」的那種「偽」，而不注意到「偽」

作為潛在能力而非事功的另一種用法。當然，荀子以「禮義積偽」類

                                                 
42 同上註，頁 672-673。 
43 馮耀明，《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第 1 冊（香港：香港公開進修學院，1992），單元 5，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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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為陶人所生之瓦埴、工人所造的器木，這完全就成果（result）看

偽，而非就能力（capacity）看偽，就難免使人誤會他一皆以「偽」

為外在的東西。這對於說明「善如何可能」的問題，當會誤導大家只

往外在因素的方向去考慮。無論如何，兩個「偽」字理應表示不同的

概念，但可惜的是，歷來並無交待。  

除了「性」、「偽」皆可就（內在）能力與（外在）表現兩方面

理解其意義之外，「知」、「能」二詞在〈正名〉篇中實亦有此類似

的二分。荀子說：「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

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依此「在人者」與

「成之在人者」之區分，可知其「所以知之」之認知本性和「所以能

之」之能力本性，都是「不可學不可事而在人者」，當指人內在本有

的知能，亦應屬人之性的一部分。而「知有所合」乃指這種知性於接

應外物後與之相配合，由之而產生的各種知識（智）。同樣的，「能

有所合」乃指上述的能力於接引外物後與之相應合，由之而產生的各

種事功（能）。綜言之，「知」、「能」之二義和「性」、「偽」之

二義一樣，都是涉及潛能（無論是生理本能、思慮心能、知性之能或

才性之能）與表現（無論是心理自然反應、思慮成果、知識或事功）

兩方面。單就兩個「偽」字而言，若我們接受此二義之說，那便不難

依之以說明荀子學說中「善如何可能」的問題。依我的看法，第一義

的「偽」不只是人的一種內在之能，而且也是一種人所生而有之性，

是「善如何可能」的關鍵概念。  

龐樸認為：荀子〈正名〉篇上所說的「『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

句中的『偽』字，本來大概寫作『心』字旁，至少也是理解為 ，即

心中的有以為；否則便無從與下一句的見諸行為的偽字相區別。只是

由於後來 字消失了，鈔書者不識 為何物，遂以偽代之；一如我們

現在釋讀楚簡《老子甲》篇的『絶 』為『絶偽』那樣。」44 其實，

                                                 
44 龐樸，〈郢燕書說－郭店楚簡中山三器心旁文字試說〉，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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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指出第一個「偽」字有另一寫法的是沈有鼎。45 《郭店楚簡》

中《老子》簡篇的這一鈔寫亦可作旁證，以證《荀子》〈正名〉篇上

第一義的「偽」應為上「為」下「心」，即表示一種潛在能力而非積

偽之後成果效。  

若上述分析不誤，我們便可以斷定：荀子認為作為致善的主要因

素的「偽」，除了後天的「積習」、「積偽」之功外，亦當包括人所

內具的「心之為」之潛能。即〈性惡〉篇所謂「塗之人皆有可以知仁

義法正之質」的「知」和「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的「能」。合

這種「可以知」和「可以能」，荀子稱之為「可以為」（即「心為之

偽」）。換言之，荀子雖強調「外在的偽」，「外在的偽」（積偽／

積靡）之所以可能亦須預設人有「內在的心之為」，否則徒言外加之

功而無內在之潛能，功亦不可致矣！  

荀子所言「心慮而能為之動」的「偽」（即「心之為」），似乎

不只是內在於人心的，而且也是人所本有的。此所謂「本有」，即指

其非後天培養而成者，而是先天內具的（innate thinking and willing 

power），並為致善成聖的內在因素。「偽」（心之為）作為一種「心

慮」之能，當包括心知思慮的成分；作為一種「能為之動」之力，當

亦包括由此心知思慮而開展的實踐動力的成分。就前者言，此或即是

〈性惡〉篇所說的「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之「知」，亦即〈正名〉

篇上第一義的「知」；就後者言，此或即是〈性惡〉篇所說的「有可

以能仁義法正之具」之「能」，亦即〈正名〉篇上第一義的「能」。

對荀子來說，這兩種「知」、「能」都是「不待學」、「不待事」而

「在人者」，而非「成之在人者」或「後成」。對禹和塗之人是一同

的，當然不會是經由後天學習得來的，因而它們當該是任何人所生而

有的兩種知能。  

                                                                                                                      
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湖北︰人民出版社，2000），頁 39。 

45 沈有鼎，《沈有鼎文集》（北京︰北京人民出版社，1992），頁 326。原文出於〈墨經的邏輯學〉，

發表在《光明日報》1954 年 5 月 19 日至 1955 年 3 月 9 日，〈哲學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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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兩種「知」、「能」是否屬於人之性呢？問題是荀子是否在「情

