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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的寓言與耶穌的比喻莊子的寓言與耶穌的比喻莊子的寓言與耶穌的比喻莊子的寓言與耶穌的比喻 
 

一、寓言(Fable)   [見 http://www.nhltc.edu.tw/~teresa/Childlit/89fix/papers/4.htm] 

1. 寓言的起源 
   凡是古老文化都有。我國先秦諸子如孟子先秦諸子如孟子先秦諸子如孟子先秦諸子如孟子、、、、莊子莊子莊子莊子、、、、列子列子列子列子、、、、韓非子等韓非子等韓非子等韓非子等，，，，都善於都善於都善於都善於

做寓言做寓言做寓言做寓言。『。『。『。『呂氏春秋呂氏春秋呂氏春秋呂氏春秋』、『』、『』、『』、『戰國策戰國策戰國策戰國策』』』』、、、、『『『『說苑說苑說苑說苑』』』』等書裡也保存著不少的寶貴寓言。 

《孟子》有「揠苖助長、齊人乞墦、五十步笑百步」等。 

《莊子》有「鵬程萬里、庖丁解牛[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其所說明的由技入道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由技術進乎藝術創造的過程。]、游刃有餘、蝸角觸蠻、朝三暮四」等。   莊子運用高度想像力，生動描述了在現實世界中不存在的鯤和鵬，其所要表達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認為，「鯤」化而為鵬的「化」，即是人生境界上的轉化。「鯤」象徵受制於環境的人，必須經過自我提升後，才能超脫環境，像大鵬鳥一樣，飛昇至自由的境界，但莊子又說鵬鳥還是得依賴風力，所以須上昇至九萬里上的高空，才能憑風飛翔，這是有待的逍遙，還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鵬鳥心中能忘了巨風的存在，自在的飛翔，才能真正達到無待逍遙的境界，此時，大鵬鳥眼中的世界，將只是一片蒼茫的天地，而鵬鳥和天地，已渾然為一體了。由此可知，無待的逍遙，才是真正的自由。  
《列子‧湯問》有「「「「愚公移山愚公移山愚公移山愚公移山」」」」人們逐漸從積極有為方面來理解這則寓言；認

為祗要意志堅定，持之以恒，便可戰勝困難，創造奇蹟。這種理解，相對原意看，

其實是一種不自覺的逆向思維。張湛注云：「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俗謂之

智者未必非愚也。」 

《韓非子》有「鄭人買履、守株待兔、自相矛盾」等。 

《呂氏春秋》有「刻舟求劍」等。 

《戰國策》有「百發百中」、「畫蛇添足」、「驚弓之鳥」、「狐假虎威」等。 

  其他還有中國的寓言故事，如鷸蚌相爭鷸蚌相爭鷸蚌相爭鷸蚌相爭」、「」、「」、「」、「塞翁失馬塞翁失馬塞翁失馬塞翁失馬」、「」、「」、「」、「畫蛇添足畫蛇添足畫蛇添足畫蛇添足」、「」、「」、「」、「狐假狐假狐假狐假

虎虎虎虎威威威威」、「」、「」、「」、「黔驢技窮黔驢技窮黔驢技窮黔驢技窮」」」」等；故事成為流行的成語，變做一般常識。  

漢以後有趣生動的寓言就少見了。柳宗元、韓愈、蘇軾比較會造故事，如『山

戒』、『郭橐陀傳』、『日喻』等文章，像是要用故事說些道理，可是說破的地方太

多，故事的內容太平凡，讀起來就索然乏味了。明朝馬中錫做的「中山狼傳」也

許是我國最長的一篇寓言，結構意境都很卓越，佛教的『百喻經』 

2. 寓言的種類 
陳蒲清先生將中國[歷史]的寓言分為「「「「哲理寓言哲理寓言哲理寓言哲理寓言」、「」、「」、「」、「勸戒寓言勸戒寓言勸戒寓言勸戒寓言」、「」、「」、「」、「諷諷諷諷

