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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冬珍

漢書藝文志著錄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其中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

、小取六篇，名之墨辯。其內容豐富深遠，為墨家訂定道德標準，發抒刑政理論，闡

揚兼愛思想，商討辯學準則，並簡論知識獲得次第，宇宙自然現象，且旁及幾何學、

光學、重學等，為我國文化遺產中彌足珍貴之史料。凡研究我國思想史、邏輯學史、

自然科學史者，威宜詳讀墨辯，至一般士人欲明瞭我先秦時代之學術成就者，亦不能

不讀墨辯也。茲就墨辯中有關「辯」術者，羅列考枝，詳加論述，以窺其一斑。

一、辯之定義

經上: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說:辯，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恆、或不當，

不當若(原作若當)犬。

此言「辯」之定義，而「彼」即雙方爭辯之論題。故曰:r辯，爭彼也。」一主

肯定，一主否定。所主者當，其辯即勝;所主不當，其辯不勝，故曰:r辯勝，當也

。」經說則舉例以釋經義，如有二人於此，同視一物，一人曰:r牛也。」一人曰:

「非牛也。」各申其說，於是爭辯起焉，而其所爭者即「此物是牛非牛」之問題，而

一肯定之，一否定之也。故曰: r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華彼也。」牛或謂之非

牛，或謂之牛，必不俱當，既不俱當，必有一不當焉。故曰:r是不俱當，不俱當，

必或不當。」如牛竟或謂之犬，即不當者矣。當者，辯勝，不當者，辯不勝。而此所

謂不當者， ~D持非牛之意安者也。

二、辯之成立

經下: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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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謂

說: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

牛，其(原作牛，據孫言白讓云校正之)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

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

經言二人各有所謂，而後有辯，辯則有勝有不勝。其謂當者勝，其謂不當者不勝

，若俱不勝，則俱不當也，故辯無勝，正由於辯無當。無勝，指辯而言，無當亦指辯

而言，。故曰: r說在辯。」經說則更進一步以同謂、異謂、無辯、有辯以闡釋經義。

首言二人各有所謂，而其謂則有同有異，同謂則無辯。次言如有一物於此，狗也，甲

謂之狗，乙謂之犬，此同謂也，此俱當也'是無辯也。或有物於此，非狗也，甲謂之

狗，乙謂之犬，此同謂也，此俱不當也，亦無辯也。辯必生於異謂，如有一物於此，

牛也，甲謂之牛，乙謂之馬，此異謂也，此甲當而乙不當也，其辯甲勝而乙不勝也。

或有物於此，馬也，甲謂之牛，乙謂之馬，此異謂也，此甲不當而乙當，其辯乙勝而

甲不勝。叉或有物於此，非牛非馬也，甲謂之牛，乙謂之馬，此異謂也，此俱不當，

其難俱不勝。由是觀之，辯必生於異謂。其辯如俱不勝，則其謂必俱不當，雖辯猶不

辯矣。蓋辯者必一方謂之是，一方謂之非。其謂當，則其辯勝，其謂不當，則其辯不

勝也。茲為易明，列表於下，以供參考:

l 甲謂之狗 l

狗 i ~俱當一一無辯

l 乙謂之犬 l

l 甲謂之狗 l

非狗"' . ~俱不當一一無辯
l 乙謂之犬 l

l 甲謂之牛一一當一一勝

牛一一-- )
l 乙謂之馬一不當一不勝

l 甲謂之牛一不當一不勝

異謂〈馬一一-~

!乙謂之馬一一當一一勝

l 甲謂之牛 l

非牛非馬"' ~俱不當一俱不勝一無辯(1)

l 乙謂之馬 l

(1)參考高持生墨經校詮卷三頁一五二~一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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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之辯學，確認天下事物之理，祇有一是一非，凡辯論之兩方，必有一當一不

當;當者辯勝，不當者辯無勝。故與鞋子不同，莊子曰:r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

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忘年

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語無竟。J (2) 蓋是不是，然不然，皆非一成不變者，以理推

