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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由於史料的缺佚和文獻不足征，歷史上真實的墨子墨家墨學，其源流、建制、

傳承，已不可考。加之去今已遠，後世人們所描繪的墨子墨家墨學，多為一種在

歷史流轉中不斷被創造性建構出來的「想象的形態」，這在古典文本的接受史上

本不鮮見。近代以來，墨學復興，墨學研究呈現多元化局面，開始出現以宗教之

維介入墨學研究的論述。當代墨研學人，並未承繼近代墨學的這一條進路，主流

觀點傾向「墨家非宗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的狹隘化。目前墨學界有關《墨

子》一書的訓詁考證、義理詮釋等工作，均取得長足的發展。然而相關墨學「宗

教向度」的研究，尚缺乏專文進行系統性討論。職是之故，本文即嘗試以宗教之

維介入相關議題的探討，期以拓展當代墨學研究的視域。筆者認為，考察墨家宗

教向度有利於創造性詮釋千年絕學墨學，融合墨學之維和宗教之維可資開創當代

墨學的新路徑。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首先提出本文之問題意識——「墨家之

謂教」；第二章為「宗教思想探微」，除對《墨子》書中直接關涉墨家宗教思想

的「宗教三論」進行分析外，還將關乎墨家立教之根本的「法儀」和護教之基礎

的「三表」納入墨家宗教思想體系進行研討；第三章為「宗教倫理辨難」。所謂

「辯難」，即為由思想主張下沉至實際踐履的「路徑抉擇」問題。過往人們論斷

墨學之失，常有謂其陳義過高（兼愛不可能）、反乎人情（非禮非樂、節葬節用）、

邏輯不自洽（尊天事鬼卻又非命）等，皆為此類。在本章中，筆者即從宗教的角

度嘗試對墨家之倫理決斷作出新的詮釋；第四章為「宗教形態蠡測」，百年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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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學界之所以對「墨家之謂教」產生分歧，除了學人闡釋墨學的理路不同以及各

自意識形態立場相異外，部分原因在於，他們對關涉墨家宗教向度的宗教概念及

其內涵缺乏掌握。本章將結合宗教學的研究方法對墨家的宗教形態進行推測，并

就墨家之神論模式、建制組織、中絕原因以及墨子之教主人格展開相應研討；第

五章為「耶墨對話：中國基督徒論墨教」。由於在思想主張、建制組織以及教派

創始人人格等多方面的相似，基督教常被援之作為墨家的比較對象，或謂墨家為

基督教在東方的「投射物」。加之近代以來的墨學復興，其影響力漸由教會外知

識分子擴展至教會內的基督徒。由此產生了一批中國基督徒「耶墨對話」的思想

成果。這些基督徒以基督教來理解墨學，其論述既有致力於會通耶墨，也有著重

於辨道衛教，呈現出與嚴謹客觀之學術研究截然不同的思想圖景；第六章為「結

語」，對全文觀點進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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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lack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documents, the real face of Mohism has been

hitherto a mystery. Its origin, institution and dissemination remain unknown to our time.

Long since its fading into obscurity, Mohism has more often than not, been presented by

successive generations in fictional, imaginary forms concocted by posterity in a way not

uncommon in the treatment of historical schools of thought in general. Modern time

revival of, and studies on Mohism did flourish earlier, displaying a greatly varied spectrum,

among them is the rather novel inquiry into the religiosity of Mohism. However, this path

has not been expounded to a significant extent, and seems all but abandoned in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on the school. Mainstream scholars stress the non-religious

nature of Mohism, thus confining their scopes to mundanity. Presently,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xegesis of the text of Mozi continue to show significant discoveries. In comparison,

the corresponding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igiosity of Mohist thoughts remains critically

inadequate in the areas of academic commentaries and systematic discussions. Addressing

this need, this dissertation intends to explore the religiosity of Mohism and to expand the

scope of contemporary Mohist studi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exploring the religiosity of

Mohism is conducive to the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ong lost school, and that through

integrating Mohism with religion, a new path of evolution can come into being.

This dissertation includes 6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the main question to be

aware of --- Is it possible to examine Mohism as a religion? The second chapter i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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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fundamental notions in the Mohist school of thought pertinent to the domain of

religion. Besides analyzing three doctrines from the book Mozi that distinguish the

religious attributes of Mohism, it also analyzes as part of Mohism's system of religious

philosophy, the Necessity Of Standards, which is a central pillar to the Mohist creed, and

the Three Methods, fundamental to Mohist apologetics. The third chapter is a re-judgment

on Mohist religious ethics, to wit, one on the subject of praxis. Mohism has been

commonly criticized to have had overly lofty, but impossible ideals, such as Impartial

Love, having harbored aversions contradictory to human nature such as those on decorum

and ceremonial recreation, and on extravagance frugality and in the use of goods and

services, and having displayed contradictions among principles such as the veneration of

Heaven and the spirit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denial of the determinativeness of fate on

the other, as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its own demise in a rather early age. Here, the author

undertakes to provide a new explanation to the path of praxis decidedly chosen by the

doomed historical school and its followers. The fourth chapter addresses the disagreements

on the religiosity of the existence, or the ontology of Mohism. In the preceding century,

academia was divided on whether or not Mohism could be studied as a religion, partly as a

result of their divergent paths of reasoning and ideological underpinnings, and partly

because of a general lack of grasp on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and substance of the

dimensions of Mohism. This chapter employ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religious study to

endeavor the task of conjecturing the reality of Mohism as a religious entity, and

concurrently, to explore the model of Mohism's doctrine of God, its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reasons for its early demise, and Mozi's personality as a religious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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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fth chapter is on the "dialogue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Mohism", more precisely,

the discourses on Mohism by Chinese Christians. Due to similarities in ideas and

advocacies, in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in the personalities of the founders of both

movements, Christianity and Mohism are often compared in popular discourses, to the

effect that Mohism is even referred to as a "shadow" of Christianity in the East. In addition,

the renewed interests in Mohism in modern times propelled its presence from among the

intelligentsia into Chinese Christian circles, hence the so-called "Christian-Mohist

dialogues", which are essentially the fruit of discourses and contemplation on Mohism by

Chinese Christians. Through Christian lenses, some of these discourses strive to bridge the

two systems of creed, and some predominates apologetics, but overall, these "dialogues"

display a drastically different picture from the austere, stolid fastidiousness of academia.

The sixth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 and summary of the entir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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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墨學的宗教之維  

 

以學說和人格而名世的思想家墨子是否為一創教教主？墨家是否為一建制

成型的宗教或一具有「宗教性」的「準宗教式」學派社團？墨子之提倡鬼神是為

宗教迷信還是神道設教？墨學中包含怎樣的宗教思想？看似落後迷信的宗教觀

念是否與墨學中的理性、民主等精神相互違背？這些過往被人們忽視的議題，於

近代墨學復興中開始得到學人的討論。雖未成一體系性論述，就關注度而言也不

如訓詁《墨經》和會通西學在墨學發展史上佔據重要地位。然而相關議題的討論，

從某種程度上仍可說是擴張了墨學多元化詮釋的可能性與限度。 

 

圍繞墨子的教主人格、墨家的宗教形態、宗教思想、宗教性質、宗教功能、

宗教倫理所展開的學術討論，可稱為「墨家之謂教」的「墨教問題」。縱觀近代

墨學復興歷程，有諸如梁啟超、胡適、錢穆
1
等學者，是以「墨教」指稱「墨家」，

以「教主」描述墨子，充分肯定墨家為先秦中國的建制性宗教或具有「準宗教性」

的組織團體；馮友蘭、郭沫若、李麥麥等學者，雖未直接承認這一點，然其墨學

言說卻也是在承認墨子人格及其思想具有鮮明宗教性的基礎之上來立論。至於基

督徒所從事的「耶墨對話」工作，則部分已經進展到「宗教間的詮釋學」

（Inter-religious Hermeneutics）的跨科際場域，
2
不惟止于耶墨人格和耶墨學說上

                                                             
1
 錢穆是從墨家後學的角度來講「墨教」。他認為，若墨學是個宗教，墨子是墨教裡的基督，則

開創新心理學的墨家後學宋鈃，有如開啟基督教宗教革命的馬丁路德。而宋鈃摒除早期墨學迷信

色彩，致力於心靈建設的新墨學理路，正揭示了墨教教義的真源。見錢穆：《墨子、惠施、公孫

龍》（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頁 57-58。 
2
 「宗教間的詮釋學」（Inter-religious Hermeneutics）一般是指在兩個不同宗教傳統之間所進行的

神學思考，例如以某一個神學家的觀點來詮釋某一部佛教經典的思想，或者從某一部大乘佛學經

典的觀點來看待某一神學家的神學言詮。「宗教間的詮釋學」可以探討基督教經典或《聖經》中

的某部書同某部普世諸宗教文明的經典之間是否存在互相光照的可能性。參賴品超：《大乘基督

教神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1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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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表面上的粗淺比較。 

 

當代墨研學人治墨之理路，多有繼承近代墨學復興的學術理路。然在「墨家

之謂教」的「墨教問題」上，並無相應延續，墨學界多存「墨家非宗教」的觀點。

主流看法是：墨子是哲學家、思想家、軍事家，但絕不是什麼宗教教主；
3
「墨

學十論」中尊天事鬼非命的思想，是其「神道設教」、化成民俗的實用主義手段，

不是需要深度委身的宗教信仰，也不能作為一種宗教教義來理解。即便墨子本人

及其初代門徒確實持有神論的信仰，這種信仰至後墨時代也已遭到全面動搖。
4
當

代墨學研究的熱點主要在墨學精神、墨子倫理、墨家道德、墨學與當代社會之關

係、墨學的現代性闡釋等議題，「墨教問題」並非此中「主流」；學界還是民間，

或有一二提及，大多語焉不詳，整體上也傾向對墨家涉「宗教」的部分給予相對

負面的評價。
5
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一是人們對相關「宗教」的定義和概念缺

                                                             
3
 當代學者詹劍鋒先生認為，胡適等人以墨家為「墨教」，墨子為「教主」，是為「胡說」「謬

論」——「宗教的一般特徵是彼岸的、出世的、超人間的。但是我們若細查墨子的言行，抓住墨

子學說的本質，考察墨子一生的社會活動，又可斷定墨學並不具備這些特徵。墨子既沒有老子那

樣存性葆真、超出物外的思想，也沒有後世道教煉丹修道、白日飛升之求；既沒有耶穌那樣自命

為救主，宣傳天國近了，也沒有佛陀那樣逃避現世，遁入空門，以求極樂世界。試看墨子一生所

言所行，只是形勞天下、自苦為極、以救世之急，雖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可見他的意圖和活

動是此岸的，不是彼岸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是人間的，不是超人間的。所以墨子是一個

社會活動家，不是一個宗教家，更談不上是創教的教主」。見詹劍鋒：《墨子及墨家研究》（武

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20。 
4
 當代學者孫中原先生認為墨子談天弄鬼，只是企圖假借鬼神的力量，來幫助天賞善罰惡，用以

幫助改造世界、治理國家。墨子「非命」思想已經包含了「無神論」的傾向。且從早期墨家演進

至後期墨家，正好是從有神論進化到無神論、從謬誤走向真理的過程。見孫中原：《墨學通論》

（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49、52。 
5
 今人表彰墨子倫理、道德、精神，及其對當代社會的意義，多重「十論」中的止戰非攻和平主

義、兼愛交利的實用主義、節用節葬的尚儉主義、尚賢尚同的賢能政治等。惟「尊天事鬼」不被

作為一具備進步性的、有利當下社會的思想元素。孫君恒論墨子倫理，墨家的宗教思想不在其列；

童恆萍論墨學精神，則墨家的宗教精神亦非代表；陳克守論墨學與當代社會之關係，則指墨家天

鬼觀為善意的謊言；楊建兵以墨子倫理為先秦平民階層的道德理想，則其論述中全無提及墨學中

涉及宗教的理念；徐希燕評墨子的哲學精髓，有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評墨子的思想精華，

有政治思想、經濟思想、科學思想、軍事思想、教育思想、管理思想、邏輯思想，然墨家宗教思

想皆不在內，可見其並不認為墨家的宗教思想具有現代性詮釋的價值。由此多少可見當代墨研學

人對「墨家之謂教」的整體思想傾向。參見楊建兵：《先秦平民階層的道德理想——墨家倫理研

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陳克守、桑哲著：《墨學與當代社會》（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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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嚴謹釐定，或以宗教否定墨學，或以墨學否定宗教，以致出現「處境錯置」；

二是人們認為，墨學若有涉宗教，將貶損其進步意義，於科學昌明的時代不可取。

於是在墨學學術研究之外，又多了一層主流意識形態的考量。
6
 

 

「墨家之謂教」的「墨教問題」，一直以來為近代墨學發展史所遮蔽。由該

問題所引發的學術探討，在某种程度上已經開啟近代墨學多元化詮釋的全新路

徑，值得墨學研究者重視。惜乎近代治墨者缺乏相應的系統論述，多分論、散論，

實未能見其致思圖景之全貌。當代學者則囿於學術方法、意識形態等考量，在一

定程度上放棄了以宗教之維介入墨學研究的思想進路，是為缺憾。
7
有鑒於此，

筆者將嘗試以宗教之維考察墨子、墨家、墨學，酌採諸家之看法，藉由跨學科的

視角和方法介入研究，冀對此一問題做系統性論述。筆者的研究期待，一方面是

希望延續近代墨研學人對「墨教問題」的探討；另一方面是希望藉此研究，拓展

當代墨學研究的新視域。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童恒萍：《墨學精神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孫君恒等著：《墨子倫理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徐希燕：《墨

學研究——墨子學說的現代詮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 
6
從主流意識形態出發，更常見的還是以「宗教否定墨學」，這顯然是受到歷史唯物主義史觀尤

其是「鴉片論」的影響。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論到：「宗教里的苦難既是

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歎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

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轉引自羅伯特‧鮑柯克、肯尼斯‧

湯普森編：《宗教與意識形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5。主流意識形態的這

種價值取向，在當下亦有例證。如順德職業技術學院編撰的面向大學生及大專生的墨學通識性讀

本——《墨子思想精華讀本》，收綠了除《墨子‧明鬼》篇之外的《墨子》書原文。編者在序言

中提及之所以獨刪去〈明鬼〉篇，是因為墨子尊天事鬼的思想屬於落後的封建迷信，不符合當下

科技進步的思潮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見順德職業技術學院「墨子思想精華讀本」編纂委員會：

《墨子思想精華讀本》（廣東：順德職業技術學院，2017 年），頁 1-3。 
7
 相比民國時期的學人論墨，當代學者之論墨，已不能從其論述中見到諸如「墨教」「教主」等

帶有宗教性質的字眼來描述墨家和墨子。常見多為「墨子伦理」、「墨家思想」、「墨子思想」、

「墨家學派」、「墨派」、「墨子學團」。對墨學涉宗教部分的態度，也取「取其精華，去其糟

粕」之態度。如以「神道設教」來為墨家天鬼信仰做善意的回護，力求符合當下的時代價值觀。

這種傾向，體現在墨學詮釋路徑上，就很容易走向保守化、同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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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乃據以下四個方面而展開立論：宗教思想、宗教倫理、宗教形態和宗教

對話。本文之創新點亦由這些方面來體現。在「宗教思想」部分，筆者將過往被

人目為反宗教思想、唯物主義思想的「非命」同「天志」「明鬼」一併進行研討，

指出此「宗教三論」具有內部的延承性質。并將「法儀」「三表」納入廣義的墨

家宗教思想體系當中，從方法論的角度分析其在墨家言說傳統中所具有的「立教

根本」「護教依據」之地位；在「宗教倫理」部分，筆者選取與墨家宗教之維密

切相關的三個「倫理辨難」問題進行研究，用以顯明墨家的宗教態度。分別探討

了墨家對現世生活的看法、墨家的普遍主義精神以及墨家的神義論觀念；在「宗

教形態」部分，筆者考察墨家的信仰對象、神論模式、權威中心以及建制組織，

以此探析墨家在宗教情感、宗教經驗、宗教禮儀、宗教禁忌、宗教戒律等方面之

特色；在「宗教對話」部分，則主要選取普世諸宗教文明之「大宗」的基督教來

與墨家進行比較，并結合民國時期中國基督徒論墨之專書專文及其「耶墨對話」

之思想成果，在一「平視」的基礎上對耶墨二家之異同作出論析，籍以探測墨家

宗教之維在「宗教對話」領域所能延展的可能性與限度。筆者并不慾對墨家是否

為「宗教」給予一個最終定論，惟愿通過本文之撰作，推進學界關於「墨家之謂

教」的「墨教問題」的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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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墨家之謂「教」——「墨教問題」由來 

 

一、文獻之不足徵：歷史上的墨子墨學墨家 

 

墨家是由墨子（墨翟）所創立的思想學派，在兩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國曾與儒

家並稱為世之兩大顯學。《孟子‧滕文公下》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

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韓非子‧顯學》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

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呂氏春秋‧尊師》曰「孔墨徒屬彌眾，弟子彌

豐，充滿天下」；《呂氏春秋‧當染》又曰「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

不可勝數」。從去墨子所在年代不遠的傳世文獻記載中可知，墨子其人其言其行，

並他所創立的墨家及其後學，影響力之昭彰，在先秦時代可謂無遠弗屆。墨子之

國籍，有魯人說、宋人說、楚人說等。
8
墨子之生卒，約在孔子之後，孟子之前。

9
 

墨子歿後，墨家繼續發展，衍生出「巨子制度」，可考者有三人——孟勝、

田襄子、腹䵍。同時學派漸有分野，《韓非子‧顯學》載：「自墨子之死也，有

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

                                                             
8
 近代以來，墨子「魯人說」已成學界定論。唯一尚存爭議的地方，則在墨子里籍。山東學者張

知寒先生考證墨子里籍在今山東滕州，此為「東魯說」。河南學者蕭魯陽則據魯山方言與《墨子》

書中的音詞，提出墨子里籍當在今河南魯山，此為「西魯說」。見張知寒：《墨子里籍考論》（山

東人民出版社，1996 年）；蕭魯陽：《墨子元典校理與方言研究》（西安地圖出版社，2003 年）；

武丹丹：〈20 世紀 90 年代墨子里籍論戰〉，《語文學刊》，2007 年 1 期，頁 60-61。 
9
 墨子生卒年代考，筆者取梁啟超的觀點，即生於周定王元年至十年之間，卒於周安王十二年至

二十年之間，正在孔孟之間。見梁啟超：《墨子學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年），頁 167-175。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9d81498406e0993ae6bff942c1bea4cb)&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ywxk2007s1025&dbname=CJFD&dbcode=CJFQ&ie=utf-8&sc_us=723901573570788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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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皆自謂真孔墨」，《莊子‧天下》載：「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

之墨者若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大

約興盛於世兩百年。秦惠王時期，墨者之影響已遍於秦國。
10
西漢時期，仍有墨

者蹤影。
11
後即身而絕，一朝而斬，再無餘緒。墨家中絕的原因，具體何時消亡，

其文明形態和組織秩序在後世的演變，學界歷有爭議，本文將會有所探討，此不

贅述。 

 

《墨子》一書記載了墨子及其弟子後學的言行，為探源墨子及墨家之行傳紀

事、思想主張、組織規模、學派傳承的第一手資料。據西漢劉向《漢書·藝文志》

所錄共有七十一篇。至宋時存留六十篇。現存於世的最早且成規制的版本，當屬

正統道藏本的五十三篇。可謂亡佚甚多。資料之缺乏以及文獻不足徵，給後世史

家考證墨學源流、流變、中絕以及墨翟家世、生平、事功，造成很大的困難。 

 

墨子生平，歷來難考。司馬遷著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將孔子編

入「世家」，將老子、申不害、韓非、孟子、荀子編入列傳，凡諸子百家之中具

有重要影響力的學者，基本都有詳述，唯獨對墨子語焉不詳，僅於〈孟子荀卿列

傳〉中附二十四字：「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

曰在其後」。對於《史記》未為墨子作傳之原因，學界有多種說法，或曰司馬遷

尊儒辟墨，阿附時尚，門戶私見太重；或曰其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乃懾於王官

                                                             
10
 何炳棣著，范毅軍、何漢威整理：《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

2013 年），頁 331-384。 
11
 西漢桓寬之《鹽鐵論‧鼂錯》篇載「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

之間」。說明至少在漢武帝時期，墨者尚未絕滅。 

http://baike.baidu.com/view/18673.htm
http://www.baidu.com/link?url=w-IGHgBRdFXQUWFXKgEaVmw0PLWZ7tjZR4EC2c1gD0uibw11UGMPZlf4BgXh-0OKgKPM7gAMWFcQnZUEgY-7Qa&wd=&eqid=ede57df50000b7d6000000065964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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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權威才隱而不載。
12
筆者更傾向吳雷川的說法，即《史記》本存墨子傳記，

唯在後世流傳過程中出現亡佚，或是後人抽取原文改換篇目，以致難見全貌。
13
 

 

由是，因相關典籍文獻
14
和出土文獻

15
的缺乏，則考證墨子學說之源流，只

                                                             
12
吳雷川認為出現這種情況，實為後人妄作刪改所致，「現存《史記》一百三十篇中，據崔適所

考證的，竟有二十九篇是後人偽作，篇文既可以偽作，篇目自然也可以抽換。那末，我們說《史

記》原有《墨子傳》，後人抽去其原文，並改換其篇目，偽作一篇別人的傳來抵補，豈不也是意

中的事？」。同時他認為司馬遷也非不喜墨學、阿附時尚、懾於儒術權威，原因有三：第一，司

馬遷非存學派門戶之見，刻意刪減或隱去墨翟及其學派言行事跡。理由是蘇秦、張儀、孫武、吳

起等縱橫、兵法諸家，未必皆為其所喜，尚且單獨作傳；且墨家在歷史流轉中演變為遊俠一脈，

墨即為俠，俠又是儒之敵，《史記‧遊俠列傳》激賞巨俠郭解以非儒；可見司馬遷非以個人好惡

為取捨。吳雷川此論系反駁孫詒讓《墨子後語》所言「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旨〉尊儒而宗

道，墨蓋非其所喜」的觀點；第二，司馬遷在《史記》中俱道儒墨事跡，有「儒墨皆排擯不載」

（〈遊俠列傳〉）、「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孟子荀卿列傳〉)、「剽剝儒

墨」(〈老莊申韓列傳〉)之語，非全然不提及墨翟及墨家。可見司馬遷並非對墨翟及其學說全無

瞭解。吳雷川此論系反駁孫詒讓所言「史公實未嘗詳事校核，亦其疏也」的觀點；第三，又因《史

記》通篇多處提及「儒墨」，且西漢初期遊俠之風仍盛；加之司馬遷在〈儒林列傳〉對曲學阿世

之儒公孫弘輩頗有微詞，實為表彰遊俠（墨者）；如之可證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所言「司馬

遷做《史記》時，墨學早已消亡」以及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所謂「司馬遷作《史記》時，思想

界已成為儒家之天下，故孔子躋於世家，而墨子不得一列傳」的觀點為缺乏依據。見吳雷川：《墨

翟與耶穌》（上海：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0 年），頁 17-21。 
13
 吳雷川認為原因有二，其一也，吳雷川引今文經學家崔適觀點，認為《史記》本多殘缺，迭經

後人篡改，有諸多妄作的篇幅。又因劉歆「造經」之故，可能將原有墨子行傳的全篇刪去，或偽

造他人之傳以充數。其二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載墨翟部分的二十四字，系前文所脫而

倒列於末，或後人旁記而竄入正文。這種情況又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後人見〈孟子荀卿列傳〉中

除傳主孟軻、荀況外，尚記陰陽家鄒衍、名家公孫龍以及慎到、尸子、劇子、李悝、長盧等其他

諸家代表人物，唯不見墨家學派代表人物墨翟，於是妄自添加；二是後人有感墨學在先秦時代與

儒家並稱「世之顯學」的顯赫學派地位，覺得忽略不計說不過去，就在刪改《史記》的時候，於

〈孟子荀卿列傳〉之後胡亂加上二十四個字。同上，頁 20。 
14
 此處典外文獻指《墨子》流傳本五十三篇之外的相關墨子行傳的記錄。在本文中一般是就傳世

文獻而言。例如《孟子》、《荀子》、《韓非》、《莊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史

記》、《漢書》等。 
15
 新出土文獻改寫先秦學術思想史的例證已有不少。然直接關聯墨子及墨家的新出土文獻並未見

到。個別相關出土文獻的學派歸屬仍存爭議。例如上海博物館館藏戰國楚竹書的〈鬼神之明〉篇，

就有墨子後學著作、《墨子》傳世本佚文、後儒辟墨之著作等多種彼此矛盾的說法，見李銳：〈 

論上博簡《鬼神之明》篇的學派性質——兼論對文獻學派屬性判定的誤區〉，《湖北大學學報》

第 36 卷第 1 期（2009 年 1 月），頁 28-33。另外，睡虎地秦簡和銀雀山漢簡，固然有諸如〈為吏

之道〉和〈守法〉、〈守令〉等篇章，可資考證秦律和漢律對墨子兵法尤其是《墨子》書後十一

篇的「城守術」的吸收和承繼關係，然此已歸屬對墨子後學的研討範疇。見李學勤：〈論銀雀山

簡《守法》、《守令》〉，《文物》，1989 年第 9 期，頁 34-37；江慶柏：〈「睡簡」《為吏之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ba5f34b9dcc25a68e71dc8de94682a62)&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www.cqvip.com/QK/83395X/198304/1002747031.html&ie=utf-8&sc_us=714739506695501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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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依靠傳世文獻的有限記載來進行推測。《莊子‧天下》曰：「不如此，非禹之

道也，不足謂墨」，此謂墨子之學源出大禹；《呂氏春秋‧當染》曰：「魯惠公

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

此謂墨子之學源出周朝史官；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曰：「墨者亦尚堯舜道」，

此謂墨子之學源出三代聖王之道；《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曰：「墨家者流，

蓋出於清廟之守」，此謂墨子之學源出淸廟之守；《淮南子‧要略》曰：「墨子

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

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主述訓》又曰：「孔丘、墨翟修先聖之

術，通六藝之論」，此謂墨子之學，乃學儒而反儒，脱儒而近儒。荀子称墨子之

學「類於刑人」是為「役夫之道」，近代亦有學者如錢穆認為墨子學說源出「刑

徒之役」。
16
至於胡懷琛等考證墨子非中國人，墨子之學源出印度、阿拉伯，則

已流為怪誕之談了。
17
 

 

由上可知，徒餘「死文本」（《墨子》五十三篇）和「死傳統」（墨學中絕）

的墨子及其學派，無法像同時擁有「活文本」（包括四書五經在內的歷代儒學文

獻）和「活傳統」（自孔子開始不斷延承的道統學統政統譜系）的儒家儒學那樣，

使人們能夠通過其累世積澱的遺傳，來確切洞悉墨子學說內在的思想變遷過程和

墨家學派的外在的建制組織樣貌。材料的缺佚，一方面固然對後人接近歷史上真

實的墨子墨家墨學造成一定障礙，但另一方面也給予了後世人們相當大的空間，

                                                                                                                                                                               
道》與墨學〉，《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 年第 4 期，頁 111-115；臧知非：

〈《墨子》、墨家與秦國政治〉，《人文雜誌》，2002 年第 2 期，頁 126-130。 
16
 錢穆：《墨子、惠施、公孫龍》（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頁 28-38。 

17
 胡懷琛：《墨子學辨》（民國十八年自印本），1929 年。對胡、衛等人考論墨學源流的謬誤，

方授楚在其著作《墨學源流》下卷的「墨子姓氏國籍學說辨」中駁之甚詳。見方授楚《墨學源流》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頁 237-318。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ba5f34b9dcc25a68e71dc8de94682a62)&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www.cqvip.com/QK/83395X/198304/1002747031.html&ie=utf-8&sc_us=714739506695501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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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創造性詮釋一個「想象的墨子」，或創造性建構一個「想象的墨家」。這種

對墨子學說及墨家學派的創造性詮釋和創造性建構，首先發生在清末民初的墨學

復興浪潮中。 

 

二、重新發明傳統：想象中的墨子墨家墨學 

 

墨學中絕千年之後，於清末民初又逢時復興，在中國墨學發展史上，稱為「近

代墨學復興」或「墨學復興浪潮」。
18
彼時湧現大批學人傾注精力於註墨詮墨，

學界以談論墨學為風尚，有關墨學的專著專文層出，一時蔚為大觀。觀嚴靈峰編

著之《墨子知見書目》所錄清末至民國
19
的墨學專書條目，庶幾可見近代墨學復

興的盛況。
20
前文已提到，墨子學說及其學派在歷史的流轉中只剩下「死的文本」

和「死的傳統」。而墨學在近代中國的復興，則是要在「文本」和「傳統」上進

行全方位的復興。概言之，即「重新訓詁文本」和「重新發明義理」兩條思想路

                                                             
18
 筆者此處所指「近代墨學復興」，為清末民初的「第二波墨學復興」。未免訛誤特申說如下：

縱觀近當代中國思想發展史可見，真正意義上的「墨學復興」其實只有三次。清中葉到清末，經

學瓦解，子學復興，一批繼承乾嘉學風的學者重新校勘《墨子》全書，對其中古奧難懂之詞彙語

句進行全方位的訓詁考據，猶於「墨經」部分用力最多。此一階段的成果主要體現在考據學方面，

代表人物是孫詒讓；民國初年至民國中葉，皇權倒塌，共和建制，儒學權威不再，受到西方思想

影響之部分新派知識分子，開始以墨學會通西學。此階段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中西會通」方面，

代表人物有胡適、梁啟超等；80 年末至今，自由主義思潮被政治運動所波及，可謂甫一興起即

遭頓挫，於今仍被目為某種「政治不正確」。而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衝擊，過往作為主流意識形態

代表的馬列斯毛主義和革命英雄敘事，影響力日漸衰退，已無能力凝聚國民信仰。在這個時候，

「國學」以文化保守主義的面目出現，成功填補了前兩者在思想場域退場的空白，從官方到民間，

均主張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將之目為營建「文化軟實力高邊疆」以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建設的題中之意。由此墨學作為國學中的一部分也開始得到重視，其影響力不如儒、道、佛等諸

家。官方有關傳統文化的政策公報，基本未曾提及墨學。相比遍佈五洲四海的孔子學院、以及國

內諸多讀經班、國學院、儒學院，專門弘揚和講授墨學的實體機構並不多。在很長一段時間內，

墨學研究一般是歸在各高校先秦諸子研究門類下的，邏輯史學的二級學科。當代墨學研究，面向

呈現多元化。既有訓詁考據、又有現代性詮釋。代表人物有張知寒、孫中原、李賢中、秦彥士等。 
19
 如無特別說明，本文中所指之「民國」或「民國時期」，均為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

共和政體，到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之前的這段時期。參羅檢秋：〈近代墨學復興及其

原因〉，《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頁 148-149。 
20
 嚴靈峰編著：《墨子知見書目》（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69 年），頁 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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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就「文本」而言，上承乾嘉學派的傳統，對《墨子》五十三篇尤其是歷來號

稱古奧難懂的《墨經》部分，進行重新的校訂和釋讀。這方面的成就，主要體現

在清末民初治墨學人的訓詁學工作。
21
就「傳統」而言，發掘墨學微言大義，「活

化」墨子學說，猶多以「十論」來比附西學。這方面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墨學義

理研究和比較文化研究，是一個「重新發現墨家」、「重新發明傳統」的過程。

22
 

 

   無論上述哪一條墨學復興路徑，背後皆潛藏彼時治墨學人「經世致用」的意

識形態考量。19 世紀後半葉到 20 世紀上半葉，學人探討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範

式幾經轉型和遷移。隨著「西風東漸」影響的逐漸深入，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

                                                             
21
 清中葉以來，乾嘉學派考證之風流佈，學者欲以文字訓詁的方式闡明先王在「六經」中蘊含的

微言大義；他們對先秦經典文獻的研究，不止於群經，更兼及百家。經、史、諸子的結合，為闡

明經學義理延展了更多元的可能性。此一解經路徑可上溯至明末清初儒者顧炎武所提倡的「讀九

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於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根據余英時先生的看法，清末

考證運動的內在動力，推動了近代儒學向「智識主義的轉化」。對子書的整理校注在這一轉化過

程不斷深化，進而延伸到對包含墨學在內的整個諸子學義理精神的重新發現和重新評估。此一時

期的墨學復興，主要集中在對歷來號稱古奧難讀的墨經的訓詁考證上，學者學術興趣限於《墨子》

書中的〈大取〉、〈小取〉、〈經說上〉、〈經說下〉、〈經上〉、〈經下〉以及城守篇等篇目。

典範代表有汪中、[清]畢沅、蘇時學、王念孫、張惠言、俞樾、孫詒讓、章炳麟等。其中又以孫

詒讓《墨子閒詁》為集大成者，梁啟超譽之為「自此書出，然後《墨子》人人可讀，現代墨學復

活，全由此書導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過此書，而仲容一生著述亦此書為第一也」。參閱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年），

頁 142；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中華書局，1983），頁 230。 
22
 近代學人通過挖掘墨學的現代價值，來證明西學所有的先進元素，在先秦墨學中「古已有之」。

例如科學技術方面，俞樾認為「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

備穴諸法，或即泰西機器之權輿乎」；馮友蘭認為「如果中國人遵循墨子的善即用的思想，那麼

很可能早就產生了科學」。在政治哲學方面，黃遵憲云西方人權思想來自墨學，「泰西之學，其

源蓋出於《墨子》。其謂人人有自主權利，則《墨子》之尚同也」；譚嗣同云欲以民主制度取代

君主專制，當效法墨子「尚賢」，「廢其所謂君主，而擇其國之賢明者，為之民主，如墨子所謂

選天下之賢者立為天子，俾人人自主，有以圖存，斯信義可復」。在人文思想方面，梁啟超提出

墨子的「兼愛」超越地域國界，合於普世價值，「兼相愛是托爾斯泰的利他主義，交相利是克魯

泡特金的互助主義」、「墨子之政術，非國家主義，而世界主義、社會主義也」；覺佛謂墨家「非

命」思想合於進化論，「非命之說，其策人進取之心乎」、「物競天擇，優勝劣汰，歐西新發明

之天演學理，墨氏其有先見之明乎？」。見鄭傑文、王繼學等著：《墨學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23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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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家，無論在思想形態上還是組織建制上，都難以繼續維持其內在價值。迭經

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等社會運動，儒家權威不再；由之

引起時人思考，除儒家之外，在中國傳統文化內部究竟還有何種思想資源，能夠

用以溝通西方思想，改良民族精神，以造成新時代的經世之學。墨學因其具有與

科學、民主、博愛、自由、平等、人權、理性主義等與西方文明「若合符節」的

思想資源而重新得到時人的重視。墨學價值的重新發現，標誌著中國經世傳統得

到復興。墨學在此時擔當兩個作用，一是對接西方文化、比附西學價值；二是取

代儒學，成為「中體西用」的新範式。經學瓦解，子學復興，蒙塵千年的墨學應

時復興，正是彼時社會思潮在思想界的顯著反映。
23
 

 

黃克武先生指出，近代墨學的復興固然是與傳統學術的發展尤其是乾嘉考證

之風所引起的學術興趣密切相關，但其直接的動機，則是明顯地出於西力衝擊之

下，如何設定未來中國之目標的現實關懷，類如梁啟超等人就是在乾嘉學派學術

遺傳和西學衝擊所產生的愛國情懷的交織下才開始撰寫相關墨學的論著文章。
24

筆者贊成黃先生的看法。姑且不論墨學復興中致力於「文本重詁」的乾嘉考據學

理路，起碼在墨學的「義理發明」這一項上，即顯見帶有深厚的社會關懷和意識

形態色彩，不能算是基於客觀、理性、中立的純粹墨學學術研究。這一方面拓展

了墨學義理發明工作的題材和範圍，開啟近代墨學「創造性詮釋」的新局面；另

                                                             
23
 清末民初將近百年的時間裡，中國傳統學術的主體，隨外部局勢、社會思潮的變化而變化。儒

學衰微，使得中國學術的焦點進展到「離經返子」的階段。從章學誠的「六經皆史」到胡適的「六

經皆史料」，兩千年來古儒指導人們日用倫常的義理被懸隔，經書被置於近代西洋學術分科之歷

史學、文獻學的範疇之下，徒餘「個案」和「材料」的價值。加之不敷應對民族危機和西學衝擊，

儒家式樣的「通經致用」進一步遭到動搖，經學由「活著的傳統」滑向「死掉的文本」為理之所

至。與之相對的，知識界始終存在子學復興的潛流和衝動。子學之「子」，乃諸子百家之「子」，

非經史子集之「子」。 
24
黃克武：〈梁啟超的學術思想：以墨子學為中心之分析〉，《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6 年第

26 期，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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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亦助長了以墨學隨意比附西學的學風，學人對《墨子》原典義理的解讀帶

有極大的主觀意識。這種以墨學為尺度衡量西學的「古已有之」的心態具有顯明

的中國文化本位主義色彩。其中典型代表就有濫觴於清末民初的、源出於「西學

中源說」的「西學墨源說」和「耶教墨源說」。
25
 

 

學人治墨的這種價值取向，為彼時中國面對西方文明衝擊而產生的民族主義

情緒反彈，就正面價值而言固然能夠有利於在不至全盤性推倒整個中國傳統文化

的情況下輸入西學，但同時亦容易被文化保守主義者作為招魂舊學拒斥新學的藉

口。學人帶有鮮明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前見（Vorurteile）的治墨理路，不可避免

地造成了對《墨子》原典義理的肢解性理解和詮釋。引入類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民約論」（Du Contrat Social）、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人

民主權說」（Popular Sovereignty）、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達爾文主義（Darwinism）等西學為中國墨學的參照系和投射

物，固然有利於拓展傳統舊漢學之訓詁考據、重註重譯的墨學之維，然簡單比附

的做法流弊也甚大。對於學人隨意解釋墨學，甚至改動《墨子》原文的亂象，陳

寅恪先生有精到認識。他在審查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時言到： 

 

今日所著《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

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此敝至今日之談墨學而極矣。今日之

                                                             
25
 「西學墨源說」為「西學中源說」之一支。即所謂西方之思想與科技，源頭在中國的墨學。「耶

教墨源說」又為「西學中源說」中一支，即謂基督教之源頭在中國的墨家。相關研究，見張永春：

〈黃遵憲與晚清「西學墨源論」〉，《江漢論壇》，2009 年 7 期，頁 76-78。「耶教墨源說」相

關研究，見王繼學：〈論晚清中國士人的基督教源於墨學說〉，《宗教學研究》，2011 年 2 期，

頁 17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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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根據，亦可隨一時偶然興會，而為之改移，幾

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遍狀

況，誠可為長歎息者也。
26 

 

也就是說，此種言說中的墨子墨家墨學，即是「想象的墨子墨家墨學」（應該是

什麼），而非歷史上真實的墨子墨家墨學（原來是什麼）。因是之故，對墨子學

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就成為題中之意，最顯著的表現，就在一方面高揚墨

子積極救世的人文主義情懷和墨學中的自由民主科學人權精神，一方面又貶低墨

子宗教教主式的權威人格和墨學中有涉宗教信仰的思想為封建迷信，對後者輕視

或乾脆避而不談。 

 

嚴靈峰先生編著之《墨子知見書目》，錄有歷代墨學書目。由該書之〈滿清

墨子書目錄〉可見，清代墨研論著多為《墨子》全書校註或《墨經》訓詁，如《墨

子大取篇釋》（傅山）、《墨子經說解》（張惠言）、《墨子註》（王闓運）、

《墨子閒詁》（孫詒讓）、《墨子箋》（曹耀湘）、《墨子拾補》（劉師培）等，

題材品類較為單一，似也說明了清代學人治墨的重點在於「文本重詁」；27
由該

書之〈民國墨子書目錄〉可見，及至民國，才開始有專事義理發明、文化比較或

附會西學的墨學專書出現，如《儒墨之異同》（王桐齡）、《墨學分科》（張純

一）、《墨子政治哲學》（陳顧遠）、《墨學十論》（陳柱）、《墨子哲學》（王

                                                             
26
 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陳寅恪集》（上海：三聯書店，2001 年），

頁 258。 
27
 嚴靈峰編著：《墨子知見書目》（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69 年），頁 16-35。筆者此處所言

「文本重詁」乃指清代墨學研究的核心關注點在對《墨子》文本的重新整理和重新訓詁。《墨子》

書素號難治，特別是其中有關墨辨邏輯學、物理學、兵法等篇章的諸多字詞語匯，由於時代的懸

隔，顯得古奧難懂。有清一代，學界興起對子書的考證之風，學人借疏通《墨子》字句以還原墨

學原意，為其學術趣味所致，亦顯示了「漢學」理路在彼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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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心）、《墨學源流》（方授楚）等，呈現出比清代學人更鮮明的「六經註我」

的特色。
28
 

 

然而，這一部分專書以西學分科如政治哲學、邏輯學、科學等來註解《墨子》

的並不少，以宗教維度來詮釋《墨子》的則不多。學者論墨，凡涉墨家宗教思想

的多在論著中居處不甚重要之地位。間或論及墨家的「宗教性」，亦屬偶一為之，

缺乏系統性探討。由是學人的這部分論述，常被中國墨學發展史所遮蔽。並且視

野只關注知識分子的論墨言說，未及於宗教徒以宗教之維討論《墨子》的成果。

例如嚴靈峰先生就沒有將基督徒吳雷川的《墨翟與耶穌》、張純一的《墨學與景

教》等宗教徒論墨著作目為墨學，納入《墨子知見書目》當中。 

 

三、學人論「墨教」：墨學復興中被遮蔽的面向 

 

   梁啟超在清末即有墨學論述，
29
他之目墨子為教主、墨家為宗教的觀點，終其

一生未有改易。梁啟超為近代墨學復興中最早使用「墨教」來指稱墨家的學者，

其書《子墨子學說》、《墨子學案》以宗教之維考論墨子學說及學派，多發前人

之所未發，在民國思想界影響很大。他認為墨教與尋常宗教不同，乃「兼一神眾

神而並尊」的「在世宗教」；
30
且以「尊天之教」、「鬼神之教」定義墨家宗教

思想，謂為「墨學之一大特色」。
31
梁氏論墨，多援西學，至其論墨家「巨子制

度」和「尚同主義」，就援基督教的「教皇制度」和「教會專制」來與之比較，

                                                             
28
 嚴靈峰編著：《墨子知見書目》（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69 年），頁 136-172。 

29
 梁啟超於 1904 年即光緒三十年即作《子墨子學說》。「敘論」刊於清末《新民叢報》。 

30
 梁啟超：《墨子學說》（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頁 4。 

31
 同上，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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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墨教之主張和組織若在中國得以成立，則其「干涉思想自由太過」之流弊，

不免陷人於黑暗中世紀的境況。
32
 

 

   胡適更重視哲學家的墨子而非宗教家的墨子。
33
雖然如此，他大體也是將墨家

視為一建制成型的宗教。《中國哲學史大綱》論及墨家宗教思想與墨家「宗教性」

一端，即明言「墨子是一個創教的教主」，「墨學十論」除「天志」「明鬼」之

外的教條都「可稱為墨教的信條」。
34
墨子雖為極端功利主義者，且不乏科學理

性之精神，但他對天鬼信仰的委身程度之深，足證其確為「宗教家的墨子」，
35
「是

真信有鬼神的」。
36
胡適對墨教教義評價並不高，認為相比它的「應用主義」的

哲學方法，其在「哲學史上本來沒有什麼重要」；
37
且以「天志就是尚同，尚同

就是天志」，
38
更容易使天子假天志以行私權，將政治演變為不受制衡的專制政

體——「墨教如果曾經做到歐洲中古的教會的地位，一定也會變成一種教會政

體；墨家的巨子也會變成歐洲中古的教王（Pope）」。
39
可見，胡適論墨，多有

繼承梁啟超的觀點。 

 

   馮友蘭論墨，亦重在墨子學說的哲學性而非宗教性。在他看來，《墨子》中

相關宗教的言說無非「神道設教」的一種手段；所謂鬼神實有且能賞善罰惡，不

外乎墨子收拾人心的權宜方法。
40
他是以哲學的標準衡量墨子的鬼神信仰，更重

                                                             
32
 梁啟超：《墨子學說》（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頁 66。 

33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12 年），頁 115。 

34
 同上，頁 110。 

35
 同上，頁 110。 

36
 同上，頁 112。 

37
 同上，頁 114-115。 

38
 同上，頁 114。 

39
 同上，頁 114。 

40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重慶出版社，2009 年），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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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其宗教制裁的功能性，貶低其哲學價值——「墨子以證明上帝之存在及其意志

之如何，其論證之理論，可謂淺陋。不過墨子對於形上學本無興趣，其意亦只欲

設此制裁，使人交相愛而已」。
41
以「宗教制裁」指代「天志主義」，以「政治

制裁」指代「尚同主義」，並以墨子「政教合一」將致君權擴張，「已君主而兼

教皇」。
42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論墨之進路，似受梁啟超、胡適之啟發。不同

之處在於，依馮友蘭之論，乃不承認墨子真信鬼神；而梁、胡之論，則較為肯定

這一點。 

 

郭沫若論墨，一反常見，其言說見於《青銅時代》與《十批判書》，其理路

多從宗教維度入手，帶有強烈主觀色彩。
43
他反對清末以降治墨學人以「神道設

教」來為墨子鬼神迷信辯護的觀點，
44
指出墨子不但是一個虔誠的信仰者，還是

一個「滿嘴王公大人，一腦袋鬼神上帝，極端專制、極端保守」的宗教家，思想

帶有鮮明的「反動性質」，絕非「工農革命的代表」
45
。他認為「天志明鬼」不

                                                             
41
 同上，頁 86。 

42
 同上，頁 90。 

43
 墨學研究是郭沫若學術生涯中最受人爭議的地方。他以唯物史觀、社會史還原法、階級分析法

研究墨學，提出墨子是反對社會變革的反動派者和宣揚迷信的宗教家，孔子反是封建秩序的革命

者以及人道主義者的觀點，大異民國時期「揚墨抑儒」的學人趣味。除對墨子的人格精神稍有肯

定外，對整個墨子學說幾乎全部否定。其論述背後有鮮明的意識形態鬥爭的用意，不乏想象和臆

測。郭沫若的觀點已為不少學者所批評。見解啟揚：〈郭沫若的墨學研究〉，《中南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2003 年 9 期，頁 573-578；何玉蘭：〈郭沫若墨學研究的得失與啟示〉，《郭沫

若學刊》，2007 年 3 期，頁 51-57；劉奎：〈歷史想象的分歧：郭沫若與墨學論爭〉，《郭沫若

學刊》，2016 年 2 期，頁 42-50；曹順慶、聶韜：〈試析「泛神論」對郭沫若墨學態度的影響——

從「揚墨」到「非墨」〉，《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4 年 2 期，頁 76-84；

馬吉芳、黃麗婭：〈論「尚同」——郭沫若墨學批判之商榷〉，《職大學報》，2009 年 1 期，

頁 19-21；楊勝寬：〈郭沫若眼中的宗教家墨子——關於郭沫若從負面評價墨子的原因考察〉，

《郭沫若學刊》，2014 年第 1 期，頁 26-33。 
44
 郭沫若：《十批判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頁 110-111。 

45
 郭沫若：《青銅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 年），頁 157。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acec2f87c96e80c341ed1444cdfcc8f6)&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www.cqvip.com/QK/97854X/201404/662418799.html&ie=utf-8&sc_us=11778968957816047891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acec2f87c96e80c341ed1444cdfcc8f6)&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www.cqvip.com/QK/97854X/201404/662418799.html&ie=utf-8&sc_us=11778968957816047891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c8375cfffb2d8331)%20%E3%80%8A%E5%8C%97%E4%BA%AC%E8%81%94%E5%90%88%E5%A4%A7%E5%AD%A6%E5%AD%A6%E6%8A%A5(%E4%BA%BA%E6%96%87%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7%89%88)%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publish&sort=sc_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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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46
「尚同尚賢」不民主、

47
「非樂輕文」反進化、

48
「節用節葬」反人性、

49

名兼愛而實偏愛、
50
名非攻而實美攻、

51
名非命而實皈命，

52
基本上全盤否定了墨

子學說的思想價值，大異彼時墨學復興以正面褒揚墨學為主的學人品味。 

 

郭沫若貶低墨學價值蓋在兩端，一謂墨子迷信，「屈民以伸天」；二謂墨子

愚民，「屈民以伸君」。郭沫若謂墨子天鬼觀為宗教迷信的觀點，當時已有學者

提出商榷，如侯外廬。
53
他在《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論及墨家部分曰：「（墨

子）對於鬼神信仰的程度僅為手段性的方面，若惟鬼神求百福而不自求，卻是他

所反對的」、
54
「墨子的天論不是形而上學，而是方法觀」、

55
「墨子的天道觀已

經含有義理之天」，僅據墨子尊天事鬼就稱「反動」實未得中心要領。
56
郭沫若

之友人，被稱為「墨者老杜」的杜守素，也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
57
他認為「墨

子雖然承認有意志的天，但他卻不是無條件的皈依，而是有意識的運用，就是拿

天志做衡量言論的尺度，批評政治的標準」。
58
所謂「天志」——天老爺的意志，

                                                             
46
 同上，頁 158-159。 

47
 同上，頁 159-164。 

48
 同上，頁 164。 

49
 同上，頁 164-165。 

50
 同上，頁 165-166。 

51
 同上，頁 166-168。 

52
 同上，頁 168。 

53
 侯外廬對郭沫若墨學研究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墨子宗教思想是否迷信」「墨家宗教功能是否

為神道設教」這兩點上。見[比利時]安妮：〈捍衛墨子：論侯外廬對郭沫若墨子明鬼主張之駁議〉，

《學術月刊》，2014 年 4 期，頁 147-156。 
54
 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長沙：嶽麓書社，2010 年），頁 157。 

55
 同上，頁 157。 

56
 同上，頁 157。 

57
 杜守素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也是其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任職時期的

同事。因生活簡樸且服膺墨學，被郭沫若等人戲稱為「墨者老杜」。兩人對墨學的意見並不一致，

郭沫若曾言「讀方授楚《墨學源流》，仍在梁啟超、胡適餘波推蕩中，在打倒孔家店之餘，欲建

立墨家店。杜老以為最平允者，其實際不過如此」。杜、郭二人在墨學研究上的交往經歷，見郭

沫若：《十批判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頁 493-496。 
58
 杜守素：《先秦諸子思想》（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49 年），頁 17。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5b2322344ece78331d6e0fce2dc905fa)&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syk201404015&dbname=CJFD&dbcode=CJFQ&ie=utf-8&sc_us=380814795721576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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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墨子為了申說方便，為自己主張所披上的一層宗教外衣。
59
由侯、杜兩位學

人的論說可見，他們並不認為墨子之提倡鬼神會導致「屈民以伸天」的迷信。 

 

至於「愚民」一端，和郭沫若一樣以唯物主義史觀來研究墨學的李麥麥、陶

希聖、范文瀾，亦持完全相反的見解。李麥麥認為墨子是「古代中國有產階級的

宗教的創造者」，
60
是反對周朝貴族政治的代表；陶希聖認為，墨子學說是戰國

時代自由民的學說，其「宗教團體及任俠行為確為無產自由民的組織與活動」。

61
范文瀾則認為縱受時代所限，墨家終究是為庶民利益著想，因此才遭受到統治

階級的棄絕；後世農民起義中所成立的有宗教色彩的反抗組織，也是受到墨家思

想的影響——「統治階級能撲滅墨家，但是農民工人依時代發展的革命力量，卻

永遠不能撲滅」。
62
由李、陶、范三位學人之論說可見，他們並不以墨家具有宗

教性質而認為有害其歷史進步性，顯然也不是「屈民以伸君」的。 

 

此外，近代以來，大凡論及墨家宗教形態及墨家宗教教義，學人輒以基督教

為墨教之「理型」而比附之。然教會界人士如何看待墨子墨家墨學，學界少有審

視。具有基督教信仰認知圖景的基督徒的墨學論述，往往寓「判教」於「比較」，

「耶墨比較」與「宣教佈道」兼有之。基督徒投注精力於墨學研究，這一方面的

原因，固然是墨學復興時期「並提耶墨」之風潮流佈教會內外，時人大有將耶墨

人格與耶墨學說等同之傾向，甚至以「耶教源出於墨教」，使得教會人士不得不

有所回應，以辨明二者在神人特性、教義組織的不同；另一方面則是發現較之權

                                                             
59
 同上，頁 17。 

60
 李麥麥：《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批判》（上海：新生命書局，1933 年），頁 294-295。 

61
 陶希聖：《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南京：中華印刷出版公司南京分公司，1937 年），頁 100。 

62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上（北京：新華書店，1948 年），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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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不再的儒學，正值復興的墨學可資支持彼時教會內部的「基督教本色化運動」，

63
並作為建構有中國特色的本土基督教神學的思想素材。基督徒論墨之代表，有

吳雷川、王治心、張亦鏡等。此部分內容，本文第五章有專門介紹，在此不贅。 

 

第二節 由「宗教思想」而至「宗教」：墨學「宗教性」闡

發的可能 

 

一般而言，有具體落地的建制組織、有經典文本或口頭傳述的教義思想、有

固定認信群體的信仰共同體，即爲「宗教」。「宗教」又分自創教之初延及當代

的「活的宗教」和在歴史流轉中已經斷絶、於今已無承傳的「死的宗教」。其或

有大宗小宗之分别，然究未曾溢出此範圍。所謂「活的宗教」，即如現時大陸民

族宗教事務局所法定的在當下社會仍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六大宗教」：基督教、

天主教、伊斯蘭教、佛教、道教、民間信仰。所谓「死的宗教」，即如原始薩满

信仰、希臘秘教、苯教、景教、摩尼教等形態不可考、經典有缺失、幾無信眾皈

依的已淪爲歴史陳迹的宗教。除此之外，尚有一類被近代以來某些學者稱為具備

某種體制色彩的「準宗教」「亞宗教」，
64
或具備某種人文性質的「文教」。

65
此

                                                             
63
 「基督教本色化運動」的訴求，概言之為：自治、自養、自傳；教会由中國人自行管理；教会

在行政、運作、經濟、傳教等方面獨立於西洋差會。推動「基督教本色化運動」之人士希望基督

教要與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相適應，既不復古，也非飾新。教會的禮儀、建築、音樂要去除西方

基督教的影響，使之中國化，同時包容中國人的風俗、禮儀，並使之基督教化。見王治心：《中

國基督教史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226-241。 
64
 韓星先生從「體制儒教」的角度出發，對於儒家的「準宗教」「亞宗教」的宗教性質給予定義，

他指出「儒學有一部分被統治者利用，經過長期歷史衍變，凝固成了形式化的體制儒教——一種

準宗教或亞宗教，然而對儒家學者和下層百姓實際影響並不大，在中國歷史上的實際作用也極為

有限」。參韓星：《儒教的現代傳承與復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年），頁 18。 
65
 近年來亦有學者主張，儒家從來不是宗教，而是一種文教。如姚中秋先生即認為，自儒家誕生

以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形態就是「一個文教，多種宗教」，此文教即儒家的教化。教化是教而

化之，教人以禮，使人知道並過上文明的生活方式。人文就是人文之道（即禮俗），以及抽象表

達這些規則之文（即「經」）。在此意義下，儒家與中國社會其他宗教關係表現為一種和諧的關

係——儒家在中國人精神生活中占據特殊地位，塑造了一種普遍的共同價值。與此同時，各種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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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型的典範代表即「儒教」（或曰孔教）。
66
由此即產生了所謂「儒家是不是

宗教」或曰「儒家之謂教」的探討。 

 

「墨家之謂教」亦然。它也同樣是近代以來才生發出來的新問題。近代以前，

從來沒有人把「墨家到底是不是一種宗教」目為一個需要進行討論的問題，一如

近代以前從來沒有人認為「儒家到底是不是一種宗教」（儒家之謂教）是一個值

得嚴肅對待、甚至可能關乎「保國保種保教」的大問題——若以今人的眼光回溯

歷史，則更能清楚的認識到，產生這個問題的思想根源以及圍繞這個所產生的種

種討論，其實就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為應對西力衝擊，在文化上所採取的被

動式回應。某種程度上來說，人們討論「墨家之謂教」或是「儒家之謂教」，均

在追問同一個問題：除了自域外傳入的佛教以及吸收佛教資源而后完成創教的成

本土宗教道教（這其中亦包括諸般被稱為「小傳統」的民間信仰）以外，長期以

來被人們目為思想學派的儒家墨家，是否同普世諸宗教一樣，具備被稱為宗教的

要素。在這個過程中，自有種種從建制形態、思想精神等角度出發進行的分析，

                                                                                                                                                                               
靈信仰和宗教均廣泛傳播，並深入中國人心靈。參姚中秋：《一個文教，多種宗教》，《天府新

論》，2014 年第 1 期，頁 34；姚中秋：《重新發現儒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年），

頁 38。 
66
 「儒教」與「孔教」之意大略相通，在漢語學界常不另作區分。「儒家之謂教」，一般而言是

指儒家作為人文性質的「禮教」，而非神文性質的「神教」或「宗教」。「儒教」一詞始出漢代，

《史記‧遊俠略傳》已有曰：「魯人皆以儒教」，「孔教」一詞則是在近代才出現的。在中國歷

史上固然有「儒釋道」三教並稱之說，然此主要是儒家學者出於抗拒佛道二教影響力的考量，故

以儒家為教，來與佛道相比肩，從而抬高自身地位——其實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士人并

不細究「儒教」之「教」為「宗教」（Religion）或「教化」（Enlighten by Education of Cultivate）；

「孔教」則不然，它的產生乃是源於清末民初一批儒家士人（如康有為、陳煥章）慾仿效洋教之

建制與教義，建立一個以孔子為教主、儒家經書為宗教典籍的「新宗教」，希望以此作為應對近

代以來「西風東漸」思潮的社會方略。流風所及，在民國時期的中國以及現今的台灣、香港、南

洋，多有其教會組織存在、有其宗教教徒追隨，「孔教」實際上已經成為一事實上的宗教。較之

宗教意識並不明確、宗教色彩並不突出的「儒教」，「孔教」無疑更加強調「儒家作為一種宗教」

的建制特徵和思想特徵。值得留意的是，前述所言「儒教」中「宗教」與「教化」亦非截然二分，

而是在不同語境中具有不同的表現層次。韓星先生指出：「一般地說，如果單獨或孤立地使用儒

教或孔教一詞時，這個教多指教化；如果把儒教和其他宗教相提並論時，這個教多指宗教。」參

韓星：《儒教的現代傳承與復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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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儒家墨家確實缺乏那種類如普世諸宗教文明的典範樣式，故而無論是以

普世諸宗教的標準來衡量儒墨、或是從事相關文化比較文明對話工作、或是援西

學（西教）資源來重新建構一個「儒教」「墨教」，終難脫水土不服之境地——

因此問題並非由中國傳統文化本身「自生」的，而是來自域外的一種「問題殖民」

或「問題嫁接」（西方人類學學者一般傾向使用 Acculturation 或 Acculturation 

Model，即「文化適應模式」或「文化移入模式」來描述）。相較而言，「儒教」

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相對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可引以為考察，縱是有所「比附」或

「現代性詮釋」，尚存相當大的作為空間；而「墨教」自漢代以後，即一朝而斬，

再無傳承，故而圍繞「墨家之謂教」的種種討論，比之「儒家之謂教」，就更容

易出現處境錯置、強作申說的情況了。 

 

何以言之呢？首先，英文語境中之「宗教」一詞（Religion）本源自古拉丁

文的 Religio。在希羅時代（古希臘—古羅馬），人們已有了種種表達對神明的信

仰崇拜的思想活動與實踐活動，與這些活動相關聯的禁忌戒律和責任義務以及由

之形成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共同體，即今所謂「宗教」的雛形，不過彼時尚未形成

現今特定所指的種種宗教概念。當今學術論域中所討論的「宗教」，其內涵與外

延已經得到極大擴展，舉凡宗教思想、宗教儀式、宗教功能等皆在「宗教研究」

的範圍之內，討論之對象則涉及原始神靈崇拜、近代庶民宗教以及新興宗教團體

等。對宗教之門類進行劃分，有兩種可取路徑：一為普世性宗教，一為地域性宗

教。前者之代表有亞伯拉罕諸系宗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後

者之代表為宗教影響延及的範圍鮮明地域特征、宗教信徒為特定地域人群的本土

宗教，如印度教、道教和漢傳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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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中文語境下，長期以來，「宗」與「教」并不作為同一事物而連綴使用。

古代中國辭書字典之集大成作——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乃是釋「宗」

為「宗，尊祖廟也」，釋「教」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宗」者重在事

神敬祖、慎終追遠，「教」者重在申庠序之教、贊人文化育，這種解釋一直為古

人理解所謂「宗教」的共識通則。及至公元 10 世紀，方有佛教經典《續傳燈錄》

首以「宗」「教」二字相連用，其曰「吾住山久，無補宗教，敢以院事累君」，

「宗教」在此不過是指禮敬佛門及佛陀和其弟子的教誨，定義相對偏狹，距今所

稱廣義上的「宗教」亦遠矣。由此可見，實際上現今人們討論的諸般中國「宗教」

的理念原型，從來不是來自「古已有之」的自有的本土資源，而是來自域外的「舶

來品」式的觀念輸入。 

 

雖然如此，並不意味着「墨家之謂教」的討論不具備任何思想意義。因為凡

為宗教者必然具有相應的「宗教性」，而具有「宗教性」的團體則未必全然為宗

教（筆者此處所言的「宗教性」主要是指宗教思想）。由於一切有組織有制度的

物質宗教皆從無形式的精神思想而來，所以宗教思想不必有組織有制度，而人類

一切生產生活中所表現出的崇拜、信仰與神秘思想卻都在其範圍之內。雖不必人

人都有宗教信仰，卻不能說人人都沒有宗教思想。即便是極端唯物主義者所持守

的無神論，也可以算是歸屬無神論信仰的一種特殊的宗教思想表現形式。有形有

體的宗教，可能為某一人群所獨佔；無形無體的宗教思想，則不必為某一特定人

群所專有。因着宗教思想的這種「普世性」，我們研究非典型性質（非普世諸宗

教之典範樣式）的「儒教」「墨教」，也就具有了精神思想上的依歸，同時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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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視域上進行拓展。
67
循此思路，由墨家的宗教思想出發，注目於墨家的「宗

教性」，進而探析墨教的宗教樣式，就不再是一種無的放矢的「思想實驗」——

即如王治心先生所言的，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古代庶物崇拜、祖先崇拜以及一

切命運禍福的信仰，雖然沒有典範性的、流行性的宗教樣式，卻有普遍的、無論

哪一種民族哪一種文明都具有的宗教思想，它們均是一種宗教思想的自然表現。

68
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儒教」「墨教」了。 

 

第三節 一家之言與一個整體：本文使用墨學文獻的基本原

則 

 

現存於世的《墨子》書五十三篇，非全由墨子一人自著，尚有後學依學派傳

承及自身演繹而陸續增補、匯集而成。由於對墨學的理解不同，後世治墨學者根

據自身對墨學諸論關聯性的理解，對《墨子》書篇目做出不同優先的劃分。 

 

《墨子》中直接關聯墨家核心義理的篇目，有〈天志〉（上中下）、〈明鬼〉

（下）、〈兼愛〉（上中下）、〈非攻〉（上中下）、〈尚賢〉（上中下）、〈尚

同〉（上中下）、〈節葬〉（下）、〈節用〈（上中）、〈非命〉（上中下）、

〈非樂〉（上），稱為「墨學十論」或「墨學十策」，即「墨論」。近世學者認

為墨學中的與邏輯學、算學、光學、重學、機械學等內容，則載在〈大取〉、〈小

                                                             
67
 以儒家的「宗教性」問題為例。一如杜維明先生所言的，儒家未必可以在所有方面一一合轍于

普世諸宗教的典範形式，然儒學或曰儒家思想中內蘊的「極高明而道中庸」的人文精神，完全足

以在比較文明的格局中，通過聖賢人格、信賴社群、道德形上學這三個方面來顯現其雖入世卻嚮

往天道的宗教性維度。換言之，儒家未必就是「宗教」，但可以或可能是「宗教的」；儒學未必

體現為一種宗教教義，但儒學完全可以是一種「宗教性」的思想。在此前提基礎下，研究儒家的

「宗教性」，亦可以算是研究「儒家之謂教」了，只不過此種範式的研究，乃是更注重從宗教思

想和宗教精神上進行闡發。參[美]杜維明著、段德智譯、林同奇譯：《論儒學的宗教性》（武漢

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0。 
68
 王治心：《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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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經說上〉、〈經說下〉、〈經上〉、〈經下〉六篇。這些篇章晉代魯勝

稱為「墨辯」，也即現在所謂《墨經》。〈備城門〉、〈備高臨〉、〈備梯〉、

〈備水〉、〈備突〉、〈備穴〉、〈備蛾傳〉、〈迎敵祠〉、〈旗幟〉、〈號令〉、

〈雜守〉，為墨子兵法，記載戰陣守禦之方略，即「墨守」。「墨論」、「墨辯」、

「墨守」，為《墨子》書中條理連貫、論述整全、最成體系的三組作品，無論是

墨子自著或是後學演繹，對它們的組別劃分和學派歸屬，一般不存在爭議。 

 

〈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為墨子行事、論辯

之傳略，體材近似《論語》，
69
可視為墨子傳記的第一手文獻。就考論墨子生平

而言，這一組材料甚至比「墨論」更加重要。
70
〈親士〉、〈修身〉、〈所染〉

三篇，胡適、梁啟超皆認為純屬偽托，非墨家者言；〈法儀〉、〈七患〉、〈辭

過〉、〈三辯〉這四篇，胡適認為乃根據墨家餘論寫作而成，若研究墨學，可不

必細讀；
71
梁啟超則認為其乃墨家記錄墨學概要的提綱挈領，當優先讀。

72
至於〈非

儒〉一篇，為墨家與儒家論戰爭鳴之記錄，考據其中內容，於史實有出入者不少，

不乏墨家為詰儒而故意誇張其辭之處。胡適將之與「墨論」同歸為「墨者演墨子

的學說所作，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而存疑。
73
梁啟超則據該篇無「子

墨子言曰」字樣，認為不是記墨子之言。
74
 

 

誠然，《墨子》書內不同篇章的成書過程、成書年代、作者歸屬、學派歸屬

                                                             
69
 梁啟超：《墨子學說》（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頁 14。 

70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12 年），頁 101。 

71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12 年），頁 101-102。 

72
 梁啟超：《墨子學說》（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頁 13。 

73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12 年），頁 101。 

74
 梁啟超：《墨子學說》（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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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學術界尚存爭議。然這並無礙我們將《墨子》一書作為古之道術中「墨

家者流」的一家之言來進行整體性、系統性的檢視和考察。
75
從墨子開創墨家到

《墨子》最終成書，墨學集大成於《墨子》一書中；從思想過渡史的角度觀看，

縱有後期墨學和前期墨學之分野和後墨（墨家後學）對墨子原始教義的附加和引

申，然就墨家核心要義而言，所謂「在後者」對「在前者」的發展，並不構成文

本內部的邏輯不自洽，也不存在互相割裂和互相否定的情況。例如，無論《墨經》

是墨子自著或後墨所著，其內容始終不悖墨學；雖然不若「墨學十論」敘述完整

且多設比喻，然其基於墨學要義的闡發，如同字典一般對「十論」形成完滿的說

明補充。如果不查考《墨經》，則根本不能明白墨家有別於其他諸子的、具有原

創性質的「兼愛」、「天志」、「尚同」等思想概念；同樣如果不通過「十論」，

也無法清晰辨識《墨經》中「文多不辯」、古奧難懂的墨學原典基礎字詞及其字

義。因是之故，筆者傾向把墨學視為一個整體，《墨子》文本各篇章可以互相光

照、互相發明。對墨學的詮釋應保有動態的眼光，在結合傳世文獻、典外文獻和

出土文獻的基礎上，盡量減少對《墨子》文本的肢解性理解，務求對墨學原義的

闡發能夠做到「以經解經」、「以經還經」。猶於本文之論題而言，則更應重視

對文本的「直解」，例如「墨論」中既然明言墨家「尊天事鬼」，就不必要以今

人之「政治正確」強解其為「神道設教」。 

 