刺寓言刺寓言刺寓言刺寓言」、「」、「」、「」、「詼諧寓言詼諧寓言詼諧寓言詼諧寓言」」」」四大類 

3. 寓言的意義 
寓言是一種隱含了某些哲理或是作者利用淺進假託的事物以隱喻、

象徵、影射、對比的藝術手腕來揭露事態、諷刺人事、勸誡人生或寄託

道德教育、啟發思想觀念等實用目的的簡短小故事[一種文體]。寓言是
最平民化群眾化的文學。 

4. 寓言的特質 
1)主題具有鮮明的哲理性、採非人角色及擬人手法、故事為手段及內容
為目的[借此喻彼、借近喻遠、借古喻今、借大喻小]篇幅簡短及情節單純[語言精煉]。 
2) 培養創造性的思維能力培養創造性的思維能力培養創造性的思維能力培養創造性的思維能力：：：： 大家常偏重於道德教育與知識傳授，而忽
視思維素質的開發。，寓言可以發展學生的類比推理能力，可以較準確

地闡釋原作或理解教材，但它不利於培養創造性的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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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莊子的寓言 

1. 莊子寓言在莊書中的份量份量份量份量 
《莊子‧雜篇‧寓言 27》：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

九，藉外論之. 。.. 陸德明《莊子音義》：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託之他人，

十言而九見信也。 

寓言[藉外以表意]，重言[不藉外以表意]，卮言[無是非、相應於天均的應變

之辯證法]。 
暗諷時人之大人物：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口‥‥‥(《人間世》)；魯

侯己養養鳥(《至樂》)。 

2. 莊子寓言的種類種類種類種類[約 192則]葉程義分純粹寓言、重言式寓言。[金世煥金世煥金世煥金世煥 15151515----23]23]23]23] 
1)史實及歷史人物歷史人物歷史人物歷史人物的假託：內容虛構的，以反常的視野，使讀者轉移執著點，

發現自己的偏見。「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昔者十日並出‥‥」(《齊物論》) 
2)象徵式：非人的動物、事物、神話之擬人化擬人化擬人化擬人化及象徵義，以諷刺警告人。鵬程

萬里「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幾千里也。化而為鳥‥‥‥」(《逍遙遊》)   渾沌鑿竅(《應帝王》)  井底之蛙與海鱉(《秋水》)  。此為莊子的最常用者。 

3)憑史實、或虛構神秘人物虛構神秘人物虛構神秘人物虛構神秘人物的問答，以表達不可思議的事物或境界。庖丁解牛，

知問無為：「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知謂無為曰‥‥‥.」(《知北遊》) 

3. 莊子寓言的意義意義意義意義    

莊生對道的生命體驗之自然流露的方式。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莊周‥‥‥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

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

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天下篇》) 

