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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莊子評點》緣中西會通所析釋之｢道｣論 

黃佳駿* 

摘 要 

嚴復為晚清介紹西學的先驅人物，但嚴氏並非只以翻譯西書為專門，亦致力於中

西學術之調和，其會通中西學的貢獻在於使學界耳目一新，並使學人之援用西方理論

有所依據，蓋晚清至民初數十年間學術思想之丕變，則嚴氏之影響實有其特殊的意義。

本文欲經由嚴復《莊子評點》的義理思想，論述嚴氏中西會通的理念，再加以釐清其

中西會通的學術價值。 

根本上，嚴氏之學雖以儒學為基礎，但大抵能兼採道、釋觀點並用以闡述西學之

學說，其認為道家與儒、釋的義理實可與部份西學說法統一，故可知嚴氏並不囿於中

西學的藩籬，取其可用之概念進行會通是為其鵠的。如其《莊子評點》乃結合《莊子》

哲學、儒家的「易道」與西方哲學之「天演」、自然科學，欲架構一特殊的宇宙論，以

至於演繹「道」化之下所派生的種種社會現象。故《莊子評點》非但是嚴氏闡述其經

世致用的一大著作，亦是嚴氏調和中西哲學的一大發揮，而嚴氏最終的目的則在於雜

糅《莊子》與西學「天演」的終極「道」說，進以成就一家之言。 

關鍵詞：嚴復、《莊子評點》、中西會通、天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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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莊子評點》緣中西會通所析釋之｢道｣論 

一、前言 

晚清諸子學興起後，道、墨、法諸家的著作重新為學者所譯注、研究，《莊》學富

有哲理，文詞精妙，為子學中受到矚目者，如章太炎云：｢九流繁會各於其黨，命世哲

人莫若莊氏，消搖任萬物之各適，齊物得彼是之環樞，……又況九淵、守仁之流，牽

一理以宰萬類者哉。｣1此認同莊子是諸子中的曠達者，又比擬為陸、王之流，以其｢

道｣、｢理｣之論說能探究萬類萬物的終極原理。蓋《莊子》研究對於晚清諸子學實有特

殊意義，如崔大華說：「當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思想同一種外來的異質文化、思想接

觸，發生觀念衝突時，寬廣深邃的莊子思想總可以浮現出某種與這種外來的異質文

化，……接近的、相同的觀念或思想。」2正因為《莊子》思想對於其他學術能高度包

容，因此如魏晉的「格義」佛學、晚明的三教會通、晚清的西學、佛學研究等，皆能

藉《莊》學而疏解，並雜糅會通，所以論晚清子學的發展，《莊》學研究為一要點。 

嚴復的《莊子評點》是其評議道家的兩本著作之一，該書篇幅精簡，重視哲理，

所採取並非逐字逐條的詮解，而是能隨莊書的要義加以點評，並疏發自己的意見。胡

楚生先生以為該書頗有獨特之處，首先在評點上能以｢內篇總評｣、｢總評｣、｢評證｣、｢

註釋｣、｢圈點｣等項目層遞析論，亦富含義理的評析；其議論的內容則有｢駁正古注｣、

｢申釋大義｣、｢印證西說｣、｢比況現勢｣、｢評論得知｣之價值，3可知嚴氏《莊子評點》

所涉足的思維是多方面的，對於晚清民初的道家研究、儒道釋會通、中西會通研究與

評點學皆有一定的學術意義。 

《莊子評點》一書雖完成於民國初期，但仍可視為其晚清之作，查《嚴幾道年譜》

嘗載嚴氏民國元年與熊純如之通信：｢平生喜讀《莊子》，於其道理唯唯不不，每一開

卷有所見則隨下丹黃，馬伯通借去不肯還，乃以新帙見與己意。……今即欲更擬進退

                                                      
1 章炳麟，《莊子解故》(臺北：廣文書局，2005 年)，頁 1。 
2 崔大華，《莊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543。 
3 胡楚生，〈嚴幾道｢莊子評點｣要義闡釋〉，《文史學報》(1991 年 3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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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知，又須費一翻思索，老來精力日短，恐不能更鑽故紙。｣4因此嚴氏鑽研《莊子》

頗早，且曾在民國前後兩次評點《莊子》，該書之作實可追溯於清末，而成書於民初時

期。胡楚生先生亦言嚴氏：｢早年誦讀《莊子》，每有所見，常於書眉簡端，施以丹黃，

隨手評點，……其後該書為桐城馬伯通久借不歸，民國五年，……乃據馬氏《莊子故》

一書，重加評點。｣5可知，嚴氏對《莊子》的評點於民國前實已著手進行，後因馬其

昶久借不歸，嚴氏不得已只好再以馬其昶《莊子故》為基礎，重加以點校、評議。總

之，該書乃醞釀於民國之前，經歷諸多事故終定稿民國五年，故以為是晚清民初之作

亦可也。 

近代學者對嚴復思想頗有深入的研究，然對嚴復學術的旨趣則有不同說法。如西

人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 )便以為嚴復志在改良傳統思維，以追求國家的｢富強｣為

目標。或如周振甫與王栻認為，嚴氏學術經歷三階段，早年好西學，中年以中西會通

為志趣，晚年則趨向保守；或如胡適、李澤厚認為嚴氏學說終以探究西學為目的。6本

文之論述《莊子評點》則採取嚴復學術皆內俱｢儒學性格｣的觀點，吳展良先生〈嚴復

早期的求道之旅─兼論傳統學術性格與思維方式的繼承與轉化〉言： 

他其實具有一種既深且厚的｢儒學性格｣，並深受傳統世界觀與思維方式的影

響；其畢生學行所傾力追求的，是一深具傳統意涵的｢道｣字也就是一種貫通宇

宙人生，致廣大而盡精微的真實道理。在中西交會的大背景下，嚴復既尊重傳

統，又欣賞西方。7 

此論認為，所需關切處除嚴復思想｢中國面對西方｣這一層面外，亦要重視其本身所具

有｢中國傳統的學術性格｣與｢中國傳統的世界觀與思維方式｣。8故從嚴復的學思歷程而

論，其畢生所追求乃在於｢融通中西文化中最高的原理原則｣，亦可說嚴氏學術係以傳

統學術的進｢道｣為志趣，而其對中西學之會通，是其學術開展的門徑。而此所謂的｢

道｣，雖未必專就道家所論述的終極理則言，然以《莊子‧天下篇》所闡述的｢內聖外

                                                      
4 王蘧常，《嚴幾道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頁 113。 
5 同註 3，頁 1。 
6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三民書局，1996 年)，頁 270-271。 
7 吳展良，〈嚴復早期的求道之旅─兼論傳統學術性格與思維方式的繼承與轉化〉，《臺大歷史學報》

第 23 期(1999 年 6 月)，頁 239。 
8 同註 7，頁 24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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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論，則儒、道之｢道｣皆是蘄求｢宇宙人生｣周延為目的，故儒、道之｢道｣廣泛而論實

可通。而嚴復其人本受過傳統儒學教育，留學西洋之後，其學養亦多有西方學術之見

解，故中西學術會通為嚴氏學術的重點之一可知。 

固然有研究者以為：｢通過研究嚴復思想的核心內容卻不難發現，中國傳統學術

中，與嚴復的進步資本主義觀念同步的，不是儒家思想而是瀟洒飄逸卻充滿了樸素的

自由民主思想的老莊哲學。｣9此專以｢道家｣闡釋嚴復思想實未必周延。實際上，嚴氏

對道家思想多有否定與批評處，如其《侯官嚴氏老子評點》便以為老子的｢絕學無憂｣

非真無憂，只是一種眼不見｢害己者｣的心態。10又評《莊子》的｢至德之世｣乃為不可

行之理想，此亦可證明嚴氏並非全然以道家思想來闡述其學說。11 

不過，儒、道會通甚至儒、道、釋會通畢竟是嚴復治學所專注的重要課題，察嚴

氏的《侯官嚴氏老子評點》、《莊子評點》、《天演論》等撰著，皆多有引用儒、道、釋

經典而詮解者。從此而論，則嚴氏之學欲會通中西，且貫通儒、道、釋諸家，論證其

中的學術意趣，以成一家之言為指歸，此大抵是明確的。本文則欲由嚴復的《莊子評

點》之會通中西學術著手，論述嚴氏的莊學意趣，特別針對其結合西學的逍遙、氣論、

宇宙論作闡釋，如下。 

二、儒、道、釋兼採的研究視野 

嚴氏在正式受西學教育，即進入福州船政學校之前，實已接受過中國傳統教育的

洗禮，此係嚴氏早年所接受過的私塾授業。《嚴幾道年譜》載嚴氏十一歲之事蹟，曰： 

本年志范先生聘同邑黃少巖布衣館於家。布衣為學，漢宋並重，著有《閩方言》

等書。於是先生始治經，有家法，飫聞宋、元、明儒先學行。12 

                                                      
9 陸文軍，《嚴復的莊子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5 年)，頁 2-3。 
10 嚴復，《評點老子道德經》(臺北，廣文書局，1979 年)，頁 18。 
11 嚴復對於道家思想未必全然折服，大抵取其部份論說加以闡述，從而會通其學，如《嚴復道家

思想研究》說：｢嚴復對於莊子所提倡的『至德之世』，也就是遠古時代，人民結繩記事，……

非常不以為然。嚴復批評它，自然是因為道家這種『遺棄文明』的倒反心態。｣見黃麗頻，《嚴

復道家思想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頁 107。 
12 同註 4，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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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於十一歲以降曾受過黃少巖的授業，故對傳統的儒學教育大抵有一定的認識，黃