第四節 相關研究評述 

                                                             
75
 當代學者詹劍峰認為：「《墨子》一書是墨子一家之言，猶如《莊子》一書是道家者流中莊子

一家之言，《荀子》一書是儒家者流中荀子一家之言。眾所周知，《莊子》一書有莊派學生引申

和附加的成分，《荀子》一書也有荀派學生引申和附加的成分。我們研究《莊子》，不能也無法

劃出前期莊子哲學和後期莊子哲學，不能也無法劃分為前期莊子和後期莊子。同樣，我們研究《荀

子》，不能也無法劃分為前期荀子和後期荀子哲學，不能也無法劃分為前期荀子和後期荀子。怎

樣能把《墨子》劃出前期墨子哲學和後期墨子哲學，劃分為前期墨子和後期墨子呢？所以我們把

《墨子》一書作為墨家一家之言來研究、分析和敘述墨子哲學」。見詹劍鋒：《墨子及墨家研究》

（上海：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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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界有關墨家宗教問題或曰墨學宗教向度的研究，多注目於墨家宗教思

想；即便在此領域，也以「非命」、「尊天」、「事鬼」等「墨學十論」義理研

討為主流，成果以散論、分論的形式呈現在學者的專書專文和碩博論文之中，尚

缺乏系統性研討。以下筆者將擇要論述前人之研究，衡其長處，指出不足，再給

予自己的評價。 

 

專書類中以台灣學者何之所著《墨教闡微》為代表，該書直以「墨教」冠名

墨家，以墨家為先秦時代純然建制性宗教。
76
全書共六章，分別為：「前言」、

「墨子的宗教思想」、「墨教的戒律」、「墨教的組織」、「墨教的儀式」、「結

論」。作者指出，墨教的基本精神是「兼愛」；墨教的教義為「尊天」、「明鬼」、

「非命」；墨教的戒律又分「宗教」和「道德」兩端，以開明的賞善罰惡觀為制

裁手段；墨教的領袖為巨子，有唯我獨尊的教主典範。上述論斷，多有創見。唯

其論列墨教組織之分派，以「真墨」和「別墨」定區分，存在考據之失，忽視了

「別墨」在廣義上仍屬墨教統緒的事實；且探測墨教之宗教儀式，僅以「節葬」、

「非命」對儒學之反叛而謂之為宗教革新，稍顯論據不足。 

 

墨學通史類中的分論散論，以鄭傑文、王繼學等編著的《墨學對中國社會發

展的影響》為代表。
77
該書第三篇〈墨學對中國社會思想政治發展的影響（下）〉

的第二章「墨學對宗教思想與傳播活動的影響」，論述了晚清中國士人的「基督

                                                             
76
 何之：《墨教闡微》（臺北：文津出版社，1983 年）。 

77
 鄭傑文、王繼學等著：《墨學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1 年），

頁 24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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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源於墨學說」、墨學對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宗教傳播的影響和墨學對基督教人士

的影響。由於該書是綜覽性質的通史著作，論述主體集中在近代墨學復興中墨學

與宗教之互動交流的時代背景和時代動因，現象揭示、外緣研究居多，於墨學如

何能與宗教產生互動交流的內在原因探討偏少。 

 

墨學專書中的分論散論，筆者舉海峽兩岸四位學者的論著略加以評析。台灣

學者馮成榮著《墨子思想體系研究》，
78
起首即論墨子宗教思想，提出有「法儀」、

「天志」、「明鬼」、「非命」四大要素。作者將墨子的宗教思想與其政治、哲

學、教育、經濟、社會、軍事、邏輯、科學等思想並列，統稱為「墨子思想體系」。

而墨子的宗教思想又源出道家一派的宗教系統，歸屬「敬天法祖」、「敬祀鬼神」

的道教譜系。作者認為，「中國之道教純係哲學性或學術性的宗教，並不是神教

團體」，
79
與儒墨同，故「孔、孟、荀三家創儒學，時人稱之為孔教或儒教。墨

子倡墨學，時人稱之謂墨教」。
80
該書論述之特色在此，疏失亦在此。道家確為

後世道教的思想源流之一，但絕非唯一；同時道家和道教的實質意涵不可輕易等

同，一為子學系統中的思想學派，一為建制成型的宗教組織。其內涵、外延、形

態、年代，俱有異同。以墨教受道家思想影響而形成體系或可，以墨教為道教譜

系中之一支，則難免予人指謂不清、概念混淆之觀感。 

 

台灣學者陳問梅所著《墨學之省察》
81
。過往學者論及「天志」，往往僅將

此作為「墨學十論」的枝葉。作者則認為天志思想「實為全部墨學中最重要的觀

                                                             
78
 馮成榮：《墨子思想體系研究》（臺北：文哲出版社，1979 年）。 

79
 同上，頁 25。 

80
 同上，頁 25。 

81
 陳問梅：《墨學之省察》（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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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而其內容和涵義亦較另外的觀念為豐富」。
82
依其所論，「墨子肯定一個超

越世界的絕對體作為現實世界的共同標準」，
83
則墨子的天鬼觀就絕不再是「聖

人神道以設教」的權宜之計，而是為此岸世界立定一個具有形上學意義的、可為

萬世立法的準則，即「建體」、「立極」的工作。在此基礎上，則上帝、鬼神，

皆為實有。陳氏論墨，將墨家天志思想目為自上而下統攝整個墨學系統的理論原

點，並指出墨子宗教思想具有超越精神，確有精當處。惟於墨家宗教思想中的另

一重要組成部分「非命」觀和墨家推演鬼神實有的方法論「三表」法，未納入文

中一並析論，論述稍欠完整，且有詳略不當之嫌。 

 

大陸學者孫中原所著《墨學通論》。
84
作者認為墨家的宗教觀念並非始終一

致，由前期墨家（〈天志〉〈明鬼〉的作者，即墨子所處時代）轉進至後期墨家

（《墨經》之作者所處時代），經歷了一個「從有神論到無神論，即從謬誤走向

真理的過程」。
85
即便是前期墨家的宗教觀念，也混合了有神論和無神論，如〈天

志〉、〈明鬼〉二篇肯定鬼神信仰，而〈非命〉篇以及〈公孟〉、〈貴義〉二篇

所載墨子事跡則顯示了有神論觀念在墨家團體內部開始出現動搖的情況。通過對

《墨經》條目涉及生老病死等生理現象的義解和釋讀，作者提出《墨經》「貫穿

了唯物主義一元論和無神論的觀點，沒有給有神論留下可乘之機。這是墨者在墨

子無神論思想因素的基礎上，對中國古代唯物主義哲學的巨大貢獻」，
86
可見孫

氏論墨，更推崇和表彰以《墨經》為代表的非宗教部分。此論誠為我們探測墨家

內部思想變遷的一大創見，然亦涉及兩個問題尚待釐清並論證：其一，《墨經》

                                                             
82
 同上，頁 115。 

83
 同上，頁 117。 

84
 孫中原：《墨學通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年）。 

85
 同上，頁 49。 

86
 同上，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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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後墨所著，或為墨子自著。若為墨子自著，則作者整個立論將為之翻轉；

其二，廣義的《墨經》六篇（〈大取〉、〈小取〉、〈經說上〉、〈經說下〉、

〈經上〉、〈經下〉），在《墨子》一書中的地位為註解性質的「字典」，用以

輔助說明「墨論」中所涉墨學的基礎字詞及其字義。若謂後墨之「無神論」斷然

否定前墨之「有神論」，則前墨之「有神論」的諸般概念就在《墨子》書文本內

部找不到恰當的解釋，亦即無法做到「以經解經」，如此實可能陷墨學於支離境

地。傳世本的五十三篇在編纂過程中，為何會將如此邏輯不自洽的兩部分集合於

一處？除後期墨家對前期墨家的觀念進行修正這種解釋之外，筆者以為尚需一些

文獻學上的證據支持。 

 

大陸學者譚家健所著《墨子研究》。
87
作者認為墨子提倡的「尊天」「事鬼」

無疑屬於宗教迷信思想，對之進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
88
同時區分宗教與迷信，

「尊天」為宗教，是有一定理想之信仰；「事鬼」為迷信，則完全屬於無知和盲

目。
89
作者又言及，墨家「天志」觀和「明鬼」觀，同為墨學中值得批判的思想，

就消極因素而言，後者又比前者更多一些。
90
然而筆者認為，墨家宗教思想不獨

尊天事鬼，尚有強力非命、法儀三表；且別分「宗教」「迷信」二端之異，恐有

割裂墨學原典義理之失。 

 

至於墨學研究論文中的專論分論散論，議題則呈現多元化。有學者致力探尋

墨家宗教思想產生的社會原因、墨家宗教思想的精神內核以及墨家宗教思想的內

                                                             
87
 譚家健：《墨子研究》（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5 年）。 

88
 同上，頁 213。 

89
 同上，頁 227。 

90
 同上，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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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構。楊華〈墨子「天志」「明鬼」思想的社會根源〉一文提出，墨子「天志」、

「明鬼」的宗教思想，其產生有特殊的社會根源。概言之有三：對社會宗教意識

淡漠現狀的思想回應、整飭社會失範的救世方案、對社會賞罰機制的補充；
91
管

榮濤〈墨子與墨家學說的宗教內核〉一文提出，徹底的有神論是墨子宗教思想的

立論基礎，宗教思想是墨家學說的內核，貫穿墨學始終；
92
路學軍〈本體、價值

與工具——墨子宗教思想的三個維度〉一文，考察了墨家宗教思想的三個維度。

作者指出，墨子的「天志」是本體論也是價值觀，為墨學諸論的立言根本。而認

識論上又倡「三表法」、「非命說」，使得「天志」成為社會實踐的手段，又同

時具有工具理性的意義；
93
另有張立新〈尊天立教兼愛世人——論墨翟的宗教理

念〉、
94
俞世蘭〈墨家宗教探析〉、

95
蔣開天〈墨家宗教說平議〉、

96
王素珍〈論

墨家學說的宗教思想〉
97
、帕林達〈論墨子的宗教思想價值〉

98
等論文，皆觸及相

關議題的討論，惜未能擴大視角進一步探測墨家宗教的形態、建制、禮儀，所論

多止於墨家宗教思想，部分論述尚處於介紹的階段。 

 

墨家興盛兩百年後即身而絕，作為思想學派的墨家不復存在。其建制組織、

                                                             
91
 楊華：〈墨子「天志」「明鬼」思想的社會根源〉，《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 年 10 月，頁 97-99。 
92
 管榮濤：〈墨子與墨家學說的宗教內核〉，《黑龍江科技訊息》，2008 年 3 期，頁 138。 

93
 路學軍：〈本體、價值與工具——墨子宗教思想的三個維度〉，《平頂山學院學報》，第 31

卷第 6 期，2016 年 12 月，頁 33-36。 
94
 張立新：〈尊天立教兼愛世人——論墨翟的宗教理念〉，《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第 22 卷第 2 期，2005 年 3 月，頁 120—124。 
95
 俞世蘭：〈墨子宗教觀探析〉，《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5 卷第 12 期，2012

年 12 月。 
96
 蔣開天：〈墨家宗教說平議〉，《棗莊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3 期，2013 年 6 月，頁 61-65。 

97
 王素珍：〈論墨家學說的宗教思想〉，《呼倫貝爾學院學報》，第 14 卷第 5 期，2006 年 10

月。 
98
 帕林達：〈論墨子的宗教思想價值〉，《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年

第 3 期，頁 11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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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流裔，在後來中國歷史中演變為何種形態，歷來為學者所關注。故有學者嘗

試從宗教的角度探測墨學中絕之迷。丁為祥提出，西周「以德配天」的觀念流行

開始，已經動搖了墨家宗奉的殷商原始天神信仰。政教合一，以政主教，是之後

中國宗教得以參與現實的主要形式。由於「中國人現實關懷的絕對優位性及其對

超人位格的排斥性」
99
與墨家宗教精神相違背，直接導致了其消亡；李金認為，

墨家的宗教思想、宗教組織與周代封建宗法制、皇權至上思想、中國的農業傳統

產生矛盾，雖然陳義甚高，終究不能適應彼時的社會現實和人的心理需求；
100

張

曉虎對比西方的神學教義與墨家的宗教思想後指出，基督教、猶太教等亞伯拉罕

一系宗教，並不存在墨家那樣的價值與工具的矛盾。西方的上帝是善惡的源頭，

合超驗價值與工具理性於一體。墨家的鬼神則近似巫術，所謂賞善罰惡是人為的

嚇阻手段，更多出於實用主義的考量，由是造成墨家宗教觀的內在矛盾，這也是

其不能延續的重要原因；
101

何濤考察早期道教的宗教典籍與宗教儀式，提出墨家

的宗教倫理、宗教教義、敬拜儀式、巫術方技，為後世道教所吸納。其宗教觀念

可能是後世道教得以建制成型的思想雛形。
102

 

 

除此之外，亦不乏由墨家宗教問題延展出來的跨界思考。熊晨釗述評墨子宗

教思想中的民本精神，他指出，「天志」、「明鬼」與墨家政治哲學存在關聯，

代表了了勞動人民階級利益和訴求的宗教觀，是墨家政治實踐在理論伸張上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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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反映；
103

劉剛則從現代生態倫理的角度，肯定了墨家宗教觀中蘊含的「節用」、

「非樂」的人本思想對構建建設性的和諧生態社會具有正面價值；
104

李雷東借用

結構主義的方法來檢視《墨子》書中所載的神話故事，指出墨家的鬼神觀和天命

論具有結構學上的典範意義。墨家思想中合理性與反理性於一體的特色，正體現

了彼時宗教神學的再造與復興這一時代特徵；
105

張宏斌將墨家的宗教思想定義為

一種與彼時社會思潮相逆反的「異端神學」。藉由重樹鬼神權威來整合社會秩序

和世道人心，於濟世層面有積極意義，不能全謂與理性覺醒的人文傳統相悖。復

古為其表象，革新為其實質。
106

 

 

墨學研究的碩博士論文中，不乏其中若干章節和篇目有論及墨家宗教問題

者，因篇幅有限不逐一介紹。專論「墨教」的學位論文，這裡舉兩例進行評述。

趙忠海〈試論墨子「非樂」的宗教文藝觀〉一文，
107

從過往被歸為墨子文藝思想

之範疇的「非樂」論中，挖掘出宗教意涵。作者認為「非樂」與墨學十論中的「天

志」、「明鬼」、「兼愛」、「非命」一道構成了墨家宗教思想的基礎。墨家用

苦行主義替代享樂主義，創造出迥異於先秦諸子的「無樂」的宗教文藝觀。作者

在文章中提出，只有將「非樂」論與墨家的宗教活動和社會實踐結合起來對觀才

能透徹理解「非樂」論的整全樣貌，不至以狹隘工具理性的觀點論斷墨家之「非

樂」僅能在經濟領域發生作為；余翔〈論墨家學派的巫術背景與墨家集團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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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一文，
108

通過考證墨子出身與「百官」、「百工」的關係，提出墨子形象

經歷了由工匠向巫師進化的神異化過程。作者在文章中提出，墨家集團兼具學

術、軍事、宗教這三種組織功能，至《墨經》時代其主要活動逐漸轉向純粹的知

識領域和技術領域，使得後期墨家在哲學上的成就比之前期墨家有了更大超越，

而在民間的影響力卻由於放棄了宗教信仰而漸趨沒落。且墨子以「夏政」、「禹

道」為榜樣所建構的「非神而信鬼」的酬報神學，因過分嚴厲，以自苦為極，反

天下之心，也造成其宗教信仰不能久傳。 

 

上述兩篇學位論文，從文藝觀和巫術的角度介入墨家宗教問題研究，均有精

當處。然亦有不足。例如趙文以「非樂」為墨家宗教思想之一極，筆者以為不妥。

因「非樂」只是墨家宗教教條規範下的具體踐履手段，是做法而非戒律。若謂「非

樂」為墨家宗教思想，則「節葬」、「節用」一樣也可目為墨家宗教思想。妥當

的表述應該是，「非樂」論中包含了墨家的宗教精神，而不能謂「非樂」就是墨

家的宗教思想；余文對墨家「順天無賞，悖鬼有罰」的神義論詮釋，筆者以為有

道理。惜余文對此的解釋乃是基於《墨子》中「賞善」略而「罰暴」詳，這樣的

解釋並不足夠。筆者以為解釋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親炙原典文本，回到對「興

利除害」這一條目的嚴謹解經上。 

 

日語學界對「墨家之謂教」的研討以專文居多，亦主要集中在墨家的宗教思

想部分。例如赤塚忠〈墨子の天志について—墨子の思想體系の復元〉（〈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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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翔：《論墨家學派的巫術背景與墨家集團的宗教特性》，中國：南昌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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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志——墨子思想體系復原〉）、
109

穴沢辰雄〈墨子の天志論をめぐって〉（〈墨

子的天志論〉）、
110

福屋正武〈墨教に見る鬼神観をぐる考察：「明鬼篇」を中

心として〉（〈墨教鬼神觀之考察——以〈明鬼〉為中心〉）、
111

小林伸二〈《墨

子‧天志篇》をめぐって〉（論〈墨子‧天志〉）、
112

清水墨子〈墨子をめぐる

一考察：天命を中心として〉（〈考察墨子思想的一種進路——以天命為中心〉）

等，
113

皆是從文本辨析的角度介入墨家「宗教三論」的研究；「宗教三論」之外

的研究有大谷邦彥、橋元純也、栗原圭介等。大谷邦彥之〈墨子の考察について：

宗教傾向に富む諸篇を中心として〉（〈以《墨子》中富有宗教傾向之諸篇為中

心考察墨子思想〉）
114

與〈《墨子‧節葬篇》における鬼神思想〉（〈《墨子》

書〈節葬〉篇及其鬼神思想〉）
115

二文考察了〈天志〉〈明鬼〉〈非命〉之外的

墨學篇章，他認為墨家「尊天、事鬼、非命」的鬼神信仰在《墨子》全書中皆有

展現，不僅限於「宗教三論」。橋元純也之〈墨子非命論と漢初の時代相〉（〈墨

子非命論和漢代初期的時代特征〉）
116

與〈墨子天志論と天子権力〉（〈墨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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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論和天子權力〉）
117

二文則為外緣性研究，他在文中列舉出墨家「天志說」對

天子權力之規限的思想依據，並指出墨家「非命說」及至西漢社會仍具有一定影

響，並不隨墨家衰弱而告斷絕。栗原圭介《墨家における儒家的宗教思想論〉（〈墨

學中潛藏的儒家宗教思想〉）
118

一文側重探討墨家與儒家在「宗教觀」上的相通

與相異，由之揭示墨家對於儒家二家在思想觀念上的「繼承」和「揚棄」；綜論

式研究則有橘樸〈墨子宗教〉（〈墨子宗教〉）上、下兩篇
119

與酒井和孝〈墨家

の宗教思想——鬼神信仰を中心として〉（〈墨家的宗教思想——以鬼神信仰為

中心〉）
120

二文，惜乎紹介較多，未見深層論述；至於「文明對話」的相關成果

則多有缺乏，類如山內晉卿之〈墨子と仏教〉（〈墨子與佛教〉）等以跨界視角

介入「比較研究」的墨學專文，
121

只居日本墨學研究之極小一隅。就跨界之思而

言，亦不若民國「墨學復興」中從事「耶墨對話」的中國基督徒之具規模和成格

局。 

 

英語學界墨學研究之主要成果，則反映在後墨（或曰《墨經》時代）之邏輯

學、倫理學、科技思想以及墨學中能與西學進行對話的功利主義哲學等部分，此

與西方漢學之旨趣有關，然非謂學人所論全然無涉墨家之「宗教」問題。葛瑞漢

（A.C. Graham）認為，墨家宗教觀念中能賞善罰惡的天鬼神明固然與中東宗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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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之上帝有相類似之處，然其宗教取態仍與儒家相同，即為一種主要憑藉自

力、「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Humanism）思想觀念；
122

胡思德（Roel Sterckx）

認為，不同於儒家將「宗教」建立於個人或者社群的「道德倫理」之上，墨家之

「宗教世界」乃有「信仰」「信念」之維；
123

羅威（Scott Lowe）則認為，墨家觀

念中「宗教圖景」（Religious goals）為一連接現世與彼岸的具體的歷史的「烏托

邦」（Utopla），其重要意涵有二：其一，為社會秩序之諸方面奠定至終之權威

根據（To built the highest superior）。其二，在時間限度內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To 

produce a better world in the short run）。
124

此外，亦有學者據「宗教三論」之外的

墨家學說資源來分析墨家的宗教觀念。威廉森（H.R. Williamson）認為「尚同說」

和「天志說」之間存在關聯，前者是後者之所從出，由此可資證明墨子的社會理

想是在人間建立一個以天意為最高權威的「宗教共和國」；
125

方克濤（Chris Fr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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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從「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的角度解讀墨家「天志」，他認為「義」

為墨家行事之全部「動機」（Motivation），受「天志」所規限，亦為「天志」

之主要內容，墨家要人遵行「天志」而「行義」乃為增進所有人之「福祉」。
126

以英文從事墨學研究並進行寫作之華裔學者，則以梅貽寶（Yi-Pao Mei）和周幼

偉(Augustins A. Tseu)為代表。梅貽寶在其著 Motse: The Neglected Rival of Confucius

中提出，墨子之「復古」三代以下宗教信仰，其關懷不僅在於「靈界」「彼岸」，

亦在提升此世人類之倫理道德水平、完滿現實世界之社會政治秩序，可謂「即凡

即聖」矣；
127

周幼偉在其著 The Moral Doctrine of Mo-Tze 中提出，墨家之談論「上

帝」並不貶損其思想的「哲學性」。若以宗教徒的立場而觀之，墨家學說乃是兼

「理性」和「神啟」為一體的。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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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òzĭ：The First Consequentialis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127Motse: THE Neglected Rival of Confucius 為梅貽寶獲取芝加哥大學博士文憑的學位論文，完成於

1927 年。該論文共有 10 部分，介紹了墨子思想的時代背景及其生平、著作，並分章節就墨學的

方法論、倫理、政治主張、經濟主張、宗教觀念等內容進行評述，文中屢見將墨學與古希臘哲學、

基督教神學、啟蒙思想、近代社會主義思潮等進行文明比較的跨界視野，其中論衡基督教以及西

方宗教思想之處頗多，此或與作者之認信身份為基督教徒有關。大體而言，梅貽寶論墨仍是以漢

學研究之範式進行，並無帶入過多主觀意識前見，例如他認為墨家宗教兼有聖俗“…then, that 

Motse taught his religious ideas. Leaving the inquiry into the motive for the moment, on the face of it his 

religion is a revival of the old orthodox cult of a personal God not only at the head of numerous other 

spiritual beings but also crowning the ethico-political hierarchy in the human world”. 此觀念即與民國時

期從事「耶墨對話」之基督徒的論墨範式尚有不同。見 Yi-Pao Mei, Motse: The Neglected Rival of 
Confucius（Westport: Hyperion Press, INC, 1973）, p. 148. 
128

 Augustins A. Tseu,“Therefore, the mere fact that Mo-tze spoke about God and His will does not make 

his teachings lose their philosophical value. For us, it is clear tha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a 

philosophical doctrine and a religious one is that the former is based on natural reason as such, while the 

latter is produced by a co-operation of reason and Revelation”. 對於周氏之論，筆者以為應當留意其宗

教背景。周幼偉本身為天主教神父，曾在羅馬學習士林哲學，後赴華盛頓天主教大學學習哲學，

其後又於芝加哥羅耀拉大學取的哲學博士文憑。The Moral Doctrine of Mo-Tze 即其博士論文，完

成於 1945 年。由於其認信背景以及神職人員之身份，不免多以基督教神學之標準考察墨學，即

先以墨家為一「宗教」無疑，而後再介入相應的分析和比較。其論墨之取向，與民國時期從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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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相關儒家、道教、佛教之典籍的譯介工作，《墨子》一書的英譯歷來不

多，且以節譯為主，並主要集中在「十論」部分。
129

不過從有限譯者對墨家宗教

概念的翻譯和詮釋上，可見一二特色。例如「天志」，華茲生(Burton Watson)的

節譯本《墨子》(Mo Tzu: Basic Writings)、130
李紹崑的全譯本《墨子》(The Complete 

Works of Motzu in English)、
131

汪榕培與王宏的全譯本《墨子》(Mozi)，132
均譯作

The Will fo Heaven， 艾喬恩（Ian Johnston）的全譯本《墨子》（The Mozi）則譯

作 The Intention of Heaven。
133

至於「明鬼」，則有譯作 Explaining Ghost、Percipenting 

Ghost 或 On Ghost 者。
134

除卻個別細部的不同，基本上譯者皆以 Ghost 指代墨家

所謂「鬼」，以 Heaven 指代墨家所謂「天」，並多傾向認為墨家所言之能賞善

罰惡的上天鬼神，類似於或等同於西方宗教傳統中所言之「為人格神的上帝」（The 

Personal God）。
135

然限於東西方語言和思維之差異，譯者在翻譯墨家有涉宗教之

                                                                                                                                                                               
墨對話」之基督徒的論墨範式多有重疊之處，在學術客觀性上不若梅貽寶。見 Augustins A. Tseu, 

The Moral Doctrine of Mo-Tze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1945）, p. 172. 
129

 例如近代著名漢學家、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曾譯有《中國經典》(Chinese Classic)四冊，

其在第二冊 The Work of Mencius 中有譯介《墨子》，然僅為節譯（《墨子》書中的〈兼愛〉篇章），

主要探討墨家的「兼愛」觀念，並以之與基督教「博愛」相比較。另有梅貽寶在其博士論文 Motse: 
THE Neglected Rival of Confucius 中翻譯了除「墨經」和「墨守」之外的現存《墨子》53 篇中的 36

篇。這些譯文後來單獨集結為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otse，在倫敦亞瑟普羅賽因出版

社（Arthur Probsthain Press）出版。理、梅二子，分別為近代西方和東方之率先關注《墨子》並進

行譯介工作之學者，在學界享有廣泛影響力。然其譯介工作，仍非全譯，乃以節譯為主，由之似

見《墨子》文本在海外的流傳廣度，並不若儒、佛、道等主流的中國文化典籍。見 James Legge, 
Chinese ClassicⅡ: The Work of Mencius（Taiper: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p. 100-122. 
130

 Burton Watson, Mo Tzu: Basic Writings（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78. 
131

 Cyrus Lee, The Complete Work of Motzu in English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p. 117. 
132

 Wang Peirong and Wang Hong, Mozi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p. 199. 
133

 Ian Johnston, The Mozi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32. 
134

 李紹崑、Burton Waston 譯作「Explaining Ghost」，Ian Johnston 譯作「Percipenting Ghost」，汪

榕培與王宏譯作「On Ghost」。見 Cyrus Lee, The Complete Work of Motzu in English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p. 138; Burton Watson, Mo Tzu: Basic Writings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94; Ian Johnston, The Mozi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78; Wang Peirong and Wang Hong, Mozi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p. 237. 
135

 李紹崑、梅貽寶等譯者均持此觀點。見 Cyrus Lee, The Complete Work of Motzu in English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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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般概念時，難免出現語詞對應上的困難。類如 Heaven 在英文語境中有「天國」

「天堂」「神之居所」之意（Place of God），以其比擬《墨子》書或中國古典典

籍中之具有豐富意涵之「上天」，未見得妥當；又如 Ghost 在英文語境中有「幽

靈」「鬼魂」之意，往往給人以惡性的印象，與《墨子》書所描繪之「至善神」

有異。即謂是《聖經》中所謂「聖靈」（The Holy Ghost）亦偏向「無實體」之純

粹「靈體」，並不能籠罩《墨子》書〈明鬼〉篇所言之「天鬼」「山川鬼神之鬼」

「人死而為鬼」的全部類型。事實上類似「天」「鬼」「神」等《墨子》書中的

重要文化負載詞在轉譯為另一種語言的過程當中不可避免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

原義流失，這種情況在譯者翻譯其他中國古代典籍的時候也會出現，只不過此種

「變異」在《墨子》書宗教概念的英譯上體現得更加明顯。究其原因或在二端：

其一，墨家學說本身具有濃厚宗教性質，使得譯者容易傾向使用已為人所熟知的

西方宗教概念（尤其是基督教言說傳統的語言詞彙）來作為中介而進行轉譯；同

時由於《墨子》一書在西方世界的譯介工作進行較晚，從事墨學研究之學者不多，

相應之《墨子》譯本、譯文亦少，以致譯者對《墨子》書原文中之宗教概念及相

關術語之把握，不若儒道佛等蔚為主流之中國古代文獻來得精確。
136

 

 

綜上，約略可窺學界目前對於墨家宗教問題或曰墨學宗教向度的研究狀況。

概而言之，已有學者注意到「墨家之謂教」對全面理解中國墨學具有重要意義，

開始使用跨界的思維和跨界的方法來介入研究，並開啟一些新的研究領域。不過

總體而言，尚缺乏系統性的論述，許多地方仍有發展的空間。筆者以為，對墨家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p. 117; Yi-Pao Mei, Motse: The Neglected Rival of Confucius （Westport: 

Hyperion Press, INC, 1973）, p. 148. 
136

 鄒素：〈《墨子》宗教觀念英譯變異研究——以李紹崑英譯本為例〉，載《黑龍江生態工程

職業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2 期（2017 年 3 月），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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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思想的研究，應基於《墨子》文本的嚴謹解讀，注重《墨經》和「墨論」的

相互印證；對墨家宗教形態、組織、禮儀、功能的研究，則要在理解墨學原典義

理的基礎上，結合傳世文獻、典外文獻、出土文獻的使用以及宗教學的方法，來

進行合理的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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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宗教思想探微 

 

「墨學十論」直接關涉墨學核心義理，已是不刊之論，為墨學界所共識。至

於「墨學十論」是否直接代表墨子本人思想，或是後學因應時勢變化而有陸續完

善、改易，尚存爭議。比利時魯汶大學的戴卡琳教授（Carine Defoort）即認為，

「十論」或許不能為墨子所專美，而是在《墨子》書編撰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墨

子》書中涉「十論」篇目的標題可能是後來者加添，而非成書時就是如此，先秦

諸子和漢代學者提及墨家學說也未見以「十論」為集合衡論墨學，往往只以「十

論」中的某些篇章條目如「兼愛」來指稱墨家代表性思想。
137

不過，無論其直接

源出於墨子，或是來自後學作為，均無礙我們將「墨學十論」視為可以代表墨學

思想脈絡整體中的一個精要部分。縱使後學根據墨子要言而發揮演繹，究其性質

也屬「祖述」而非「否定」，墨家後學當不會溢出此範圍太多，自有相應承傳。

因此研究墨家宗教思想，對「墨學十論」的考察十分必要。
138

 

 

「墨學十論」涉及墨家學說的不同面向，所論各有側重。不同學者可根據個

人的理解，將之劃分為不同組別進行釋讀。「十論」各篇章之內容有互相重疊處，

大可合併為同一範疇而觀之。筆者乃依「十論」所述，別為四組：「宗教」（天

志、明鬼、非命）、「經濟」（節用、節葬、非樂）、「倫理」（兼愛、非攻）、

「政治」（尚同、尚賢）。「天志」、「明鬼」、「非命」三論直接與墨家宗教

                                                             
137

 [比利時]戴卡琳：〈墨家十論是否代表墨翟的思想——早期子書中的十論標語〉，《文史哲》，

2014 年第 5 期，頁 5-18。 
138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十論」為墨家後學所著，也不會太「後」，應在門人和門人之門人之間。

意即，「十論」作為墨家思想的核心體現，始終貫穿在墨家集團可見的歷史當中。其作者為誰，

年代早出或者晚出，都無礙我們通過「十論」來了解墨子思想以及墨家思想的最為精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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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相聯屬，這是大多數學者都能認識到的，不須筆者贅述。然此分類尚有可完

善處。例如《墨子》書中的〈法儀〉篇，即論述墨家「法天」的教義，與〈天志〉

篇相互映證、補充。此不惟是墨家「賢能政治」的立法總則，更是墨家宗教合法

性的來源。單以「法儀」為墨家「行政」「法治」思想而觀，不能見大義。此外，

「三表法」作為墨家判斷言論事理之效能效用的經驗主義原則，散見於《墨子》

書各篇章，包括墨家宗教思想在內的整個「十論」皆依此得以建立，並循此原則

進行回護。單以「三表法」作為邏輯論證方法而觀，容易忽略其背後的宗教意涵。

故筆者在本章中將「法儀」「三表」也納入墨家宗教思想範疇，同「宗教三論」

（尊天、事鬼、非命）一併進行研討。 

 

第一節 法儀：立教根本——破除偶像崇拜，君親師皆不可

法 

 

「法儀」思想見於《墨子》書〈法儀〉篇，並不在「十論」之列。該篇同時

關聯墨家的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於前者為「尚同」「尚賢」，於後者則是「天

志」「明鬼」。今人一般更在意〈法儀〉篇中包含的依法治國思想和國家起源學

說，忽視其宗教之維。
139

由於墨家是先秦時代最重視行政和法治的學派，故從立

法技藝、社會契約、權力制衡、信任讓渡等政治哲學的角度讀解該篇，確能見一

                                                             
107 

有關墨家「法儀」思想的研究，以從政治哲學層面探討治國理政方略和從法律觀層面探討先秦

法系模式為主，宗教之維的探討並非主流，如錢爽：〈墨子互系性通約論發凡——墨子「天—君—

民」互繫性通約論應用〉，《職大學報》，2016 年第 6 期，頁 21-29；張斌峰：〈墨子的法治觀

及現代價值〉，《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9 卷第 1 期（2009 年），頁 94-98；

孫桂華：〈墨子的法律思想及其現代意義〉，《學理論》，2012 年，頁 128-129。此外，有劉向

明《墨子法律思想中的尊天事鬼觀》一文，談墨家立法、行法、釋法的神道因素，非專論墨家法

儀思想的宗教之維。見劉向明：〈墨子法律思想中的尊天事鬼觀〉，《龍岩師專學報》（社會科

學版），第 17 卷第 2 期，1999 年，頁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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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義。不過，墨家的「法儀」思想，現實關懷只居一隅；誠然為其主張的「賢

能政治」和國家組織形式立定基本規範，但就體系性而言，尚不及〈尚賢〉篇和

〈尚同〉篇完備。單單定位「法儀」為墨家政治哲學思想，或以「法儀」僅為墨

家法律觀，恐都有所疏失。筆者以為，「法儀」在墨家宗教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

〈法儀〉篇之主旨，乃在證明墨家宗教言說諸綱目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如「尊天

事鬼」、「以天為法」、「人不可恃」，其中所奠定的自我設限的「無知論」傳

統，在〈天志〉、〈明鬼〉、〈兼愛〉中均有展現。下文中，筆者將就〈法儀〉

篇的宗教之維進行分析。 

 

〈天志上〉曰：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

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

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詳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遠

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140 

 

〈法儀〉曰： 

 

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衡以水，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

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己。故

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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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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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工辯也。141 

 

墨家說理歷多設喻，猶善以百工匠人的日常工作經驗來比擬天志等超驗法則。《墨

子》書又言必立儀，〈法儀〉開篇即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
142

士

之為將相，百工之從事，都要依規矩法度而行事。善巧人士、賢良之才做事，自

然能符合規矩法度；不善巧、不賢良的人，若能依照規矩法度而做事，其果用效

能猶勝於自己放任勉強的行為。治理國家猶如工匠操規矩以度方圓，循規蹈矩則

天下可運於掌。〈天志〉篇與〈法儀〉篇，摹物之設喻相類——皆以治法應當領

受的法度猶如匠人作工的工具，表達的中心思想又相合——欲天下明法，必以天

志為綱。〈法儀〉是否為〈天志〉佚文，兩篇何者後出，尚待考證而後定論；然

通過對觀不難發現「法儀」乃存「天志」餘義。
143

故將之納入墨家宗教思想進行

考量，自有合理性在焉。 

 

〈法儀〉篇提出可以為治法的判斷標準——「法不仁，不可以為法」。
144

由

於天下父母、老師、君王者眾多而其中仁者寡少，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

以為治法」。
145

以「奚以為治法而可」
146

的設問句式起始，以「法不仁，不可以

為法」的否定句式做結，墨子徹底否定了君、親、師三者作為治法來源的正當性

和權威性。這種式樣的論說類似公元五世紀之後的基督教「否定神學」（Negative 

Theology）——即通過描述「上主不是什麼」來說明「上主是什麼」，最大限度

                                                             
141

 同上，頁 12。 
142

 《墨子‧法儀》。 
143

 姜寶昌：《墨論訓釋》上（濟南：齊魯出版社，2016 年），頁 43。 
144

 《墨子‧法儀》。 
145

 同上。 
14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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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近上帝超越性的真相。不同之處在於，「否定神學」破而不立，墨家「法儀」

破而後立。「否定神學」是以否定的言說方式排除對上帝的錯誤認知，墨家所舉

君親師諸不可法則是為了立定一個可供應人以之為法的完美典範，即「天」。 

 

在排除君親師諸不可法者之後，〈法儀〉提出了行為世範的真正對象為

「天」——「莫若法天」。何以「法天」，因為天有「仁」的品格，「天之行廣

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
147

連聖王都以之為法，此說否定了此

世的權威，具有反對偶像崇拜的意味；既以法天，就當從天之所欲，不從天之所

惡，「動作有為，必度於天」，
148

此意法天信徒當遵行上天的旨意；天的欲惡為

何？「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
149

此說立定了上天的誡

命；何以知天的欲惡為此？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
150

又何以知天「兼

而愛之，兼而利之也」，
151

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此說確立了上天的

德性為美善；且天有權能，賞善罰惡，「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

天必禍之」；
152

天有絕對主權，超乎萬有之上，上天之下人人平等，「今天下無

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法儀〉篇規定了人天之

間的本分，是從屬與被從屬、領受與被領受的關係，中間懸隔著不可逾越的界限。 

 

在此當留意三個有關〈法儀〉的文本釋詁問題。第一，〈法儀〉篇中「莫若

法天」的「法」是什麼意思？有注家解為「效法」，恐有不確。
153

〈天志〉篇曰：

                                                             
147

 同上。 
148

 同上。 
149

 同上。 
150

 同上。 
151

 同上。 
152

 同上。 
153
當代註家一般解「法天」為「效法天的所為」。見譚家健、孫中原譯著：《墨子今註今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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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耕柱〉篇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

鬼神之明智於聖人」，〈明鬼〉篇曰：「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必勝之」。

根據「以經解經」的內在文本釋經原則，顯見墨家秉持一種自我設限的「無知論」

信仰傳統，即承認人的認知和道德不可能達到上帝鬼神所具有的高度。知天才能

效法天，不知天如何效法天？若解「法」為「效法」，則表示人能夠「與天地參」，

並不符合墨學原義。再觀〈天志〉與〈法儀〉之設喻，其以圓規尺矩墨繩懸垂水

面為「天志」和「法度」，又加上「中者是也」、「依以從事」的定語給予說明，

可見領受規範的不是要作的工，而是作此工的人。可見，「莫若法天」的旨歸在

以天為法（以法儀為衡量是非之工具），責人律己（度量行事為人之方圓）。
154

若解「法」為「效法」，等於說人能自由越過法儀規定的界限，僭越上帝鬼神的

主權。概言之，墨家「法天」的題中之意不在要求人效法上天的行為去接物做事，

而是要求人以天志為法度來規範約束自己的言行。〈法儀〉篇敘述「法天」的口

吻肖似誡命，某種程度上已經具備了宗教律令的性質。 

 

第二，〈法儀〉篇中的「兼而有之，兼而食之」的「有」和「食」當作何解

釋？有註家解「有」為「擁有」，「食」為「供養」，恐有不確。
155

墨家凡立辭，

必循「問故法」以審判之。
156

「以其（天）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斯立辭也；

                                                                                                                                                                               
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頁 18。 
154

顧如：《立墨——〈墨子〉經義釋詁》上（悉尼：國際華文出版社，2017 年），頁 39。 
155

 註家對這句話的解釋，傾向把「兼而有之」的解為「天擁有天下人」；把「兼而食之」解為

「天供養天下人」。見譚家健、孫中原譯著：《墨子今註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頁 19；姜寶昌：《墨論訓釋》上（濟南：齊魯出版社，2016 年），頁 49。 
156

 「問故法」是墨家立定命題、證明命題的邏輯推演方法。〈大取〉曰：「夫辭以故生，以理

長，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妄也」；〈經上〉曰：「故，所得而後成也」，〈小取〉

曰：「以說出故」，〈經說上〉曰：「問故觀宜」。辭為命題，故為論據，宜為果效，理為條理，

類為類別。即所立命題根據所舉論據而成立，所舉論據又以其實際果效為根據。見孫中原、邵長

婕、陽文編：《墨學大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年），頁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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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

芻牛羊，豢犬豬，潔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
157

斯問故也。〈法儀〉篇首先考

察原因並提出論據——人民喂養牛羊豬狗，潔淨準備酒食祭物，從而向上天表達

自己的敬虔；再通過前述論據來論證命題的有效性——所以上天接受之並接納

之。若解之為上天擁有人民且養育人民，則文意不合，辭故相離，論據和命題完

全不相關。據《說文》「有」之釋意，「有」者，不宜有也。謂本是不當有而有

之稱。引伸遂爲凡有之稱。
158

不當有而有者，即上天本無祭品，天下人敬祀以祭

品，故天兼有之並兼食之。此是謂說明人民向上天申訴願望，上天兼聽兼取之意。

筆者認為，本段辭意之要點，固然在讚美上天的無私品德，然其立論乃是通過人

民向上天表達敬虔而上天完全接受之悅納之的宗教獻祭儀式來表現，並非通過上

天擁有人民並飼養之的有情意的行為表現出來。 

 

第三，〈法儀〉篇表彰聖王禹湯文武詬病暴王桀紂幽厲之原因何在？有論者

取人文主義的觀點，認為其旨在規勸在上掌權者行仁政行德政，純係政教言說，

不涉宗教信仰。
159

又〈法儀〉篇確有多處提及「兼愛」，容易使人以為〈法儀〉

為〈兼愛〉所從出，或為〈兼愛〉之注腳。其實不然。請循其本，〈法儀〉篇曰： 

 

                                                             
157

《墨子‧法儀》。 
158

 《說文解字‧有部》：「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從月，又聲。凡

有之屬皆從有。雲九切。段玉裁註曰：謂本是不當有而有之稱。引伸遂爲凡有之稱。凡春秋書有

者、皆有字之本義也。《春秋傳》曰：日月有食之。從月。日下之月、衍字也。此引經釋不宜有

之恉。亦卽釋從月之意也。日不當見食也。而有食之者。孰食之。月食之也。月食之。故字從月。

公羊傳注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曰有食之。引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

其餘。則寡猶。又聲。雲九切。古音在一部。古多叚有爲又字」。見[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

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568。 
159

 薛柏成先生認為，〈法儀〉篇之「天」為「天道」，即客觀規律。墨子把天搬出來，只為增

加說服性。並「兼愛」為墨家主旨，在「法儀」思想中體現為當政者當愛民，人民才會擁護，國

家才能長治久安。見薛柏成：《墨子講讀》（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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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

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

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為於天下僇，後

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

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160 

 

天庇佑祝福聖王，在其「率（天下百姓）以尊天事鬼」；天降禍祟予暴王，在其

「率（天下百姓）以詬天侮鬼」。尊天事鬼為最大的善，詬天侮鬼為最大的惡。

徵諸歷史，則有禹湯文武桀紂幽厲等八位君王之事跡為前驅，為表徵。「率」此

處作統領之意。人間禍福所至，取決於是否滿足上天交給的職分，以「尊天事鬼」

為大務，「兼愛天下」是完成此大務的手段而非目的。聖王因為「以天為法」，

故立為天子，諸侯賓服；暴王因為「不法天」，故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換言之，

〈法儀〉大義的隱微處在於，「天欲人如何」是「天」單方面的律令要求，「人

從天之欲」是人踐行天所命定之事。聖王得位行權，其合法性的認受，不來自其

本身主動的道德事功追求，而是來自其秉持天意並實際踐履之後，被動地為天所

賦予的。此種言說方式，離宗教義務近，離道德規勸遠。惟有如此讀解，才不致

陷解經於本末倒置之境。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法儀〉深具宗教之維，可目為墨家宗教思想的總綱。

〈法儀〉篇的旨要，當落在以之為法的「天」，不在緣天行事的「法」。〈法儀〉

                                                             
160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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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的作者借墨子之口，描繪了天的品格、德性，劃定了天的主權、權能，並指出

人在現實世界中當行的義務。更重要的是，墨家「法儀」的思想，通過高舉宗教

性的超越上天，徹底否定了君、親、師等在世權威的合法性，無異於對流行於彼

時的「天人合一」的人文主義天道信仰的反叛。墨家不承認此世有「哲人王」，

禹湯文武等聖王的合法性均須通過完滿上天要求才能得到認受；相應地，以家國

同構、移孝作忠為紐帶而形成的「君、親、師」血親倫理體系，就更不足以作為

治法的標準。以「復魅」宗教而「去魅」哲人王，上天之下人人平等，彰顯了墨

家破除偶像崇拜、信仰獨一上天的宗教特色。 

 

第二節 三表：護教依據——「本、原、用」  

 

一如「孔門四科」之傳授模式，
161

墨家以「談辯」、「說書」、「從事」為

主要教學科目，
162

涉論辯者三居其二，可見重視。《墨子》一書本身極富論辯色

彩，類如「殺盜非殺人」、「二馬或白」等經典論題，更影響了其後諸子名辯學

思想的發展路徑。墨子活躍的年代，在孔子之後，孟子之前。墨子論說方式和《墨

子》為文風格，上承《論語》《老子》之語錄體，下啟《孟子》《莊子》之論辯

體，在先秦諸子文體由簡入繁、由說文至論辯的的轉變過程中，起到承先啟後的

橋接作用。
163

〈大取〉篇言：「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貴義〉篇言：

                                                             
161

 「孔門四科」，指「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語出《論語‧先進》。其載：「德行：顏

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孔

門四科」為先秦時代最早的學術分科。 
162

 語出《墨子‧耕柱》：「『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

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

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 
163

王冬珍：〈墨子——熱情救世的巨子〉，載《鄭因百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商務印書

館，1985 年），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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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獲而攈（拾）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

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可見墨子及其後學對自己

的論辯體系十分自信，以之為能「放之四海皆準，歷萬代而常新」的普世真理。 

 

墨家在申說學派主張並與論敵論戰的活動中，總結出許多推理論證的方法，

尤以「三表法」最富成就，為其原創，堪稱前期墨家最具代表性的論辯法則。
164

「三表」語出〈非命〉三篇，所述大同小異。
165

筆者先就相同處論列。〈非命上〉

曰： 

 

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

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

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166 

 

                                                             
164

 墨家學派擅長辯論，其建言、論辯所援之方法，並不限於「三表」。若區分前期墨家和後期

墨家，則「三表法」主要見於「十論」。至《墨經》年代，則辯論之術更加嚴密、辯論體系更趨

完備，如《墨經》中的「辟」、「援」、「推」等。見湯智君：《先秦墨家學說研究》（臺北：

文津出版社，2013 年），頁 171。 
165

〈非命〉三篇論「三表法」，內容大同小異。同比〈非命上〉篇，〈非命中〉篇不同在之處在

二：「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言談之外還強調為文之法，並本之

者為天鬼之志聖王之事，原之者為先王之書；〈非命下〉篇與〈非命上〉基本相同，惟文詞略簡。

在「墨學十論」中，除〈節葬〉、〈明鬼〉、〈非樂〉的個別篇章有亡軼外，其餘「十論」篇目

同題之下皆作三篇，內容多有重複。最穩妥的說法，筆者認為應是，墨子歿後，不同的墨家弟子

根據墨子傳授，分別記述，再統一匯集於「十論」名下。也有可能是某位作者或者某幾位作者，

根據某份「十論」的原始文本，抽取或增刪某些文段加以演繹，遂成三篇。其成書模式和編纂方

法，類似《聖經‧新約》中的「四福音書」。至於「十論」同題各列三篇的原因，是否為「墨離

為三」造成的，尚存爭議。因「墨離為三」的所謂三派墨學，可能只是墨家後學中的「談辯派」

分支。「十論」作者非一人，並無疑議，然作者寫作年代難定，故「十論」名下各上、中、下篇，

何者先出，何者後出，尚難定論。 
166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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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命中〉曰：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

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

之情偽，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

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

書；用之奈何？發而為刑。此言之三法也。167 

 

〈非命下〉曰：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

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

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

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眾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為政

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168 

 

第一，墨子認為，凡言談必有法度。沒有法度，就如同把測量時間的儀器放在制

作陶器的轉輪之上，只能大概分辨早晚，無法精準測度時間。欲明事物情理的是

非、利害、真偽，當依「本、原、用」這三重標準進行考察。於何本之？聖王言

行，藏於竹書，琢於金石，追溯過往前人流傳，將間接經驗轉化為自身認識；於

何原之？民眾耳聽目視，親身感觀，以其口傳見聞為直接經驗，來作為認識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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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頁 148。 

168
 同上，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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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源；於何用之？能夠實際作用於政治實踐，並符合國家百姓人民利益的認

識，方為有效力的真知。三表法廣泛應用於「墨學十論」，除〈非命〉外，〈節

用〉、〈節葬〉、〈尚賢〉、〈尚同〉、〈兼愛〉、〈非攻〉、〈天志〉、〈明

鬼〉、〈非樂〉各篇亦依此法則立論。
169

 

 

第二，〈非命〉三篇立「三表」以先，都強調「立儀」的問題。何也？〈經

下〉曰：「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意為：論辯雙方沒有勝者的觀點

是錯誤的，因為這不符合「辯」的意思。墨家以辯勝為「當」，「當」即符合事

實，在「所指」和「被指」之間，應有所指定。
170

開展論辯的前提是精確定義命

題，判準若沒有共識，言談即流為虛蹈，論辯就可能陷入「辯無勝」的境地。
171

圍繞「鬼神存有」、「命之有無」、「義利之辯」等先秦諸子共同關切的時代問

題，墨家大量運用「三表法」於回護己見、駁斥他說的論戰之中，在同論敵論辯

的過程中建立自己的主張，寓破於立。如果「辯無勝」，則學說不立。論辯之前

先加以法度，是為後續爭鳴限定可資進行判準的場域。 

 

第三，〈非命〉三篇中皆有「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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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並非表示所有「十論」皆嚴格依照「本」、「原」、「用」這三條標準而建立。除

〈非命〉、〈尚同〉、〈尚賢〉這三論完全使用「三表」外，〈兼愛〉、〈非攻〉、〈天志〉、

〈明鬼〉、〈非樂〉也以「三表」為依據。〈節用〉、〈節葬〉，則主要使用第一表（本）與第

三表（用）。見李賢中：《墨學——理論與方法》（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52。 
170

 墨家的這個辯論法則，與西方邏輯學中的排中律（The Law of excluded middle）一致，都是關

於矛盾命題的是非之爭（不是 A，就是非 A）。見王讃源主編，姜寶昌、孫中原副主編：《墨經

正讀》（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1 年），頁 115。 
171

 所謂「辯無勝」，即言談辯論無所謂是非對錯。此為墨家所不取。《莊子‧齊物論》中有「辯

無勝」的觀點，其曰：「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 勝

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

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

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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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墨子以時空流轉類比法度的運行，之所以「立朝夕」而不可得，緣於人們

將今日之朝夕當作恆常之朝夕
172

——法度即恒道，立辭、言談、為文、論辯如果

要得當，須有「恆常」的效用，適用於一時一地的東西不能視作有效真理。「三

表法」包含過去、當下、未來這三個不同的時空維度，分別對應「本」、「原」、

「用」三個評價體系。其兼顧「歷時」和「共時」，既徵諸以感性經驗，又考量

以實際效用。雖不符合純粹形式論證的架構（因缺乏理性推理的元素），但已初

顯歸納與演繹的方法論自覺（以感性認識為考驗標準）。
173

 

 

若拆分單看〈非命〉各篇所述「三表法」，容易得出一個印象，即三表之間

是截然不相聯絡的三種標準。其實不然，其中關聯性在各篇所述「三表法」之相

異處可見。何以見得呢？〈非命〉三篇論「用之者何」，皆道「發以為刑政」，

以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益為是，此者三篇表述大體相同。異者在第一表和第二

表。〈非命中〉論「原之者何」，在古者聖王之事外，又多「考天鬼之志」，〈非

命上〉和〈非命下〉則未見此種表述；〈非命中〉論「本之者何」則「徵以先王

之書」，不若〈非命上〉和〈非命下〉兩篇是以百姓耳目之實為認識來源。除〈非

命〉三篇外，尚有〈尚賢〉篇以「聖王之事」（本）、「先王之書」（原）、「人

民之利」（用），〈尚同〉篇以「古者聖王之事」「天鬼之志」（本）、「先王

之書」（原）、「人民之利」（用）為立論依據，所援三表之內容各不相同。統

合〈非命〉三篇所述「三表法」，筆者作圖如下（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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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如：《立墨——〈墨子〉經義釋詁》上（悉尼：國際華文出版社，2017 年），頁 290。 
173

 李賢中：《墨學——理論與方法》（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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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如圖所示，〈非命〉各篇所述「三表」，在內容上確有異同，由是遂引發如

下兩個疑問：其一，第一表中「天鬼之志」何以能夠與「古者聖王之事」同作為

歷史流傳中的間接經驗，並以之為感性認識的素材來源？其二，第二表中有「先

王之書」與「百姓耳目之實」兩條標準，兩者之間是否存在權威層級不相等的問

題，如此表述是傳抄訛誤還是另有實指？ 

 

針對上述問題，學者提出不同解釋。顧如先生認為，〈非命〉三篇在論述「三

表法」時之所以會出現詞句的相異，說明墨家內部就「三表」的定義，分出不同

流派的觀點。〈非命上〉代表的是後出的墨家後學，之所以不言天鬼之志而以古

聖王之事代之，乃是因為他們更反對「立命」，即不能托天言志，「只能本古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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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能再稱本天鬼。天鬼之志，雖然還是至高無上的絕對命令，終究內容太少。

更多的問題還需要人類自己去解決」。
174

對於第二表中出現以「先王之書」替代

「百姓耳目之實」的情況，是因為先王言說適用於今，又推原於天鬼之志，所以

「原萬民」的主張已充分涵納在內；
175

李賢中先生則認為，根據墨家「尚同」理

念，古聖王之意必然上同於天鬼之志，兩者皆本於「天志」，是同一件事情，並

不相違反。至於第二表中出現兩條看似不同的判斷標準，純與墨家欲達成的目標

有關——「墨學十論中有的是要證明某物的存在，如命、鬼神等，故以眾人耳目

之實的有無為準，而有的則是要證明某種思想或制度為正確，如兼愛尚同等，故

以先王之書的有無為據」，
176

後者較之前者，在層級上具有優先性，因之也更加

權威。
177

 

 

對於上述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非命〉三篇何者先出何者後出，尚待文

獻學上更嚴謹的考論，即使〈非命上〉篇代表的是墨家後出一派的後學觀點，也

不能證明其所主張的「三表」法則與〈非命中〉、〈非命下〉的「三表」法則有

所不同。〈非命〉三篇皆在反對宿命論，三篇之文章文體、案例舉隅、論證說理，

無大差異。從《墨子》書編撰的角度來看，若謂同一「十論」名目下集合的三篇

文章，會出現後出者完全放棄或者大幅修正前出者宗章之核心的情況，恐怕沒有

太多來自「墨學分期」的證據支持。 

 

此外對於第二表中的「原先王之書」和「原萬民耳目」，筆者以為二者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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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如：《立墨——〈墨子〉經義釋詁》上（悉尼：國際華文出版社，2017 年），頁 316。 
175

 同上，頁 316。 
176

 李賢中：《墨學——理論與方法》（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53。 
177

 同上，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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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並非此高彼低的關係。墨家是一個講求「實效主義」的學派，非命、尊天、

事鬼等論俱在發凡對天下有利的論調。〈貴義〉篇曰：「子墨子曰：凡言凡動，

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

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

幽、厲者舍之」，在墨家看來，言談行事，中於上天鬼神、國家人民之利、符合

古聖先王之道的就是對的；反之就是不對的。這種觀念貫穿全書。所舉對象容有

異，所行目的實為一，即凡言凡動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第一和

第二表其實是替第三表找尋理據、說明，使它名正言順、應用實施，目的在實現

第三表」。
178

墨家「彰往以求來」，「觀古以鑒今」，所謂層級若曰有，筆者以

為也只是三表中第三表的「用」的層次，較之前兩表，在整個墨家立言立行的工

作中可能稍占「先務」的地位。 

 

墨家「三表法」起於經驗，終於實踐，直接從感性認識（本、原）過渡至實

際踐履（用），中間躍過了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過程，這種類似基於經

驗主義的「觀察—歸納」進路——即通過重複的觀察，證明某種理論的有效性

（Verification），當然具有很大限制性，是可被「證偽」的。從這個角度出發審

視，對墨家使用「三表法」來判定「鬼神存有」和「命之有無」，亦就容易出現

諸如「利用宗教」「神道設教」的評價。 

 

毋庸諱言，由於時代的局限性，墨家「三表法」在推理論證和邏輯演繹上，

存在一定缺陷。主要訴諸於感官經驗和實際果效，缺乏純粹形式論證，使得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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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智君：《先秦墨家學說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13 年），頁 188。 



 ５７ 

識論缺乏辯證理性之維。後世對於「三表法」的認識，要麼抽取某些部分（耳目

之實、人民之利）以表彰其「科學理性」「唯物主義」，要麼抽取某些部分（聖

王之事、天鬼之志）以貶斥其「迷信權威」「唯心主義」。
179

由於在同一套三表

法的認知體系下混雜了看起來截然不同甚至對立的認知圖景，因此人們在評價墨

子、墨家、墨學的思想價值時，就容易流於過度詮釋和片面理解——設若「三表

法」為「科學」「唯物」，似乎墨家就成為了先秦時代具備理性思維的學術流派；

設若「三表法」為「迷信」「唯心」，似乎又坐實墨家是古代中國建制性宗教的

思想雛形。 

 

此誠誤區也。我們做思想史研究，一直以來有一個預設的的框架和價值判

斷：就是唯物唯心二元論——唯物即進步，唯心即落後；唯物是理性深刻的，唯

心是迷信淺陋的。這是簡單進化論和庸俗馬克思主義結合后產生的思維定式，但

在現代中國哲學界尤其是 49 之後大陸墨學界，一直佔據主流。此一思維定式對

以理性客觀分析為主的思想史研究極為不利。且考諸歷史更可證明，唯心論往往

在思想的層面上更為深刻，中外皆然，例不勝舉。 

 

筆者認為，今人評價墨家「三表法」，更多是從認識論角度進行觀照，忽視

其宗教的向度。換言之，只注目「三表法」是否為一種科學認識，未措意「三表

法」的教義性質。墨家用「三表法」論證「鬼神存有」、「命之有無」等問題，

其關切不在建立具有科學公理性質（Axiomatic）的一般定義或定律，而在構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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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詹劍峰先生就認為，墨子的「三表法」（特別是第三表），運用得最完整的當屬〈非命〉，

篇，批判了孔子唯心論的天命論。而「用三表法來證明鬼神存在，則是歷史的傳聞和耳目的錯覺

幻覺。他的天志論也拘守著傳統的宗教思想，亦即傳統的錯誤而來的成見，這樣又使墨子滑到唯

心論的泥坑」。見詹劍峰：《墨子及墨家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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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能夠循環自證的封閉系統，而後援之以申說主張，駁斥「執無鬼者」、「執有

命者」和其他論敵。若從教義宣誓的角度來看，「三表法」的論證結構倒頗為接

近包括基督教在內的一切宗教的護教學原理，即：一是要答辯非信徒或論敵對本

教派理念的質疑；二是要闡發本門信仰和思想的原理，在具體的歷史語境和時代

背景下，將自己的主張宣講傳揚開來。前者是防衛性的，後者是進攻性的。
180
「三

表法」最完整的論述，首先載於論辯性質的〈非命〉三篇，〈非命〉又是墨家宗

教思想中的核心篇章，已可見一斑。 

 

第三節 獨尊上天 

 

《墨子》書中論述神文主題的篇章即「宗教三論」（天志、明鬼、非命），

佔「墨學十論」的三分之一篇幅。根據統計，《墨子》書中關涉人文的用詞，如

「人」有 463 處；關涉神文的用詞，如「神」有 116 處，「鬼」有 181 處，「天」

有 267 處，合共 564 處。可見墨家是一個神文色彩明顯重於人文色彩的思想學派。

181
「天志」又為墨家神學之核心，整個墨家理論體系都依「天志」而建立，「墨

學十論」各大主張也都由其推演而出。「天志」實為把握墨學核心義理之關鍵。

今人對墨家「天志」的誤解，蓋在三端：一則以天志為墨家自作，神道以設教；

再則以天志為兼愛等諸主義之外援，不具獨立立論的地位；三則以天志為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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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護教學最重要的兩個相關目的：一，是要解答非基督徒對基督教信仰提出的質疑：二，

是要闡揚基督教信仰的原委。見賈斯樂、布魯克合著，楊長慧譯：《當代護教手冊》（臺北：校

園書房，1995 年），頁 1。 
181

 孫中原先生認為，從整體上看雖然墨家神文主題確實突出，但關注點終究還是在人文上。故

將「墨學十論」中的「天志」和「明鬼」作為墨家的神文主題篇章，其餘八論歸為人文主題篇章。

筆者的分法略有不同，乃將「非命」同「天志」「明鬼」合為「宗教三論」，皆歸屬墨家宗教神

學，此三論所論之「上天」「鬼神」「宿命」俱為探討宗教之維的問題，同時不因「非命」論有

屬世的觀照或無神論傾向，而將之歸為人文主義範疇。見孫中原編：《墨子大辭典》（北京：商

務印書館，2016 年），頁 34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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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民以伸君。有鑒於是，筆者將在本節中略作澄清。 

 

先論第一點。之所以產生歧義，首先是在釋詁上出現問題。「天志」也，即

「天的意志」。按照字面上的理解，確屬神學範疇（神文領域）無疑。神文主義

的特點在於高揚神格，以神為中心。在此之下，人服從於神的主權，受神轄制，

居於被支配的從屬地位。然而後世諸多論墨學者，一方面承認墨家相信天有意

志，一方面又認為「天志」為墨家為其政治、經濟、文化等主張張目之工具，所

謂假神道以行人道，神道以設教。依此推論，則包括「天志」在內的「宗教三論」

必然後出於另外七論，是墨家為其「人道」主張尋找歷史合法性依據以及宗教信

仰上的支持，而自我創設出來的。例如有論者認為，天鬼的賞罰大部分都不是活

靈活現的鬼神創造，而是假手於自然或人為。這也就是說，天鬼雖然干預世界，

但一直又與人的活動相一致，這說明墨家對社會統治者的不滿，認為真理在天在

鬼神，鬼神明辨是非，所以墨家是借對天鬼的信仰實現其自由理想，
182

甚至天鬼

之志乃為「民意」、「我欲」、「墨意」（墨子自己的意思）的意思。
183

 

 

筆者的看法是這樣的。天志自有永有不假外求，這在〈天志下〉篇已有言表：

「故子墨子置立天志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

之道之然也」。墨家以天志為「大」為「矩」，就是要以天為法，這個思想在〈法

儀〉篇中也有同樣表述。
184

考察「置」「立」二字在先秦字義和原文語境中之用

                                                             
182

 薛柏成：《墨家思想新探》（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25。 
183

 龐家偉、王麗娟：〈天志鬼神皆人意——從墨子「天志」「明鬼」看其鬼神論實質〉，《甘

肅高師學報》，第 16 卷第 4 期，2011 年，頁 120。 
184

 墨家以天志為矩，〈天志下〉曰：「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為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

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圜之別矣」。天志思想和法儀思想關聯處，即在「法天」。

法天是以天為法，不是人能效法上天，這一點本文第二章論述〈法儀〉有詳細解析。茲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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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知其為同義連用，當作「扶正」「植立」觀，而非「創造」「設立」之意。

185
《說文》曰「置，赦也」，《周禮》曰「廢置以馭其吏」，置與廢對文，古借

為「植」字；
186

 《說文》又曰「立，住也」。
187

再參以〈法儀〉篇「以天為法」

的說法，可知墨家從來沒有托天言志或創造天志，而是扶正植立亙古本已存有、

在彼時為人所淡漠的天志，以之為行事為人的量度標準。以托古改制、與天地參

的「為天下人立法」的儒家式思維理解墨家「天志」說容易產生偏誤。〈法儀〉

篇所謂「我有天志」，〈天志〉篇所謂「置立天志」，本質上更接近宗教原教旨

主義（fundamentalism）的復古行為。筆者設喻來說明，類如「我放一個桃在此」

或「我有一個桃在此」，是「桃」固已在此，「我」設一動作以安置之，並不代

表「我」無中生有地創造了一個新的事物叫做「桃」。 

 

再論第二點，「天志」是自外於人類世界的一種客觀外在標準，有要求恪守

遵循的律令規範，如兼相愛交相利；有要求拒斥迴避的禁忌區間，如別相惡交相

賊。一切令行禁止，動作有為，都以是否順從天意、委身上天為歸依。墨家在此

基礎上建立了「天人兩分」的世界觀，「天」也因之具有有意志、有愛憎、有主

權、行賞罰的人格神意味。〈天志〉篇中墨家的關懷有很大部分仍在屬世範圍，

                                                             
185

 當代註家多解「置立」為「創造」「設立」之意。張西峰解為「所以墨子設立天志為法則」，

譚家健、孫中原解為「所以墨子創立天志說」，姜寶昌解為「所以墨子設立天志」。見張西峰：

《墨論選讀》（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2015 年），頁 152；姜寶昌：《墨論訓釋》下（濟南：

齊魯書社，2016 年），頁 467；譚家健、孫中原譯著：《墨子今註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9 年），頁 170。 
186

 《說文解字‧網部》：「置，赦也。從網、直。」段玉裁註：「赦也。〈攴部〉曰：『赦，

置也。』二字互訓。置之本義爲貰遣，轉之爲建立，所謂變則通也。《周禮》：『廢置以馭其吏。」

與廢對文。古借爲植字，如〈攷工記〉『置而搖之』卽植而搖之，《論語》『植其杖』卽置其杖

也。從網直。徐鍇曰：『與罷同意。』是也。直亦聲。陟吏切」。見[清]段玉裁註：《說文解字

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頁 642。 
187

 《說文解字‧立部》：「立，侸也。從大在一之上。凡立之屬皆從立。」段玉裁注：「侸也。

侸各本作住，今正。〈人部〉曰：『侸者，立也。』與此爲互訓。淺人易爲住字。亦許書之所無。

從穴在一之上。在各本作立，今正。鉉曰：『大，人也。一，地也。㑹意。』力入切。七部」。

同上，頁 891。 

https://www.baidu.com/link?url=p4KRI5f4o5k0c2rd2X0a2qWtCf0BxRhlOmVVewFJ-hxD2jpXCsZ6CrcK-heel9QTzL0enr5VgZdWBClKCN8BOZfOYuqQ5YfHdlQUGXuntZG8OLwNKU5ByeJ1FO-P9TyJ&wd=&eqid=89bee3d200036f9200000004598ee6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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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基督教等普世諸宗教文明更多關注於彼岸世界，故其言說在此方面更明顯

地反映在道德倫理和政治哲學之上，故而無多觸及拯救、永生、靈魂等純宗教性

內容。即便如此，也已具「準宗教性」，
188

即如〈天志上〉所言： 

 

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

得罰。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

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

武，其得賞者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

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

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

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

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下賊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

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之博也；賤人者，此為之厚也。故

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 

 