  張默生：言在此而意在彼[寄托之言]，言外之意；「發明其終日言而未嘗言發明其終日言而未嘗言發明其終日言而未嘗言發明其終日言而未嘗言」：

“寓言是借敘外物以論本意，托他事以寓己言；重言是借古人之語以證本意，引

長者之語以明己言。〈寓言〉篇其形式為敘述一個小故事，而於具體的情節中隱

含一種更深刻的思想，常語帶雙關，藉以闡發哲理，印證觀念。在春秋戰國時期，

此一敘述方式常被先秦諸子及史傳使用。逍遙遊、養生主、秋水中的寓言，表達

出人類對生命本身的超越和反思。 

張遠山張遠山張遠山張遠山 寓言的密碼：嶽麓書社 
1、開天闢地頭一遭--渾沌鑿竅(《應帝王》) 
2、地老天荒的等待--抱柱之信  [盜蹠. 雜] 張遠山張遠山張遠山張遠山 15 
3、遊刃有餘的間世主義--庖丁解牛    
4、對專制制度的影射權--畏影惡跡 [漁父. 雜] 張遠山張遠山張遠山張遠山 27 
5、盲人騎瞎馬的賭博--魍魎問影 [齊物論.寓言] 張遠山張遠山張遠山張遠山 34 
6、自殘自弱的僵屍哲學--意怠[東海之鳥]免患  [山木.外] 張遠山張遠山張遠山張遠山 
7、把人當猴耍的鬧劇--朝三暮四  [齊物論.]  
8、古今不變的兩句騙人經--巫相壺子 [應帝王] 張遠山張遠山張遠山張遠山 52 
9、巨人是如何變成侏儒的--輪扁議書 [天道.外]  張遠山張遠山張遠山張遠山 58 

10、詩人的強詞奪理--知魚之樂  [秋水.外]張遠山張遠山張遠山張遠山 65 

三、 耶穌的比喻 

1. 福音比喻的起源：OT 救恩史中的象徵：聖經神學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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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穌比喻的種類  [撒種比喻，瑪十三 1-9；19-23] 由理解程度分， 

 1)借助於傳統的主題，如牧者、撒種、葡萄園‥‥‥[瑪十三 1-9] 
 2)為弟子的進一步解釋[ 瑪十三 19-23] 
 3)人人易懂的倫理教訓[路十 30-37] 

3. 耶穌比喻的意義 
 1)是天主的利箭：刺透我們的心，使我們痛苦地意識到必須改變現有的關係(人、
己、神、自然)。只要我們停看聽就會知道這是我們在天主的國中應採取的生
活方式。「使我像一支磨光的箭，將我藏在祂的箭囊中」[依四九 2]若翰是耶穌
王國中的一支利箭，要人悔改以接受耶穌，是一支預備的比喻。比喻結束時，

耶穌說：「你去，也照樣做吧」[路十 37]比喻指向行動、天國，必須採取立場。 
2)提供真理、講述真理：以某種方式講述我們的真實情況，把我們自己在自己及
別人面前暴露無遺。[33] 比喻是開啟信仰的媒介。 

 3)內容都是關於天主的正義與仁慈，啟示有關天國的真理。。 
 4)用於一般群眾：[瑪十三 10-17 耶穌講撒種喻的用意] 
 5)讀者努力除去自滿的態度，比喻會再度向他發言。[神辭#61]‥‥‥ 

四、 莊子的寓言與耶穌的比喻之比較 

1.共同的特色: ：1)不要求塑造形象，主要是寫「事」。2)對於反面人物的性格和

行為加以誇張化地描繪。[見 http://www.nhltc.edu.tw/~teresa/Childlit/89fix/papers/4.htm] 3) 引導人進入
逆向思維，4)都具有建設性的批判精神。 

1)寓言不要求塑造形象寓言不要求塑造形象寓言不要求塑造形象寓言不要求塑造形象，它主要是寫「事」，告訴讀者一個道理。所以寓言不

可能花很多筆墨，去敘說一個人的心理活動，不需要去描繪主人翁的外表、形

體，更不必大段大段去寫景物。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寓言，必先有個主

題，然後通過故事的形式，以最經濟的筆墨，最精鍊的文字，把主題（中心思

想）給說出來。以《伊索寓言》的〈漁人和小魚〉為例    一個漁夫，費了一整天的辛勞，才釣到一條小小的鱸魚。當他要把牠從魚鉤上取下來時，小鱸魚說話了。    「放了我吧！好漁夫。我是這麼小，不夠給你當做一頓豐美的晚餐呢。把我放回河裡去，等我長大值得你吃的時候，`你再來釣我好啦！」    這位謹慎的漁夫說：「不，不，我現在就需要你。我知道，如果我把你放回河裡，你就要唱『看你能不能釣到我』那首歌啦！」莊子的探驪得珠莊子的探驪得珠莊子的探驪得珠莊子的探驪得珠[買田得珠買田得珠買田得珠買田得珠] [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 118]；；；；瑪十三瑪十三瑪十三瑪十三

