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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之所以選擇以「先秦哲學『命論』思想」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實隱含強

烈的人文關懷之動機。我認為，「運命」的問題是所有問題之中最深刻的

一個，且與人類自身關係最密切的問題，因為它是洞視人類整體存在境遇

的一把鑰匙。透過對於運命、自由等一連串課題的沉思，可以為當代人類

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處所。再者，經由探討「運命」的問題，可以反省當

代人所面臨的心靈困境，如疏離、冷漠、自戀、憂鬱、焦慮等現象，進而

提出一解決之道。之所以選擇先秦哲學家作為研究「命論」思想的對象，

主要是由於先秦時期孕育出一群中國歷史上最具開創性與啟發性思維的哲

學家。可以說，往後中國哲學的發展皆是對先秦哲學的進一步闡揚與深

化。同樣地，日後形成的不少有關命論之思想，其原型皆可在先秦哲學家

的思想言論裡找到。 本文採取以「核心觀念」為中心題旨的研究方法，即

以「命」觀念為中心，而由此展開對於先秦哲學「命論」思想之探究。繼

之，由「觀念叢」與「問題叢」兩大方向同時展開對命論思想的探究。就

「觀念叢」方面而言，除了爬梳命、天、德、義、幾、時、性、力、遇、

逢等字在先秦哲學家的命論思想中所具有的涵義外，亦往上追溯至小篆、

金文、甲骨文裡的造字本義。就「問題叢」方面而言，首先，將先秦哲學

家區分為有命論者與非命論者兩大立場；其次，以問題的形式說明先秦哲

學家的命論思想，在此，共以八個問題進行說明。最後，則將上述問題歸

納為三大部分。就「有命論」思想而言，上述問題可歸納為三大部分：第

一部分，「命」的問題之提出；第二部分，「命」的內在涵義之開展；第

三部分，則說明先秦哲學家對於「命」所採取的態度及由此形成的人生

觀。同樣地，針對有命論者的思想，「非命論」思想亦可歸納為三大部分

來討論：第一部分，「非命」思想之提出；第二部分，「非命」的內在涵

義之開展；第三部分，對於「命」所採取的態度及由此形成的人生觀。筆

者在著手探討先秦哲學「命論」思想的時候，主要是以問題的方式向自己

發問，然後再設想哲學家是在什麼際遇下面臨到命的問題並在此問題之解

決上作了何種努力。此種探討方式，即「同情的理解」之態度。此種態

度，將使研究者著重於哲學家對生命歷程的體驗和感受，即哲學家的心靈

層面或情感層面。唯有深入到此層面，才能見到在理論背後所存在的活生

生的哲學家。 本文的理論結構，分為五章。第一章：「命」字之探源。首

先，確立本文對於「命論」思想的探討方式。其次，從「文字學」的觀

點，對於「命」字作一探源。最後，則探討在先秦文獻裡，「天」、

「德」、「義」、「幾」、「時」、「性」、「力」、「遇」、「逢」與

「命」觀念的關係。第二章：商周時期的「命論」思想。在此，依序研討

殷商時期、西周時期與東周時期的「命論」思想。第三章：先秦哲學的

「有命論」思想。在此，主要探討儒、道、陰陽等三家的「有命論」思

想。第四章：先秦哲學的「非命論」思想。在此，以墨、法二家的「非命

論」思想作為研究對象。第五章：先秦哲學的「命論」思想之影響與當代



意義。首先，探討先秦哲學的「神義論」問題。其次，說明先秦哲學的

「有命論」思想之影響與當代意義。最後，則深究先秦哲學的「非命論」

思想之影響與當代意義。秦漢以後，不少哲學家對先秦哲學的「有命論」

思想和「非命論」思想皆有所繼承與發揚，並且站在自己的社會立場賦予

其嶄新的時代意義。因此，如何使這一脈相承的古老智慧繼續在今日的社

會散發耀眼的光芒，才是本文的關懷所在及當務之急。希冀能經由此一研

究，向致力於哲學研究與社會關懷之結合踏出穩健的一步。  

摘

要

(英) 

That I choose the Ming theor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Chin Period as the topic 

of my doctoral dissertation implies an intensive motivation of humane concern. I 

think the issue of “destiny” is the deepest one of all issues and it is the closest to 

human itself, for it is a key for probing into the collective existence of human. 