氏授課也成為後來嚴復問學的基礎。西人史華茲也說：｢嚴復後來對斯賓塞宇宙論的形

而上學體系和對穆勒邏輯歸納法與經驗主義所抱有的同樣熱情，正是在某種程度上反

映了他的老師糅合『漢學』與『宋學』價值的苦心。……他的個人與家庭生活，并未

太偏離儒家的行為規範。｣13從此而論，嚴復受黃少巖的啟蒙，治漢、宋之學術，係影

響嚴氏往後論學的意趣；而在為學與生活、家庭上，嚴氏亦謹遵傳統士人的處事行舉；

如其考進福州船政學堂，即以一篇〈大孝論〉選入，可知對於古文撰寫應為嫻熟，《嚴

幾道年譜》載云：｢《瘉楙堂詩集》卷上，〈送沈濤園備兵淮南詩〉有云：『尚憶垂髻十

五時，一篇〈大孝論〉能奇』。｣14此證明嚴氏正式受西學教育之前，對經學已有廣泛

的認識。蓋經學有所謂｢守家法｣，即持守經學之家法也，漢、宋之學亦儒學的流派。

清儒所云的｢家法｣則專指漢學家法言，《後漢書》首先出現｢家法｣一詞，唐李賢注以為：

｢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15故｢家法｣為儒學專門，以是經學家派世代之因襲，以

保證傳說皆能｢有本原｣也，皮錫瑞《經學歷史》則以為｢家法顓門，後漢已絕，至國朝

乃能尋墮緒而繼宗風。｣16自清初經學復盛後，清人之習經、宗經皆有其沿革，如梁啟

超以為惠棟所傳即是｢吳派｣，其特色在於｢博聞強記為入門｣，能｢尊古守家法為究竟｣，

故其學大抵謹尊家學、師法，學風則趨向保守、尊古。17故嚴氏受經學、理學之啟發，

亦影響其後來對義理思想的申論。 

總的來說，嚴復在此清代漢學風氣的浸染下，其一生治學未能說不受此影響，《嚴

幾道年譜》載其早年：｢初讀英人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群學肄言》，Study of Sociology 

輒嘆得未曾有。……以為其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

正為治平根本矣。｣18此為嚴氏留英時期，初接觸西學之觀察。其竟以為《群學肄言》

與中學有暗合處，故以〈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等思意闡釋之，可見嚴氏

在熱衷西學之餘，對於傳統之儒學仍有所嚮往。而晚年時，嚴氏對儒學更為之折服，

                                                      
13 史華茲著、葉鳳美譯，《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16。 
14 同註 4，頁 4。 
15 范曄撰、李賢注，《後漢書》收入《百衲本二十五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841。 
16 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2004 年)，頁 353。 
17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里仁書局，2002 年)，頁 9；頁 30。 
18 同註 4，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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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見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狀後，便重新對西學提出反省，其〈與熊純如書‧七十五〉

載云：｢不佞垂老，親見支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恆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

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

被寰區。｣
19
歐戰殺伐的殘酷促使嚴氏覺悟西人之學到底講究功利、競爭，固然西學對

嚴氏的影響極深，然其晚年乃以提倡儒學為職志，視儒家的仁義道德才是學術與經世

的依歸。 

故可以說，嚴氏一生論學，則｢儒學性格｣是其學思的起迄，亦是其中西思想貫通

的門徑，吳展良先生言：｢此種性格與精神首先深植於儒學傳統，而又深受道家思想的

影響。西方科學追求真理的嚴格態度與偉大成就，加深了他對於普遍而一貫之理則的

重視。……綜觀嚴復的早期生涯，可以發現他的學術性格已經確定。｣20因此，論嚴復

學術固然不能忽略嚴氏對西學的熱衷與對道家思想的愛好，然其內在的｢儒學性格｣實

為其治學的根本基礎，故必須留意。嚴氏亦自言｢往聞吾國腐儒議論謂：『孔子之道必

有大行人類之時』，心竊以為妄語，乃今聽歐美通人議論，漸復同此。｣21此誠然同意

儒學所深含的學術意義與社會價值了。 

嚴氏除了服膺於儒學外，其學亦多有兼采儒、道論說，嚴氏在〈致熊季廉書〉自

言：｢中國哲學有者必在《周易》、《老》、《莊》三書，晉人酷嗜，決非妄發。……吾輩

讀書，取適己事而已。｣
22
因此，嚴氏實欲折衷｢三玄｣為一家之言，其為學在於｢取適己

事而已｣，蓋儒、道兼採是乃其進學與論｢道｣的意趣明矣。其評點《老子》便時常流露

這種對儒、道共賞的情趣，曰： 

形、氣之合莫不毀者，天下有自生之物而長生者乎？此採精鍊神之家所不待攻

而其說破也。凡讀《易》、《老》諸書遇天地字面只宜作物化觀念。23 

曲，一部分也。舉一部分則全體見矣。故〈中庸〉曰：｢其次致曲｣，天下惟知

                                                      
19 嚴復撰、王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三冊，頁 692。 
20 同註 7，頁 274-275。 
21 同註 19，頁 690。 
22 嚴復，《嚴復合集》(臺北：財團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會，1998 年)，第五冊，頁 33-34。 
23 同註 10，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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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之為全者，乃可以得。……一者，天下之至少，而亦天下之至多。24 

前說採形氣論的思維，以為儒、道論萬物皆必須由｢物化｣解，蓋道家所言｢萬物負陰抱

陽，沖氣以為和｣亦近同於《易傳》｢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的構思。後者則援用〈中庸〉｢致曲｣的觀點，以解構《老子》二十二章的｢曲則全，枉

則直｣，此視｢曲｣的不完全雖止於｢道｣的一隅，然求道之人大抵能取｢一少之極｣從而由

少見多，由一曲而見全，此即老子所謂｢抱一為天下式｣者。蓋河上公也說｢自受取少，

則得多也。天道祐謙，神明託虛。｣25一即多，多又歸於一，此誠然以｢謙｣的態度來詮

解為道者的｢損｣、｢虛｣，故嚴復最終亦補充說｢此章之義同於大易之謙卦｣，《易傳》言

｢謙｣的精神係｢君子以裒多益損｣的思路，故嚴氏以老子的｢曲｣會通《周易》的｢謙｣，

此古人早有實例論說。晚清之際，學者認同儒、道可會通者並不在少數，如夏曾佑為

嚴復《評點老子道德經》作〈敘〉時，便以為孔子之學與老子頗有淵源，云： 

考《老子》書二篇，言理而不託物者也。而自古及今其說之紛，則倍蓰於六藝

焉。韓非受學於孫卿，孫卿受學於子弓之徒，子弓受學於孔子，孔子受學於老

子。相去裁五六傳，非又最服膺於老子。〈解老〉、〈喻老〉二篇為古今注老子之

最朔，……於是老子遂為名法家之初祖。26 

此說應受《史記》與《禮記‧曾子問》的影響，以為孔子曾經學於老子，而孫卿為子

弓後學，故總述其源流，則韓非的〈解老〉、〈喻老〉皆是祖述老學，老子竟也成為｢

名法家之初祖｣，亦是儒學的先導人物之一。夏氏的說法實為嚴氏的儒、道兼採作一註

解，以是儒、道二家應有相近的淵源，故二學遂可會通。事實上，近世學者或有以為

儒、道二家應相為表裡，此說法雖未必全然無誤，然亦有參酌的價值，如魏源以為：｢

故夫經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孫》也，其道皆冒萬有，其心皆照宇宙，

其術皆合天人。｣27魏源視《周易》、《老子》為評議｢道｣的經典，皆以｢宇宙｣、｢天人｣

                                                      
24 同註 10，頁 21。 
25 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經注》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第

八冊，卷上，頁 15。 
26 同註 10，頁 1。 
27 魏源，《古微堂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集部，第一千五

百二十二冊，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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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疇為之界說。陳鼓應先生亦言：｢就《易經》和《老子》作比較，我們亦可見出兩

者在某些重要的哲學觀念上由未顯題化到顯題化的聯繫。舉其要者，例如由《易經》

的〈觀〉、〈復〉發展到老子的『觀復』；由《易經》的〈損〉、〈益〉發展到老子的『為

道日損，為學日益』。｣28此以為老子的為｢道｣工夫與《周易》的諸卦頗有關聯，《周易》

的〈觀〉、〈復〉、〈損〉、〈益〉為老子所援引，便發展為道家為道、去智的工夫方法。

此說固然並非定論，然近代學者對於儒、道會通實有其沿革，蓋｢儒道合｣、｢儒道同｣

的論說是有其蹤跡可尋的。 

嚴復之治學又好以佛學思想進行闡釋，再結合儒、道會通思維，則嚴氏儒、道、

釋兼採的研究視野便具備規模。儒、道、釋會通之論，亦可見於嚴氏的｢天演｣說詮釋。

西人赫胥黎的《天演論》多詆誹原始宗教與西方基督教，所倡言在於自然｢天演｣的構

思，則嚴氏乃採取《易傳》、道、佛思想為之析辨，嚴氏在《天演論‧天刑》的案語曰： 

此篇之理，與《易傳》所謂乾坤之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懮，《老子》所謂天地

不仁，同一理解。……斯賓塞爾著《天演公例》，謂教、學二宗皆以不可思議

為起點，即竺乾所謂｢不二法門｣者也。29 

赫胥黎反對宗教上賞善罰惡的天論思想，以為天運係自然天道的運行，與神格意義的

上帝無關。蓋基督教的宗旨本有勸人為善罰人為惡的說法，即｢天道福善而禍淫｣，赫

胥黎則從史例的角度辨析，以為暴人亦有顯貴發達者，行義者卻往往難逃劫難，故｢

天道福善而禍淫｣之說純屬虛妄。嚴氏亦基於此而闡發，以為一切是非禍福實與天運無

涉，天道運行皆屬一自然，乃循｢理｣而進，故趨向於道家的｢天地不仁｣，與《易傳》

的｢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同理，甚至同於竺乾（即佛）所講的｢不二法門｣。嚴氏

所引斯賓塞的｢不可思議｣則同於佛家的｢不二法門｣，以為｢天演｣自然造化的奧妙亦難

以思慮言說。｢不二法門｣者，即謂真理為絕對不二，既超越一切生滅、同異、來去之

差別，故所修習適向真理的意趣亦唯一不二，《維摩經》有〈入不二法門品〉一卷，其

解釋了｢真常｣何須由｢不二｣之法入，其載：｢極其少者，要從二緣。若有一緣生，未之

聞也。然則有之緣起，極於二法，二法既廢，則入於玄境。亦云二法門攝一切法門。

                                                      
28 陳鼓應，《道家易學建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45。 
29 赫胥黎著、嚴復譯，《天演論》(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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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曰：『云何不破一耶？』答曰：『若名數之則非一也。若以一為一。亦未離於二。』