求，皆為一種暫時現象，無辯駁之必要，而孔墨辯者，仁義兼愛之論，反助長暴君大

盜之能，使是非互長ω ，不若和之以「天倪J '故曰: r與其譽堯而非槳，不如兩

志而閉其譽。 J C4J是以辯毫無意義，且曰: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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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誰使正之?使同乎

若者正之?既與苦同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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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向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 J (5) 莊子主張齊是非，一萬物，故以為彼此相與辯，無一定之是非

，勝者未必是， ~P未必真勝也;不勝者未必非，即未必真不勝也。是以辯固未必真勝

與真不勝，故無辯也。蓋莊子所談名理，多屬於知識範圍以外，墨子乃實用主義者，

以知識為道德之標準，故以辯為必要，且謂辯之教力必能得真是非，此與近世科學之

精神最近矣。

墨子以論理學為知識之源泉，故最重視之，其嘗曰: r言必立儀，言而母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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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經上下、經說

上下及大取小取，什九皆為正名之用，故魯勝的名經為墨辯。所著墨辯注，雖已久

供，然晉書隱逸傳中猶存其斂，其文曰: r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

(2 ) 見莊子齊物論。

(3 ) 參考莊子怯儘篇。

(4 ) 見莊子外物篇。

(5 )同 (2) a

(6 ) 見墨于非命上。

( 7) 魯勝，字按時，晉惠帝時人，著述甚多，有正天論糾正當時曆法，嘗曰:I如無攘驗，

即受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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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化之準繩 o 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木。

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孫星衍校改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

則與墨悶。萄子莊周等皆非毀名家，則不能易其論也o 名(原脫，依孫言自讓去補芝)

必有形，察形(原脫形字，依孫民疑補之)莫如別色，故有堅自之辯o 名必有分明，

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o 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間而有異，異而有

間，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間，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

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o 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

，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紹，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

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輕，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叉采諸眾雜集，

為刑名二篇(孫言自讓云:刑當作形)，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紹者，亦有

樂乎此也 o J 魯民稱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為墨辯，可謂千古卓識o 而後之研究墨子

者，注中、胡適、譚戒甫等則益以大小取，名之墨辯，亦有其所持之理也。

三、辯之功用

小取篇云: r夫辯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岡異之處，察名實之理

，處利害，決嫌疑o J

按此謂辯之功用有六:什明是非，口審治亂，閻明間異，個察名實，由處利害，

(六)決嫌疑 o 茲分述於下:

什明是非之分:准南王書云: r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

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夫是非封界，本有定

規，世人妄執，遂起紛爭 o 莊子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 ω 意謂是非之有，於言無所依據也 o 墨家則不然，謂是非所依據者

惟辯。故曰: r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然何由而當?曰: r辯

勝，當也。」

臼審治亂之紀:墨家以辯可以審治亂之紀，故謂計其所以治亂者為智者之事，為

(8 )見莊子齊物論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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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之能。如論兼愛去: r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

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

...則天下治。......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叉論尚同去: r知者之事

，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真是計國家百姓之

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情則治，不得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

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

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

非也。若茍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

人不罰，為政若此，國眾必亂。故賞罰〈罰字原脫，依蘇時學去補之)不得下之情，

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

後可矣。 J (叭由是觀之，以兼愛言，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以尚同言，得下情

則治，不得下情則亂。此即所謂治亂之紀也，而辯始能審乎此也。

目明同異之處:明同異為辯學之最重要者，墨家於此，論列甚多，茲引數則為例

，如: r 同，異而俱於之〈是)一也。 J r 同，重、體、合、類。 J r異，二、不體

、不合、不類。 J r同異交得放有無。 J (1 1) r 同，二人而俱見，是極也，若事君。

J r 同，二名一實，重同也。不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有以同，類同

也。 J r異，二必異，二也。不連屬，不體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類也。

」也〉叉如: r重同、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耐同、是之同、然

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 J r小圍之圈，與大園之園同，方至尺之

不至也，與不至鐘之至，不異。 J (切可見墨家於同異之處，極為重親也。

四察名實之理:墨子將名分為三種，所謂達名、類名與私名。其言曰: r名，達

、類、私。 J r名，物，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

(9 ) 見墨子兼愛上。

(10) 見墨子尚同干。

(11 )見墨子經上。

(1 2) 見墨子經說上。

(13) 見墨子大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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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也命之。戚，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麗o J (山而