欲之性」和「本能之性」（即狹義之「性」）之外另有廣義之「性」

的用法？最直接的證據是〈解蔽〉篇上所明言的「凡／可以知，人之

性」及「人／心生而有知」。這明顯是以「人之性」或人所「生而有」

的不限於「本能」、「需要」及「情欲」，亦可包括「可以知」和「可

以能」的潛能。  

間接的證據是荀子一方面在〈儒效〉篇認為「積土而為山，積水

而為海」等，或「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等，「是非天性

也，積靡使然也」；另一方面又在〈榮辱〉篇主張「越人安越，楚人

安楚」等，「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異也」。由此二說

加以對比、溝通，可知他所說的「知能材性」與「天性」都是屬於同

一範疇，與後天的「積靡」、「注錯」是對立的。依此，我認為這些

屬於「天性」的「知能材性」當不屬於「情欲之性」。若我們進一步

考察第一義的「偽」，當可發現它是含具「知慮」的「心之知」和「動

能」的「心之動」，而這些「知」、「能」很可能就是〈正名〉篇上

所說的「所以知之在人者」之「知」和「所以能之在人者」之「能」。

它們都是「在人者」而非「有所合」的，亦即不是「後成」的。這些

「知」、「能」也和〈性惡〉篇上所言的「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和

「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這兩種「知」、「能」一樣，都是「在塗之

人」的（亦即「在人者」），而不是人所「固無」的（亦即為人所「固

有」的）。這些「在人者」而為「君子小人一也」的「知」、「能」

是不可能經由學而致和事而能的，這不是「人之性」是甚麼？  

回到「雙王論調」，我認為這些考據家和注釋家不只缺乏語法的

分析，而且在語意的分析上，亦缺乏邏輯融貫性（logical coherence）

之思考，故誤將〈榮辱〉篇原文的「三重奏」改為「二重奏」，而要

删去重要的一段文字。若我們再考察〈榮辱〉篇上有關「凡人有所一

同」的「三重奏」，當可發現荀子的「性」實有廣義的用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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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饑而欲食等（情欲之性）； 

（2）目辨白黑美惡等（本能之性）； 

（3）可以為堯禹等（潛能之性）。（亦即「可以知」和「可以能」

之潛能：cognitive power & willing power） 

荀子認為此三項俱可說「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

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而，我們若依王念孫和王先謙將此「三

重奏」改為「二重奏」，表面似可通讀，其實大謬不然。因為第（3）

項中的「可以為堯禹」等並非「（能）為堯禹」等：後者雖可以說是

「在注錯習俗之所積耳」，但前者卻萬萬不可如此說。〈性惡〉篇上

已明言「能不能」與「可不可」之異：「可不可」的問題是關乎「君

子小人一也」的「知能材性」或塗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

和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而「能不能」則是與「注錯習俗之

所積」有關的。因此，若依雙王去「埶」字及其後 23 字，這便會陷

荀子於「不義」。  

五、名之單與兼、實之異與同 

《荀子》〈正名〉篇說「制名之樞要」云：  
 

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異則異之。單足以喻單，單不足以喻

則兼。 

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不為害矣。知異實者之異名也，故使

異實者莫不異名也，不可亂也；猶使異實者莫不同名也！故萬物

雖眾，有時而欲徧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

推而共之，共則有［又］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偏舉之，

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

別之，別則有［又］別，至於無別然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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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同狀而異所者，有異狀而同所者，可別也。狀同而為異所者，