｣30此以｢遮詮｣的方式為之解構。萬有由｢緣｣生，故常落於生滅、有無、是非等相對的

二端，成佛入道欲顯唯一真諦(或說證空)，則破滅相對的二端以致諸萬端，故有｢不二

法門｣之說。吉藏在《維摩經義疏》有進一步疏解，云：｢維摩詰不思議解脫本者，謂

不二門也。由體不二之道故。有、無二之智，由無二之智故，能適化無方。是以經云，

文殊法常爾，法王唯一法，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故以不二為眾聖之源。｣31諸法

皆虛妄非實有，唯成佛需由一真之法所規範，故此一真之法維摩詰謂其｢不可思議｣，

以是能泯除有、無相對的畛界，貫通｢一切｣虛實以至於無礙故。總之，欲探究終極原

理者，不需執著於種種相對事物，直以探尋｢妙有｣為止境。嚴氏則由此佛家說法辨證，

暗指天地宇宙為神格意識所操縱說法為謬妄，既然宇宙淵源於｢不可思議｣，則人物所

可想像的一切造物主皆非真實，故旋以｢道｣之｢自然｣作用詮解，任由｢自然｣之道以造

萬物。 

基於此說，則嚴氏又以為儒、老、釋的最高原理亦是相近的，其解《老子》｢有物

混成，先天地生｣一章，曰： 

《老》謂之道，《周易》謂之太極，佛謂之自在，西哲謂之第一因，佛又謂之不

二法門。萬化所由起訖，而學問之歸墟也。32 

嚴氏此論便把儒、道、釋，以至於西哲說法皆熔為一爐。其採取哲學思辨的方法，以｢

道｣為萬物生成的第一因，｢道｣的｢自然｣作用則為創生萬物的法門，為萬化所由的根

據，因此老子的｢道｣、《易》之｢太極｣、佛的｢自在｣、西哲的｢第一因｣皆是嚴氏學說思

想的終極原理。嚴氏此說也在在證明其思想並非是單純的｢唯物論｣。蓋｢唯物論｣否認

宇宙是一超越形器之主宰所造化，以生物的精神意識亦隨物質破滅而消逝。或有研究

者以為嚴復思想在於發揚｢唯物｣，如《嚴復的莊子學》說：｢嚴復將西方科學精神的唯

物特質高揚起來，指出『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後定之為

不易。』用唯物精神、科學方法探求產生的觀念、思想、結論，並放諸四海而皆準，

                                                      
30 僧肇，《注維摩詰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年)，第三十八冊，

卷九，頁 396。 
31 吉藏，《維摩經義疏》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三十八冊，卷一，頁 910。 
32 同註 10，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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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中體現出渴求用公理、公認性質的學術方法，以對抗盛行的唯心治國論的冀望。｣33

此｢唯物｣說實未必能反應嚴復思想的原意。固然嚴氏重視西方科學與傳統中學的會

通，然嚴氏所認同的｢天道｣、｢道｣、｢自然｣皆存在｢唯心｣論的意識，大抵未全以｢唯物

｣的物化、量化觀點論｢道｣。其在｢自然｣的背後，仍立一｢天道｣或｢道｣主宰之，所採取

即是《莊子》｢不得其朕｣、｢不見其形｣的｢真宰｣。嚴氏譯赫胥黎的《天演論》曰： 

設宇宙必有真宰，則天演一事，即真宰之功能，惟其立之之時，後果前因，同

時並具，不得於機緘已開，洪鈞即轉之後，而別有設施張主於其間也。34 

赫胥黎以為宇宙仍由｢真宰｣所規定，故｢天演｣係為｢真宰｣的功能。此論嚴復大抵同意

之，固然赫胥黎的｢真宰｣未必真能脫離西學唯物的範疇，然嚴氏則盡求佛、道的形上

論加以析論，其在《天演論‧佛法》的案語云：｢他如理學中不可思議之理，亦多有

之，如天地元始、造化真宰、萬物本體是已。｣35此即嚴氏對｢形而上｣究極本體之理解，

其終推論｢道｣、｢真宰｣、｢本體｣等議題於｢不可思議｣的層次，｢不可思議｣乃通往不可

言說、不可由物質理解的超然意境；而其解《莊子‧德充符》的｢用心｣，也說：｢所

云心未嘗死，即老子所謂知常，即佛所謂妙明，即耶教所云靈魂不死。｣36案莊子之意，

則｢心未嘗死｣即超越了物我、生滅的界域，進與天地的精神同化，此即至人的心境，

故又可謂是｢常心｣，嚴復乃判同於老子的｢知常｣、佛家的｢妙明｣，又從耶教的觀點以

為是｢靈魂不死｣，蓋嚴氏義理上的｢心｣已非是專待於知識、思慮的層次。嚴氏又評議

說：｢審乎無假，不與物遷，知得其心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以其心得其常心。｣37由

｢心→常心｣，非得道者不能了然體悟，此亦同於《莊子‧人間世》所說｢心齋｣乃｢虛

室生白，吉祥止止｣，泯除了物我形器的拘束，便能｢耳目內通而外於心智｣，進一步適

向於｢道｣化的理境。38從上述可知嚴氏對於｢心｣、｢常心｣、｢常知｣之聯繫與｢道｣化的

境界是相當感興趣的，故如謂嚴氏全然以｢唯物精神、科學方法探求產生的觀念、思想、

                                                      
33 同註 9，頁 23。 
34 同註 29，《天演論‧廣義》，卷一，頁 58。 
35 同註 29，卷二，頁 354。 
36 嚴復，《侯官嚴氏評點莊子》(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 年)，第一冊，卷二，頁 11-12。 
37 同前註，頁 11。 
38 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收入《新編諸子集成》(臺北：世界書局，1991 年)，第三冊，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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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此就並非是一客觀合理之論了。總之，嚴復在儒、道、釋思想會通的意識下，

其解釋宇宙仍近於《易傳》的｢形而上｣、｢形而下｣二分。張志建也說嚴復欲仿效笛卡

爾與康德的二元論：｢既承認物質世界的客觀存在，又反復強調『理至見極，必將不可

思議』的割裂本質與現象，並由此走入不可知論的哲學觀點。｣39蓋論｢形而上｣者，重

視｢道｣的本體，故宇宙生成背後的潛在原理亦是其探索的對象；論｢形而下｣者，著重

一切形、器的變化與相狀，而｢道｣的｢自然｣功能下的呈現，如｢天演｣作用的規屬、科

學物理的觀察亦屬於此｢形而下｣的部份。嚴復既擷取《周易》之｢道｣論，則其欲調和

形上、形下二元大抵是顯明的。 

蔣國保《晚清哲學》論嚴復｢形而下世界的可知論、形而上世界的不可知論｣亦言：

｢嚴復在把握世界時，首先將它區分為可識知之世界與不可認識之世界。基於『可知論』

的思維取向，他試圖對現象世界的本質作唯物論的解釋；而遵循『不可知論』的取向，

他對世界究極本體，採取了捨而不論的態度。｣40因此，嚴氏不全以｢唯物｣來建構其哲

學明矣，以是｢不可知論｣之屬仍無法單由物質的觀點而理解。因此，如謂其對形上世

界｢捨而不論｣亦非事實，嚴氏在其老、莊學著作與多種翻譯的案語中，皆積極探尋｢

形而上｣本體的旨趣，而嚴氏對｢形而上｣的解釋亦可由其中西思想會通而論證，見下節。 

三、中、西會通的學術意趣 

晚清，鴉片戰爭的挫敗，致使學人深刻反省傳統學術對社會、文化的影響，魏源

乃首先提倡｢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為響應，其撰作的《海國圖志》、《聖武記》皆為因應

當時社會變革的態勢所闡發。魏氏以為中國應借取西法而加強國防、經濟、工業等發

展，其經世的理論係成為中國近代西化運動的指標。稍後，張之洞又以為應從｢中體西

用｣著手，既要以中學為主體，能保存中學的優點而不為西學所拘限，又要能擷取西學

的長處。因此，以中學為基礎，而西學為｢用｣的觀點，便風靡晚清思想界而帶動一波

中西學術會通的趨勢。 

嚴復處於晚清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傾危之時，其吸收西學的目的，除了致力於

經世致用，期許能進一步達到｢富強｣外，亦可謂是其｢中體西用｣思想的另一呈現。張

                                                      
39 張志建，《嚴復學術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105-106。 
40 蔣國保等，《晚清哲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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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洞在自強運動時已呼籲要「采東西規制，廣立武備、農工商、鐵路、方言、軍醫諸

學堂」，41因此中西學之通貫實在於致用目的；而嚴氏〈原強〉一文亦言：｢今之扼腕

奮肣，講西學，譚洋務者，亦知近五十年來，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

遠之可以經國利民之一事乎！｣42此視西學為中國｢富強｣的捷徑，近的影響可以保身全

生，長遠來看則是民富國強、圖危救亡，甚至是改革當世社會弊端的利器。總之，嚴

復之學固然是以中學為基礎：｢鄙人行年將近古稀，竊嘗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

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經，故固是最富廣藏｣。43儒學無疑是嚴氏治學的最終歸屬，然則

｢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而已｣，能進一步淘煉精義並有利於當世致用，乃在於西

學方法的會通。 

嚴氏的哲理觀亦受到此種中西思想融通意識的影響，其在〈陽明先生集要三種序〉

一文，則以社會達爾文思想的｢天演｣論為基礎，論述為自然與人類進化的根據皆在｢

理｣，云： 

自然何？內之身心，外之事變，精察微驗，……思想日精，而人群相為養生之

樂利，乃由吾之新知而益備焉，此天演之所以進化。……理者，必物對待而後

形焉者也。是故吾心之所覺，必證諸物之見象，而後得其符。44 

故不論｢心｣或｢理｣，其作用皆可循｢天演｣而詮解。此把心學與斯賓塞｢天演｣說法聯繫，

｢自然｣即天演之進化，則吾心之能應符天地，之可｢覺悟｣都是與｢自然｣為齊的現象。

嚴氏的說法固然未必可為心學家所採取，但其加諸自然實證的議題於｢本心｣上，則理

學便可通過科學旨趣進行驗證，而義理思想與科學亦有統一的可能。 

不過，嚴氏也以為中學之｢理｣、｢道｣與西學的論物之理，仍還有根本思想上不同，

因此｢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大不可也｣，45是以二方的學術、宗教背景實大大不

同。總之，嚴氏之學並非只單單限於西方的學說，或者一味拘泥於道、釋之言，其實

                                                      
41 趙爾巽等，《清史稿》收入《百衲本二十五史》(浙江：浙江古籍出板社，1998 年)，第十冊，頁

1368。 
42 嚴復，《嚴幾道詩文鈔》《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頁 19。 
43 嚴復撰、王栻編，《嚴復集》，第三冊，頁 668。 
44 同註 42，頁 182-183。 
45 同註 4，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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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具文化會通的意識。大抵嚴氏能兼採儒、道、釋要點，而以中西會通為問學趨向，