墨家認為天下之所以產生動亂的原因在於士君子不明天志。天無幽不鑒，權能廣

大，順天之意兼相愛，天能加其賞，正面典範有堯舜禹湯等聖王；反天之意別相

惡，天能罰其惡，反面典範有桀紂幽厲等暴王。天的道路高於人的道路，遵行天

意是人無所逃遁與天地間的責任，在這一點上儒墨走向一致，墨子所言「得罪於

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
189

與孔子所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190

約為同一個

                                                             
188

 李強：〈墨子天人二分思想的形成研究〉，《黑河學刊》，2016 年 5 月第 3 期，總第 225 期，

頁 32。 
189

 《墨子‧天志下》。 
190

 《論語‧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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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即如〈天志下〉所言： 

 

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

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

豢其牛羊犬彘，潔為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

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

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

之欲為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
191 

 

「義自天出」又衍生「義正」的觀點，墨家兼愛非攻的主張蓋由此出；而非倒因

為果，謂天志乃純作兼愛非攻等主義的外援。義由外鑠而非自生，為一「應然」

狀態，類于自然法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Law），具有先驗性和天啟性。

192
《墨子》書行文，大多結論置前而舉證置後，從上段引文可見，墨家所標舉的

「天志」是如同上帝存有一樣的「不證自明」的普世真理，後續再援「三表法」

和聖王暴王案例，不過是追加論證，以進一步強調真理的有效性，一如〈天志下〉

所言： 

 

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為道也，義正；別之為道

                                                             
191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06。 
192

見田寶祥：〈墨子天志範疇略論——兼以康德「上帝存在」與黑格爾「絕對精神」的視角〉，

《太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4 卷第 1 期（2016 年 2 月），頁 54。自然法原則和

宗教有近似性，即認為人類社會有一套不證自明的理性法則。人類的義務是去找尋發現這個本已

存有的自然法則。和宗教徒相信上帝存有是不證自明很相近似，立基於先驗認識和宗教天啟。此

處筆者僅言「天志」符合自然法原則強調「應然」性質，非謂墨子的所有言說皆循一類似自然法

的原則。例如〈尚同〉篇，就有大量強調「世相共與之」和「以鄉治其鄉」的表述，此則是重視

過往歷史經驗，總和天下共義，遵循的則是案例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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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

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

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

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

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

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眾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

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

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

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

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
193 

 

「兼愛」則能順遂天意的要求，「別愛」則會逆反天意的要求。行兼道為義政，

為天之所欲；行別道為惡政，為天之所不欲。天的律令明確清晰且二元對立，人

在此標準之下依據個人意志，自由選擇信靠上天或遠離上天。猶當留意，墨子對

「義正」（義政）的論述都是從「積極不作為」的消極方面來講，如大國不攻打

小國，大家不篡奪小家，強者不劫持弱者，尊貴者不凌辱賤人，聰明人不欺騙愚

笨人，可見墨家言說中的「義」的總精神是「不可害人」。在天志的要求下，兼

愛是為除害，除害即為兼愛。由此可見墨家雖為先秦時期最重力行的學派團體，

然其之力行並非一種強制性的主動干預行為（強制施於人），因為天志學說所衍

生的底層共義，是建立在人人都有免於被他人干涉的權利的「消極自由」的基礎

之上，此為墨家式樣的倫理觀道德觀之特色。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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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18-119。 
194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對「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和「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



 ６４ 

 

進而論第三點。西周至春秋的普遍觀念是天子為上天的代理人，享有最高權

威。及至孟子所處時代，儒家仍強調天子「受命於天」，湯武革命的合法性乃是

建立在「替天行道」的基礎之上。儒家以「天子」為「上天」的「兒子」，墨家

則以「天子」為「上天」的臣僕。「天」的地位高於「天子」的地位，「天為貴，

天為知而已」。
195

人間權力的最高代表「天子」的認受合法性也來自「天」的授

予和加冕，「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
196

天子

（包括鬼神）是天推行其意志的工具，而不是反之。依前文釋詁，筆者以為墨子

言說更接近宗教律令似的命令，強對其做人文主義式的解讀，恐怕偏離墨子原

意。對「天志」做完全「去宗教化」的處理，可能形成類似錯誤的理解；把「天

志」的「宗教性」推至極端，也可能造成同樣的錯誤。〈天志下〉曰： 

 

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

「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

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為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

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

得次己而為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

而為正，有諸侯正之；諸俟不得次己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

                                                                                                                                                                               
的概念作出辨析。伯林認為「消極自由」是指個人的行為不受任何人干涉的區域。「積極自由」

則意味著個人決斷由自己而不是其他異己因素所決定。概言之前者強調做事情不受外界干預，或

者強調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做事。兩者有重疊區域。墨家的底層共義在「不害人」，類似以賽亞

柏林定義的「消極自由」，即踐行自由的方式不是「潛隱地強加於人」（哪怕我是對的），只在

各保界限，各存自由。參閱以賽亞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的兩種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載《公共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96 年），頁 202-206。 
195

 《墨子‧天志下》。 
19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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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為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

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之正天子也。」
197 

 

墨子在此處言說中確立了國家政治權力架構的「分權制衡」原則：天為天子之監

察者，一如天子為三公之監察者；其後庶民、士人、大夫、諸侯、三公，層層上

同於天子，天子再總乎天下之義以上同乎天，從而由「天志」引申出「尚同」。

「天」在權力安排中具有「第一身位」，高舉上天而貶低天子，屈君以伸天，內

蘊超前的民主元素。然爭議之處亦在此。郭沫若即認為，墨子是為了鞏固王權才

抬出天鬼權威，實際是利用了勞動人民的愚昧。非但不民主，反而極端反動，「天

是什麼呢？天不過是王的影子，故結果是王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王的是非就是

天的是非」。
198

 

 

郭沫若先生持論太过，可商榷之處固多。然今人論及中國最早的「主權在民」

思想，亦多以孟子「民本論」為正面典範，而謂墨子「天志說」、「尚同說」將

使社會走向通往奴役之路的歷程，其致思邏輯大抵與郭沫若同。
199

孟墨二家學說

同具民主因素，何以評價不一，實在值得分析。孟子有「民貴君輕」的主張，「民

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200

又提出為政重在「得民心」，「桀紂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天下矣；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
201

且張揚「誅一夫」的湯武革命精神，「賊仁者，謂之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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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16-117。 
198

 郭沫若：《十批判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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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競恒：《墨家與通往奴役之路》，《社會學家茶座》，2013 年第 1 輯，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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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離婁下》。 
201

《孟子‧離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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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202

在孟

子看來，得民心是建立穩固政治秩序的核心，民心向背是執政合法性的唯一來

源，王道政治乃由底層民意「由下至上」推原起。君王「受命於天」其實是君王

「受命於民」，即如先秦諸子的共識文本《周書‧泰誓》所言「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天命」層層向下築基，共義根植於民眾的意志和訴求。孟子

又認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政治生活中的層級關係，應遵循權利與義務相對等

的雙向互動原則，「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

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203

人君不行仁政行德政即為

獨夫民賊，臣子可行「革命」，依天意民心剝奪其權力地位，取而代之以承受天

命。相較孟子，似乎墨子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關係的認識，存在「民意」缺

位的局限。人民只有義務「上同天子」，沒有資格進行「革命」。單方面強調在

下位者對在上位者的服從，卻因之而缺乏對權力的規限和制約。如若天子聖明如

堯舜，則上同天子自無問題；如若天子殘暴如桀紂，則上同天子當然會導致獨裁

專制。故有論者依此指出，墨子學說固有「人民性」的一面，然與孟子民本論相

比，認識仍顯粗糙和落後。
204

 

 

筆者以為，不能割裂《墨子》書全體文本來理解墨子「天志」說「以上正下」

之主張。〈天志下〉篇明言為天下立法的根本在「天」不在「天子」，正是由於

天下人明於「天子正天下」，不明於「天正天下」，所以才要扶立一個「天志」

作為立法的儀軌。〈法儀〉篇曰：「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貴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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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梁惠王下》。 
203

 《孟子‧離婁下》。 
204

 賀更行：《兼愛天下——墨子倫理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13 年），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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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皆天之臣也」，上天之下人人平等，天子與民眾同受天的約束宰制，二者之

不同只在社會分工，不在人格地位。
205

天子、政長的位分存廢，由其是否順應天

志來決定。〈尚同上〉曰： 

 

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

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

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

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災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溱

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
206 

 

〈尚同上〉篇中，墨子提出「立以為天子」的標準是「選天下之賢可者」。由誰

選舉？由上天來選舉。賢可者的資質為何？為能上同天意。天子上同天意，天則

對他們遵從天志的行為追加報償。今人固然可以詬病上述墨家政治哲學言說的論

述框架是一種循環自證的「理型狀態」，不過推原〈天志〉篇之本然，所謂天子

矯天命而自為的情況，在墨家的理念中是完全不可能出現的。今人對墨家「天志」

思想的質疑，無非是出於灌儒入墨的理解——即謂墨家本意是屈君以伸天，結果

造成屈民以伸君；且「尊天」抹殺人格平等，有入主出奴、政教合一的神权專制

主義傾向。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實當留意，墨家對周初以來人文主義天道信仰的

改造，尤其是對「湯武革命」的理解。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205

 王裕安先生指出，《墨子‧經上》講論君臣民之關係——「君，臣萌通約也」，意為國君是

由大臣、人民共同約定並推選而出，君只是立一個「名」，其「實」也就是一個平民。當然，在

彼時的社會條件下，並不存在臣與民共同約定國君的土壤。參戚文、李光星等著：《墨子十講》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67。 
206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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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鼎革舊命更化新命，最終落實在響應民意的基礎之上；墨子則曰：「帝善其順

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
208

將之解釋

為「尊天」所獲得的報償。換言之，湯武得位行權，建立新政，不再是「他們有

天子的命運」的「受命」，而是「上天差派他們如此」的「任命」。亦即，儒家

以人為「主」而順天，施展革命的主體在人，先天賦人天命；墨家以人為「客」

而遵天，施展革命的主體在天，後天賦權予人。在墨家看來，「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對天子而言不再是必然，而是有「尊天」的前提。墨家尊天事鬼而非命，

本身即反對「立命」、「造命」，「愛民」的要求已經充分含納在「天志」的律

令之下。由是觀之，「天志」絕對不等同於「王志」，墨家也絕非是為統治階級

代言。反是孔孟儒家執有命論的觀念，恰可能導致統治者托天言志，矯天命以馭

下民。 

 

譚家健先生提出，墨家「天志」說把超人間的宗教概念還原為人間的是非標

尺，作為一種衡量人間普遍意義的方法論，具有哲學意涵而無恐怖色彩。
209

取這

種人文主義解讀進路的學者，多傾向認為「天志」即神化了的「王志」或「民意」，

「宗教的置入只是為了獲得權威的話語權，而不是真信仰」。
210

楊澤波先生則認

為，「墨家哲學在某種程度上更像一種宗教，或者更確切一點說，墨家在很大程

度上走的是一條近似宗教的道路」。
211

綜合上文分析，筆者以為楊論更當。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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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革卦‧彖傳》。 
208

 《墨子‧天志中》。 
209

 譚家健：《墨子研究》（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5 年），頁 218。 
210

 呂艷：〈天志與人志——墨子天鬼人思想悖逆下的統一〉，《棗莊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1

期（2012 年 2 月），頁 29。 
211

 楊澤波：《天志明鬼的形上意義——從天志明鬼看道德學說中形上保證的重要作用》，《哲

學研究》，2005 年 12 期，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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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志」說的題中之意正在於被學者們無意忽略或刻意淡化的「尊天」的宗教信

仰，否則我們將很難解釋何以墨家不憚在其講論中反覆申說上天那有意志、有好

惡的人格神作為及其立天子、行賞罰的超人間權能。墨家否認天命可知，那又如

何上說下教，向人民申說其主張呢？其結果必然是歸向宗教信仰。排除墨家本身

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建制形態不談，單論其「宗教三論」，猶可清楚見到上天鬼

神為其理論內容提供了鮮明的形上學保證。整個墨家思想體系因為有了宗教向度

的形上學基礎，「其思想才能具有終極性的動力，其理論才能變成具體的行動」。

212
由宗教信仰衍生思想主張再指導道德踐履，是墨家由信仰至理論再轉化為實踐

的具體行動路線。 

 

第四節 敬事鬼神 

 

儒家對鬼神之事的態度，有「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的理性主義傳統，孔子

慎言鬼神，《論語‧述而》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對生死之態度，亦不從彼岸

世界做設想，《論語‧先進》載季路問事鬼神，孔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季路又問事生死，孔子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民國以來學界有一通行說法，

謂同比普世諸宗教文明，以儒家文明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為一特別「早熟」之

文化。梁漱溟先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提出，中國人普遍不信仰宗教，卻

能以道德倫理來替代宗教。周孔教化使得國人更加傾向以道德自省來衡斷是非，

而非以上帝信仰、宗教戒律等外力因素來收攝身心規範行為。西方宗教中的「罪

感」觀念在中國文化中沒有生長的土壤。這種依靠自信而不依靠他信，憑藉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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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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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憑藉他力的「理性主義」，是西方宗教所不具備的。
213

這種言說暗示了一個

論斷，即中國文化因理性發育早而導致文化過早成熟，又因文化的早熟直接跨過

宗教迷信的階段，「不信神」恰恰彰顯了中國文化迥異於西方文化的獨特性和優

越性。梁氏此論固有可取之處，然其對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採取道德理想主義式

的化約理解，仍存在一些問題。
214

 

 

概言之，若循其致思理路繼續推演，則極容易形成一種「政治正確」，即中

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在以儒家為代表的「非宗教性」的人文主義禮樂教化，在此之

外具有強意識形態色彩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則為需要拒斥的糟粕（筆者並非構

陷入罪再加鞭笞，乃是據其理路推演而言。因為事實上梁氏本身信奉佛教，並未

拒斥宗教，在該書中亦認為佛教代表的印度文明是人類未來發展的理想形態。不

過依其論東西方宗教尤其是儒耶二教之言）。體現在墨學研究上，則為學者依循

「文化早熟論」之路徑依賴來定位墨家學說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往往刻意抽

取墨家的天鬼信仰加以批判，謂為無法進行現代性詮釋和轉化的既「不科學」又

                                                             
213

 梁先生論中國人的宗教觀，多舉儒家學說為例證，其以周孔教化為中國人理性精神的代表。

該書特列「孔子的宗教」一節以為探討，見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9 年），頁 144-154。 
214

 參霍偉：《對梁漱溟「中國文化早熟論」的評論》，載《文化學刊》，2015 年第 4 期，頁 67。

梁氏之失，學界已有諸多探討。筆者想要指出的是，此一問題關乎「神文」「人文」之辨。若放

在當代學界的論述情境中談，則顯見一種傾向，即學者整體上傾向將中國哲學或者思想「去宗教

化」。先秦諸子被解釋為早期神權（尤其是儒家），於是隨著時代的進展，天帝思維走向人文化，

所謂周初人文精神之躍動，即是此意——由天而人之天人之際、哲學突破、軸心突破等等，都是

在說孔子已降，已形成人文化之大趨勢。按照這個講法，墨子的天志明鬼，就變成特殊情況，成

為時代的反動。實際的情況是否如此呢？筆者認為可以這樣看。首先，即已形成的人文化的人文

主義天道信仰（如孔子等），不代表其內中完全排斥神文主義，如天、鬼、神的敬拜和委身；其

次，即便以所謂反動、復古的墨家而觀，強調尊天事鬼的墨家，亦非沒有人文思維，例如其談論

禮樂，就多及於人事，可謂人文神文並參。故而此種之別，在於程度上的厚薄，不在存有上的有

無。觀諸人類歷史，在一定的時間限度內，宗教信仰的濃烈和淡漠，非機械地循著時間的推移而

升降。對於古代信仰的復古或背棄，都不可能驟然激進化（如驟然疑古、驟然信古、驟然復古），

而是需要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甚至有所反復。類似案例在普世諸宗教文明中可謂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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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物」且「不理性」的封建迷信；或謂墨家的宗教論說只不過是墨家學說的

潛隱支流，在「十論」中相對獨立，甚至可能是臨時被杜撰出來的。
215

 

 

筆者認為需要破除上述成見。首先，「文化早熟論」忽視了中國文化內部的

多樣性，未能將與先秦儒家同時的墨家一併納入考量，且後世民間宗教、秘密會

社等文化小傳統亦不乏此類「尊天事鬼」的遺傳；其次，不應簡單以今人的標準

如科學、唯物、理性等來界定墨學的思想價值。「宗教三論」內部或墨家學說內

部的思想矛盾，需要在文本解讀、經義釋詁的基礎上去尋找答案，而非囿於「政

治正確」而對墨學做肢解性、拆分性的理解；其三，在先秦時代，虔信鬼神的宗

教信仰並不見得與人文主義的禮樂教化截然對立。《墨子‧魯問》篇曰：「國家

淫癖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墨家以尊天事鬼為「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的兩

大核心策論，不但不「非禮」，甚至還主張共祭上天、山川和鬼神。
216

由於「宗

教三論」（尊天、事鬼、非命）是墨學中最受爭議的部分，其中又以「事鬼」論

最為人所詬病，故筆者將在下文中做相關論析，期以貼近墨家「事鬼」之原意。 

 

墨家「事鬼」論主要載在《墨子‧明鬼》，今亡佚上中，只存下篇。既曰「明

鬼」，則首先要闡明「明鬼」的意義何在？〈明鬼下〉開篇即指出，天下之所以

大亂的原因，在於人們不明鬼神之有無，不信鬼神能賞善罰惡。其曰：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是以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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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克守先生認為：「墨家的鬼神觀是基本相對獨立的，不但和其唯物主義的宇宙觀格格不入，

而且和墨家強力從事的人生觀也是相距甚遠。如果說儒家的鬼神存在是預先謀劃好了的話，那麼

墨家的鬼神存在只是臨時杜撰出來的」。見陳克守：《儒學與墨學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

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257。 
216

 劉永在：《歸正墨學》（香港：四季出版社，2017 年），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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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

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

退無罪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

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

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

哉！」
217 

 

此處當留意，「力正」之「正」作何解釋？當代注家多通假為「征伐」、「征戰」

之「征」，筆者以為不確。
218

〈天志下〉篇有言「天之志，義之經也」。所謂「天

下失義」，即言天下人失去了對上天的信仰。所謂「諸侯力正」，即言失去上天

信仰的規範，諸侯開始憑己意而行「力政」。不惠忠、不孝慈弟長貞良、不強聽

治、不強從事、虧人自利，皆是不遵天志而行力政產生的直接惡果。原文「是以」

之後、「此其故何以然」之前的論說，是「天下失義，諸侯力正」的註解。力行

攻伐乃一具體行動，至多為諸惡行之其一，而非導致諸惡行產生的原因。「力政」

本已包含下文諸惡行的內容。惟解「力正」為「力政」，方能符合墨子原意。實

際上，墨子強調鬼神，和他強調天志的目的是一樣的，表面上看是在反覆申說關

乎實效的利害關係，實質上是希望人們切實回歸尊天事鬼的宗教信仰。（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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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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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注家多有解「諸侯力正」為「諸侯力行攻伐之舉」。筆者以為不確。下文墨子論列天下

沸亂之後的諸惡行，已經有了「行攻伐」的表述。墨子原意當不至有此論述重複之處。見張西峰

《墨論選讀》（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2015 年），頁 155；姜寶昌：《墨論訓釋》下（濟南：

齊魯書社，2016 年），頁 479；譚家健、孫中原：《墨子今注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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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說服人們信奉鬼神，當然要證明鬼神的存有。一如論證「命之無」，墨子

採用「三表法」來論證「鬼之有」。〈明鬼下〉曰： 

 

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眾之耳目之實，

知有與亡為儀者也。請惑聞之見之，則必以為有；莫聞莫見，則必以為無。

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有曾見鬼神

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
219 

 

這是「三表法」中第二表「原察百姓耳目之實」「考先王之書」的「原」的維度。

墨子之後列舉五個於史有傳、百姓耳聞目睹的「鬼故事」為例證，來駁斥「執無

鬼者」認為「鬼神固無有」的論斷。分別為：（1）杜伯鬼魂射殺周宣王（2）句

芒神賜陽壽於秦穆公（3）莊子儀鬼魂擊殺燕簡公（4）歷神附體祝史杖殺袥觀辜

（5）齊莊君以死羊定罪中里徼。五個「鬼故事」都在強調鬼神存有，然其中論

述重點又略有不同。（1）（3）講述「復仇」，所謂「殺不辜者其得不祥」，側

重描述鬼神「罰惡」的權能；（2）講述「明德」，所謂「德福一致」，側重描

述鬼神「賞善」的權能；（4）關乎「祭祀」，怠慢鬼神罹遭禍患，側重描述鬼

神忌邪；（5）關乎「決獄」，鬼神鑒別人心，明察秋毫，側重描述鬼神明智。

墨子徵引事例之出處來自周、秦、燕、宋、齊之史書，並以「從者莫不見，遠者

莫不聞」
220

為依據來增加「鬼故事」的可信性。此外墨子又援《周書》《商書》

《夏書》談論上帝鬼神的例證來說明，先王之書語鬼神之事之所以「重有重之」，

是因為先王以鬼神之事為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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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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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明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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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宗教三論」中的其他兩論，墨家「事鬼」的理論主張也是在同論敵的

辯論中逐步建立。《墨子》書〈經下〉篇曰：「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墨家

的論辯原則是提出「沒有」的一方毋須舉證辯論，提出「存有」的一方則需要大

量舉證。
221

墨子正是唯恐「執無鬼者」以眾人耳目之實為不足信，故又訴諸「三

表法」中的第一表「本聖王之事」為決疑奧援。墨子指出，三代聖王治理天下均

「先鬼神而後人」。
222

歷朝歷代，建國營都，必置宗廟、立祝宗、擇祭物。同姓

諸侯立祖宗廟宇，異姓諸侯祭祀山川四望。凡聽獄治訟，恩賜功臣，刑戮罪犯，

分賞均平，皆要在宗廟祭告神明。若鬼神果然無有，則聖王「務鬼神厚」的行為

就盡歸枉然。在運用「三表法」之第一表、第二表以駁斥「執無鬼者」的過程中

間，墨子不但提出鬼神存有的三重證據（百姓耳目之實、先王之書、聖王之事），

描述了鬼神介入現世的方法模式——鬼神直接干預或附體人類、動物，還點明了

鬼神行使職權的範圍為賞善罰惡、監督祭祀、公平審判。 

 

墨家是先秦時代最重視行為果效的力行學派，其言談行事之關懷在改造社

會、興利除害。「墨學十論」具有鮮明的策論性質，哪怕宗教色彩濃厚的「尊天」

「事鬼」「非命」三論，也處處閃耀著經世致用的光輝，而非單純的形上學玄思

或封閉於學派圈子內部的神智遊戲。這一點在〈明鬼〉篇中亦體現得淋漓盡致。

欲上說王公下教萬民，僅以史料和口傳為「事鬼」依據，墨子猶嫌不足；畢竟，

聖王之事、先王之書、百姓耳目之實，其權威性和信實程度是隨時代的變遷和主

觀認識的不同而有所變化，效力並非「常數」。唯有與個人切身利益相關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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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於趨利避害的本能而有所關注，才可能因之加深對信仰的委身強度。故墨子

又據「三表法」之第三表「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的「用」的維度，來增加「事

鬼論」的說服力度，一則在「威壓以驚怖」，一則在「曉之以利害」。〈明鬼下〉

曰： 

 

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

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

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盜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

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是以吏治官府，

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

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

幽閑，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

可為幽間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為富貴眾強，

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
223 

 

上段引文意思並不難理解。然仍當留意，「賞善」和「罰惡」，在鬼神能夠行使

的權能中，其級別是否等同。過往學者很少論及這一點，筆者在此處加以申說。

墨子強調鬼神之明無幽不鑒，都是針對官府不廉、男女無別、民眾虧人自利等諸

惡行而發。此外，瞞鬼神，天誅必至，鬼神之罰又必勝之。所以欲天下治的關鍵

在「畏上誅罰」。《墨子》書〈明鬼〉篇凡舉夏桀商紂為例，皆為說明「鬼神之

所罰，不可為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的道理。這兩位暴王詬天侮鬼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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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萬民，以致身死國滅為天下戮。而推翻夏桀商紂的商湯周武，在墨子的言說中

近乎充當鬼神使用的工具。較之對暴王身死刑戮的詳盡叙述，聖王弔民伐罪的功

績反不見有關鬼神「封賞」的描寫。這種表達方式見於〈明鬼〉全篇，給人以墨

家所信仰之鬼神乃「重罰輕賞」的印象。 

 

有論者指出，墨家天鬼言說的特點是「順天不賞，逆天必罰」（不信鬼神也

是違反天志，亦在被罰之列），又由於在《墨子》書當中，負責罰暴的鬼在〈明

鬼〉篇中佔據絕大篇幅，負責封賞的神則居於隱身的地位，故可見墨家建構的宗

教神學是一套極其嚴厲的「重罰輕賞」的宗教神學。
224

筆者認為，此論揭示了墨

家宗教神學迥異於普世諸宗教神學之處在「重罰輕賞」，然其對造成墨家此種宗

教神學的原因，解釋並不妥當。在墨家「宗教三論」中，上天與鬼神，層級各不

相同。上天和鬼神各有位格，前者高於後者，而宿命則歸於無有。在〈明鬼〉篇

中，鬼神是作為上天的耳目手足和天志施展的工具，鬼與神的層級相等，不當將

之二分。之所以出現鬼神罰暴的篇幅多於鬼神賞善的篇幅，筆者以為墨子之用

意，即如《墨子》書〈大取〉篇所言「故浸之辭，其類在鼓栗」，通過漸次引人

陷入自己的言辭，來鼓動被言說對象的恐懼。
225

從策論角度理解，〈明鬼〉篇說

服的對象包括在上掌權者，以鬼神之大能嚇阻統治者作惡為理之必然；從教義角

度理解，鬼神之罰不避權貴，鬼神之下人人平等，口吻近乎誡命，責人警醒自守。

由是觀之，所謂「重罰輕賞」，要在「威壓」，自不必在個別字詞在〈明鬼〉篇

的篇幅呈現上進行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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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壓」之外，還須曉之以利。〈明鬼下〉載錄了墨家談論祭祀的一個觀點，其

曰： 

 

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子乎？」子墨子言曰：「古

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者。」今

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

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潔為酒醴粢盛，以敬

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

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非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

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以合歡聚眾，

取親於鄉里。
226 

 

這是墨子針對「執無鬼者」提出「事鬼」可能導致「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子」

的觀點而作出的反駁。「執無鬼者」認為務於鬼神之事可能有損孝道，墨子則認

為侍奉鬼神並不致荒廢屬世的責任。墨子在此處採取了一種對鬼神信仰的實用主

義辯護方法。他首先指出無論父母雙親還是兄弟姊妹，人死後都會變成鬼，「事

鬼」如「事人」；其次，設若鬼神真的存在，那麼潔淨酒食祭品、恭敬準備祭祀，

就等於已經成為鬼的父母弟兄姊妹都能得到供奉，盡鬼事而兼人道；進而，設若

鬼神的確不存在，那也無非花費了一些祭祀用的錢財祭物，可以物盡其用，請同

族和外鄉同來分食享用，聯結社群共同體的感情。同儒家「慎終追遠」強調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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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誠敬不同，墨家對祭祀的態度著重突出「有利」。是故墨子曰： 

 

今吾為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歡聚眾，

取親乎鄉里。若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

哉！……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上可以交鬼之福，下可以合歡聚眾取親鄉里，以能取厚利來說服人們「事鬼」，

合乎墨家「三表法」第三表之「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的「用」之維度，且不受

到「鬼神是否真的存在」這個難題的框限。這確實容易給人以墨家不信鬼神或墨

家不關心鬼神是否實際存有的印象。似乎鬼神在墨家這裡只是自設議題般的價值

判斷，並非什麼必然存在的確定（即如在普世有神論宗教信徒的觀念中，上帝或

鬼神的實際存有，是一個事實判斷）。
227

對於這個問題，筆者借在辯護模式上同

上段引文十分相似的、西方哲學史上討論上帝存有的經典命題——帕斯卡爾的

「賭徒論證」（Pascal's Wager），來加以申說。
228

 

 

「賭徒論證」關涉基督教護教學，是西哲布萊斯‧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

以實踐理性的方法論證上帝存有的經典命題。帕斯卡爾首先假定人們對「上帝存

在」這件事情「下賭注」。然後基于上帝確實「可能存在」這一前提，再假設信

者與不信者會據其所做出的抉擇而獲得相應的報償——如果上帝存在，我們相信

上帝，將享受無限的福樂。我們不相信上帝，將蒙受永久的損失。根據「或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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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ability）定理，如果相信上帝，無論上帝在「事實上」存在與否，我們都

沒有多大損失——簡而言之，如果對賭贏了，你就贏得一切；如果對賭輸了，也

一無所失。在這種情況下，顯而易見，相信「上帝存在」（有上帝）就是面對來

生不確定性的最穩妥的投資（因而當然要選擇相信上帝是存在的）（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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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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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所示，無論鬼神存在與否，事鬼皆為必要（見圖三）；無論上帝是否存

在，信仰上帝都是最佳選擇。墨子和帕斯卡爾對「事鬼」和「信神」的必要性的

辯護，論證結構上確有異曲同工之妙。帕斯卡爾在不確定性極大的信仰問題上，

引入概率期望的數學方法和清晰縝密的邏輯推演為之回護，借助人趨利避害的心

理，因勢利導之。
229

《墨子》書〈大取〉篇亦曰：「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

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

害之中取小也」，也在強調人當理性選擇，以結果導向為依歸。 

 

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較取其輕，東西方兩大哲人在面對執無鬼者和無神

論者的質疑時，均採用實用主義的辯護原則，然而這是否意味著帕斯卡爾和墨子

本人並不是真的信仰者，或者不在乎信仰的信實性呢？恐怕也不盡然。「賭徒論

證」本是為了回應西方人文主義興起以來的懷疑論論調，「利用懷疑主義作為策

略，最終是要引向耶穌基督所指示的人道」，
230

目的是引人歸向神；〈明鬼〉篇

中墨子的論證策略也相近似，通過自我設問並解答兩個互相排斥的命題：「鬼神

存有」與「鬼神無有」，勸服「執無鬼者」謹慎衡量「事鬼」的機會成本。帕斯

卡爾與墨子只不過在此論證過程中並不直接訴諸神律和信仰，論證側重凸顯策略

決斷，而不凸顯信仰的信實。某種程度上，兩者皆具有護教性質，不當純作權宜

之計觀。
231

猶於〈明鬼〉篇而言，其言說方式兼「破」與「立」，寓「立」於「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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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幼軍：《帕斯卡爾賭注的形式演化》，《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4

卷第 4 期（2015 年 7 月），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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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力：《論帕斯卡爾的上帝之賭》，《理論界》，2010 年第 2 期，總第 435 期，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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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秉持人文主義觀點的學者未曾認識到，「賭徒論證」是從護教的角度出發，而非從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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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為墨家宣教衛道的典範文本。 

 

第五節 拒斥宿命 

 

自有生民以來，秉持宿命論或曰有命論的人就大有人在。「執有命者」相信

每件事發生的背後，都有一股盲目的力量在運行。這股力量不會思考、沒有位格，

恍如機械定律一般。且因其不具有上帝鬼神那樣的無限智心，自然也不關心道

德。此為墨家所不取，故在〈非命〉中極力進行辟斥。 

 

然而，墨家尊天事鬼卻反對人有宿命，這種看似矛盾的觀念，成為墨家宗教

思想的一大特色。由於這種矛盾性，使得後人在看待墨家「宗教三論」的時候，

容易產生誤解，即「三論」之間互相否定，猶以「強力非命」的世俗維度來否定

「尊天事鬼」的宗教維度。章太炎先生認為，墨家「非命」不但無礙其天鬼信仰，

反而能成全其天鬼信仰。他在《諸子學略說》中言到：「夫儒家不信鬼神而言猶

命，墨家尊信鬼神而言無命，此似自相刺繆者。不知墨子之非命，正以成立宗教。

彼之尊天佑鬼者，謂其能善禍淫耳。若言有命，則天鬼無權矣」。
232

又有論者認

為，墨子關於鬼神存在的證明與一般宗教家不同，是立足於經驗事實的，而不是

本人的神秘體驗，「宗教一般都設立一個超現實的世界，把一切問題都放在那裡

去解決，因而具有超現實的意味；墨子則不然，他是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一切問

題都要在現實生活中求解決，天志鬼神的意義也主要是在現實世界中發生作

                                                                                                                                                                               
疑的角度出發。帕斯卡爾乃是向質疑者發出挑戰，即神是用心靈而不是人的理性來領受，認識信

仰需要信心的跳躍。既然肉眼看不到神，福音的真理也不能被證明到無可懷疑的地步，那麼何不

將的生命交托給上帝，作為基督教可能是真理的「賭賽」。參[英]白高倫著、陳詠譯：《哲學與

基督教信仰》（香港：福音證主協會出版社，1980 年），頁 58。 
232

章太炎：《諸子學略說‧原墨》，載《國粹學報》，第 21 期（1906 年來），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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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233

這些問題，均須回到對〈非命〉篇的原典釋讀上才能加以解決。 

 

在展開論述以先，筆者首先探討〈非命〉三篇中作為墨家論辯假想敵的「執

有命者」的身份。《墨子》書〈公孟〉篇記載了墨子與程子、公孟兩位儒者之間

的對話，均與「命之有無」的問題相關。墨子認為，儒家「以命為有，貧富壽夭、

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
234

必然導致「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

行之，必不從事矣」的亂政，
235

足以喪天下。並且儒家鼓勵君子去相信、去學習

「貧富壽夭，齰然在天，不可損益」的宿命論，這種做法等於「教人學而執有命，

是猶命人葆而去其冠也」，
236

實屬無謂。〈非儒〉篇又曰： 

 

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

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

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吏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

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
237 

 

墨家通過非儒來立墨，可見「非命論」源發於墨家和儒家的辯論，〈非命〉三篇

的「執有命者」當指彼時主張有命論的儒者。墨家後出於儒家，儒家對墨家有所

影響自是無疑。在某些思想主張上，例如修身、尚賢、尚同，墨家採取的態度是

「接著講」（有所揚棄），而在宗教思想方面則完全是「反著講」（截然拒斥）。

例如看待天鬼的態度，墨家就比儒家保守。看待宿命的態度，墨家又比儒家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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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炳罡、彭戰果著：《孔墨哲學之比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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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公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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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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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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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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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家健先生指出，墨家的「非命」不但反對不可損益的命定論，還反對「天命靡

常」的「命不定論」，「至於他承認天志，那並不等於承認天命。打個比方，天

志好比裁判員，可以因人因事施行賞罰。天命好比電腦軟件設計師，設計人生的

一切。天志和天命有關聯，但二者並不是一回事」。
238

「天」與「命」絕對互斥，

兩者判然殊途，不存在可以相互容納的空間。《墨子》書〈小取〉篇有曰： 

 

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

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

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
239 

 

依〈小取〉之意，所謂主張「有命」，不代表真的有「命」的存在；而反對主張

「有命」，則是全盤性否定「命」的存有。對於堅持宿命論觀點的儒者，墨家稱

之為「內膠而外閉」，即內心頑固，對外封閉。可見，墨家對「命」的否定是完

全徹底的，不留任何妥協的餘地。 

 

墨家建立「非命論」，遵循三表法的判斷標準。通過援引歷史流傳、文獻記

載、百姓見聞等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來否定命的存在。根據第二表「原百姓耳

目之實」的法則，「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

則未嘗有也」，
240

從來沒有人親眼見過、親自接觸過叫作「命」的東西；根據第

一表「考聖王之事」「天鬼之志」與第二表「考先王之書」的法則，則有周之《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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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家健：《墨子研究》（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6 年），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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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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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非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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虺之告》、《太誓》，夏商之《詩》、《書》、《總德》的記載，皆曰命乃桀紂

等暴君自作，聖王不為，詐稱有命者天亟降禍於之。 

 

墨家進而根據第三表「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的法則，利用世人普遍趨利避

害心理，以「強執有命」會造成種種禍害來規勸人們遠離「有命論」。墨子認為

「有命論」的害處體現在以下幾點：第一是使社會道德失序。「有命論」者主張

「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
241

必然導致「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

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的惡

果
242

，由此為君不義，為臣不忠，為父不慈，為子不孝，為兄不良，為弟不弟，

世道人心崩解，忠孝仁義俱毀焉；第二是使社會秩序喪亂，「卿大夫必怠乎治官

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
243

政治紊亂，財用不足，

國家的經濟活動也無法得到有效的組織。第三，得罪怠慢天鬼賢士百姓，「今用

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

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

持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饑衣寒，將養老弱」。
244

鑒於彼時社會「有命論」流布

廣大，遺傳深遠——「執有命者，雜於民間者眾」，
245

墨家以之為「厚害」，故

疾非之，以為「命上不利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
246

既以非之，何以易

之？以「強力從事」的「非命論」易之。〈非命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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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非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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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非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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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非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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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非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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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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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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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

而利其脣呡也，中實將欲為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

蚤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

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

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

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

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叔粟，而

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飢，

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捆布

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

強必寒，故不敢怠倦。」247 

 

破除「有命論」的迷思，不但要說明「有命論」的危害，還要證明「非命論」的

好處，寓立於破，破而後立，立論始能成立。上面一段話詳細申說九「強」九「不

強」之優弊利害，以來強調「強力從事」的必要性，涉及社會運作的方方面面。

墨子認為不能放任「有命論」的論調在社會上傳播，安危治亂、貴賤榮辱、貧富

饑飽，一切取決於人的主觀能動性，不假外求。墨家恃力非命，《墨子》書〈非

樂上〉篇一言，實為其「強力非命」之「力」的完滿註解。其曰： 

 

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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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頁 139。 



 ８９ 

因其羽毛以為衣裘，因其蹄蚤以為褲屨，因其水草以為飲食。故唯使雄不耕

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

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

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 

 

「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即言人禽之别。人能積極有為的利用自身能

力去主動改造外部環境，不同於禽獸只能消極被動地適應大自然。力也者，非氣

力也，若作「氣力」而觀，則禽獸猶有勝於人者；人有使用氣力去改造外物的意

願，並改造之，此誠人類為萬物靈長的本質。「非樂」為「墨學十論」之一，「強

力從事」的表述見同於〈非樂〉篇與〈非命〉篇，且墨家之所以「非樂」亦是擔

憂君子耽於娛樂不強聽治而致刑政亂，賤人耽於娛樂不強從事而致財用不足。由

此似見墨家「非樂」思想亦是「非命」思想之所從出，墨家在經濟領域的主張同

樣為其宗教思想所籠罩。
248

 

 

墨家之外，諸子論命，意見可謂紛繁。老子曰「復命」，「夫物芸芸，各復

歸其根。歸根曰靜，是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道德

經‧道經》）；莊子曰「安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莊

子‧人間世》）、「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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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非樂上》：「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

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

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此

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

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

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

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夙

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是故布縿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

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墨子‧非樂》篇中有諸多詞句和思想大

義與〈非命〉篇重合。筆者以為「非樂」是對「非命」思想的引申和進一步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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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主》）。道家論命，是作為一種生命哲學來探討，希望人們能夠洞穿生命的

本質真相，從而產生個體的醒悟覺解，最終臻至精神絕對自由的「無為」和「逍

遙」之境。「命」之於道家，是不可名狀、難以逆料、充滿神秘主義色彩的絕對

超越之物。道家相信「命」的存在，且認為人生在世的貧富貴賤壽夭生死，皆不

取決於個人主觀的努力，而在命運冥冥的安排，人只能順從命的權威，無從發揮

自由意志。道家的「有命論」言說，有悲觀頹廢的意味。
249

 

 

儒家論命，亦各有言表。孔子曰「知命」「畏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論語‧堯曰》）、「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語‧季氏》）；又曰「認命」，「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論語‧憲問》）、「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孟

子‧萬章上》）。《孟子》、《中庸》則有「立命」「正命」「俟命」等論，「夭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盡心上》）、「莫非命也。順受

其正」（《孟子‧盡心上》）、「故君子居易以俟命」（《中庸》）。相較道家，

儒家「命」觀更為陽剛健動，「聽天命」是為止嗜欲而熄爭競，其外尚有「盡人

事」的積極有為之面向。即便以儒家最為人所詬病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一

語觀之，亦可見其「命」觀側重不在宏觀命運，而在微觀命運，即宇宙中原子化

個體的有限性的認識。儒家認為通過認識客觀世界的運行規律，能夠合宜安排人

在此世的所行所為。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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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海英：《論先秦道家天命觀的特點》，《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 年 04 期，頁

12-17。 
250

 陳克守：《儒學與墨學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252。 



 ９１ 

 

其實墨家批評的「強執有命者」的觀點，某種程度上更接近道家的言說。至

於墨家因應向平民階級傳佈學說的考量而刻意採用誇張極端的言說方式，或墨家

因自身實用主義的學派風格而忽視儒家「命」觀中的精密的倫理表達和政治功

用，這些均須放置到具體的歷史環境和時代背景下探討，不必給予苛責。《墨子》

書中〈非命〉〈非儒〉等篇章，對儒家的「命」觀進行了選擇性的抽取，並把它

推到極端地步，以之為全然消極的宿命論，實乃立論、論辯的需要。
251

儒墨二家

同為入世的學派，諸多思想具有親緣性，這一點通過荀子對墨家「強力從事」的

「非命」論的借鑒吸收上也能看出來。
252

《荀子‧王制》篇曰： 

 

「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

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

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

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
253 

 

「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此意與墨家「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的

「尚力」主張相同。當然，荀子此說要旨本在強調明確社群共同體之邊界、等級、

名分，乃從儒家禮義之分而發。此外，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也受到了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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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德蘇認為，墨家對儒家「命」觀的批評，是選擇性的。儒家「正命」的思想，因與墨家相

合，故這一點《墨子》全書未見有批評。而儒家「命」觀的流弊如「命定」論，因直接與「天志」

相抵觸，則被墨家目為是需要極力辟斥的。見張德蘇：《墨子「非命」與儒家的「命」》，《山

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雙月刊），2005 年第 3 期，頁 24-25。 
252

參薛柏成：《墨家思想新探》（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96-97。當然，作

為儒學集大成者的荀子，其有關「力」「命」的主張，可能來源於多方。除了墨家之外，也有可

能來自於三晉法家。總之荀子原創的可能性不大。考量到荀子是先秦諸子辟斥墨學最為系統者，

故其論述直接由論敵轉化並加以改造以為申說己見的可能性更大。 
253

[清]王先謙撰、沈嘯宸、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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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非命」論的影響，《荀子‧天論》篇曰：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

治亂非天也。……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
254 

 

天道運行自有規律，不因堯而存在，不因桀而滅亡。順應天道，天下得治；逆反

天道，天下喪亂。荀子極言「力政」的重要性，無異對暴王自詡「我固有命在天」

的一種否定。《墨子‧非命下》亦言「此世未易而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

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又以為力也」，兩說相較確有異曲同工之

妙。惟其不同在於，墨家是整個徹底拒斥命之存有，「天」「命」二分，不可得

兼。在反對人力之外存在所謂不可知的命定因素之外，墨家又加以「天志」，以

保證自己的所行所為能夠落在一個最高價值標準的規範內。天志對非命的保證，

並非是對人托天言志、自稱受命之努力的絕對否定，「反而是在此保證下，達到

了行為和目的的必然相應」。
255

荀子論命，固然也有「天」「命」二分之傾向，

如其所謂「天」乃未接受心性論改造的自然意義的天，其所謂「命」乃主體無由

奈何的外在境遇的命。
256

然此「二分」究竟不過是在二者性質、職分上的劃分，

而非基於存有問題上「非此即彼」的區別。 

 

強力從事，以力制命，較之儒道二家的「命」觀，墨家「非命」思想在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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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306-308。 
255

 顏炳罡、彭戰果著：《孔墨哲學之比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182。 
256

韓德民：《荀子制天命說新解》，《中國文化研究》，1996 年冬之卷，總第 26 期，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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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普遍流行宿命論的時代背景下尤其顯得激進。儒道二家「命」觀的差異，大

體只是對「命」之內涵的理解和對「命」的委身程度上的差別，墨家的「命」觀

則徹底否定「命」的存有。何以造成這種對「命」的獨特認識，筆者以為可從墨

家的宗教之維上尋找答案。首先，相對於基於神意報償的「神罰」，「命定論」

或「有命論」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性主義色彩，「去魅」天鬼信仰而走向德性修養，

對君子而言，固然能做到「修身以俟命」。而對於不具備此道德自覺的小人而言，

則可能滑向「俟命不修身」；
257

其次，〈非命下〉篇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

帝式是增」。墨家認為天志之外不能另行造命，托天言志等於在天志之外擅自增

加內容。茍如是，則在上掌權者因此壟斷天命的解釋權而肆意妄為，在下的人則

聽天由命，不從天志，不盡天責，容易造就「三代之偽民」。天志是「墨學十論」

的總綱，天鬼信仰又使墨家宗教思想的核心，「有命論」如果成立，將動搖整個

墨家學說的理論基礎，故墨子疾非之。 

 

小結 

 

本章中，筆者對「墨學十論」中直接關涉宗教的篇章（〈天志〉〈明鬼〉〈非

命〉）做了文本辨析的工作。此三篇主旨相應概括為「尊天」、「事鬼」和「非

命」，可目為墨家宗教言說的核心思想。此外，本章還把「法儀」和「三表」納

入墨教宗教思想的體系，一併進行研討。筆者認為，「法儀」立定墨家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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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筆者這個觀點，汪春弘先生提出補充意見，他認為：「《墨子》代表的是低階層人民之思

想。因此它面對的受眾也是底層百姓，此與孔孟荀均不同。故而信鬼神、非天命，內含針對性。

孔子積極的天命觀，若置於此輩，會產生消極影響。天命若註定，或令此輩淪為惰民，甚至百無

禁忌、無所顧忌之流民暴民。所以應當注意墨家論述策略的變化。」。筆者在此需要澄清的是，

「大人」「小人」在此處的分別並非能以上層或下層的社會階級地位作區分。或許《墨子》一書

論述非命論的章節的申說對象的確主要在低階層人民，然其效用一樣及於王公大人，《非命》篇

中亦不乏對王公大人的講論。 



 ９４ 

之法式，「三表」立定墨家論證信仰之方法，「天志」、「明鬼」、「非命」則

為墨家宗教信仰的具體內容。至於「十論」中其他各論，或有和墨家宗教思想相

聯通處，究其然只是宗教教義和宗教律令所規範和要求的外顯行為，不能視作墨

家宗教思想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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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宗教倫理辨難 

 

倫理上的辯難即對價值觀的取捨。禮樂觀、愛觀和德福觀，關乎對此世現實

生活的態度、對群己之辯和利他主義的看法以及對上帝鬼神是否公義的觀念。此

三者最能代表意識形態共同體之宗教信仰的樣貌，可資判斷墨家對其宗教信仰的

委身程度。 

 

第一節 對現世生活的態度：喪葬取厚取薄？音樂從繁從

簡？ 

 

儒家隆禮重樂，素有「禮教」之稱。墨家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儒家反對

派」，其「非儒」主張中有多處針對儒家禮樂觀而發。本節筆者將以「墨學十論」

中的「節葬」、「非樂」為中心，對墨家的禮樂主張展開相關研討；希望藉此探

明墨家對現世生活的態度，及其對周孔之道有所損益的背後動機，究竟是要復古

古之禮樂，還是要創造一種新的傳統。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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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對現世生活之態度是否歸屬宗教倫理範疇，關於這個問題，筆者本文寫作的過程中曾與龔

鵬程先生有過討論。龔先生的意見是：「這些內容涉及者均屬現實生活態度，喪葬該厚該簡，音

樂該繁該簡，為什麼歸屬於宗教論題問題？例如今人也常討論葬之厚薄，禮之繁簡，可卻常無宗

教向度。可見此未必即屬於宗教倫理思考範疇。而若考慮其中涉及之宗教性時，儒墨在此中之爭

論點，其實不在厚薄或繁簡，而在對天之理解不同，且有不同的天人關係。儒家之天人關係中，

有祖為其中介，故敬天常與法祖結合，祭天同時也講祖之配常帝，而墨家根本不涉及祖之問題，

故祖先喪葬，埋之可也。」。龔先生之意見亦有道理。不過，筆者在本章將墨家對現實生活的處

理，納入宗教倫理範疇的考量，則是基於以下考慮：第一，有關儒墨喪葬觀中祖先位分的問題討

論，筆者在本文論述墨家法儀觀（第二章第一節）、利親觀（第三章第二節）、鬼神觀（第三章

第三節）已有提及，筆者的看法是，祖先在墨家思想中並非絕無位分，而是已為天志明鬼充量包

含。故此可能是程度上的厚薄問題，尚非存有上的有無問題；第二，對喪葬、對音樂所取的態度

及做法，同歸為看待禮樂的觀念。禮樂不僅與現世有關，亦與宗教精神有密切的關聯。禮樂觀未

必是宗教觀，但一定與宗教有關。墨家對喪葬、音樂的儉樸傾向，類同於新教。正因減少了繁瑣

的儀軌和形式，才使得人能更加注目上天。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其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

主義精神》中，首次將新教倫理中的儉樸、禁慾因素，同資本主義精神聯繫起來。其例似亦可支

持筆者所論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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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墨淵源和《墨子‧非儒》 

 

墨子師承和墨學源流，歷來眾說紛紜。大體可定論的，就是墨子與儒家之間

存在思想上的深厚淵源。《淮南子‧要略》曰：「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

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

政」，墨子之開宗立派、建言立說，是從反對儒家言說傳統開始的，可謂學儒而

反儒，近儒又脫儒；《莊子‧天下》曰：「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屐

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此

謂墨家尚禹。《淮南子‧主術訓》曰：「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

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此謂孔墨俱道堯舜。堯舜禹湯文武等古聖先王之道為儒

墨所共同尊奉，
259

二家論述所徵引之文本亦不出先秦諸子廣泛使用的共通文本如

《詩》《書》和各國春秋。
260

可見儒墨學脈上又有親緣性。《墨子》書中記載了

不少墨子與儒者論辯的經歷，說明在墨子彼時或《墨子》成書前後，墨家和儒家

之間的學術往來、論戰爭鳴已經非常頻繁。從思想理念到社會實踐，儒家對墨家

的影響作用於多方，相應地墨家對儒家的諸般理念則有取捨，在很多地方是取因

襲而後改造，繼承而後發展的「揚棄」路徑——例如儒家講親親，墨家講兼愛；

儒家愛有等差，墨家愛無等差；儒家繁禮，墨家尚儉；儒家厚葬久喪，墨家薄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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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一書中提到堯舜禹湯文武者共有 14 處，成禹湯文武者有 9 處，稱文王者有 8 處，稱

禹者最多，可見崇尚。有論者據此認為墨家尚禹說明墨學源流來自夏文化。不過筆者以為，大禹

為儒墨共同尊奉的聖王，墨家所謂以夏政易周道，僅是在建言立說時，試圖將自己的思想源頭推

原自比儒家更古，故夏文化可能是墨學源流之一個源頭，但應不是唯一源頭。見張永義：《墨子——

苦行與濟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46。 
260

 儒墨二家共同徵引之聖賢經傳，有《詩》《書》以及各國《春秋》。此外，儒家對《易》有

比較詳細論述，墨家因佑鬼非命，故未有有討論《易》的內容。見王桐齡：《儒墨之異同》（北

平文化學社，1931 年），頁 14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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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喪；儒家講有命，墨家則非命；儒家講人治，敬大人。墨家講法治，遵天志；

儒家輕視勞動生產，墨家則重視強力從事等。
261

 

 

雖然「非儒」並不在今人所謂約定俗成的「墨學十論」當中，不過縱觀整個

「墨學十論」的理論體系，仍處處見其「以非儒來立墨」的思想特色。「非儒」

實為墨學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墨家諸多理念皆借「非儒」以完成演繹——例如

「宗教三論」中藉由駁斥「執無鬼者」「執有命者」的觀點以伸張「事鬼」「非

命」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就屬典型的「寓立於破」的墨家護教體文本。「十論」

之外，最明確彰顯墨家「非儒」立場的為《墨子‧非儒》篇，《墨子》書中原錄

有二，上篇在歷史流傳中亡佚，現獨餘下篇。〈非儒下〉全篇包含「非儒七題」

和「詬孔五例」，對儒家發起從思想到人格的全方位攻擊。先秦百家爭鳴時代中，

諸子皆有不少批判儒家的論述。然論到「非儒」的系統性，〈非儒下〉篇當屬其

中代表。 

 

需要說明的是，儒墨二家互為論敵，彼此詬病相非，他們所徵引用於批駁對

手的案例未必事事符合史實，其中自有誇大其詞、增刪篡改、痛詆對方形象的情

況。〈非儒下〉篇中的「詬孔五例」，如孔子介入楚魯兩國政爭（「白公之亂」、

縱放季孫）、陰謀使齊吳破國（間齊伐吳、勸越伐吳）等，其所述往往與孔門記

述或儒墨以外的中立文獻所記錄的內容有一定出入。
262

不過這無礙我們通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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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希燕：《墨學研究——墨子學說的現代詮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頁 35。 
262

 《墨子》書中的孔子與儒者形象，未必見得真實。且從《墨子》書之編撰體例以及〈非儒下〉

篇所記事件之年代先後，大體可推〈非儒下〉篇較為後出，可能是墨家後學在與儒者不斷辯論的

過程中逐步形成對相關命題的思考並記錄之。彼時儒墨並立以成事實，後學均可能拔高己方師尊

而貶低對方的形象。其實在《墨子》全書中，對孔子、儒者的評價，亦未見一致。〈公孟〉篇載：

「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

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必不能易矣。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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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下〉篇來了解墨家究竟反對儒家哪些思想哪些主張。因為論敵之言固有刻意歪

曲之處，己方之言亦不乏拔高美化之嫌。「非儒」既是「立墨」的重要源頭，自

然考察其之所以非，即是考察其之所以立的題中之意了。 

 

《墨子‧公孟》篇記載了墨子與儒者程子之間的一段對話，談論的是儒家可

致天下喪亂的四大弊端：不信天鬼、厚葬久喪、憙音重樂、委身宿命。其曰： 

 

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為不明，以鬼

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

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

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

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

此足以喪天下。」
263 

 

墨子所指出儒家四大弊端正好與墨家尊天事鬼、非禮非樂、節葬儉喪、強力非命

的核心主張一一對應（除「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外，「十論」當中

已占其七）。無獨有偶，《墨子‧魯問》篇又載墨子與魏越的一段對話，談論的

是國家治理技藝的問題，是為「墨學十論」在全書唯一一次以綱目聚合的形式而

展開的論述，其曰： 

                                                                                                                                                                               
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此處則見墨子並否定孔子說的對的

地方。或許墨子對孔子還有其他讚譽之語（比如此處讚揚「孔子是亦當而不可易」的原文其實不

是完整的內容），此亦有可能是《墨子》書成書時，編纂者為了突出「非儒」的面向而有所刪節

或刻意遮蔽造成的。儒墨論戰中雙方的過激言辭，均為論戰需要，今人不必過分苛責古人。對《墨

子‧非儒》篇所記相關史料的辨析，閻崇信先生有專書辯之甚詳，可參閻崇信：《墨子非儒篇彙

考》（臺北：文史哲，1983 年）。 
263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240。 

https://julac.hosted.exlibrisgroup.com/primo-explore/fulldisplay?docid=HKBU_IZ21328152230003409&context=L&vid=HKBU&lang=en_US&search_scope=All&adaptor=Local%20Search%20Engine&tab=default_tab&query=any,contains,%E9%9D%9E%E5%84%92&sortby=rank&offset=0&pcAvailability=false
https://julac.hosted.exlibrisgroup.com/primo-explore/fulldisplay?docid=HKBU_IZ21328152230003409&context=L&vid=HKBU&lang=en_US&search_scope=All&adaptor=Local%20Search%20Engine&tab=default_tab&query=any,contains,%E9%9D%9E%E5%84%92&sortby=rank&offset=0&pcAvailability=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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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

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

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

從事焉。」264 

 

「儒之道足以喪天下」的「四政」與「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的內容，形成《墨

子》文本內部的奇特對舉，若曰前者為「非儒」，則後者必是「立墨」了。對觀

兩處文本可以發現，其所論大體不出鬼神有無之爭、喪葬厚薄之辯、音樂繁簡之

爭、命之有無之辯。這四大議題同樣見諸〈非儒下〉篇的「非儒七題」和「詬孔

五例」，皆與儒墨的「禮樂觀」有關。
265

然這四組議題與儒墨「禮樂觀」之間的

關係，又須別分為形上層面的宗教哲學思辨（鬼神有無之爭、命之有無之辯）與

形下層面的器物制度與禮儀模式（音樂繁簡之爭、喪葬厚薄之辯）。前者是奠定

儒墨「禮樂觀」的思想基礎，鑒於這部分內容筆者已在本文第二章中有所分析，

故本節不做詳細討論；後者則是儒墨「禮樂觀」的具體展現，與社會實踐活動直

接相關。儒墨二家俱為入世學派，這部分內容最能反映他們在屬世事務上的分

歧，以及各自「禮樂觀」的特色。故本節將進行詳細辨析和探討。此外，墨家固

然激烈「非儒」，但「十論」當中所展示的「非儒」面向不盡相同。例如墨家建

立「尊天」「事鬼」二論是為反駁儒家「不尊天」「不事鬼」的觀點，概言之即

「本應有的，儒家沒有，而墨家有」；建立「非命」論是為反駁儒家「有命」的

                                                             
264

 同上，頁 251-252。 
265

 四大議題之外，〈非儒下〉篇還討論了「創制」（君子是否循而不作、服古言而後仁）和「諫

諍」（君子應該明哲保身還是不扣亦鳴）的問題。體現了墨家不盲目信古的態度。 

https://www.baidu.com/s?wd=%E5%A2%A8%E5%AD%9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ujR4nvPWPjm3PvR3m1P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b4nWD1n10LnW61nHcLPHR3Ps
https://www.baidu.com/s?wd=%E5%B0%9A%E8%B4%A4&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ujR4nvPWPjm3PvR3m1P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b4nWD1n10LnW61nHcLPHR3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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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概言之即「本應沒有的，墨家也沒有，儒家卻有」；「非樂」「節葬」二

論則是據儒家「縱樂」「厚葬」的現實情況而展開的反駁，概言之即「雖然應該

有，但儒家的作為過猶不及，而墨家的作為更符合原來的事實」。此中微妙不同，

在文本傳遞處猶當留意。
266

 

 

欲了解一個學派的主張是什麼，可以從它所反對的內容中得到信息。類如西

方基督教神學中的「否定神學」，就是以描述上帝不是什麼來表達上帝其實是什

麼。這種言說方式往往容易為人所接受，且有利於在論辯爭鳴的場域中借攻擊論

敵來伸張己見，同時爭取中立者的信服，從而歸向自己陣營。〈非儒〉篇的作者

借齊相晏嬰之口批評儒家「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
267

的「禮樂觀」，

明確揭示了墨家節用為本的禮樂特色。〈非儒下〉曰： 

 

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

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

不可使導眾。孔某盛容修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

務趨翔之節以觀眾；博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累壽不能盡其學，

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

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

                                                             
266

 筆者之所以認為應該特別留意「十論」中「非儒」的不同面向，在於指出「十論」文本的複

雜性，即其既是墨家團體的信仰宣誓、又是墨家團體的策論主張。縱觀先秦時代及其後歷史中諸

家「非墨」的論述，我們會發現，從儒者出發批評墨家的觀點，最集中的體現在「非樂」「節用」

「節葬」「兼愛」等主張上。這是因為這些主張直接衝擊了儒家禮制的現實基礎。例如「非樂」

「節葬」是損毀儒家涵化人心、慎終追遠的禮儀設計，而兼愛則會衝擊禮教「五倫」差序格局。

反而「十論」中的「尊天」「事鬼」「非命」的「宗教三論」，儒者對其批評並不如前者激烈。

類如王充等有份批評墨家「宗教三論」如明鬼為迷信者，往往也同時批評了儒家。陷於本文論述

主旨和文章篇幅，這個問題筆者在此處不做展開。待後續有時間會將此一思路做進一步的延伸。 
267

 《墨子‧非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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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先眾。」268 

 

上段引文描述了齊王問政於晏嬰，向他請教是否能任用孔子的事情。晏嬰諷刺了

孔子的作風——注重繁瑣的禮儀，不問實際的用處；興禮作樂以曲學阿世，厚葬

久喪致勞民傷財；幾輩子都不能窮盡其學問，年長之人也無法奉行其禮儀。相似

的記載亦見於《史記‧孔子世家》。
269

〈非儒〉篇的作者在這裡指出儒家「禮樂」

的兩大弊端：其一，形式大於內容，繁文縟節過甚，於民生不但無利反而有害；

其二，托借禮樂為晉身之途和衣食之端，向上求取功名，向下愚惑百姓。持平而

論，儒家推崇禮樂有多方考慮，在將其向社會推展的過程當中或有歧出，然真實

的情況未必真如墨家所見。〈非儒〉篇的作者在此處主要是著眼於社會現象批判，

並未深入內在義理的探討。不過由〈非儒〉所展現的社會現象來看，彼時當有某

相當一部分儒者偏離了孔子原初立足於涵養性情、化成民俗的禮制設計，淪為荀

子所批評「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的「俗

儒」
270271

「賤儒」。
272

由是墨家主張「節葬」「非樂」，一「節」一「非」之間，

                                                             
268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63。 
269

 晏嬰諷刺孔子的言論，在《史記‧孔子世家》中亦有同〈非儒〉篇中相近的記載。其曰：「景

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

公說，將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

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

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

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

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

乎魯」。 
270

 《荀子‧儒效》篇劃分了士人的四種類別：俗人者，俗儒者，雅儒者，大儒者。所謂「俗儒」

為：「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掩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

上客，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類同墨家所批判的儒者群體。然有趣之處在

於，〈儒效〉篇中列出「俗人」之特質為「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

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

《書》；其衣冠行為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並指出「俗人」之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

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正示意「俗人」和墨家都以富利為隆，重質輕文，注重實利。根據荀

子所判「俗人」和「俗儒」之特質，亦可推測其所指對象，可能為以禮樂求取利益的功利主義儒

家，或以禮樂為功用的功利主義墨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5%E5%84%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8C%E5%88%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A2%E8%A1%A3%E6%B5%85%E5%B8%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A2%E8%A1%A3%E6%B5%85%E5%B8%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2%A8%E5%A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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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了墨家節用為本的「禮樂」觀。 

 

二、節葬：喪葬兩利、生死相安 

 

《論語‧陽貨》記載了宰我與孔子這對師徒之間的一場爭論，體現了儒家以

誠敬為本、不取功利的喪葬觀特色。其曰： 

 

宰我問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

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

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

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

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273 

 

由上可見，儒門內部對「喪葬」的態度存在分歧。宰我質疑孔子，茍行三年之喪，

將使禮崩樂壞政事荒怠。宰我之意是希望縮短喪期、減損喪制。孔子並未直接回

應他的質問，而是將問題轉移到心性的視域，指出三年之喪乃是為滿足普世人性

需求、表達人倫情懷而訂立的儀節。《禮記‧問喪》有言「服勤三年，思慕之心，

                                                                                                                                                                               
271

 《墨子‧非儒下》中也批評了以為人主持喪葬禮以謀取衣事之資的儒者群體。其曰：「且夫

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飲食，惰於作

務，陷於饑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甉鼠藏，而羝羊視，賁彘起。君子笑之，怒曰：

『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

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為，恃人之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272

 《荀子‧非十二子》：「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

也」。 
273楊伯峻譯註：《論語譯註》（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2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B0%E6%88%91/97153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2%BB%E7%87%A7%E6%94%B9%E7%81%A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0%E6%9B%B0/15365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5%E4%B8%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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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親人死去而感到哀痛，厚葬久喪以求心安，是為天

下通喪。儒家一向強調「慎終追遠」的人文精神，孟子曰「不以天下儉其親」，

274
荀子曰「君子敬始而慎終」，

275
皆是以起心動念的誠敬為其先務。孔子自己也

主張為人子要以誠敬嚴肅的心理對待死生之事，滿足人的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在

喪制安排中始終居處第一義的位置，「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276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277
故當宰我欲以一年之喪替

代三年之喪時，就被孔子目為「不仁」（不孝）。 

 

孔子之言體現了儒家「把傳統的禮制歸結和建立在親子之愛這種普遍而又日

常的心理基礎之上，變外在的強制性規範為主動性的內在欲求，突出了禮與孝在

喪葬中的重要性」的人文特性。
278

然而這並未解決「宰我之問」。因為「三年之

喪」除了是孔子所說的出於還報親恩的道德自覺而自願選擇的責任義務外，同樣

是一種在整個禮制秩序安排中具有排他性和優先性的禁制律令。《禮記‧王制》

曰「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禮記‧雜記》曰「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根

據《禮記》的記載，所謂「通喪」之施行實乃處喪期間不行政事且與政事相關的

禮樂活動也要停止。儒者最重禮樂，可謂須臾不可離，而喪禮又居其中特別重要

的地位。由之就產生了三年之喪與其他社會事務之間的矛盾。宰我與孔子之間的

對話，固然首先是基於禮樂問題而展開的討論，但也同時帶出一個重要問題，即

如何調和喪葬與其他社會事務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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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公孫丑》。 
275

 《荀子‧禮論》。 
276

 《論語‧為政》。 
277

 《論語‧陽貨》。 
278

 陳克守等著：《儒學與墨學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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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個問題，墨家主張生死兩利、不以死奪生。墨家的喪制葬法載在〈節

葬下〉，其曰： 

 

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沮漏，氣無發

泄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

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279 

 

墨家以「能利親」為「孝」，認為天下之大利與一己血親的利益相一致，強調行

為果效和行為動機的統一。喪葬有節，既能集約民力、撫恤親屬，又能滿足祭祀，

從而兼顧致哀、緬懷的「死利」與現世生產生活的「生利」。相反，「厚葬久喪」

既不能「利親」又不能「利天下」，且以「死」奪「生」，並非仁孝之舉。墨子

指出，「厚葬久喪」有兩個明顯弊端。第一是將生者辛苦積累的財物用於陪葬死

者，從而造成民力的極大浪費——「細計厚葬，為多埋賦之財者也」「財以成者，

扶而埋之」。
280

〈節葬下〉記載了當時王公大人和諸侯的治喪情形，其規模可謂

巨大，不但文飾繁多禮儀繁瑣，還存在殺殉、陪葬這樣的不人道行為相從，其曰： 

 

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

必巨；存乎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

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為屋幕、鼎鼓、几梃、壺濫，戈

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

                                                             
279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頁 103。 
280

 《墨子‧節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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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281 

 

〈節葬下〉篇描述的社會現象不是孤例，應是彼時社會普遍流行的風俗。《莊子‧

天下》篇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荀子‧禮論》

篇載「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呂氏春秋‧安死》載

「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

邑」，《墨子》以外的先秦時代傳世文獻對時人治喪的記載或有一二出入，然大

體可見「厚葬久喪」對社會生產生活的破壞性。更為嚴重的是，王公大人耗費民

力滿足私欲，上行下效之間，諸侯虛車府，庶民竭家室。由是用以促進社會生產

力的財用之資必然不足。墨家以衣食為「生利」，以「葬埋」為「死利」，此誠

以「死利」奪「生利」。
282

 

 

第二，若曰「厚葬」會造成鋪張浪費，那麼「久喪」則禁止生者從事本業，

從而影響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虧奪人民作工從事的時節——「計久喪，為久禁

從事者也」「後得生者，而久禁之」。
283

〈節葬下〉曰： 

 

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

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

有制矣。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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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95。 
282

《墨子‧節葬下》：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

節於此乎？ 
283

 《墨子‧節葬下》。 
284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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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持「久喪」觀點之人的標準，為國君服喪須三年，為父母守服喪須三年，為