43-45：：：：天國好像是藏在地裡的寶貝天國好像是藏在地裡的寶貝天國好像是藏在地裡的寶貝天國好像是藏在地裡的寶貝；；；；人人人人…喜歡地變賣他所有的一切喜歡地變賣他所有的一切喜歡地變賣他所有的一切喜歡地變賣他所有的一切，，，，

買了那塊地買了那塊地買了那塊地買了那塊地。。。。[尋寶尋寶尋寶尋寶->改變生活改變生活改變生活改變生活] 瑪十三瑪十三瑪十三瑪十三 45-46：：：：找完美珍珠的商人找完美珍珠的商人找完美珍珠的商人找完美珍珠的商人。。。。 
2) 寓言中出現的人物不論在個性上或品格上寓言中出現的人物不論在個性上或品格上寓言中出現的人物不論在個性上或品格上寓言中出現的人物不論在個性上或品格上，，，，往往是對立的往往是對立的往往是對立的往往是對立的，如：好與壞，

聰明對愚笨，謙虛對驕傲等，因為有這些對立的狀況和條件存在，才會產

生衝突。寓言的作者，尤其要就反面人物的特殊性格或行為加以「誇張」

描繪，以達到「以諷刺反面角色而達到從正面地啟發和教育大眾的目的」。 
莊子的涸轍之鮒莊子的涸轍之鮒莊子的涸轍之鮒莊子的涸轍之鮒[慈善的撒瑪里亞人慈善的撒瑪里亞人慈善的撒瑪里亞人慈善的撒瑪里亞人][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 121]；；；；不龜手之藥不龜手之藥不龜手之藥不龜手之藥[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 93]善用善用善用善用
塔冷通塔冷通塔冷通塔冷通。。。。東施效顰東施效顰東施效顰東施效顰[天運天運天運天運.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 98] 漢陰丈人與子貢漢陰丈人與子貢漢陰丈人與子貢漢陰丈人與子貢[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 88] 

3) 引導人進入逆向思維引導人進入逆向思維引導人進入逆向思維引導人進入逆向思維：逆向思維是一種重要的創造性思維。寓言創作上，

推陳出新，反其道而用之，著名的作品不勝枚舉。在寓言理解上也是一樣。

如《伊索寓言》中的〈狐狸與烏鴉〉，一般的分析是：譴責狐狸的狡詐、虛偽、

阿諛、卑劣；諷刺烏鴉的愛慕虛榮，愛聽奉承話，不能正確認識自己和對手，

告誡人們應警惕阿諛者。但是，有人卻從反面來理解它，改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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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要仔細讀一讀寓言就能看出「對阿諛者的技巧刻劃得很戲謔，很俏皮；

對烏鴉的嘲弄則異常直率和尖刻。烏鴉是活該倒楣，而狐狸卻是異常機智地

教訓了它。…狐狸實質上不是在阿諛，而是在嘲弄，它是左右局勢的人，它

所說的每句奉承話聽起來都像包含著兩層意思：既是阿諛，又是嘲弄。」以

上分析，可以給我們啟示一條思維的新途徑。打破傳統定勢，進行逆向的創

造性的思維。 臧谷亡羊[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 89] [亡羊喻]。莊子的畏影惡跡莊子的畏影惡跡莊子的畏影惡跡莊子的畏影惡跡[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 119] 
4)都具有建設性的批判精神都具有建設性的批判精神都具有建設性的批判精神都具有建設性的批判精神：：：：魯少儒者魯少儒者魯少儒者魯少儒者[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 106]偽君偽君偽君偽君子子子子、、、、罪婦與石頭罪婦與石頭罪婦與石頭罪婦與石頭：：：：莊