以成就一家之言為目的。 

從此而論，嚴氏於儒、道、釋兼採之外，對於西學亦有極高興趣，其翻譯的多種

西學經典，多能體現中西會通的思想，如孟德斯鳩《法意》、斯賓塞《群學肄言》、亞

當‧斯密的《原富》等皆然，蔣國保曰：｢在翻譯時，他往往在譯文後面加上案語，以

發揮自己對西方民主與科學思想的見解。……據《嚴復集》的編者統計，他的十部譯

著，約計 190 萬字，內中案語共約 19 萬字，相當於原書翻譯字數的十分之一。｣46其

所評議的十九萬字，大抵欲疏發｢天演｣、｢自然｣、｢教｣、｢學｣、｢民主｣、｢科學｣、｢

群治｣、｢氣｣以及形而上的｢道｣論，其中又普遍使用中學的詞彙或思想議題詮解。因此，

嚴氏對西方典籍的意會，也正可體現其學術觀點，如其曾直言仰慕斯賓塞之｢會通哲學

｣：｢本天演著《天人會通論》，舉天地人形氣心性、動植之事而一貫之，其說尤為精辟

宏富。｣47其企圖在於能夠發明一｢治群學之塗術｣，48也就是習得一探討群治的理論方

法(包括中西學)，並擴充其社會學(Sociology)領域之研究，而闡述其學術理念，嚴氏此

想法實表現在對中、西學研治的興趣之上。 

嚴氏之評議《天演論》大抵可見此端倪，｢天演｣的觀點本出於英人達爾文對物種

演化、起源的研究，斯賓塞在論述諸多社會現象的當下，便把這種｢天演｣方法視為社

會群體競爭與變遷的原理，甚至提升到造物主理則的高度。嚴復則唱和斯賓塞的｢天演

說｣，把社會的競爭、淘汰、演化視為｢治亂盛衰｣之由，並附會其對儒、道、釋部份思

想的詮解，而譜出一家之言(其所謂天演家)。本文以為嚴氏中西會通的脈絡的方向大

概有二，一是欲以西方科學、社會學為門徑，再結合中學的識野以達到致用的層次；

二是欲對中、西哲學進行會通，以論證其｢天演｣論的作用與原理，此可由嚴氏對｢道｣

哲理的論述與疏解得知。 

(一)以西學為研治方法的｢致用｣旨趣 

誠如西人史華茲所言，嚴復是一｢國家利益者｣，其以西學會通中學，目的不異乎

國家富強的追求，曰：｢穆勒關於自由的內容就立刻被嚴復以斯賓塞─達爾文主義的語

                                                      
46 同註 40，頁 262-263。 
47 同註 29，〈察變第一‧案語〉收入《天演論》，頁 43。 
48 斯賓塞著、嚴復譯，《群學肄言‧譯餘贅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上冊，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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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塞進那些含有『適者生存』意思的領域，即把自由作為提高社會功效的工具，並因

此作為獲得富強的最終手段。｣49蓋嚴氏之譯《群己權界論》，實有曲解穆勒｢自由｣思

想下的個人意志，而轉以國家富強之詮釋，因此其思想的確是存在對國家｢富強｣的期

許。從此而論，則嚴氏的中西會通思想，實不能不以經世致用的方向為說法。 

嚴氏在譯《天演論》即以西學的課題議論中學，其言：｢夫西學之最為切實而執其

例可以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為經，質、

力以為緯，而合而名之為《易》。｣50此認同《周易》與西學的邏輯學、數學、化學、

物理學所論的諸變化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名、數、質、力是｢易｣作用下的經、緯，

亦是自然天道造化萬物的理則。蓋嚴氏又把｢乾｣視為｢力｣，｢坤｣視為｢質｣，則《周易》

所論述的動、靜、開、翕便近切於西方力學、物理學、化學的動力、質變等思維。嚴

氏對｢天演｣的評語以為：｢乃轉於西學得識古之用焉｣，51故其也認同西學可為中學｢自

強、保種｣之用，嚴氏之學欲由中西學術會通著手是顯明的。 

再者，嚴氏的｢致用｣思想乃延伸至政治學與社會學的範圍，其《侯官嚴氏老子評

點》亦認同老子以｢道｣為治的舉措可與西方民主相接軌，而儒家的｢禮｣則合於｢君王｣

政治，此係嚴復以中西會通議論政治的實例，其評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守之，

萬物將自化｣一段，即言： 

老子言作用輒稱侯王，故知《道德經》是言治之書。然孟德斯鳩《法意》中言

民主乃用道德，君王則用禮，至於專制乃用刑。中國未嘗有民主之制也，雖老

子亦不能為未見其物之思想。於是道德之治亦於君主中求之不能得。乃游心於

黃、農以上，意以為太古有之。……八十章有小國寡民之說，……正孟德斯鳩

《法意》篇中所指為民主之真相也。52 

嚴復翻譯孟德斯鳩《法意》，以為孟德斯鳩把政治形態分之為三，即｢民主｣、｢君主｣、

                                                      
49 同註 13，頁 91。 
50 同註 29，〈譯《天演論》自序〉，《天演論》，頁 15。 
51 同前註，頁 16。 
52 同註 10，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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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53故嚴氏在中西會通的意識下，便進一步作調和，以為｢民主｣應由｢道德｣為

治，｢君主｣政治則在於｢禮｣制，｢專制｣則以｢刑｣自專。不過嚴氏也嘗提及｢民主｣之事

古已有之，從此而論，則孟德斯鳩所言的三制與《史記‧殷本紀》｢九主｣之「等君」

是近切的。54二者既可比附，則嚴氏在政制上的中西會通便有跡可循。因此，嚴氏又

進一步以古學著手，認為｢民主｣的實踐，乃在於道德，因此｢民主之真相｣則符合老子

的上古之治、小國寡民。此外，與｢民主｣迥異的為｢君王｣之治，《老子》本就把｢禮｣

視為混亂天下的開端，蓋老子並不言｢禮｣治，言｢禮｣治在於儒家，如《荀子‧勸學》

的｢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55與〈中庸〉的｢明乎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皆然。56都是以為君主治國應可由｢禮｣而實踐。故嚴氏特

意用道家的｢道德｣與儒家的｢禮｣為區分，從此別開｢民主｣與｢君王｣政治的差異。不過，

嚴復於此並沒有說明儒、道所用｢德｣有何不同？所謂｢民主｣的｢道德｣會不會跟儒家的｢

仁德｣混淆亦是一問題。蓋老子所言之｢德｣實為｢玄德｣，或以為是隱遁幽冥的｢空德｣，

王弼說是｢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與儒家所言｢仁德｣的內涵又大異其趣。道家的｢

德｣，依《莊子》說法，在於能稟持天性，內保道之無為而不形諸於外，故莊子說是｢

內保之而不蕩｣，又說｢游心乎德之和｣，因此道家之｢德｣並不在仁義之屬是很明確的。

嚴氏沒有進一步說明｢民主｣的｢德｣應如何界定，且與儒家｢仁德｣有何迥異，故其說雖

以道家思想會通，但整體而論仍有諸多混淆之嫌。 

總之，中學所固有的｢道｣、｢德｣、｢禮｣、｢法｣等，亦成為嚴氏中西思想會通的一

大課題，而嚴氏如何運用西學詮釋，並調解中西學的差異，是其學說價值之所在。此

外，嚴氏亦重視中西學之會通能否為國家、社會代來｢富強｣，故其結合古學，對政治

制度與社會、經濟的改革，適為當代的｢致用｣思想開一門徑。 

                                                      
53 〈孟德斯鳩傳〉載｢見孟德斯鳩粗分政制，大抵為三。曰民主、曰君主、曰專制，其說蓋原於雅

理斯多德。｣見嚴復，《嚴幾道詩文鈔》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四十二輯，第四百一十七冊，頁 312-313。 
54 司馬遷，《史記》收入《百衲本二十五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一冊，頁 15。 
55 王先謙，《荀子集解》收入《新編諸子集成》，第二冊，卷一，頁 9。 
56 孔穎達，《禮記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第五冊，頁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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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中、西哲理論辨證究極之｢道｣ 

嚴復中西會通的另一要點，則在於定位最高理則的範疇，也就是確立｢第一因｣的

思想脈絡，吳展良先生說：｢嚴復一生用心於溝通中西最高的學理與學術理想，這種理

念基本上表現在他的『道通為一』說之中。……嚴復認為各種公例與『理』最後終將

會歸為通而為一的『大道』。｣57故嚴復所欲建立的哲學企圖，是欲貫串中西之｢道｣，

把古今學術思想所論述的｢理｣與｢公例｣皆熔在一爐。嚴氏著作中多次以｢道｣或｢大道｣

來表示此究極的｢一｣，亦闡述此｢道｣本體的原理與作用，且通過西學、儒、道，甚至

佛家的觀點來理解，其說： 

同字逗，一切皆從同得玄，其所稱眾妙之門，即西人所謂 Summum genus。《周

易》道通為一，太極、無極諸語，蓋與此同。58 

深奧不可言說謂｢玄｣，唯有｢道｣能切合此究極的原理，老子視｢道｣為眾妙之所同出，

故｢道｣亦是一切萬有生化的根源。而嚴氏則認為｢道｣與西哲所認為的最高至極的屬類

同，亦合於《周易》的｢太極｣，蓋諸理都是生化之本，都是終極且唯一，既然唯一便

不可再復加，故亦是妙有而不可言說，因此中西方學術論述的｢本體｣乃是近切的。其

次，嚴氏又以為｢物理｣亦必須有此｢道｣來規定，《穆勒名學》說：｢自然公例者，最易

最簡之法門，得此而宇宙萬化相隨發現者也。｣｢自然公例｣係指導自然界的理則，故可

理解為萬有變化之依據，用之於物質上，則屬於｢物理｣之類。而嚴氏既以道家的｢道｣

來會通此｢物理｣，故｢自然公例｣便等同於｢道｣，曰： 

此段所指之自然公例，即道家所謂道，儒先所謂理，《易》之太極，釋子所謂不

二法門。59 

案儒先為儒學之前輩也，故道家所稱「道」，儒家則稱「理」，此前人已有說法。而物

理所開展｢自然公例｣亦是在此｢道｣的作用下呈現，故自然、宇宙、萬有亦不能脫離終

                                                      
57 吳展良，〈中西最高學理的綰合與衝突：嚴復｢道通為一」說析論〉收入《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23 期( 2001 年 5 月)，頁 306-307。 
58 同註 10，頁 2。 
59 穆勒著、嚴復譯，《穆勒名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下冊，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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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道｣。嚴氏這種把｢道｣等同於｢自然公例｣，誠然與朱子的｢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