妻子長子服喪須三年，為伯父、叔父、外甥、兄弟、庶子服喪須一年，為族人服

喪須五個月，為姑姑、姐姐、外甥、舅父服喪也須幾個月。服喪的時間，往往不

止三年；服喪的人員，亦不限於人子。以先秦時期的人均壽命和較落後的生產力

水平來看，若嚴格拘守「三年之喪」，則人終其一生中將花費大量時間精力用來

治喪守喪，根本無暇他務。〈節葬下〉篇中詳細描述了拘守長喪制之人的情形，

首先是精神面貌衰頹，「哭泣不秩，聲翁，缞绖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塊」、
285

「相率強不食而為饑，薄衣而為寒。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
286

再者是身體狀

況糟糕，「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
287

效法其道

踐行其言的後果，是王公大人無法聽獄治訟充實倉稟，農夫無法耕稼樹藝專務農

活，百工不能修舟車為器皿，婦人不能紡績織纴。由是上不聽治，下不從事，欲

國治家富民眾必然不可得。〈非儒下〉篇又指出，按照血緣親疏關係來定奪守喪

期間的長短，則為妻子、長子與父母的守喪的時間相同，為伯父宗兄與庶子的守

喪時間相等，這樣豈非與儒家所主張的「親親有術，尊賢有等」的血親倫理相悖

逆嗎？
288

墨家雖未如宰我明確提出一年之喪的替代方案，不過〈節葬下〉與〈非

儒下〉二篇所論已能看出其喪制傾向：長喪制度既在實利層面不中國家百姓人民

之利，又在倫理層面陷於自相矛盾的境地形同詐偽，故以「短喪」易之是理之必

然。
289

唐君毅先生在評論儒墨喪葬觀之同異時指出： 

                                                             
285

 《墨子‧節葬下》。 
286

 《墨子‧節葬下》。 
287

 《墨子‧節葬下》。 
288

 《墨子‧非儒下》：「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

喪，父母，三年；妻、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

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

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 
289

 此處還當留意，〈節葬下〉批評的「厚葬久喪」者與〈非儒下〉所批評的「厚葬久喪」者之

所指是否相同。〈非儒下〉所言毋庸置疑是專門針對儒家，而〈節葬下〉卻未言明，是否可能只



 １０７ 

 

墨子所以非厚葬久喪，唯由於其有見於此厚葬久喪之習俗，不合客觀普

遍之仁義而後非之。至後儒如孟荀之所以為此喪葬之禮辯護，亦正不外言其

足以養人之當有之衰敬之情，亦養人之仁義之心，而未嘗不合於仁義之道云

云。此其立論之標準，固與墨子不同。唯墨子只見當世王公大人為厚葬久喪

者，其行事不合仁義之道之處，而不見其亦合仁義之道之處。此即儒墨之言

之所異，此固非不可解之衝突。
290 

 

唐先生關於墨家「節葬」不害仁孝的觀點是筆者所贊同的。的確，墨家所謂「薄

葬短喪」，並非意味著「不葬不喪」。其特色喪葬觀念的建立基於以下四個先決

條件：第一，理性看待死生之事。墨子在與公孟的辯論中，批評了儒家以三年守

喪還報三年親恩的觀點，指出儒家昧於親死猶在，理智不超過孩童；
291

第二，短

喪為恭，長喪為不恭。否定長喪制只是否定「不恭」的喪制，不代表否定一切「恭」

的喪制；
292

第三，親人過世，有葬埋總比沒有葬埋好。人葬其親是為人的義務，

                                                                                                                                                                               
是針對彼時社會的普遍現象。或由於〈非儒下〉篇寫作於〈節葬下〉之後、儒墨論戰加劇之時，

故作者對〈節葬下〉的觀點有所轉進。譚家健先生指出：「〈非儒〉篇批評當時厚葬風氣是切中

時弊的，缺點是不應該籠統全部歸到儒家學派身上」。筆者以為，〈節葬下〉與〈非儒下〉對三

年喪制的描述基本一致，其所指喪製造成的弊端亦相同。即無論〈非儒下〉篇是否後出，其所指

應該大體是就儒家而言的，或至少是以儒家為代表的厚葬久喪的社會現象。見譚家健：《墨子研

究》（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5 年），頁 152。 
290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香港：新亞研究所，1973 年），頁 175-176。 
291

 《墨子‧公孟》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

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

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墨子此處批評了儒家以父母生養孩童年月與後人為前人守孝之時間為

等價的觀點的批判。因為生時父母俱在，死時父母已不在。孩童見到父母才會嚎哭，見不到父母

嚎哭就停止。故以生時之有與死時之無為等價，其智超不過孩童。 
292

 《墨子‧公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子

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裸謂撅者不恭也』」。「裸」作裸體，「撅」作掀起

衣服露出身體的一部分。此意為長喪為裸體，短喪為掀起衣服露出身體一部分，前者不恭，後者

恭。以前者否定後者，以不恭否定恭，邏輯上並不成立。可見墨家對短喪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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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埋能成全人倫之道
293

；第四，葬埋從簡有來自古聖先王的歷史依據作為合法性

支撐。故墨家雖詬病「厚葬久喪」，但並不反對仁孝。他們所反對者，不過是儒

家式的「以死奪生」的仁孝而已。 

 

縱觀墨家的「喪葬」觀論述，筆者以為還當留意其對社會上廣泛流布「厚葬

久喪」惡俗的原因的解答。何以言此呢？因為既然「薄葬短喪」可以被墨家推原

至古者聖王之道，那麼「厚葬久喪」同樣也可循其例進行推原，甚至將傳統上溯

自更古；若果「厚葬久喪」不是古者聖王之道，那它為何是絕大多數人所接受的

社會現實呢？〈節葬下〉篇中執「厚葬久喪」者就是以此邏輯質疑墨家「喪葬觀」

的歷史合法性。對於這個問題，墨子舉越之東輆沭國以殺子棄母為孝悌、楚之南

炎人國以棄親屍骨為孝子、秦之西儀渠國以火葬稱風尚為例證來說明，一種禮俗

習慣法行之愈久，就愈容易成為被社會各階層所共同肯認的普遍共識，此即〈節

葬下〉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
294

由是同樣以喪葬而誇仁孝，在中原人士看來

三國之人可謂刻薄寡恩，在三國之人看來則屬仁至義盡了——「如彼則大厚，如

此則大薄」。
295

墨子的態度表明，以喪葬形式定義事親動機在根本上不可取，厚

                                                             
293

 《墨子‧公孟》記載了一段故事，有人遊學於墨子之門，墨子允諾其學成後能出仕。一年之

後，此人責備墨子不推薦他出仕。墨子對他設了一個比喻：「魯有昆弟五人者，其父死，其长子

嗜酒而不葬，其四弟曰：『子與我葬，當為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

弟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

這則比喻本意是要勸勉其人學習不帶功利態度。不過其中意思亦透露出一個訊息，墨子本人是主

張葬埋親人以成全人倫之道，葬埋之事是人倫理道德上的必須。 
294

 《墨子‧節葬下》：「昔者越之東，有輆沭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

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局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巳，操而

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

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

熏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

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俞樾釋「便其習而義其俗」之「義」為「善」，謂

「義猶善也，謂善其俗也」。此釋孫詒讓不取，孫氏註「義」為「宜」，筆者以為甚當，意為以

此風俗為宜，可通。見孫詒讓：《墨子閒詁》上（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185-186。 
295

 《墨子‧節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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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久喪不必然等同於仁孝。 

 

然則〈節葬下〉篇所言「便其習而義其俗」之「其」所指為何，歷代註家皆

少提及，筆者以為缺憾。何言缺憾呢？因為其習其俗，既可指民眾基於自發秩序

而自動形成的、通行已久並為全社會所習以為常的禮法風俗，也可指在上掌權者

以一己之好惡推行至民間並強制民眾接受的成文禮法。之於前者是自下形成而為

上下各階層普遍接受的共識通則，之於後者則是自上而下推展從而使下屈從於上

的強制性命令。由於墨子援引外邦三國喪葬之例時並未言明其喪制葬法起於何

處，故其習其俗容易被解為前者。
296

筆者則以為應為後者。對於這個問題，其實

〈節葬下〉篇中已有暗示，其曰：「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

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墨子認為「為而不

已，操而不擇」並非良序教化的自然演進，其不過是在上者以政治權力強力干預

民間風俗（上以為政），民眾被動接受從而失去選擇自由（下以為俗），結果層

層上同日久成俗，從而造成「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結果。
297

惡俗之形成，責任在

上不在下，在君不在民。
298

統治者為了個人喜好和私利而製造出的惡俗必然侵害

                                                             
296

 清代注家如孫詒讓、俞樾、畢沅等對此句之「其」無明確解釋，當代注家一般只對整句進行

解釋。張西峰解為「便於習慣，安於風俗」，孫中原、譚家健解為「適應那種習慣，安於那種風

俗」，姜寶昌解為「以為那種習慣便宜、那種風俗美善」。上述學者之釋意，一般都取泛指民間

社會習俗。這裡需要辯證的是，究竟此風俗首先起於民間，然後被君王援引過來教化；還是為君

王自己所好，而後向下推廣以成上下階層均須接受之慣例。見姜寶昌：《墨論訓釋》上（濟南：

齊魯書社，2016 年），頁 403；譚家健、孫中原譯著：《墨子今註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9 年），頁 143；張西峰：《墨論選讀》（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2015 年），頁 140。 
297

 劉永在先生認為「上以為政」不是良序教化，而是君王統治術。「下以為俗」不是民間自發

形成，而是民眾被統治者洗腦。他指出：「民眾之所以為而不已，操而不擇，是因為在統治者的

統治下不得不如此。長時間形成了風俗。風俗一旦形成，就不再需要強制，民眾自然就會那樣去

做，這當然是洗腦的結果。失去了選擇的權力，就會對既存的事物頑固維護而不論其實否合理。

所以墨家節葬思想不但包括適度原則，還包括選擇的權力」。見劉永在：《歸正墨學》（香港：

四季出版社，2017 年），頁 139。 
298

 顧如先生認為，〈節葬〉篇還關聯墨家的尚同原則。由於厚葬久喪是王公大人為實現自己的

私利而製造出來的習俗，出發點是在上者的私心，故儒家所謂「厚葬久喪」具有合法性，實際上

並不存在，因為它不是社會所有階層的共義。觀《墨子》書所述，〈節葬〉篇中論異邦三國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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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國家百姓之利益，由是須以新喪制摧破舊喪制、以新葬法革除舊葬法。
299

 

 

三、非樂：節制為「中道」 

 

「隆禮重樂」，乃儒家之所是，墨家之所非。
300

考察儒家之「是樂」，有助

於了解墨家之「非樂」。孔子音樂造詣頗高，《詩》三百篇皆能弦歌之。
301

他不

但「為樂」還「正樂」，對《詩經》中的音樂做了大量整理工作，使「雅頌各得

其所」。
302

孔子認為判斷音樂是否具備審美價值的標準是「盡善盡美」，「子謂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303

；又提出音樂之職能，為涵養性情化育人心，從

而養成君子人格，「文之以樂，亦可以成人矣」
304

。孔子論樂，提倡「文」與「質」

相和諧、
305

形式與內容相統一，
306

注重音樂影響人內心世界、提升人精神境界的

                                                                                                                                                                               
風俗，墨子也是不同意的。而其喪葬風俗，本身也是異邦三國的統治者製造的。他指出：「上位

者不能帶好頭，上位者所執守的法與百姓不同，即上位者不能一同天下之義。總之，墨家認為社

會失序責任都在統治者，表現了鮮明的民本位色彩」。見顧如《立墨——〈墨子〉經義釋詁》上

（悉尼：國際華文出版社，2017 年），頁 219。 
299

 當留意墨子欲以革新的喪葬傳統，除其所詬病的厚葬久喪外，還包括外邦三國的喪葬傳統。

今人或以墨家節葬節喪同其所援外邦三國之例近似，皆以簡樸為本，而認為墨家讚揚後者詬病前

者。其實不然。〈節葬下〉曰：「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

猶厚矣」。可見，墨子認為「厚葬久喪」者的喪制葬法與外邦三國之喪制葬法皆不可取，一個太

厚，一個太薄，兩者均非仁義之道。墨家制為葬埋之法，雖然從簡，但從來不否定仁孝。故墨家

之論葬埋，應目為走上述兩條路線之中道。 
300

 《淮南子‧泛論》：「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

也，而墨子非之」。 
301

 《史記‧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302

 《論語‧子罕》。 
303

 《論語‧八佾》。 
304

 《論語‧憲問》。 
305

 《論語‧雍也》：「子日：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孔子之教，

注重君子人格的養成。不以文奪質，不以質害文。而禮樂又是養成君子人格的重要手段。孔子弟

子子貢亦指出，文質二者，猶如動物的皮毛。沒有毛裝飾，則猶如裸露。君子若沒有文飾，則會

粗鄙，《論語‧顏淵》曰：「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

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故可認為，孔門之禮樂觀和

文藝思想，當是主張文質和諧，甚至一定程度上「文」更居於「質」之前面。 
306

 《論語‧八佾》篇中，孔子評論〈韶〉為盡善盡美，即言〈韶〉樂在形式很美，內容也善；

評論〈武〉為「盡美矣，未盡善也。」即言〈武〉樂只在形式上做到美，未在內容上做到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B%E4%BD%BE/31974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B%E4%BD%BE/3197406


 １１１ 

教化功能。孔門六藝，樂居其一，足見重視；
307

又以禮樂並舉，融外在規訓與內

心感通為一爐，蔚為特色。
308

孟子發展了孔子的音樂思想。除了繼續強調音樂的

教化功能，他意識到了相比其他教化方式，音樂作為教化工具具有相當的優越性

和優先性，所謂「仁言不如仁聲入人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309

此外，

孟子提出了「與民同樂」的民本主義思想，將「為樂」推進至具體施政層面，進

一步拓展了儒家「禮樂」觀的政治哲學維度。 

 

荀子作《樂論》，從儒家的立場出發批評墨家「非樂」思想。他首先指出，

人不能無樂，好樂是人之常情，「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310

非樂

反乎人情，此墨子之失也；其次，樂有雅頌之音和姚冶之樂，前者能陶鑄性情養

成人格，後者則使人流僈鄙賤。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通過好的音樂來治

理國家、化成民俗。墨子未明其分野，此又一失也；其三，「樂」之功用在「和」，

正人心、明等差、別親疏，能協調君臣之間、閨門之中、宗族之間、兄弟之間等

五倫之內各組人際關係。治國首務在治人，治人首務在治心。墨子不識先王立禮

樂之方的用意，此三失也。
311

《荀子》書又有〈富國〉篇，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

度出發批評墨子「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是私憂過計。
312

荀子認為，富國之要在

裕民，下富而後能上富。財用不足的憂患會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逐漸提高而得

                                                             
307

 「孔門六藝」為：禮、樂、射、禦、書、數。 
308

 孔門常以「禮樂」並舉，《論語‧泰伯》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陽貨》

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八佾》：「子曰：人而不仁,

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先進》：「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

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認為禮與樂密切相關，禮儀樹立規範，使人的言行有規矩

可依從，是為外在規訓；音樂詩歌則熏陶人心陶冶性情，使人自覺接受仁道，是為內在感通。 
309

 《孟子‧盡心上》。 
310

 《荀子‧樂論》。 
311

 《荀子‧樂論》：「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

聽之， 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 
312

 《荀子‧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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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紓解。
313

荀子之論，乃謂墨子泥於節流而不知開源，以靜止的眼光看待社會經

濟的發展，未審投入與產出、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動態平衡關係。故墨子主張節用、

非樂，非但不足以富國強民，反會使天下貧窮沸亂。
314

 

 

近人多循儒家辟墨之理路，謂墨家「非樂」只知計較當下即是的社會實利，

不明禮樂有教化人心的社會功能。梁啟超先生將「非樂」歸為墨家的實利主義思

想，認為墨家主張實利，動機雖良好，範疇卻狹隘，容易使人只有義務的生活而

沒有趣味的生活，「是導致墨學失敗的最重要原因」。
315

在其著《墨子學案》中

他評述到：「墨子學說最大的缺點，莫如非樂。他總覺得娛樂是廢時失事，卻不

曉得娛樂和休息，可以增加物作的能率」
316

；蔣維喬先生認為「非樂」著眼於物

質忽略於精神，其主張為救世使然誠可同情，為萬世教化則多不可取，「蓋墨子

以足民之財為治平之先務，至於精神之快樂，則無暇及之也。抑身心之關係極切，

決非可以偏重；且心為一身之主，遺心而取物，終不足為完全之教化」；
317

陳柱

先生則認為，墨子選擇性地徵引有利於自己立論的先王典章和歷史記錄，有偏狹

之嫌，遮蔽了這些文獻中「樂樂」、「為樂」、正面肯定「樂」的面向，「既引

聖王之作樂，而又以樂少而非樂，則墨子之非樂，其不能自完其說也審矣」。
318

 

 

筆者以為上述諸說皆有偏頗之處，下試析之。「非樂」源出「節用」之義，

                                                             
313

 《荀子‧富國》：「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

渾渾如泉源， 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 
314

 《荀子‧富國》：「我以墨子之非樂也， 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

之也，說不免焉」。 
315

 梁啟超：《墨子學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 年），頁 45。 
316

 同上，頁 44。 
317

 蔣維喬：《楊墨哲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 年），頁 105。 
318

 陳柱：《墨學十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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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墨家的文藝理念，見諸〈非樂〉、〈辭過〉、〈三辯〉等篇。其宗旨並不難理

解，即以「為樂」上不中聖王之事下不中萬民之利，仁人志士若欲興天下之利除

天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319

〈非樂〉篇提出「樂」之可

非者蓋在五端。其一是造樂器耗財，必厚措斂乎萬民；其二是養樂人傷民，虧奪

民衣食之財；其三是聽音樂廢職事，在上不聽治，在下不從事；其四是先王律書，

視跳舞為巫風，作刑以禁樂。故「為樂」不符先王的教訓；其五是上帝鬼神以好

樂為罪愆，降災禍予沉湎音樂的暴王，使其身死國滅。故「為樂」又不合天鬼的

意志。 

 

墨子「非樂」是否是因為他本人不懂得欣賞音樂、不具備音樂的技能，故盲

目反對之呢？《禮記‧祭統》載：「墨翟，樂吏之賤者也」，《呂氏春秋‧貴因》

載：「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尸子》載：「墨子吹笙，墨子非樂，

而於樂有是也」。先秦諸子對墨家的記述顯示，墨子本人不但懂樂而且擅樂，並

能因應形勢的變化而主動改變傳教策略，在需要「為樂」的時候絕不「非樂」。

然其不喜「樂」又確為事實，《淮南子‧說山訓》載：「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

邑」，《史記‧鄒陽傳》載：「邑號朝歌，而墨子回車」。墨子能樂而非樂，能

用而不用，此行為背後的道理何在，筆者以為能從典外文獻中與非樂主義緊密相

關的兩組文藝理念和美學觀念的辯難關係上得到解答。 

 

首先是「文質之辯」。漢代劉向所著《說苑》的〈反質〉篇，記載了墨子與

弟子禽滑釐之間的一場對話。禽滑釐問墨子，華服錦繡有何用處？墨子設喻答曰： 

                                                             
319

 《墨子‧非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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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為飾；又欲予子

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

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

聖人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

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
320 

 

隨侯之珠可謂天下至寶。然遇上饑荒之年，它的價值甚至比不上一鍾粟。得粟可

以救窮，得珠卻難解困。二者不可得兼，必捨珠而取粟也。墨子借此極端情境來

指出，文飾並非必須，有用方為急務。故從事當分清先後次序和輕重緩急，必先

保障人的最低生存需求，再去追求愉悅耳目感官的精神生活。「常飽、常暖、常

安」為「質」的內容，其價值恆久，當首重，當先為；「求美、求麗、求樂」為

「文」的內容，其價值短暫，屬次要，當後為。當然，墨子之意並非「文」「質」

截然對立，乃是「先質而後文」。
321

事實上先秦諸子不乏和墨子觀點相類者，例

如《管子》提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孔子亦認為要提高民

眾的道德修養就需要先使他們生活過得富裕。
322

由是觀之，墨子「先質後文」的

思想在彼時生產力水平比較低的條件下，乃是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且其契合人類

心理需求的梯度層級，能夠得到現代心理學成果如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

                                                             
320

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515-516。 
321

 「先質而後文」，也可表達為「重質而輕文」。因為先者必然首重，正所謂急其先務也。墨

子的「先質後文」之論，其實是在處理一個生產增量的問題。即在彼時的生產條件下，日用溫飽

所需的「質」的材料，無論增加多少，都不嫌為過。而文飾、華服、錦繡等「文」的材料，無論

增加多少，都未必對民眾的生活有太大裨益。故「質」的適用性大，其增量能惠及王公大人、諸

侯和民眾，而「文」的適用性小，最多適用於上層階級。 
322

 《論語‧子路》：「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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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的科學印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世價值的意義（見

圖一）。
323

 

 

 

（圖一） 

 

「文質之辯」外，復有「文用之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記載了楚王

與墨者田鳩之間的一段對話。楚王詢問田鳩，墨子之學誠為天下顯學，然其身體

力行尚算可以，言語辭藻卻很樸素，此為何故？田鳩設「買櫝還珠」之喻答辯到，

華麗的辭藻如同裝載寶珠的漂亮盒子，言論能以致用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寶珠。世

                                                             
323

 「需求層次理論」是由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哈羅德‧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於

其論文《人類動機的理論》（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中提出。該文刊登于 1943 年在《心

理學評論》（Psychological Review）。被稱為現代人本主義科學的重要理論之一。該理論提出，

人類的需求自下而上分為五個階段：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實現。只有實現了前一個需

求，才會追求下一個需求，如同金字塔般地梯度上升。階層越上，道德感越高。階層越下，道德

感越淡漠。參 Abraham Harold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Vol. 

50,Iss.4,(1943): pp.370-396.  



 １１６ 

人昧於言辭的華麗而忘卻言論的用處，就好比有人因為裝載寶珠的盒子太過漂亮

而買了盒子退換寶珠。墨子之所以言多不辯，乃「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

用也」。
324

墨者田鳩與楚王討論的「文」「用」關係問題，其實就是形式與內容

孰輕孰重的問題。墨家反對形式主義，擔心過分的形式會損害內容的真實性，從

而不利於實際應用。此亦合荀子對墨家「重文輕用」（蔽於用而不知文）的描述。

325
 

 

姑且強名墨家之「非樂」為「反文主義」，則其所以「反文」，乃惡「文不

能用」。何為「文不能用」？胡適先生一言頗可作為註解。他在《中國哲學史大

綱》中指出，儒墨二家根本上的區別在於哲學方法，「孔子所說是一種理想的目

的，墨子所要的是一個所以為之若何的進行方法」。
326

胡適先生論墨家哲學方法

之特點，是能得到《墨子》文本的支持的。《墨子‧公孟》篇載： 

 

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

「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

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

『樂以為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327 

 

在「為何要從事音樂」這一問題下，可以見到墨子與儒者在思維方式上的重大不

                                                             
324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

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

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325

 《荀子‧解蔽》。 
326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13 年），頁 102。 
327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239-240。 



 １１７ 

同。儒者關心的是「什麼」，故其答曰「音樂是為了娛樂」。墨子關心的是「怎

樣」，故墨子認為儒者並未回答「何故為樂」的問題。此處墨子雖未明確提出自

己的答案，但在其對儒者的質問中已顯明他對致用性的關切。按照墨子的邏輯論

式，則在儒者提出「音樂是為了娛樂」之後，應該要進一步指出「娛樂是為了什

麼」（而儒家並沒有指出）；如同建造房屋之社會功用在躲避寒暑、分別男女，

興禮作樂若不能彰顯其具體的社會功用，就沒有疾乎從事的必要。 

 

綜上所述，墨家對待文化藝術，採取的是「先質而後文」「不以文害用」的

態度。我們當留意在「文質之辯」和「文用之辯」當中，墨家並非全然截然拒斥

一切審美活動，其關切乃在排列先後順序、釐清輕重緩急，「墨子所謂利者，固

不止物質的，而亦兼有精神的。不過利有緩急，有本末。先其急後其緩，培其本

削其末，而後利乃可長久」。
328

只有在極端情況之下，如前文所引「珠粟之喻」，

才須進行取捨。這是一個關涉主次的程度問題，不是關涉取捨的有無問題。近人

論墨，蔽於此端，如以「非樂」純取「功利」，或以「非樂」為「無樂」，均為

不察。伍非百先生指出，「知墨子之尚儉而為天下憂不足，則墨家一切矯情抑性

之論，皆可以了然矣。其言雖偏激，為救弊而發，則未嘗非中道也」，
329

伍先生

此論筆者深以為然。蓋墨子非不懂樂、不擅樂或不知「樂以為樂」也。其言「非

樂」，乃為救世。言論看似有些偏激，行為反而合乎中道。 

 

四、新教式的禮樂革命：以復古為革新 

 

                                                             
328

 伍非百：《墨子大義述》（南京：國民印務處，1933 年），頁 180。 
329

 同上，185。 



 １１８ 

近代以來，儒學衰微，墨學復起。時人論墨，常引儒家與之對比，而謂墨子

為革命者、墨家為革命派、墨家思想為救世主義，孔子則為復古主義者、儒家為

保守派、儒家思想為泥古主義。秉持進步主義觀點的梁啟超先生在比較孔墨之人

格與學說後提出：
330

 

 

孔子並沒有重新改造的覺悟，不過欲救世末流之弊，恢復原有的好處。

墨子生孔子之後，時勢變遷，越發急轉直下。墨子又是個極端的人，不像孔

子那種中庸性格。他覺得舊社會整個要不得，非從根本上推翻改造不可。所

以他所提倡幾條大主義，條條都是反抗時代潮流，純帶極端革命的色彩。革

除舊社會，改造新社會，就是墨子思想的總根源。 

 

梁啟超先生是論，為民國諸多論墨者之共識。蓋清末民國之國內國際局勢，恍若

春秋戰國然。儒學無力應對西學衝擊，則從中國傳統文化內部尋找最能對接西學

之資源就成為彼時思想者之要務。墨家作為中國最早的反儒派，其一系列主張，

確有革新時代精神之意味。然謂儒家純保守，墨家純革命，則恐有化約之嫌。梁

啟超先生之論，筆者以為有失。蓋儒墨俱有改造社會之覺悟，均推崇上古治道。

儒墨在彼時思想市場上的爭競，常比拼的是誰能將自己的理論推原自更古。由此

觀之，二家皆有「泥古」之意味，豈可是此非彼呢；且墨家固為中國最早的反儒

派，但其學和儒門有深刻淵源，出於儒而反儒，近於儒而脫儒，在一定程度上甚

可目為中國最早的「新儒家」。故二家之別，當不在「復古」「革命」的簡單二

分法上作分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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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超：《墨子學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 年），頁 4。 



 １１９ 

 

筆者之論，由來有據。〈節葬下〉篇中所謂「墨子制為葬埋之法」就不能算

是墨子革命性的原創。它首先源自先王時代的葬埋法，〈節葬〉篇中墨子正是借

更古的喪制葬法來批評彼時社會所流行的「厚葬久喪」的惡習風俗。〈節葬下〉

曰： 

 

是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

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

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

法也。
331 

 

此處所引內容與現今被標舉為墨家特色的葬埋法基本相同，也符合「三表法」中

的第二表和第三表的邏輯論式。墨家凡建言立說必徵引古者聖王之事或先王之書

作為支持。故在論證己方之喪葬觀為是、對方之喪葬觀為非的時候，亦多採取推

原古聖先賢所為的方法來增加自己論說的權威性。所謂「背周道而用夏政」，就

是把墨家思想的原點，推原到比儒家所尊崇的周道更遠的地步。由是可見，墨家

與儒家一樣，認為社會出現問題的原因在「今不若古」。故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

當在「復古」的方向上進行求索。 

 

不獨喪葬觀，墨家的「復古」傾向也體現在其對禮樂的態度上。〈三辯〉篇

記載墨子與儒者程繁之間的一場爭論。程繁援引上古時代之諸侯、士大夫、農夫

                                                             
331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頁 99。 



 １２０ 

倦於聽治從事必為樂的事例來指出，墨家「非樂」論乃悖逆人性且不符合歷史事

實。程繁的質問可謂有力，可以說是專門針對墨家「三表法」中推原先王之書和

古聖王之事的邏輯論式而發。儒墨二家之「復古競賽」，固然爭競的是誰家理論

能上溯自更古，然則只要先王之書和古聖王之事中有一例或幾例可資作為反面例

證（例如程繁所引上世亦為樂的例子），則建立於其上的理論大廈就可能出現崩

塌。面對程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質問，墨子也不得不承認堯舜湯武周成王

這些上古聖王也「自作樂」的歷史事實。但他同時指出，自堯至周成王，時代越

往後演進，作樂越多，音樂越繁，治理的水平就越不如前代。
332

「樂」與「治」

成反比關係，「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
333

故此墨子認為，「樂非所以治天下

也」。
334

依此邏輯繼續演繹，則欲治平天下的最佳選擇，當然是要學效「寡樂」

的先王。
335

從墨家「非樂」論述可見其厚古薄今、是古非今的「復古」思想傾向。 

 

                                                             
332

 《墨子‧三辯》：「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

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修〈九招〉，武王勝殷

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

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

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 
333

 《墨子‧三辯》。 
334

 同上。 
335

 墨子與程繁的辯論，其意旨在鼓勵時人學效寡樂的先王。不過根據其邏輯繼續推演，既然寡

樂為好，繁樂為不好，那麼是否寡樂至無樂，就是最好的治平之術。《墨子‧三辯》載：「程繁

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

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程繁在此

即質疑墨子之言的邏輯漏洞——因為上古聖王固然寡樂，但還是有樂絕非無樂。墨子的回應則

是，聖王為了天下之大利，會將多餘的事物削減。就如同人吃飯，吃多了就應該少吃，這是明智。

本來不餓卻偏要多吃，這是沒有理智。知道餓了要吃飯，只能算是少智。少智就約等於沒有無智

了。故「寡樂」也可以相當於「無樂」。陳克守先生指出，這是墨家的邏輯詭辯，把「少智」和

「無智」兩個不同的概念範疇混為一談，以此類推把「少樂」和「無樂」再做等價，屬於偷換概

念，可算是違反了墨家「察類」的論辯原則。參陳克守、桑兵著：《墨學與當代社會》（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42。筆者以為這個批評是妥當的。不過也當注意，墨子與

程繁的論辯，是為宣說自己「非樂」的道理。程繁謂墨家主張絕對「無樂」的觀點，其實在《墨

子》書諸篇中，並未有顯明體現。「繁樂」的反面應是「寡樂」。故墨家至多是主張「寡樂」「少

樂」，還不至於進展到絕對「無樂」的狀態。故此所謂「寡樂」約等於「無樂」，應目為墨家為

增強說理強度而強推至極端的說辭，其目的主要還是在論證「非樂」。〈三辯〉篇中墨子的邏輯

錯誤，並不影響他整個「非樂」立論之大本大綱。在此我們當對墨子之言抱同情之理解。 



 １２１ 

儒墨二家之思想分歧，不在「要不要復古」，而在「如何復古以改造社會」。

今人或以墨家「非儒」、儒家「辟墨」，而謂儒墨之間冰炭不能相容，此實是將

二家主張推至極端所產生的誤解。尤於墨學而言，特別容易被無限推衍，例如將

「非樂」引申為「無樂」，將「節葬」引申為「無葬」，從而得出墨家主張「禁

制一切音樂」和「不需要服喪葬埋」的錯誤觀點。梁啟超先生等近代墨學前賢有

謂墨子為極端革命者、墨家為極端革命派等說法，蓋源於這種對墨學的過度詮

釋。若考慮墨子彼時的思想處境，則恐怕在墨子的眼中，其所「節」所「非」，

恰是遵循上古聖王教訓，且尊天事鬼利民的；儒家之「不節」「不非」，反是違

背上古聖王教訓，且詬天侮鬼害民的。故從這個角度看來，若曰墨家是「保守派」

也無不可。因為儒家推原周道，墨家則直接夏禹，單論「復古」，儒家恐怕尚且

不如墨家所追溯的更加古遠。 

 

那麼是否可以取一種折衷的說法來調和「墨家復古論」與「墨家革命論」

呢——如謂墨子乃「托古改制」，故一定程度上也可目為「革命」。筆者認為，

「托古改制」仍算不得是墨家「復古」之原意。因為既言「改制」，必存「創制

立法」之一端。然而我們未見到墨子及其門徒包括《墨子》書各篇章之作者明言

要創造任何一種迥異於古代的全新制度。倒是《墨子》全書中不斷在強調墨家所

主張、所舉證、所推崇的各項案例、各種主義、各方歷史，皆來源於上古；而以

「執有命者」、「執無鬼者」、「反天之意者」以及持「厚葬久喪」和「為樂」

之觀點的人為「不法古」。此與申韓法家「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
336

「法後

王」的思想取向截然不同。何種作為更符合古意，一直是墨家關注的核心。墨家

                                                             
336

 《史記‧商君列傳》。 



 １２２ 

在與儒家的「復古競賽」中，除了爭競理論能夠推原的年代長短之外，還計較所

復古之內容的真與偽。例如墨家以儒者「有命」「厚葬」「縱樂」為非的理據之

一，就是指控儒家自作傳統，擅自對先王「非命」「薄葬」「節樂」的教訓進行

增添或減損，從而使古之原意蒙蔽不彰。儒墨相非相爭的焦點，均在論證己方「法

古」而對方「不法古」，亦皆以「法古」能改造社會、拯救時弊。我們退一步來

講，哪怕儒墨二家之踐行真的是「托古改制」，至少在他們的言說中是不會明白

對外宣示自己是「托古改制」的，不然將自覆其整個理論根基。故所謂墨家「托

古改制」之說法，實缺乏來自《墨子》文本和墨學義理的支持，聊備一說或曰尚

可，作為定論則稍欠妥當。 

 

筆者之所以在上文探討有關「托古改制」的問題，盖因近代以來國人欲高舉

墨學價值，卻屢陷於一自作的困境——若曰墨學有進步性，就須將之詮釋為「革

命」，而「革命」必然「創制」；「創制」的反面是「泥古」，「泥古」又必然

「反動」，亦即不革命、不進步了；為了解決這種所謂的「墨學內在矛盾」，就

不得不假「托古改制」以調和之。筆者認為這個做法毫無必要。事實上墨家「復

古」之理路，已經做到了自圓其說和邏輯自洽。在此引西方基督教史的「新教革

命」（或曰宗教改革）以為申說。眾所周知，自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裂

教」以來，基督新教與羅馬天主教分判二途。基督新教雖曰「新」，然其本意是

以羅馬天主教背棄了耶穌基督之教訓遺傳，故新教諸賢號召信徒回歸早期使徒教

會的傳統。類如對《舊約》的態度，基督新教就認為天主教所接受的部分經卷如

《次經》（Apocrypha），有偽托假借、不合教義（如煉獄、向死人禱告、向聖

人祈禱）等內容，故將之摒棄在《聖經》之外，僅列作參考資料，而不具備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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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
337

對天主教法典中所認定的洗禮、堅振、聖體、告解懺悔、病人臨終傅

油、聖秩、婚姻這「七大聖事」，除聖體和洗禮外，其餘五項基督新教一概不取——

「這五項被天主教視為聖禮的儀式，既乏《聖經》根據，又無古代教會先例」；

338
在教義神學上，基督新教反對天主教的「聖母論」和「煉獄論」，認為這是天

主教在教會傳統上的擅自加添；在建制組織上，基督新教反對教皇權威，主張唯

獨《聖經》和人人皆祭司。宗教改革的改教家們，從來不認為自己「裂教」——

創造了一個新的宗派或宗教。在普遍意義上，他們更多強調的是要回歸、或者堅

持真正的基督教傳統。基督新教名「新」實「舊」，其用以批判天主教的思想利

器，恰是「復古」而非「創新」，呈現出一種迥異於天主教會的「儉樸」氣質。

無論是儀式、組織、生活，還是教義、神學、理論，基督新教皆以其能上溯至比

天主教歷史更加古遠、能直承耶穌权威且符合原始教會生活樣式為誇勝。從這個

角度來看，基督新教反是「舊教」，羅馬天主教反是「新教」了。今天我們斷然

不會認為，「新教革命」會因其具有「復古」傾向而有任何阻礙思想啟蒙的地方；

同理，墨家以「復古」為「革新」，亦未必需要進行任何的「創制立法」。基督

新教與墨家，雖後出天主教和儒家，然其「復古」之姿態更加卓絕，亦更顯明要

以「復古」來改造社會。可見名曰「新」者實則為「舊」，「革新」同樣能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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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次經」（Apocrypha），即指基督教問世以後，《希伯來聖經》（Hebrew Bible）被陸續

翻譯為《七十子希臘文譯本》（Septuagint）的多餘出來的經卷。這個譯本的翻譯者，不但翻譯，

還進行增補，把自己喜愛的著作或作品添加到譯本當中。該譯本後在希臘化世界中得到廣泛流

傳，又被翻譯為拉丁文。1546 年的「特拉托公會議」上，這些多出來的經卷，被天主教會宣佈

為具有神聖性，必須受到相應的信仰和尊重。如不信仰其權威，將被驅逐出教會。馬丁路德改教

之後，基督新教普遍認為「次經」不是神聖的經卷，只可作為有益的讀物。且其中某些教義，如

煉獄、向死人祈禱、請聖人代禱等也不符合耶穌和早期使徒教訓。此後新教教會逐步把「次經」

逐出《舊約》。故現在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聖經》全本，在《舊約》的部分的經卷數是不同的。

見梁工等著：《聖經解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年），頁 51-52。 
338

 「宗教改革」旗手約翰加爾文在其神學巨著《基督教要義》（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中，詳細論述了基督新教對天主教七大聖事的看法。加爾文認為，耶穌和早期使徒教會，從來沒

有教導過天主教所主張的聖禮儀式。天主教在洗禮和聖體之外多出來的五大聖事，屬於擅自添加

傳統。見[法]約翰‧加爾文著、錢曜誠等譯、孫毅、遊冠輝修訂：《基督教要義》下冊（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年），頁 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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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復古」來完成。換言之，墨家和基督新教之所謂「革新」就是「復古」。即

便強名之為「托古改制」，那也只能是改「今」之不循「古」、不夠「古」的「新

制」，而非假託古代權威來另行創造一個新的傳統。 

 

第二節 普世愛人如何可能？ 

 

先秦墨家給人的普遍印象是一個倡導和平主義的學派團體，其兼愛交利的思

想主張和止戰非攻的偉大事跡，為歷代所傳頌。墨家兼相愛、交相利、不相攻的

特色「愛觀」被後世人們表彰為最能代表其思想特色的部分，及至當代仍被認為

具有從中挖掘普世價值並進行現代化詮釋與轉化的重要意義。〈天志下〉曰「順

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兼愛」之源起在「從天所欲」，應用在「興

利除害」。前者為後者所行之目的，後者為實現前者之途徑。今人論及墨家兼愛，

大抵留心於致用層面探討其可行性，未多措意兼愛之超五倫、超血親的倫理論

述。有鑒於是，筆者將在下文加以申說。 

 

一、兼愛：超血親倫理的特色愛觀 

 

孟子批評墨家尤烈，其辟墨觀點在儒術獨尊之後，更被後世儒者推重，舉為

不刊之論。孟子一方面承認墨子親身踐行兼愛、摩頂放踵利益天下的力行精神，

339
一方面又認為墨家兼愛說實為無父的禽獸之道。

340
從其言辭中可見幾點客觀事

                                                             
339

 《孟子‧盡心上》：「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

之」。 
340

 《孟子‧滕文公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

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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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第一，彼時社會上已流傳有墨家的兼愛思想；第二，楊墨之言的興起嚴重衝

擊了儒家的思想陣營；第三，孟子以兼愛最是誣民之邪說，將蹈社會於仁義充塞、

率獸食人的危險境地。有上述三者於此，是以孟子不得不挺身護教，自詡聖人之

徒而非之。 

 

孟子之外，尚有荀子對墨家兼愛說提出嚴厲批評。荀子辟墨較孟子更成體

系，其主要的辟墨言論見諸〈非十二子〉、〈王霸〉、〈富國〉、〈禮論〉、〈解

蔽〉、〈成相〉、〈天論〉七處（見本處腳注）。
341

除〈富國〉篇批評墨家「非

樂」「節用」，〈王霸〉篇批評墨子親力親為是役夫之道，〈成相〉篇批評墨家

不合禮樂之外，其餘四處皆與兼愛說有關。〈非十二子〉曰「上功用、大儉約而

僈差等」。墨家視人如己的平等之愛與儒家強調等級秩序的「差序愛」截然不同，

故荀子非之；〈天論〉曰「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周代社會，合人成家，合家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怠，孔子之

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

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 
341

 荀子辟墨，《荀子》全書凡有七處。第一處，批評墨子慢等差。見《荀子‧非十二子》：「（墨

子）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

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鈃也。」；第二處，批評墨家尚儉太過。《荀

子‧富國》：「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

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鬥而日爭，勞苦頓莘而愈無功，愀

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第三處，批評墨家是役夫之道。見《荀子‧王霸》：「大有天下，小

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顇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懸天下，

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第四處，批評墨家破壞等差。

見《荀子‧天論》：「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第五處，批評

墨家違反人性，不合禮樂。《荀子‧禮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

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第六處，批評

墨家重質輕文。見《荀子‧解蔽》：「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由用謂之道，盡利矣。曲知之人，

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

蔽塞之禍也」；第七處，批評墨家違反禮樂。見《荀子‧成相》：「慎、墨、季、惠，百家之說

誠不詳」「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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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宗，天下之宗又同宗天子，層層向上而宗以構成有嚴格等級的宗法制度。墨子

提倡「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
342

挑戰了宗法威權，荀子亦非之；至於〈禮

論〉、〈解蔽〉篇所謂墨子兩喪禮義性情、「蔽於用而不知文」，乃基於儒家立

場認為墨家苛刻人性，重質輕文，違反禮教，同時批評墨家將兼愛作為「興天下

之利」的動機有問題。荀子此處論「用」與「文」，與孟子將「義」與「利」對

立的邏輯論式在價值層面趨於同構。
343

 

 

作為墨家論敵，孟荀辟墨固有從護教角度出發所作的偏激之語，不過從二子

論述中不難看出，他們之所以反對兼愛學說，主要是認為兼愛學說壞人倫、慢差

等，有違儒家基於血親倫理原則所演繹出來的禮樂觀。由是我們必然要問，墨家

「兼愛」的原意究竟如何？其對五倫關係、血親倫理（Consanguinitism）
344

的突

破在哪裡？ 

 

欲究原意，須察本源。根據墨家言說，「兼愛」首先是本於宗教上的天的意

志，而非儒家式的血親倫理。《墨子》書〈法儀〉篇曰「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

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墨子》書〈天志中〉篇曰：「然則孰

為貴？孰為知？曰：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無論貴賤賢愚、王公大臣都要「法

天」，此類似發端於基督教信仰的近代西方憲政的立法預設——由「上帝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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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法儀》。 
343

 《孟子‧滕文公上》篇中孟子在與夷子辯論愛之等差時批評墨家施愛的動機論有問題。孟子

之意，乃謂墨者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恰是「二本」非「一本」。 
344

 所謂的「血親倫理」（Consanguinism），是指把建立在血緣關係基礎上的血親情感看成是人

們從事各種行為活動的本原根據，並且由此出發論證人的行為活動的正當合理性。劉清平先生認

為，把血緣親情當做本根至上的儒家血親主義就是血親倫理。見劉清平：〈論孔孟儒學的血親團

體性特徵〉，《哲學門》，2000 年第 1 卷，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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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平等」推展至「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普遍主義精神。「天志」既然作為

社會公義的終極保證，那麼儘管人與人之間確實存在血緣遠近、關係好壞的不

同，在天看來都是自己的臣民。墨家將天意上升為普遍性原則，則天志作為評判

人言行的終極標準就具備了普世價值的意義。兼愛為天之所欲，力行兼愛是順天

之意，由此墨家所把握的「施愛」原則也就不再局限於一家一宗之內，而必須層

層上同於天了。此亦可見，墨家的「兼愛」更像是一條關乎道德的律令，而非一

種道德德性
345

——其既在兼愛理念的推導上承認經驗的局限性和不可聚合（從人

之常情中可提取出普世原則），也就同時肯認了人認識能力的有限（須訴諸天志

下貫的抽象立法）。墨家訴諸道德律令的「兼愛」與儒家依賴於「推恩」的仁愛

在愛觀的層次上本質不同，故很難純以「血親倫理」的標準進行考量。
346

因為血

親倫理本身就是由經驗聚合為共識而後推導出來，不像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人權等

西方普世價值觀或墨家兼愛乃訴諸天意下貫、「天賦人權」、「人生而（被造為）

平等」
347

的抽象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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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瑞漢先生認為墨家關於「名」的論述已經指出天下間沒有共名能被理解（On his theory of 

naming, no common name could be understood）。筆者以為此言甚當。正是由於沒有共名可以被理解，

故基於人的經驗聚合而成的共識並不可靠亦不可能，這就是墨家「無知論」的邏輯起點——因為

自限而訴諸天志。又由於訴諸天志，於是兼愛成為了外于心的道德律令（而非內于心的道德醒

覺）。見[英]葛瑞漢著，張海晏譯：《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3 年），頁 169；A. C. 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p. 144.  
346

類如墨家的「兼愛說」中的利愛原則——〈經上〉曰「義，利也」、〈經說上〉曰「義。志以

天下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就都不是從經驗處境出發來考慮（類如儒家以義者宜也）。因

為處境的問題由處境來解決，乃是基於經驗論，而利愛無法從經驗上被推導，就類似於絕對律令。

即便是倫理學上不可繞開的「孝親觀」亦復如是——〈經上〉曰「孝，利親也」、〈經說上〉曰

「孝。志以利親為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其所體現的墨家特色的、基于「兼愛」的「孝」，

乃是作為一種普世共通的人類心理需求。由是，基于「兼愛」的「孝」，必然要求平等，亦要求

重視整體利益（普世）甚于重視局部利益（血親）。 
347

 今人多援美國《獨立宣言》中言「人生而平等」來解釋人權理念，其實是一錯譯或錯解。其

原文：「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中

的「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實譯為「人人生而被上帝造為平等」，指示了人權的來源是神授，一

如天志下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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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兼愛說的「超血親倫理」性質，墨家常被詬病為缺乏情感上的分疏，以

致淪為對路人的愛與對父母的愛沒有分別。其實墨家主張「兼以易別」，並不試

圖取消父母與路人的區別，其「為己猶為彼」的特色愛觀要求目的與實效的統一。

348
〈大取〉曰：「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

因為不愛人矣」，周愛的原則就是無所不包地愛利一切人，如果只願愛利一些人，

而不愛利另一些人，就是「別愛」，即不愛人。周愛的對象既然指向所有人，自

然包括血親和君父。所以墨子並非否認血親關係厚薄多寡各異的社會現實，而是

要求設置一個倫理道德下限，即愛利自己的同時不能戕害別人。也就是說墨家是

設置一個道德下限作為社會群體必須遵守的共義，而倫理高標則是在保守住這個

底線的基礎上賦予個體去進行追求。 

 

由己身及於他者，由自心及於外物，先「親親」而後「仁民」，這是儒家式

的推愛方式。這種推愛方式決定了其愛能周延的範圍不出五倫限度，存在損人利

己的腐敗隱患和自我消解的困局。墨家的倫理愛觀是由天志推出兼愛的由上而下

的縱貫系統，這套承認施愛方和受愛方、各受愛方之間的主體地位平等的獨特表

述超出五倫和血親的範疇，直達「第六倫」甚至「第七倫」——即在五倫綱常倫

理之外，兼具愛陌生他者的「第六倫」和與陌生人雙向互動的兼愛交利「第七倫」

（見圖一）。 

                                                             
348

 「周愛」是為了興利害並且防止別相惡交別相賊，「兼以易別」則為實現「周愛」的方法途

徑，體現了墨家「志功相從」的一貫邏輯。孫中原先生指出墨家的「為己猶為彼」與「志功為辯」

共同構成了「周愛」在目的論和實踐果效的統一場域。見孫中原：《墨學通論》（瀋陽：遼寧教

育出版社，1993 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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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二、為彼猶為己：以兼愛消解群己矛盾 

 

任何一個宗教、文化中的個人與群體置身於社會生活當中，首先要處理的即

是「群己之辯」問題。「群己之辯」側重探討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以及相應的社

會結構及其制度安排，是中國傳統文化和普世諸宗教文明所共同關注的重要倫理

問題。
349

對群己觀的探討，在倫理學層面猶重邊界意識，嚴復先生當年翻譯英國

功利主義哲學家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著作《論自由》（On Liberty）時

即以《群己權界》作為中譯名，並指出群者社會公域也，己者個人私域也。
350

在

政治哲學層面，則重對個人權利和公共責任的析辨，比如當行動自由即刻與社會

制裁發生矛盾等具體處境時，個人和政府該如何作為。當然，劃分群己、公私，

絕非是指它們在倫理學和政治哲學層面截然二分或對立，類如公域講權力，私域

講權利；公域講民主，私域講自由，這樣的化約式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及普世諸

                                                             
349

 蔣孝軍：〈傳統「群己之辯」的展開及其終結〉，《哲學動態》，2011 年第 9 期，頁 43。 
350

 [英]約翰・穆勒著、嚴復譯：《群己權界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Ⅴ—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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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明皆有指示它們之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統合關係的論述。 

 

儒家的「群己之辯」發端於孔子。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351

人須置身群體當中以群體的反映來定位己身，同時應該自持操守做到不結黨營

私，其群己觀包含活潑的情感因素；
352

孟子「推己及人」的心性哲學繼承了孔子

「忠恕之道」的思想，希望藉由同理心的外推擴展，來達成社會秩序的和諧安排；

荀子曰「人能群，彼不能群」，
353

又曰「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

則強，強則勝物」，
354

此皆言「能群」有利於合眾人之力以制命。故有論者認為，

就原始教義而言，儒家群己觀論述居處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與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這兩極之間的中道。
355

 

 

不過筆者以為，此所謂「中道」的觀點，尚有可待商榷之處。
356

儒家的群己

表述有三個顯見特徵：其一，以社會身份或親緣身份來界定自己與對方的交往空

間和行為規範；其二，在血親關係深度角色化的倫理圈層當中，個人或社群與自

己的關係越近血緣越厚，對他們的信任程度越高。與自己的關係越遠血緣越薄，

則信任度隨之降低；其三，推恩推愛是以一己為中心向外輻射，層層外推至各個

                                                             
351

 《論語‧衛靈公》。 
352

 孔子在討論詩教——「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以及

討論修身——「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論語‧衛靈公》），都論及群

己之間的情感因素。 
353

 《荀子‧王制》。 
354

 《荀子‧王制》。 
355

 余英時先生認為就原始教義而言儒家居處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與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的中道，《墨子》的〈尚同〉、《商君書》中的〈一教〉皆屬於集體主義的範疇，楊朱的〈為我〉、

莊子的〈逍遙遊〉以至《呂氏春秋》中的〈重生〉、〈貴己〉等篇則代表了先秦中國個體主義的

一面。見余英時：《現代儒學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237。 
356

 筆者認為，當留意後世學者對孟子辟楊墨理路的路徑依賴。類如孟子「辟楊墨」把楊朱「為

己」與墨子「兼愛」置於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兩極，顯然為了論戰的需要將楊墨群己表述推到

了極端。後世繼承孟子精神譜系的儒家學者循其理路，多少遮蔽了兼愛學說「為己」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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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的他者，最終形成彼此互動的關係網狀結構。由「五倫」、
357

「十義」
358

所

構成的等差之愛在由個人私域向他者公域的躍進過程當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一

個實際操作上的困境，即「差序格局」中的「愛之衰減效應」（見圖二）。
359

 

 

 

（圖二：愛的衰減效應） 

 

由於「愛的衰減效應」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故無論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357

 「五倫」即「長幼有序，夫妻有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朋友有信」，語出《孟子‧滕文

公上》。 
358

 「十義」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語出《禮

記‧禮運》。 
359

 費孝通先生在其社會學著作《鄉土中國》中以「差序格局」來形容中國傳統社會的人機關係。

他指出中國人的邊界感並不清晰，私人關係的緊密程度決定了人我、人群之間的邊界。由一己出

發，外推的範圍可以無限大，甚至大至天下；同樣也可無限小，小到個人。由己到家到國到天下，

是一層層外推出去。在這個次序中，最重要的是「己」的利益，次而及家及國及天下。費先生舉

一個比喻來描述這種差序格局：「好像是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

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關係。每個人在

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見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

社，2004 年），頁 39。 

http://www.baidu.com/link?url=Wt9vffUhi5hAsHlb2hGbdpk6YBNkUBwEy74bBqROeEvSzWoUo5gN5KZ7tooYz7z0Htfl7oIDNp9PO4priGXQVlN5HWxcN5NkbB54iGOBj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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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之術還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仁愛主義，儒家言說傳統中的外推

理路，並不能完全做到對一己血親和陌生他者的一視同仁——在血親倫理的差序

格局當中，與己身關係越遠，對他者施愛就越薄；與己身關係越近，對他者施愛

就越厚；由是把愛層層向外推展，至極處也就稀薄得近乎等於無有。其實孟子自

言「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360

在某種意義上自我揭示了儒家推愛觀近

楊朱而遠墨翟、先己身而後他人的本質。儒楊二家論愛，論理邏輯上同構，相異

僅在推展程度——儒家尚且「泛愛眾」，同情心的擴充至少籠罩到血親、五倫的

範圍，雖然施行上未必有效，然作為「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的社會理想，本身

無可厚非；楊朱則純乎私愛，「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只關照個人不關照他

者。個人與他者、與社群之間沒有聯結，個人是完全孤立的原子化存在。由是可

理解為何孟子將墨家作為頭號論敵的原因。蓋以孟子立場來看，人要愛人必先預

設愛己、愛血親，此為天理人情；由此天理人情出發擴充此愛以至於普世，方能

保證倫理動機和實踐果效上的相一致。墨家「兼愛」雖然陳義甚高，但因缺乏「為

己」的維度，可能導致實踐上的失敗（違反人之常情）和倫理上的悖逆（破壞差

序格局）。觀諸現儒家言說傳統，其中類如「家國同構」、「移孝作忠」、「君

父同倫」等理論思想都是以「私己」的個體主義精神為起始而建構。由己身至家

國天下是一條單向度的路徑，其中次序不能反過來，其中環節也不能缺一個——

人若不愛己就一定不可能愛他人，自然也就無父無君如同禽獸。此正是孟子所謂

「楊近墨遠」背後的隱微之義。 

 

孟子辟墨的思路得到後世諸多論者的繼承，大抵皆言墨家缺乏「為己」的倫

                                                             
360

 《孟子‧盡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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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層次，此誠為誤解。墨家兼愛乃關注己身且預設自愛（Self-concern)的。《墨

子》書〈大取〉篇曰「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中」，即言愛人即為愛己，二者不

相矛盾。《墨子》書〈兼愛中〉曰「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

人之身若視其身」，則在群己關係上的表述與儒家相反。「視人若己」是由他者

到己身，由群體籠罩到個人；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61
則是「以己度人」，由己身及他者，由個人推展至群體。由此可知，儒墨論愛，

邏輯論式縱有不同，但謂墨家全然否定「為己」的意義，則顯為偏頗之論了。 

 

墨家以「兼」為「仁」，以「體愛」訓仁，《墨子》書〈經上〉曰：「仁，

體愛也」，〈經說下〉釋曰：「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不若愛馬者」。在墨家

看來，「仁」就是以同理心投入對方的情景，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仁」須通

過「體愛」得以落實，於內以己量人，於外視人猶己。〈經說下〉設喻指出愛人

的目的不是基於功利主義考量的施恩求回報——既以愛己非為用己，則同樣愛人

非為用人，否則「是所愛必有所為，愛之愈甚，而責報愈深，是則與愛人之仁相

遠矣」，
362

與愛馬是為用馬無異。墨家又以「體」釋「兼」，〈經上〉曰：「體，

分於兼也」。體為局部，兼為整體，前者被包含於後者，若線由點所組成，一由

二中分出。
363

沒有點就沒有線，沒有一也就沒有二。墨家對「兼」的定義十分明

確，個體雖然從屬於群體，但是群體也不害個體的獨立。 

 

由墨家對「兼愛」的闡釋可以看出，墨家群己觀的表述雖然不如儒家依五倫

                                                             
361

 語出《孟子‧梁惠王上》。 
362

 王讃源主編，姜寶昌、孫中原副主編：《墨經正讀》（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0 年），

頁 8。 
363

 《墨子‧經說上》釋曰：「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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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層推恩那樣次序明確，但並未否認個體之價值以及個人連於群體的正當性。既

注重個體也注重群體，肯定自己的當下也肯定了他者，避免了「愛的衰減效應」。

在連接自己與他者、自己與群體的關係過程中，未使所施之愛隨五倫層級的向外

推展而逐次衰減，突破了儒家對差序格局的講求，從而賦予「群」與「己」一種

特別的身份和地位。 

 

三、為何利他與如何利他：以墨家「利親」論述為例 

 

墨家兼愛說的倫理向度可從群己觀、孝親觀、利他觀三個方面來綜合考察，

這三個方面分別對應置身於某一宗教、文化傳統下的群己關係、孝親精神和利他

主義；具體展現為該宗教、文化傳統影響下的人如何看待自己、看待家人（家庭）、

看待鄰人（陌生人）的態度；以及在社會功用層面如何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之

間的關係。而由天志下貫、超五倫關係的墨家「兼愛」如何如何平衡「孝親」與

「利他」二者的關係、如何解決「忠孝不能兩全」「損別家利己家」的雙重悖論，

這些倫理辯難又是考察墨家「兼愛」學說是否具備普世價值的重點（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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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過去十五年間，漢語學界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思想論戰，學者圍繞儒家「血

親倫理」、「親親相隱」等課題展開學術爭鳴。364對儒家持批判態度的劉清平先

                                                             
364

 自劉清平先生於 2002 年在《哲學研究》第 2 期發表〈美德還是腐敗—析《孟子》中有關舜的

兩個案例〉一文以來，有關孔孟儒學是否「堅持把血親情理作為本根至上的基本精神，最終使得

儒家思潮在本質上呈現血親團體特徵」的辯難，引起了學術界尤其是儒學界的熱烈討論。此後劉

清平先生又據此提出「批判人本主義」和「後儒家精神」，即以「不可坑人害人，應該愛人助人」

為判斷依據來考量儒家血親倫理是否具備普遍主義精神和普世價值，從而引發了一場長達十年的

有關「親親相隱」「東西方容隱制」「儒家腐敗」的學術論戰。這場論戰中的正反兩方面觀點被

收錄於《儒家倫理爭鳴集—以親親相隱為中心》。詳參郭齊勇主編：《儒家倫理爭鳴集——以親

親相隱為中心》（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劉清平：《忠孝與仁義——儒家倫理批

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林桂臻：《親親相隱問題研究及其他——禮樂刑政

之道的儒學闡證》（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 年）；陳壁生：《經學制度與生活--論語

父子相隱章疏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郭齊勇主編：《〈儒家倫理新批

判〉之批判》（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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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認為，個體性（道德小我通過文化陶冶的實現）、社會性（人文大我通過仁愛

外推的實現）和孝愛（血親之愛）三者之間的矛盾使得儒家不可能通過親親而利

他，內蘊差序愛的「推恩」在實際踐履中存在無法化解的內在悖論，
365

其所產生

的負面效應是「為某些特殊性團體情感置於普遍性群體利益之上的腐敗現象的產

生提供了適宜的溫床」， 366亦即為了一己血親之利益可能謀親屬之利而損害他

人，在利他上始終無法跨出血親倫理的範圍，走向一己血親以外的他者和社群。

367針對劉清平先生的觀點，郭齊勇先生提出反駁。他認為儒家倫理並非狹隘的血

親之愛，而是以親親為起點而實行外推的普世之愛。「仁者愛人」的普遍主義在

「父慈子孝」的特殊性上能夠得到彰顯，之中存在經與權的彈性和張力；368賴品

超先生亦不同意劉清平先生的看法，他認為以血親情理作為道德修養之起點在原

則上不排斥互惠利他，甚至有利於將利他行為從有血緣關係者之間的親族利他擴

展到無血緣關係者的互惠利他。
369

這場論戰帶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由親親而

利他」在倫理上和實踐上是否可能？可惜學者的討論尚少來自墨學之維的考察，

是為缺憾。筆者以下嘗試從墨家兼愛交利的角度介入探討。 

 

囿於過往陳見和孟荀辟楊墨的遺傳，後世對墨家利他主義的評價常居於兩

極。或以其為近乎宗教徒情結的「純粹利他不利己」——與人己之親無分，目的

                                                             
365

劉清平：〈論孔孟儒學的血親團體特徵〉，載郭齊勇主編：《儒家倫理爭鳴集—以親親互隱為

中心》（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854。 
366

 劉清平先生認為，孔孟儒學宣揚的血緣親情賦予了親情以本原根據的意義，從而使之具有至

高無上的地位。同上，頁 855。 
367

 同上，頁 856。 
368

 郭齊勇先生質疑劉清平先生以血親倫理為儒家倫理學核心的觀點。他認為天賦的道德心與人

的天性才是這一核心。見郭齊勇：〈也談子為父隱與孟子論舜：兼與劉清平先生商榷〉，載郭齊

勇主編《儒家倫理爭鳴集——以親親互隱為中心》（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12。 
369

 賴品超：〈從基督宗教、儒家及演化論看利他主義〉，《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臺北：中

原大學宗教研究所），2013 年 6 月號，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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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而實際難行；或以其為極端功利主義的「為利己而利他」——以功利實用為

務，利他的動機不純。
370

面對這種混雜性，筆者以為須回到《墨子》原典，探究

其相關義理才能清楚。墨家不同於儒家，在「義利之辯」中提出了與儒家「義者

宜也」所不同的「義，利也」的原則，直接將「義」界定為「利」，從理論上取

消了二者的對立。表現在利他主義上，就是「義利同一」——利他的同時就是利

自己利親族，兼愛的同時就是愛自己愛親族。墨家對義利關係的定義，顯示其超

越血親倫理的性質，但並不否定血親倫理的正當性。 

 

《墨子》書〈經上〉篇曰：「孝，利親也」，〈經說上〉釋曰：「孝，以利

親為分，而能能利親，不必得」，「孝親」就是「利親」，做對父母有利的事即

為行孝道；〈經上〉又曰：「利，所得而喜也」，〈經說上〉釋曰：「利：得是

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能給心理帶來歡愉的事情就是「利」，反

之則為「害」。此外，墨家還主張愛與利要合一，志與功要相從，既考量行為動

機又考量客觀果效——〈大取〉曰：「義，利；不義，害。志功為辯」，〈經說

下〉曰：「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

                                                             
370

 此即關係到利他主義（Altruism）的道德動機（Moral Motivation）問題。利他主義在生物學、

社會學、心理學上有不同的定義，一般研究的是利他主義的生成動機和行為果效，將從生物學和

進化論角度介入的探討限定在前者，將由普世主流宗教和文化（如儒家和基督教）介入的探討限

定在後者。安樂哲先生就曾指出，道德就其客觀而言，是社會一致遵循某稱既定行為準則的結果，

譬如當「愛」施於人時便成為被普遍認同的道德教義。然而當施「愛」僅為求取自身匯報，就喪

失其道德認同（Moral Attractiveness），進而產生某種道德上的敗壞（Molally Repugnant）。以「施

愛」來比擬「施利」，道理亦復如是，通常認為利益他人是一種道德上的善舉，而利益自己則可

能為自私或者偽善，其間之差異即在於以何者為中心，前者乃以他人為中心，後者乃以自己為中

心。意即，若以自我作為道德思想的基本準則和道德行為的原始初衷，不但不能導人或社會以向

善，反會使此向善之行為轉變為一種自私、偽善的惡行——“Apparently the injection of self into 

code of moral precepts transmutes socially redeeming conducts into socially abhorrent behavior”.參 Roger 

Ames,The Art of Rulership : 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4）,p.154. 當然，目的和果效，動機和行為，這絕非截然二分，比如對於墨家

學說中的利他主義傾向，就很難定義其是以「利他」形成的結果來論證生成「利他」的動機，還

是從「利他」生成的動機來推演「利他」造成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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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外內。其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

狂舉也。若左目出，或目入」。以上四條目對觀可得，墨家不但不反對孝親，反

而極力鼓勵孝親；不但極力鼓勵孝親，還主張孝親應滿足人的實際情感需求（滿

足物質利益需求，當然也是滿足情感心理需求的重要內容)。 

 

不同於儒家嚴等差別親疏、先親親而後利他的「孝親」表達方式，墨家是平

等差辟親疏、交利及於親親，其愛的施放對象不限一己血親，還及於陌生他者和

外在社群。由之產生一個問題，即按照對親者厚對疏者薄的人之常情，墨家希望

兼顧陌生他者和一己血親之利益的利他主義，在實踐上如何可能？〈兼愛下〉曰： 

 

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

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

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所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

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

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

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

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遇，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

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

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

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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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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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墨家此種「投桃報李」的

「利親」方式似乎給人以施恩圖報的功利印象。其實不然。筆者引英國功利主義

哲學家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論說以資探討。穆勒認為正義和功利

並非二元對立，從本質上說功利還是正義的基礎。372當有相應的不義產生時，必

有相應的權利被侵犯。由是他主張個人行為和群體決策應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依

歸。373墨家「以義為利」的思想觀念與穆勒十分相近，也強調最大的利就是最大

的善。因為忠親之利本在兼愛天下的範圍之內，故愛利他者的同時就是愛利一己

血親。
374

〈兼愛上〉曰：「若使天下兼相愛，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

對一己血親之愛與對陌生他者之愛，在此意義上於「兼愛」中得到統一。 

 

葛瑞漢（A. C. Graham）先生在對比孔墨二家的倫理層次後指出，孔子是把

愛理解為一種「雜駁的禮的義務之網的指南」（A guideline through the variegated web 

                                                             
372

參[英]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著、葉建新譯：《功利主義》（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年），

頁 97；John Stuart Mill, edited by George Sher, Utilitarianism(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1), p.42. 
 

373
 穆勒在《功利主義》中提出：「我質疑那些脫離於功利而建立某種虛構的正義標準的理論觀

點。相反，我主張基於功利之上的正義才是整個道德的主要組成部分，具有無可比擬的神聖性和

約束力」（While I dispute the pretensions of any theory which sets up and imaginary standard of justice not 

gruonded on utility, I acount the justice which is grounded on utility to be the chief part, and incomparably 

the most sacred and binding part, of all morality）。參[英]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著、葉建新譯：《功

利主義》（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年），頁 137；John Stuart Mill, edited by George Sher, Utilitarianism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1), p.59.  
374

 需要指出的是，此處筆者謂墨家之兼愛交利與穆勒的功利主義有可通約處，並非將二者簡單

等同。穆勒的功利主義推演到極處，可能產生極端形式，即根據功利估計的原則（Valuation by 

Utility），為了集體價值而抹殺個人價值，從而變成多數人的暴政。倫理學界經典的思想實驗「電

車討論」（The Trolley Problem）即是一例：一個瘋子把五個無辜的人綁在電車軌道上。一輛失控

的電車朝他們駛來，片刻後就要碾壓到他們。在另一條軌道上也綁了一個人。此時你在邊上，可

以拉一個拉杆讓電車開到只有一個人的軌道上，以一命換五命。當然也可以什麼都不做。根據功

利主義原則，應該拉桿，因為符合最多數人的利益。而道德論者則批評這種結果導向的觀點，因

為縱使能夠挽救更多人的生命，但拉桿的行為將使自己陷入不義的境地——照顧到最大多數人利

益的抉擇，並不能使得自己免除道德上的審判。墨家以殺一辜者得不祥，殺一人以救天下非利天

下。「兼愛」絕非冰冷的利益計算，而是包含情感的交互和良心的決斷。故墨家並不贊同為謀求

最多數的幸福可以侵犯少數人的利益，若墨家同樣面對「電車悖論」，可以顯見其斷不會以「殺

一命救五命」為不假思索的正義的決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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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itual obligations），而墨子則把它抽象為禮儀角色將由之判斷的超驗原則

（Transcendent Principle）
375

（筆者在前文中亦已論述，「兼愛」是由天志下貫的

道德原則，類於康德（Kant）「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式的定言

判斷）。故不同於儒家是以親親為本而後向外擴展可以利他的個體和社群，墨家

乃是以天志為本而後推出親親也落在兼愛的範疇之內。
376

墨家承認人有欲利的本

性——「天下之利歡」（〈大取〉），故「能利親」才為「孝」，要達到「孝」

的目的又必須「兼愛交利」。由此通過天志的權威（天欲人相愛）為人類的理性

（趨利以避害）作了保證，「為何要利他」和「利他何以可能」在「兼愛」中得

到了統一。綜上可得墨家以兼愛為中心的利他主義的推展圖譜（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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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英]葛瑞漢著、張海晏譯：《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頁 54；A. C. 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p. 42.  
376

 葛瑞漢先生指出，「兼愛」應該是平等的關懷每個人（Concern for Everyone）而不論他是否與

自己有血緣親屬關係，這正是全體的利益，即每個人應該把對自己親人的關愛包括在他的義務之

中，故而它是一種道德原則而非社會平等原則（‘Concern for everyone’ is a principle of moral but not 

social equality）。根據葛瑞漢先生所言繼續推演，則必然可得——與孔子不同，墨子把兼愛原則

放在血緣親情之上，即不同於孔子以孝悌為本推出仁愛，墨子是以兼愛利他推出孝悌，在邏輯和

實踐上消解「損人利己」「忠孝兩難全」的邏輯困難。參[英]葛瑞漢著，張海晏譯：《論道者—

中國古代哲學論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54；A. C. Graham, 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p. 43.  