子論儒士許多人認為儒家和道家是勢同水火，其實不完全是這樣。莊子一日到

魯國見到了魯國群哀公。魯國本來就是儒學之國，哀公對莊子說："我們這裏
沒有人信奉先生你的學說，到處都是儒士，談的是儒書。"莊子說："好呀。不
過依我看來，魯國儒士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怎麼能說少了呢？"" 名符其實
的太少。按理，儒服圓冠方服，圓指天、方指地，應當知天文地理，有許多這

樣的講究。便如你下一道命令，沒有真才實學敢著儒服者死，就可以看到真實

情況。"魯哀公果然下了一道命令，結果五天後，全國只剩下一個人敢著儒服
上街。魯哀公召見他，果然是個奇才。這才知道，世上名不符實的事情太多太

多了。所以，道家論儒家，不是純粹的攻擊，其實就是類似這種情況。 
莊子的儒生盜墓莊子的儒生盜墓莊子的儒生盜墓莊子的儒生盜墓[偽君子偽君子偽君子偽君子] 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 76；；；；操舟若神操舟若神操舟若神操舟若神[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 112]財富在那財富在那財富在那財富在那、、、、心就在哪心就在哪心就在哪心就在哪。。。。 

 

2.莊子寓言的特色 
1)生命流露的特殊表達方式生命流露的特殊表達方式生命流露的特殊表達方式生命流露的特殊表達方式：庖丁解牛[養生之道，周景勳 58-78] 

2)多角度進行分析多角度進行分析多角度進行分析多角度進行分析：就是變換分析的立腳點和角度。如〈守株待兔〉，可以分析
出四個方面的寓意：甲、復古守舊則一無所得（作者原意），乙、祇憑經驗而不

知變通則一事無成，丙、不想努力而心存僥倖則常常失敗，丁、把偶然當成必然

則荒唐可笑（哲學意蘊）。又如：〈驚弓之鳥〉，從鳥的角度鳥的角度鳥的角度鳥的角度分析，說明心有餘悸

會導致不應有的失敗；從射手的角度射手的角度射手的角度射手的角度分析，說明通過細心觀察，反覆實踐，掌

握事物規律，便可胸有成竹，事半功倍。〈狐假虎威〉的諷刺矛頭也是雙向的，
從狐的角度狐的角度狐的角度狐的角度看是諷刺其仗勢欺人而無實際本領，從虎的角度看是諷刺其強暴且

昏庸，被小人利用而不能覺悟。多層次分析，淺層寓意淺層寓意淺層寓意淺層寓意是針對具體事件而發的，

這個具體事件往往是觸發作者創作某篇寓言的契機；中層寓意中層寓意中層寓意中層寓意反映了某一歷史

時期特有的精神現象；深層寓意深層寓意深層寓意深層寓意則表現了深刻的哲學意蘊，往往需要讀者去加

以開掘。知魚之樂知魚之樂知魚之樂知魚之樂[秋水秋水秋水秋水]。。。。 

3)幽默幽默幽默幽默、、、、趣味的表達趣味的表達趣味的表達趣味的表達：：：：一竅不通一竅不通一竅不通一竅不通[渾沌鑿竅渾沌鑿竅渾沌鑿竅渾沌鑿竅：：：：儵與忽.應帝王]，，，，臧穀亡羊臧穀亡羊臧穀亡羊臧穀亡羊[駢拇]。。。。 

4)藝術精神發而為美的觀照藝術精神發而為美的觀照藝術精神發而為美的觀照藝術精神發而為美的觀照：：：：莊、惠濠梁辯魚樂[葉玉菁 ]：莊子所追求的道，

實際是最高的藝術精神，所以莊子的觀物，自然是美的觀照。如莊、惠濠梁辯魚

樂的故事中，莊子以恬適的感情與知覺，對魚作美的觀照，因而使魚成為美的對

象。而這觀照只是當下「即物」的印證，是忘知以後，虛靜之心與物的直接照射，

這才是「請循其本」的本。「我知之濠上也」，是說明魚之樂，在濠上美的觀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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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設不下理智、思辯的活動，也不能作因果性的追問。實把莊子的藝術精神發而