察名實之方法，則為「以名舉實J '並謂「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 J

由處利害:國立大地，人立斯世，所以趨避取捨者，利害而已矣!然、利害之至，

做忽無端，稍有不慎，輒得其反。墨家於此，三致意焉。如:經上云: r利，所得而

喜也。 J r害，所得而惡也。 J 經說上云: r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

是也。 J r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 J

夫趨利避害，乃人性之自然，故欲利為吾人正當之行為。但人之「欲」或盲目也

，故必以「智」為其指導，始能隨將來之利，避將來之害，經上云: r為，窮於知(

同智)而縣(同懸)於欲也。 J 經說上云: r為，欲蓋章(孫諮讓云:疑為新之誨。下

同)其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之也，無遺於其害也，而猶欲蓋在之則

離(岡罹)之。是猶食服也 o 騷之利害，未可知也，而欲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

屆(向牆)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刀(泉刀，指錢幣) ，則弗趨也'是以所

疑止所欲也。觀為窮知而縣於欲之理;難蹄而非想也，觀指而非愚也，所為與所不為

相疑也，非謀也。」

觀此經與經說，知墨家認為智若不被物欲所蔽，便可逆睹現在行為之結果，亦即

可引車吾人趨利避害;或捨目前之小利而避將來之大害;或受目前之小害而趨將來之

大利 o 此即所謂權。經上云: r欲苗權利，惡面權害。」經說上云: r權，權者兩而

勿偏。」所謂欲正權利者，謂我有所欲，宜權其所欲者，是否有利也。人生而有欲，

但欲之在前，宜加權稱，有利則欲之，無利則勿欲之，有利則取之，無利則勿取之，

斯乃不失其宜矣。惡正權害者，謂我之所惡，宜權其有惡者是否有害也。人生而有惡

，但惡之在前，宜加權稱，有害則惡之，無害則勿惡之，有害則除之，無害則勿除之

，斯乃不失其宜矣。權利， ~P利中取大，權害， ~P害中取小，說則以兩而勿偏補經文

所未備者也。蓋利害二者，往往相參相倚，故欲而權利之時，宜並權其害，惡而權害

之時，宜並權其利。要之，利害二者宜同時並權之，勿一時偏權之， ZF、幾勿失矣。

大取篇云:「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為是也，亦非為非也。權，

(1 4 ) 見墨子經上與經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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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也。斷指以存車(即今腕字)，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

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斷指而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

」即釋上文墨經之義。叉云: r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此語與孟子所謂

「舍生取義」同，蓋「舍生」即「殺己」也;r取義J If!D r存天下」也 o r舍生取義

」即「殺己以利天下也。 J r取義」與「利天下」皆利之中取大， r舍生」與「殺己

」皆害之中取小也 U 然何以能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則非辯莫能也，故「處利害

J 乃辯之功用之一也 o

(六)決嫌疑:宇宙浩渺，萬物並生，人處其間，於未知未定之事物，威當致疑，進

而加以辨察，始可改良之，利用之，故墨家於此，亦甚重視 o 經下云: 1-疑，說在逢

、循、遇、過。」經說下云: r疑，逢為務則士，為牛廬者夏寒，逢也。舉之則輕，

廢〈置也)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張惠言云:當作棚，木之見削而下者。)從削也

，非巧也;若石羽，循也。關者之敝〈同疲)也，以飲酒，若以日中，是不可知也，

遇也 o 知與〈同敗，下同) ，以己為然也與，過也。」

按經言疑有四種:一曰逢疑，二曰循疑，三曰遇疑，四日過疑 o 訝則舉例以釋此

四種疑: r逢為務則士 o J 說文: r務，趣也，從力歌聲，謂敏於事 o J 白虎通云:

「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然治辜者固不必皆士，今逢為務者則以為士，逢治牛廬

者而以為夏必寒，此逢之疑也。循者遵依之義，謂遵循之而行，凡事之至語練者，則

舉重若輕，否則反是，其間不恃他力，故曰舉之則輕，置之則童，非有力也。若石羽

者，乃前文之喻辭，舉之則輕重日羽，置之則重重日石也。沛，說文木部云: r楠，削木

札樸也。」古無紙筆，故以削札為喻，見削木札者，所削下之樸(即木屑) ，皆紛紛

適度，不露其循所傳習而優為之，輒話以為巧，非巧也，此循之疑也。見聞者之倦疲

，其為飲酒或以寧市而肇事端，是不可知，此遇之疑也 o 凡已知，或自以為然，此過

之疑也。

呂氏春秋曰: r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

聖人之所加慮者也。疑似之泣，不可不察 o J (5) 章學誠曰: r辯論烏乎起?起於是

(1 5) 見呂氏春秋擬似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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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間也。J (16) 蒞嘩嘗謂應的撰風俗遍，

乃辯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07)。蓋善辨事者，首當明物類名號，乃能識時俗嫌疑而

資判決矣，故墨家以決嫌疑為辯之功用也。

四、辯之方法

小取篇去: r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

，以類取，以類子。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

此乃總論辯前之準備工作，以及進行辯論時所使用之一切。「焉J '乃也。「摹

J '太玄注曰: r摹者，索而討之。」叉曰: r辜，索取也。」廣雅釋詰曰: r略，

求也。」方言二曰: . r略，求也。」故「摹略萬物之然」者，則為搜求觀察萬物之情

狀也。「論求群言之比」者，乃論究群言接雜錯綜之內容。蓋吾人於辯論之時，所涉

及者甚廣，故於萬物之情狀，及人所創立之各種言論，均賓加以探研，始可作為辯論

時之憑藉。

至於名、辭、說、類取、類子，均為辯論時表達己意不可缺少者，故亦2頁對之有

詳盡之認識。茲分別解說其義於後:

以名舉實;經上云: r舉，擬實也。」經下云:‘「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

」每一「實」皆有其名稱與意義，而「名」即指「實」之名稱與意義。如「此乃一校

鉛筆。 J r此」即「實J ' r一校鉛筆」即「名」。此乃辯論內容最基本之要件也。

以辭抒意:自民春秋曰: r夫辭者意之表也。 J (山而所謂「辭J '乃合名與實

表之也。蓋辭者用以達意，若單有名，或單有實，均不能達意。意即所謂意念，亦即

邏輯學所謂之命題也。

以說出故:經上云: r說，所以明也。 J r故，所得而後成也。」大取篇云: r
夫辭以故生，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妄也。」任何學說皆有其所持之理由，任何事物亦

有其所以然之條件，而此理由與條件，即所謂「故J '明「故」之辭，即所謂「說」

(16 )見章學識文史通義習固篇。

(17 )見後棋書。

(1 8)見呂氏春秋離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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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如:

「管子J (實)乃「偽書J (名) ...•.. (所立之辭)

因管子書載有管子身後之事...…......•.....•.. ... (說)

以類取以類子:類，似也，同也。取，即經說上「法取同」及「取此擇彼」之取

，今所謂譬喻也。予，即說文: r子，相推予也」之義，今所謂推理也o 凡一切譬喻

與推理，皆以類字為根末，故曰: r以類取，以類子。」如: r凡與吾所欲言之事物

或理論相類似者，則取以喻吾所言之事物或理論，~P類取也 o 凡所未知之事物或理論

與所已知之事物或理論相類似，則吾人可據所已知者以推知未知者，~P類子也。胡適

謂「以類取以類予」乃「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之根本方法。取即舉例，

于I1lP斷定，並舉名學中最普通之例以說明:

孔子亦有死。何也?