 １４１ 

 

 利他的來源 利他的動機 利他的目標 利他的範疇 

出

處 

天之欲人相愛，不欲

人相惡（〈天志上〉） 

莫若法天 

（〈天志上〉） 

 

 

仁 人 之 事 者

也，必務求興

天下之利，除

天下之害。 

（〈兼愛下〉） 

 

愛人不外己，己在

所愛中。 

（〈大取〉） 

 

人無幼長貴賤，皆

天之臣也。 

（〈法儀〉） 

內

容 

兼愛為天志的要求 當以天為法 

行兼不行別 

兼愛目標： 

興利除害 

既 含 納 一 己 血

親，又超越一己血

親。 

 

消解群己矛盾， 

突破差序格局。 

（表一） 

 

四、普遍主義之思：兼愛作為一種另類的倫理黃金律 

 

今人所謂「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又作「普適價值」）是指那些出

於人之良知與理性、具有超越宗教國家民族人種性別之分別、並為普世人類所共

同承認的的理念共識。評價某一宗教傳統、文明傳統中具備多少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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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以其所內蘊的普遍主義精神之多少為衡量標準。在人文社會科學範疇內，與

「普世價值」直接相關的一般而言為倫理道德方面的思想資源。概言之，若一個

宗教傳統、文明傳統的倫理道德只適用於其所能發生作用的特定地域或特定社

群，那麼它就是「特殊主義」的，不具備普世適用性；若一個宗教傳統、文明傳

統的倫理道德不僅適用於其所能發生作用的特定地域或特定社群，同時還能跨越

其所籠罩的地域和社群，為其他宗教傳統、文明傳統的地域、社群所共同接受，

那麼它就是「普遍主義」的，也就具有了「普世價值」的意義。普世諸宗教文明

傳統都承認「愛人」為一無可爭議的「普世價值」，而墨家又是中國傳統文化中

最講「愛」（兼愛）的學派團體。是故考察墨家「兼愛」是否具備普遍主義的維

度，有利於我們在「普世」的坐標下對墨家的特色倫理愛觀給予恰當定位。 

 

論到「普世價值」中的倫理愛觀，猶以從基督教教義源發出來的「博愛」精

神為代表。英文語境當中，墨家「兼愛」與基督教「博愛」經常被同作以「Universal 

Love」來翻譯，意為「普世愛人」。基督教「愛人如己」的誡命，在表述上確實

與墨家「視人若己」有某些相近。近代以來，西方傳教士為了福傳工作的需要，

通過索引中國古代文獻，從先秦諸子的論著中重新發現了墨家「兼愛」的價值意

義。他們以神學的視角考察墨家兼愛，並將其與基督教博愛的理念進行比較。
377

傳教士的成果拓展了自利瑪竇以來慣常以儒家仁愛為基督教博愛在東方世界之

投射和參照的思想路徑，具有突破性。其後民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從中國傳統文化

                                                             
377

 傳教士「耶墨對話」中涉及「兼愛和博愛」比較的成果，有艾約瑟：《評墨子人格及其作品》

（香港：皇家亞洲文會中國支會會刊，1858 年）；威廉姆森：《墨子：中國的異端》（濟南：

大學出版社，1927 年）；萬斯伍德：〈墨子著作中的宗教因素〉，載《教務雜誌》，1931 年；

樂靈生：〈墨子的倫理價值〉，載《教務雜誌》，1932 年；Wilbur H. Long：《中國古代哲學家

墨子的兼愛觀》（北京：加州學院中國分校，1934 年）等。參褚麗娟：《文明碰撞與愛的重構——

墨子兼愛與耶穌之愛的學術史研究（1838—1940）》（東京：白帝社，2017 年），頁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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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介入「耶墨對話」，其成果往往兼具儒耶墨三方的比較，對墨家「兼愛」

的認識亦較傳教士更為全面。
378

當代亦不乏學者從各自的角度出發比較墨家「兼

愛」和基督教「博愛」，雖所論各異，不過基本傾向於二者有諸多相通之處，至

少比之儒家的「仁愛」，墨家「兼愛」與基督教「博愛」能夠互相對話的空間更

大一些。
379

 

 

基督教之「博愛」與墨家之「兼愛」會在某種意義上被目為等同，蓋因兩者

較之儒家的倫理愛觀（如仁愛、孝愛），似乎更具有超越血親、五倫而走向普遍

性愛人的普世維度。畢竟儒家囿於血親倫理的限制，始終無法解決「普遍性愛人」

（人性原則）和「特殊性本根」（最高原則）的內在悖論。劉清平先生指出，由

一己血親出發層層向外推恩的「泛愛眾」，很可能在某些時候因為要首先照顧到

一己血親的利益而不得不枉顧陌生他者和社群的利益，從而導致「損人利己」「損

別家益己家」的腐敗效應。
380

同心圓式的差序格局的存在，使得儒家倫理愛觀只

能成為一適用性受限的局域性倫理。 

 

誠然，比之儒家，基督教「博愛」與墨家「兼愛」是「超血親倫理」的。
381

                                                             
378

 中國基督徒「耶墨比較」論述中有涉「兼愛」的內容，筆者在本文第五章中有介紹。此不贅

述。 
379

這部分的研究，見徐長福：〈差等之愛與平等之愛—對儒家、墨家、基督教有關愛的觀念的一

個比較〉，載《維真學刊》，2002 年第 2 期；黃燕妮：〈墨家兼愛與基督教等愛之異同〉，《學

理論》上，2010 年第 5 期；鄧萌萌：〈墨子兼愛思想與基督愛人如己思想的異同〉，《文學教

育》，2012 年第 5 期；馬騰：〈與正義關係理論研究——以「聖愛」與「兼愛」為類型〉，《中

山大學法律評論》第九卷第二輯，2011 年版；張天傑：〈譚嗣同仁學與基督教思想〉，《世界

宗教研究》，2008 年第 4 期；張少恩、孫秀芳、田會輕：〈仁愛博愛兼愛——儒墨倫理文化與

基督教倫理文化比較〉，《貴州社會科學》，2014 年 5 月，總第 293 期第 5 期。 
380

劉清平：〈論普遍之愛的可能性—儒家與基督宗教倫理觀比較〉，載謝文郁、羅秉祥主編：《儒

耶對談—問題在哪裡》（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2 月），頁 335。 
381

 筆者此處所謂墨家與基督教比之儒家更具有「超血親倫理」的性質，乃是相對而言。筆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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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評價某個宗教文明傳統的倫理愛觀是否具備普世價值，則其倫理愛觀中包含

多少「超血親倫理」的成分，只能作為其中的一個因素來進行考量。類如基督教

的「愛人如己」是包含在「愛神愛人」兩大誡命之中，「愛神」為宗教第一要義，

「愛人」從屬於「愛神」，且「愛人」是上帝規定的必須恪守的律法，已然不是

一般性的個人道德自覺。
382

劉清平先生指出，這樣可能會導致另一個倫理悖論，

即信徒因為愛神而不得不恨惡不信神的罪人。
383

由是觀之，「超血親倫理」之愛

固然超越了血親之愛的範疇，然若未超越其他的「特殊性本根」，如獨愛某個神

祇、種族、主義、國家等，仍不算是全然具有普遍主義精神的。 

 

儒耶二家倫理愛觀的悖論，其實就是「普遍性愛人」（人性原則）和「特殊

性本根」（最高原則）之間的悖論。今人論到儒家和基督教的倫理愛觀均缺乏對

其概念的必要分疏，慣以「仁愛」「博愛」以為全稱泛指，容易忽視其中普遍主

義精神與特殊主義倫理之間的內在張力。儒家「仁愛」觀的普遍主義之維是經由

血親之愛層層外推而來，「泛愛眾」（普遍性愛人）和「親愛」（特殊性本根）

是一組矛盾；基督教「博愛」則有「愛神」和「愛人」兩個層次，「愛人如己」

以上帝規定信徒必須奉行的宗教信條的形式而來，「神本」（特殊性本根）和「人

本」（普遍性愛人）是一組矛盾。在某些特定處境下，譬如要求「普遍性愛人」

                                                                                                                                                                               
前文中已論述到，墨家倫理愛觀的超血親倫理是指其倫理愛觀之維能夠籠罩超越血親倫理的範

疇，而非指全然否定血親倫理。基督教的情況亦同此類。基督教的倫理愛觀雖然是神本主義，但

在「摩西十誡」第五條亦記曰：「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土地上得以長

久」，亦一樣承認要孝順父母，承認血親之愛的存在。見香港聖經公會：《舊約》，《聖經新標

點和合本—新標準修訂版》（香港：香港聖經公會，2014 年），頁 111。本文如無特別說明，凡

引用《聖經》文段皆出自該版本。 
382

 《聖經‧新約‧馬太福音》22 章第 37 到 40 節記載耶穌對門徒的教訓：「耶穌對他說，你要

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

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新約》，《聖經新標點和合本—新標準修

訂版》，頁 41。 
383

 劉清平：〈論普遍之愛的可能性—儒家與基督宗教倫理觀比較〉，載謝文郁、羅秉祥主編：

《儒耶對談—問題在哪裡》（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 12 月），頁 3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9E
https://www.baidu.com/s?wd=%E8%80%B6%E7%A8%A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n103uj01PjwhPHn3PyN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6vnj0Lnjmzn1fdnjRLPjbY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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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特殊性本根」兩者必須選擇其一的時候，儒耶二家可能就不得不尊重後者的

最高要求，而捨棄前者的人性原則。由是觀之，是否墨家的「兼愛」也同樣存在

類似「以特殊性本根壓倒普遍性愛人」的倫理悖論？例如當天下之大利（愛天下

人）與某個人或某部分的利益（愛某個人或某部分人）發生衝突時，可以只愛前

者不愛後者，或為了前者而捨棄後者呢？ 

 

筆者以為，墨家不存在上述倫理悖論。儒家與基督教的倫理愛觀之有缺憾，

在於二者「泛愛眾」與「愛人如己」的普遍主義精神之上，尚懸置一個價值層級

更高的特殊性倫理以為規限。故在外推其愛以及於普世的過程當中，並不能保證

對一己血親和同一認信群體之外的陌生他者和社群，仍能保持一視同仁的善意和

慷慨。墨家則不然，〈經上〉曰：「任，士損己而益所為」，〈經說上〉釋曰：

「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急也」。參照墨家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學派風格以

及〈經說〉〈經說上〉對「任」的兩條釋文，似乎看起來墨家是將天下之大利作

為具有至高地位的特殊價值，為了滿足這一特殊價值可以犧牲其他一切，甚至包

括自己的生命。然而〈大取〉篇又曰：「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

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墨家認為殺了自己來保全天下是殺了自己有

利於天下，殺了別人來保全天下則不能說是殺了別人而有利於天下，因為天下人

中已有一人被殺（利天下的目的沒有達到）。此處猶當留意，所謂任者犧牲自己

以求有益天下，是主動抉擇的個人行為，其決斷僅由個人操持，其後果也僅由個

人承擔。同樣，天下之大利固為墨家所看重，在必要的時候可以損失個人以保全

天下，但前提是基於自願原則，不能夠採取強制手段——人可以選擇殺自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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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權力和資格要求別人也一樣「殺身成仁」。
384

當人要求為了「愛（利）天下

人」而「不愛（利）某個人或某些人」的時候，這個行為本身就已經不是「愛天

下人」了。又〈經說上〉釋「同」曰：「（同）不外於兼，體同也」，釋「異」

曰：「（異）不連屬，不體也」，「不外於兼」乃「不相連屬」的反義，經由《墨

經》的訓釋可見「兼愛」之「兼」含納有相互聯繫、相互合同的意思。正因為墨

家「兼愛」是一種把所有人看作相聯合、屬同類的倫理愛觀，所以其施愛能夠做

到「不分貴賤，不別親疏，當下肯定對方的存在，極容易形成平等的觀念」。
385

由此可見，在墨家語境當中並不存在「普遍性愛人的人性原則」與「特殊性本根

的最高原則」之間相互矛盾的倫理悖論。（見表二） 

 

倫理悖論 特殊性本根 

（優先級） 

普遍性愛人 

（次一級） 

兩難處境 後果 

基督教 愛神 

 

愛人如己 

 

為了愛神而恨惡不愛神

的罪人及不信仰此宗的

非信徒、異教徒。 

引 發 宗 教 戰

爭、宗派仇殺。 

儒家 血親之愛 

 

泛愛眾 

 

為了照顧一己血親之利

益而不惜損人利己、損

別家益己家。 

導 致 血 親 腐

敗、裙帶關係。 

墨家 愛利天下與愛利個體不矛盾，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相統一。 

（表二） 

                                                             
384

 墨家「施愛」「利天下」的「非強制」原則，在《墨子》書其他篇章亦有體現。類如〈大取〉

篇曰「義可厚厚之，可薄薄之」，即言量力而行地考量人因應處境和人際關係的變化所能施愛的

能力和意願，並非做出任何強制性的要求。 
385

 顏炳罡、彭戰果著：《孔孟哲學之比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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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筆者以為，墨家「兼愛」之道較之儒耶二家之「愛」觀陳述，更

能作為一種基於普遍主義精神的、為普世人類所共同接受的「倫理黃金律」

（Golden Rule）。
386

蓋因其具有以下特質：第一，「兼愛」是本質的愛，乃作為

一種道德要求而非道德自覺；第二，「兼愛」充分考量了人性，預設了「自愛」

和愛親族的空間；第三，「兼愛」建立於社會的共同規則和底線共義的基礎之上，

「成於共義，止於共義」，視乎人能力的不同，遵循「非強制」原則；第四，「兼

愛」是走出自己走向別異的行動；第五，「兼愛」既講求主觀善念，也注重實踐

果效。以上特質共同構成了墨家普遍主義的倫理維度——提倡愛人利人，反對坑

人害人；
387

主張以「己之所欲，慎施於人」的精神來裁決利益衝突、調和社會矛

盾、處理人際關係；走一條兼顧「能動有為的利他主義」與「消極無傷害原則」

的中道路線。 

 

第三節 德福觀、神義論與鬼神之明 

 

                                                             
386

 伴隨冷戰結束後傳統東方意識形態陣營的崩潰以及地緣政治的急速變化，一種新的處理全球

關係的全球倫理呼之欲出。1993 年在美國芝加哥召開的世界宗教議會大會上，由天主教神學家

孔漢思(Hans Kung)起草並由大會通過的《走向全球倫理宣言》裡，明確提出了「全球倫理」之於

人類作為整全形體（或至少針對幾個主要文明形態），在倫理道德上存在某些相同或相近的普世

性的共識。《全球倫理宣言》的文獻中提出了「推己及人」的「倫理黃金律」（Golden Rules）

問題，該律常規而言有肯定式和否定式兩種。「肯定式」為《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七章第

十二節和《聖經‧新約‧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一節的「（如果）你們願意別人怎樣待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待別人」（基督教金律）；「否定式」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儒家金

律）。參[瑞士]孔漢思著，鄧建華、廖恒譯，楊煦生校：《世界倫理手冊》（北京：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12 年），頁 130-147。 
387

 在「儒家血親倫理爭鳴」中，對儒家持批判態度的劉清平先生提出了「去忠孝，取仁義」的

「後儒家」理論——以「不可坑人害人，而要利人助人」作為普世價值的底線倫理。劉先生的觀

點給予筆者很大啟發。筆者認為，墨家之「兼愛」，正式既鼓勵利人利人（能動有為的利他主義），

又堅持不可坑人害人（恪守消極的無傷害原則）。畢竟，儒耶二家陷於普遍主義精神與特殊主義

倫理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墨家的「兼愛」表述更能作為一種普世人類能夠廣泛接受的底線共識。

見劉清平：《忠孝與仁義—儒家倫理批判》（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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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者認為墨家強調承認鬼神有明可能有害「非命」徹底性
388

、抹殺人自由

意志，對於此類說法，筆者以為不然。事實上墨家對人間禍福和德福關係的理解，

既不同於儒家本於自心的理性決定之說明，亦不同於道家全然歸為偶發性因素的

宿命論，某種程度上更接近奧古斯丁、康德、《約伯記》作者從宗教意義上求解

決的思路。墨家循經驗主義原則否定宿命的做法，只是墨家為伸張天鬼信仰所作

的術用層面的言說。若以「體」「用」之維觀之，則「非有命」為用，「明天鬼」

為體，不非命則無以立教，通過非命來尊天事鬼，是謂墨家特色「即用見體」之

信仰實踐範式。下文加以申說。 

 

一、東西方共通之上帝悖論：鬼神有所明，或有所不明？ 

 

1994 年，上海博物館由香港文物市場購回一批戰國楚竹書。這批竹簡中有

被最初負責輟合、釋讀的學者曹錦炎先生命名為〈鬼神之明〉的文章。今據前人

研究成果，整理〈鬼神之明〉篇如下： 

 

今夫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則以其賞善罰暴也。昔堯舜禹湯，仁義聖

智，天下法之。此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長年有譽，後世述之，則鬼神之

賞，此明矣。及桀紂幽厲，焚聖人殺諫者，賊百姓亂邦家。此以桀折於鬲山，

而紂首於只社。身不沒，為天下笑，則鬼神之罰，此明矣。及伍子胥者，天

下之聖人也。鴟夷而死。榮夷公，天下之亂人也。長年而沒也。如以此詰之，

                                                             
388

 顏炳罡先生認為，墨家對德福關係的理解是在經驗主義的態度下取消命限。原本是希望以超

越性的天鬼保證非命的可能性，即保證人對現實世界確定性的把握，但經驗主義的態度使其不自

覺把天鬼拉入有限者的範圍，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喪失了非命的徹底性。見顏炳罡、彭戰果著：《孔

墨哲學之比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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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善者或不賞，而暴者或不罰。故吾因加鬼神不明，則必有故。其力能致焉

而弗為乎。吾弗智也。意者其力固不能致焉乎，吾又弗智也。此兩者岐。吾

故曰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此之謂乎？ 

 

〈鬼神之明〉只是殘篇，其與〈融風有成氏〉合抄在八支竹簡上。在第五支簡第

十字位置下有一較粗墨節將兩篇文獻分開。墨節之上屬於〈鬼神之明〉篇；墨節

之下屬〈融風有成氏〉篇。雖是殘篇，經過整理，原意並不難理解，應為一段缺

失對話主體的論述，討論的主旨在神義論問題（Theodicy）。
389

〈鬼神之明〉篇

的作者首先指出，堯舜禹湯因行仁義而得鬼神賜福，桀紂幽厲因為暴虐而致鬼神

降禍，由此可證「鬼神有明」；然後話鋒一轉，提出與此相矛盾的反例——聖人

伍子胥沉江而死，亂人榮夷公得以善終，以此詰難「鬼神有明」的說法。作者最

終的結論是：鬼神有所明，或有所不明。 

 

關於〈鬼神之明〉的文獻性質和學派歸屬，學界素有爭議，大體而言有幾種

觀點：疑似《墨子》書〈明鬼〉篇佚文；疑似墨家後學或別墨派修正前期墨家鬼

神觀的作品；疑為《董子》佚文，跟董無心的思想有關；疑為墨家論敵或儒者詰

墨的作品。
390

因其原文中有與《墨子》書所載相近的案例（上天鬼神賞賜聖王懲

罰暴王）、相似的詞句（〈天志〉〈明鬼〉諸篇中亦出現「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389

 「神義論」問題是基督教思想史的重要問題。最早由德國啟蒙哲學家萊布尼茨（Leibniz）進

行系統性論述。萊布尼茨著有《神義論》一書，以哲學的方法介入信仰範疇，將神跡奇事、上帝

論、拯救論等問題全部納入理性的框架，以理性為信仰辯護，並在此基础上辩明上帝之慈善和正

義。萊布尼茨的神義論探討了有關信仰與理性、自由意志與上帝預定、道德之惡與形體之惡等問

題，堪稱啟蒙時代基督教護教學的力著。參[德]萊布尼茨著、朱雁冰譯：《神義論》（北京：三

聯書店，2007 年），頁 1-2。 
390

 [韓]李承律：〈上博簡《鬼神之明》鬼神論與墨家世界觀研究〉，《文史哲》，2011 年第 2

期，總第 323 期，頁 6-7。 



 １５０ 

以及相同的問題意識（〈公孟〉〈貴義〉諸篇中探討的德福關係），故雖文獻性

質和學派歸屬未有定論，然基本可確定該文獻與墨家的鬼神觀有關。同〈鬼神之

明〉篇作者對鬼神有明持相同懷疑態度的典外文獻，尚有輯於東漢無神論學者王

充的著作《論衡‧福虛篇》中的《董子》佚文： 

 

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

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

391堯、舜、桀、紂猶為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諡者行之跡也，

跡生時行，以為死諡。「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

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諡美於

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

人寡，惡人眾。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命不長。

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為殤子惡死，何哉？
392 

 

有論者推測〈鬼神之明〉篇疑似《董子》佚文，這個問題因與本文主旨無關，筆

者暫時不表。
393

筆者在此想指出的是，王充因距離董子時代相對較近，故其書中

所輯有關董子和纏子辯論鬼神是否有明的內容，具有相當可靠性，可資參考。
394

                                                             
391

 此處原文有訛誤，「纏子」應為「董子」。 
392

劉盼遂集解：《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268-271。 
393

 徐華先生以董子言「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命不長」，與〈鬼神之明〉篇中「鬼神有所明，

有所不明」之意相同，故而推測〈鬼神之明〉篇疑似《董子》佚文。筆者以為，文句、案例的相

似畢竟不足以定〈鬼神之明〉篇之所從出，否則引文中提及穆公為上天加以年壽的事例和《墨子》

書〈明鬼〉篇所載更相近似，亦可因之證成該篇為《墨子》書〈明鬼〉佚文。見徐華：〈上博簡

《鬼神之明》疑為董子佚文〉，《文獻季刊》，2008 年 4 月第 2 期，頁 105-108。 
394

 唐人馬總《意林》亦輯錄了幾條有關《纏子》的內容與此相關，記載了纏子與董子兩人辯論

鬼神是否有明，纏子不能應。因其與纏子董子時代較王充更遠，故此聊備一說——「纏子修墨氏

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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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上述兩則文獻，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即在墨子歿後及至董子纏子與〈鬼神

之明〉篇作者之時，墨家鬼神有明的主張應該已經在社會上得到一定範圍内的傳

播，同時社會上也相應存在著質疑這種觀點的思想。〈鬼神之明〉的作者與董子

並未探討鬼神若不明人當如何自處的修身問題，而是把視角直接轉向鬼神這個外

在超越他者並質疑其本性的公平正義。〈鬼神之明〉的作者與董子對鬼神本性為

公義的詰難十分嚴厲，顯明為墨子之言的反方觀點。從這個角度來看，幾可排除

〈鬼神之明〉篇為《墨子》書佚文、〈明鬼〉篇殘論、墨家後學和別墨之修正作

品的可能性。 

 

借用西學的視角，或有助於我們理解包括〈鬼神之明〉篇作者在內的，對墨

家「鬼神有明」觀點持質疑態度之人的邏輯思路。義人遭難，惡者亨通，因為人

間有苦難而質疑上帝鬼神的本性及其存在這個倫理難題，不惟中國哲人專有。古

希臘哲學家、無神論者伊壁鳩魯（Epicurus）幾於先秦儒墨道諸子同時提出著名

的「伊壁鳩魯悖論」（Epicurean Paradox），所探討的也是類似「鬼神是否有明」

的問題。
395

伊壁鳩魯根據上帝絕對美善的本質（全善）和無所不能的權能（全能）

而發出疑問：人間的苦難災禍，若上帝想阻止而阻止不了，說明祂是無能的；若

上帝有能力阻止卻不願意阻止，說明祂不是全善的；若上帝既不想要阻止、也沒

有能力阻止，那麼上帝就是既不全能也不全善的；若上帝明明有能力阻止，又有

意願阻止，那為什麼這個世界仍然充滿苦難災禍？十八世紀啟蒙哲學家、不可知

論者大衛休謨（David Hume）發展了伊壁鳩魯的論證，總結出了更加精簡的邏輯

                                                                                                                                                                               
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徼繞之辭者，並不為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

之。』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能應」（《意林》卷一）。 
395
「伊壁鳩魯悖論」是否出於伊壁鳩魯本人或其學派，尚有爭議。最早把這段文字歸到他名下的，

是基督教早期護教士 Lactanius。亦有可能最早出自某位疑神論哲學家或不可知論者的手筆，而後

被歸名在伊壁鳩魯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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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式（見下）：
396

 

 

命題一：如果上帝是至善的，祂必不容忍世界存在苦難禍害。 

命題二：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祂必能阻止世界發生苦難禍害。 

命題三：事實上，這個世界確實充滿了苦難和禍害。 

命題四：綜上，可得出結論：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祂就不是全善的。如果上帝是

全善的，他就不是全能的。全能和全善，互相排斥。如果二者不可得兼，那麼上

帝的本性及其存有就值得懷疑。 

 

二十世紀哲學家亞當斯伉儷（Marilyn M & Robert M. Adams）綜合歷代學者

有關此一問題的論證成果，在伊壁鳩魯和大衛休謨的基礎上，進一步把上帝「全

知」的本性納入考量。他們假設到，若上帝的確有能力阻止苦難禍害（全能），

又實在有意願阻止苦難禍害（全善），但事實上人間的苦難禍害仍舊存在，那麼

是不是上帝不知道哪裡有苦難禍害的發生，以致於無法及時出手干預呢？若如

是，說明上帝並非無所不知，即祂不是全知的。
397

 

 

從伊壁鳩魯、大衛‧休謨和亞當斯伉儷的邏輯論式可見，討論上帝這個概念

本身即具有某種「悖論」性質，在理性層面很難做到邏輯自洽，在情感層面也不

容易自圓其說。
398

基督教、猶太教等正統宗教的上帝觀或有不同，然就上帝本質

                                                             
396

论式见其著《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Epicurus’old questions are 

yet unanswered. Is he willing to prevent evil, but not able? Then is he impotent. Is he able, but not willing? 

Then is he malevolent. Is he both able and willing? Whence then is evil?”. David Hume, edited by Henry D. 

Aiken,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New York: Hafner Press, 1948), p. 66. 
397

 溫偉耀：《上帝與人間的苦難》（香港：明風出版，2013 年），頁 13。 
398

 陳波：〈有關上帝的悖論〉，《哲學分析》，第 4 卷第 5 期（2013 年 10 月），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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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而言，大體有如下共識：唯一性、創造性、人格性、全知、全能、全善、必

然存有。
399

除唯一性、創造性、人格性之外，都與人間禍福的內容有關。「鬼神

有所明，或有所不明」的懷疑論論調，亦同此類。（關係式見下） 

 

 

 

舉證 A1：善必有賞 

案例 A1：堯舜禹湯，仁義聖智，天下法

之。此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長年有譽，

後世述之。 

結論 A1：鬼神之賞，此明矣 

 

舉證 A2：暴必有罰 

案例 A2：桀紂幽厲，焚聖人殺諫者，賊

百姓亂邦家。此以桀折於鬲山，而紂首於

只社。身不沒，為天下笑。 

結論 A2：鬼神之罰，此明矣 

 

 

 

                                                             
399

 克里斯雷奈爾等著，夏國軍等譯：《哲學是什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年），

頁 276-277。轉引自陳波：〈有關上帝的悖論〉，《哲學分析》，第 4 卷第 5 期（2013 年 10 月），

頁 62-63。此處列出原著的出版信息。 

命題 A：鬼神有明 
 

現象 A： 

德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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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 B1：善者不賞 

案例 B1：伍子胥者，天下之聖人也。鴟

夷而死。 

結論 B1：鬼神之賞，不明 

 

舉證 B2：暴者不罰 

案例 B2：榮夷公，天下之亂人也。長年而

沒也。 

結論 B2：鬼神之罰，不明 

 

如上所示，〈鬼神之明〉篇的邏輯論式為：以現象 A（現世的德福一致）推

定命題 A（鬼神有明）成立；以現象 B（現世的德福相背）推定命題 B（鬼神不

明）成立；因現象 A 與現象 B 同時存在，故命題 A 和命題 B 同時成立。於是得

出結論：鬼神有所明，或有所不明。詰墨者大體都循同一論證理路，即把德福關

係和鬼神之明聯繫起來，通過舉出現世德福不一致的反面例證，如董子所言「惡

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命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為殤子惡死」，

來質疑鬼神有明的觀點。當然〈鬼神之明〉篇的作者對「鬼神有明」仍持一開放

的態度，非謂完全否定，其結論充要包含了「明」或「不明」兩種情況，這一點

是董子未曾言明的（見圖一）。循果溯因，該邏輯論式推展到最後，必然要追問

命題 B：鬼神不明 

現象 B： 

德福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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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鬼神有所明，或有所不明」的原因何在？根據墨家的說法，鬼神是既良善

又明智，且大有能力的。三個屬性取去任何一個，墨家的鬼神觀都不能成立，故

詰墨者曰「歧」。（見表一） 

 

 

 

 

 

 

（圖一） 

 

「歧」 大能 美善 明智 

力能致焉而弗為 或有 或沒有 或不足 

其力固不能致焉 或沒有 或有 或不足 

（表一） 

 

二、德福分離：儒道二家的看法 

 

但凡有形上之維的學派團體或建制組織，其建言立說必離不開對人生禍福的

探討，對於深具宗教根性的墨家思想學派而言更是如此。老子曰：「福兮禍之所

依，禍兮福之所伏」，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儒道兩家皆認為天命

不可知，人力不可恃，這種聽天由命的禍福觀念自軸心時代始影響其後華夏歷史

鬼神有所明 

或有所不明 

鬼神 
不明 

鬼神 
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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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千年，於今猶不絕。在先秦時代與儒家並稱「世之顯學」的墨家，對此有截然

不同的看法。本節筆者將就墨家禍福觀展開研討，嘗試呈現墨家酬報神學的之概

貌。 

 

「酬報神學」的題中之意在德福觀，德福觀的核心在德福關係能否取得平

衡。任何宗教或學派要積極勸善，勉人行義，都必須回應人世間「德福不一致」

的千古難題。自有生民以來，有德者未必有福，無德者未必有禍，這是明明可知

的。善不得賞，惡不得罰，義人受難，惡者亨通的情況比比皆是。從歷史的經驗

來看，幸福並不必然伴隨行善而到來，禍患倒經常降臨在有德行之人身上。《荀

子》書〈宥坐〉篇中記載了孔子厄於陳蔡之時與弟子子路的一段對話，很能代表

儒家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

子路進而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

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

女。女以知者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為必用邪？關龍逢

不見刑乎！女以諫者為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

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

眾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

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

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

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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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俟其時。」400 

 

上段引文乃荀子托借孔子與子路之間的師生問答來表達自己的德福觀。子路從樸

素的因果報應的角度，質疑了天道循環的公平——何以孔子這樣道德高超的聖人

竟會遭遇如此困厄窘境。孔子則援引歷史上「德福不一致」的案例來說明，德行

和幸福要相符合，有一定的限制條件：賢或不肖是「材」，屬人力能達到的範圍；

因緣際遇則是「時」，屬人力所不能至的範圍。人有其「材」而生不逢時，雖賢

亦不能行之。在應然界，「修身端行以俟其時」，二者一致是君子希望努力達到

的理想境界；在實然界，二者關係則為背反，相一致的情況在現實處境中只能居

於偶然，而非因果律上的必然。孔子一生屢遭困厄，他深刻認識到人力的局限性。

「子畏於匡」的故事更表明，孔子其實更傾向將人生際遇的決定因素歸為天命，

401
正所謂「窮達以時」也。儒家對現世「德福相背」的問題的解決，最終是走向

了「境界性的內向反求」，
402

「注重人的內在的德性世界並不等於與現實的經驗

領域隔絕，而是在其中實現德性的圓滿。這樣，實現對命限的異質超越同時亦是

對經驗領域的福的肯定」。
403

顏炳罡先生指出，這種儒家式的禍福論解決方案，

實際上劃分了德福相互分離甚至二元對立的關係。
404

亦即基於價值意義上二者可

以追求相合，而在事實意義上兩相異質，不能形成必然聯繫。 

                                                             
400

 [清]王先謙撰，沈嘯宸、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526-527。 
401

 「子畏於匡」典故，語出《論語‧子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

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402

 基督教學者溫偉耀先生對比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中的理想人格和修為工夫後指出，基督教重視

人與上帝這個有情意的無限他者的對話，而以儒道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則傾向「境界性的內向反

求」。這種向內反求的自給自足性，缺乏客觀規範的意識，容易從走入一個誤區：即由嚮往更高

超的生命境界，滑向不真實的理想主義的自欺情結。亦即是說，境界性的「應然我」由自己定義，

生命依然的「實然我」卻依然固我，未因此定義而有任何改觀。參溫偉耀：《生命的轉化與超拔——

我的基督宗教漢語神學思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年），頁 134-139。 
403

 顏炳罡：《孔墨哲學之比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184。 
404

 同上，頁 18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7%8E%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A1%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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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前文論述《墨子》書〈非命〉篇時已指出，墨家所批評的「執有命者」

的觀點，某種程度上更接近道家而非儒家。道家雖未有明言信仰所謂「命定論」，

然類如莊周、楊朱者所主張的純任自然而無所容心於其間、富貴壽夭順逆皆可置

之度外的觀點，實與「命定論」無異矣。
405

儒家尚且有在價值與事實兩個層面之

間留出空間，以之作為「德行」（力）與「福報」（命）的搭載。道家則在「德」

與「福」、「力」與「命」之間劃出一條不能相容、不可溝通的鴻溝。「德」「福」

不但做不到類如物理學上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相適配的精準配比，甚至彼此之間發

生關聯的可能性也完全不存在。例如《列子》書〈力命〉篇，就托借「力」與「命」

之間的對話，提出人力不可能戰勝命運、以力制命以德求福盡歸枉然的觀點，其

曰：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

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

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

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

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

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

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

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

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406
 

                                                             
405

 蔣維喬編：《楊墨哲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 年），頁 30。 
406

 [晉]張湛註：《列子》（上海書店，1992 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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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儒家認為德福一致是人主觀意識的理性抉擇，道家認為德福關係迥然二分

不能相容。無論儒道兩家哪一家的見解，都傾向主觀目的和客觀果效相分離。儒

道兩家不同之處僅在程度，即對儒家而言德福一致是仁人志士努力逼近的圓滿境

界，價值意義通過自心給予賦予；對道家而言行善積德和獲得福報二者間不存在

必然聯繫，連追加意義的價值也沒有。持平而論，儒道兩家的禍福觀有其積極意

義，二分德行與福報，能引導人們客觀看待現實境遇，不至過分陷入「重福報而

輕慧命」「為求解脫而累積功德」的功利主義心態。
407

 然流弊亦甚顯明。譬如

儒家重義輕利，君子固然能夠做到，但同樣的標準對小人而言就難行，儒者或能

獨任，奈天下何？且重視行為動機而輕視行為果效，失去了外在客觀標準的衡

量，若將一己對「善」或「德」的定義無限外推至普世範圍，就容易陷入自我稱

義、自我加冕、自我表揚的驕傲境地；道家则完全否認德福之間存在關係，福報

禍祟與人力無關，純歸乎天命等概率事件。消弭禍福的界限，也就取消了惡與善

的區別。既然行善得不到好處，那麼作惡也不用付出代價。如此將使義人喪膽而

無為，惡者愈發地肆無忌憚。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408

人類心理的潛意識中

普遍存在這樣的慣性思維和路徑依賴。儒道二家作為人文色彩偏重的思想學派，

                                                             
407

 佛教信仰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有基於「三世因果」理論的說法，即謂此乃今世之人的前世業

力作用（如前世行善過少，或作惡過多），遠超過今世行善積德而賺取得的福澤的緣故，故福報

可能滯後，不能即身即時反映，須累積至後世再行報償。人間佛教常有此說法。筆者此處非特指

人間佛教，乃是指類似人間佛教求取福報的實際踐履活動。上個世紀 60 年代以來，台灣人間佛

教上承民國高僧太虛大師「人生佛教」的實踐進路，在兩岸四地發展迅速，其志功的顯著表現就

在關切社會服務。在人生佛教和人間佛教的言說中，此為踐行更加難行的大乘菩薩道。然此進路

也受到一些學者的批評，基督教學者潘儒達指出，這種行善動機仍是以功利為出發點，即便行出

好的果效，仍未超脫「我執」的影響。見潘儒達：《十架與蓮花——一個基督徒與佛教信仰的對

話》（臺北：基督使者協會，2016 年），頁 138。 
408

 《易傳‧文言傳‧坤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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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對禍福起源和德福相背的解答，最終是落實到個人修身以俟命和齊物我、逍

遙遊、任自然這等人文主義路徑上面，本質是憑藉自力、走向內心深處的「自我

消解」和「自我詮釋」。墨家則與此不同，它是一個對信仰委身程度極深、宗教

根性極厚的「神文」學派，且推重「志功相從」、「義利合一」的實效主義。墨

家上說下教，談辯從事，講說十論，均務求人能接受其主張。其鼓勵人行義的原

動力在二端：其一是「從天之所欲，不從天之所惡」，
409

興利除害是上天的律令，

天鬼賞善罰惡，鬼神之明必知之；其二是「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

而利之」，
410

兼愛交利是即身即時的反映，當下就對人有所裨益。不可否認，當

個人的經歷不是行善而得福報時，行善的動力就可能流失，墨家尊天事鬼非命的

學說及其高舉的天鬼信仰也可能因之產生動搖。因是之故，墨家對人間禍福的解

答，就落實在鬼神有所明而宿命絕無有的信仰層面，換言之即通過外在「他力」

以保證德福一致，任何德福相背的情況都要在這一思路下得到解決。 

 

三、墨家的解答：人不能替代上天鬼神來決定何者致福何者遭災 

 

墨家特重實效主義，所謂「義，利也」
411

，在「義利之辨」上與儒家「正其

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412

的態度正相對立。相比儒家只考慮動機不考慮

果效，墨家是主張若凡言凡動若不能取得好的效益，那麼行事本身的正當性就值

得懷疑。放在禍福觀的視角下考量，則儒家只問義不義，不問祥不祥；墨家則以

祥不祥來考察義不義是否成立。〈公孟〉記載了儒者公孟與墨子之間的對話，其

                                                             
409

 《墨子‧天志上》。 
410

 《墨子‧兼愛下》。 
411

 《墨子‧天志上》。 
412

 語出《漢書‧董仲舒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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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聖王皆

以鬼神為神明，而為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

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輻，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

書子亦有之曰：『其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賞。」

413 

 

此处墨子批評了公孟執「無不祥」的觀點。墨子指出，不相信鬼神有明會遭到鬼

神的懲罰（質辯論式見表二）。由上段引文觀之，似乎可見墨子認同行為和結果

之間存在類似因果律的必然聯繫，對「德福一致」的觀念持一種機械的理解方式。

其實不然，墨子指出乃須因應具體處境、條件和程度來具体看待二者關係。《墨

子》書〈公孟〉篇記載了墨子與門徒之間發生的一場對話，其曰： 

 

有遊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為明知，能為禍人哉

福，為善者福之，為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

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

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

之得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

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其善，而子無一乎？」對

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亓多，將

                                                             
413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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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414 

 

這是門徒針對「鬼神有明」的說法而向墨子提出的嚴厲質疑。他認為自己謹守老

師之道，理應得到上天的祝福，結果卻沒有收穫任何好處。若以果推因，只會得

出兩個結論：要麼墨子關於鬼神的教導是根本錯誤的；要麼鬼神不明智，自然也

就不能夠賞善罰惡了。這個從學派團體內部產生的對「鬼神有明」教義的責難極

具代表性，反映了大部分人的普遍心理。當行善收穫的報酬不能支抵行善付出的

成本，甚至有時還會使得切身利益有所虧蝕的時候，不惟彼時墨者，百世之下的

人類，尤其是具有強意識形態皈依、對信仰高度委身的宗教信徒或學派門徒，都

不可避免地會對負責保障此世公平正義的天鬼、神佛、上帝等外在超越信仰的信

實性產生巨大動搖。最終要麼服從命運安排，隨波逐流；要麼灰心喪志，放棄信

仰和學說。 

 

墨子的回應相當鮮明的彰顯了墨家天鬼信仰中「重罰輕賞」的特質，即除害

是為了兼愛，罰惡等同於賞善。墨子指出門徒尚且不能做到推賢責己，如此作為

上天不加以懲罰已算寬厚，還額外求什麼福報呢？門徒責難墨子的是「上天不賜

福」，墨子回應的重點則在「上天不降禍」。
415

不是隨便做什麼事情都能得到上

天祝福，相反人人都有獲罪的可能性（如墨子批評門徒隱匿良道即為罪）。
416

墨

子懸置了一個天志的高標準，以限制人自我稱義、托天言志、貪天之功為己有。

顏炳罡先生指出，「墨子對德福一致的一個規定：並不是什麼程度的德行都能邀

                                                             
414

 同上，頁 241。 
415縱觀《墨子》書，其言說上天鬼神罰惡的篇幅，確也大大多於賞善的篇幅，談及賜福多徵引先

王之書（第二表），未如談及降禍之條目明細（三表皆有）。似見《墨子》一書對禍害的關注超

過對福報的關注。 
416

 參顧如：《立墨——〈墨子〉經義釋詁》（悉尼：國際華文出版社，2017 年），頁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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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福，只有做到完全合天之義，德福一致才是可能的」，筆者以為此論甚確。

417
以此觀之，門徒言行未能合義，雖行善而不得福也屬正當。行善積德須至何種

程度，行善積德的努力方向為何，這些都不是人有資格來定義的，須由天志下貫。

以人的欲求來界定天鬼的行為，有托天言志之嫌，這一點在《墨子》書〈貴義〉

篇的「黑龍之喻」中已有說明。
418

換言之，若人自己能規定何種善行義舉符合上

天的要求，豈非僭越了天的主權——人比天的位分還高，人成了天的主宰，而非

天是人的主宰。（質辯論式見表四） 

 

上面一段對話主要是墨子解答門徒關於鬼神是否有明的問題。〈公孟〉篇又

記載了墨子與另一位弟子跌鼻的對話，談論的主題則直接指向墨子之言是否可

靠。〈公孟〉篇曰： 

 

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

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

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

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
419 

 

                                                             
417

 顏炳罡：《孔墨哲學之比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186。 
418

 「黑龍之喻」載在《墨子‧貴義》：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

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

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

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

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貴義〉篇

所載墨子與日者的這段對話，表明了墨家並不認為人間事事均須一一對應鬼神行為的觀點。日者

在此處以天帝在北方殺黑龍勸解墨子不可北往，只是偶然言中罷了，並不見得不能北往的原因必

然和天帝所為有關。墨子所言隱微之處在於，反對日者的「托天言志」，以己意猜度鬼神之意，

限制鬼神權能。 
419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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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鼻此處的發問充滿挑戰：門徒固然可能因為不完全合義而未能得福，那麼墨子

作為門徒的老師，理應是既信仰鬼神有明又符合天志要求的聖人了，何以犯病而

遭災呢？跌鼻對墨子的發問背後隱藏兩層意思：其一，墨子自己的行事為人也沒

有完全達到上天要求的標準；其二，墨子自己也不相信鬼神有明這套說法，只不

過偽托天鬼來申說主張。跌鼻之所言，不僅質疑墨家學說的可靠性，更兼指控墨

子人品作偽。墨子回應到，人會得病有諸般原因，鬼神只居其一。縱然言行完全

合於天鬼之意，也不能避免寒暑勞苦等其他因素所導致的疾病災禍。今人觀墨子

之言，或以之為取巧的詭辯。其實不然。當結合墨家「非命」論作對觀。墨家強

力非命，就是要張揚禍福自作，不由命定，徹底隔絕宿命論對人間活動的擺佈。

若人得病必然是由於「惡」，那等於人的命運就被所謂的規律所宰制，更何況這

個病因是人自我預設的而不是由天鬼設定的。「天志」「明鬼」諸論是為置立天

下之法度，讓人以之為法；而不是指上天鬼神直接干涉人間活動，頒布可供人向

上邀寵的條例。人犯病就當求醫治療，如此方合墨家「非命」的主張。（質辯論

式見表三） 

 

從兩位門徒對墨子之言和天鬼信仰的質疑可以看出，他們都是從機械的因果

報應的角度來看待人間禍福的發生，其行為動機具有功利主義心態，為墨子所不

取。後世中國民間宗教或漢化佛教當中，亦不乏同類思想，類如「慈悲不是無所

謂的慈悲，慈悲背後是以慈悲心為解脫之道」，
420

此誠非美善而是取巧，只不過

是相比其他以顯見的惡行來達到目標而稍微更具倫理性一點而已。倘若善行得到

即時即身的報償，反容易滋长「我慢貢高」的心態，此足見以功利為動機的行善

                                                             
420

 潘儒達：《十架與蓮花——一個基督徒與佛教信仰的對話》（臺北：基督使者協會，2016 年），

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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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之脆弱以及不純質。 

 

當然，門徒之失不代表墨子之失。墨子本人在和兩位門徒以及儒者公孟的對

話中，已經詳細闡明了自己對鬼神有明和德福關係的觀點———德福相背不害鬼

神有明。今人或以墨子既言「義不義」與「祥不祥」相關聯、又言禍福並非全由

鬼神決定而為邏輯不自洽，此均是不解墨家宗教觀念所致。儒者但言義為修身之

手段，不帶信仰性質；墨子則以「祥不祥」導人向善，純乎宗教言說，獲得「不

祥」即證明「不義」。〈天志下〉篇有曰：「天之志，義之經也」，義之道論經

緯全在天志，「墨學十論」即為上天信仰的十大內容，「鬼神有明」也在其內。

經由前文筆者對〈法儀〉篇的釋讀可見，上天鬼神通過賞善罰惡為人立定可以之

為法的法度，這個舉動應該理解為上天鬼神通過賜福和降災對人作出方向指引，

而非指人能根據上天鬼神明定的條例以自己的行動來向上邀寵。鬼神賞罰更多是

單方面行為，並不完全與人間進行溝通。人只能以鬼神賞罰為渠道來感悟天志進

而知天之義，並不能因此而代替鬼神的思維，自我設定做什麼能夠得福，做什麼

將致遭災。
421

同時墨子更重視鬼神對人的自上而下的警戒作用，「他是把賞善解

释為不施惡，賞善在此是消极意義」。
422

 

 

 

 

 

 

                                                             
421

 顧如：《立墨——〈墨子〉經義釋詁》（悉尼：國際華文出版社，2017 年），頁 473。 
422

 顏炳罡：《孔墨哲學之比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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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鬼神有明，能為祥為不祥 

論據 人物 行為 後果 

舉證一 古聖王 以鬼神為神明，而

為禍福，執有祥不

祥 

政治而國安 

舉證二 桀紂 以 鬼 神 為 不 神

明，不能為禍輻，

執無祥不祥 

政亂而國危 

結論 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賞 

（表二） 

 

 

 

 

 

墨子與儒者公孟的質辯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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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聖人有疾不害鬼神有明 

論據 現象 原因 結果 

舉證一 人得病 人 之 所 得 於 病 者

多方 

得之寒暑 

舉證二 人得病 人 之 所 得 於 病 者

多方 

得之勞苦 

分析 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 

結論 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 

（表三） 

 

 

 

 

墨子與跌鼻的質辯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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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為善不得賞，不害鬼神有明 

論據 對象 表現 結果 

舉證一 面 對 才 能 十 倍 於

於己的人 

不 能 做 到 十 倍 譽

人而不譽己 

隱匿良道 

舉證二 面 對 才 能 百 倍 於

於己的人 

不 能 做 到 終 身 譽

人而不譽己 

隱匿良道 

結論 
隱匿良道即為厚罪，雖然行善，漏過此罪，亦無福可求 

（表四） 

 

 

 

 

墨子與門徒的質辯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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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酬報神學：強力非命不礙鬼神有明 

 

觀諸《墨子》全書各篇，「鬼神有明」的觀念在墨家理論體系中可謂一以貫

之。上天鬼神之存有及其賞善罰惡的大能，不但確實可信，而且能據三表法證明

之。自墨子彼時及至當代，歷代詰墨者之所以認為墨家「鬼神有明」的天鬼觀屬

於墨學中最封建、最迷信、最應該被捨去的部分，究其原因，蓋以「強力非命」

的無神論主張和「尊天事鬼」的宗教信仰不能相容、墨子之言自相矛盾的緣故。

這種理解存在一個誤區，即割裂墨學的整全肢體，片面地以「有神」「無神」的

個人前見二分墨家之「宗教三論」。不惟詰墨者如此，某些崇墨者也傾向以二分

思維對墨學做「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取捨——「強力非命」代表墨家人文主

義精神的積極面向，應該極力高揚；「尊天事鬼」則代表神權崇拜的落後因素，

應該大力批判。梁啟超先生在《墨子學說》中對這個問題有所裁議，筆者以為公

論。其言： 

 

世俗論者，常以天命二字相連並用，一若命為天所制定者，則或疑墨子

既言天志而又非命，豈不矛盾矣乎？是於墨子天之性質有所未了也。墨子固

言，天也者隨人之順其欲惡與否而禍福之，是天有無限之權也。命定而不移，

則是天之權殺也。故不由非命之論，則天志之論，終不得成立也。嗚呼！命

之一語，其腐我中國之人心者，數千年於茲矣。安得起墨子於九原化一一身，

一一身中出一一舌，而為廓清辭闢之？
423 

 

                                                             
423

 梁啟超：《墨子學說》（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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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否定宿命」和「鬼神有明」相衝突者，大抵是言篤信天鬼會抹殺自由意志，

二者絕不能並存，故墨家要麼是一個尊重人有主觀能動性、能不假外物自作決斷

的先進人文學派，要麼是一個俯伏於上帝鬼神淫威、全然讓渡自由意志的反動宗

教社團。梁啟超先生指出，墨家反對定命說，說明墨家肯定人有自由意志： 

 

定命說若成立，人類便沒有自由意志，那麼連道德標準都沒有了。人類

便沒有了自動力，那麼連什麼創造都沒有了。那麼人類社會便是死的，不是

活的；便是退化的，不是進化的。所以墨子非命，是把死社會救活轉來的學

說。424 

 

由上可見，梁啟超先生主張墨家並不否定自由意志，且強力非命不礙尊天事鬼。

不過梁先生所言還是從墨家「非命論」的角度出發而展開，尚未回答尊天事鬼、

鬼神有明是否有害於人的自由意志。故其為墨家所作的辯護不算圓滿。筆者不揣

淺陋，在此拓展任公是論以為申說。 

 

將自由意志的概念置入墨家的語境中進行具體分析，教父圣奧古斯丁

（SaintAugustine of Hippo）的論述可資引為參照。自由意志與決定論的關係，是

西方神學界一直以來討論的焦點問題，奧古斯丁在與摩尼教徒辯論「善惡本源」

時指出，上帝從來是至善的，而不像摩尼教教義所言的「善惡二元」。所謂「善」

是本源性的，所謂「惡」則是派生性的，「惡」乃源於「善的虧缺」（Privation of 

Godness）。
425

上帝以善意賦予人有自由意志，人善用之得到善的結果，人濫用之

                                                             
424

 同上，頁 54。 
425

 奧古斯丁與摩尼教徒的辯論，帶出了有關上帝「神義論」以及人自由意志的問題。按照奧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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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惡的結果。人作惡犯罪，是人濫用自由意志的結果。由於「惡」不是上帝本

源，故人作惡犯罪就沒有可以推諉的藉口；上帝據人自為的行為給予審判，正彰

顯了祂賞善罰惡的公義性。
426

人作為一個有自由裁量權、有道德責任的受造物

（Free and Responsible Agent）是有理性的，他所有的行動必出於自願，而非出於

勉強。 

 

根據俞吾金先生的劃分，貫穿西方哲學史、宗教史、科學史的「自由意志與

決定論之關係」的討論，有三種代表性觀點：一是決定論，即從因果性、必然性

角度去解釋宇宙中發生的所有現象；二是非決定論或自由意志論，即從偶然性或

自由意志的角度出發去解釋宇宙中所發生的所有想象；三是相容論，即肯定自由

不是別的，恰是對必然性的認識。
427

據此考察諸家論說，「執有命」論者、墨子

二門徒以及類如楊朱的道家者流，均持類似第一種觀點，即以人屬世的任何作

為，上天鬼神都應有所報應的機械因果律。所不同在於，「執有命」論者、楊朱

等道家者流關注點在「命」，是以宿命論限定人自由意志的展開；墨子二門徒關

注點在「人」，以人的自為行為必須一一對應上天鬼神之欲惡；〈鬼神之明〉篇

的作者、董子、孔子、荀子所論，更接近第二種觀點，即一方面相信人力所及有

可以做到的事情，在一定限度內能夠測度上天鬼神宿命，是故「修身以俟命」，

                                                                                                                                                                               
斯丁的說法，上帝容讓人間有罪惡存在，是因為有惡才能顯示出善。惡是善得以彰顯的必要背景。

這個理路頗像中國道家的言說，如福禍相依。例如沒有貧窮做參照系，則顯示不出富裕的可貴；

如果沒有發生疾病，人就意識不到健康的重要；沒有惡人，也就看不出誰是善人。這些思想見諸

其著作《上帝之城》第九、十七、十八、二十一、二十二卷，以及《懺悔錄》第七卷。參奧古斯

丁著，王曉朝譯，《上帝之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奧古斯丁著，周士良譯，《懺

悔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年）。 
426

 賴輝亮：〈於自由意志的爭論——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8

年第 1 期，頁 63。 
427

 俞吾金：〈決定論與自由意志關係新探〉，《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2 期，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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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鬼神有明」。另一方面又承認天道運行有其不可測度的一面，單憑人力不

可能掌握己身之外的一切規律法則，是故「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是故「鬼神

有所明，或有所不明」；墨子持論兼有二三，將個人禍福與疾病歸為偶然，拒斥

人事與宿命的因果相聯，乃踐行人的自由意志，強調上天鬼神所定立的標準高於

人自我設定的標準，凡言凡動並非事事可以之邀寵得福，此類如奧古斯丁所言「惡

為善的虧缺」，是為謙卑自限勉人進取。又以個人禍福不害鬼神之明，鬼神賞罰

自有其理，類如奧古斯丁篤信上帝本質為善不為惡，此誠認識到人行事言談之所

有自由當依天志為法儀、以鬼神為標尺的道理。遵天鬼之意必得賞賜，反天鬼之

意必得懲罰，此意又同奧古斯丁所言的人有責任為自己的行為付上代價。（見圖

三） 

 

（圖三） 

 

借康德的視角以為觀照。軸心文明時代的西方哲人多肯定現世福報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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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幸福即為至善」、斯多亞派（Stoic School）的快樂哲

學和德莫克利特（Democritus）的快樂主義亦肯定幸福的價值。他們有的認為「道

德等同於幸福」（如斯氏、德氏），有的則明確把二者區分開來（如亞氏）。
428

及至康德哲學從倫理學的角度對「幸福如何可能」的問題進行研討，德性、幸福

與上帝這三者之間的結構關係才得到更明顯的揭示。康德式德福觀不是依人趨利

避害的心理來展開論述，相反其特別重視人的存心或曰動機——只有無條件遵循

道德律令而不為利己的踐德行為，才能配享相應福報，「於是越不為了現實的幸

福去行，越值得有福。踐德之時必須只因為人人當如此行而行，即只能為普遍的

形式的法則所決定」。
429

康德認為，若有德者沒有福報，世界的存在就沒有合理

之處。但是「德」屬應然界，「福」屬實然界，分屬不同領域，遵循不同法則。

430
要使二者之異質性在倫理理論中得到統一，當有一個無限存有的外在他者即上

帝來對「德福一致」給予保證，「為了達成有德者必有福的實踐理性的必然要求，

必須肯定上帝的存在」。
431

（關係見圖四） 

                                                             
428

 張傳有：〈對康德德福一致致至善論的反思〉，《道德與文明》，2012 年第 3 期，頁 75。 
429

 同上，頁 41。 
430

 伊懷斌：〈論康德的德福一致結構〉，《道德與文明》，2010 年第 4 期，頁 51-52。 
431

 楊祖漢：〈比較康德德德福一致與孔子的天命觀〉，《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 31 卷第 6 期（2014 年 6 月），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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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康德既肯定人有自由意志（人有能力踐德）又肯定上帝存有的確實（上帝保

障德福一致），以之比較墨子與奧古斯丁之言，似可見一條解決現世德福相背難

題的思想路徑：由倫理學維度轉向神學致思，引入外在他者的力量來保障德福一

致的可能性並規範其限度。有限的屬世之人解決不了的問題，交託給無限的上帝

鬼神去解決。康德的思路是一個「反推」的過程，由倫理需要上溯至上帝存有，

然而這仍沒有完滿解決神義論的問題。何以見得呢？若行善不得福，作惡不遭

災，或可歸咎為「鬼神有所明，或有所不明」；那麼義人受難惡人亨通的現實境

況，則不止讓人質疑上天鬼神的明智，甚至質疑上天鬼神的公義了。引入上帝鬼



 １７５ 

神等外在力量來保障自由意志與德福一致的前提，是這個「無限存有」具有至善

的品性。若其本身不具備這個品性，相反甚至會試探人、捉弄人、咒詛人，則人

為自己行為承擔後果的必要性就完全不存在——上天鬼神在這裡，就不單是其明

智不明智的問題，而是其邪惡不邪惡的問題了。由此可見僅作為形上學假設而存

在的理性主義神義論的局限。
432

 

 

對於上述問題，筆者以為當留意墨子在與二門徒的對話當中所暗示的謙卑自

抑的「無知論」認識：由於有限者和無限者之間存在認知上的差距，所以上天鬼

神定立的賞善罰惡標準，完全可能高於、甚至不同於人自我設定的得福得禍標

準。
433

惟有置於更超越的視域（如鬼神的視角、上帝的寶座）才能對人間禍福有

更清楚的解釋。《聖經‧舊約‧約伯記》中記載一則故事，其道理與墨子之言同：

義人約伯敬虔侍奉上帝，上帝卻差魔鬼使其無辜受難。約伯的友人堅持認為約伯

受難必是罪有應得，約伯則要求上帝對質，以解釋自己受難的原因。故事的結尾，

上帝在旋風中降臨，並未直接回應約伯的質問，而是向他展示創世之功。而後約

伯拜服，得蒙上帝祝福。「約伯事件」背後隱藏深刻的神義論辯難——上帝的思

想與人的思想不同。人依據經驗主義原則所設想的「道德的上帝」是人自以為的

應然的上帝，逆反人的經驗、看起來自行其是的「荒謬的上帝」可能才是實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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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松祺：〈苦難與神義論〉，《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8 卷第 5 期，2001 年 9

月，頁 97。 
433

 顧如先生指出，墨家的「無知論」傳統體現在「非命」說與「絕地天通」相勾連上。何言「無

知」呢？首先，因為墨家以為鬼神之罰不是必然的，什麼時候該罰什麼時候不該罰，由於神人之

間相互隔絕，人類根本不可能知道，這也是人類不應該知道的事情。亦即，人不可能與上天鬼神

溝通，人不可能測知上天鬼神的想法；其次，墨家不認為人可以主動求福，〈明鬼〉篇中所載的

祭祀內容也不是用以求福的內容。見顧如：《立墨——〈墨子〉經義釋詁》下（悉尼：國際華文

出版社，2017 年），頁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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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後者所展示的德福觀畫面，往往是有限之人難以領會的。
434

上帝的宣稱取

消了約伯及其友人秉持的因果報應式的倫理目的論，由之更新了整個信仰認知圖

景——神的道路高於人的道路，上帝的隱秘不在人框限的範圍之內（見表五、表

六）。由是觀之，希伯來傳統與墨子之言，反而能宗教信仰的無知論角度消解理

性主義神義論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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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靈戰：〈道德的上帝與荒謬的上帝——〈約伯記〉文旨分析〉，《廣西社會科學》，2005 年

第 2 期，總第 116 期，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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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前提 因為上帝是公義的，所以上帝賞罰公正。 

因為上帝賞罰公正，所以義人不該受難。 

隱含事實 約伯是義人，沒有犯罪，按理應當得蒙祝福。 

實際現象 約伯受難 

友人結論 約伯不義，罪有應得 

約伯結論 義人受難，上帝不公 

（表五） 

 

 

 

 

上帝 

作為 意旨 結論 

展示其創世之功 指示上帝的隱秘行事非人

所能測度 

 

神的道路高於人的

道路 不回應約伯質問 否定人自我所設定的因果

報償鏈條 

（表六） 

 

 

人的神義論思維 
 

上帝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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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章嘗試以宗教之維介入墨家的「倫理辯難」，通過分析，筆者認為墨家之

思想可謂深具宗教向度。反映在墨子及其門徒以及墨家所推崇的生活方式上，則

體現為一種對宗教信仰的深度委身。墨家以復古為革新、尚儉節用的生活態度，

可稱為新教式的禮樂革命；墨家「愛觀」內蘊的普遍主義精神，具有「超血親倫

理」的性質，很接近當代「全球倫理黃金律」的表述；墨家既充分尊重人的自由

意志、又強調以天志之要求為行動依歸的「德福觀」，則將天鬼信仰與人的主觀

能動性有機地結合起來，「尊天事鬼」與「強力非命」於此得到邏輯上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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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宗教形態蠡測 

 

「宗教」或具備準宗教性質之團體，必不可能只有宗教思想和宗教倫理，而

無相應的宗教形態。近代以來，學人考察墨家之宗教向度，多從思想學說的角度

來進行論說，缺乏對墨家宗教形態的相關研討。究其原因，蓋有涉墨家之文獻，

除《墨子》書五十三篇、部分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之外，其餘材料均不足徵，以

及墨家在秦漢代以後沒有承傳、建制組織已經斷絕之緣故。有鑒於是，筆者在本

章中討論「墨家之謂教」，將在已有相關文獻材料的基礎之上，結合跨學科的知

識進行推測，期以接近墨家宗教形態的真實面目，拓展文明對話領域中的墨學之

維。冀能在研究上做到「歷史材料」、「墨學經義」與「合理推測」此三方的平

衡。 

 

第一節 何為「墨教」：「人文」「神文」之辨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多「德賽二先生」之宗徒。
435

他們認為普世諸宗教大多

陷於落後腐朽愚昧專制的泥潭，與「科學與民主」的時代精神不符。流風所及，

凡為宗教者皆「反動派」，不分東西，俱應批判。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餘緒明確

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號，除了繼承新文化運動「全盤性反傳統」的文化激進

                                                             
435

 新文化運動中之進步學人，多高舉「德先生」「賽先生」之旗幟，以之批判禮教、反對宗教、

抨擊舊文化。陳獨秀曾曰：「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

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

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

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

學。大家平心細想，本志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

不用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

見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第 6 卷第 1 號（1919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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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外，還兼反對被目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先鋒」的洋教代表——基督教。

436
按照進步主義者的觀點，科學之昌明有賴對宗教之「去魅」，把個人從宗教的

宰制中解放出來，彰顯自主精神與人文理性，乃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進程，一如

西方啟蒙運動之主張推倒神權政治，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宣揚破除封建迷信。這一

將「宗教」與人文理性科學置於「二元對立」之處境的思想觀念，催生了二十世

紀上半葉中國社會一波波反宗教的思想浪潮。 

 

有趣之處在於，在這樣一種「是今非古」「揚西抑中」的時代氛圍下，蒙塵

千年一朝而斬的墨家絕學反得以乘時復興，蓋與其作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非儒」

學派而具有的獨樹一幟的異端特質，及其學說中所包含的可資援引用來比附西方

文明中之自由、民主、人權、科學、博愛等普世價值的思想資源有關。然此亦對

時人評價墨學價值造成疑難，即墨學中「尊天事鬼」的宗教思想、墨子本人「卡

里斯瑪式」的權威人格、墨家建制組織肖似宗教團體的行事做派，難為彼時高揚

科學理性、反對宗教迷信的「政治正確」所框架。例如胡適先生認為墨子雖為墨

教的創教教主，但墨子學說的價值並不在宗教，而在於哲學方法論，所謂宗教只

是為了實際上的應用；
437

梁啟超先生一方面承認墨家的宗教教義對先秦社會起到

了革新的作用，一方面又認為「天志」有缺漏而「明鬼」無價值；
438

馮友蘭先生

則提出，墨子對形上學根本沒有興趣，之所以設置宗教以為制裁，乃為補充兼愛

主義之不足，「其意亦只欲設此制裁，使人交相愛而已」。
439

在此一「政治正確」

                                                             
436

 1920 年至 1927 年期間，由反宗教人士組成「非宗教同盟」，呼籲國民擺脫宗教迷信，積極改

革社會。受其影響，反基督教學生和知識分子組成「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發起「非基督教運動」，

此皆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餘緒。此一階段之文化風向為反對一切宗教。參楊天宏編著：《基

督教與中國知識分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05。 
437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12 年），頁 112、114-115。 
438

 梁啟超：《墨子學說》（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頁 45、50-51。 
439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重慶：重慶出版社，2012 年），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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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若欲肯認墨家的宗教價值，則學人一般傾向以「神道設教」而言之，其題

中之意，即以墨子及其學派只不過虛設一宗教來申說自家主見，並不虔信宗教，

而是利用宗教。 

 

胡、梁、馮之論，並非只是「一家之言」。以「神道設教」來描述墨子墨家

對待宗教的態度，實為近代墨學復興思潮的主流。
440

及至當代，仍有不少學人秉

承類似觀點。然則這種詮釋墨學的進路，未必見得在解經上做到圓滿自洽。欲以

實用主義的「神道設教」來調和所謂墨學中存在的「科學理性」和「宗教迷信」

的矛盾，往往容易造成對墨學整全性的人為割裂，從而忽視墨家學說的豐富意涵

以及墨學諸論之間的內在張力。因為此一「曲筆回護」，其背後的思想預設，仍

是判定宗教為不可取的「糟粕」，乃須進行修正甚至給予拒斥的。試想以一「未

曾虔信」之態度對待上天鬼神等超越性事物，則其所謂宗教情感當為可疑，宗教

認信必然淡漠、宗教委身必然游移，「信」與「不信」之間，已然不存在太大區

別了。循此邏輯繼續推演下去，則墨家的宗教信仰強度近乎等於無有，既而得出

墨子並非宗教家、墨家並非宗教團體、「宗教三論」只是墨家其他主義之枝葉而

非核心的結論，也是自然之事了。例如徐復觀先生就認為，墨子及其門徒從未以

神自居或以神在人間的代言自詡。其言論行動完全立足於具體的經驗事實之上，

缺乏尋常宗教的神秘主義色彩。且理論主張也不是來源於任何「天啟」或神的言

語，而是來自《詩》《書》之教、先王之道。
441

他提出，墨子著眼於現實關懷的

                                                             
440

 即便是不為此「政治正確」所框架之論墨者，亦多以墨家為神道設教、利用宗教。例如章太

炎曾言：「墨子之學，主於兼愛、尚同，欲萬民生活皆善，故以節用為第一法。節用則家給人足，

然後可成其兼愛之事實，以節用故反對厚葬，排斥音樂。然人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莊子曰：