為美的觀照，作了一個明顯的對比。  

 5)東方的智者東方的智者東方的智者東方的智者[如箴十 26，十二 4；民十四 14]喜利用隱語以激起人的好奇，使之
進一步研究。[聖經神學辭典卷一 101-102]] 
 6)每個細節都有特殊的意義每個細節都有特殊的意義每個細節都有特殊的意義每個細節都有特殊的意義：[神辭#61及聖經神學辭典，頁 241] 
3.耶穌比喻的特色 
  1)天國的比喻數量多及地位高： 
  2)隱藏天國的奧秘：對一般心遲鈍的人 
  3)故事有其意義，整個故事只有一個焦點。[神學辭點 #61] 
  4)比喻有時帶有寓言味道：葡萄園主[瑪廿一 33] 

五、心得 
1.全球化：珍珠喻，撒種喻、浪子回頭等 
2.本地化：比喻是耶穌的經驗[神辭#61]。 
3.神聖化：聽看之後，要採取立場，採取行動。 
 

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參考書目 比喻 : 天主的利箭 ， McKenna, Megan, 若望， 臺北市 : 光啟, 1998，社圖    241.01 4407     可外借 ，神圖   TB 160R 4407   辦證借閱   莊子寓言中的生命哲學 ， 周景勳， 台北縣新莊市 : 輔仁大學, 民 79、文圖 008.3 7762  c.2  可外借， 文圖    008.3 7762  c.3  可外借 ； 神圖   TB 121.33 7762  辦證借閱 ，TB 121.33 7762 .c.2  莊子寓言及其功用研究， 金世煥， 台北縣新莊市 : 輔大中研所, 民 69。文圖   008.2 8049  可外借  莊子寓言研究 ， 葉程義,  ， 台北市 : 義聲, 民 68,  文圖    121.339 4428 可外借；文圖    121.339 4428  c.2 [失蹤] 寓言中的人生智慧 ， 張永年， 臺北市 : 正展, 2002，文圖 856.8 1138 可外借  寓言的密碼 : 從中國寓言解析歷史真相，作者： 張遠山， 臺中市 : 好讀出版公司, 2002， 文圖    856.8 1132  寓言的密碼，作者： 張遠山 ， 湖南省 : 岳麓書社, 1999, 文圖    856.8 1132 可外借  其他網站資料多種‥‥‥作者主要從先秦典籍中精選的共四十二則寓言 

http://www.wanjuan.com.tw/chinese/article/192-04.asp用故事啟迪智慧─試談寓言教學  

陳蒲清‧湖南教育學院中文系教授  

http://163.26.9.12/noise/hcjh-ca/5-09.htm  什麼是寓言  國中國文第五冊愚公移山  汪

鳳娥老師 

http://http://ceiba.cc.ntu.edu.tw/CLI/FD2.htm 莊子寓言及其思想陳信忠  

http://www.xlquan.com/go.asp?id=513  吾山道人[大陸] 莊子寓言十則 
http://e-info.org.tw/reply/2003/re03122402.htm   2004年 3月 5日蘇花國道和莊子寓言. (花蓮師院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李光中). 莊子應帝王篇末段有個「鯈」和「忽」如何「善待」「渾沌」的警世寓言：. 南海之帝為鯈，北海之帝為忽。[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張永年 90] 
http://dcc.ndhu.edu.tw/taipei/2003_com/%E8%AB%96%E6%96%87%E7%B6%B1%E8%
A6%81/014%E6%A5%8A%E7%8E%89%E6%88%90.htm 楊玉成／暨南大學中文，戰國讀者：語言的爆炸與閱讀理論。道家代表異質觀點的興起，莊子他者性的語言及其解構策略；結合名家及其詭論，抉發莊子開啟的後設閱讀的傳統。 