因孔子乃一個「人」。

因凡「人」皆有死o 如右圖。

此三「辭」與三辭間相互之關係，全靠

一「類」字始能連繫。叉舉印度因明學之例

聲

成

常

紙.

「聲」乃無常者(無常謂不能永遠存在)0 ••• (宗)

因聲乃「做成者J 0 (因)

凡做成者皆「無常者 J 0 如瓶.............................. (喻)

「聲」與「瓶」同屬做成者之一類，做成者叉屬「無常者」之一類，此謂「以類子」

o 在萬物中單舉「瓶」與「聲」為喻，此謂

「以類取J 0

一切推論無論歸納或演繹，均將一個「

類」字做根本，故大取篇云: r夫辭以類行

之者也，立辭而不明於類，則必困矣。」是

一切論證之錯誤，皆因「立辭而不明於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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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此所謂己所有與己所無者，究指何物，不得

而知 o 但自丈意觀之，當指「萬物之然，群言之比，名、辭、說、類取、類子J '果

如此，則謂己如能「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J '且明「以名舉實，以辭抒意，

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子」之法，於辯論時將可致勝，不惟不以此非議他人，亦必

使人有之;反之，若己不具此致勝之法，不可任己無之，當反求諸己，而不求諸人。

小取篇文云: r或也者，不盡也。假也者，今不然也。按也者，為之法也。所教

者，所以為之法也 o 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殼，則非也;此強也。辟也者，舉也(同

他)物而以明之也 o 偉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按也者，曰:子然，我糞獨不可以然也

o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猶者)同於其所取者，子之也。是猶謂也(同他)者同也

，吾F謂也(向他)者異也 ?J

此乃辯論過程中之七法，茲分述於下:

(斗「或也者，不盡也J : r 或 J I1lP 古域字，說丈云: r或，邦也，人人口狀戈以守

一，一，地也 o J 是「或」有限於一部分之意，故為不盡 o 易丈言云: r或之者，疑

之也。」是「或」不能包括一切，有疑而不決之意，故為不盡。「盡J '經上云: r
盡，莫不然也。」而不盡者，非「莫不然」也。蓋一類事物對於一性質，有非「莫不

然」者，如馬不必皆白，吾人於此僅可謂馬或白，不能謂馬是自己有時吾人對一事物

之知識不完全，則對之亦僅能作或然判斷，如彼人要來，吾人不知其果來與否，亦僅

可謂彼或來或不來 o

此法謂進行辯論時，若對方自以為其所言者「盡也J ' r莫不然」也，而我則發

現其右「不盡也J '非「莫不然」也，即所謂「或 J 0 此時，我可舉其不盡然之處，

而加以反詰之。

qr假也者，今不然也J :經下云: r假必詐，說在不然。」經說下云: r假，

假必非也而後假 o ......J 說丈云: r假，非真也，人人人毆聲。」詩，遠也，非，亦遠

也，故曰: r假必非 o J 而假所以詩，所以非，在其不然也，故曰: r說在不然。」

(19 )容考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別墨頁五六~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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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正「假也者，今不然也。」