以裘褐為衣，以屐蹻為服，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墨子亦知其然，故用宗教迷信之言誘人，

使人樂從，凡人能迷信，即處苦而甘。苦行頭陀，不憚赤腳露頂，正以其心中有佛耳」。見章太

炎：《國學講演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219。 
441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三聯書店，2001 年），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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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主義，與宗教家著眼於終極關懷的超越主義不能相容，「凡宗教總帶有某種

超越現實的意味。並常想把現實中的問題，拿到超現實中去解決。但墨子則徹底

是現實的。忽視人類精神的要求。一切問題，都要在現實生活利益中去求解決」，

是故墨子不屬一般意義上的宗教家。
442

 

 

當然，並非所有論墨者皆贊同墨家對待宗教之態度是實用主義的「神道設

教」。例如在民國墨學復興思潮中，就有致力於「耶墨對話」的中國基督徒，以

宗教徒的立場正面肯定墨家的宗教價值，主張墨子確為一篤信宗教的真信仰者，

墨家確為一相仿於基督教的宗教組織，墨學中所包含的諸多宗教性言說確實具備

宗教律法、宗教教義的性質。他們傾向認為，正因墨家具有中國傳統文化中其他

思想學派所欠缺的宗教元素，才可堪與基督教等普世諸宗教文明相提並論，此實

質上即反對了墨家立教乃「虛設」「利用」的觀念。
443

除此之外，尚有教會外學

者如郭沫若先生亦持墨子為宗教家、墨家為宗教的看法，反對墨家為「神道設

教」。他曾言：「推崇墨子的人也很知道墨子思想的這一個大弱點，便盡力地替

他掩飾，以為他是在神道設教。然而神道設教乃是儒家的辦法，在這是不好張冠

李戴的，墨子也不願領這一番盛情」。
444

與從事「耶墨對話」工作的中國基督徒

不同，郭沫若先生對「墨家為宗教」這一點，是持批判、否定的態度。他認為，

墨子不厭其煩地駁斥「執無鬼者」以證明鬼神存在，足見他對宗教的誠意，然正

因為此，顯示出墨子在思想認識上的非理性。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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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282。 
443

 此一部分內容在本文第五章中進行集中申說，此不贅述。 
444

 郭沫若：《青銅時代》（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 年），頁 159。 
445

 郭沫若：《十批判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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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先生提出三重論據，來證明以「神道設教」為墨家辯護之不能成立。

其一，《墨經》中記載的邏輯學物理學等內容，不過是一些古已有之的、粗糙淺

顯的日常生活常識，「科學知識自科學知識，宗教思想自宗教思想」，二者不可

混同。故以「科學的宗教」而言墨家，不能成立；
446

其二，〈明鬼〉篇中記載墨

子以鬼神誠若無有猶可祭祀以合歡聚眾之言語，不代表墨家主張沒有鬼神，而是

「加強了尊天明鬼有兩倍好」。
447

故不能說它是墨子和論敵辯論時所採用的推援

術；其三，墨子並非為底層利益代言，其學說主張面對的對象始終是王公大人。

448
宗教信仰適足以作為貴族階級壓迫勞動人民的維穩機器，故虛設宗教並無必

要，「所以宗教，結果是事奉統治者的東西，要說墨子是存心利用，我看那倒是

有點冤枉墨子了」。
449

 

 

墨家的現實主義關懷、科學理性精神，與其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天鬼信仰之

間能否彼此相容，為上述學人觀點分歧之所在，核心旨在探討墨家的宗教信仰強

度。近人論墨，多持「科學理性——宗教迷信」的二分觀點來看待「墨家之謂教」

的問題——前者進步，符合歷史發展潮流。後者落後，應為時代進程所淘汰。欲

肯定前者就要否定後者，欲承認後者就意味著廢棄前者。無論是主張墨子為宗教

家、墨家為宗教的學人，還是取相反意見者，都不能不為此「二元對立」之思想

路徑所籠罩。然學人是從自身對宗教之好惡為出發點來作出評判，其論多帶有個

人情感和主觀預設的因素。此一基於先入為主之前見所描繪的「墨家之謂教」的

信仰認知圖景，與歷史上真實的墨子墨家墨學之間有多大距離，則未可知了。即

                                                             
446

 郭沫若：《青銅時代》，頁 159。 
447

 郭沫若：《十批判書》，頁 111。 
448

 同上，頁 108、124。 
449

 同上，頁 111。 



 １８４ 

謂是對墨子墨家懷抱同情理解之態度者，如胡適、梁啟超等人，亦不得不「二分」

整個墨家言說傳統，以前期墨家（墨子時代）主張尊天事鬼的宗教迷信、至後期

墨家（《墨經》時代）則已轉向科學理性思辨，以此調和所謂的存在於墨學中的

「科學」與「宗教」二者之間的矛盾。已故墨學家詹劍峰先生有一判語，指出了

這種以外在標準衡量墨學價值的危險性：
450

 

 

不幸這種胡說竟流行於學術界而成為定論，因而尊墨子者把他捧上天，

和釋伽牟尼、耶穌基督並列為大聖了，而貶墨子者則把他打入地獄，說墨子

是個宗教家，自然就是一個反動派，即是宗教家又是反動派，自然就不科學

不民主了。但是，墨子並不是宗教家，尊之者是錯誤的，貶之者也是無的放

矢。 

 

詹先生此言，乃是就民國墨學復興中，主張以墨家為宗教、墨子為宗教家的胡適

等人的觀點而發。
451

然於今觀之，詹先生所論針對的對象，似有錯置之嫌。胡適

等人，乃以應用主義「神道設教」之思路來解釋墨家對於宗教的態度，如前文所

述，其所描繪的墨家的信仰認知圖景，名曰「虔信」實為「利用」。是故，胡適

等人之論與詹先生之論，本質上並無差異。胡適先生乃是劃出「為宗教的墨家」

和「為科學的墨家」這兩端，並以後者成就高於前者；詹先生則是完全否定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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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劍峰：《墨子及墨家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19。 
451

 詹先生所言之「胡說」即指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的觀點。詹先生言到：「說墨子是

宗教家，誠然不是自胡適始。但自胡適在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中發表他的謬論，胡說墨學是

一種宗教，墨子是一個創教的教主，墨家的後人於宗教墨學之外，另分出一派科學的墨學，這完

全是主觀主義的假設。據之以推，墨子既然是一個教主，自然是宗教家，而非科學家了，《墨經》——

中國古代的科學著作，自然不是墨子自著的，而是惠施、公孫龍著的。惠施、公孫龍也就成為科

學的墨學了」。見詹劍峰：《墨子及墨家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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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具有任何宗教傾向和宗教形態。兩者同為高舉墨學的「科學性」，貶低墨學

的「宗教性」。由是觀之，倒是從事「耶墨對話」工作的中國基督徒和郭沫若先

生之論，更符合詹先生的批判所指。（關係示意如下） 

 

 

 

墨家=墨教（墨子為宗教家，墨家為宗教） 

論者 宗教徒 郭沫若 

觀點 優點 缺點 

理據 近似宗教教主人格 

近似宗教組織建制 

近似宗教內涵精神 

可與宗教進行對話 

迷信 

反動 

愚民 

不科學 

信仰強度 強 強 

信仰性質 神文教 神文教 

（表一） 

 

 

 

 

 

 



 １８６ 

 

 

 

 

 

 

墨家⊇墨教或墨家≠墨教（利用宗教、虛設宗教、不是宗教） 

論者 胡適、梁啟超等 詹劍峰 

觀點 有利有弊 弊大於利 

理據 利：利用宗教推行

主張。 

弊：宗教言說價值

不大。 

墨家是科學的學派，不是宗

教的教派。科學與宗教之關

係為二元對立，不能共存於

墨家學說之中。 

信仰強度 淡薄
452

 不信 

信仰性質 偏向人文教的宗教

或准宗教 

人文教 

 

（表二）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之所以學人對墨子信仰強度和墨家宗教形態之審定會產

生分歧，蓋在他們的意識前見中，存在有兩個不同的「墨教」。一個是科學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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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此處所言，非指胡適梁啟超等學者認為墨子不是宗教家、墨家非宗教。乃是指以普世諸

宗教的信仰強度而言，墨家偏淡薄。因為胡適等人既以墨家「神道設教」、「虛設宗教」，即言

墨子及其門徒本身的宗教委身程度不高，甚至是別開宗門、自我創教。而詹論中的墨家，則根本

不存在「墨教」這種設定，故宗教信仰強度也無從談起。 



 １８７ 

的「人文墨教」，一個是宗教迷信的「神文墨教」。在科學昌明之時代，如欲發

揚墨學的進步性，就須排斥、遮蔽或者淡化被他們目為「落後」的宗教面向。因

著此類主觀預設，學人理解墨子墨家，不免認知出現偏離。其中含混之處，筆者

以為，即在墨子是否創造了一個新的人文傳統或神文傳統。下文中略作說明。 

 

筆者認為，依「本、原、用」的「三表法」原則而建立的墨家學說，是一套

基於「復古」的價值追溯系統，尤其強調天鬼信仰的歷史合法性源自先王之書、

聖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實，此皆「古已有之」「行循已久」之事，並非墨子及其

門徒的創造發明。「宗教三論」批判了時人的「宗教冷感」（不尊天、不事鬼）

和「信仰謬誤」（迷信宿命），更可見其「是古非今」之意。《墨子》書中有涉

「天」「鬼」「神」「命」等宗教觀念的原型，沒有脫離三代以下的歷史遺傳，

墨家與論敵圍繞這些觀念所展開的辯論，實為「解釋權」之爭，而非對「原型」

本身的棄絕或否定。故而墨家「節用尚儉」的禮儀論述，如喪葬觀、祭祀觀、禮

樂觀等，不可謂是對古禮的修正主義式改革。
453

總而言之，墨子及其門徒，本身

並無強烈的創制立法的創新意願，亦無更改古禮以為己用的修正主義思想傾向；

凡涉宗教之建言立說和社會實踐，亦未曾突破三代以下承傳已久的宗教觀念和宗

教禮儀所規定的限界。其神明系統、宗教語詞、信仰方式，均非「原創」，不可

謂為原生性的創始宗教，只是依循商周以來固有的神文傳統。有「祖述」而無「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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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家對古禮之取向，類如基督教對猶太教律法的取向。在基督教言說傳統中，耶穌固然批評

文士和律法師，然亦強調須謹守摩西律法。在《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節中，耶穌

曾有講論，「莫想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在《聖經‧新約‧

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二至三節中，他又教導眾人和門徒，「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

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概

言之，古禮和律法，並沒有問題，不需要改易。問題出在後人對古禮和律法的理解出現問題。故

而墨家和基督教主張回歸到正確的古禮和正確的律法，則往往容易被後人或反對派別、論敵目為

「創新」或者「創教」。這一部分內容筆者在本文第三章第一節已有相關研討，此不贅述。 



 １８８ 

造」，墨家宗教言說傳統當接近一种「述而不作」的「原教旨主義」。故曰「墨

子是一個創教的教主」，
454

確有不妥之處。 

 

以墨家不成「宗教」或者不信「宗教」，這方面的觀點，較多見於學人有關

墨家為「神道設教」「利用宗教」的論述當中。然觀《墨子》書，實可見墨子本

人對上古天鬼信仰的高度委身、墨家學派所內蘊的濃厚宗教情懷以及墨家門徒行

事為人鮮明的宗教徒風範，故強以墨家不具「神文」性質，惟存「人文」之思，

似又有不周延之處。或曰墨家設立宗教制裁以為政治制裁，上天鬼神施行賞罰亦

須假手於人，故當為「人文教」而非「神文教」，此又忽略了墨家對殷商西周以

來上天鬼神之觀念的繼承，以及對春秋以來神的地位下降、人的地位上升的人本

思潮的反動。
455

類如「天命文王」「順帝之則」等神人關係表述，不惟見於《墨

子》書，亦見於在其以前的古典文獻，墨家只是延承，未有創新；又或有以人文

主義來詮釋墨學之學者，視墨家「強力非命」與「尊天事鬼」正相反對，謂之為

墨家思想主張內部的邏輯不自洽，以及墨家人文主義與宗教神學不能調和的證

據。此又割裂墨學十論義理之整全，未審墨家「非命」乃成全天鬼信仰之要義也。

456
至於說前期墨家未脫宗教影響而為一「迷信的宗教」，後期墨家則轉向理性思

辨而成一「科學的學派」，筆者亦認為不能成立。秉此觀點者，多以《墨經》六

篇（〈大取〉〈小取〉〈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關乎物理、邏

輯、數學等知識，全然無涉上天鬼神魂靈等宗教言談為依據，指稱至後墨時代墨

家已不信仰宗教。然《墨經》之作者和成書年代，於今猶未定論；且《墨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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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12 年），頁 110。 

 
455

 顏炳罡、彭戰果著：《孔墨哲學之比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187。 
456

 「強力非命」不礙「尊天事鬼」、「鬼神有明」。此部分內容，筆者在本文第三章第三節已

有論述。茲不贅述。 



 １８９ 

非全然不涉宗教言談，其中以天鬼神魂靈設喻說明十論義理者亦有之，只不過用

以作為「墨論」中其他概念的引申說明。就《墨子》書的編撰體例而言，《墨經》

為一具有索引性質的、用以詮釋「墨論」中類如「兼愛」「交利」「非攻」等關

鍵概念之辭書字典。故以後期墨家推翻前期墨家之宗教認信系統，然後另開一個

所謂「科學」的「人文教」傳統的說法，理據尚不足夠。
457

由是筆者認為，墨家

既非外表包裝以「神文」色彩、內裡行使人文主義事跡的「人文教」（神道設教、

利用宗教），亦非在學派內部分出「人文教」（後期墨家）「神文教」（前期墨

家）兩個互相排斥的文化傳統。 

 

當然，墨家非「創始宗教」，不代表墨家不成一「宗教」。就如同我們不會

以耶穌基督之另立「新約」、馬丁路德之背離公教，而謂早期使徒教會、基督新

教不是神文的「宗教」。墨家的「神文教」特質，在思想觀念上體現為忠實於殷

商以來的宗教信仰歷史遺傳，而其信仰中心、神論模式、權威中心、建制組織等

方面有何具體呈現，筆者將下文中展開相關探測。 

 

第二節 信仰中心：為「人格神」的上天 

 

中國文化所言之「天」，具有多重樣式。從初民時代到周初人文主義天道觀

的興起，「天」觀念的內涵和外延，經歷了一個不斷「去蒙昧化」的過程。過往

持「中國文化早熟論」者謂中國文化比之西方文化更加成熟，大抵皆是從中國文

化對「天」的「去魅」而立論起。先秦墨家言必稱「天」，建言立說皆強調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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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墨經〉在《墨子》書編撰過程中之地位，筆者在第一章第三節中已有相關說明，茲不

贅述。 



 １９０ 

志之所從出、為「天」欲其如此從事。按照進步主義的標準來考量，似乎墨家走

的是一條與人文主義天道信仰（特別是儒家）相背反的「復魅主義」道路。近人

論墨，凡謂墨家言「天」多蒙且「迷信」「反動」者，多持類似觀點。 

 

筆者在本文第二章中已對《墨子》書〈天志〉篇和墨家「尊天」思想做了相

應的文本疏證。筆者在文中指出，天志在墨家言說傳統中具有絕對核心之地位，

墨子及其門徒對天意的深度委身具有宗教徒性質，類似基督徒對上帝的信仰。既

謂墨家尊天與基督教信上帝肖似，即是指墨家所尊之「天」也一樣具有人格神的

意味。對人格神之「天」的崇拜，實是墨家宗教信仰的中心。不過筆者所論，並

非簡單將墨家之「天」與西方宗教傳統中之「上帝」目為等同，墨家所尊之「天」

在權能、性質、品格、位格等方面與西方宗教傳統中之「上帝」尚有諸多差異；

且所謂以「人格神」比擬上天這一極，在中國文化中也並不獨墨家才如是論到。

這些都是我們在討論「墨家之謂教」時需要特別留意的。 

 

「天」在中國古籍中有多義，以主宰言天者，即為人格天。《尚書‧泰誓》

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尚書‧皋陶謨》又有「天敘有典」「天秩

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之言表，此謂「天」立定現實世界之準則，為

萬事萬物之標尺；《詩經‧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禮記‧郊特牲》

曰「萬物本乎天」、《易經》曰「大哉乾元，萬物之始，乃統天」，此謂上天有

創造、化育、護理的生生大德；《詩經‧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

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此謂上天之耳目無遠弗屆，



 １９１ 

監察無幽不鑒，人無所逃遁其間。
458

上天不但能行上述事跡，還有自己的顯明好

惡。其意欲為喜善惡罪，反映在行為上就是福善禍淫——「惟上帝無常，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459

賢聖如商湯文武，則有天授命予之；暴虐如桀紂，

則天命「殛之」「誅之」。此「天」也，一般為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之指稱，實

擬人化之人格。具無上至尊之權威，鬼神、聖王、下民，皆其從屬和臣宰，受其

驅使和支配。品格為全善，權能為全能，智慧為全知。諸子時代之前的古書已多

有記載和描述，「此正中國一般平民之宗教的信仰，蓋在古而已然者也」。
460

 

 

除此之外，尚有以物質言天者、以自然言天者、以宿命言天者和以義理言天

者。
461

與地相對應的有形有象之天體，類如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此物質之天也；周行而不待之運行規律，如荀子言「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

桀亡」，此自然之天也；安危治亂、福禍榮辱，均繫於外在天命，不為人力所能

遷移，類如孔子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知命畏命俟命順命者，宿命之天也；

以天為本源性的原則理法，賦予人之為人的本質特性（天性），非由外鑠。朗現

天性以合轍於天道，則能「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中庸》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皆為此類，

此義理之天也。綜上而言，物質之天、自然之天強調的是「天」的物理屬性，往

前進一步可演為探究客觀界之實證科學；宿命之天側重人事之外的運數因緣，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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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與「上帝」是否等同，于今猶未定論，主張兩者不能等同的有徐復觀、勞思光、史華茲、

伊若白等人。筆者此處乃是就「人格」特質而將兩者作同等論處。 
459

 《尚書‧商書‧伊訓》。 
460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 年），頁 35。 
461

 馮友蘭先生對古籍中「天」之概念別為五義：物質天、主宰天、運命天、自然天、義理天。

梁啟超先生則和物質天與自然天為一義，以「天」有四義：形體天、主宰天、命運天、義理天。

筆者之分類，乃結合馮梁二先生之分類法而言之。參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頁 35；梁啟

超：《子墨子學說》（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頁 4-5。 



 １９２ 

極處推展可變為一種機械宿命論；對「天」去神秘化的同時又對其給予理性詮釋

和哲學理解，則為義理天。「天」的義理化，為儒家道德哲學中的心性論開端，

外在客觀之天與人內在德性發生關聯，言天即言人，天性即人性。 

 

墨家學說是圍繞「天志」而建立，「墨子常以天為其學說最高之標準者也。

故不知天，無以學墨子」，
462

梁啟超先生以墨家為「尊天之教」，
463

誠公允之論。

然則墨家所尊之「天」為何者類型呢？在墨家「尊天、事鬼、非命」的「宗教三

論」當中，「強力非命」乃為「尊天事鬼」而服務，後者是墨家宗教思想最為核

心的主張，前者為達此目的宗旨的工具方法論之一端。顯見其反對宿命天、推崇

人格天之態度。參前述中國古籍中所言「天」之類型，較以《墨子》書對「天」

的論述，筆者以為墨家所尊之「天」當為一「人格神」。 

 

何以言之呢？筆者以為可從「天人關係」的角度介入分析。首先是「天之於

人」。墨家所尊之「天」和普世諸宗教文明尤其是亞伯拉罕一系宗教所崇拜之上

帝類似，同有造化之功，同具好生之德。〈法儀〉篇曰「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

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正因「天」有此行循以久的恆定品質，才足可成為

聖王法之的終極標準。〈天志中〉又曰： 

 

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

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

財利之；列為山川溪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公侯伯，使之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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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超：《子墨子學說》，頁 4。 
463

 同上，頁 4。 



 １９３ 

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

嘗不有此也。
464 

 

如上所示，〈天志中〉篇已明示「天」為萬有之宰，當然其對「天」的描述更多

著眼於「護理」和「養育」，此稍有別於普世諸宗教文明之創始成終的上帝形象。

465
墨家所尊之「天」，不但掌控整個自然界之天候運行，還介入人類世界的活動，

例如監察下民和資人衣食。〈天志中〉篇之所言，說明墨家對「天」的觀念已經

相對成熟且成體系。僅由引文已可見，墨家所尊之「天」，至少有以下幾個特質：

第一，厚愛萬民，兼愛之義由此生焉；第二，綱紀自然，法儀之義由此生焉；第

三，賞善罰暴，鬼神有明由此生焉；第四，立官職定等分，尚同尚賢由此生焉。

上天積極干預現世、主動與人發生聯繫之所為，無不彰顯它超乎萬有之上的主

權。惟上天有人格，方能有造化、創生、護理和養育之行事。故墨家所尊之「天」

為「人格神」，可謂顯明矣。 

 

其次是「人之於天」。其義同見於〈天志中〉篇： 

 

今有人於此，歡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

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

                                                             
464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11—112。 
465

 勞思光先生在《現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中指出，中國古代人格天之觀念與希伯來宗教教的

上帝之性質不同，「希伯來教義中之神，即是創世者，亦是主宰者；中國古代思想中無創世概念，

故帝、天只是主宰者，而非創世者」。參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桂林：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69。勞先生此論甚有道理。筆者在此處言墨家之「天」與普世諸宗

教文明之「上帝」有異，亦指《墨子》所描繪之「天」與普世諸宗教文明聖典所側重描繪的上帝

之主體形象的差異。例如基督教經典《聖經》，在《舊約》起首以〈創世紀〉開始，在《新約》

末尾有〈啟示錄〉作結，上帝固也護理養育人類，然其創世滅世的故事在宗教傳統中佔據主要位

置，也更具有豐富的神學內涵。《墨子》書中未有此言表，或墨家所述有不詳。因其文獻不足徵，

故不作過渡的演繹和發揮。 



 １９４ 

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為，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不報夫天，而不

知其為不仁不詳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

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

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夫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

吾之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

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之；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

者亦有矣。
466 

 

在上段引文中，作者首先以父親愛兒子來比擬上天愛下民，欲為說明人當報天德

如報親德，償天恩如償親恩，不如是則不仁不祥。施恩之主體為「天」，受恩之

主體為「人」，上天對下民施展恩惠在前，下民感恩天德而報效之在後，有一顯

明的先後次序，體現為天人之間責任義務的對應關係。這是從「（天）施恩——

（人）報恩」的方面來講的；繼而，作者從「（天）降罪——（人）避罪」的相

反方面展開論說，把不能枉殺無辜的人類道德要求轉化為「殺不辜者，天予不祥」

的鬼神報應，以此顯明上天具有審判人間行為的絕對主動權。其論式與前述相

仿，只不過次序成為下民干犯天志在前，上天忌邪殛降天誅在後；進而，作者將

人在現實世界實際踐履所遭至的後果與上天自行己意的情願意志聯通在一起，順

應天意愛人利人則得封賞，逆反天意憎人賊人則受懲罰。前者之代表為堯舜禹湯

文武等「聖王」或「兼君」，後者之典型則為桀紂幽厲等「暴王」或「別君」。 

 

《墨子》書中尚有一處，可資證明墨家服膺「人格神」上天。〈天志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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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12。 



 １９５ 

言： 

 

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為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為法也，於先王之書《大

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

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

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467 

 

「《大夏》之道」即《詩經‧大雅‧皇矣》。〈天志下〉篇之作者特引此節以為

墨子之言的重要文獻支持，可見其大旨應為墨家內部之共識。這段引文是上天對

文王的訓令，對此我們可別為幾個層次進行分析：其一，上天有人格，能和人間

進行溝通對話（帝謂文王）。然則兩者之間的交流渠道是自上而下單向度的。此

類如基督教言說傳統中，上帝欲以救拔人類，乃是「神找人」，而非「人找神」；

其二，上天有位格，超乎萬有之上。即便聖王也不可僭越，天人之間絕不等同，

兩者不是「同格生物」；
468

其三，上天有意欲和情操，喜歡光明的德行（予懷明

德）、眷顧謙卑的人（毋大聲以色）；其四，上天對人間有一些強制性的要求，

比如服從上天的意志（順帝之則）、不準變更上天的法度（毋長夏以革，不識不

                                                             
467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19。 
468

 這裡可以和基督教教義中所言「聖父、聖子、聖靈」的「三位一體」（Trinity）教義做一個比

較。「三位一體」教義乃指三者是「同一性質，不同位格」，即三個位格各自獨立，但又為同一

本質，同一屬性。在關係的表達式上，是橫向的平行關係。《墨子》書所言之天人位格則沒有這

麼複雜，簡單來說，即天人兩者非同一生物，非同一性質。亦即，兩者在地位、性質、屬性上的

不能混同，不是「同格生物」。在關係的表達式上，是縱向的自上而下——被從屬與從屬的關係。

參顧如：《立墨——〈墨子〉經義釋詁》上（悉尼：國際華文出版社，2017 年），頁 232；[美]

米拉•J•艾里克森著，L•阿諾德•休斯塔德編、陳知綱譯：《基督教神學導論》（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二版），頁 140-141。 



 １９６ 

知）。由前文所述已知，「法儀」為墨家立教根本，「三表」為墨家護教依據，

根據「三表法」之「本原用」的三個維度，〈天志下〉篇作者在此借墨子之口，

再次強調墨家扶立「天志」並非托天言志而是回到傳統，形下層面的「貴義」，

其行事源動力來自形上層面的超越性上天，具有古者聖王之事和先王典章記載的

法理支撐。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墨家所尊之「天」具備各種「人格」特質，已再顯明不

過。與原始薩滿信仰中所常見的象徵純自然力的至高神（如蒙古薩滿信仰中的「長

生天」）相比，墨家所尊之「天」的「擬人化」特徵則更突出，其與現世發生關

聯的活動基本與人類的政治安排、社會實踐、倫理道德有關，行事並不脫離具體

的、在地的「人事」。不過此所謂「擬人化」仍是相對而言。若將之與希臘羅馬

北歐神話中之諸神或基督教的上帝相比，則墨家所尊之「天」的「擬人」意味顯

然又不如前者濃厚。就《墨子》書中對「天」的描述來看，由於在位格層級上，

人類與上天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天淵，在上者可以主動與在下者進行交通並干預

其活動，在下者則完全不能揣度在上者的行事或變更其所定立的法度。溝通的渠

道為自上而下，天人之間的關係是支配和被支配、被從屬與從屬。此已無形中劃

出一條天人之間「懸隔」而「兩分」的鴻溝。故墨家所尊之「天」的一切「行事

為人」，既不可能像希臘羅馬北歐神話體系之有嫉妒且會荼毒世間、有性欲甚至

與人生育的諸神那樣，成為人類現世生產生活模式在「天界」的簡單投射和翻版；

也不可能像基督教言說傳統中藉由童真女懷孕降世為人、以有形而受限之軀體與

人生活在一起很長時間耶穌基督那樣，合神人二性於一體。質言之，墨家所尊之

「天」固然是「人格神」，然其樣式絕不是「神人同形」或「道成肉身」的。不



 １９７ 

過，墨家所崇拜的這個至高神明，有一套恆定的為善去惡的行為標準，大體而言

仍是一個「至善神」的形象，這一點更接近基督教言說傳統中的上帝，不似希臘

羅馬北歐神話中喜怒無常、亦正亦邪的諸神。
469

 

 

第三節 「神論模式」辨析 

 

上節中，筆者已經論述墨家所尊之上天為一「人格神」的上帝。然在墨家的

信仰體系當中，「天」是否具備獨一之地位，還是與其他鬼神平級，尚存疑議。

縱觀《墨子》全書，「尊天」與「事鬼」是以一組「對觀」理論的形式而出現在

「墨學十論」當中，
470

此似乎給人一種印象，即墨家之宗教信仰乃是「天」「鬼」

並尊的。近人論墨，多持墨家為一「多神教」的觀點，此類論述猶多見於以西方

「一神教」標準來評斷墨家宗教信仰的中國基督徒的「耶墨對話」論著當中。囿

於此先入為主的思想前設以及自身宗教認信背景的緣故，中國基督徒對墨家宗教

信仰中的「事鬼」部分，整體評價傾向於負面。這與他們褒揚墨家尊「天」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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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樂哲先生（Roger T. Ames）在分析《論語》之「天」觀念時曾言，雖然晚周時代中國哲學家

對「天」已逐步做了「去人性化」的處理，但是孔子對「天」的認識，仍是保留擬人性的神的痕

跡——“There is not doubt his conception of t’ien retains a residue of anthropomorphism evident in 

t’ien capacity for conscious intervetion in human affairs”。然而即便如此，此所謂擬人性化的神仍不

等於西方語境中有「神性」（Deity）之神，因為西方語境中之的超驗性（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Western deity）和東方語境中「天」之無可置疑的內在性(T’ien as unqualified immanent)仍屬不同。

參 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06. 故而更確切地說來，所謂「更接近」者應為「人格神」外在行事之樣貌上，耶

墨二家有相類處，此即筆者在前文所言「擬人化仍是相對而言」之意。事實上包括儒墨在內的周

秦諸子之「天」觀，無論其多麼的「擬人化」，也無可能達到能與西方宗教傳統中之所謂「人格

神」的內在意涵完全等同的地步，此已為中西比較哲學界之共識。 
470

 筆者此言所謂「對觀」理論，即「十論」義理中以兩個一組的綱目組合形式來呈現性質等同

或範疇相同的理論，類如「兼愛—非攻」（倫理愛觀）、「尚賢—尚同」（政治安排）、「節葬—

節用」（經濟措施）、「非樂—非命」（兼經濟與宗教）。這種「對觀」的組合形式是《墨子》

書編撰的一大特色，組合內部的各自理念可以彼此相應，探討的多是相同或相近的問題。「尊天—

事鬼」當然著重談論宗教問題。 



 １９８ 

督教信仰上帝近類，形成鮮明的對比。
471

教會外人士的觀點，雖不像基督徒那樣

嚴於護教立場而批評墨家「多神」，然亦傾向墨家非純然「一神」，至少是兼一

神多神而並尊之的。
472

 

 

今言「一神論」（Monotheism）宗教，大抵是以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

等信奉獨一真神（上帝、安拉）的亞伯拉罕一系「天啟宗教」為代表。至於多神

論（Polytheism）宗教，顧名思義，即世界有不止一位神明在掌管。這種神論模

式反映在古代多神傳統的宗教中，或為一主神（如古希臘神話傳說之神王宙斯、

北歐神話之天父奧丁、古羅馬神話之神王朱庇特）之下有受其統轄之其他諸神，

或為諸神之間等級平行、互不隸屬、各司其職（見於古凱爾特人神話體系以及當

代新異教主義）。如何理解「神」，不惟與認信個體和認信團體在面對生老病死

福禍榮辱時的生活態度有關，還深深影響到他們在現實世界從事生產創造、參與

政治生活、履行道德責任、處理群己關係的具體社會實踐。對神的認識不同，則

認信個體和認信團體的世界觀也因之不同，此為宗教之絕大問題者。然則近人論

墨，未審普世諸宗教文明之神論模式的複雜性，以所謂「兼一神多神」的雜糅之

論來含糊處理，筆者以為有失粗疏。
473

下試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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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部分內容，筆者在本文第五章「基督徒論墨教」中已有呈現，本節不一一具引。 
472

 例如王桐齡先生即認為，「儒墨學說中之宗教思想，與尋常宗教異。尋常之宗教，或為一神，

或為多神。儒家墨家之宗教，則兼一神多神而並尊之」。見王桐齡：《儒墨之異同》（北平文化

學社，1931 年），頁 5。 
473

 除一神論和多神論外，普世諸宗教神論模式尚有其他五種：無神論（Atheism）。馬克思主義

者或激進世俗主義者多持該種看法。即言沒有神的存在。亦有學者認為，古典儒家、佛教也持「無

神論」的觀點，然其是「沒有上帝的宗教」，例如任繼愈先生認為，以一神創造世界而稱宗教者，

這是以西方基督教的標準來評判東方宗教，實為成見。佛教雖然沒有西方基督教上帝的那種概

念，然同樣言及終極關懷、此岸彼岸，固雖為「無神」，仍可稱「宗教」，參任繼愈：《宗教學

講義》（北京：國家圖書館，2013 年），頁 129。安樂哲先生認為，「古典儒學既是無神論的，

又具有深刻的宗教性，兩方面同時兼而有之。這是一種沒有上帝的宗教，是一種肯定人類自身經

驗積累的宗教」「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非神學的宗教人文主義（或者稱自然主義）的鏡之的範例」，

參安樂哲講演、溫海明編：《和而不同——比較哲學與中西會通》（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84；自然神論（Deism）。持此種觀點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受啟蒙運動影響的理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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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尊天事鬼非命」，其宗教信仰為「有神論」，自不待言。之所以產生

神論模式為「一神」或「多神」的疑難，原因在於未審明墨家宗教觀念中「天」

「鬼」「神」的信仰層級。上文中，筆者已經論述了墨家所尊之天為「人格神」。

下文中筆者將繼續分析「鬼」與「神」。根據上述筆者對普世諸宗教神論模式的

劃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墨家「神觀」並不能完全為嚴謹的「一神教」或「多神

教」的定義所框架。何以言之呢？首先《墨子》全書中未見類似《聖經》、《古

蘭經》等天啟性質的論述。墨家所尊之「天」也不是顯現於人間、「道成肉身」

的上帝。故墨家的神論模式在諸多方面並不匹配天啟宗教有關「一神」的講論；

其次，若曰墨家主「多神」，則以「多神教」的標準而論，墨家之言「鬼神」的

概念並不周延。以《墨子》書〈明鬼〉為例，該篇所舉用以證明「鬼神有明」的

                                                                                                                                                                               
者，如霍布斯、洛克、富蘭克林、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等。自然神論承認有一個創世之神，

然其創世之後就不再干預世界，而是讓它隨客觀規律自然運行。自然神論者否定神跡奇事的存

在，反對神秘主義和蒙昧主義；第四，泛神論（Pantheism）。主要見於東方宗教（如印度教、道

教的某些宗派團體）以及新紀元運動（如瑜伽、靈媒、氣功、塔羅、超覺靜坐以及一些新興宗教）

中。泛神論的中心思想是萬物即神，神即萬物。其所謂「神」，一般無位格且超善惡；萬有在神

論（Panentheism）。此說乃由 21 世紀的一些哲學家、神學家發展起來，其論述主要見諸於過程

哲學、過程神學、生態神學和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當中。代表人物有懷海德、柯布等。這是一種持

進化觀點的神論模式主張，即言神超越世界又是世界本身，藉由世界的改變，神也在不斷改變當

中，從而實現其進化的潛能；有限神論（Finite Godism）。有限神論者所言之神，是一個有限的

神，而非無限的神。筆者在本文第三章第三節所舉歷史上有關「神並非全知全能全善」的質辯論

式，即為此類。有限神論者懷疑神的本性可能並非純善，神所創造的世界可能並非完美，神對此

世之罪惡可能無能為力。在他們的觀念中，神不但權柄受制，智慧有限，甚至品格可疑。大抵是

一種懷疑主義的論調。除此之外，筆者認為人文主義（Humanism）宗教信仰，亦可為一種神論

模式。這種神論模式接受多元主義，肯認世俗文化，在相當大程度上容許對與人文主義價值觀相

衝突的原始宗教教義進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正和改易。人文主義的「神觀」在各宗教教團內部一般

居處於與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相反的位置。以基督教為例，則在經義詮釋上，就有不

採「字面解經」而取「聖經批判」「處境詮釋」的解經路線。在宗教認信上，則有信奉「人文主

義耶穌信仰」的自由主義神學路徑。在教會建制上，則有不局限於基督教一宗之信仰、不依賴《聖

經》權威和教會遺傳、強調以個人心靈之「自力」體悟靈性價值的「普世一位神論」教會（又稱

UU 教會，Unitarian Universalism ）。參[美]賈斯樂、布魯克合著，楊長慧譯：《當代護教手冊》

（臺北：校園書房，1995 年），頁 37-62；Norman L. Geisler and Ronald M. Brooks, When Skeptics Ask 

(Michigan: Baker Books, 1996), pp.35-53；田童心：《儒家神學新議》（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

有限公司，2005 年），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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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例故事，主要是從鬼神「賞善罰惡」的角度來進行申說，對鬼神職能的描述側

重其司賞罰的作為。墨家所言之「鬼神」司掌事務較為單一，而非「各司其職」，

像西方多神教之諸神（如太陽神赫利俄斯、愛神雅典娜）或中國本土民間信仰（如

風神雨師雷公電母龍王竈神）的神祗那樣，直接與現世人類之日用倫常、生產生

活實踐之全部方面發生關聯。由上述所舉已可見，墨家之「神觀」不若普世諸宗

教之「神觀」，欲對其神論模式做出適當定義須回到《墨子》書文本才可得而成。 

 

先看墨家所言之「神」。筆者從三點進行論述。其一，《墨子》書中所言「鬼

神」中的「神」，並不對應墨家所尊之天（為人格神的上天）。近代以來，隨著

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日漸擴大，國人多循西方來華傳教士以「上帝」「神」來翻

譯「God」的歷史遺傳，以為言「神」即言創世主宰者。此誠錯解。無論是在《墨

子》書還是《墨子》之外諸子時代及其以前的古籍文獻當中，所謂「神」者均「根

本無超越世界之上之意義」。
474

涉及「多神」概念時為「神」，以多數指稱（如

上古四方之神
475

）。涉及「一神」概念時則為「天」「帝」，以單數指稱；
476

其

二，墨子以前的古代宗教信仰，雖有「天神、地示、人鬼」的鬼神系統，然非謂

神祗就與人鬼無相關聯。殷商時代已有「人死為神」的觀念存在，《尚書‧盤庚》

曰「予念我先神後之勞爾先」，「神後」即言已死之殷商歷代諸王。周代商後這

一觀念得到繼承，《倫語‧八佾》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孔子所言受祭祀

之神，即指祖宗先人的魂靈；其三，「人死為神」之觀念隨時代演化，遂使「神」

                                                             
474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70。 
475

 在傳世文獻如《山海經》、《尚書》、《呂氏春秋》、《淮南子》中，有東方木神句芒、南

方火神祝融、西方金神蓐收、北方海神禺強等上古四方神的記載。可見在古人觀念之中，「神」

並不止一個。《墨子》之前的傳世文獻《尚書‧舜典》有曰：「望於山川，遍於群神」，「神」

亦為多數指稱。 
476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頁 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8%E7%A5%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A8%E7%A5%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AB%E7%A5%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AB%E7%A5%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7%A5%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7%A5%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7%A5%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7%A5%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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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關係益近而使「神」「天」關係愈遠。
477

至孔墨時代，「鬼」「神」已經

連用，如孔子之敬鬼神，墨子之明鬼神。綜合前述兩點，筆者認為，至少在〈明

鬼〉篇的寫作時代，「鬼」與「神」的意涵已逐步趨同。《墨子》書中雖有明「鬼」

而無明「神」，然〈明鬼〉篇中卻屢以「鬼神」相連用，並不作相應區分。「鬼」

與「神」在墨家的信仰層級中，為一在地位上次於上天而又高於人類的「同格生

物」。依〈明鬼〉之意，墨家所謂「尊天事鬼」也可看作是「尊天事鬼（神）」。

就「神性」言，鬼神並尊，實一非二。不但「同格」，而且「同質」。
478

 

 

再看墨家所論之「鬼」。〈明鬼〉篇中所引五個鬼神故事以及《墨子》書其

他篇章對鬼神「賞善罰惡」之作為的描述——據其天賦權柄介入干預人間事務，

最為顯明地凸顯此關係。筆者在上文中已指出，鬼神除作為外在於人類的超自然

神明之外，尚與祖宗先人之魂靈有關。故墨家「人鬼關係」還有另外一層意涵，

即生人和死人之間的關係。墨家主張人有魂魄，魂不死變鬼。〈大取〉篇有曰：

「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小取〉篇有曰：「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

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兄死為鬼，兄之鬼即兄，

祭兄之鬼即祭兄，此謂人雖死而魂猶在也。
479

墨家劃分「鬼」之類型有三，分別

                                                             
477

 同上，頁 71。 
478

 余翔先生認為墨子學說「尊天、重鬼而輕神」，依據在於：第一，《墨子》書言鬼者多，言

神者少；第二，就墨家「天、鬼、神」之信仰層級而言，天對應至高上帝和日風云雨等司掌之神，

鬼對應人之魂靈，神則應對應為山川河岳等地祗；第三，神主賞善，鬼掌罰惡。墨家的宗教思想

是重罰輕賞，亦可見其重鬼而輕神。筆者認為此說尚有不確之處。因為《墨子》書中言及超自然

物或靈體，多以「鬼神」連用，可見墨子和〈明鬼〉篇之作者，並無特意二分之意識。且就司賞

罰一端而言，《墨子》書〈天志〉篇和他處，亦有上天賞善罰惡之描述，賞善非神權能的特屬，

罰惡也非鬼的專有權能。「鬼」與「神」是以同格生物的地位施展同樣的賞善罰惡權能，職能上

並無二分。再而，「神」與「鬼」之概念，至孔墨時代已大幅趨近。「神」「鬼」與「人事」相

關的一面，皆有指稱已逝先人或祖宗靈的意思。與「神事」相關的一面，亦同作為高於人類之超

自然神祗而觀。墨子書中的「天鬼」「山川鬼神」為前者，「人鬼」則為後者。其所指即為並尊

連用之「鬼神」，無再細分。因此並不存在所謂重鬼而輕神、鬼主罰神主賞之情況。見余翔：《論

墨家學派的巫術背景與墨家集團的宗教特性》（南昌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年），頁 35。 
479

 〈大取〉〈小取〉歸屬墨家辯學，此處作者說「人之鬼，非人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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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鬼、山水鬼神者、人死而為鬼者。
480

在《墨子》書〈明鬼下〉篇所舉五個

鬼神「賞善罰惡」的事例當中，「歷神附體祝史杖殺袥觀辜」「齊莊君以死羊定

罪中里徼」「句芒賜陽壽於秦穆公」之「鬼神」乃外於人身的超自然力量，為神

明而非人鬼，當屬墨家所言「鬼」類型的前兩者。「杜伯之鬼射殺周宣王」「莊

子儀之鬼擊殺燕簡公」之「鬼神」，則顯明為無辜枉死之人的冤魂，為人鬼而非

神明，當屬墨家所言「鬼」類型的「人死而為鬼者」。此外，《墨子》書中尚有

兩處，從祭祀的角度出發，肯認了人有靈魂且靈魂不滅、死後成鬼：其一，〈公

孟〉篇載墨子批評公孟「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

魚罟也」，諷刺了儒者一方面不堅信鬼神實有，一方面又重視祭祀禮儀，誠虛偽

之舉；
481

其二，〈明鬼下〉篇載墨子駁斥了「執無鬼者」認為「明鬼」妨礙雙親

利益的觀點。
482

他在論說中指出，若鬼神誠然有，則以祭物供奉鬼神，可使已成

                                                                                                                                                                               
並不是指人死沒有魂靈，不能成鬼。而是從概念合集的角度來講。「兄」在「人」的概念合集內，

為子集，有實指，故兄有鬼，是正常的。「人」則為概念全集，兄之外尚有父母姊妹弟等與兄類

同的子集在「人」這個全集之內。故子集能被含納在全集的實有內容（有鬼）之中，合集則不必

然能一一對應子集的實有內容（人有鬼）。比如，我們可以說某個具體的人，在他死後有魂而成

鬼。但不能說「人」這一個概念範疇，死後有魂而成鬼。雖然如此，〈大取〉〈小取〉之釋「鬼」，

亦不礙墨家承認人有魂靈。 
480

 《墨子‧明鬼下》：「古之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為鬼

者」。 
481

 或有人舉出〈非儒下〉篇所載的一段內容，來質疑墨家此一觀念並非一貫，而是存在自相矛

盾之處：「其親死，列屍弗斂，登堂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矣，以為實在，則贛愚甚

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偽亦大矣！」。之所以會產生如之疑問，蓋在「求其人矣，以為實在，則

贛愚甚矣」之語，容易使人以為墨家主張人死燈滅。此誠誤解。循其本可知，此為墨家針對儒家

喪葬觀念所發的議論，其意與〈公孟〉篇批評儒家「執無鬼而祭之」相同，皆是指責儒家虛偽。

在原文語境當中之以為「實在」之「人」，非「靈體」之鬼魂，而為「實體」之人類也。此處之

所謂「贛愚」者，乃是指那些以為親人死後仍然存在於人世、然後裝神弄鬼為他們招魂的舉動。 
482

 此處當留意，「執無鬼者」所言墨家之事鬼神不能做到「中親之利」，此所謂「親」非指在

世親人，而是已死的親人。《論語‧為政》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即言祭祀的若非自己

先人之鬼則有害孝道，人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不能祭祀別人的祖先。墨家的觀念則與此不同。

〈明鬼下〉篇顯示，墨家認為鬼神不是你的先人，就是他的先人，將一眾的鬼神一起祭祀敬奉，

等於同樣祭祀敬奉到了自己的先人。此為墨家兼愛觀念在宗教信仰上的推展和反映，打破了儒家

的狹隘偏見。故有論者據此推測，在墨家的觀念中，鬼神與上天實為一體，各種生物的靈魂在死

後同歸上天，鬼神不再為一家一姓之私所專有。參顧如：《立墨——〈墨子〉經義釋詁》上（悉

尼：國際華文出版社，2017 年），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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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的父母親族同享歡樂，既可忠親之利，又可交鬼之福。可見墨家所謂「人死而

為鬼者」實際上就是指祖宗先人的魂靈。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以為，墨家所敬事「鬼神」，乃兼「魂靈」（人鬼）與

「神明」（神祗）二性。就前者之地位而言，古書中早有言表，如《詩經‧大雅‧

文王》有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

時。文王陟，在帝左右」，周文王死後，魂靈脫離塵世，上升至天界。根據墨子

對《大雅》的理解，賢聖如文王者，其德已可配天，尚且只能伴隨天帝左右。從

人死有魂且能成鬼的角度來看，文王之鬼可謂人鬼之至了，其在層級關係上尚不

得僭越，故而「人死為鬼者」低於「天鬼」，
483

自然更低於上天了。
484

就後者而

言，「鬼神」之地位低於上天，伍非百先生指出，「墨子以鬼神二靈，皆能作禍

福於人間，而助天行志。有威權、能監察、亦公直，明於人、尊於民。與天德較，

可謂具體而微。惟不能創造耳」。
485

在《墨子》書中，上天與鬼神固有相似之從

事，如賞善罰暴，然直接與人世間專門事務密切相關的超自然干預事件，如斷獄、

伸冤、加壽等（〈明鬼下〉篇所舉五則鬼神故事），則主要見於對「鬼神」的描

述中。似可認為，「鬼神」雖有高於人的地位、智慧、能力（鬼神之明必知之、

鬼神之罰必勝之），然其權威不是絕對，行事仍受到「天志」的規限，是「上天

                                                             
483

 顏炳罡先生指出，天鬼為天的一種人格化表達，由墨子對《大雅》的理解可見，文王之鬼的

地位低於上天。故人死為鬼的地位低於天鬼，自然也低於上天了。筆者以為顏先生的推論是可取

的。見顏炳罡、彭戰果著：《孔墨哲學之比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168。 
484

 《孝經‧聖治章》曰：「昔者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經‧

大雅‧生民》《毛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

配天焉」。《漢書．郊祀志下》：「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

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在古人的宗教信仰中，祭天祭祖，俱為大禮，然儀節並重，

並不等於「天」與「祖」之地位相等。古代帝王祭天時以先祖配祭上天，亦可見先祖之地位不能

高過上天。 
485

 伍非百：《墨子大義述》（南京：國民印務處，1933 年），頁 1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D%E7%BB%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E%E7%A8%B7


 ２０４ 

派駐各個領域和地區專門視察人間善惡的監督」，
486

可目為上天之耳目手足，為

僕役、為工具，類如基督教中為上帝服役的為靈體的天使，「天主命鬼神引導之，

以適其所」。
487

 

 

綜上所述，無論「鬼神」為「魂靈」抑或「神祗」，其信仰層級都高不過獨

一上天。而從墨家對祖宗先人魂靈之尊崇態度，以及其對鬼神之明之智之罰的高

舉，又可見在墨家宗教言說的信仰層級當中，「鬼神」之地位是高於人的（關係

式見圖一）。由於墨家所言之「鬼神」，乃「人鬼」與「神祗」二性兼而有之，

且受天志規限，職能較為單一，故強以「多神教」而名其宗教特性，恐有不能周

延之處。近代學人，在以文明比較的方法介入墨家宗教之維時，猶常出現此類錯

置處境的失誤，蓋源於在相關宗教概念的使用上不夠準確。此再舉兩例以為申

說。近代以來，對墨家是否有明確之「彼岸觀」，學界歷有爭議。有學者以西方

基督教價值觀中的「靈魂」，即天然由上帝賦予、死後與肉體分離、在末世將面

對上帝審判的「精神體」為標準，判定墨家因缺乏對靈魂的探討，故絕無彼岸他

界之觀念，進而推論墨子非宗教家、墨家也非宗教或不具備宗教性質。王桐齡先

生即認為，墨家影響終究不彰原因在於：
488

 

 

顧其所成就，遠不如他種宗教之光大者，則以宗教家最重要之一原素，

墨子乃闕如也。宗教家最重要之原素為何？靈魂是已。故所謂禍福賞罰者，

不能以區區冥頑軀殼所歷之數十年寒暑為限程。而常有久且遠者在其後。夫

                                                             
486

 陳克守：《儒學與墨學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85。 
487

 [意]利瑪竇著、[法]梅謙立註、譚傑校勘：《天主實義今註》（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

頁 125。 
488

 王桐齡：《儒墨之異同》（北京：北平文化學社，1931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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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使人有所殷羨，而樂於為善。有所忌憚，而不敢不為善。佛教之涅槃輪迴，

耶教之末日審判，皆是也。豈惟佛耶，儒教亦然。儒教衍形，故曰「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第十五》）。又曰：「善不報於其神，

必報於其子孫」（《左傳》忘其為何公何年）。名與子孫，皆身後之遺物也。

佛耶衍魂，故曰「善不善報諸來世」。來世者，魂之歸宿也。必兼此意，然

後禍福賞罰之說，圓滿無缺。墨子闇於此。此其教義之所以不昌也。 

 

上述論證乃循以下邏輯——由於缺乏對「靈魂」的明確觀念，墨家宗教言說之效

力，只於當下此世貫徹，未及彼岸來世也。故而墨家之主義不能久長，全靠人的

道德自覺來維繫，在勸善制暴之功用上，遠不若佛耶二教置立天堂、地獄、淨土

等可資兌現善功、懲罰惡行的彼岸世界那樣作用顯明。需要留意的是，該說之證

成，背後實有一先入為主的錯誤預設——即從傳教的有效性和理論的圓滿度而

言，墨家既是古代中國最講「實利主義」的思想學派，本當高舉彼岸世界之觀念

以作為其主義的奧援，因為這是使一般人甘願忍受今生苦難並信服宗教的最佳手

段。墨家既要人苦行和濟世，又不講靈魂之存有、允諾來生之報償，則其言說主

張歸於枉然。顯然，該說之邏輯有不自洽之處。依其之意，則墨家乃一純任「極

端良心責任」之「自力」宗教，全然不恃天堂福樂、地獄永死的「他力」。然在

墨家「宗教三論」中，「強力非命」（自力）與「尊天事鬼」（他力）不但不相

矛盾，反而彼此成全。依天鬼之志疾乎從事，善必得賞，惡必得罰，豈可謂徒然

從事而無相應報償耶？近人論墨，有涉墨家「靈魂觀」之探討，不乏類同王氏之

說者，如梁啟超先生在《墨子學案》中論到墨子天志觀時亦言：
489

 

                                                             
489

 梁啟超：《墨子學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年），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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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天志，和基督教很相像。但有一點大不同處。基督教說靈魂，說

他界。墨子一概不說。靈魂他界，沒有對證。現世的禍福，越發的不能自完。

墨子提倡苦行，和基督教及印度各派之教相同。但他們都說有靈魂，所以在

極苦之中，而別有個安慰快樂的所在。 

 

梁氏之論，則將墨家言說傳統中有涉「苦樂」與「利害」之關係的講論與靈魂有

無之問題相關聯，從而得出無靈魂則無他界，或他界之論述純為墨家「神道設

教」、並不真誠相信的觀點。其背後邏輯，與王桐齡相似，即認為墨家無「靈魂」

觀念，因而也沒有「彼岸」觀念。王梁二氏之論之所失，皆在對相關概念的使用

上不夠準確。由上述筆者所論已可知，在中國古代宗教信仰和墨家宗教言說傳統

中，實有存在超越於塵世之外的神明居所，人死後為鬼亦可脫離肉體以登天庭，

此安頓終極關懷之所在者，即為一與「此岸」世界相對之「他界」，豈謂墨家無

「彼岸」觀念耶？
490

 

 

                                                             
490

 古人相信人死為鬼，且人有魂魄。如《禮記‧祭義》載：「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

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眾生必死，

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淒愴，此百物之

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

其意與《墨子》書同，此亦為墨子之靈魂觀念。只不過此靈魂觀念，未有言明靈魂之去向是否與

生前之善功惡行相關，以及其歸宿是否與其相應的報償如上天堂或下地獄相勾連。此與西方基督

教價值觀中之靈魂觀念不同。基督新教傳統認為，人死後身體歸於塵土且會朽壞。但人之靈魂既

不死也不睡，有不滅的實質，立刻回到它的賜與者上帝那裡去。義人的靈魂在那時全然成聖，就

被接入高天，得在榮耀中見到上帝的面，等候身體完全得贖。惡人的靈魂則被棄至地獄，留在黑

暗當中，直到末日審判來品。天主教傳統認為，人的肉體雖死亡和靈魂分離，墮入腐化，而他不

朽的靈魂卻要面對天主的審判，期待天主再次來臨時，與復活及轉化的肉體再度結合。人死後的

最終境況，不會只是精神體的靈魂與肉體分離，而是我們可朽壞的肉身有一天也將重新獲得生

命。參王志勇譯註：《清教徒之約——威斯敏斯特準則》（上海：三聯書店，2012 年），頁 114；

[德]若瑟拉青格著，李子忠譯：《天主教教理簡編》（香港：公教真理學會，2011 年），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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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第四節 「人格—傳統—法理」：墨家集團領導權威的演變 

 

任何一個「中心化」的、成建制組織的共同體必有權威中心，該權威中心一

般而言為集團首領。首領必先有足夠權威，爾後能支配徒屬、聯結信眾、團結社

群。共同體成員對首領權威的直接體認，首先來自首領的人格典範。據《墨子》

書所記，服膺墨子人格典範，承認墨子人格權威，願意受他驅使甚至為之效死之

人不在少數。「止楚攻宋」事跡中，持守禦工具幫助弱宋抗擊強楚的墨子三百門

徒、「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
491

的墨子首

席弟子禽滑釐；處楚國而未敢死，遺獻十金給墨子的耕柱；不願「倍義而向祿」，

國君不用墨家言即自行辭官的高石子等，
492

皆為此類。化之所致，有「服役者百

                                                             
491

 《墨子‧備梯》。 
492

 《墨子‧耕柱》：「子墨子使管黔遊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

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

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

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

聞之：為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

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為苟陷人長也。』子墨子

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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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火、死不還踵」，
493

可見墨子人格對門徒之影響既久且深。

然則我們仍須發問，在墨子個人的權威外，是否還存在別個權威中心，以引導墨

家集團之內部運作和對外從事。對此問題的探討，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探測墨家的

宗教形態。筆者將在下文展開分析。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494

即便是對墨子之學說主張不能苟

同者，如墨家的論敵孟子，亦不能否定墨子人格精神之偉大。《莊子‧天下》篇

曰「墨子真天下之好」「才士也夫」，唐人韓愈〈論墨子〉中稱墨子為可與孔子

「相為用」的聖人，民國基督徒知識分子吳雷川則以「耶墨二聖心理相通」。
495

此適足以證明，墨子之人格堪為典範這一點，為歷代論墨者之共識，無論其立場

為道為儒或為耶。苦行濟世、兼愛天下，凡此種種皆可用來描繪墨子及其門徒在

人格方面的作為。然築此獨具特色之人格大廈的核心根基者為何，學界尚無統一

意見。 

 

當代學人普遍傾向認為墨子人格與宗教家的身份無涉。楊鵬先生在對比孔墨

二家對相關宗教議題的論述後提出，墨子談論上天鬼神的語言是「論證性」的，

乃依靠哲學和邏輯，無涉信仰，故非先知。孔子的表達方式則是「論斷式」的，

顯現其天命在身的使命感，比墨子更具有宗教先知的風格；
496

楊建兵先生則根據

心理學的四型氣質學說，概括指出墨子的人格氣質，有作為學者和思想家的冷

                                                                                                                                                                               
之也。』」 
493

 《淮南子‧泰族訓》。 
494

 《孟子‧盡心上》。 
495

 吳雷川：《墨翟與耶穌》（上海：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0 年），頁 158。 
496

 楊鵬：《「上帝在中國」源流考——中國典籍中的「上帝」信仰》（太原：書海出版社，2014

年），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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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縝密、理性，有作為政治家的熱情、有作為守備專家和軍事工程師的踏實、

細膩、深刻，有作為領袖和教育家的果決、專制和保守。
497

然或因論者認為「墨

子並不是一個堅定的宗教信仰者」，
498

故其所論缺乏從宗教角度而展開的論說。 

 

相較而言，論到墨子人格典範，民國學人倒是多有從「宗教家」角度出發進

行考察者。胡懷琛先生以墨子之為人風格近乎宗教徒而論證其為印度婆羅門教

徒；
499

金祖同先生以《墨子》書為宗教家言論而論證其為阿拉伯回教徒；
500

此外

又有梁啟超先生曾以墨子與耶穌基督、馬克思可堪相提並論——「墨子是個小基

督。從別方面說，墨子又是個大馬克思」；
501

以及張純一先生以墨子兼愛世人有

如佛陀「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502

止楚攻宋有如「大乘菩薩應世也」。
503

上述諸

論，雖不乏學人之主觀臆斷，然亦顯明了在跨文化比較的視野當中，墨子具有與

普世諸宗教文明中之教主、宗教家、宗教徒十分近類的人格特質。 

 

然則上述諸論，大多僅及於墨子人格特質的某個「切片」，以之概括墨子人

格不可目為整全。觀諸家之論，筆者認為，當有一可總攬墨子人格諸方面的核心

精神，以之作為核心宗章庶己可資我們透視墨子人格的典範意義。有鑒於是，筆

者嘗試引入宗教學的方法，藉由宗教之維的探討，冀對墨子的人格典範做出適當

定位。 

                                                             
497

 楊建兵：《先秦平民階層的道德理想——墨家倫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05-106。 
498

 同上，頁 101。 
499

 胡懷琛：《墨子學辨》（民國十八年自印本），頁 66-69。 
500

 衛聚賢編：《古史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年），頁 379-405。 
501

 梁啟超《墨子學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年），頁 43。 
502

 張純一：《墨學與景教》（民國十二年自印本），頁 29。 
503

 同上，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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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在其宗教社學理論中曾以「卡里斯馬」（Charisma）

這一概念來指稱某些具有不平凡秉賦的权威性人格。舉凡巫師、祭司、戰爭首領、

獨裁者（凱撒式政治的統治者），以及在某種情況下的民主政治框架內的具有超

凡魅力的政團領導人，都可能具有這種人格特質，無論它是得之天賜、自我認證

還是人們追加。受其支配之个人或群体，如信徒、隨從、軍士、黨員、群眾，「不

管支配的性質主要是外在的還是內在的，被支配者是基於對某一特定個人

（Person）之非凡稟賦的信仰，因而服從」。
504

支配的正當性根源於對巫術力量、

天啟預言、英雄崇拜的信仰皈依，其合法性支撐有賴於「卡里斯馬」的自我證明，

即如韋伯所言的，需要「通過巫術、戰勝或其他成果。換言之，通過增加被支配

者的福祉來證明。要是無法證明這一點，或一旦具備卡里斯馬稟賦者顯示出已失

去巫術力量或見棄於神，那麼以此為基礎的信仰及其自稱的權威便會土崩瓦解，

或者至少有瓦解的危險」。
505

韋伯還提出，「卡里斯馬」式支配具有二重性質。

就溢出「傳統」和「理性」的範疇、而尊神啟和感召的角度而言，它是「非理性」

的；就突破既有規範之束縛而行事、以類「六經註我」之形式宣導理念而言，它

又是「革命性」的。
506

 

 

藉由韋伯的視角考察墨子，筆者以為，墨子人格典範的諸方面，亦多可匯集

於「卡里斯馬」這一概念合集之下。依韋伯之論，據以支撐「卡里斯馬」式領袖

人物之權威的合法性來源，為一種高於日常經驗和歷史遺傳的、超越性質的「神

                                                             
504

 [德]馬克思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宗教與世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440。 
505

 同上，頁 440。 
506

 同上，頁 44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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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領受」。領袖人物之人格與之暗合冥契，始能申說教化、支配信眾。在中國傳

統文化當中，最容易被人們舉為接近此類型人格者，一般而言都屬「受命式」人

物，例如被孔門尊為「天生木鐸」的孔子。明末以來不少從事「耶儒對話」的西

洋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即是認為孔子具有類似基督教言說傳統中的「先知」特

質，儒家思想也因此得稱為上帝真理在中國文化土壤中的「前驅」和「預備」。

相比孔子，墨子人格在中國聖賢經傳譜系中的定位就尤其顯得「尷尬」。即如前

文筆者所述，歷代不乏論者以應用主義「神道設教」來理解墨子墨家，故而被貼

上「功利」「理性」「實用」等標籤的「功利家墨子」「科學家墨子」「實幹家

墨子」，往往被默認為與「依自（力）不依他（力）」的道德理想主義絕緣，由

是格局狹隘、境界低下，不得與承受天命的先知先覺者如孔孟相比肩。 

 

有此看法，蓋以墨家為一「利益共同體」而非「信念共同體」，未審墨家精

神源動力由來有自——天鬼欲義而惡不義，從天鬼之所欲以興利除害，即為墨家

之認信天鬼在踐履層面的具體落實。哪怕是《墨子》書所載墨子有關「利害」的

講論，亦強調要「中天鬼之志」，非著眼於一己血親之切身利益。且墨家所言之

「利」為「交利」（彼此利益），「交利」又與「兼愛」相交，「兼愛」亦可作

「利愛」而觀。此「利愛」也，突破了血親倫理的差序格局，直達五倫範疇之外

的「非血親」（陌生他者），若無一極高的信念價值以為總貫，單純靠「利害」

「利益」來進行維繫，豈能具如斯普世之維？考墨子及其門徒之生平行傳紀事，

亦可見在墨家的建制組織當中，各成員對學派主義之忠實、對首領權威之遵從，

至於「赴湯蹈刃、死不旋踵」的地步，這顯然非「計利」所能解釋，當有與之相

匹配的信仰強度才能做到凝聚整個共同體。「天鬼之志」是墨子及其門徒從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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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實踐的信念價值根據，一如「卡里斯瑪」式領袖人物在宣教布道、團結信眾、

整合社群時所宣稱的得之天啟的「神秘領受」，在共同體內部諸成員的意識理念

中，始終居於權威的「第一身位」。具有超越性質的「天鬼觀」以及超血親倫理

的「兼愛觀」，亦顯明了墨子合「非理性」與「革命性」為一體的特種人格。凡

言凡動必稱「天鬼」，由是「墨子之言」與「天鬼之志」，在此思想共義的基礎

上得到了有機的結合。
507

 

 

通過上述分析，再參以韋伯論述，約略可見墨子人格的「卡里斯馬」特質。

唯可能存疑議之處在於「卡里斯馬」式權威的「自我證明」上。或曰墨子名為「尊

天事鬼」實則「威逼利誘」，乃是以「計利」心態來謀求眾數幸福，所謂上天鬼

神能「賞善罰惡」，不過「神道設教」之——只關乎某種策略決算，無涉信仰直

接能帶來的福祉。此實忽略了墨子及其門徒對天鬼信仰的深度委身。這個問題關

聯「神義論」和「德福觀」，筆者在前文中已指出，即便是面對門徒或詰墨者有

關「德福不一致」「鬼神或有所不明」的嚴厲責難，墨子仍然堅持其酬報神學的

原則是「鬼神有明」且「善惡必報」的，包括墨子本人在內的個人際遇好壞，不

礙「尊天事鬼」信仰的一以貫之。故而在墨家言說傳統當中，不存在因某個領袖

                                                             
507

 若將墨子工作之職分置於普世諸宗教文明的信仰坐標下進行考察，筆者以為，墨子可能比較

接近基督教言說傳統中「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施洗者約翰。約翰在《聖經》敘事中的職

分為「先知」，是為上帝之道做前驅的。其傳道工作主要為了更正猶太人的錯誤信仰，為耶穌之

後將要展開的事工作預備。墨子宣講「宗教三論」，亦不斷強調要回歸到三代以下正確的天鬼信

仰。此二人皆非宣稱自己就是信仰的源頭（如宣稱自己創教教主或宣稱自己就是上帝），而是強

調要歸正至信仰的源頭（正確的上帝之道、正確的天鬼信仰），故言職分相似。就宣導理念的方

式而言，筆者又以為，墨子與耶穌亦類似。《墨子》書中記載墨子言說，多有據三表法引用天鬼

之志、或聖王之事、先王之書，後以「是故子墨子言曰」來展開申說的敘述方式。福音書中記載

耶穌言說，亦多見耶穌先引述《舊約》中上帝的話語或摩西律法，而後再自言「所以我實實在在

告訴你們」的敘述方式。由此似見，墨子和耶穌之宣導理念以先，皆援最高意志以為自己立論之

支撐，此即筆者前文所言權威來自「神秘領受」的認證。當然，筆者在前文已述，墨家從來排斥

「托天言志」，故《墨子》書中未有顯明上天鬼神直接降下啟示或命令予墨子及其門徒的實例。

然則在宣導方式上，言必稱「天鬼」，已顯明在墨家的言說傳統當中，天鬼之志為第一權威所在，

高於歷史遺傳和理性思辨。此與後世其他宗教自我「造經」「創教」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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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之「權威確據」喪失（如門徒質疑墨子尊天事鬼，乃義人也，何故會生病），

而導致整個信念共同體之信仰基礎隨之崩塌的情況（墨子答曰病痛有百門，鬼神

因素只居其一）。這一部分內容，筆者在本文第三章第三節已有相關說明，茲不

贅述。 

 

縱觀《墨子》書及其他相關墨子的典外文獻，不難看出墨子在墨家中「唯我

獨尊」的領袖地位，圍繞墨子所凝聚起來的墨家集團，其組織紀律之嚴格、成員

聯繫之緊密、行動能力之強硬，能在一個不長的時間段之內迅速崛起為可與儒家

並稱的世之兩大顯學，確多有賴此「卡里斯馬」式的人格權威。墨子歿後，墨家

又衍生出「巨子制度」，巨子成為整個墨家集團的實際領導者。然則巨子作為領

袖的人格感召力，相比墨子，似乎遠有不如，由其人格典範所衍生的個人權威，

所能籠罩之處亦有限。此一方面原因在於墨家後學開始分派，集團領袖的權威漸

趨彌散，「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508

另一方

面原因在於，在首領的人格典範之外又出現了新的權威中心。《呂氏春秋‧去私》

篇載：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

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

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

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

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巨子可謂公矣。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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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天下》。 
509