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

竟是先有此理｣同調，60故形而上的｢道｣便為｢天地萬物之理｣，而太極亦是一切的根

源。嚴氏之論把此｢道｣的作用與廣度擴充，一來自然乃歸於｢太極｣與｢理｣所規定，也

調和了形上之理與形下之物的畛界；二來亦間接牽綰了《易》之｢太極｣、道家的｢道｣、

理學的｢理｣、佛家的｢如如｣與西學論述宇宙生化的最高原理。總之，嚴復所認同萬物

生變，皆已包含在此｢道｣論的原則之下，而中西學各家的終極原理便能會通。 

不過，嚴氏論述終極的｢道｣並不採取宗教的觀點，原始宗教以｢天神｣為宇宙的造

物主，而西方基督教則以｢上帝｣為天地萬物的起源，然嚴氏從｢天演｣的觀點認為應該

加以區別，其呼應赫胥黎的〈天演論‧群治〉一文，以為｢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

二家：一出於教，一出於學。教則以公理屬天，私欲屬人；學則以尚力為天，尚德為

人治。……言教者期於維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61無論是宗教或者是學術皆言天

理，不過二者的指向實大異。｢教｣有維護人事，勸善徵惡的目的，故論述最高主宰(｢

理｣)，往往不能脫離人格神的思維；｢學｣則不然，學術強調思辨與論證，言｢理｣便需

由形、氣的抽象範疇推論探析。嚴氏之｢天演｣論則採取赫胥黎的觀點，即｢天有理而無

善｣的思維，從而否定了宗教的因素，故嚴氏又批評宗教說法實多｢成心｣之論，《莊子

評點》曰：｢世人之說幽冥，宗教之言上帝，大抵皆隨其成心而師之。之說也，曰福善，

禍淫而不容，事偶而赦罪宥眚。｣62宗教上的幽冥、神祇之事，嚴氏皆歸為｢成心而師

之｣，也就是想像之無據，把｢無｣視為｢有｣的怪奇之論。其在《侯官嚴氏老子評點》又

說： 

以道為因而不為果，故曰：｢不知誰之子｣，使帝而可名，則道之子矣。故又說：

｢眾甫｣。｢眾甫｣者，一切父也，西哲謂之｢第一因｣。63 

嚴氏此說即把｢道｣推為第一因，「道」為一切｢果｣之｢因｣，故「一切父也」而｢不知誰

                                                      
60 朱熹，《朱子語類‧天地太極上》收入《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四十

冊，卷一，頁 1。 
61 同註 29，頁 433。 
62 同註 36，第一冊，卷一，頁 10。 
63 同註 10，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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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因此同於佛家的｢不可思議｣，是無法上溯其根源的，於是｢道｣即為天地萬有之

先，包括宗教上所認同的｢天神｣或｢帝｣亦可能視為「道」之另一界說。嚴氏言｢使帝而

可名，則道之子矣｣，從而把宗教意義上的｢帝｣視為｢道｣所衍生，故宗教的神乃成為道

用的一隅。此推｢帝｣為｢道之子｣的觀點，《莊子‧大宗師》亦有之，莊子並未懷疑｢鬼

神｣的存在，而是判其為｢道｣所衍生，故亦是在｢道｣的規範下所存有，其曰：｢夫道，

神鬼神帝，生天生帝，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

久｣。64因此｢道｣之用淵遠流廣，乃為天地鬼神產生的根由。 

從此而論，嚴復所認同的｢真宰｣有以下特性，一是超越一切學術與宗教的最高原

理，因此諸家思想所論述的｢第一因｣或｢原則｣、｢公例｣，皆可能為｢道｣之所指；二，｢

道｣具有生化宇宙萬物的功能，故為天地之母；三，嚴復的｢道｣為一形上之｢道｣，是一

經抽象化與哲理化的終極原理，而非是一經由神學所闡釋的人格神，或屬於現象界的｢

物｣；四，如進一步追溯｢道｣的內容，則趨向於｢不可言說｣、｢不可思議｣的理解。如此，

則嚴氏採取｢道｣為｢第一因｣的用法，實是應和其｢天演｣所提出論點，也是其欲融會中

西，調和儒、道、釋，欲自專一家的義理思想。總而言之，近代西方之科學、哲學未

必不能與傳統學術作結合，晚清學者所致力之西學、新學研究亦採取中西會通的脈絡，

如章太炎以佛學對〈中庸〉的「天」、基督教「上帝」進行分判皆然，此亦干涉於中西

方哲學最高理則的界定。65而嚴氏欲由西學以會通道家之專題可見於下節，本文以嚴

氏之《莊》學「道」論為論說，以體現其融會中西，雜糅儒、道、釋以發明《莊子》

的學術視野。 

四、據西學闡釋之莊學｢道｣論 

據《嚴幾道年譜》的載記，嚴復之研究道家實橫跨中、晚年二期，因此對於老、

莊的見解，係為其學術思想進入成熟之時，故其道家思想實可留意之。其《莊子評點》

之內容豐富，大抵對《莊子》三十三篇的重要議題作了評述，所採取則以會通中西諸

家思想為旨趣，或由儒學著手，或以西學解析，以融通道家為的鵠。故本文以為，欲

探析嚴氏的中西會通思想，實可由其《莊子評點》深入，本文以三個｢道｣用觀點著手，

                                                      
64 同註 38，第三冊，頁 111-112。 
65 章炳麟，《國學略說》(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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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主觀之｢逍遙｣、客觀的｢氣｣、有無之｢宇宙｣思維進行論述。 

(一)以｢天演｣自然比擬《莊子》｢逍遙｣工夫的哲學思維 

所謂｢逍遙｣即是至人或聖人為｢道｣的工夫，或說是緣｢道｣的過程中，形軀、 

心智皆到達無所為，以至於｢吾喪我｣之狀態。66郭象說堯之｢窅然喪其天下｣，特

指出堯並不以為自己嘗佔有天下，故能｢遊心於絕冥之境｣。67此｢遊｣的意境，即是逍

遙無待，損之又損，不為天下所累，故能遊心於萬物。成玄英則說此種境界是一｢無為

虛淡，可以逍遙適性｣，68此正說明適性逍遙之態度正是沖虛無為，誠如〈逍遙遊〉中

的三種真人，即｢至人｣、「神人」與「聖人」，其身心皆已達到｢無己｣、｢無功｣、｢無名

｣的無待層次。《莊子》內七篇即以〈逍遙遊〉為篇首，因此莊子思想重視此種｢逍遙適

性｣大抵是有跡可循的。嚴復則是通過對天演｢自然｣的論述，欲會通莊子的｢逍遙｣義，

故其又認為是｢依乎天理｣之事。 

事實上，早在玄學時期，思想家便把｢自然｣與｢道｣的範疇作了聯繫，故｢自然｣與｢

道｣之辭實有同一所指。湯一介先生說：｢在魏晉玄學中，『自然』一詞的涵義往往與

『道』、『無』的涵義相同。夏侯玄說：『天地以自然運，……自然者，道也。』｣69因

此，｢自然｣可視為｢道｣之用，或說是｢道｣的姿態，而老子說｢道法自然｣，因此｢道｣不

違｢自然｣，是不違其本有的作用法則，誠如王弼所言｢法謂法則也。……天不違道乃

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在法圓，於

自然無所違也。｣70故｢自然｣即是｢法則｣明矣，如此｢道｣持守自然之法則，天的行運亦

不違｢道｣，於是能｢道順自然，天故資焉｣。 

嚴復則認為，天演的｢自然｣是天地運會的絕對法則，故又可說是｢道｣作用於萬有

                                                      
66 或有學者以為｢逍遙｣應為成｢道｣的境界，然如以〈逍遙遊〉所舉大鵬鳥的寓言而論，則大鵬鳥

往南冥必然經過水擊三千里、盤旋九萬里的努力，然後展翅翱翔，所謂｢絕雲氣，負青天｣，此

即是｢逍遙遊｣的高度。不過此過程仍然未能得道，唯當｢背負青天，莫之夭焉者｣，也就是能｢

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才足以適向南海。因此，假使到達｢南冥｣乃為得道的境界，則大鵬鳥的

｢逍遙遊｣亦不過是其求道的工夫意境可知。故本文乃採取｢逍遙｣為緣｢道｣的工夫義，而非是成｢

道｣的境界義也。 
67 同註 64，頁 17。 
68 同註 64，頁 21。 
69 湯一介，《郭象與魏晉玄學》(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 年)，頁 46-47。 
70 王弼注，《老子道德經》收入《新編諸子集成》（臺北：世界書局，1991 年），第一冊，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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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例｣。赫胥黎在《天演論》說：｢天擇者，擇於自然，雖擇而莫之擇，獨物競之無

所爭，而無天下之至爭也。｣71此即把萬物競爭淘汰的契機，訴諸在｢自然｣的行運之中，

此競爭並非是單純人為的，赫胥黎認為人為也應當屬於｢天演｣範圍，故萬法萬變皆不

知不覺｢任天｣而行，於是萬物雖時時競爭，但確恰似無所爭。嚴氏順此觀點亦言：｢

斯賓塞之言治也，大旨存在任天，而人事為之輔，獨黃老之明自然而不忘在宥是已。

｣72｢在宥｣使人寬心自在，存養本性，所謂任物自治也，｢在宥｣的方法呈現了道家無為

而治的理念。然嚴氏則以此進行附會，以為人為的種種亦屬｢天演｣，亦同於道家的｢

自然｣。此種對｢自然｣的詮解實接近於向、郭注中｢無待｣的思路，〈莊子注〉：｢茍足於

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

逍遙一也。｣73鵬有鵬的逍遙，學鳩有學鳩的逍遙，雖然有小大的異別，但終以自身的

無為無待為天命的指歸，於是各能安其性命而足性逍遙。嚴氏遵循向、郭｢無待→逍

遊→自然→天道｣之解，進一步把莊子的｢逍遙｣、｢自然｣視為｢天道｣於萬物的一大作

用，故｢天演｣的自然便與｢道｣或｢天道｣的脈絡合同。嚴氏在〈逍遙遊〉開篇又評議說： 

學道者以拘虛囿時束教為厲禁，有一於此，未有能通者也。是故開宗明義，首

戒學者，必遊心於至大之域，而命其篇曰〈逍遙遊〉。｢逍遙遊｣云者，猶佛言無

所住也，必得此而後聞道之基以立。74 

為道者治人既是｢在宥｣，因此過多的政策與教化皆是對民眾的束縛。嚴氏認同莊子的｢

逍遙｣工夫，以為為道者治國亦合於自然之道(｢天演｣)，因此遊心於至大之域，無心於

萬物，而萬物自治，如同佛家所講的十方虛空「不可思量｣，至大無限之域對於人是不

可測度的故不能有為，心亦無能有｢住｣，此即｢心無所住｣之喻。佛家的｢心無所住｣、｢

無住心｣即是心不持執形、物之姿態，《金剛經註解》云：｢言應無所住者，應者，當也。

無所住者，心不執著。……應無所住者，一切諸法應當無所住著也。｣75主觀之心不為

                                                      
71 同註 29，頁 42。 
72 同註 29，頁 104。 
73 同註 64，頁 5。 
74 同註 36，第一冊，卷一，頁 1。 
75 洪蓮編，《金剛經註解》收入《卍續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1 年)，第二十四冊，第一