此乃承第一法而來，謂我舉其不盡然之處而反詰之;'"以證其所立之辭為假，亦

即為「不然J '為「非」。

「或」與「假J '乃印度因明所謂破邪，或西方邏輯所謂破斥。而破邪後之顯正

與破斥後之建立，在小取篇中，乃「妓」以下之事(2的。

目「妓也者，為之法也;所教者，所(以)j萬之法也。故中殼，則是也;不中殼

，則非也;此妓也J : r妓J '做妓也，按法也。法，經上云: r所若而然也。」凡

立一辭〈命題)必有其所依循之理且可被傲殼、按法者，而其所依循之理且可被傲毅

、敦法者，可謂之「法」或「法式J '故曰: r敷也者，為之法也 q J 吾人所做殼、

敷法者，即所謂之「法」或「法式J ，故曰: r所教者，所(以)為之法也。 J ，(以

字疑衍) r故J '與前所云「以說出故」之「故」同，即辭所成立之理由。依何種理

由 130生出何種辭，此理由 130辭所以生成之法或法式，欲辭足以自立，則其依攘之法或

法式，足被傲妓或按法，此即所謂「中敷」。中殼，則此辭〈命題)即為「是J ;反

之， r不中教J '則為「非」。故曰: r故中殼，則是也;不中殼，則非也;此教也

。」墨子法儀篇云: r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

」亦足以說明此理。

墨家於論辯過程中，由「或J r假」之破，而進入「妓」之立，至於所教之法式

，則為以下之辟、偉、援、推。

的「辟也者，舉也〈同他)物而以明之也J ;辟，間譬，即所謂譬喻 o 譬喻乃起

於「直告之不明J '故須假借已明之事物以喻對方不明之事物。萄子曰: r談說之術

，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 J (20 王符曰: r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

物之然否以彰之。 J (22) 亦即此理:"唯墨家所言之「辟 J '非一般設臀以喻己意者，

乃與前所言之「妓」相連應用也。所謂 F舉他物以明之」之「他物J '亦必與「敷」

階段所立之辭中嘗論及之物同類。而「朗之」之「之J '則稱代「敷」階段所立之辭

(20)見蔡仁厚墨家哲學第五章頁一七三。

(21)見苟于非相篇。

(22) 見王符潛夫論釋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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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當論及之「物」。

由「伴也者，比辭而俱行也J :悴，說文人部云: r齊等也 o J 陳大齊先生嘗日

ri牟之定義曰: IF比辭而俱行也。』比字有齊等的意思，有類例的意思o 故比辭而

俱行，意即齊等其辭或類例其辭，相與推行o 既日比辭，必有能比之辭，亦必有所比

之辭，故比辭必含有兩辭。......故比辭而俱行，亦即取另一判斷相等的方式以造判斷

，或仿另一判斷之例以造判斷，或亦可說，比照另一判斷以造判斷o J 並舉小取篇中

由「白馬馬也」一辭，加一「乘」字而造出「乘白馬乘馬也」一新辭，為偉之例(23)

o 陳氏之說，頗為中肯，故從之o

小取篇中除由「白馬馬也」一辭，加「乘」字而造出「乘白馬乘馬也」一辭外，

尚有[聽馬馬也J '加「乘」字而造出「乘驅馬乘馬也J ; r 獲;人也J '加「愛」

字而造出「雙獲愛人也 J ; r藏人也J '加「愛」字而造出「愛藏愛人也J 0 且此四

例並列，可為

甲:白馬，馬也 i 乘白馬，乘馬也 o

乙:驢馬，馬也;乘驅馬，乘馬也 o

丙:獲，人也;愛獲，愛人也。

丁:戚，人也;愛戚，愛人也。

試觀此四例，甲與乙，丙與丁之構造方式完全相同，當可謂「比辭而俱行」也。

甚至甲乙與丙丁之構造方式相類似，亦可謂「比辭而俱行」也。

墨子書中，除小取篇用 F偉J 之外，其他兼愛、非攻、尚同、尚賢等亦使用甚多

，是「偉」在辯論上之價值，遠超過「辟」。

(六) r援也者，曰:子然，我笑獨不可以然也J :說文曰: r援，引也。」今人所

謂「援例」也。「援J '乃援引子以為然，而問我笑獨不可以然。亦即援引對方以為

是之理論，建立己方之理論，若對方反駁之，則可謂己方之立論乃依據對方之立論而

來者，既然對方之立論為「是J '則可以己方之立論何獨不「是」反話之，使對方不

得不承認己方之立論亦「是」也。此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子之盾禦子之矛之方也

(23)見陳大齊名理論叢: r墨子所說的伴是什麼」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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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小取篇就世相與共是之「盜，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惡多盜

，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之理論，建立墨家「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