Through the meditation on destiny, freedom and other similar issues, we can find the 

way of resting and securing the body and establishing the inner heavenly command 

for human being in the contemporary ages. Secondly, through discussion on 

“destiny”, we can reflect on the ment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people nowadays, 

such as isolation, apartness, narcissism, melancholy and anxiety, and bring forward a 

solution for these phenomena. The reason why I choose the philosophers in the Pre-

Chin Period as the object for researching the Ming theories lies in the fact that a 

group of philosophers who had the most creativity and heuristic thinking in China 

came out in this period. In other word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all 

the following periods is just the further interpretat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this period. Similarly, we can find the prototype of the late Ming 

theories in the thoughts and saying of the philosophers in this period. This 

dissertation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entering on “core concepts”, that is to 

sa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ing theor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Chin Period is 

carried out by focusing on the “Ming” concept, and the theories are discussed 

from two directions, “concept cluster” and “issue cluster”,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aspect of “concept cluster”, 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find the meanings of the 

terms Ming, heaven, morality, justice, omen, time, nature, power, meet and happen in 

the Ming theor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Chin Period, and traces the 

etymological meaning of these words in the small seal,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Oracle bones. In the aspect of “issue cluster”, the author firstly, divides the 

philosophers of the Pre-Chin Period into two schools: the Advocating Ming school 

and the Negating Ming school; secondly, explain their Ming theories from the angle 

of 8 issues; and finally, classify the above issues into 3 parts. The thoughts of 

Advocating Ming can be summarized in 3 parts: the first, the advent of the 

“Ming” issue; the second, the meaning of “Ming”; and the third, the attitudes 

of the philosophers over “Ming” and their views of life based on their attitudes. 

The thoughts of Negating Ming also can be discussed in 3 parts: the first, the advent 

of “Negating Ming”, the second, the meaning of “Negating Ming”; and the 

third, the attitude over “Ming” and the views of life. When discussing the Ming 

theor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Chin Period, the author first asks himself and 

tries to imagine under what situation the philosophers faced the issue of Ming and 

what efforts they made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method is the attitude of 



“Comprehending Sympathy”, and this attitude will make the researcher emphasize 

the philosophers' experience and feeling of life process, i.e., the mental or emotional 

aspect of the philosophers. Without reaching this aspect, we could not see the lively 

philosophers exist behind their theories. As to the structure of this dissertation, it 

consists of 5 chapters. Chapter 1: The Origin of the Term “Ming”. Firstly, this 

chapter determines the way to discuss the Ming theories. Secondly, it probes into the 

origin of the character “Ming” from the etymology point of view.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relations of the concepts “heaven”, “morality”, “justice”, 

“omen”, “time”, “nature”, “power”, “meet” and “happen” with 

“Ming” in the literatures of the Pre-Chin Period. Chapter 2: The Ming Theories in 

the Shang and Chou Dynasties. This chapter discusses the Ming theories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in 

sequence. Chapter 3: The “Advocating Ming” Theor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Chin Period. Here is mainly discussed the “advocating Ming” theories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Ying-Yang Chia. Chapter 4: The “Negating Ming” 

Theor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Chin Period. The “negating Ming” theories 

of Mohism and Legalism are taken as the object of research. Chapter 5: The 

Influence and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the “Ming” Theor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Chin Period. This chapt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theodicy issue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Chin Period. Secondly, it explains the influence and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the “Ming” theor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Chin 

Period. Finally, it deeply probes into the influence and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the 

“negating Ming” theory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Chin Period. Since the Chin 

and Han Dynasties, not a few philosophers have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advocating Ming” theories and the “negating Ming” theor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Chin Period, and endowed them with brand-new meaning of 

the age from their social standpoint. Therefore, what is really concerned in this 

dissertation and what is the urgent task of today is to make the ancient wisdom give 

off shiny lights in the society of today.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research can lay a 

primary foundation for the combinatio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nd soci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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