雖可合，謂之二實。狀變而實無別而為異者，謂之化；有化而無

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數也，此制名之樞要也。46 

 
此段言單名、兼名的語法分類和共名、別名的語意分類，歷來學

者特別重視，然至今仍未得其確解，以致議論紛紜，莫衷一是。就本

文作者所見，迄今為止，仍未有一家之說能切實舉例說明此段之意。

考其原因，是各家多未能對關鍵性的字眼如「共」、「避」、「猶」

等作出恰當的訓釋，更且改字以就文義，到頭來仍為其先入為主之見

所障蔽，以致最後仍為強解也。  

就單、兼之名來說，「單足以喻則單，單不足以喻則兼」二語最

易明了，一向並無異解。蓋謂單名足以表意者用單名，不足以表意者

用兼名。然跟著說：「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不為害矣」，則頗

不好說，歷來缺乏善解。在此二語之下，歷來諸家多從唐楊倞之古注，

即使王先謙之《荀子集解》一般公認為注荀善本，亦只是照錄楊注之

文。不另加釋。楊注云：  

謂單名復名有不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謂，若單名謂之「馬」，

雖萬馬同名；復名改謂之「白馬」，亦然，雖共不害於分別也。47 

楊注是把單、兼名（即單、復名）分別為言，以各個體若為同類，

則可共同用一名以稱謂之，而不妨礙同類中之各個體仍有之分別，單

名如是，復名亦然。楊氏之說，並不符合原文之語法。蓋「單與兼無

所相避則共」之「與」、「相」二詞，分明是指單名與兼名之間的關

係，焉可分別言之？可見楊注並不符合荀子之意。由於楊注之不達，

近人則多有將上述之語解作：單與兼之間不相違背則可用共名。例如

                                                 
46 同註 39，頁 680-683。 
47 同上註，頁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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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公頤說：「從語詞上說，『單』就是指單稱名詞，『兼』是指復合

名詞，『共』是指共有名詞（common noun）。……『共名』是共有

名詞。……」48 此將「共」解作「共名」，既使荀子之文變得為不

必言而言之，亦且來得突兀，使文氣變得極不順適。何以如此說呢？

首先，單、兼是語法分類之名，共、別是語意分類之名，兩方面可以

有重複的情況出現，即有：單且共之名，單且別之名，兼且共之名，

兼且別之名，共成四類。單與兼無所相違背時，自然可以有單且共（如

相對於「白馬」之「馬」）或兼且共（如相對於「白」之「顏色」）；

若「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不為害矣」之「共」指共名，而二語

指單與兼不相違背可有單且共或兼且共，則可謂不必言而言之。因

為，此說如可通，何以不說「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別，雖別不為害矣」

呢？我們也有單且別和兼且別的情況，何以特意言共而不言別呢？其

次，下文言「共名」，此處仍未言之。何以此處「共」字依下文言「共

名」而言，而以「共」指「共名」？既然發展到下文談語意分類時才

有「共名」一詞出現，若在未對「共名」有所說明之前就逕用「共」

字以指共名，不免來得突兀。楊注解「共」為「同」或「共同」實不

失荀子之意。查先秦經籍中「共」字多有訓為「同」者，且在〈正名〉

篇中此段之前有「共其約名以相期」，之後有「夫民易一以道而不可

與共故」，二「共」字皆作「共同」解，何以「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

之「共」字不解作「共同」而解作「共名」呢？更何況「共」作「共

名」實未能貫通文義。此豈非為下文「共名」一語所影響而望文生義？  

細察荀子之文意，茲嘗試提出一新解。此二語不外是說，單與兼

二名若在意義上不相違逆，即二名可為同義，則此二名可共同使用，

不必偏廢其一。例如：「童」與「童子」、「父」與「父親」、「君」

與「帝王」等皆可為同義之詞，不相違逆（無所相避），故可共同使

用，而不構成語意溝通上的障礙。但「官」與「官人」、「桃」與「桃

                                                 
48 溫公頤，《先秦邏輯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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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松」與「松子」等之意義彼此皆有違異之處，並非同義語，