 陳奇猷校注：《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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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段引文記載了腹「殺子奉法」的事跡，作者援引此例，用以表彰墨家巨子奉

公行法、大義滅親。通過《呂氏春秋》的描述我們可見，秦國國法中實際上容留

了「父子之親」可以免罪的法律，故而秦惠王可以以巨子年長，惟存獨子，給予

特赦之待遇。然對巨子而言，縱然國法中存在「殺」與「不殺」的彈性空間，「墨

者之法」仍不允許在組織紀律上進行任何經權。學人論墨言及本段紀事，一般是

從「決獄」「容隱」等角度來進行觀照，以分析墨家作為知識共同體和精神共同

體的「團體本位」性質。
510

筆者措意的則是另一端，即「墨者之法」在墨家集團

內部運作和對外行事的過程中所居處的位分為幾何。腹自誅其子的行為依據是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的組織紀律，然則此鐵律是當任墨家巨子自行己意設定

的呢，還是歷代以來行之已久的成文法或不成文慣例？對「墨者之法」位分的釐

定，關係到對「墨教」首領人格權威之來源的追溯。若是前者，則毫無疑問，墨

家集團據以成形的中心，是由首領「信身從事」並獲得支配權威的卡里斯馬式「人

格典範」，類如「墨子之言」（或巨子之言）；若是後者，則在此卡里斯馬式「人

格典範」之外，還當有一類如禮俗習慣法的「路徑依賴」以作為判例法條，那麼

在墨子歿後，墨家集團內部運作和對外行事的判準，就可能不再是首領的人格典

範，而是某種成文或不成立的慣例或法條了。若如是，則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測，

即至少在腹時代，巨子只要依「家法」行事即可，其人本身是否具有權威，對

墨家集團而言，或許未必顯得那麼重要，「墨者之法」權重在墨者心目中的地位

也就躍居於作為墨家首領的巨子之前。 

                                                             
510

 例如陳壁生先生即從「親親相隱」的角度分析本段紀事。他提出，由巨子自誅其子之案例可

見，墨家是以知識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的形式，來代替儒家的家族共同體，故墨家是重團體而輕

親情。陳先生指出，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儒家身上，儒者也可能殺子，但是其所援用的當是以

父權權威為基礎的家法，而不是像墨家那樣以團體主義為基礎的「墨者之法」。參陳壁生：《經

學制度與生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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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問題，關涉到墨家集團內部，對「巨子之言」和「墨者之法」的權威性

認定。《呂氏春秋‧上德》篇記載了另一則有關墨家巨子的事例，為申說方便，

具引如下： 

 

墨者巨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

「符合聽之」。荊王薨，群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荊罪之。陽

城君走，荊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

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

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

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

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

巨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

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巨子於田襄子。

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二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荊，田襄

子止之曰：「孟子已傳巨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為不聽巨子

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

也。511 

 

上段引文記載了「孟勝殉城」的事跡。在楚國內亂中，墨家巨子孟勝為守陽城君

之約，率同弟子百八十人赴死。《呂氏春秋》作者引其事例為說明治理世道當尚

                                                             
511陳奇猷校注：《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1266。 

https://www.baidu.com/s?wd=%E5%AD%9F%E5%AD%9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m1csmvfzuWI-uyD1m1f1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b4nWTknWm3nHDzP1ndPj0z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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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尚義的道理。陽城一役，墨家謹守非攻教義，精銳死傷殆盡，極有可能就是導

致墨家在建制組織上走向衰弱的原因，這一點是我們從文本中大體能認識到的。

不過筆者更加留意的乃是孟勝差去送信的二位弟子不從候任巨子田襄子之號令

的細節。孟勝是為彰顯墨家之義而死，徐弱是隨從夫子之道而死，若曰孟勝之死

為「死節」，徐弱之死為「殉師」，那麼後二子之死就尤其令人費解了。表面看

來，後二子之死，似乎同徐弱一樣，乃為追隨孟勝的步伐，其中顯有孟勝作為前

任巨子的人格感召因素在起作用。然而此又如何解釋已成在任巨子的田襄子，無

法以巨子之權威阻止二子反身蹈死地的情況呢。是孟勝和田襄子兩位巨子對墨家

集團的影響力和掌控力有所不同嗎？還是弟子對前任巨子之人身依附和權威信

賴，遠高於沒有直接委身關係的當任巨子呢？依文本所述，後二子之不聽田襄，

乃以田襄「不察」。不察者何？「墨者之義」也。田襄固然承繼孟勝之權力以繼

其業（程序上合法），且從墨家集團之存亡考量，其阻止二子反身蹈死亦有正當

之理由（實質正當），但因未能全「墨者之義」，後二子亦不跟從。看來，墨家

集團之內部運作和對外行事，尚有不完全依從巨子人格權威之特例存在，由是「巨

子之言」亦或有不能籠罩之處，可知矣。 

 

由上述兩則有關墨家巨子的記述中似乎可見，在某些情況下，「巨子之言」

（人格典範）並不見得能夠隨時對墨家集團內部成員起到相應的支配作用。此與

後世人們之謂「墨教」首領一言九鼎、生殺予奪之絕對權威的印象有所不同。何

以出現這種情況？筆者借由韋伯的理論進行探討。韋伯指出，在「卡里斯馬」式

支配外，尚有兩種權威支配模式，一為「傳統型」，一為「法理型」。「傳統型」

有以下幾個特色：當先知預言者與戰爭領袖等「卡里斯馬」式人物隕落後，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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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權威繼承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有幾種——可能通過類如世襲王權或世襲

教權的「世襲卡里斯馬」形式、通過以聖典做實新任「卡里斯馬」的方式、在現

有集團成員中進行「尚賢」式的內部遴選、端視繼任者之卡里斯馬稟賦之有無而

進行選拔的方式。在「卡里斯馬」式領袖人物謝世之後，集團內部的領導權威持

有者，「不再因其純粹個人的資質行徑進行支配，而是基於取得或繼承而來的資

質，或者經過卡里斯馬遴選的過程而被正當化」，
512

從而開啟之後權威過渡的例

行化過程；「法理型」則與「卡里斯馬」「傳統型」不同，它既不以對權威人格、

超凡稟賦的信仰為依歸，也不恭順於神聖傳統、例行規矩的權威讓渡守則，而是

依據由人理性所制定出來的法律和政令。在理性的框架內，個人和集團的權責以

明晰的條文進行區分和明示，其支配的正當性「無非即為一般規則的合法性，此

種一般規則是在以目的為取向的研考下被制定出來，並且用形式上明確無誤的方

式加以公佈」。
513

近代國家之官僚制、大型企業之僱傭制，皆為此類。 

 

韋伯的三階權威劃分，實際上指出了在「歷時」維度下的權威支配的縱向演

進過程。在集團創始人或第一代領導人還在世的時候，一般依靠「卡里斯馬」式

人格典範，來組織內部紀律、規範內部運作、推行對外事工。當集團創始人或第

一代領導人歿後，集團內部的權威讓渡開始走向制度化，並逐步固定為一種傳

統。繼任者之權威往往不如前任。傳統行之逾久，又有了基於認同普遍法理基礎

上而形成的權威認同。韋伯的宗教社會學理論，固然未就「卡里斯馬——傳統

                                                             
512

  [德]馬克思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宗教與世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442。「權威模式」最早出自韋伯的「比較宗教學導論」一文。該文為韋伯為其「世界

諸宗教之經濟倫理」這一總目下的系列論著所寫的一篇導論。參 Max Web, “Die Wirtschaftsethik 

der Weltreligionen——Einleitung,”Gesammelte Aufsa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 Tubingen, 1978), 7
th
 

ed., pp.237-275. 
513

 同上，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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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法理型」的權威演變模式作出先後排序，然從其論述所舉之例中亦可見，

應是有一時間上的遞進過程。
514

循此論式，考察前文所引兩則有關墨家巨子之事

跡，似可見類於「卡里斯馬——傳統型——法理型」之權威演變模式。 

 

筆者據以推測如下：墨子之於墨家集團的獨一無二的人格典範，以及其人格

典範所衍生的領導權威，在其歿後應有一逐步衰減的過程。後學固然可依歷史流

傳中的有關墨子的傳說和經典（如「墨子之言」、《墨子》）來學效祖師、維繫

教團，
515

然再也無力產生類如墨子這樣的「卡里斯馬」式人物；至孟勝、田襄子

時代，「巨子制度」固定為慣例，內部有一套推舉、遴選的機制，如孟勝傳位田

襄。但是已經開始出現「權威彌散」的情況，代表事件即為徐弱、二子之殉孟勝

而不從田襄，蓋人身依附之程度各有不同；
516

至腹䵍時代，類如「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的「墨者之法」，已成成文法或不成文慣例。此一類「家法」「私刑」，

敷之於內，行之於外，成為上至巨子下至門徒的公約守則。腹䵍誅子，所援之理

據為內部「法理」，而非巨子本人意願，已可見一般。由是此階段「法理」之權

威高於「卡里斯馬」。（關係式見表一） 

                                                             
514

 韋伯用以論述「傳統型」權威支配的案例，常為君權、教權和父權的權力傳授模式。例如有

人身依附性質的家父長制。用以論述「法理型」權威支配的案例，常為近代西方形式主義法學興

後起的官僚制和公司僱傭制，代表人物則為法律專家的技術專家群體。故韋伯雖未言明權威支配

三階模式之發展先後順序，仍可認為在其觀念中，有一顯明的時間先後排序。參 [德]馬克思‧

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宗教與世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441-444。 
515
有論者認為，墨家知識的傳授形式可能與《墨子》書的獨特體裁有關。何之先生認為，《墨子》

書的內容皆重實用，目的是使人容易明白墨子講論的道理且能切實記住，所以《墨子》書中各篇

皆有大量重複的語句，類如《聖經》，是謂幫助記憶的口訣，「墨教的信徒也極可能有固定的時

間在一起背誦墨子的話」。參何之：《墨教闡微》（臺北：文津出版社，1983 年），頁 116。 
516

 陳柱在其著作《墨學十論》中曾言到：「其（梁啟超）《墨子學案》且舉墨子建立巨子之法，

以為例證；而不知此乃大謬特謬。孟勝之傳巨子，全為個人之傳授；不足以證明其為民選，適足

證其為獨斷也。余以謂墨子之所謂選立者，乃言天志選立，非謂由人民選立也」。陳先生之論筆

者是贊同的。姑不論孟勝時代之墨家集團選立之法是否獨斷，僅就其選立之基為「個人傳授」這

一點來看，就應與墨子時代的墨家選立之法不同。這從另一方面說明了，孟勝時代的墨家集團權

威中心，有別於墨子時代的墨家集團權威中心。參陳柱：《墨學十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2010 年），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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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中心之演變 

時代 中心權威 案例 韋伯模式 

墨子時代 墨子的人格典範 墨子之言 卡里斯馬 

孟勝時代 歷史傳統、內部共識 （孟勝）屬巨子於宋之田襄子 傳統型 

腹䵍時代 成文法或不成文慣

例 

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

刑 

法理型 

（表一） 

 

第五節 「建制組織」管窺 

 

近代以來所謂「墨學復興浪潮」，實際上只是作為「子學」門類下的墨家思

想或曰墨子哲學的復興，與作為精神共同體和知識共同體的成「建制組織」的墨

家並無太大關聯。從近代思想史的角度進行考察則能夠發現，與儒教界之康有為

陳煥章等人推動「尊孔復古」、佛教界之太虛大師等人推動「人生佛教」、基督

教界之王治心等人推動「本色神學」等合「學問復興」與「建制復興」為一體的

文化運動不同，「墨學復興」實質上並未深度參與到近代中國社會深徹變革的過

程當中。其影響力始終未能超出思想界文化界的範疇，及於知識分子群體之外的

更廣闊社群。此固然和墨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之地位長期居於「小眾」「支流」，

就文化當量而言不若儒、釋、耶等蔚為大宗之學問有關；更為關鍵之處在於，建

制成型之墨家在漢代以後一朝而斬再無承傳，後世人們哪怕要復興墨家，也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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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憑依的組織實體。故曰復興墨學或有可能，復興「墨教」則毫無依據。
517

 

 

然則，無論是有所延承或者已經斷絕的學派團體、宗教組織，其精神力得以

千載相接並影響後世，必與作為該思想承載體的建制組織、以及奉行該思想的實

踐者所呈現的行事做派密切聯結。故而剝離墨家談墨學，終究算不得整全。考察

墨家之建制組織，本是探討墨學的應有之義。下文中，筆者將對《墨子》書文本

中有明確記載的、確證性較高的有涉「建制組織」之內容進行相關研討，在結合

既有材料的基礎上作適當推測，期以逼近墨家宗教形態的真實面貌。 

 

一、內部規範機制：推舉、查鑒、奉獻 

 

墨家有一套紀律嚴格、令行禁止的內部規範機制，涉及「推舉」「查鑒」「奉

獻」等諸方面。〈魯問〉篇載： 

 

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

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

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

                                                             
517

 筆者此言墨學復興或有可能、墨家復興無根據，乃是就復原墨家建制而言。相比於儒家在當

今時代復興，除了有學問上的復興外，尚有諸如書院、宗祠等建制實體的復興。墨家則無具備這

個可能。大體而言，「墨學復興」之文化地位，當更接近如民國學人陳啟天、常燕生所倡議之「新

法家」，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所自詡之「新儒家」，屬於一種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進行發

揮，並以之影響社会的思想性工作。而非類如民國初年康有為、陳煥章等人所議之有明確政治訴

求和政治綱領的「孔教運動」（立孔教為國教），或在當下以蔣慶先生為代表的「大陸新儒家」

學人所議之試圖於政治層面（儒化共產黨）、社會層面（儒化民間）全面恢復固有建制組織、有

清晰意識形態進取路線圖（儒教憲政）的「政治運動」。見黃蕉風主編：《非儒——該中國墨學

登場了》（悉尼：國際華文出版社，2016 年），頁 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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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518 

 

墨家雖然是先秦時代最具平民色彩的思想學派團體，然不代表墨子本人及其門徒

排拒為官。先秦諸子欲實現其社會理想，一般皆有相應之「上行路線」為之匹配，

墨家亦不能例外。《墨子》書〈魯問〉篇記載墨子曾經推薦弟子勝綽到齊國大將

項子牛帳下為官，欲以行非攻之義、止齊伐魯。結果項子牛三侵魯地，勝綽三次

跟從之。墨子聽聞這個消息，就差遣弟子高孫子到項子牛處，請他清退勝綽。類

似案例還見於《墨子》書〈耕柱〉篇： 

 

子墨子使管黔遊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

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

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

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

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為義非避

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

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

則是我為苟陷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

嚮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嚮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519 

 

由上可見墨家內部規範機制的幾個特色。第一，墨子對外差派職分，要求弟子恪

守組織紀律，不能倍義而嚮祿，有明確之底線意識；第二，外派弟子與組織之間

                                                             
518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254。 
519

  同上，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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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緊密聯繫，弟子辭官之後會向墨子回報狀況，墨子亦會與門人交流政治見

聞；第三，墨子作為墨家集團領導人，有極其豐富的政治資源，能夠向各國之執

政掌權者推薦門下的優秀人才。據此可知墨家在墨子在世之時代就已聲名昭彰，

有極大能力介入各國政治，非與政治絕緣之出世學派；第四，弟子無論何時，在

內在外，都受墨子的約束和驅使。如果弟子曲學阿世，助紂為虐，不行墨道，墨

子則有絕大威望，能使主事者貶之退之。此即有「推舉」而兼「查鑒」也。 

 

此外，墨家設有「奉獻」制度。外派出仕的門人弟子，從政之收入不能全為

個人所得。當有部分款項須奉獻出來或為集體所徵用，用以供養夫子或者支持組

織運作。《墨子》書〈耕柱〉篇載： 

 

子墨子遊荊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

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

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

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520 

 

墨家視能「分財」為美德，《墨子》書《尚賢下》有曰：「有力者急以助人，有

財者急以分人，有道者急以教人」。此一「奉獻」制度應為墨家獨有，諸子百家

中未見同例。然須留意，此一「奉獻」制度與普世諸宗教之「奉獻」制度尚有不

同，其中可能存在著弟子與夫子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佛教徒之「供養」三

寶，基督徒之「十一奉獻」（Tithing），大多依循自願原則，「供養」「奉獻」

                                                             
520

 同上，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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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對象，主要為教團而非個人。而據〈耕柱〉篇所載，似見耕柱之「奉獻」有厚

薄之分，其優先級乃先夫子（墨子）而後同門（二三子）。雖不可謂墨子乃「強

制」門徒專為他「奉獻」，然從墨子的回應中可知他是讚許耕柱這種行為的，此

之建立於團體本位主義基礎之上的「人身依附」，比之孔門，恐怕有過之而無不

及。 

 

二、宗教禮儀：以「德、儉、虔」事神 

 

大凡宗教或「準宗教」性質團體，必具相應宗教禮儀。宗教禮儀在教團成員

的宗教生活中佔據中心地位，為教團之宗教信仰最顯明的表徵。宗教禮儀與宗教

戒律不同，其核心關切不在提示宗教信徒需要謹守的禁忌，而在規定宗教信徒應

該力行之事項，是一種對宗教信徒行為的正面的、積極的、肯定性的規範。
521

 

 

一般而言，一個教團的創始人或該教團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很少自己建立一

套制度化禮儀。禮儀的制度化，往往需要幾代人的不斷總結和規範，迭經相當長

時間段的積累過程，方才可得而成。孔子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522

耶穌之

不以「新約」恩典廢棄「舊約」律法，墨子之原三表循法儀，皆為此類。東西方

各大宗宗教的創始人或第一代領導集體，從未示意自己建立了一套原創禮儀，而

是宣稱禮儀來自上古信仰的原始版本，自己的申說講論、凡言凡動，皆為對此源

頭的「復還」和「歸正」（非修正）。除了當代某些新興宗教或異端邪教，大體

上所謂「截斷眾流」「首開先河」之「創教教主」「原創宗教」者，均不適用於

                                                             
521

 段德智：《宗教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157。 
522

 《禮記‧中庸》。 



 ２２４ 

定義軸心文明時代之普世性宗教。故曰普世諸宗教之禮儀，多為延承，而非原創。

墨家亦是如此，其特色體現為「以復古為革新」的新教式禮樂革命。對於墨家禮

儀特色的分析，筆者在本文第三章第一節第四部分已有相關說明，此不贅述。下

文中謹以祭祀為例，就墨家禮儀之細部，做一個探測。 

 

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祭祀從來是宗教禮儀之核心。《墨子》書〈明鬼〉篇

中有相關描述，其曰： 

 

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

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叢位；必擇

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為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腯肥倅毛，以為犧牲，圭璧

琮璜，稱財為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為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

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效，必先鬼

神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

之為政若此。523 

 

上段引文出自墨子駁斥「執無鬼者」的講論。原意是為了說明鬼神實有且鬼神有

明，尊天事鬼關乎國家社稷。墨子既引三代聖王之事為理論奧援，必然是認可並

遵守古代宗教禮儀之遺傳。從其講論中可見祭祀之諸要素：其一，祭祀有對象，

為上天鬼神；其二，祭祀有場所，在祖廟宗社；其三，行祭有主角，為太祝、宗

伯，一般是品行高潔之人士；其四，獻祭有祭品，為牲畜酒食；其五，行祭有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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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畢沅校註、吳旭民校點：《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25—126。 



 ２２５ 

具，為圭璧琮璜等玉器。此外墨子還強調祭祀之態度須虔敬——「齊戒沐浴，潔

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
524

祭祀之準備須周全——「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

犧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
525

 

 

如此不厭其煩反覆申說祭祀之諸要素，墨家對宗教禮儀之關切程度可謂深

厚。然而墨家有關此端的講論，又明顯與其「節用尚儉」的講論形成鮮明對比，

似乎呈現一種自相矛盾的情況——即一方面主張諸事須奉行節儉的教義，一方面

又大肆鋪張諸般的禮儀，有「道乖相反」「自違其術」之嫌。
526

有此疑難，蓋以

為墨家「重鬼神而輕人事」，未審其乃「先鬼神而後人者」也。何以言之呢。筆

者以為有三端可證。 

 

其一，墨家有關宗教禮儀的諸般講論，始終都在強調人在進行宗教活動中所

須持守的虔敬態度。墨家之批評儒家「執無鬼而學祭禮」，即言禮儀的外在形式

固然十分重要，人內心之虔誠則更為天鬼所悅納。可見其並不為形式主義所框

架；其二，〈明鬼〉篇中墨子言「祭祀」之好處，為上可交天鬼之福，下可合歡

聚眾取親於鄉里。上利天鬼下利萬民，以顯墨家「交利」之本意。又「兼愛交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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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尚同中》。 
525

 同上。 
526

 漢代無神論哲學家王充在《論衡‧案書》中言到：「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

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死〕人之精也，厚其精

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

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

家為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王充所論原是為詰難墨家相信人死為鬼的觀念。

當留意，此論其實從另一個角度，批評了墨家「右鬼」和「薄葬」互相反對，「重鬼神而輕人事」

反導致理論上的不自洽——如果墨家「右鬼」，自然在諸般禮儀上要盡其隆重，以示虔敬；如果

墨家「薄葬」，則在諸般禮儀上必然薄省，這固然符合「節用」的教義，但違背了「尊天事鬼」

的教義。鄭傑文先生指出，王充的批評存在「以一況百」的情況，對墨家「明鬼」教義的掌握不

全。因為墨家明鬼是為了勸人行善，最終是要導人向兼愛上行。宣傳薄葬，是為了不讓死人與生

人爭奪社會財富，最終也是落實到兼愛的行動上去。兩者並不矛盾。墨家也並非因此才導致中絕。

見鄭傑文：《中國墨學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210。 



 ２２６ 

為天鬼所欲，故行祭本身也是遵從天志的一種表現。可見「鬼神」與「人事」並

不構成互相否定；其三，普世諸宗教文明的教義系統中都存有「敵對禮儀」之面

向，類如佛陀歿世前教導門徒「依法不依人」「以戒為師」，或外邦人使徒保羅

之以因信稱義來取代因行割禮稱義，皆為此敵對關係在宗教實踐上的具體反映。

527
宗教在發展過程當中愈發出離禮儀形式而歸向道德踐履，這樣的例子在東西方

歷史上並不鮮見，體現在教義上就是更加強調侍奉鬼神的虔敬心，體現在禮儀上

就是「以德事神」並簡化相關程序。如果一個神祗被認為或被塑造為是一個喜歡

德行的神祗，那麼原則上甚至是可以不要諸如獻祭之類的相關儀式的。
528

在墨家

的宗教觀念中，上天鬼神皆為「至善神」，「至善神」據人行義或不義（天欲義

而惡不義）而施福降禍。即便是〈明鬼〉所載「厲神杖殺觀辜」之引例，亦是為

說明侍奉鬼神須懷虔敬不可詐偽，宗旨在強調內心的虔敬而不在禮儀的完備。 

 

綜上所述，筆者推測如下：由於墨家諸宗教表述皆能從三代以下古代典籍中

找到觀念「原型」，故墨家所行的這套禮儀系統應為普行於世的「共識通例」。

既曰「共識通例」，必然在諸般儀文、信條、程序、禁忌等事項上，與時人認可

並遵行之內容之間不存在太大差異。墨家雖曰「節用尚儉」，尚不至於連基本的

宗教禮儀都一併減省廢棄，謂其同儒家一樣「行禮如儀」，並無不可。然同時亦

因墨家「節用尚儉」，其對宗教禮儀之關切，就主要集中在人心的虔敬和德性的

踐履之上。以儉事神、以德事神、以虔敬心事神，當為墨家對待宗教禮儀的可見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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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李申：〈事神論〉，《宗教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卷 2，頁 83、

88。 
528

 同上，頁 77。 



 ２２７ 

 

三、宗教訓誡：基於「除害」的消極表達方式 

 

古來所謂宗教者，有禮儀必有禁忌。禮儀與禁忌從來是一體兩面的關係，禮

儀告訴人們應當做什麼，禁忌告訴人們不應當做什麼。
529

可以認為，禮儀是要求

人們接觸某些對象或從事某些活動，禁忌是要求人們拒斥某些對象或規避某些活

動。
530

在普世諸宗教文明當中，禁忌往往借助神祗的權威加以貫徹，宗教所傳授

之知識、所宣揚之訊息，無論其正確與否，最終都可被理解為是來自「神的意旨」。

此一過程即是對禁忌做相應的「合理化」詮釋。此一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漸

而發展一套規範性體系，「根據此一規範，某些行為被視為宗教性罪惡，必須接

受制裁，違反者有時甚至被處死，免得由於個人的宗教性罪惡而使邪惡的巫術危

及整個團體」。
531

由是禁忌又演而為戒律。戒律是禁忌的升華、規範化和條文化，

是宗教行為的理論綱要。
532

宗教禁忌若要落實至可資實際踐履的地步，則在其中

充當中介載體之作用的，就是成文或不成文的宗教戒律，類如猶太教之摩西律

法、基督教之「兩大誡命」、佛教諸宗之律書戒本，包括「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的「墨者之法」，均可目為此「由禁忌而戒律」的規範性體系。 

 

筆者在前文中已經分析到，墨子並非「創教」，墨家的宗教信仰體系也非「原

創」，「墨教」諸理念「原型」皆來自三代以下的歷史遺傳，墨子及其門徒與其

他諸子在宗教觀上的不同處也不過是在理解的方式上。根據前文所述可知，在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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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申：〈事神論〉，《宗教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卷 2，頁 92。 
530

 段德智：《宗教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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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馬克思韋伯著，康樂、簡惠美譯：《宗教與世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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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德智：《宗教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156。 



 ２２８ 

向時間維度上，宗教之「禁忌」一般先於宗教之「戒律」，對於「遺文宗教」（而

非原創宗教）而言，在前之「禁忌」多為「共識通例」，謂為「拘守」；在後之

「戒律」顯為該宗教之特色，謂為「詮釋」。
533

此類型宗教之代表，即為後起之

基督教並不廢棄先出之猶太教的諸般律法，而兩教之被稱為「相異」的部分則被

前者以「乃是成全律法」來解釋之。故，墨子及其門徒對普行於世之宗教信仰中

的「禁忌」事項的看法，類如對待祭祀須懷虔敬、獻祭之祭品忌不潔不淨、行祭

之程序須完備周全、侍奉天鬼須戒慎恐懼不敢詐偽等等，應與時人之間不存在太

大差異。相較而言，宗教戒律更可作為考察墨家外顯為「宗教」或「準宗教」之

特質的判準，因其更能彰顯「墨教」之異。其特色為何，下文試析之。 

 

第一，觀《墨子》書「墨論」部分中作為每個章節核心宗章的篇名題目，除

〈天志〉篇外，其餘九篇（〈明鬼〉、〈尚同〉、〈尚賢〉、〈節用〉、〈節葬〉、

〈非樂〉、〈非命〉、〈兼愛〉、〈非攻〉）之篇名題目，皆為「動詞+名詞」

的形式。「天志」獨以單個名詞的形式出現，似見《墨子》書編纂者以其為墨學

義理之中心總領其他綱目，其餘九論則是「天志」之枝葉，為契合「天志」所必

須的手段。《墨子》書編纂者對「墨學十論」的這一編排方式，十分類似「摩西

十誡」對諸誡命的層級劃分——專論「神權」的前三誡在整個十誡中居於首要地

位，其後「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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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此處所謂「遺文宗教」，乃就教派團體之宗教信仰來源為歷史遺傳而言。比如今天我們

論析基督教不同於猶太教的宗教特色，最能見兩者相異的地方，即在對原有宗教理念「原型」的

詮釋上。猶太舊教的諸般宗教禮儀、宗教禁忌，基督教也一樣拘守。然反映在兩教之宗教戒律上，

就可顯見不同。比如作為外邦人使徒的保羅本身也依猶太舊教的規矩行割禮，但在他把福音傳向

外邦的過程中，又極端強調要因信而稱義，而不是因割禮而稱義。若外邦人願意接受教義，不需

要奉割禮，也一樣可以歸向上帝。保羅之所謂，即在宗教實踐上進行了突破。然而「稱義」的要

求仍是不變的，即「禮儀」「禁忌」不變，而「戒律」變了，只是宗教實踐上發生了變化。故曰，

宗教戒律比之宗教禁忌，更能見到「遺文宗教」的特色。 



 ２２９ 

可做假見證」「不可貪戀鄰人所有」的論述「人事」的後七誡，則為實現神意、

踐行神律的途徑。 

 

第二，「墨學十論」在整體上顯示為一種偏向「消極性訓誡」的申說風格，

此與墨家立論「寓立於破」的講論風格有關。約可別為三組：第一組，直接全盤

否定的，為以「非」字為起首的篇章（〈非攻〉、〈非命〉、〈非樂〉）；第二

組，要求給予限制的，為以「節」字為起首的篇章（〈節用〉、〈節葬〉）；第

三組，正面推崇提倡的，為以「尚」字為起首的篇章（〈尚同〉、〈尚賢〉），

外加〈兼愛〉、〈天志〉篇。然則即便是第三組，也一樣呈現出類於前兩組的的

講論風格——依《墨子》書之意，正因天下人相攻相賊相害，所以墨家要人們彼

此相愛（兼愛）；正因天下之義茲眾，所以墨家要人們上同於一義（尚同）；正

因執政掌權者不行「賢能政治」，所以墨家要求統治者「選賢任能」（尚賢）；

又因舉世以天鬼不明，淡漠對上天的信仰，所以墨家又希望人們敬畏上天，遵行

天志（天志）。此外，依「法儀」「三表」所建立的、堪稱墨家護教式文本的「宗

教三論」，全為駁斥「反天意者」「執無鬼者」「執有命者」，立論多由舉證反

方觀點如何有害如何負面而起始，諸如此類「否定式」言說在皆可目為某種意義

上的「消極性訓誡」。 

 

除上文所述兩點之外，尚有其他線索可資考察墨家此種「消極性訓誡」的呈

現方式。今人皆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墨家社會實踐的主要內容，或

以二者為「並舉」，或以二者為「分置」，總之是目「興利」和「除害」之重要

性為等同。此實未審二者之間的先後順序和層級關係。事實上「除害」才為墨家



 ２３０ 

行事之根本。在墨家的邏輯論式當中，「除害」即是「興利」，但「興利」不一

定等同於「除害」。例如〈兼愛上〉言為何兼愛須先「察亂何自起」，明亂「起

自不相愛」，而後方能「兼相愛」。此即從「除害」的消極表達式來闡述「兼愛

交利」的必要性；又有〈天志中〉言「天之意」為「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

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此即從「天

不欲」的消極表達式來說明「天所意欲」的內容。概言之，墨家行事往往是通過

「主動尋求不做什麼」（墨家式樣的「否定性應然」——「不應該怎樣」）而非

「主動尋求去做什麼」（儒家式樣的「肯定性應然」——「應該要怎樣」）來達

至其所意欲達成的目標。
534

 

 

宗教信徒對宗教信仰的委身程度於其對宗教戒律的持守程度成「正相關」，

宗教戒律誠為決定宗教團體內部之凝聚力的重要內容，普世諸宗教之社會實踐活

動幾無可繞開宗教戒律而能成行的。墨家思想學派是先秦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建制

組織團體，它能夠屹立於彼時亂世並影響其後時代長達兩百年之久，當有一套獨

特的戒律與之相匹配。通過上述分析，筆者以為，墨家對諸般「禁忌」「戒律」

之理解和申說，皆可目為一種「消極性誡命」的表達方式。進而可據此推測，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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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家式樣的「否定性應然」表達式還體現在墨家的修身觀念觀上。眾所周知，《墨子》書講

論「心性」的部分並不多，然在〈貴義〉篇中，墨子特別提到人能「成聖」的路徑，為去掉六種

怪癖。〈貴義〉篇曰：「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三者代禦，必為聖

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此講

論亦可目為一種「消極性訓誡」的表達方式，類於「摩西十誡」之「不可拜別神（當信耶和華上

帝）」「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稱主的名」「安息日不可作工（當受安息日）」「不能怠慢父母

（當孝敬父母）」「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做假見證」「不可貪戀鄰人所

有」，皆是通過強調「不當做什麼」而達成「應當怎樣」的目標。概言之，即為一種「不當…而

當…」的邏輯論式。事實上在普世諸宗教文化當中，我們亦可見到，強調「他力」信仰之宗教或

團體，多有此「否定性應然」的表達方式，用以嚇阻、震懾。強調「自力」信仰之宗教或團體，

多有「肯定性應然」之表達方式，用以鼓勵人內向反求，或依靠自身靈性之覺醒以達成境界的提

升。後者之表達方式，亦常見於一些非宗教的道德性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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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表達方式可能又與墨家「重罰輕賞」之天鬼信仰相關聯。因為相比「肯定性應

然」的言說方式，「否定性應然」的宗教言說方式更容易對團體內部成員起到震

懾、嚇阻之作用，相應的，止惡揚善的效用可能也更加顯明。 

 

小結 

 

宗教思想之共同體一般亦具相應的宗教形態，思想對應活著的文本，形態對

應活著的傳統。「活文本」（傳承不絕之儒家學問）和「活傳統」（累世相繼之

文教系統）相得益彰之典型，即為「儒教」。故而對儒家之宗教形態，可據「歷

時—共時」之縱向橫向兩個時間維度，來進行長時間段的考察。通過考察所得之

儒家宗教形態，幾可還原其原貌。這是空餘「死文本」（《墨子》53 篇）而無

「活傳統」（墨學中絕）之墨家遠遠達不到的。 

 

對於墨家的宗教思想（如「尊天」「事鬼」），我們尚且有墨家與其他諸子

共同分享的「公共文本」（如《詩經》、《尚書》等）可資參照和比對。墨家諸

宗教理念之「原型」，即來源於此；至於墨家具體的、落地的、建制成型的宗教

形態之確切記錄，則於史無徵，加之傳承中衰、組織斷絕，實難查考。當然，我

們仍可根據現有相關墨家的歷史材料（傳世文獻以及部分出土文獻）来探測墨家

作為精神共同體和知識共同體之內部運作和對外行事的大概，然此探測在很大程

度上仍歸屬「思想實驗」的範疇，非能下一鐵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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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耶墨對話：中國基督徒論「墨教」 

 

近人論墨，凡涉墨家宗教部分，屢見以「耶教」（基督教）為比較對象。蓋

以二者教義相似、建制相仿，且創始人耶穌與墨翟之人格相類之緣故。漢代以後，

儒家一教獨尊，墨家退出歷史舞台。此後在以儒家為主流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

中，墨家就長期居於小眾地位。至於基督教，自其由域外傳入以來，因在諸多地

方與中國文化、中國社會格格不入，則未能完成像佛教那樣的本土化進程。故二

者之歷史命運，可謂「殊途同歸」。自孟子時代開始，墨家已被儒者稱為「邪說」

而被力辟之；清末及至民國，國人又多以基督教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洋

教」，由是教案頻發。是故耶墨二教這兩大「異端」在近代中國的相遇，形成了

中國思想史上一大奇觀。近代以來，知識界多以基督教為墨家之「理型模板」，

論及基督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之最佳參照物，亦多以墨家為例證，此一方面之「耶

墨對話」，筆者在前文中已略有述及。然則過往人們尚少措意教會界如何看待墨

家以及中國基督徒之「耶墨對話」，是為缺憾。筆者將在本章中加以申說。 

 

第一節 墨耶相遇：「奪朱之紫」，抑或「他山之石」？ 

 

晚清以至民國，中國社會上層建築幾經轉易，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國知識分子的核心問題意識在於尋索中國傳統文化中可資救亡圖存、富國強民

的文化思想資源。洋務運動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指導方針下，推動器物層面的革新。維新變法則主制度層面的改革，維新思想

家論證先王或孔孟的聖意改制與君主立憲的歷史發展潮流合轍，以古學包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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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走「托古改制」、「以復古為解放」的漸進主義改良路線。辛亥革命及至五

四新文化運動，中國固有政治體制之鼎革雖已成事實，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

社會性質並未被徹底改變，於是又有「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的文化革命

呼聲，集中體現為「是今非古」、「揚西抑中」，具有「全盤性反傳統」的文化

激進主義思想特徵。
535

今人梳理這一階段的知識分子思想演進史，一般概括為由

主張器物技術革新，進展至強調政治制度更化，再至文化心理革命的思想縱貫線

索。不過此種概括又有化約之嫌，因為知識分子提出的在「器物」、「制度」、

「文化」三方面的改革主張並非截然互斥，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及五

四新文化運動，其所關注的核心議題固然有所側重，但亦絕非只及一點不及其

餘。最顯明的例證，就是清末民國前後幾代學人均注意到的「西教」問題。 

 

「西教」即「耶教」。自聶斯托利派於唐貞觀年間入華以來，基督教在中國

的福傳歷程，迭經唐代大秦景教、元代也里可溫教、明末清初天主教、1840 年

以後來華的基督教，共四個階段，爾來將近一千多年歷史。基督教因其教義和建

制上的排他性以及相對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異質性，使得其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不

像同為域外宗教的佛教那樣順利。尤其近代以來，基督教是隨著通商口岸的打開

而進入，教會在內地的建立受到相應傳教條款的保護，具有強制性，一定程度上

給人予「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先鋒」的印象，由是激起包括知識分子在

                                                             
535

 此處筆者提到的「全盤性反傳統」，實質上是民國學人以反儒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正統」

的「全盤性反正統」思想運動，並非今人以為全面反對一切中國傳統文化，這是在論析中需要注

意的。在中國歷史上居於偏統和支流地位的諸子學、墨學在彼時興起，也成為一股促進思想解放

的力量，得到包括基督界人士在內的中國知識份子的關注，墨家的歷史資源和思想資源被重新發

掘出來。民國時期墨學復興思潮正逢其時，彰顯了先秦時代曾與儒家並稱「世之顯學」的墨家，

經過由「顯學至絕學，由絕學復為顯學」的思想演進歷程。「打倒孔家店，樹立墨家店」（郭沫

若語）與清末民初儒家經學的瓦解與諸子學墨學的復興相互呼應，如胡適、梁啟超、馮友蘭、方

授楚、郭沫若等詮墨注墨的工作，亦對這股思潮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由於儒學權威倒塌，因而

從儒學之外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能夠與基督教對話、會通的思想資源和文化投射物，則成必然

之事。在「反正統」（儒學）的同時，又樹立了「新正統」（墨學、諸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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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國人的抗拒心理。外來文明的猝然輸入，一方面對中國文化中心主義產生了

極大衝擊，引起民族主義的逆反情緒；另一方面亦促使中國知識分子思考，「西

教」既然作為西方世界組織秩序和文化心理的核心並造就其強大，那麼「西教」

中有何種積極因素可資借鑒來振濟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 

 

在此思想脈絡下，墨學成為近代中國知識界介入「西教」問題探討的一個重

要中介。學人「以墨論耶」，其中一個思路，就是「耶教墨源說」。清末及至民

國，墨學地位上升，西學地位強勢，儒學權威不再，這個現實使得學人開始注意

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居於非主流地位的墨學和在中國社會中居於異端位置的基

督教，此二家在教義、建制、理念上的相似處。通過比較他們發現，在儒家之外，

尚有墨家作為參照物，可代表中國文化來同基督教進行溝通對話。彼時學人的文

化心態是「古已有之」，解釋路徑為「以中化西」。譚嗣同嘗云： 

 

世之言夷狄者，謂其教出於墨，故兼利而非鬥，好學而博不異。其生也

勤，其死也薄。節用，故析秋毫之利。尚鬼，故崇地獄之說。戛戛日造於新，

而毀古之禮樂。景教之十字架，矩也，墨道也，運之則規也……故其教出於

墨。
536 

 

譚嗣同外，尚有諸如黎庶昌、張自牧、薛福成等，皆謂耶教源出墨教，神學本於

墨學。
537

然則這並不意味着彼時學人全然肯定耶墨二教均具有正面價值，比如宋

                                                             
536

 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233。 
537

 黎庶昌云：「墨道，夏道也。今泰西各國耶穌天主教盛行尊天、明鬼、兼愛、尚同，其術本

諸墨子」；張自牧云：「耶穌其教以煦煦為仁，頗得墨氏之道。耶穌二大誡，一曰全靈魂愛爾祖，

即明鬼之旨也；二曰愛鄰如己，即兼愛之旨也」；薛福成云：「余常謂泰西耶穌之教，其原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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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仁認為耶墨二教相仿，然正因為耶教取法墨教，故背離周孔，流弊同歸；538郭

嵩燾認為耶教「愛人如己」的教訓就是墨家「兼愛」之宗旨，但同時又指出耶墨

二教遠不如孔孟儒學廣大精微，屬下愚之教，不足惑上智。539此皆以耶墨各擅其

長，然儒家與這兩家相比更為優越。由之可見，「耶教墨源說」在很大程度上仍

難脫離以儒家為衡量準繩的言說傳統，墨學在這種中西文化比較中的身位止於充

當儒家的替代物，其所謂「比較」自然也容易流於牽強附會。一如近代中國思想

史上的「西學中源說」，「耶教墨源說」背後潛隱著同樣的民族主義情緒，即謂

西學源出中學，西教源出中教，西方文化不如中國文化。 

 

此後，「耶教墨源說」的影響漸由知識界擴展至教會界，中國基督徒開始投

注精力研治墨學，產生了一批「耶墨對話」的思想成果。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中

國基督徒完全接受基督教乃源出於墨家、甚至墨家足以和基督教等量齊觀的設

定。由於歷史上儒家正統天然排斥墨家，視之為異端邪說，加之明清以來西洋傳

教士如利瑪竇（Matteo Ricci）、馬里遜（Robert Morrison）、艾約瑟（Joseph Edkins）、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的文化福傳事工以「耶儒對話」為主流，使得

中國基督徒在從事「耶墨對話」的時候，多多少少還是拘守孟荀「辟楊墨」的遺

傳，不敢對墨家墨學有所親近。
540

例如清末基督徒黃治基在其著作《耶墨衡論》

                                                                                                                                                                               
於墨子，雖體用不無異同，而大旨實最近」。轉引自鄭傑文、王繼學等著《墨學對中國社會發展

的影響》（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235-242。 
538

 朱維錚編：《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頁 397。 
539

 楊堅編：《郭嵩燾詩文集》（長沙：嶽麓書舍，1984 年），頁 202。 
540

 明末以來，基督教自西徂東傳入中國，產生了一批以儒家背景信仰基督教的中國基督徒，如

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這些基督徒奉教以先，都是儒者出身，多遵循「補儒易佛」的「利

瑪竇方法」，甚至於將耶儒並舉。在這些「儒家基督徒」眼中，滲入佛道的宋明理學為儒學歧途，

信仰天教（基督教）即廓清儒家聖賢之道。在這此言說傳統影響下，不少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

也都把墨學目為等同於佛道、宋明理學的異端。他們大多認可孟荀辟楊墨。在「耶教墨源說」興

起之前，中國基督徒在從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對話，不乏對墨學持貶斥態度之學者。例如清中葉

基督徒張星翟就將自己皈依天主教的認信經歷比擬為朱子辟佛老和孟子辟楊墨。在其著作《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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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錄有一事：「余憶童時，從師受舉業。師敬某教士為人，撰句為贈，援墨之兼

愛為比。某教士怒，欲興舌戰而報復焉。余亦私怪吾師既敬其人，何乃相侮若此」。

541
其友方鮑參在該書序言中亦言到：「我國士大夫，閉目不視，掩耳不聽。始以

孔教為勝，繼以墨子為東方之耶穌。豈不謬哉！」。
542

黃治基所記和方鮑參所言，

體現了教會人士在面對墨學時的複雜心態——西洋傳教士並不悅被人以墨家信

徒來相比擬，中國基督徒亦認為此舉有拔高墨家貶低基督教之嫌。 

 

秉持這種立場的基督徒往往具有原教旨主義的傾向，他們所做的「耶墨對話」

工作多有辯道衛教的色彩，即以基督教的標準來評判墨學，並對「耶教墨源說」

所產生的「耶墨同源」甚至「是墨非耶」的觀點做出來自教義神學方面的反擊和

回護。例如有中國教會護教先鋒之稱的張亦鏡在其著作《耶墨辨》中開宗明義指

出「耶墨之辨，與耶儒之辨同，皆在神人分別也」、543「墨子亦一生徒也」，544耶

穌與墨翟是神人天淵之別，師生高下之分，完全不可等量齊觀、同日而語；又謂

墨翟及其學說，「一篇中有一二筆極有其師之精到也，餘則瑕瑜不掩，而未能竟

體一致」；545且堅持基督教本位主義立場，「以較其師所擇，自首自尾，無懈可

擊者，相去為壤。則吾輩擇師而從，將師其徒乎？抑師其師乎？此不待智者而決

矣」，墨學之優勝已為基督教充量包含，基督徒追求真理無須假墨學為援手，不

                                                                                                                                                                               
明辯》中，他言到：「世之儒者，皆儒名而墨行者也，以其皆從佛也。予歸天教，是棄墨而從儒

也。孔子尊天，予亦尊天；孔孟辟異端，予亦辟佛老。奈世之人不知天教之即儒耶，又不知天教

之有補於儒也」。轉引自吳莉葦：《中國禮儀之爭——文明的張力與權力的較量》（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82。 
541

 黃治基：《耶墨衡論》（上海：美華書局，1912 年），頁 2。 
542

 同上。頁 2。 
543

張亦鏡：〈耶墨辨〉，載《真光叢刊》第 112 冊，1911 年 6 月，頁 35。 
544

 同上，頁 42。 
545

 同上，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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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耶墨間似是而非的相類處所動搖。546 

 

由之可見，基督教與墨家的「相遇」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西洋傳教士和中

國基督徒欲通過文明對話的方式使基督教適應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其首選可資

進行對話的對象，習慣性傾向儒學。限於對墨學的了解以及墨家為「異端」的既

定印象，使得他們對「耶墨對話」之態度，常常有所保留。這種成見及至當代在

中國教會界仍有所反映。例如當代著名神學家何世明先生即堅持認為，基督教信

仰與墨子之學絕無任何相容之處：
547

 

 

至於墨家之徒，既倡兼愛之說，又道明鬼之論，其說最易與基督教之信

仰混淆不清。而就事實言之，則墨子之說，亦未可謂其於基督教絕無近似之

點。然而墨家者流，動輒言利，而且必言大利，甚至為此大利之原因，不惜

盡閉天下之心聲，而倡言非樂，此與基督之不忽乎小子中之一個而以天國之

生長，喻之謂芥菜之種籽的那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博愛仁厚之情懷，其相去

之遠，實誠不知其幾千萬里。至其所明之鬼，其目的只在於賞賢而罰暴，而

絕無與其所言之兼相愛，且所言之鬼，又為山川鬼神之鬼，是以墨子雖亦言

天志，言上帝，但其在上帝之外，又另有多神之觀念，蓋甚顯明。是以我們

若真欲隨墨子之後以尋求上帝，則我們所尋得之上帝，必如墨子之流，既刻

薄而寡恩，又精打而細算，開口言小利，閉口言大利之上帝。而由此更進一

步，則更有陷於多神論之危機性。 

 

                                                             
546

 同上，頁 42。 
547

 何世明：《從基督教看中國孝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年），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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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以黃治基、方鮑參、張亦鏡、何世明為代表的神學立場偏向保守的中國基

督徒群體，其思想處境無疑具有護教衛道的面向。近代興起的「耶教墨源說」固

然引起教會界人士的關注，然而在這些基督徒看來，「耶教墨源說」及其衍伸的

「耶墨對話」所接受的「以墨證耶」的認知圖景，在很大程度上可能破壞基督教

教義的完備性和真理性，使得中國基督徒在神學認知上出現嚴重偏差。無論是推

崇「耶教墨源說」的教外人士還是反對將耶墨等同的中國基督徒，他們在處理基

督教與墨學之關係時都遵循著相同的思維邏輯，即秉持「文化中心主義」或「教

派中心主義」的文明對話模式。於前者而言，是要使基督教墨學化，以回應西學

的衝擊。以墨證耶的本質是揚墨抑耶、揚中抑西，為一種「中國文化本位主義」；

於後者而言，是要使墨學基督教化。拒斥「以墨證耶」乃出於回應「耶教墨源說」

及「耶墨對話」中的謬種流傳，以證明基督教為普世唯一真理，從而為福音叩開

中國磐石預備道路。此為「基督教中心主義」。 

 

當然，並非所有基督徒都存門戶之見。對墨學持有相對包容態度的基督徒，

就有王治心、張純一、吳雷川等。張純一著有《墨學與景教》，他自陳該書要旨

在於以東方文化「光復基督教旨而精進之」。
548

張純一認為，基督教的教義及其

建制在歷史流轉的過程中，已經偏離了耶穌和早期使徒的本意，「蓋基督根本教

義，自保羅後，沉晦已二千年，今所傳者，均非其真，急待宣究，與墨書同」，

549故通過對《聖經》和《墨子》的對觀，可以來達到兩家教義互相發明、互相光

照之果效；王治心著有《墨子哲學》，該書將墨學分為關涉宗教道德的「愛」（墨

學十論）與關涉哲學知識論的「智」（《墨經》）兩個部分進行探討。對於墨學

                                                             
548

 張純一：《墨學與景教》（民國十二年自印本），頁 1。 
549

 同上，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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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智」，王治心給予了高度讚賞，以之為墨學中最有價值的內容。
550

對於墨學

之「愛」，王治心亦不乏褒揚之詞，他認為「墨子的學說很近於宗教」，
551

整個

「墨學十論」全都出於墨家「宗教上愛的精神」，
552

且耶墨二家「愛觀」相近，

「有普愛人類而無差別的，一如耶穌之博愛，墨子之兼愛，一切平等而無分別」；

553
吳雷川著有《墨翟與耶穌》，他在書中指出「墨耶二聖心理相同」，

554
墨翟人

格與耶穌人格最近，墨翟學說和耶穌教訓合轍，耶墨二家之聯繫在宗教和社會主

義。
555

他又認為「墨耶一派能應付現今中國的需要」，
556

二家在社會改造的主張

上並行不悖。國人應效法耶墨二人的宗教人格來從事心理建設，追隨耶穌墨翟的

社會主義理想來變革社會制度，以拯時弊。相較於前述持衛道主義的基督徒，張

純一、王治心、吴雷川的「耶墨對話」無疑具有相對开放的跨界視角，他們對墨

學抱有一定的同情與理解，沒有將墨學簡單目為是基督教進入中國文化的阻礙者

或耶穌福音落地中國社會的前驅預備，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了墨學有利於基督

教的自我更化，
557

從而避免以基督教為唯一「判教」標準衡量墨學價值的狹隘立

場。 

 

                                                             
550

 王治心：《墨子哲學》（南京：宜春閣印刷局，1925 年），頁 3。 
551

 同上，頁 18。 
552

 同上，頁 18。 
553

 同上，頁 18。 
554

 吳雷川：《墨翟與耶穌》（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0 年），頁 166。 
555

 同上，頁 151。 
556

 同上，頁 175。 
557

 對墨學持開放立場的教會人士，多有肯定墨學能夠幫助基督教自我更化的看法。例如張純一

就認為，自保羅以後，教會就偏離了耶穌的原始教導。故而發明墨學大義，是為助力當代基督教

歸正自己，回歸純正的基督教信仰。參張純一：《墨學與景教》（民國十二年自印本，1923 年），

頁 1；吳雷川則把基督教須區分「前期」和「後期」。他認為，君士坦丁之後的基督教為國家體

制所吸納，由原來為受壓迫階級代言的平民宗教轉變為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國家教會，無論是教

義神學還是組織建制，均已遭到扭曲，成為反動力量。而墨家雖然中絕，在建制上消亡，然其精

神留存於後世，轉變為遊俠一派，反而能夠忠實於墨子原意。參吳雷川：《墨翟與耶穌》（上海：

青年協會書局，1940 年），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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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諸宗教文明處理自身與他者之間關係的範式，大體而言無非包容或者排

他。宗教認信個體及宗教認信群體既根據自身傳統來評判他者傳統，又藉由介入

他者傳統來調整對自身傳統的認知。中國基督徒在面對墨家的歷史傳統、在處理

墨學經書文獻的時候，就體現了這種既要進入又須出離的複雜心態。在某些時

候，外部社會環境的影響，或個人思想的轉變，都有可能造成對自身傳統及他者

傳統的認知遷移。如黃治基、張亦鏡、方鮑參、何世明等深度委身自身信仰的基

督徒，則其「耶墨對話」的範式就偏向保守而排他；如張純一、王治心、吳雷川

等對墨學持開放心態的基督徒，則其「耶墨對話」的範式就在一定程度上兼顧多

元共在。相較於前者，後者希望在保守基督教要義的基本前提下盡最大善意去理

解墨子學說，則更體現具有認信背景的宗教信徒在從事客觀學術研究時的「混雜

心態」。 

 

何言「混雜」呢？中國基督徒的「耶墨對話」，的確對基督教和墨家做了「別

分同異」的工作。有的側重在「異處」（如保守立場的基督徒），有的側重在「同

處」（如開明立場的基督徒）。
558

若以今天人文社科領域的「比較研究」範式進

行考量，則大可將之歸為「比較哲學」中的「跨文化比較」範疇；
559

同時，中國

                                                             
558

 筆者在此指出，這樣的比較，當然原則上應該是同異並重。因為就比較研究的出發點而言，

一般會有兩種情況：一是被比較的雙方的相同點已被普遍認識，其差異性有待揭示；二是被比較

的雙方之區別已被普遍認識，相同點正待揭出——即所謂「同中求異，異中求同」。對「耶墨同

源」「耶墨等同」進行駁斥，就側重在揭示「異處」，如張亦鏡。但又由於《聖經》和《墨子》

確為本來不存在太多關聯的「異者」或「互為他者」，且相比明末以來已有百年歷史的、由西洋

傳教士和中國儒生共同開發出來的「儒耶對話」之路徑和經驗，「耶墨對話」幾乎是一個完全陌

生的新課題。這又造成了中國基督徒在比較基督教與墨家、《聖經》與《墨子》、耶穌與墨翟時，

也須注意兩者相通的地方。這一方面固然是為了客觀了解何為墨學的學術需要，一方面也可借由

揭示「耶墨相通」之處來配合基督教在華的文化福傳策略，此方面的代表有吳雷川。 
559

 常規上「比較研究」指的是「比較哲學」（Comparative Philosophy），它既可以是跨文化的比

較，也可以是對同一文化之內的哲學進行比較。當然所謂「比較哲學」的「比較」絕非簡單的文

本比較，或者憑空製造比較，而是要建立在具體的文化思想交流的案例上。不同文化背景之間思

想碰撞，必然造成三種結果：（1）涇渭分明，各持己見；（2）在有些觀點上存在分歧，在有些

觀點上有重疊共識；（3）相互欣賞、借鑒、吸收，達致融貫的境地。「比較」又涉及「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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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耶墨對話」，又不僅僅是旁觀性、還原性的「平行比較」。他們對中

國墨學的詮釋和闡發，往往帶著來自自身信仰的「前見」，故「開明派」基督徒

的「耶墨對話」，除了《聖經》和《墨子》的文本比較工作外，還在神學和墨學

之間做了互相印證、互相發明、互相光照（reciprocal illumination)的工作。墨子墨

家墨學在他們的「耶墨對話」中還充當了宣教布道之工具和福音落地中國之預備

的角色，這種對話模式一定程度上又接近「宗教對話」中的「宗教間的詮釋學」。 

 

在中國基督徒從事「耶墨對話」的过程中，完全可能出現這样一種情況，即

在某些地方，墨學被他们看作是基督教的阻礙，兩者絕對異質、不可通約，所謂

「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亂雅」；又在某些地方，墨學可被他们引為基督教的盟友，

可作奧援，並互相對話，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混雜」來源於「對話」，

「對話」又加劇了這種「混雜」，客觀研究和宗教情感絞纏在一起，神學與墨學

彼此交匯。故當我們考察這種不免帶有相當主觀性的墨學研究時，猶須措意何者

為他們對墨學的學術觀點，何者為他們借墨論耶的神學言詮。畢竟中國基督徒對

耶墨二家教義孰為殊勝、耶墨人格何者更高所做出的任何斷言，多少都與他們自

身的宗教信仰背景和宗教信徒身份有關聯。無論其觀點多麼開放，或多麼保守，

究其然不會脫離「宣教」「護教」的意識形態考量。 

 

學界對「耶墨對話」的討論歷來缺乏。究其原因，大體有二。其一是在漢語

                                                                                                                                                                               
的問題，最基本的比較範式無非五種：（1）縱比：比較不同文化系統哲學的源流與發展歷史，

即「歷史」的比較；（2）橫比：對同一時期不同文化系統內的文化思想進行比較。對各文化在

不同地域上的平行發展加以研究，以探索思想系統之間的內在理路聯系；（3）同比：將不同文

化系統的哲學，取其共通處加以研究；（4）異比：強調不同文化系統之思想精神的特殊性，分

析其差異性存在的根源和依據；（5）同異交比：將同比和異比結合起來，以做到察同異，比深

淺，論得失，考源流，判趨勢之目的。參劉一虹：《回儒對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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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和中國教會史領域，學者主要注目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適應」、「基督

教如何與中國社會相適應」等相關議題，「耶墨對話」往往被「儒耶對話」、「佛

對話較」、「道耶對話」等更為主流的議題所遮蔽；其二是在墨學研究領域，學

者一般不將「耶墨對話」的著作視為「墨學作品」，而是目為「神學作品」。故

基督徒論墨之成果，多被置於近代中國墨學發展史的潛流地位，未能給予恰當關

注。筆者則認為，中國基督徒以基督教來理解墨學並評判墨學的論墨成果，也應

被視為「墨學作品」，或者一種「基督徒墨學」，其所呈現出來的墨子墨家墨學

之面貌形象，自當與梁啟超、胡適、郭沫若、方授楚等教會外學者的論墨成果中

所呈現出的墨子墨家墨學之面貌形象有所不同。 

 

民國以來，凡涉墨家宗教之維的探討，學者歷多以基督教為墨家在宗教上的

「理想形態」（Ideal Model），或以墨家為基督教在中國文化中的最佳參照物和

比較對象。故考察中國基督徒對墨子墨家墨學之省思和問題意識，有利於拓展中

國墨學發展史的研究範疇，並豐富墨學在文明比較和現代性詮釋等領域上的思想

資源。下文中，筆者將以「耶墨對話」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位基督徒——張亦鏡、

王治心、吳雷川為例展開研討，期以釐清「耶墨對話」中所涉「耶墨關係」「耶

墨異同」的不同致思路徑，並藉此歸納從事「耶墨對話」之基督徒所認為的耶墨

二家的「重疊共識」部分和本質相異部分。 

 

第二節 選擇性審判——以張亦鏡《耶墨辨》為例 

 

張亦鏡（1871-1931）是近代中國教會史上最有文字建樹的「護教士」，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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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過大量「辯道衛教」的文章，曾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影響。張亦鏡以《真光》（後

為《真光雜誌》）、《大公時報》等基督教刊物為陣地，其文字工作主要集中於

為基督教之教義、組織作辯護，澄清世人對基督教的誤解，反擊反教人士對基督

教的指控。張亦鏡撰有《耶墨辨》，專門辨析墨家與基督教的不同。該文見刊於

1911 年《真光》第 112 冊，後收錄進上海浸會書局發行的單行本《真光叢刊》。

560
 《耶墨辨》開宗明義即言： 

 

耶墨之辨，與耶儒之辨同，皆在神人上分別也。中國士子，貴儒而賤墨。

其對於耶教，自不免抑使異所貴而同所賤。然而耶教自有真，固不在人之所

貴而始貴，亦不因人之所賤而遂賤。茲微論其與墨實大有不同；就令果有同

點，亦何害其為耶。負曝是溫，圍爐亦是溫，其為溫雖同，究之日自日，爐

自爐，不能以爐日同能溫，而遂曰爐即日，日即爐也。561 

 

張亦鏡認為，孟子以道統自任厚誣墨子實出於嫉妒，後儒又循孟子遺傳，實不可

取。562張亦鏡的觀察確有其理。由於「貴儒賤墨」的歷史慣性，中國人視耶如墨，

以為大有通約之處，實際上是將二者一同貶抑。後世儒家士君子在面對外來異質

文明衝擊的時候，例如在「三武一宗」或明清教禁中，都不免將佛教、基督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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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亦鏡擔任《真光雜誌》編輯工作長達二十年，他一生最主要的思想建樹都集中在這段時間，

文章觀點多見於《真光》和後來的《真光叢刊》。張亦鏡發表的文章可分兩類：一類為批駁「孔

教運動」、「非基督教運動」中反教言論的論戰性質文章或為建設中國教會的建言獻策性質類的

文章；另一類是探討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關係的辯道性質的文章，如《耶墨辨》、《祭先源流

考》、《祭先問題》、《耶儒辨》、《耶儒之研究》、《觀世音》、《太上老君》等，即分別討

論了耶墨關係、基督徒祭祖、耶儒關係、耶佛關係、耶道關係等教會信徒所關心的有涉中西文化

衝突的熱門問題。《耶墨辨》刊發在《真光》的時間為 1911 年六月即清宣統三年辛亥四月。後

收錄進 1928 年的《真光叢刊》。 
561

 張亦鏡：〈耶墨辨〉，載《真光叢刊》（上海：美華浸會書局，1928 年），頁 35。 
562

 同上，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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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類同墨家的邪說加以排斥，以維護儒家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因悖逆儒家言說

傳統而一同淪為中國主流文化中的弱勢群體，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遭遇和墨家在

先秦時代的遭遇形成一種奇妙的呼應。 

 

當然，張亦鏡同情墨學不代表就認可「墨耶等同」。其實在上段引文中，他

已經指示到，由於「貴儒賤墨」的歷史慣性，中國人視耶如墨並以為大有通約之

處，實際上是借貶墨來抑耶——「抑使異所貴而同所賤」。在 1910 年寫作的《耶

儒辨》中，張亦鏡已提出「耶儒之別猶日與月」、「月光之受之於日也」的觀點，

用「日與月」之關係來比喻耶儒之間關係；563在《耶墨辨》中，他又言「耶墨之

辨，與耶儒之辨同，皆在神人上分別也」。
564

神人之區別已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劃分出天壤——耶自耶，墨自墨，儒自儒，即便各自有優勝、美善，終究層級不

同，此即張亦鏡「爐日之喻」的用意。張亦鏡批評時人因墨耶愛觀相類而以為「崇

墨無異於信耶」，實犯了以生徒為老師的錯誤。其言： 

 

或曰：墨子之兼愛，既不可毀如是，而又已與耶教愛人如己之訓若合符

節，則崇墨即無異於信耶，何子於開端一段，乃謂其實大不同？曰：所謂神

人之別也。神猶師，萬國聖賢猶生徒，墨子亦一生徒之一耳。墨子兼愛之能

類耶教愛人如己，譬生徒為文，一篇中有一二筆極肖其師之精到也，餘則瑕

瑜不相掩，而未能竟體一致。以較其師所擇，自首至尾，無懈可擊者，相去

雲壤。則吾輩擇師而從，將師其徒乎？抑師其師乎？此不待智者而決矣。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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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亦鏡：〈耶儒辨〉，載《真光叢刊》（上海：中華浸會書局，1928 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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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５ 

 

張亦鏡用「神與人」、「日與月」、「師與生」的比喻來定義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之間的關係，自有深意。在他的信仰認知圖景中，基督教真理如同太陽本自具足，

光照普世諸宗教文化。包括孔、墨在內一切偉大文明至多不過是人的智慧，如果

沒有上帝的特殊啟示斷不可能主動轉向耶穌基督。或有一二道理主張彼此偶合，

也應歸屬於上帝普遍恩典的範疇，本身不能發光發亮，需要基督教真理的介入和

救拔。在他看來，孔墨雖為聖賢，仍須奉耶穌為老師。儒耶、墨耶之間層級不同，

不在程度上區別，而在本質上相異。故若謂墨有其善，得耶之一體則可；謂墨子

無異於耶穌，耶穌是中國之墨子，則絕不可行。 

 

張亦鏡以墨耶絕不可等同，最顯見的例證，當屬其依《聖經》之理批評墨子

「天鬼觀」。他認為相較耶教，墨子「言天則多蒙」。
566

何以「多蒙」？張亦鏡

首先批評到，墨子祭祀先人乃為「合歡聚眾」，「明鬼」態度不算誠敬，有功利

主義色彩，故「見解卑下乃至此，烏得與耶教同日而語」；567其次，墨子不明鬼、

魂之區別。耶教以人死有「魂」，墨子則以人死為「鬼」。耶教中之所謂「鬼」，

特指惡靈邪鬼污鬼，死人之魂靈斷不稱「鬼」；再次，根據耶教教義，「信者得

救，不信者定罪，故不設祭死人禮。墨子不明此理，作明鬼以保護其祭先質典，

此益與耶教背馳」；
568

最後，他指出，「耶教以愛神愛人為律法先知之綱領，墨

子則多事鬼一條」。
569

墨子不但多事鬼，還常將「天鬼」連用，以之為等同，「此

乃於山川鬼神上，別稱天鬼，則明明是以鬼稱上帝。上帝而可名以鬼，屈使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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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亦鏡：〈耶墨辨〉，載《真光叢刊》（上海：中華浸會書局，1928 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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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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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之鬼、人死之鬼平等，其悖謬至此甚，曾是類耶穌者，而有是言乎？」。
570

張

亦鏡意墨子以山川鬼神匹配至尊上帝，僭越了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間的位分，不為

基督教教義所能容忍。 

 

在今天看來，「尊天事鬼」為墨學核心義理，體現了墨家神義論和酬報神學

的獨特看法。借用鬼神威嚇伸張正義——「善必得賞，惡必得罰」，是墨子解決

現世「德福不一致」之倫理困境的手段。後世之所以對墨子「天鬼觀」有爭議，

焦點就在於墨子張揚天鬼，究竟是出於規勸君王教化人心的實用主義考量；還是

墨子真的相信天鬼能賞善罰惡，並將之信奉為一種有神論的宗教信仰。若是前

者，則墨子和孔子一樣都是人文主義者，可以因應具體處境的不同自由選擇「六

合之外存而不論」或「聖人以神道設教」，那麼以基督教教義來評斷則無甚必要；

若是後者，則必然考量墨子「天鬼觀」在普世諸宗教文明的神論體系中，究竟應

該歸屬一神論式的、多神論式的還是自然神論式的，以防止因某些觀念上的似是

而非而造成信仰上的含混與疑難。從張亦鏡對墨子「天鬼觀」的評斷中可見，他

是將墨子視為一個持有有神論的宗教信仰者，因此從基督徒的標準出發論斷墨子

僭越，就是理之必然了。然則他對墨子「天鬼觀」的評斷，主要是基於基督教教

義，而非《墨子》原典義理，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不過，張亦鏡也沒有全盤否定墨學的價值。在《耶墨辨》中，他提出墨家至

少有三處可取。其一為「尊天」，墨家主張天志是行事為人的唯一標準，君親師

皆不可以為法。此與基督教凡事必以天主典章律令為依歸十分接近。墨家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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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所欲」，正是基督教「遵天父旨意」；
571

其二為「修身」，耶墨二家對賢人的

要求是一致的。在個人修身上，都主張不殺、不怒、不傷害人。在家庭價值觀上

都主張禁欲節制、一夫一妻。在外在事功方面，都主張強力從事、積極救世，使

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
572

其三為「兼愛」，張亦鏡引韓愈「孔墨相為

用」之論以指出，「兼愛」實與儒家恕道無異，亦與耶穌「愛人如己」之教訓合

轍。孟子等人謗「兼愛」為無父毫無道理，理應「為墨子一伸其二千年來不白之

冤」。
573

苟能發揚此精義，就能消除世界紛亂，達成天下大治——「全地球至精

至有用，至可保國和平永遠無極之道，無能出此範圍」。
574

 

 