盜，非殺人也」之理論。叉如莊于以惠于之「于非魚，安知魚之樂」之言，辯「于非

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J ;惠于則叉以莊于此言，辯「我非子，固不知于矣;于固非

魚也，于之不知魚之樂，全矣J (z4) ， 皆用「援」也。

的「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之，猶者也)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

也，當作他)者同也，吾豈謂也(也，同他)者異也J : r推J '推理也，几所未知

之事物與所巳知之事物同類，則可根據已知之事物，以推斷未知之事物亦復如此，即

「推也」。譬如吾人謂凡人皆有死 o 人若詢其理由，吾人當謂因見過去之人皆有死，

現在之人與將來之人皆與過去之人同類，故可「推」知現在之人與將來之人皆有死，

亦即凡人皆有死 o 吾人已觀察或明白若干個體事物，知其如此，遂以為凡與所已觀察

或明白之諸例同類者，亦必如此 o 其所觀察或明白之諸例，即是「其所取者J '其所

未觀察或未明白之同類事物，即是「其所不取者J '今謂其「所不取」之事物，與其

「所取者」相同，由此便可下一斷語，謂「凡類此者皆如此J '此即所謂「推」也'

是以推可謂類比推理也 o

對同類之事物，論辯雙方若有同類之辭說，論辯始告終結，故曰: r是猶謂他者

同也，吾豈謂他者異也 oJ

五、辯術運用之防患

墨家不惟重視辯術，且於辯術之運用，提出甚多警戒，以免發生錯誤 o 其小取篇

~﹒

「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 o 辭之辟、偉、援、推(辟、援、推原脫，據下文補

之)也，有所止而止 o 其然也，有所以然;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 o 其取之也，

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 o 是故辟、俾、援、推之辭，行而異，

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末，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 o 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

(24) 見莊于秋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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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乃是而不然;或一周一不周;或一是而一非也。」

(25 )

世間之事物，雖有其同，卻不盡同，是以辟、偉、援、推舉用其「同」之時，必

11:其所當止，始得其正。且一切事物，皆有形成其然之「所以然」。物之「然」可以

同，而其「所以然」則不必盡同。辟、偉、接、推之運用，皆取與我立論相同之事理

以作推論。人所「取」之事理，自有其「所以取之」之原因;其所「取」之事理可以

間，而其「所以取之」之原因，則不必韋同。故使用辟、偉、援、推時，稍不審慎，

必引用錯誤，而意思歧異;轉離本題，而於理不安;喪失其員，而過失叢生;或支離

破碎，而失去根本，故「不可不慎也，不可常用也。」且言語之道，事物之間異，以

及事物所以然之故，均極繁耘而被雞，必作全面性之觀察與了解，於推理時，始不致

發生錯誤，若偏執一端而觀之，於推理時，必陷入謬誤之中。

小取篇以「獲，人也;愛獲，愛人也」為「是而然 J ; r盜;人也;愛盜，非愛

人也」為「是而不然」。蓋前者由「獲，人也」之「是J '推出「愛獲，愛人也」之

「然 J ;後者則由「盜，人也」之「是J '推出「愛盜，非愛人也」之「不然」。由

是觀之， r是而然」與「是而不然 J '亦為推理之「法」。惟於推理之時，若由「獲

，人也」推出「愛獲，非愛人也J ;或由「盜，人也」推出「愛盜，愛人也 J '便陷

入謬誤之中，蓋前者係以「是而然」誤為「是而不然J ;後者則將「是而不然」誤為

「是而然 J '故不可不慎也。

小取篇云: r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間不愛人。」此乃「一

周而一不間也。」蓋愛人，必周愛每一人，始謂之愛人;不愛人，僅不愛任何一人，

即謂之不愛人，亦即不必待周不愛人， I3P謂之不愛人。故於推理之時，若由「愛人」

之「愛」必氮間，而推出「不愛人」之「不變」亦賓周;或曰「不愛人」之「不愛」

不贊間，而推出「愛人」之「愛」亦不贊周，則謬矣。蓋前者係以「不周」為「周」

;後者則以「周」為「不問」也，故推理時，不可不慎也。

小取篇云: r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

(25) 原作成一是而一不是也 Q 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貝IJ不可偏觀也，非也。其間「