 

http://cn.netor.com/know/hist/book27-04.htm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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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終身言終身言終身言，，，，未嘗言未嘗言未嘗言未嘗言；終身不言終身不言終身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未嘗不言未嘗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 

 罔兩罔兩罔兩罔兩問于景景景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撮而今也被發；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無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http://www.xlquan.com/go.asp?id=513  吾山道人[大陸] 莊子寓言十則 

一、魏王召見莊子莊子貧困，靠編草鞋過日，向監河侯借過米。按理，他為了解決無

米之炊，應當象孔子困于陳蔡一樣，苟且就食，而在魯哀公國宴上才講究"肉不

正不食"。但他沒有這樣做。魏王 召見莊子，見他一身補丁，問道："先生這麼

有學問，為什麼這麼狼狽呢？"他是一針見血地回答："活在這種世道，怎麼能夠

不狼狽呢？"言下之意，世道上昏下亂，衣錦玉食的人統統都是生瘡流膿的傢夥。 

二、楚王聘莊子為相：楚王聽說莊子很有學問，特意派了兩個大夫（官名）去聘請他

為相。兩大夫在談水找到正在釣魚的莊子，說明來意。莊子聽了，頭也不回，答

道："我聽說楚國有個神龜，死了三千年 ，枯骨龜甲還被楚王珍藏著，你們說這

個畜性多幸運呵！"兩大夫還不太懂這個意思，還以為人說的是楚王敬賢之意。

不料莊子冷笑道："我呢，卻寧可拖著尾巴在泥水中爬行，因為至少還活著，活

得自由自在，我可不願意讓楚王供奉珍藏。"兩個大夫這才又羞又愧的退去了。 

三、莊子論天地初，不信神鬼在莊子的時候，上天神明是許多人都承認的事，特別是

貴族，自認為他們的富貴命運都是他們親愛的上帝所賦予他們的特權。老子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恍兮惚兮"，就已不承認天地神造論，老子還說"道象帝

之先。"到莊子進一步從邏輯上解釋了這句話，他說"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

者非物。"能夠生出物質的原始的東西一定是超越物質形式的更高級的東西，它

不是物，所以不能認識，無法說他如何存在。所以他根本不使神鬼。他說"夫大

塊（天地）載我以開，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

吾死也。"活著就是活著，管他死後，他老婆死了，他敲著裝  的盆子，邊敲邊

跳邊歌邊舞。朋友也是哲學家的惠施批評他不通人情，不會惋惜傷心。莊子說：

"人本無生死，形氣相變，是正常現象，你懂什麼！"真的，我們身上每時每分都

在不斷的生死代致，到一定時候，一個過程自然結束，有什麼好悲喜的呢？實際

上，這是在挑戰神鬼論的同時，揭示的極為高深的哲理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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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惠施論魚莊子與惠施在濠上觀魚。莊子說："魚遊來遊去，多麼快樂呵"惠施是

邏輯論辯的專家，馬上抓住一點："你不是魚，你怎麼知道魚的快樂呢？"莊子一

笑，以同樣的邏輯回答："你也不是我，你怎麼知道我不懂魚的快樂呢？"在邏輯

學上，這是著名的一例。有人說在邏輯上莊子有些詭辯。但實際上這說的是另一

回事：莊子告訴惠施，不要把你的學說強加於人，因為你不能代替別人。惠施古

稱博學，出行時隨帶五車之書跟在後邊，靠雄辯博學博取功名，所以莊子有此一

說。 

五、莊子論美女不美莊子說，世界上的事沒有絕對的真理。你說左傳毛嬙、驪姬是大美女，那只是一些人的看法，至多是人的看法。如果普天下的萬物唯其後最美的話，那麼，魚見了美女為什麼根本不欣賞，反而掉頭就跑呢？他又進一步說，人睡濕地會得病，而泥鰍卻以濕地為天堂。再進一步，泰山比秋毫之未大，但是泰山比之天地也不過是秋毫之米，則秋毫也可以為山……說這些幹什麼了？原來他的話中有話，他是說：你說某人美，我看不一定美；你說某人是聖賢，我看不一事實上是聖賢；你說他高貴，我偏說他在另一方面看是極其卑劣下賤…… 
六、堯舜卑劣堯舜是儒家奉為聖賢的榜樣。莊子出於對封建社會殘酷統治的極端不