卷，頁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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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法所拘，因此此種｢不住一切相，心如虛空，自然無礙｣的不執著，便似道家的｢適性

逍遙｣，趨向自然無為之意趣。而嚴氏也循佛家｢無所住｣的說法指出｢小大之辨｣云： 

佛所謂無所住者，莊所謂逍遙遊也。執於小者固非，而騖於大者亦無當也。故

既云蜩鳩之笑鵬矣，而又言犛牛之不能執鼠，憂瓠落者既有其蓬心，而巢一枝

者，又無所用天下也。76 

小大皆無法充份掌握，乃至極小或至大皆無所用於天下，因此不如順天地之正氣，任

萬物自然發展而適其自性，郭象也說：｢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
77
這種以超越物

我主觀的逍遙心境，嚴氏正以為可應符於｢天演｣自然的變化，其在《侯官嚴氏老子評

點》又說： 

老氏還湻返樸自然之義，猶驅江河之水而使之在山，必不逮矣。夫物質而強之

以文，老氏訾之是也；而物文而返之使質，老氏之術非也。何則？雖前後二者

之為術不同，而其違自然、拂道紀，則一而已矣。故今日之治，莫貴乎崇尚自

繇，自繇則物各得其所致，而天擇之用存其最宜。78 

此處｢自繇｣即是自由，《莊子‧秋水》有所謂：「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的說

法，故｢繇｣是指內心的自由言。莊子以為，悠然自在的社神，是不會因偏愛與私心而

隨意給民眾福祇；〈養生主〉所說的｢懸解｣與此相似，也就是｢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

入也｣，理解生命應時而來順勢而去，內心必不為種種是非所拘束，故社神循此實已遁

入｢逍遊｣之境。而嚴復亦以為老子有｢還湻返樸自然之義｣，老子｢安時而處順｣正是因

應自然之造化，其身心既已懸解，則能同乎天地冥契萬物，內心自由而行，不違自然

造化，此亦法｢道｣之用。 

在政治上，嚴氏則基於道家的｢自由｣、｢逍遙｣、｢無為｣說，亦把｢民主｣視為國家

組成的最終依歸，或說嚴氏思想係存有「民本」意趣，而「民主」只為其學術或政治

                                                      
76 同註 74，卷一，頁 3。 
77 同註 64，頁 6。 
78 同註 10，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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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中之一理想。79其｢逍遙｣、｢自由｣、｢無為｣以主觀身心的解放為出發點，最後終

能普及於政，因此其解老子的｢明白四達，能無為乎｣，則說：｢夫黃老之道，民主之國

之所用也。故能長而不宰，無為而不為。君主之國未有能用黃老者也。漢之黃老，襲

貌而取之耳。｣80以為黃老的｢無為而治｣係為｢民主｣政治的契機，故又說｢取天下者，

民主之政｣，81此把民主之政視為｢天之道｣、｢聖人之道｣的終極理想，故嚴氏大抵能循

道家｢自由｣、｢逍遙｣、｢無為｣的思路，而暢談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因此，經由｢無待｣、

｢逍遙｣以至於｢無為而治｣的民主，皆是｢天演｣自然之｢道｣用明矣。82  

至於道家如何以主觀的｢逍遙｣，聯繫天地萬有等形質之物？此大抵可經由｢氣｣的

範疇析論，見下節。 

(二)西方自然科學觀點下的《莊》學｢氣｣論 

嚴氏的另一｢道｣用之論，則可在實質的｢氣｣化思想下理解。｢氣｣的意識在中國古

典思想中即多有論述，如〈易傳〉便把｢氣｣視為天地生成的原理，曰： 

                                                      
79 或有嚴復之研究者，以為嚴氏在理論上能說｢民主｣，但在現實的論政上卻只達於｢民本｣層次。

史華茲就表明｢1911 年之前，由革命領導人如孫中山提出的一般設想是，中國革命將是一種民

主共和的革命。看來，顯然正是這種認為中國的形勢已宜于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設想，最不能為

嚴復所接受。｣見史華茲著、葉鳳美譯，《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頁 99。從此說，顯然嚴復

與晚清的革命思想是格格不入，嚴氏亦嘗試據盧梭之言而批判｢民生而自繇｣的觀點。不過如單

以嚴復之論道家言，則嚴復所以為的道家終極理想，是可經由｢逍遙｣、｢自由｣乃至於｢民主｣之

治的，故其理論與實踐的趨向不同，此實可留意之。 
80 同註 10，頁 9。 
81 同註 10，頁 42。 
82 然而，在現實上嚴氏也沒有跳脫君王政治的框架，其雖由｢天演｣論自由，亦支持民眾的自由平

等，也以為國家應有｢民本｣的概念，但是論國家之政體，則仍須以｢君主｣為代表，張志健說：｢

嚴復盡管在理論上是先進的和徹底的，但在現實政治主張中，卻比康有為、譚嗣同要慎重和保

守得多，他盡管在〈辟韓〉一文中竭力反對君主專制，但同時便認為：『然則及今而棄吾君臣可

乎？曰是大不可。何則？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見張志建，《嚴復學術思

想研究》，頁 54。從此說，則嚴氏亦曾以｢天演｣等級程度的高低來判斷民眾是否有能力｢自治｣，

《群己權界論‧凡例》曰：｢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繇自主之事愈眾。……自繇之樂，

惟自治力大者為能享之。｣因此在當世的中國，教育程度、知識水準不高的民眾，當然無法以淺

薄的力量實現｢民主｣。總之，嚴氏縱使有｢民主｣之論，但仍認為十九世紀末以致二十世紀初的

中國，仍須有｢君臣｣的分際，其贊同霍布斯的｢民約｣思想，支持君主憲政，終究反對｢天賦人權

｣的民主共和可取代當世的君王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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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

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83 

故天地萬物的生化、變通，皆可經由｢氣｣的運作而進行，人之心性道德，亦可緣此｢

氣｣而通貫於天道，所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

知｣，故｢氣｣的功能便如〈易傳〉所言，是既廣且大，並通達於天地德性。而道家亦言

｢氣｣，老子言｢萬物負陰抱陽，充氣以為和｣，84萬物稟受陰陽二氣的沖虛而能生化，

此亦天地之可調和的原理；莊子也以為｢至人｣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

窮｣，道家這種｢遊乎天地之一氣｣的觀點，85是抱持｢氣｣無所不在，氣可生成萬物、可

聯貫天地、人物德性的意識。 

而嚴復則以西學對｢氣｣進一步詮解，以西方科學會通中學的｢氣｣，實是晚清以來，

學人融通中西二學所理解出的一種詮解說法。與嚴氏同時期的譚嗣同，也提出｢以太｣

說，譚氏把｢以太｣視為｢元｣與｢仁｣，又視之為天地生化的本原。譚氏以為宇宙的最高

原理無所不在，故或可說亦是其｢道通為一｣的詮解，在神為｢無｣，在人心為｢仁｣(｢唯

心｣、｢唯識｣)，在物質為｢以太｣，｢以太｣也成為生成萬物的元素。86雖然，譚氏並沒有

進一步對｢以太｣和｢氣｣的關係作解釋，但所持生滅化成的觀點實近於｢氣｣，其曰： 

微生滅烏乎始？……吾試言天地萬物之始；洞然窅然，恍兮忽兮，其內無物，

亦無內外。知其為無，則有無矣；知其有無，是亦有矣。俄而有動機焉，譬之

于雲，兩兩相遇，陰極陽極，是生兩電，兩有異同，異同攻取，有聲有光，厥

名曰｢雷｣。87 

｢以太｣既為｢天地萬物之始｣，必有其生化的過程。譚氏以西學的｢電｣、｢力｣解釋之，｢

以太｣生成萬物之際便如同雲霧般，陰、陽二極兩兩相遇便有聲光的發現，故產生｢雷｣，

此過程經｢無｣而｢有｣，終以｢有聲有光｣的｢物｣(即｢雷｣)，構建萬有，故譚氏乃有｢其間

                                                      
83 孔穎達，《周易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第一冊，頁 149-150。 
84 同註 70，第三冊，頁 26-27。 
85 同註 64，頁 121。 
86 譚嗣同，《仁學》(臺北，學生書局，1998 年)，頁 5。 
87 同註 86，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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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聲光熱電風雨雲露霜雪之所以然，曰惟以太｣之說。88而譚氏此論與〈易傳〉的｢剛