故不可以同用。然而，何以又說「雖共不為害矣」呢？考荀子之意，

他是接受「一義多詞」之語文現象的。荀子〈正名〉篇的「稽實定數」

原則之確立，目的在使語言在「同則同之，異則異之」的規定下有效

地使用；只要所命之名足以別同異，不必一定要一實對應一字或一

詞，一義多詞和一詞多義在荀子的理想語言中都是可被接受的語文現

象。  

就共、別之名來說，歷來對之亦乏善解。而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是，

在單兼與共別之論的中間，有一段承上轉下的話被大家忽視了。這段

話是：「……知異實者之異名也，故使異實者莫不異名也，不可亂也，

猶使異實者莫不同名也，……。」歷來學者之間多有認為，這段話是

承上文「同則同之，異則異之」二語而來，故以為異實要對應異名，

而同實亦要對應同名；其中「猶使異實者莫不同名也」句中之「猶」

訓為「如」、「像」，而且從楊注以其中之「異實」之「異」為「同」

之誤。此說甚有問題。 

首先，如果「同則同之，異則異之」的意思是「使異實者莫不異

名」，而且也要「使同實者莫不同名」；何以荀子又有「物」之一名

呢？「物」之為一大共名，其所命者乃萬殊之物，諸物之間有為同實

者，亦有為異實者；然「物」之所指之萬殊之物並不俱為同實者，則

以「物」命萬物豈非是使異實者同名乎？豈非違反了「使異實者莫不

異名」之規定？其次，依照此種說法，荀子的「同則同之，異則異之」

的規定便變成一個只准一名對應一實之原則。然而，荀子用名並不排

斥一詞多義或一義多詞之情況出現。上文有關「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

一語之分析，我們已知荀子是容許一義多詞的情況出現的；〈正名〉

篇下文在「三惑」問題上談到同一「辱」字可有「義辱」與「勢辱」

之分，同一「榮」字也可有「義榮」與「勢榮」之別，亦可見荀子是

接受一詞多義的（即使他會反對使用歧義［ambiguous］的語詞）。 

倘若此段文字中的「猶使異實者莫不同名也」一句中的「異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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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改為「同實」，並將「猶」字訓為「尚」或「仍」，49 則正好可

以貫通上下文意。上文言「同則同之，異則異之」，是說要表示同實

的用同名，要表示異實的則用異名；此二語只是表示用名可以盡「別

同異」之功能，但並不排斥在盡此功能之外，可用異名以表同實，或

可用同名以表異實。因此，為了知辨異實之物，故使異實者莫不異名；

但仍可使異實者莫不同名，這是下文所說的「徧舉之」之義。前者為

了「別異」，後者為了「遍舉」。 

若將「猶使異實者莫不同名也」一句中的「異實」改為「同實」，

並將「猶」字訓為「如」或「像」，則「猶使同實者莫不同名也」上

接「知異實者之異名也，故使異實者莫不異名也，不可亂也」，其中

「猶」之「如」、「像」之義便接不上去。因為「異實者莫不異名」

與「同實者莫不同名」之關係是並列，而非好像。至於下接「故萬物

雖眾，有時而欲徧舉之……」更不可通。因為此「故」字接不住上下

文之文義也。但若「異實」二字不改作「同實」，一仍其舊，而「猶」

字則不訓作「如」而訓為「仍」，則此「故」字之順承之義可見，即

用名雖可「別異」，仍不礙於「徧舉」也」也。「徧（遍）舉」可分

二種：一為範疇性的遍舉，一為特質性的遍舉，此即下文言共、別之

名也。  

歷來學者對共、別之名都缺乏善解，例如一些學者認為共名有大

共名至小共名的級別，別名亦有大別名至小別名的級別。荀子稱「物」

為大共名，稱「鳥」、「獸」為大別名，然則「小共名」與「小別名」

又究何所指呢？如果「大」與「小」相對而言，大共名之「大」與大

別名之「大」分別都是級別的一端，那麼級別的另端分別是小共名之

「小」與小別名之「小」。但是「推而共之，共則有［又］共，至於

                                                 
49 在《荀子》一書中，「猶」字訓為「尚」、「仍」或「還」者頗多，如〈不苟〉篇之「民猶若未

從也」，〈非相〉篇之「猶誣欺也」，〈君道〉篇之「禹之法猶存」與「然而是子猶將為之也」，

〈正論〉篇之「猶將無益也」，〈哀公〉篇之「然猶求馬不已」及〈解蔽〉篇之「猶不知錯」與

「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真者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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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共然後止」是指「物」之為共仍不夠，要不斷的共下去，至於無共