滿，也一樣拿這些人開刀。他編了個善卷的人對舜帝的故事，說明帝王之流有權

殺人，竊國為侯，行事惡劣而貌為仁義，王法實際上是為傷害人性，束縛人民而

設立的。莊子歌頌的善卷是什麼樣的人呢？"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

日衣葛飭；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這是標準的勞動自足的人，同時，也是對老子"民

自富足"，最好是沒有王官的道治社會的描述。所以說，堯舜卑劣，多餘，有害

無益。 

七、莊子輕相位惠施當了魏國的宰相，莊子去看他，因為兩人雖然有些理論分岐，仍然是哲學上的學友。這時有人挑撥說："惠子你要當心，莊子來了，他的學問名聲比你高，對你的相位是個威脅。"惠施果然下令提拿主子，搜捕三天沒有提到，他才放下心來。不料第四天，莊子卻從什麼地方神不知鬼不覺的又來求見。惠施緊張的作了準備。莊子進來不久，悠然說道："你聽說南方奇鳥鴆的故事嗎？鴆是鳳凰一族，從南海飛到北海這麼長的路程，不是梧桐不棲身，不是竹實不充饑，不是甘泉不欽用。有一天老鷹抓了只死老鼠，抓得特緊，生怕鴆搶了，你說，這時鴆會怎麼辦呢？"惠施面紅耳赤，不知說什麼好。 
八、莊子論儒士許多人認為儒家和道家是勢同水火，其實不全然。莊子一日到魯國見到了魯國群哀公。魯國本來就是儒學之國，哀公對莊子說："我們這裏沒有人信奉先生你的學說，到處都是儒士，談的是儒書。"莊子說："好呀。不過依我看來，魯國儒士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同上] 

九、螳螂捕蟬：莊子和果園主莊子在一個果園裏，拿著彈弓彈雀兒，也不知是為了好玩還是為了吃一回美味。這時果園主碰上了，懷疑莊子偷了栗子。莊子說："我剛才見到一個奇景。一隻螳螂瞄準了一隻蟬，迅速的伸出前足剛把蟬捕獲，不料螳螂的背後早就伏著一隻黃雀，趁螳螂不注意，一下子把它給吃了。你知道這是什麼回事嗎？""我怎麼知道？""告訴你吧，這和世上的人是一樣的，只顧眼前的一點利益，卻不知道背後有很多危機在候著他呢！" 

十、莊子借糧我們前面說過，莊子很窮，沒米下鍋時，記得監河侯的小官和自己有一

面之交，就向他借米。監河侯是個小氣鬼，但也是個詭計多端的人。他推辭不掉，

就說："好呵，等此時候吧，我把封邑的租子收回來了，可以給你價值三百余的

糧米，讓你吃個痛快。"莊子悠然坐下："我剛才在路上聽到一陣呼救的聲音，找

了半天，原來是一條小鯽魚。它被什麼人扔在車輪輾出的泥糟子裏，它對我說它

快要渴死了，先拿點水給它活命。我想呢，一點水只能救得一時，就答應它到南

方遊說吳越，讓他們興修水利，造一條渠把水引到這裏來，你說我這個辦法如何？

".監河侯也趣："那樣還不如到幹魚灘上找它呢。好吧，我先拿點給你。"忘了莊

子拿了沒有。不過莊子在另一個地方寫道，大抵富貴聖賢們的接濟窮人，都象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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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