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實同理，皆是氣質變化下剛柔相推的思

維。總之，｢以太｣既然有多種型態，在人為｢仁｣、為｢心力｣，在物為｢電力｣、｢電氣｣，

二者一體兩面，可含括物自身與現象界，從此而論，西學會通下｢氣｣的功能便可能貫

通形下、形上二端的畛域。 

嚴氏的莊學｢氣｣論，則是其｢天演｣說的延伸，故屬於自然界之｢氣｣非但有物質性

的現象，亦干涉於｢道｣的｢無待｣、｢無為｣，或說｢氣｣即是｢天演｣意義下生變功能的實

質呈現。故可謂此｢氣｣實是溝通｢道｣與｢物｣的中間樞紐，係為成就宇宙萬物之｢力｣。

嚴氏此由西方科學觀點出發，而以為科學所解釋的「力」亦能嫁接於古代哲學所謂之

「氣」，其云：｢今世科學家所謂一氣常住，古所謂氣，今所謂力也｣，89所承認的｢氣｣

即是當世科學家所謂的｢力｣，亦是作用於形下界，使萬物生成變化的能量。嚴氏則以

西學的｢天演｣與莊學的｢氣｣作一聯繫，《莊子評點》又言：｢一氣之行，物自為變，此

近世學者謂天演，而西人亦以莊子為古之天演家。｣90萬物自變自化故說｢天演｣，而所

憑藉者即於｢氣｣的散聚開闔。總上述來說，嚴氏對於｢氣｣的認知有三，一是｢氣｣在｢

天演｣的界域下，大抵不違｢道｣的自在、無為姿態，是｢道｣用之一隅；二是｢氣｣亦為自

然演化的一環。形氣物質的形成，係屬｢天演｣自然的造化，故｢氣｣實可在｢天演｣下論

說；第三，嚴氏以｢氣｣為自然進化之｢力｣，｢氣｣的作用可貫串｢道｣與｢物｣，故｢道→

氣→物｣生變的脈絡便成形。嚴復詮解《莊子‧達生》的｢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

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也說： 

故繼言合則成體，《易》所謂精氣為物者是也。散則成始，《易》所謂游魂為變

者是也。生則自散，移之於合而成體，死則自合，移之於散而成始，是謂能移，

此與天為一而非人也。……斯賓塞謂天演，翕以合質，闢以出力，即同此義。

翕以合質者，合則成體也。精氣為物也。闢以出力者，散則成始也。游魂為變

也。91 

                                                      
88 同註 86，頁 10。 
89 同註 10，第三冊，卷五，頁 23。 
90 同註 10，第一冊，卷一，頁 8。 
91 同註 10，第二冊，卷五，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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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易傳》推論，則｢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係天道自然下的生化過程，｢氣｣有散聚，

力有消長，物有生滅成毀，此皆得於｢氣｣的行運。而《天演論‧進化》也說萬物的造

化：｢經數百萬年火烈水深之物競，洪鈞範物，陶煉礱磨，成其如是。彼以理氣互推，

此乃善惡參半，其來也既深且遠如此｣，92萬物數百萬年的競爭演化無不是在天道自然

下進行，｢理氣互推｣於是有生生之變，好壞成敗則參差其中，世運的盛衰亦復如是，

此皆是｢天演｣於自然界、人間世的功效。再者，嚴復也認為主觀的｢心｣，與｢形氣之物

｣也可趨向統一，其在《侯官嚴氏老子評點》釋《老子》第二章又說： 

《南華》以〈逍遙遊〉為第一，〈齊物論〉為第二，〈養生主〉為第三。《老子》

首三章亦以此為次第，蓋哲學大成之序也。人惟自知拘虛，大其心，擴其目，

以觀化而後見，對待之物論無不可齊。93 

老子以為凡美與惡、善與不善、長短、高下的觀念皆是對待的事物，而為道者以｢無為

｣態度去除彼此間的對待，故能緣此虛、空而融入道化。從主觀的心性而論，則嚴氏所

說的｢以觀化而後見｣，當是道者之｢沖虛｣為｢觀｣，其所相對的一切美惡、善不善便在

此｢無為｣、｢無待｣消弭。而莊子｢觀｣的高度理境，在於物我為一的｢齊物｣，是以緣｢

氣｣融通主觀的｢我｣與客觀的｢物｣，物我皆達｢本真｣而無所對待，此之謂｢物化｣，嚴復

又說：｢形氣之物，無非待對。非待對則不可思議，故對待為心知止境。｣94莊周雖為

莊周，突然又為蝴蝶，莊周與蝶在形體上雖必有分，此實是莊與蝴蝶的｢夢｣所致，成

玄英說此種｢夢｣是｢死生往來，物理之變化｣，從物理來說那不過是｢氣｣的變化罷了。95

但既然是｢夢｣則必有｢覺｣，莊周與蝶二者｢覺｣後，莊與蝴蝶皆達於｢本真｣，其往來自

在，終無可分，此自由｢無待｣即是一｢不可思議｣。嚴氏則以佛學的層次指出那是超越

物、我分別的｢心知止境｣，要之，如莊周與蝴蝶在｢覺｣後為齊一，而主觀的心境與客

觀的物物亦是齊一，而此皆有賴於｢氣｣。崔大華也認為｢氣｣是莊學主客體之能串通的

重要概念，說：｢雲氣等自然現象中有陰、陽，心境中的喜怒哀樂情感也稟賦著陰陽之

氣。由此可見，莊子『氣』論對世界統一性的基本理解實際上是認為物質現象和精神

                                                      
92 同註 29，《天演論‧進化第十七》，卷下，頁 442。 
93 同註 10，頁 2。 
94 同註 10，頁 2。 
95 同註 64，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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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有共同的起源。｣96通過｢氣｣化的收受稟持，則心境與物質便有統一的可能。嚴氏

曾以穆勒《名學》的｢意、神、形、法｣，為此主客會通作一註語，穆勒曰｢吾心之德，

其所由發見者，與外物之德，豈有異哉？亦基於所覺感者而已｣，因此穆勒便以為主客

都是基於覺感而能作用。嚴復順此案：｢彼謂物德既緣感而後見，神形又舍德而無可言，

則德者，固可附於意物二者之間。｣97｢心｣與｢物｣之能感應皆在一｢德｣的溝通上，此｢

德｣可解釋為一｢物｣的行為概念，或說此｢德｣是｢心｣、｢物｣緣｢氣｣化流行所造成的現象

亦可，嚴復譯《名學‧論心》也說｢以形氣之囿，均之無能思議｣，因此判｢氣｣為心、

物串通的樞紐亦可。98 

此外，｢氣｣也可成為科學之用，嚴復把西方醫學所發明的針筒注射器歸於｢氣｣在

形器上的運使，其在《莊子評點》說： 

厲風濟則眾竅為虛，非深察物理者不能道。凡有竅穴，其中函氣，風過其 

上，削穴中之氣，隨之俱出，而成真空。醫家吸入器即用此理為製，故曰，厲

風濟則眾竅為虛，真空也。99 

風吹之能聲響在於孔竅的觸動，〈齊物論〉云｢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也

就是說凡是自然或者人為之聲，無不是因｢氣｣力的摩擦所構成，而此｢氣｣力背後產生

的原由，實在於｢氣｣力對於｢虛｣、｢空｣的迴響。至於西醫的針筒器具，雖是近代西方

科學發展下的產物，然也是經由｢氣｣與真空汰換下所造成的物理結果，從此而論也是

循｢道→氣→物｣一脈的規範而變化，故亦是｢道｣ 之用明矣。 

(三)調和｢道｣之有、無二端的物理宇宙論 

莊子的另一｢道｣用之說，是其｢宇宙｣的論點。莊子在雜篇〈庚桑楚〉即闡述了｢

道｣的無有本末始終，無形而真實現象，所謂：｢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

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

                                                      
96 同註 2，頁 108。 
97 穆勒著、嚴復譯，《穆勒名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上冊，頁 69。 
98 同註 97，頁 57。 
99 同註 10，第一冊，卷一，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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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之指涉。100莊子的｢道｣大抵有濃厚的形而上意味，故｢宇宙｣之無形而有真實，則可

理解為｢道｣作用於虛空之擴散與變化的呈現，因此在此｢有｣與｢無｣的相濟下，則｢宇宙

｣的整體亦是｢道｣之作用。 

嚴氏則進一步以西學的觀念來詮解莊學的宇宙觀，其採取｢天演｣的意趣，認同｢

宇宙｣是一種自然且無限的漫延，且是天地萬物的載體，云：｢西文。宇，Space；宙，

Time。｣101｢宇宙｣便是空間與時間的整體或組合。中國古典文獻中視｢宇宙｣為空間與

時間者，《文子》為一先驅，其後《尸子》與張衡都有類似說法，《文子‧自然》云：｢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

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102上下四方的無窮謂之｢宇｣，

往古來今的變化是謂｢宙｣，宇宙便是無盡時空的擴充與變化，故是一至大，或說是無

限大。而引領其中的擴充與變化者，則是以形而上的｢道｣為規範，因此｢道在其中而莫

知其所｣，此也認同宇宙的無窮無盡，皆必須在希微之｢道｣作用下而成為可能。可以說

嚴氏積極融入《老子》、《莊子》與《文子》的｢道｣論來貫通中西學的｢宇宙｣觀。其《莊

子評點》亦言： 

宇、宙即合西學所謂時間、空間。空無盡處，但見其內容，故曰有實而無乎處，

時不可起訖言。故曰有長而無本剽。宇者，三前之物，故曰有實；時者，一亙

之物，故曰有長。103 

宇宙，皆無形者也。宇之所以可言，以有形者列於其中，而後可以指似。使無

一物，則所謂方趨遠近皆亡。宙之所以可言，以有形者變於其際，而後可以歷

數，使無一事，則所謂先後久暫皆亡，故周云爾。104 

此亦把｢宇宙｣視為時間與空間的集合，所謂｢空無盡處｣、｢有長而無本剽｣，則說明宇

宙的界域是無窮盡的，故說｢無乎處｣；而這種無窮盡正是｢道｣作用的證明，｢道｣是緣｢

                                                      
100 同註 64，頁 347-348。 
101 同註 10，第三冊，卷六，頁 7。 
102 文子，《文子》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子部，第一

千零五十八冊，卷下，頁 12。 
103 同註 10，第三冊，卷六，頁 7。 
104 同註 10，第三冊，卷六，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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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兩端之相濟來發明宇宙，｢有｣、｢無｣能無限生生故為｢玄｣為｢天地根｣，因此

係｢天地之始｣，又是｢萬物之母｣，此亦老子所說的｢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綿綿

若存，用之不勤｣的理解。105而莊子也說｢道｣是｢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夫道，