而後止，這當然不是小共名，而應是比大共名還要概括得多之名，豈

非在「大」、「小」兩端之外，還有一種更大的共名？同樣理由，「推

而別之，別則有［又］別，至於無別然後止」當是指專名，而專名應

該是更大的別名，此亦在兩端之外矣！故此，要了解何謂「大共名」、

「大別名」，切不可以「大」、「小」相對言之，從而望文生義地想

出所謂「小共名」與「小別名」來。「大共名」者，大約可共之名也；

而「大別名」者，大約可別之名也。所謂大約可共之名，即指遍舉諸

物可以共約之處而成的範疇性的概念，如「物」；而所謂大約可別之

名，乃指遍舉諸物可以期別之處而成的特質性的概念，如「鳥」、「獸」。

前者乃範疇性的遍舉，後者乃特質性的遍舉，皆使異實者仍可以用同

名之法也。而俞樾將第二個「徧舉」之「徧」字改為「偏」字，乃是

無通貫性之理解所致。 

六、結語 

清代詁訓、考據學家不只以詁訓為析義之必要條件，亦屢言詁訓

為析義之充分條件，例如：  

（1）凡學始乎離詞，中乎辨言，終乎聞道。50（戴震〈沈學子文

集序〉） 

（2）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51（戴震〈與是仲明論學書〉） 

（3）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

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通乎語言，由語言通乎古聖賢之

                                                 
50 清．戴震，《戴東原集》第 2 冊（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卷 11，頁 49。 
51 同上註，卷 9，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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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不躐等。52（戴震〈古經解

鈎沈序〉） 

（4）其究也，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通，妄

謂通其心志，而曰傅合不謬，吾不敢知也。53（戴震〈爾雅

注疏箋補序〉） 

（5）有文字而後有詁訓，有詁訓而後有義理。詁訓者，義理之所

由出，非別有義理出乎詁訓之外者也。54（錢大昕〈經籍籑

詁序〉） 

然而，離詞或可以析詞以定字義，辨言或可以斷句以明語意，但

由詁訓以定字義、明句意，可能只掌握表面語意（literal meaning），

並不足以達至聞道的目的。因為不明歷史語法不足以較正字義與句

意，不究邏輯語法不足以理解用語的深層結構，因而亦不可能深入結

構內部所顯示的意義而作進一步的義理、概念的分析。尤有甚者，戴

震及章學誠等雖重考據，但他們解釋經義時，竟以一陰一陽氣化之生

生為道，以釋孔孟書中之義理，云何「聞道」？亦非聖人之心志，云

何「通達」？55 

對於文本的詮釋，除了考據家的字義訓釋之外，歷史語法的分析

無疑是必要的。但歷史語法的分析只能揭示有關句子的表面結構

（surface structure），不能掌握其中的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

而深層結構的掌握則有助於詮釋文本中的義理。很多語句都具有

                                                 
52 同上註，卷 10，頁 36。 
53 同上註，第 1 冊，卷 3，頁 36。 
54 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卷 24，頁 219。 
55 針對余英時以知識主義或智性主義的觀點解說戴震與章學誠的思想，我提出相反的論證。見拙著：

〈經典研究的兩個神話－從戴震到章學誠〉，《興大中文學報》第 42 期（2017 年 12 月），頁

1-56。另見 Yiu-ming Fung, “A Bridg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hilology: Pride and Prejudice: A 
Methodological Issue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Studies,”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Lici, Bianyan 
and Wendao: A New Start of Classical Studies”（「離詞、辨言、聞道－古典研究再出發」）,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2016.6.11-12), forthcoming (2019 o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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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也」的文法結構，但此表面結構對深層結構而言是歧義的

