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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幾年前，讀威尼斯大學中文系的時候，上過《古漢語翻譯》課程，翻譯

資料之中有《莊子。駢拇》一篇。其中“意仁義其非人情乎！”一句在

課堂上引起了一場熱烈的討論：老師認為要翻成“仁義難道不是人情所

固有的嗎？”，但我對這種解釋感到不滿而持懷疑態度，且開始將歐洲

語言與現代漢語〈駢拇篇〉的翻譯收集起來。結果發現〈駢拇篇〉的這

一句一直有不同的解釋，甚至是意思恰恰相反的解釋：有人解釋為“仁

義難道不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嗎？”郭象的理解亦然，《郭注》曰：“夫

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但也有人解釋為“仁義根本不是人

性本來就有的！”，例如宋人林希逸解釋說：“又嘆曰仁義非人情乎！



言如此看來，仁義信非出於本然也”。 事實上，對上一句的不同解釋意

味著對《莊子》“仁義＂思想的不同理解。很顯然，這不僅是翻譯方面

的問題，它首先還是哲學方面的重要問題。 威尼斯大學畢業幾年之後，

來到台灣讀碩士，我就決定要以《莊子》“仁義＂的問題當作畢業論文

的題目，想要更深入地探討《莊子》思想結構裡頭“仁義＂的意義與價

值。 該論文的研究目的為，從幾個不同的方面釐清《莊子》的“仁義＂

觀念。我們將會證明，之前我們認為是很單純的翻譯問題，實際上涉及

到很多較為複雜的研究課題，例如《莊子》資料的來源是什麼？我們怎

麼能將《莊子》書所收集的資料進行整理與分類？作為西周的普通德行

的“仁＂與“義＂如何內面化並成為道德倫理意義上的德性？戰國時期

“仁義＂為何與“人性＂觀念聯繫起來？在戰國政治所推行的人文規劃

裡“仁義＂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等等。 釐清了這些問題之後，我們就

會再回過頭來面對我們原來的翻譯問題，在哲學研究的基礎上給予“意

仁義其非人情乎！”一句較為合理的而符合事實的翻譯。 論文將會以

〈駢拇〉、〈馬蹄〉、〈胠篋〉、〈在宥〉等四篇為主要研究對象，主

要原因在於此四篇特別討論“仁義＂，把它當作其重要的批評對象。  

摘要

(英) 

This thesis discusses Zhuangzi's conception of the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focusing on "Webbed Toes" and the following four chapters. 

These materials can be taken as an omogeneous corpus of philosophical text 

dating back to the end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strongly influenced by 

Laozi's thought; in this material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s discussed as 

a key philosophical term. The thesis investigates also the meaning of this key-

term in the whole text of the Zhuangzi and inquires into its origin from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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