不是也......不可你觀也」二十二字為衍文，故枷l之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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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惡人也。」此乃「一是一非」也。「桃之實，桃也」為「一是J ; r 棘之實，非棘

也」則為「一非」。同理「間人之病，間人也」為「一是J ; r惡人之病，非惡人也

」則為「一非」。若由「桃之實，桃也J '而推出「棘之實，棘也 J ;或由「間人之

病，問人也J '而推出「惡人之病，惡人也J '則是誤以「是」為「非」之謬誤。

吾人於使用辟、偉、援、推時，必須對言語之道，事物之同異，以及事物所以然

之故，詳盡而全面之觀察與探研，始可避免「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

，且不致以「是而然」誤為「是而不然J ;或將「是而不然」誤為「是而然」。以「

不周」誤為「周 J ;或將「周」誤為「不周」。以「是」誤為「非 J '或將「非」誤

為「是」也。

-L..女士 主必
/、、it'口 商閒

英國科學家羅喬培根嘗云: r探求真理，必頸用辯論和實驗兩法。」而墨家既重

實驗法，亦重辯論。蓋自邏輯之觀點言之，一哲學必包括二部分，一為其最終之斷案

，一為所以得此斷案之根攘，亦即此斷案之前提。一哲學之斷案固氮真實，然並非真

即可了事，必2頁對得此斷案之理由，加以說明，亦即其不但有斷案，且有前提，故哲

學乃理智之產物，而哲學家欲成立道理，必以論證證明其所以成立之故，正如苟子所

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喵〉是也。孟子嘗曰: r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J (27) 辯，即以論證攻擊他人之非，證明自己之是;因明家所謂摧邪顯正是也。非惟

孟子好辯，即欲不辯之齊物論作者，亦頭大辯以示不辯之是。蓋欲立一哲學之道理以

主張一事與實行一事不同，實行一事則絨默可也，欲立一哲學道理，則非大靜不可，

而辯則未有不依邏輯之方法者，即必有斷案與前提也。

至於辯學產生之原因，應歸於時代背景-。春秋戰國之交，社會一切劇變，言語技

術進步，交際問漸由詩(即所謂專對〉而轉為辯，是以談說之士，已有辯者之目，如

莊于天地篇謂夫子當舉辯者之言以問老子曰: r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26)見苟于非十二子篇。

(27)見孟子勝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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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o J 可以知其概矣o 至戰國時代，國與國吞併，人與人

殺戮，舊貴族沒落，新人物興起，使當時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以及社會組織，均陷

入空前之混亂中，其時智者面對此種現象，自然會產生各種不同之思想，其是其目的皆

欲救世，於是諸于時代應運而生o 孟子曰: I聖王不作，諸侯放?盔，處士橫議o J(28)

莊子則曰: I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o J (29) 可知當時之思想家

皆君如發表其意見，而其發表意見之方式，已非過去封建時代君主專政之簡單理論，

而是現實主義之人本哲學，故必用議論辯證之文體，始收其敷 o 故諸于各家著書立說

，皆以辯論之形式，發犀利之辭句，宣傳學說，表達思想，以期獲勝，而達其救人救

世之目的，故各家皆探究辯學 o

墨子不惟控名而責實，益致辯乎言談 o 當曰: I 翟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

之言而察其辭 o J (30) 故以厚德、行、辯言談、博道術，為「賢良之士」 ω) ，叉以能

談辯、能說書、能從事，為「為義大務 J (32) 0 是以其生平重辯論而立儀法，向功用

而規實利，其後，三墨繼之發揚光大，致墨家有綱領條目一貫之辯術o

(28 )同 (2 7)。

(29 )見莊于天下篇。

(30 )見墨子公孟篇o

(31)見墨子尚賢上。

(32) 見墨子耕柱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