（structurally ambiguous）。例如： 

（1）孔子魯人也 （membership） 

（2）孔子仲尼也 （identity） 

（3）狗禽獸也 （inclusion） 

（4）狗犬也 （equivalence） 

（5）船木也 （relationship of “making of＂） 

（6）一馬馬也 （part-whole relationship） 

（7）二馬馬也 （part-whole relationship） 

它們共同的文法表面結構是：「S，P 也。」但它們各別不同的邏輯深層結

構（或集合論結構）分別是： 

(1L) Lc [or c∈L] （孔子魯人也） 

(2L) c1=c2 （孔子仲尼也） 

(3L) (∀x)(Dx→Ax) [or Dset⊂Aset] （狗禽獸也） 

(4L) (∀x)(Dx↔Px) [or Dset≡Pset] （狗犬也） 

(5L) (∀x)(∀y)[(Bx&Wy)→xMy] （船木也） 

(6L) (∃x)[(h=x)&(x<H)] [h is a part of H] （［某］一馬馬也） 

(7L) {(∃x)[(h1=x)&(x<H)]&(∃y)[(h2=y)&(y<H)]} 

[h1 and h2 are parts of H] （[某]二馬馬也） 

除邏輯分析之外，概念分析也是必要的。概念分析主要在將一思

想義理論題中相關的概念分解或分析，掌握它們的意義（sense）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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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reference），及將相關的概念之間的關係（包括邏輯關係）加

以釐清，從而促進對此一論題的較佳理解。例如「自由意志」（free 

will）的論題涉及此一概念與「意向性行動」（intentional action）、

「心靈因果」（mental causation）、「心靈事件」（mental event）與

「大腦神經事件」（neuro event）的關係、由道德意向發為行動之「責

任」（responsibility）等。對這些概念之不同分析，及對其間關係之

不同理解，乃是構成對「自由意志」論題的某一理論觀點之關鍵。  

有關用邏輯分析與概念分析之結合以解決哲學義理的問題，典範

的例子是羅素（Bertrand Russell）的確定描述辭理論（Theory of 

Definite Descriptions）。個人亦曾結合此二種分析以配合字義訓釋和

語法分析，為《公孫龍子》一書提供一融貫的解釋。56 總結而言，

字義訓釋有助於了解歷史上某一用詞之某一字義，歷史語法分析有助

於掌握句子結構，並有助於由句義以確定詞義。但歷史語法分析所得

者乃句子的表面結構（surface structure），並不能揭示義理內容所涉

及之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即邏輯結構。然而，邏輯語法分析

雖有助於掌握句子的深層結構，但不同觀點卻可以分析出不同的邏輯

形式，故依語意學（semantics）或語言哲學提供的概念分析的方法，

可進一歩建立較有效的詮釋。四種分析互補而不宜缺一，否則合理的

詮釋便難以建立。  

                                                 
56 馮耀明，《公孫龍子》（臺北：東大圖書公司，2000），3+284 頁。另見：Yiu-ming Fung, “A Logical 

Perspective on ‘Discourse on White-Horse’,” in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 34, no. 4 (2007.12), 
pp.515-536 and Yiu-ming Fung, “Reference and Ontology in the Gongsun Longzi,” in The Gongsun 
Longzi and Other Neglected Texts: Aligning Philosophical and Philolog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Wolfgang Behr, Lisa Indraccolo and Rafael Suter, in Series: Welten Ostasiens / Worlds of East Asia / 
Mondes de l’Extrême Orient 2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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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Theses in the Zhuangzi and 
Xunzi: Some Explanatory Notes 

Fung, Yiu-Ming * 

【Abstract】 

As pointed out by Professor Mei Kuang 梅廣, the traditional field 

of Chinese philology 語文學  is based on the studies of wenzixue 文字

學  (traditional Chinese etymology or study of characters), shengyunxue 

聲韻學  (traditional Chinese phonetics or phonology) and xunguxue 訓

詁學  (text-based semantics or historical semantics). Although it is 

necessary for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ancient texts, it is not sufficient. 

The related problems are: In reading classical books, if one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a word, does not know the principle of 
tongjia 通假  [interchangeable words with similar or related speech 

sounds], or does not examine the linguistic context, or does not have 

sufficient knowledge of the ancient culture, it would lead to misreading. 

These questions are not related to syntax, so we may leave here. 

However, if the misreading is related to syntax,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problem, i.e., about sentence reading, polysemy of structure, and 

[different uses of] function words. 

This paper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problems of sentence reading, 

polysemy of structure, and [different uses of] function words in the 

Zhuangzi and the Xunzi and it also tries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and 

                                                 
* Visit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ungha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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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rent semantic explication for the relevant topics in these two ancient 

texts. 

 

Keywords: know where to stay, want to proceed, being one, one body, 

capacity or arti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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