縱觀《耶墨辨》所論，可以發現張亦鏡論墨的一個特點，即以墨學中非直接

關涉宗教的內容為可取，如「兼愛」和「修身」；而以墨學中直接關涉宗教的內

容為不可取，如「明鬼」。這一思路即由前文所述「神人之別」而來。此種傾向

表明，張亦鏡並不認為墨家的宗教觀念可為基督教所包容，且從謹嚴的護教立場

出發，墨家的不少宗教觀念甚至是需要被極力辟斥的。張亦鏡的觀點在教會內產

生了一定的影響。在他去世後的三年，即有署名「鏡高」的作者在《真光》雜誌

上發表〈站在基督教的立場上批評墨子的宗教思想之得失〉的文章。該文極力讚

賞張亦鏡以「日爐關係」比喻「耶墨關係」的觀點，其曰： 

 

墨子是人，基督是神而人。墨子是個宗教家，基督是個救主。所以無論

他和他的學說如何接近，教義如何相似，究竟墨子自墨子，基督自基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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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不能因墨子而失其尊榮，正如墨子不能因基督而得其聲譽。張亦鏡先生在

他的耶墨辨說的好，「負曝是溫，圍爐亦是溫，其為溫雖同，究之日自日，

爐自爐，不能以爐日同能溫，而遂曰爐即日，日即爐也。」這個比喻實在說

得痛快淋漓！
575 

 

鏡高論墨之理路，完全繼承了張亦鏡。同張亦鏡一樣，鏡高亦肯定墨家「兼愛」

的價值，「墨子的言論中最足令人欽佩，可垂萬世而不朽者，當然是他的兼愛論

了。因為愛確是救人治世的元素」；
576

而於墨家「天鬼觀」，他則極力反對，「墨

子論著中，最使人厭煩者，莫如明鬼」。
577

鏡高認為，墨子設立「明鬼」作為社

會制裁，卻不講良心上的責任，亦乏對來世及靈魂的認識，只知以因果報應現世

禍福嚇唬人，較之基督教猶為不如，「基督教重來世的賞罰，且多從學理上求答

案；墨子要在現世的經驗上求答案，當然是不能得到圓滿的解釋」；
578

此外，鏡

高又提出，墨家所論「神」（天）的屬性不如基督教那樣完全，因為「基督教所

論的神的靈性，是智慧、權能、聖潔、公義、恩慈、誠實，均屬無限、無量、無

窮無盡、永不改變」。
579

墨家固也以神（天）為無限、愛人之造物主，然其能論

及之處已為基督教充量包含，其所論未及之處則基督教有更詳盡的揭示。故「說

基督教的神是墨子的神則可，說墨子的神是基督教的神，則萬不可」。
580

 

 

由上可見，張亦鏡和鏡高，都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場上評判墨家宗教思想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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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失。他們辨別耶墨同異、釐清耶墨關係之用意乃在「辯道衛教」，不在對二家

做思想上的平行比較。其論墨言說充滿個人主觀色彩，更接近基督宗教之護教學

理路，不似學者謹嚴的學術研究。此種致思路徑，筆者以為張亦鏡在《耶墨辨》

一言，實為最佳注腳： 

 

吾輩幸生於斯時，獲見其所欲見而未見，聞其所欲聞而未聞之萬國唯一

良師，耳目實有福於過去聖賢。過去聖賢而所是或非是，所非或非非，吾輩

對於此，亦唯盡吾天職，舉所得於保惠師所示之真理，以指其非彰其是，使

眾知由是以仰企乎基督焉，乃吾輩當務之急也。
581 

 

在此一致思路徑之下，包括墨子在內的往聖先賢偶有一二可取之處，也無非是在

多大程度上逼近耶穌、肖似基督教而已，其瑜已在基督教中被充分揭示，其瑕則

待基督教來審判並啟蒙之。墨學並不能作為基督教教義的全然替代，它的身位至

多是基督教真理光照的投射物，絕不是基督教整全真理的替代物。也正因為墨學

相比其他中國文化與基督教更加接近，所以辨別二者似是而非處，乃為了不讓這

種表面的相似而掩蓋了基督教真理的獨特性。依此推論下去，則不但基督教墨學

化毫無必要，甚至基督教中國化也毫無必要了。
582

通過上文分析可見，表面上張

亦鏡、鏡高的確做到了對墨學是其所是，然而他們判定墨學價值的唯一標準是這

些價值是否符合基督教教義。誠如張亦鏡所言的，「辨別耶墨」之「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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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亦鏡：〈耶墨辨〉，載《真光叢刊》（上海：中華浸會書局，1928 年），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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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鏡高此論，指出了「辯別耶墨同異」之用處，在寓宣教傳道於辯道衛教。見鏡高：〈站

在基督教的立場上批評墨子的宗教思想得失〉，載《真光》第 33 卷第六號（1934 年），頁 20。 



 ２５０ 

在使人「仰企乎基督」，寓宣教傳道於辯道衛教。至於墨學之原始真義，本不是

他們措意的地方。 

 

基督教學者林榮洪先生將張亦鏡的這種文化對話模式概括為「以基督教來改

造文化」，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文化中都能看到神的作為，然而任何一個文化都不

能免於接受神的審判。583這種類同上個世紀 70 年代的天主教梵蒂岡第二次會議

精神——即謂普世諸宗教文明中均內含神普遍恩典的一絲光照然又猶待神特殊

啟示加以成全的文化對話價值取向，在開放性上比之完全擁抱社會福音或者異教

文化的自由主義神學，後退了一步，在基要性上比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持世俗

文化全然敗壞、個人福音與社會福音無法調和的「福音文化二元觀」保守立場，

又進了一步。584即便如此，我們仍然不能將張亦鏡簡單目為是一個在基督教與中

國文化中純然取「中道」的「雙面人」角色。從其將墨翟視為耶穌門下「生徒」、

將墨家視為基督真光之反射等言說中可見，張亦鏡的「耶墨對話」仍是謹守辯道

護教的基本立場的。縱謂張亦鏡之「耶墨對話」是為「合墨」與「補墨」（即所

謂以基督教改造中國文化），然根據他「耶墨對話」之特性，只要對話進一步推

展下去，也必然會陷入「反墨」的境地。
585

由張亦鏡之論墨言說看其對中國文化

之態度，筆者以為林先生所概括的張亦鏡之文化對話模式，尚有欠缺之處。至少

對張亦鏡的「耶墨對話」並不適用。 

 

范大明先生指出，張亦鏡對中國文化諸家的態度，不是全然否定，而是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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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１ 

優劣的「選擇性審判」。
586

張亦鏡雖然是以基督教作為標準來衡量中國傳統文化

的價值，然其論述並非始終採取一個靜態的、不變的文化審判圖景。587例如他對

儒家「辟墨」就持批判態度，《耶墨辨》中即批評孟子以墨學為邪說並褒獎韓愈

的「孔墨相為用」之論；對居於中國傳統文化之異端小眾地位、與基督教有某些

地方相近的墨家，則給予一定寬容。筆者贊成范先生是論，然有一點須提出補充：

張亦鏡「選擇性審判」的前提，仍然是以基督教來審判中國文化，而非主張基督

教與中國文化相互融通或者基督教成全補完中國文化。在這個基礎上，無論張亦

鏡是揚墨或者抑儒，終究不過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標準之下判定哪種宗教、學派、

文化所沾染的罪性更少，更具有和基督教對話的空間。如果一個學派、宗教的創

始人人格更接近耶穌基督，其核心思想更類似基督教教義，並能昭示上帝對中國

的普遍恩典的啟示及神的作為，那麼它就更容易得到張亦鏡的同情與理解。相應

地，也就在他以基督教審判中國文化的位階中，居處更值得投之關注並報以適當

同情理解的位置。 

 

第三節 存異甚於求同——以王治心《墨子哲學》為例 

 

王治心（1881-1968），近代中國著名教會史學家。其幼受庭訓，接受傳統儒

家教育，少即研習四書五經，國學功底深厚。於 1900 年皈依基督教。曾擔任南

京金陵神學院中國哲學教授、中華基督教文社主編、《金陵神學志》主編等職務。

王治心治學橫跨國學和神學，猶擅教會史，有《中國宗教史大綱》、《中國基督

教史大綱》以名世。著有《墨子哲學》一書，該書是他在南京金陵神學院教授中

                                                             
586

 范大明：〈審判與選擇：尋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載《世界宗教研究》，2014 年第

3 期，頁 141。 
587

 同上，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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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哲學科目時的講義教材，後整理為單行本，於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初版（即

1925 年）在南京宜春閣印刷局出版，為彼時為數不多的由基督徒撰寫的墨學通

論性質著作。 

 

《墨子哲學》取宗教（愛）與哲學（智）分置並立的結構，於後者部分完全

不涉「耶墨對話」；於前者部分則將墨家與基督教加以比較，衡論二者同異與優

劣。
588

王治心最讚賞墨學的哲學價值，認為墨子為「吾國一大哲學家」，
589

「墨

學不但在中國學術界中有高尚的地位，即列於世界哲學界，亦不後於他人」。590

他在書中指出，時人論墨，重「愛」而輕「智」，重宗教而輕哲學，僅以墨學中

粗糙膚淺的類宗教言說來定是非，是謂取粗捨精，取易捨難，陷墨學真正價值於

隱而不彰的地位，誠乃誤區。
591

依王治心之意，墨學的最高成就是涉及知識論的

哲學，即「智」的部分；至於關涉宗教道德論的「愛」，則無同等價值，「他屬

於愛的思想，不難研究；因為他的宗教思想很膚淺，若用基督教的眼光去研究他，

不見得有非常的價值」。
592

故其有關「耶墨對話」的內容，主要在論述墨子宗教

思想的章節。《墨子哲學》開篇即曰： 

 

                                                             
588

 《墨子哲學》由四個部分組成，為：「墨子的生平及其學說」、「墨子的宗教思想」、「墨

子的智識論」和「附載」。「墨子的生平及其學說」章節為一般性通論；「墨子的宗教思想」章

節，除尚賢、尚同等墨家政治哲學未有單獨論列外，基本上把墨家十論義理都分別加以論析；「墨

子的知識論」章節，則較為詳細的討論了墨辯條目及其演繹方法、墨家知識論的構成以及墨學中

所具有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附載」章節包括「因明學論略」和「農家學說」兩部分，涉及

印度因明學與墨辯邏輯學、農家學說與社會主義、墨學、諸子學之間的文明比較。該書論述有一

特色，即「墨子宗教思想」（愛）和「墨子的知識論」（智）這兩部分佔據全書的大部分篇幅。

之所以如是佈局，乃因王治心考察時人墨研成果之後認為，「愛」與「智」最可代表墨學全體，

其所採的是梁啟超在《墨子學案》中對墨學的分類意見。見王治心：《墨子哲學》（南京：宜春

閣印刷局，1925 年），頁 3。 
589

 王治心：《墨子哲學》（南京：宜春閣印刷局，1925 年），頁 1。 
590

 同上，頁 1。 
591

 同上，頁 3。 
592

 同上，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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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主張的兼愛天志明鬼非攻節用非命等，都是出於宗教上愛的精神。

因為凡宗教都是以愛為出發點，不過所以愛的範圍廣狹不同罷了。有專愛靈

魂而不愛軀體的，如印度九十六種外道；有臥轍飼虎以求速死的；有愛自己

而不愛他人的，即所謂利己主義，如中國之楊朱，希臘之伊壁鳩魯；有分親

疏而施愛的，如儒家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有等差的愛；有愛及

眾生的，如佛家的慈悲不殺；有普愛人類而無差別的，如耶穌之博愛。墨子

之兼愛，一切平等而無分別。所以墨子的學說，很近於宗教。
593 

 

基督教作為普世宗教的道德精神和組織模式，是眾所周知的。墨家作為先秦中國

諸子百家之一的思想學派，其宗教性歷有紛說，猶待揭示。因此要進行「耶墨對

話」，無論求同還是存異，都需要一個底層共識或曰探討基礎使得二者能夠相聯

結。王治心認為是宗教上的「愛的精神」使得耶墨二家有了相互連結處——「兼

愛是墨子學說的根本思想，孟子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為之，實在是包括

墨子的主義；其他一切主張，如天志明鬼非攻節用等，都是從它演繹出來的」。

594正因耶墨愛觀近似，兼愛「大旨與基督相同」，
595

墨家才得稱有「宗教思想」，

也因此具備和基督教進行比較的資格。 

 

當代從事王治心研究的學者，慣以「文化調和」來定義王治心的神學思想和

他對中國文化的態度。
596

當論及王治心「耶墨對話」時，一般也傾向以「耶墨相

                                                             
593

 同上，頁 18。 
594

 同上，頁 19。 
595

 同上，頁 28。 
596

 參王興：〈王治心——中國基督教本色化運動的先鋒與傑出的教會史學家〉，載《中國宗教》，

2008 年 1 期，頁 42；包兆會：〈歷史文化名人信仰系列之三十：王治心〉，載《天風》，2016

年 6 期，頁 52；黃錦輝：〈文化調和——王治心的基督教本色化思想研究〉（香港中文大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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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或耶墨相仿）來概括他的「耶墨觀」。597似乎王治心在做的是一種非護教

性的文化會通工作。其實不然。如前文所述，王治心早已言明，哪怕以基督教的

角度來研究墨學，墨學中的宗教內容也不見得有非常的價值，倒是與宗教毫無關

係的墨學中的哲學思想被認為是最有價值的部分。墨學中與基督教最可資進行比

較的宗教內容，在王治心看來並無太大可觀之處。即謂「耶墨相若」，也僅是「愛」

觀上的相若，不可謂全體相若。事實上，王治心以宗教性的「愛」作為「耶墨對

話」的出發點，以宗教性的「愛」來詮釋墨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主要主張，這

種化約式的「前理解」造成了對墨學的肢解性詮釋。例如「墨學十論」，按《墨

子‧魯問》所言，是謂「擇務而從事」，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處境考量和現實

對策。而在王治心的理解中，則全為墨子宗教情感所激發。概言之，王治心最為

激賞的墨學優秀價值，與基督教並無直接關聯；王治心論及與基督教有所關聯的

墨學內容，則局限於宗教性「愛」觀的一隅。綜上所述，我們恐怕並不能得出王

治心對墨學特別高看一眼，甚至在其「耶墨對話」的前理解中乃以「墨子為本」

的結論。
598

筆者認為，《墨子哲學》中「存異甚於求同」的潛隱的「護教性」，

為過往從事王治心研究的學者所忽略。下文將就此做簡要論析。 

 

王治心認為墨家的兼愛與儒家罕言利害與親疏有別的愛觀不同，是實行的愛

和平等的愛，其大旨與基督相同，故給予較多肯定。
599

他反對孟子謂「兼愛」為

「無父」的論調，並指出孟子之言「純是一種偏狹的門戶之見」。
600

王治心把墨

                                                                                                                                                                               
史系哲學碩士論文，1999 年 6 月），頁 1。 
597

 褚麗娟：《文明碰撞與愛的重構——墨子兼愛與耶穌之愛的學術史研究（1858-1940）》（東

京：白帝社，2017 年），頁 114。 
598

 同上，頁 114。 
599

 王治心：《墨子哲學》（南京：宜春閣印刷局，1925 年），頁 20-21。 
600

 同上，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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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兼愛說解釋為猶如基督教「上帝乃愛」，是推本於天的價值觀——「天既愛人，

人當體天之愛以愛之，愛人即所以愛天，亦即所以自愛」，
601

二者皆能因愛而殺

身成仁。
602

然其所論，也非一味取同，《墨子哲學》中有曰： 

 

墨者不怕死的精神，甘為教義犧牲；假若與基督易地而處，怕也不辭十

字架之苦。不過基督之死，是替人贖罪，救人靈魂，是體天帝之愛，這是墨

子所未知的。墨子未嘗講到人的靈魂，專從功利方面、禍福方面，講到愛利。

這是與基督教根本不同的地方。 

 

王治心自言耶墨二家之愛觀「兩方面的道理，固甚相仿。但是他倆的出發點不同，

所以結論也自然有別」。
603

王治心似乎傾向認為，墨學中既乏靈魂永生之觀念又

專事以鬼神禍福恫嚇人，這種建立於人趨利避害之心理基礎上的兼愛比之基督教

的博愛，在形式上流於膚淺，在格調上稍落下乘。他又舉《聖經》經文以指出基

督教愛觀之內容約有九者：其一，上帝是愛，基督為上帝愛之大者，當體斯愛以

愛神愛人；其二，犧牲之愛；其三，愛能完全律法；其四，人要彼此相愛；其五，

要愛仇敵；其六，愛貧苦者；其七，愛大於信望；其八，愛及亡羊；其九，愛及

萬民，
604

似暗示墨家「兼愛」之意涵，遠不如基督教來得深遠豐富。
605

此雖然探

                                                             
601

 同上，頁 19。 
602

 同上，頁 28—29。 
603

 同上，頁 30。 
604

 同上，頁 30。 
605

 此意在王治心對比耶墨二家之和平主義觀念時也有暗示。他認為倡導非攻精神的墨家與作為

和平宗教的基督教，在「反戰」的立場上十分接近，「墨子的非攻主義，是以兼愛為立足點。惟

其兼愛，所以視人之國若其國，誰攻」。他論證墨家非攻基於三個理由具有合理性與合法性，且

與基督教主張的和平主義相符合：第一是攻國不義，第二是勞民傷財，第三是反天之意。就「非

攻」是否與「誅暴」相矛盾，王治心也給予自己的解釋——墨家非攻不非守，弔民伐罪誅一夫與

非攻精神無違。墨家此項主張，固然引得王治心的佩服，但同時他亦指出，基督教的和平主義尚

有「愛仇主義」這一端。雖未直言耶墨「和平觀」的異同，卻也已在此詮釋中區分了二家之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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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的是耶墨愛觀之不同，實則已言明二者在宗教上的本質差異。 

 

從王治心所論列的耶墨二家愛觀思想之異同，已可見其對耶墨二教孰高孰低

之立場。除對耶墨二家愛觀做辨析外，《墨子哲學》一書中，凡直接關涉宗教核

心觀念的內容，如「上帝觀」、「靈魂觀」、「禍福觀」等，王治心皆不憚筆墨，

別其同異，以證墨家似耶而非耶，即或有相近於基督教處，仍不可等量齊觀同日

而語。因為這些內容正是耶墨二家最容易被人混同的地方，猶須特別加以區分對

待。此類言說頗多，見諸《墨子哲學》各處。例如關於墨家「明鬼」的宗教思想，

王治心就評論到： 

 

他的明鬼，本來從天志推演出來。他對於鬼的觀念，無異於天的觀念。

不過他沒有把祂的所以然說個明白，不從學理上求答案，只從膚淺的經驗上

答案。舉出許多鬼神作祟的事情來作證據，無非引導一般，入於無理智的迷

信之徒罷了。
606 

 

由上可見，王治心基本否定了墨子依據「三表法」推演出來的論證鬼神存有的經

驗主義方法論，斥之為一種迷信。並舉諸國史上義人受難、惡者亨通的案例，責

墨家「鬼神有明」、「善惡必賞」的立論在邏輯理路和實踐果效上根本不能成立。

王治心質疑墨家的「禍福觀」和酬報神學，他認為墨家「純以恫嚇驅人為善，他

                                                                                                                                                                               
墨家由「兼愛」推導出的「非攻主義」，尚須動用到刀兵，實不及基督教之「愛仇主義」更為徹

底。從王治心對十字軍東征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成因（其言「這不是基督教的罪咎，正是不能同

心歸向基督的緣故」）的解析來看，似乎他傾向達致和平的手段應為基督教式的人道勸說，即不

從事乎動用刀兵的、純乎精神的「聖戰」。見王治心：《墨子哲學》（南京：宜春閣印刷局，1925

年），頁 59、68。 
606

 同上，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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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機，未免太低」，607相比之下，基督教雖然也講禍福報應，但更強調道德責

任。眾善奉行，諸惡莫作，不是為了獲取或逃避鬼神的獎懲，而是自己應當如此

行的道德責任，此乃墨家所未能及的。
608

王治心更言「基督教是否認報復主義的，

墨子鬼神為祟的思想，當然為基督教所不許」，
609

借用超自然界的力量恫嚇人行

善去惡，等於導人人走向趨利避害的功利主義。 

 

王治心進一步指出，墨家所事之「天鬼」，始終未能在神格階層的問題上給

予確切的定分，因此相較基督教能溯源由來並明確歸宿的「上帝觀」，可謂表面

似是實則有別。如其論耶墨「鬼神觀」時即言，墨子以「天」為高高在上之定理，

不免使得天人懸隔，而基督教之上帝則作用於人心，乃有感於人之能的「靈體」。

610
他又認為墨子是「超神論者」，

611
言天言鬼，語多含混：

612
 

 

墨子說天常以鬼字並稱「天鬼」。在明鬼篇裡說明有天鬼者、有山水鬼

神者、有人而為鬼者。這樣，不但稱謂含混，也是覺得天是多元的、與基督

教的「上帝唯一」不同。基督尊父為上帝，為天父，為真神，皆視為至尊無

對。非墨子所能及到。 

 

持平而論，王治心之判定合乎基督教護教學對上帝位格、上帝主權、上帝權能的

定義。天鬼信仰歸屬宗教神論，若以墨家言天來比擬基督教言上帝，毫無疑問墨

                                                             
607

 同上，頁 36。 
608

 同上，頁 42。 
609

 同上，頁 49。 
610

 同上，頁 44。 
611

 同上，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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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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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天鬼論述是降低了上帝的位分。按〈天志〉篇的說法，天志是規矩，為一超

乎萬有之上的客觀規律，其人格神的意味比之基督教的上帝，自然有所不如；按

〈明鬼〉篇的說法，山川鬼神有靈，人死後為鬼。以普世一神教或曰亞伯拉罕諸

教的神論譜系為標準，墨家之「天鬼」甚有泛神論的多元主義傾向，顯然又不符

王治心心目中的一神論教義。 

 

「禍福觀」、「鬼神觀」之外，王治心還批評了墨家缺乏靈魂觀念。他認為

墨家只言人死後為鬼，未提及靈魂永生，是為缺憾。也因此缺憾，導致墨家的刻

苦主義不得久傳——「凡宗教必講永生，這永生就是安慰快樂之所。沒有永生的

希望，豈有犧牲肉體的快樂」。
613

而基督教則相信有靈魂有天堂，「基督徒最大

的希望，是靈魂的永生，所以甘心忍受肉體的困苦」，614故相比墨家既無設置彼

岸指望又要剝奪現世享受的「非樂主義」，自然更能長久。王治心所論，乃從基

督教立場出發，固有其理。然於今觀之，若以靈魂之存有、死後之永生、天國之

享樂來鼓勵人刻苦肉體、犧牲奉獻，是否也會墮入傳教機會主義的泥潭，埋下勾

引人入教的隱患？從某種程度上說，此論與王治心自己所反對的墨家「禍福觀」

同歸功利主義價值話語。 

 

墨家的宗教思想中，最被王治心肯認的當屬其「天觀」論述。即便如此，王

治心仍不以墨家「天觀」與基督教「上帝觀」為完全等同，只曰「有些相仿」： 

 

墨子的天之觀念是擬人的，與基督教所崇拜的上帝有些相仿。儒家以天

                                                             
613

 同上，頁 43。 
614

 同上，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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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義理，道教以天為機械，他們倆所認定之天，簡直是一個因果循環之理。

如同佛教所說的法界。而墨子獨認天有意志，他能和人一樣有情操、有作為、

完完全全是個造化天地，呵護人類底人格的上帝。這是古代二神宗教
615的遺

傳。 

 

由上述王治心的論述可見一個清晰的價值層級排序，即以基督教的「上帝觀」標

準來衡量中國文化各家之言天，屬墨家最接近基督教，其餘儒道佛等諸家則離基

督教遠。這種價值層級排序見諸《墨子哲學》各處。例如王治心認為儒墨均承認

「天為萬有之原」，然儒家論述未及創造之功，不若墨子說的明白。《聖經》描

繪的造化主宰之神的創造本性與《墨子》書中所述上天兼養萬物萬民的創造品格

相一致；他論上帝的仁愛，又引「體分於兼」來說明人類與上帝共為肢體的和諧

關係。基督教言上帝為「天父」，人類為兒女，天人關係應是彼此相愛，平等而

無分疏。是故墨家以兼愛立宗，與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相反，與基督

教更類。616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不宜高估王治心對墨學的認可程度。當然，若曰其

全然拒斥墨子學說亦不可。王治心對歷史上儒家貶斥墨家為異端禽獸的門戶之

見，是存保留意見的。《墨子哲學》中，他援引三家之言以表彰墨學，其一是《莊

子‧天下》篇中莊子贊墨子「才士也夫」，此謂墨子人格高尚；
617

其二是韓愈〈論

墨子〉的「孔墨相為用」，此謂孔墨之間有相融相通之處；
618

三是太素生〈昭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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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應是訛誤。依其文意，當為「古代一神宗教的遺傳」。 
616

 同上，頁 36。 
617

 同上，頁 13。 
618

 同上，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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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言儒家「流弊之禍，多為且劣者，莫儒甚焉」。此謂相較儒學，墨學更為優

勝。
619

此外，王治心亦讚賞墨家「節用」的均富思想和早期使徒教會的共產主義

思想相契合，
620

墨家「強力非命」的主張與基督教承認人有自由意志的主張相合

轍。
621

 

 

觀諸王治心之「耶墨對話」，筆者以為如此概括王治心之「耶墨觀」更為適

宜：即一方面堅持因時代局限性和對上帝體認之不足，墨子學說究有不善；另一

方面亦承認墨子人格（一個刻苦犧牲的實行家）與墨子主義（人類平等，互相親

愛）有其價值，不可輕易否定。
622

固然，王治心在《墨子哲學》中確有自陳「耶

墨相仿」之觀點，然當留意此所謂「相仿」，僅是某一部分內容的「相仿」（如

墨家兼愛之於基督教博愛、如墨家天觀之於基督教上帝觀），絕非全體上的「相

                                                             
619

 同上，頁 15。 
620

 作為基督徒的王治心，在他詮解墨家社會經濟學的過程中，似乎呈現出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偏

好。 「辭過」、「非樂」、「節用」、「節葬」，是墨學的重要思想，主張節制消費、擴大生

產，以滿足日用溫飽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按王治心所言，此皆歸屬墨家的社會經濟學範疇。《墨

子哲學》中，王治心以古鑒今，將墨家的「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的節用主義，投入到社

會現實觀照之中，同當時流行的社會思潮做比較——例如墨家求民之利、經濟平等的節用思想，

正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奢侈、掠奪的生產生活方式，與「均富主義」相仿；人人各盡所能、拒斥不

勞而獲、將勞力應用於生產建設上的主張，更與蘇維埃俄國之「勞農主義」合轍。王治心在早期

使徒教會團契模式中找到了原始共產主義的雛形——「基督教不以積財為然……使徒們初創教會

的時候，本著這個宗旨，實行他們的共產，覺得在一個社會中，不應當有貧富的階級，有的厭粱

肉、有的吃糠米、有的流血汗、有的坐而食」。而凡此種種皆源於博愛精神的推衍，教會團體對

經濟活動的看法，又與宗教性的「愛」觀達成了連結。此說固有凌空蹈虛之嫌，不過精神界的意

識形態決定或作用於物質界的生產生活方式，顯然是一種基於宗教徒立場的唯心主義觀點，因此

王治心主張「墨子是主張兼愛的人，所以他的節用主義，也是以愛為出發點」，也就不足為奇了。

參王治心：《墨子哲學》（南京：宜春閣印刷局，1925 年），頁 75。 
621

 王治心認為墨子提倡強力從事、主張禍福本於人，正是自由意志的表現，絕非聽天由命——

「因為墨子正是深信天志，所以便主張非命。他說：天欲人之相愛相利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人，能

相愛相利，即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所以按諸實際，仍舊重在人為。人定可以勝天」。此說頗

有代表性。事實上，後世辟墨者常援「非命」與「尊天事鬼」自相矛盾，以批評墨學義理的邏輯

不自洽，即謂既然堅持天鬼能夠賞善罰惡，應為迷信一種「命定論」，又何能發揮人在此世的主

觀能動性以強力從事。基督教歷史上關於上帝救贖計畫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間的關係的探討，亦有

同此類者，典型即為加爾文所開出的「雙重預定論」。在基督教一端，為之辯護的進路一般為，

上帝既有改造人的能力，人又和上帝具有同等意志，亦足證基督教也是主張「非命」的。王治心

之論墨家非命，似有借墨家「非命說」來為基督教的「預定論」辯護之意，即意命之有無，墨耶

二家可謂殊途而同歸。參王治心：《墨子哲學》（南京：宜春閣印刷局，1925 年），頁 49-50。 
622

 同上，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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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且此所謂「相仿」，乃「墨仿於耶」而非「耶仿於墨」，亦即墨子墨家墨

學在多大程度上無限逼近、肖似基督教而已。在王治心以基督教標準衡量中國文

化的價值層級排序中，墨家居於儒道佛諸家與基督教的中間位置，可算為最接近

基督教的中國文化思想流派。即便如此，在王治心的《墨子哲學》中，墨家「最

接近」基督教的宗教思想，仍不被他認為是墨學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反倒給

予和宗教思想全然無關的墨辯邏輯學、墨家科技思想、墨家知識論更高的評價。

因此筆者認為，王治心所從事的「耶墨對話」，終究不能算是一種「文化會通」

的工作，此間「潛隱的護教性」，已在其「存異甚於求同」的「耶墨觀」中被彰

顯出來。 

 

第四節 耶墨為同志——以吳雷川《墨翟與耶穌》為例 

 

吳雷川（1870-1944），民國時期著名教育家、基督教思想家。他國學功底深

厚，在前清時代考取過進士功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辛亥革命後，曾擔任杭州軍

政府民政長、杭州市市長、北京教育部參事、教育部常務次長、燕京大學國文教

授等職務，並於 1929 年到 1933 年間出任燕京大學第一任華人校長。其教會工作

經歷為加入基督教生命社（1919 年）和組建真理會並創辦《真理周刊》（1923

年）。吳雷川著述頗豐，有文章講辭、通信劄記、時事評論等刊載於《真理周刊》、

《生命月刊》、《真理與生命》、《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微音月刊》、《道

德半月刊》、《教育學報》、《聖公會報》、《燕大周刊》、《中華基督教會年

鑒》、《平安雜志》等教會媒體。此外還有專書八部，《墨翟與耶穌》為其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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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部著作。
623

 

 

作為基督徒的吳雷川自陳該書之要旨在「在此國家多難之秋，青年志士必當

以墨耶二人之言行為法，努力預備自己，使己身能成德達材，為國家效用」，624

他又言耶墨二家在文化更新、心理建設、階級鬥爭、政治經濟制度變革等諸多方

面「隔世而同流」，「墨翟與耶穌二人之所主張，確能應付中國當前的需要」。

625顯見該書之關切主要在中國而不在基督教，在以耶墨人格和耶墨思想改造中國

社會而不在「基督教中國化」。吳雷川以改造中國社會為目的而展開的「耶墨對

話」，頗有「經世致用」之意味。 

 

吳雷川「耶墨對話」之特色，首先體現在其為耶墨立傳始終堅持重「人事」

而輕「神話」的人文主義基督教信仰。《墨翟與耶穌》中他特列〈墨翟略傳〉和

〈耶穌略傳〉以為申說。古往今來，史家作傳，自有成法，或結合傳世文獻、出

土文獻及典外文獻，或證以銘文、器物、口傳，庶幾可勾勒傳主生平。然而作為

學派創始人的墨翟與作為基督教崇拜中心的耶穌，都是去今已久的歷史人物，他

們的生平事跡在歷史流轉的過程中往往被加添大量神秘主義色彩，類如 20 世紀

上半葉顧頡剛先生所言的「古史層累」。吳雷川版本的「耶墨行傳」，則不取傳

說，獨宗人格。吳雷川為耶穌造像如下：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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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翟與耶穌》於 1940 年在上海青年協會書局出版。該書之外，吳雷川的專書著作尚有《主

禱文演詞》（北京：華北公理會，1926 年）、《基督教研究課程》、（北京：華北公理會，1926

年）、《耶穌的社會理想》（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4 年）、《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上海：

青年協會書局，1936 年）、《主禱文與十字架》（北平：燕大基督教團契，1939 年）、《從心

理衛生說到社會改革》（北平：燕大基督教團契，1940 年）、《基督徒的希望》（上海：青年 

協會書局，1940 年）。 
624

 吳雷川：《墨翟與耶穌》（上海：青年協會書局），頁 1。 
625

 同上，頁 1。 
626

 吳雷川：《墨翟與耶穌》（上海：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0 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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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生於猶太人渴望民族復興的時代，幼年懷抱大志，壯年開始在社會

上作種種活動，憑著熱烈的宗教信仰，要成就改造社會的事業，歷年不久，

受反對黨的陷害，被釘於十字架而死，他卻因著死而完成了偉大的人格。「殺

身成仁」、「捨生取義」，在孔子孟子是理論，耶穌卻是實踐了。「聖人，

百世之師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我們引孟子稱

道伯夷柳下惠的話來頌讚耶穌，他真是當之無愧了。 

 

嚴謹史家為宗教人物立傳，比之宗教信徒更多一層甄別史料和傳說的考量，即如

何將傳主真實的歷史蹤跡和後世教徒的拔高神化加以區分，以還原傳主本來面

目。關於耶穌生平最詳實的記錄，主要出自教會審定的作為基督教正典的《聖經‧

新約》四福音書。除此之外，只餘少量如塔西佗《編年史》、約瑟夫《猶太古史》

等典外文獻的旁證，亦多語焉不詳。換言之，吳雷川為耶穌立傳須本於作為宗教

典籍的《聖經》；要最大限度地逼近「歷史上真實的耶穌」，又必須從中擇取材

料做相應的人文主義解讀。他意識到這種自相矛盾的困難，於是通過「解神化話」

的詮釋來自洽立傳邏輯——即對耶穌所行「神跡奇事」做了「去神性化」的處理，

使得耶穌的大使命再不是把福音傳到地極或者建立基督教會，而是改造彼時的猶

太社會。
627

這是吳雷川版本的耶穌行傳與其他立足於耶穌為「神子」、「宗教家」

                                                             
627

 近代西方自由主義神學的流行觀點認為，《聖經》不是天啟作品，而是由各時代作者共同完

成，並不具有宗教權威性。合於科學理性者，可作為客觀史實給予正視；不能通過理性驗證的，

如神跡奇事，則作迷信觀之。吳雷川認為記述耶穌生平的四福音，都成書於耶穌歿後，為門徒和

早期教會根據耶穌在世時的零星教訓和口傳故事輾轉編撰而成，與正規史學性質不同，體例也不

一樣。既然四福音書的編寫形式本就存在極大的主觀性和隨意性，甚至存在傳抄失誤和有意篡

改。故吳雷川之「我們於其中選集材料，自不妨依照我們的觀點以為取捨的標準」的立傳標準，

當然合轍於「解神話化」「去神性化」（Demythologizing）自由主義神學路徑。此亦可見吳雷川

對西方聖經批判的學術動態有一定掌握和了解。參吳雷川：《墨翟與耶穌》（上海：上海青年協

會書局，1940 年），頁 81；李韋：《吳雷川的基督教處境化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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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會版本行傳的最大不同。在《墨翟與耶穌》中，他指出：
628

 

 

不但墨子不是宗教家，就連現今一般人所公認為基督教的教主耶穌，他

在世的時候，也未嘗自居為宗教家，他的人格之所以偉大，固然是得力於所

信仰的宗教。但他一生活動的目的，卻不是要創立一種宗教，乃是要改造社

會。 

 

在吳雷川看來，四福音書的記載，更多是一種曲筆演繹和隱微寫作，與歷史上真

實的耶穌形象存在相當大的距離。除了著者偏見、編史體例、成書來源的問題外，

門徒為了逃避羅馬當局的迫害以及教會擴張傳教版圖等因素也造成福音書的作

者對耶穌生平的材料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裁剪，整體上傾向凸顯耶穌的宗教性、神

性，淡化耶穌為人的一面以及他改造社會的精神，以致於耶穌關涉社會革命的言

行事跡也被宗教上的神跡奇事所遮掩。因此要歸正耶穌教義，就須為耶穌重新立

傳。這與吳雷川對《四福音書》的理解相一致，即不取基要派「靈意解經」的方

法拘守每一個經文字句，而是從經文字句中提煉耶穌改造社會的思想，通過「解

神話化」的詮釋方法對耶穌做人文主義式的解讀。
629

 

                                                                                                                                                                               
社，2010 年），頁 142。 
628

 吳雷川：《墨翟與耶穌》（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0 年），頁 75。 
629

 吳雷川在書中引用兩位非基督徒學者觀點探討《新約》正典起源問題——海爾氏的《基督傳

導言》認為四福音之成書不依年代先後，全無成史旨趣，著作之福音的目的亦不在材料完的備和

事實的準確，而是為保留耶穌最重要言說的現實抉擇；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礎》認為福音書不與

耶穌同時，只有託名的作者。成書迭經逐步進化的過程，加之後人增刪修改，時間越往後神跡奇

事就越多。值得注意的是，吳雷川在解讀福音書被篡改的原因時，援引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礎》

的觀點來申說。考氏在比較前期福音書《路加福音》和後期福音《馬太福音》的文學特色時指出，

隨著富人和文士逐漸接觸基督教會，教會出於傳教的需要，開始對福音書的內容給予修正，抹除

了早期福音書中偏向窮人的階級立場，對經書內容加以柔化和修飾，以便在上行階層中擴大影

響。吳雷川之立傳理路，顯然有來自考茨基的影響。要言之，吳雷川和考茨基均認為現為正典的

福音書所載的耶穌生平和教訓，可能都是教會因應發展的需求而加以增刪的修正版本。耶穌原初

所宣揚的主義和已成定本的福音書內容之間存在一個真實性的鴻溝。由是可以理解吳雷川為耶穌

重新立傳的一層意義，就是歸正那些被考茨基稱為被「傳道機會主義」所修正過的、具有社會主



 ２６５ 

 

吳雷川為墨翟立傳，亦循同樣理路。吳雷川自述其寫作《墨翟略傳》之方針

為「尚友古人」與「知人論世」——「原來要寫古人的傳而又不得不着最初確實

的史料，這就等於要為人造像，而既沒看見本人，也沒有本人的相片對照，只可

以憑著間接的印證，加以心靈的模擬，或者也能得其仿佛」。630由是他為墨翟造

像，就具有了很大的發揮空間。關於墨翟之生卒、里籍、出身、姓名等，吳雷川

多採時人的見解，並無特出之處。唯其為墨翟塑造的個人形象，特別凸顯一個熱

心救世、即凡即聖的社會改造家形象。在他看來，墨家的核心教義「墨學十論」

均能「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可以救當世之弊的」。
631

吳雷川筆下的墨翟以改造

社會為己任，以「行義」來範圍人生；
632

有擇務從事的行義方法論，盡其所能來

應付當世的需求；
633

有具體落地實踐的罷兵止戰案例；
634

有為了宣傳其思想、力

行其主義而組織起來的建制成型的堅固學派共同體。墨翟以身作則，因材施教，

實行嚴格的組織紀律；且墨家持守巨子制度，徒屬盈天下，成為彼時社會間一股

不可忽視的自組織力量，甚至為了施行墨家的家法，敢於違抗國君的命令。故被

統治階級所忌恨，以至一朝而斬，再無餘緒。
635

 

 

吳雷川心目中的墨學，是與孔子維護周禮、「吾從周」的改良主義劃清界限

的激進社會綱領。墨子別開宗門，「背周道而用夏政」，頗有革命意味。墨子的

                                                                                                                                                                               
義革命性質的耶穌教義。見吳雷川：《墨翟與耶穌》（上海：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0 年），

頁 81、82、84、85。 
630

 同上，頁 21。 
631

 同上，頁 30。 
632

 同上，頁 31。 
633

同上，頁 30、31、32。 
634

 同上，頁 32。 
635

 同上，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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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是一個投身社會改造事業的革命家形象。此外，吳雷川還認為因墨家學派

從事社會改造，為歷代統治階級所忌，在官方上行路線不得伸張，其後學只能演

變為遊俠潛伏於民間，「聊作一線之延」。
636

其實歷來墨家後學流裔是否一變為

「遊俠」，學界尚有爭議。吳雷川之所以強作解釋，自有其用意。他對比墨家和

基督教在創始人歿後的發展歷程後指出，墨家雖然中絕，但因其演變為遊俠，使

得精神不離其宗，影響即便衰微，卻還是忠於墨家原初教義的。 

 

吳雷川雖然認為耶墨二人均非宗教家，但仍承認他們均具有宗教精神，其

言：637 

 

所謂墨耶二人同具有宗教的精神，並不在於其講說宗教的言論如何，乃

在於其為人處世實行的態度。原來宗教的功用：初步是指示人當如何修己，

更進一步則是使人能忘己以拯救社會。關於這一點，墨耶二人的表現是全然

一致的。 

 

今人一般認為，墨翟與耶穌之間的聯繫正是在宗教。近代墨學復興時期，也多見

學者考究墨家實為「墨教」，墨翟實為教主的言論。然而吳雷川卻提出，耶墨之

聯繫雖在宗教，但耶穌和墨翟都不是宗教家。耶穌的使命不在創立一個新宗教，

而是推行社會改造。實際上吳雷川所謂的宗教上的聯繫，並不是就具體的宗教形

态而言的，乃是指耶穌與墨翟、基督教與墨家之間具有相似的「宗教人格」和「宗

教精神」。當然就此一端來說，吳雷川也沒有一味取同，他對耶墨二家對於宗教

                                                             
636

 同上，頁 158。 
637

 同上，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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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看法，就給予詳細辨析。他指出，墨翟並不篤信宗教，而是有意利用宗教

以宣傳自己的主張，「他之稱道天鬼，難免是為了宣傳的便利，順應群眾幼稚的

心理，而未必就是他個人信仰的真因」，
638

對宗教採取的是實用主義的態度；耶

穌則有宗教熱忱，認定改造宗教即為改造社會本身，「他認宗教是促進社會的原

動力，只因當時猶太人的觀念錯誤，淹沒了宗教的功用」。
639

 

 

今觀吳雷川為耶墨二人所造之像所立之傳，恐怕不少人都會有所懷疑，即吳

雷川版本的「耶墨傳記」似乎不見得比基督教會與墨學研究界之版本的「耶墨傳

記」更加貼近耶墨之原意。不過，吳雷川自言他為耶墨立傳「盡可以有所鑒別，

舉大而略細，取精而遺粗，自不難窺見真相」，
640

其所謂「真相」，恐怕本來就

是指耶穌墨翟「為人」的一面或者耶墨二人從事社會改造的一面，這才是他心目

中的「歷史上真實耶穌和墨翟」。依吳雷川之意，歷來偉人事跡的流傳，本來夾

雜許多不可盡信的傳說。真實情形求於歷史多不得徵，唯有偉人的人格精神確實

可知。有關他們的神話，也是託付於人格的影響力才能產生。顯然，循其原則對

關涉傳主的史料進行裁剪，則神話傳說及神跡奇事就統統被排除出選材範圍。
641

傳記主體聚焦在傳主（耶穌、墨翟）的人格精神和從事社會改造的具體事功，用

以突出一個「在地」的入世的社會改造家形象。 

 

依吳雷川的立傳理路，既然耶墨二者在「人格精神」和「社會改造」上具有

                                                             
638

 同上，頁 154。 
639

 同上，頁 154。 
640

 同上，頁 79。 
641

 吳雷川對《新約》記錄耶穌受約翰洗禮、受魔鬼試探、「登山變相」、「五餅二魚」、「猶

大賣主」以及設置聖餐禮的解釋，都做了相應的人文主義的處理。基督教儀式典禮中具有特殊意

義的經文意象，也在這種處理中被去除了神化的色彩。見吳雷川：《墨翟與耶穌》（上海：上海

青年協會書局，1940 年），頁 95、102、104—107。 



 ２６８ 

重疊共識，那麼他的「耶墨對話」就不需要像張亦鏡、王治心那樣糾結於「神人

之異」的問題，而可集中於對耶墨經典進行致用性層面的創造性詮釋。吳雷川闡

釋耶墨經典，不在於尋求教會傳統鼎定的神學意涵或依循嚴謹墨學研究中既成定

論的見解，而在將古舊經文所蘊含的普世道理與彼時社會所關切的問題有機結合

在一起，做設身處地的處境化理解。吳雷川的闡釋基於前設，首重個人意志的發

揚而不拘守傳統遺傳之所謂原意和初衷。即從耶墨經典中尋求可資社會改造的思

想資源以應付時代的需求，以是否有利於社會改造來判斷經文和學說的重要性和

進步性。在此意義上，若墨學有利於社會改造的志業，則墨學非但不是基督教的

阻礙，反是基督教的同志了，《墨翟與耶穌》中即言：
642

 

 

基督教必得先改變它的組織，以社會改造為它唯一的使命。那是發揚宗

教的精神，就自然與墨學合轍，論及社會改造在中國方面的動力，竟可以說

不論其為墨為耶，從前耶穌曾說：「不抵擋我們的，就是幫助我們的」。何

況墨與耶本是同志，更何必問成功誰屬。這未來的化合，正是我們所企望的

了。 

 

論到耶墨合轍或等同，有份參與「耶墨對話」的人士，大多能提及耶墨二家核心

教義的幾條，如墨家的兼愛觀等同於基督教的博愛主義，墨家的尚儉節用等同於

基督教的攻克己身，墨家興利除害等同於基督教的濟世救人。這些都是義理層面

上耶墨二家最顯見的可通約處。吳雷川亦有相似見解，只不過他是將之落實在耶

穌墨翟的人格修為和二者有關社會改造主張合轍的地方。例如他認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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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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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勤儉」最能體現耶穌墨翟二人在人生真諦認識和社會改造主張上的「若

合符節」——愛是社會改造的動力，為義是社會改造的表現，勤儉則是人類社會

得到平安的重要條件。愛、義、勤儉這三端教訓，可資改良國人貪污、驕惰、奢

侈、不誠實的惡習，為從事社會改造事業做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的準備。
643

然而，

由於吳雷川並不措意對耶墨二家整體教義做基於原典義理的更細緻的比較和考

察，使得他所從《墨子》和《聖經》中所引的內容，實際上並不足以支持自身觀

點。吳雷川以字句文段表面上的相似就徵之為己用，甚至對經義做了較大幅度的

改造，以致鋪陳論述邏輯時存在論點和論據相脫節的情況。例如論及耶墨「愛」

觀，就跟從兼愛和博愛「同出一源」的普遍觀點，未區分墨家「兼愛」為「利愛」，

基督教「博愛」則有「聖愛」、「欲愛」兩端之分；再如論及耶墨「義」觀，則

又將《墨子》的「義，利也」同耶穌稱上帝為「公義的父」之「義」混為一談。

墨家在「義利之辨」上，主張「義利同一」，義則利也。耶穌此處論及上帝本性

兼「仁慈」和「公義」，則是單就公平正義而言。 

 

類似論述多見於《墨翟與耶穌》，或可目為解經之失。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筆者以為它更像是吳雷川刻意為之的「曲解」。再舉一例。吳雷川認為作為墨翟

與耶穌的階級基礎是相同的，即來自平民階級。二人學說主張的意旨，就在從自

身階級立場出發，改造彼時社會；又因社會改造家的身份必為在上掌權者所忌，

故墨翟「老死無聞」，耶穌「以身殉道」。
644

此二者可謂「耶墨同途」。他又認

為，耶穌墨翟二人所收錄的門徒弟子，階級成份不盡相同。耶穌的門徒多為平民，

墨翟的弟子則多知識階層。墨翟年歲久長，耶穌英年早逝。由是造成一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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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154-156。 
644

 同上，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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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翟和弟子在世時，有機會接觸上層階級，長久活動並於各國間實踐墨家教

義，且共同體內部凝聚力強。其後墨家流裔演變為遊俠，潛藏民間；耶穌及其門

徒則終身不見容於世，無緣接觸上行階層，傳教只好走秘密的群眾路線。加之組

織鬆散，耶穌歿後門徒星散。早期教會則經使徒一心發揚宗教，終為建制所吸納，

而後更成為「國教」，比之墨家，反而得以在政治上有所伸張。耶墨二家建制組

織在創始人生前死後的命途迥異，可謂「耶墨殊歸」。
645

然則基督教經使徒改造

和建制吸納後，已經偏離了耶穌的教訓，雖有國家教會為蔭庇而成主流勢力，卻

實在離耶穌本意相去甚遠。故墨耶二教於今，一亡一興，不可以外在規模之盛衰

為判准，而應根據何者更忠實於主義為依歸。吳雷川在此褒揚墨家，以為基督教

與墨家相比較，在忠實於主義方面，反是「榮枯迥判」了。
646

 

 

持平而論，吳雷川上述判定，有諸多不合於史實的臆想成分。然在思想演繹

上，則與他對耶墨二家原始教義及主義的「歸正」理路相一致。按其邏輯進行推

演，則自然能得出墨學中絕一朝而斬，是因為墨家後學忠實於墨翟教訓；教會在

後世得以興旺，反是背離耶穌主義的結論。也難怪吳雷川會認為，教會經過使徒

的改造，「已全然不是耶穌的真面目，轉不如墨之轉為任俠，獨不離其宗」、
647

「教會的興衰，簡直與耶穌的主義盛行與否根本無關」，
648

此處言說揚墨抑耶可

謂極矣。綜上所述，吳雷川在「耶墨對話」融入了自己對於社會改造的思考。墨

子人格及墨子思想因其在「社會改造」之志業上與耶穌人格與耶穌思想有相合轍

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被吳雷川賦予了可和基督教相提並論的地位，甚至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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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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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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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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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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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更為優勝。不過，若以正統教會的標準來看，則吳雷川的耶墨言說就近乎離

經叛道了。畢竟，吳雷川的「耶墨對話」顯示出其對基督教信仰和中國傳統文化

的實用主義態度，也就是說當改造社會成為先於傳福音的任務時，基督教神學就

具有了工具性質。其政治哲學的面向更為彰顯，教會神學的面向反而潛藏。其對

神學之態度尚且如此，其對墨學之態度，則更是顯明可知的了。由此我們可以認

為，吳雷川之論「耶」與「墨」，乃是以「社會改造」為中心的。
649

 

 

小結 

 

中國基督徒「耶墨對話」的思想成果，除張亦鏡《耶墨辨》、王治心《墨子

哲學》、吳雷川《墨翟與耶穌》之外，尚有張純一於民國十二年所作《墨學與景

教》。惟其著作該書時，信仰已漸「脫耶入佛」，故暫不納入本章進行探討。
650

 

 

通過本章論述可見，中國基督徒在處理相關「耶墨對話」之議題時，他們的

問題意識各有偏重，所採取的解釋方法亦各自相異，非遵循一個融貫統一的思想

路徑。吳雷川的《墨翟與耶穌》、王治心的《墨子哲學》、張亦鏡的《耶墨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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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學者朱心然先生指出，吳雷川之論「耶墨關係」的核心即在「耶墨二家如何改造社會」，

二者在宗教上的聯繫能得以成立，正在於吳雷川將二者皆目為從事社會改造事業之同志，並欲建

立一個類似共產主義的「在地烏托邦」。此一解經取向，又與吳雷川晚年的社會主義傾向有關。

見 Chu Sin-jan, Wu Leichuan: A confucian-Christian in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 Peter Lang Press, 

1995), p.124.  
650

 張純一（1871—1955），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學術背景橫跨儒、墨、耶、佛，尤以「佛化基

督教」的主張而名世。他早年曾皈依基督教，後不滿於基督教教義而脫耶入佛。根據張純一研究

領域的學者蘇遠泰博士的研究，張純一約於 1917 年至 1920 年之間，開始轉變信仰。約於 1920

年至 1927 年左右皈依佛門。張純一的《墨學與景教》，作於其思想過渡時期，故其以何種信仰

身份和心態介入「耶墨對話」，尚待該領域學者進行更加詳盡的辨析。事實上張純一在《墨學與

景教》一書的「自序」中自言該書之宗旨為「舉適相當者，互相發明，以為佛階」，且全書多由

佛理註解耶墨二家之教義。故除將《墨學與景教》定義為「耶墨對話」之作品外，以該書為張純

一「佛化基督教」之前驅，也並無不可。參蘇遠泰：《張純一的佛化基督教神學》（香港：道風

書社，2007 年），頁 95、101；張純一：《墨學與景教》，民國十二年自印本，頁 1。 



 ２７２ 

皆屬彼時中國基督徒注墨解墨或會通耶墨的代表作品。他們或採兼容的視角平議

耶墨，或取排他的立場獨成護教體文本。這些深具儒家經學教養、受中國傳統文

化影響很深的中國基督徒，選擇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長期居於異端和末流的墨子學

說來和基督教思想進行相互比較和相互映證，並以自身的宗教信仰認知圖景介入

基督教與墨學之間的對話，論著和文章皆呈現出十分多元的面向，極大豐富了漢

語神學和近代墨學的思想光譜。 

 

觀諸上述基督徒的「耶墨對話」，我們固然可以將之視作對「基督教如何與

中國文化相適應」、「基督教與如何中國社會相適應」等宣教福傳問題的回應，

即謂「耶墨對話」乃一承繼性的工作而非原創性的工作——以其思想的演繹擺脫

不了「基督教中國化」的路徑依賴，而根本方法為「會通中西」，實質是「利瑪

竇範式」的延續。
651

然則筆者以為，此只為「耶墨對話」背後之意識形態考量的

一極，而非全部。從他們的論述中可見，所謂「耶墨對話」不僅溢出「比較哲學」

的客觀研究範疇，還走向「我註六經」的教義歸正，其中區別不過是「歸正」之

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對墨學的態度上，吳雷川最為為開放，張亦鏡則偏保守，

王治心則居處開放和保守之間的中道。總之，中國基督徒的「耶墨對話」，在一

定程度上仍然歸屬基督教護教學範式，對話云云、比較云云，大體還是為維護神

學主權而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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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瑪竇範式」，即自明末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入化傳教以來所採取的福傳策略。反映在「基

督教如何適應中國文化」上，則主要取「超儒、補儒、合儒」之方法。 



 ２７３ 

第六章 結語 

 

先秦時代曾和儒家並稱為「世之顯學」的墨家在興盛兩百年後，一朝而斬，

即身而絕。作為建制組織的墨家不復存在，獨有《墨子》書五十三篇傳世。墨家

的消亡，誠為國史一大謎題。關於墨家中絕的原因及其中絕之後的傳承，學界歷

來有多種說法，或以墨家流裔演變為遊俠，潛伏於民間聊做一線之延；
652

或以墨

家思想延及後世，成為農民起義、秘密會社的精神來源；
653

或以墨家餘緒最終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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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俠」關係也是墨學研究的一個支流。近代以來，有不少人以墨家風格氣質近乎「任

俠」，而以「墨者」與「俠客」「遊俠」為等同，本文第五章所提到的民國學人吳雷川即持此種

觀點。對「俠」之風格氣質最有名的論述，當屬《史記‧遊俠列傳》所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俠者風範常被認

為與墨者相近或等同，甚至於兩者可劃等號。然則此類觀點並不能為嚴謹的墨學研究所能接受。

《韓非子‧問辯》曰：「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為賢，

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

莫為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韓非

子‧詭使》曰：「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韓非所言「帶

劍者」「勇夫」即為「俠」；又《韓非子‧五蠧》 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

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韓非子‧

顯學》曰：「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根據韓非的描述，「俠」這一

群體在當時應被不少人認為是危害社會秩序的重大禍患，無異作奸犯科之流。又有《史記‧遊俠

列傳》描述漢武帝時期著名遊俠郭解為「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盡顯逞兇之相。史黨

社先生指出，「俠」之特點有好勇鬥狠、不從法令、熱衷私鬥，其固然有鋤強扶弱之舉動，然出

發點多為「私義」而非「公義」。墨家行義有為公和為私的區別，即不應從個人的私人恩怨出發

去做事，否則就違背墨家的大義。筆者贊成史先生所論，須知墨家縱然有「損己而益所為」「為

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急」之所為，仍然遵循「兼相愛、交相利、不相攻」的底線原則，而遊俠私

鬥明顯違反「非攻」。且從「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的「墨者之法」中亦可見墨家絕對反對「私

鬥」。故曰「墨」與「俠」在精神上有一二相通之處或可，說「墨」與「俠」完全等同則毫無根

據。參史黨社：《〈墨子〉城守諸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41；王圓圓：<

通往自由的歷史暗河—墨家俠義精神的遐想>，《重慶郵電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

增刊），頁 88-90；周非：《民主—墨子的平民之道》（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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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澤厚先生認為，作為學派的墨家逐漸消失無聞，但墨家思想卻未在中國歷史上消失，其影

響及於後世。歷代農民起義（如秦末農民戰爭、近代太平天國運動）多與墨家有相通處，例如平

等精神、博愛主義以及以人格神信仰作為統一意志、發動群眾的行動綱領。雖然他們的思想不一

定直接來自墨子，甚至不知道墨子為何人，然而確有相似之精神實質，說明墨家思想具有深厚的

現實根基。而在民間秘密會社中（如水泊梁山），墨家的某些觀念和組織形式，也經常得到呈現，

如講義氣、重然諾、輕生死、行兼愛等。他同時又指出，後世農民起義和秘密會社之主張，往往

比墨子更為激進和徹底。參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http://baike.baidu.com/view/28453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79983.htm


 ２７４ 

入民間「小傳統」，被本土宗教所吸納，
654

是為本土宗教之「思想雛形」或「建

制雛形」。
655

 

 

「潛德幽光，散在草萊。墨雖舊學，其命維新」。656
清末民初以來，隨著「西

風東漸」，儒學權威不再，墨學逢時復興。國人皆以墨學足以救當世之弊，欲起

墨子精神於九泉之下焉。彼時註墨詮墨解墨釋墨之著作層出，恍有以「墨家店取

代孔家店」之態勢，思想史上稱為「近代墨學復興浪潮」。不過時人論墨，除繼

承傳統訓詁校正考釋新譯等舊墨學理路外，多聚焦墨學中可與西學之自由、民

主、人權、科學等價值相比附的思想資源，
657

使得此一階段的墨研成果，對墨學

「宗教向度」之探討相對缺乏。究其原因在於，歷史上的墨家，不似佛耶回等建

制性宗教，有延承至今的信仰譜系和教團生活可資考證和分析；且近代以來昌明

科學反對迷信為思想界主流，標舉墨家為宗教或具有「宗教性」可謂「政治不正

確」。故偶有一二學者論及「墨家之謂教」，大體而言還是停留在墨家與其他宗

教在淺層教義和表面現象的粗疏比附上；或強為墨家塗抹一層「進步」色彩，簡

                                                                                                                                                                               
2017 年），頁 64—68。 
654

 《墨子》書現今得以存世，有賴《道藏》之收錄。除此之外，在道教典籍當中，還流傳幾種

方士託名墨子所著的經書，如《墨子枕中記》、《墨子靈奇術經》等。墨子在道教典籍中的角色，

往往不單純是施展教化的聖賢和老師，而是能千變萬化、行神跡奇事的神仙。根據當代學者的研

究，墨家的宗教思想、宗教禮儀，對後世道教之宗教信仰、養生之術，皆產生重大影響，例如後

世道教之諸般巫術方技就與「墨守」中的迎四方敵之巫術、守禦兵法中的望氣術有關，道教典籍

《太平經》的宗教概念亦與墨家尊天事鬼的宗教思想多有重疊。參何濤：〈略論墨家對早期道教

的影響〉，載《高昌高專學報》，2009 年第 4 期，頁 8-10。 
655

 章太炎先生認為漢代黃巾道教乃本諸墨氏，其言黃巾道教「乃古之巫師，近於墨翟，既非老

莊，並非神仙之術也……墨子之傳，絕於漢後，其兼愛、尚同、天志之說、守城之技、經說之辯，

皆亡矣。而明鬼獨率循勿替，漢晉之後，道士皆其流」。轉引薛柏成：《墨家思想新探》（哈爾

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79。 
656

龔鵬程：〈怎樣發揚墨子學〉，搜狐網歷史頻道，2017 年 12 月 23 日，網址：

http://www.sohu.com/a/212370282_702188。 
657

 此類比附猶多見於民國墨研學人的論著當中。例如陳顧遠先生認為《墨子》中包含國際法和

政府組織原則，張純一先生則以墨家主張民約論、選舉制，甚至主張虛君共和制度，此皆不免有

處境錯置之嫌。且以近現代才有的政治哲學來描述去今久遠的墨子墨家墨學，往往容易造成概念

上的濫用和誤用，反使墨學原義不彰。參張純一：《墨學分科》（民國十二年排印本），頁 37、

38、43；陳顧遠：《墨子政治哲學》（上海：泰東圖書局，1934 年），頁 49。 



 ２７５ 

單謂之為「神道設教」或「利用宗教」。此皆使得相關議題之探討無法取得更加

深入的進展。 

 

近代以來，對於「墨家之謂教」的看法無非三種：成型而具有宗教性的「準

宗教」、承擔制裁和教化功能的工具性政教（類儒教）、亞伯拉罕諸教體系的天

啟宗教（類基督教），總之猶未有一定論。未有定論之原因極明，蓋學人考論「墨

教」，僅能據極其有限之文獻資料（如《墨子》書所載墨家「尊天事鬼」之宗教

思想）來進行推測，然對「墨教」本身尚難給予明確定義，以致於論述要麼拘守

文本辨析，不及宗教向度的探討；要麼脫離墨學原意，過分發揮，流於荒誕。 

 

本文之研究，乃期待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對墨學之「宗教向度」

進行系統性研討。由於文獻史料之不足徵以及墨家建制組織之斷絕，歷史上真實

的墨子墨家墨學實際上已不可得，故後人為墨子墨家墨學所造之像，大抵都有想

象的成分。想象與事實之間的距離幾何，取決於可資推測的材料和用於推測的方

法。近人好以西學西教比附墨學，背後有「重新發明傳統」的意識形態衝動。其

論固有所失，然則確實指示出以宗教之維介入墨學研究的可能性。其致思路徑之

限度值得我們注意，其致思方法之創新值得我們重視。縱觀墨學發展史，近代墨

研學人率先以「墨教」來理解墨子墨家墨學，並拓展墨學研究在文明對話領域之

視野，實有開創之功，今人不能掠美。 

 

所謂「墨家之謂教」，其問題意識略有三層：其一，墨家是否為宗教？若是，

則其為何種類型之宗教。若否，則何以歷代有人以墨家為墨教；其二，若墨家誠



 ２７６ 

非宗教，則其是否具有「宗教性」，或曰「準宗教」；其三，墨家肖似宗教之處，

主要體現在思想義理上，還是建制組織上？本文即圍繞以上三點展開討論。現總

結如下： 

 

首先是文本辨析。「墨學十論」中直接關聯宗教言說的篇章有〈天志〉〈明

鬼〉〈非命〉，分別對應墨家「尊天」「事鬼」「非命」的宗教思想。此「宗教

三論」包含了上帝觀、靈魂觀、命運觀、禍福觀、鬼神觀、生死觀等經典神學命

題，為墨家宗教思想或曰墨教教義的核心部分。此外，「三表」為墨家護教依據，

是墨家用以判斷事物之真實性、判斷行動之權界範圍的經驗主義原則和認識論基

礎；「法儀」則為墨家立教之根本，是墨家為天下立法、以神權規限政權的形上

學根據。此二者為墨家據以建構其特色神學的邏輯推演方式，對了解其特有的「神

學言詮」具有重要意義，過往學者未多措意，本文第二章已就此作出相關說明。 

 

其次是倫理辯難。墨家宗教思想中存在多組經典的「倫理辯難」命題。例如

崇尚「自由意志」和人主觀能動性的「非命論」與篤信鬼神的「天鬼觀」，是否

會造成墨家在理論上的邏輯不自洽；墨家「層層上同於天」的「尚同論」，是否

潛隱著獨裁因素，會導致社會走向神權專制的奴役之路；墨家如何解決現世「德

福不一致」的困難；墨家「兼愛」、「交利」、「非攻」的主張，究竟是其「因

機設教」的人文主義實用手段，還是陳義過高、背後懸置有超驗價值的宗教律令？

上述命題具有普世意義，對它們的探討有助於我們對墨家在普世諸宗教文明中的

地位作出適當定位。本文第三章已就此作出相關辨析。 

 



 ２７７ 

再次是形態蠡測。墨家之建制組織是否合乎宗教之規範，筆者以為可以結合

《墨子》書所載以及其他相關文獻史料的記載來進行適當推測。墨家信仰之對象

為「天」，可比擬西方基督教之上帝，有位格且有權能。墨家言說中之天鬼神之

層級縱有所異，然仍歸屬「有神論」的範疇；墨家背周道而用夏政，尊天事鬼逆

反周代人文主義天道信仰，非禮非樂則旗幟鮮明的反對「隆禮重樂」的禮教傳統，

此皆體現了墨家在觀念上、儀式上的「新教式」特色；任何一個建制成型的宗教

或「準宗教性」組織，均有教徒和教團。墨家集團內部對弟子的推薦和處罰機制、

關於財物奉獻和分配的原始共產生活等，皆可資管窺「墨教」內部之秩序和紀律。

上述相關內容，筆者在本文第四章中也作出相應論析。 

 

復次為文明比較。由於耶墨二家在諸多方面的相似，墨家常被人們援之作為

基督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參照物，由此產生「耶教墨源」「耶墨相若」等論調，

並引起教會人士之關注。加之近代以來儒衰墨興，墨學漸次取代儒學，成為中國

基督徒溝通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構建本色化神學的全新思想資源。「耶墨對話」

由是生焉。吳雷川、王治心、張亦鏡等中國基督徒衡論耶墨之專書論著，可謂其

中典型代表。他們認為二教相類且通約處，主要在人格精神和救世理想；二教相

異且排斥處，主要在神人之別和拯救之道。考其言說，庶己可見中國基督徒對墨

學的主流觀點，大多傾向耶墨在改造社會之行事上多有相合，在「為人」的一面

大可相互引為同志；然而墨子墨家墨學之優勝，已可為基督教真理所充分含納，

至多可目為上帝真光在中國文化中之「反射」，若謂其全然可替代基督教，是斷

然不可行的。本文第五章已就上述基督徒「耶墨對話」之成果作出論析。 

 



 ２７８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儒墨道法兵陰陽等諸學派之間頻繁往復的思想競力，

開啟了中國文化的第一個高峰。儒生曾道「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墨者亦

言「天下無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古人誠不欺我也。不唯儒墨，「諸子百家」

共同定義了「軸心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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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方社會的基本樣態，影響猶深，於今不絕。古人

云「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往聖先賢雖去今已遠，然其所關切之道德、倫理、宗教、社會等諸般問題，多具

有超越時空的普世價值，今人可援之以為參照；他們所提出的思想主張和解決方

案，有些限於時代局限，已不再適用；有些放到當今時代，仍不算過時。是故考

察源流、追溯承傳、揣摩古意、參合今法，既不飾美又不隱惡，庶己有資於我們

最大限度逼近歷史的真相，並科學地、中道地「古為今用」或「創造性詮釋」之。

本文之初衷，並不欲建構某個「放之四海而皆準，歷萬代而常新」的詮釋框架，

只為提出一條可資理解墨學這門千年絕學的新的思想路徑，冀能拋磚引玉，為當

代墨學研究及當代墨學復興提供一個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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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軸心時代」理論由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

出。他將 2600 年前（公元前 500 年左右）出現在中國、中東、歐洲和印度等地區的人類文化突

破現象稱之為「軸心時代」（Achsenzeit），是人類宗教、哲學的「開端」。在此一時間段中，

東西方集中湧現出對後世人類文化有重大影響力的哲學家和宗教家，如印度有佛陀，中國有老

子、孔子等聖賢，以色列有摩西、撒母耳、大衛、以賽亞、耶利米等先知，希臘有蘇格拉底、柏

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人。這些人的思想和他們所開創的學派和宗教以及他們的思想，定義了此

後人類文明的基本樣式。見[德]卡爾·雅斯貝爾斯著，魏楚雄、俞天新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

（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年），頁 7-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A1%E5%B0%94%C2%B7%E9%9B%85%E6%96%AF%E8%B4%9D%E5%B0%94%E6%96%AF/648714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A1%E5%B0%94%C2%B7%E9%9B%85%E6%96%AF%E8%B4%9D%E5%B0%94%E6%96%AF/648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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