有情有信，無為無形｣，正因為｢道｣是沒有界限的，且又是有實無形，才足以在潛隱的

狀態下造化｢宇宙｣。從此論，｢道｣所支配下的宇宙本質為｢無形｣，而宇宙之可證驗之

可觀察，確又是因為｢有形者列於其中｣、｢有形者變於其際｣，有形依待無形所凸顯的

結果。嚴氏之調和｢無｣與｢有｣，並通過形而上來建構形而下的意圖是明確的，嚴氏｢

宇宙｣論的模型可以理解為｢道→宇宙→天地萬物｣，故｢宇宙｣的功能如同｢氣｣、｢力｣

一般，是｢道｣與｢物｣之間溝通的樞環。 

或有研究者直以唯物觀點來理解嚴復的｢宇宙｣，陸文軍先生謂嚴氏：｢避虛就實，

捨棄了對道體毫無本根、無門非戶的追究，轉而著力於剖析這種隱秘的哲學規則運行

的客觀時間向度、空間維度。……這兩個無形的概念是『以有形者列於其中』、『有形

者變於其際』，而後可以歷數。｣106此認為嚴氏摒棄了道體｢無形｣、｢無本根｣的框架，

而以｢有形｣的時間、空間之計量為觀察的門徑，也就是｢把『天』、『道』、『自然』等道

家哲學的根本問題用維物主義的觀點一一闡釋｣的理解。不過，此說仍有可議處，假使

嚴復的｢宇宙｣只能在唯物論點下說，只可由一切形質、規則的數據所規範，那麼構成

其｢宇宙｣的｢第一因｣必然也須是物質性且可算計的，然而嚴復思想的｢第一因｣確是落

實在形而上的｢不可思議｣。107且嚴氏自言：｢謂子孫自無而有，尚隔一塵。天地若同與

宇宙，則其物固為不可思議，而不得云自無而有。｣108因此嚴氏的｢宇宙｣並非就是天地，

｢宇宙｣是｢道｣｢無｣、｢有｣之作用，天地之物則為形質的｢有｣，故｢宇宙｣之論非可單以｢

物｣為指向明矣，此亦表明物質並非就是可以完全解釋時、空的基準。 

事實上，嚴復在《天演論》中即是通過｢不可思議｣來闡釋｢宇宙｣，其｢宇宙｣論的

建構由｢道｣而起始，｢道｣為本體而｢宇宙｣為用，形而上透過時空的變化成為實有境界，

                                                      
105 同註 70，第三冊，頁 4。 
106 同註 9，頁 17。 
107 嚴復對｢不可思議｣亦有相當的論說，曰：｢至於『不可思議』之物，則如云世間有圓形之方，

有無生而死，有不質之力，一物同時能在兩地諸語，方為『不可思議』。｣見《天演論》，頁 354。

｢不可思議｣則無可想像，甚至無得以理解，無得以驗證，故嚴氏以為的｢不可思議｣實是超越形

質，非唯物的觀點所能力解。 
108 同註 10，第三冊，卷五，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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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規定形而下。如前述所言，嚴復即把｢不可思議｣等同｢涅槃｣、｢太極｣、｢不二法門

｣，亦等同於｢道｣，而｢不可思議｣之運用在物理上，即是｢宇宙｣。嚴復在《天演論》的

案語言： 

他如理學中不可思議之理，亦多有之，如天地元始、造化真宰、萬物本體是已。

至於物理之不可思議，則如宇如宙：宇者，太虛也；宙者，時也。他如萬物質

點、動靜真殊、力之本始、神思起訖之論，雖在聖智，皆不能言，此皆真實不

可思議者。109 

此實是依據〈易傳〉形而上｢道｣(本體)、形而下｢器｣(物理)二分的結果。故在｢物理｣

層次言，｢道｣以｢有｣｢無｣在形而下的呈現，即是｢宇宙｣，此｢不可思議｣作用在宇宙，

才可能有｢物｣的產生，也就是｢萬物本體雖不可知，而知者止於感覺，……占位(宇)

歷時(宙)二事，物舍此無以為有，吾心舍此無以為知｣，故｢物｣可說是｢宇宙｣歷時遞變

的產物，因此欲見｢道｣與｢物｣的關係，便不得不由｢宇宙｣而發現。110大抵｢道｣與宇宙

可視為一體用關係，｢道｣以虛無而真實的作用於形而下，則時、空便得以擴充、變化

而形成｢宇宙｣，天地萬物又依附此載體而生育。故由此層層關係來說，形而上的｢道｣

不異就是統攝形而下｢器｣的根源了，由形上而形下，由｢道→宇宙→天地萬物｣，此說

係嚴氏｢道｣論的另一層理解。 

五、結論 

由上述的論說而觀察，可知嚴復之莊學思想非但對晚清道家研究之發展頗有貢

獻，對於中西學之會通，乃至於儒、道、釋思想的調和亦有所助益，有幾點可留意： 

(一)嚴復的莊學｢道｣論是其儒道釋思想會通的成果 

嚴氏之學對於中學固有的儒道釋義理亦有所整合。如其論證莊子的｢道｣體，便以

為是｢太極｣、｢涅槃｣、｢不二法門｣的同義詞，又以有、無、翕、闢述說｢道｣用，此不

異是擷取於《周易》、《老子》、《莊子》、佛學的命題。而嚴氏著重莊子的｢氣｣論，以為

                                                      
109 同註 29，頁 354。 
110 同註 97，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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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的生成即是｢氣｣變化的結果，此亦是採取《易傳》的陰陽、動靜、翕闢之義。此

外，｢天演｣論把宇宙生成推向｢無真非幻｣、｢幻還有真｣，111嚴復則追溯其源，終以｢

不可思議｣、不可論說、心、覺來解釋，更採取佛家的｢識｣、理學家的｢心｣來詮解此種

物質下｢不可思議｣的成因，此亦其儒道釋思想會通的脈絡也。 

(二)嚴復的莊學｢道｣論與其｢天演｣思想頗有聯繫 

嚴復依據西哲｢天演｣概念，欲溝通莊子之｢道｣論頗為明確。嚴氏採取｢天演｣論的

自在、自由等觀點，以為莊學的｢自然｣、｢逍遙｣、｢無為｣與此無礙。莊子的｢在宥｣在｢

天演｣闡釋下，是自然進化的一種狀態，所謂寬心自在，任物自治，是乃｢物理｣發展下

的環節，而屬於形而下層次的名、數、質、力也不能違離道之作用而論說。 

在｢道｣體的理解上，嚴復視｢天演｣的｢第一因｣亦是宇宙本源，係天地萬物生成的

依據，而嚴氏的｢道｣論採取無形、無為、自然的姿態，此與｢天演公例｣的任天自治、

安遇樂天是可密切聯繫的。總之，由嚴氏《莊子評點》對｢道｣、｢道｣用、自然、無為

的申論，亦可見其對中西哲學會通的端倪。 

(三)嚴復的｢道｣論是以形上、形下之聯繫為界說 

嚴復的｢道｣並非是一可觀察、可計量的物質，而是位於不可知、｢不可思議｣的框

架中，故其｢道｣實超越氣、物、形，然又能規定氣、物、形，亦可說其闡述｢道｣論是

欲究尋一含括現象界，甚至整個宇宙的終極實體。 

從｢道｣用來說，則｢道→氣→物｣為其生生的圖譜，因此｢氣｣為｢道｣與｢物｣的中間

樞紐，｢道｣作為本體則規範｢氣｣、｢物｣的轉化；由抽象的時、空來說，則｢道｣化下｢

宇宙｣與｢天地｣又有所不同，｢道→宇宙→天地萬物｣是｢道｣影響｢天地萬物｣的脈絡，可

知｢道｣是透過有、無以作用天地萬物，因此嚴氏的｢道｣常處於形上，而又規範形下，

此由｢氣｣、｢宇宙｣的論說亦可證明，故其｢道｣論之整體乃欲以形上、形下之聯繫為界

說明矣。 

                                                      
111 同註 29，頁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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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嚴復之學深植儒學性格而終以論述中西會通的｢道論｣為一家之言 

嚴復的學術大抵深植於儒學傳統，其治學雖與經學家有異，然從其｢天演｣思想而

論，實多有孔學、《周易》、理學之闡述。可知嚴氏之中西學會通｢融通中西文化中最高

的原理原則｣，不過是其學術開展的門徑，其畢生所追求之標的則在能進於｢道｣論的層

次。 

吳汝綸嘗為《天演論》作序，其言：｢抑嚴子之譯是書，不惟自傳其文而已，蓋謂

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衛其種族之說，其義富，其辭危，使讀焉者怵焉

知變，於國論殆有助乎？｣
112
因此，嚴氏之翻譯《天演論》固然為赫胥黎的思想作發聲，

但其翻譯所運用的辭彙及案語，實有超出赫胥黎之論述，或說嚴氏不過欲藉赫胥黎的

說法演繹自己的觀點。嚴氏在譯例自言：｢今遇原文所論，與他書有異同者，輒就譾陋

所知，列入後案，以資參考，間亦附以己見。｣113嚴氏大抵由儒、道、釋的思路參贊《天

演論》該書，其中頗多嚴氏自己的創見，故雖是譯書亦可視為創作。而嚴氏嘗數次以｢

天演家｣自許，可知其論述「天演」的終極旨趣，乃欲藉此而成就一家之學說。 

                                                      
112 同註 29，頁 2-3。 
113 同註 29，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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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y of “Dao” from Blending Harmoniously and 

Grasping Thoroughly Sino-Western Studies in 

 Yan Fu’s Comment on Zhuang Zi 

Chia-chun Huang* 

Abstract 

Yan Fu was a pioneer figure in introducing Western learning in late Qing Dynasty.  

However, Yan not only specialized in translating Western books, but also endeavored to 

integrate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ic research.  His contribution of a harmonious blend 

and a thorough grasp of Sino-Western studies resulted in making the academic circles 

undergo a pleasant change of atmosphere, thus enabling the scholars to have a basis in citing 

Western theories.  Therefore, for the immense change of academic thought in the hundreds 

of year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Yan’s 

influence actually had special meaning.  This thesis would like to expound Yan’s idea of a 

harmonious blend and a thorough grasp of Sino-Western studies from the argumentation and 

thought of Yan Fu’s Comment on Zhuang Zi, and make clear his academic value of a 

harmonious blend and a thorough grasp of Sino-Western studies.   

Basically, although Yan’s research took Confucianism as a found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he could adopt the viewpoints of Daoism and Buddhism, and use them to expound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studies; he thought that the argumentations of Confucianism, Daoism, 

and Buddhism could be united with the partial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Western learning; 

hence, we can know that Yan was not confined by the hedge between Sino studies and 

Western learning, and taking usable concepts to create a harmonious blend and a thorough 

grasp was his target.  For example, his Comment on Zhuang Zi was to combin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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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of Zhuang Zi the Dao of Zhou Yi of Confucianism, and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natural science of Western philosophy, with the desire to construct a special cosmology, in 

order to deduce all kinds of social phenomena derived under the theory of “Dao.”  

Therefore, Comment on Zhuang Zi was not only a great work of Yan’s by expounding his 

statecraft, but also a great elaboration of Yan’s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nd Yan’s final objective was to mix and blend Zhuang Zi and “evolu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to create the ultimate theory of “Dao” so as to further expound his theory.   

Keywords: Yan Fu, Comment on Zhuang Zi, Sino-Western Interdiciplinary Studies, 

Evolution and Eth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