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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之學，博膽精徽，雖與儒學並稱為顯學，卻有所不同，然其異者，獨鳴於世

o 若其摩頂放腫自苦為極之救世精神，絕非他家所能及，而其墨經所揭示之道德、知

識、名學、科學之論，以及政治、經濟、教育之說，適用於近世學術與社會者，亦不

一而足 o 至兼愛之說，則為墨子學說之中心，兼愛上中下三篇，儕就兼愛之原因，教

果以及可行之理由與途徑立論，義較粗洩 o 墨經以及大小取，或為兼愛嚴下定義，或

闡揚兼愛之要旨，或為兼愛提出辯護之理由，是以本篇之作，重要資料皆取自兼愛三

篇，墨經以及大小取 o

一、兼愛說提出之原因

每一種學說之提出或倡導，不惟有其歷史淵源，亦必有其時代背景，換言之，即

上有所承，且對當時之社會有所救治，亦唯有如此，方可為人所接受 o 而墨子所以提

出兼愛之原因，亦欲救治當時社會之亂，而社會之所以亂，蓋起於「不相愛」也 o

墨子曰: r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起不相愛 o 臣子

之不幸君矢，所謂亂也 o 于自愛不變矢，故虧欠而自利;弟自愛不變兄，故虧兄而自

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 o 雖失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

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 o 欠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

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 o 是何也?皆起不相愛 o 雖至

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娥愛其身不愛人

，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 o 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

。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

國以利其圈。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 o J (1)

(1) 見墨子霖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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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曰: r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攀;人與人不相愛，

則必相蛾;君臣不相愛，則不蔥忠;女子不相愛，則不憨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

;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赦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輩革怨恨

，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J (2)

墨于從失于、兄弟、君臣、盜蛾、大夫、諸侯各階層以觀察社會之所由亂，有以

1'.五種:一日戰寧、二日墓奪、三日乖件、四日盜勃、五日欺詐。而其起因皆由於不

相愛，不相愛，則必虧人而自利，進而相惡相娥，是故在諸侯，則必野戰，在家主，

則必相鑿，在君拉、女子、兄弟，則必不蔥忠、不憨孝、不和調，在天下之人，則必

強劫弱、富侮貧h 貴赦賤、詐欺愚，天下之亂若禽獸然o

墨于是青天憫人，熱心教世，既知天下之所由亂，起於不相愛，知必易以相愛，誠

如墨子所會: r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教!k.也，其說

將必無可焉o J (仍然則易之之法若何?

墨于曰; r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觀人

之園，若觀其國，觀人之家，若觀其家，觀人之身，若觀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

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靂，人與人相愛，則不相娥，君臣相愛貝U~嘿，欠于相愛，

貝。慈季，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規寡，富不侮貧，貴

不赦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黨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 J (的

人與人相愛，則天下一切禍墓怨恨，皆可避免，故睿智之士但以愛為最高之情操

，亦為消除一切怨恨禍亂之利器也。當今世界誠一大戰國也，戰學禍亂，連年不斷，

處處發生，吾人欲求世界和平，人類幸福，舍愛莫由。然單言愛，或陷於所偏，致愛

其愛，惡其所不愛;既愛其愛，惡其所不變，必進而虧其所不愛而利其所愛，猶不免

有戰爭、基奪之發生，故欲餌止戰爭、黨奪之發生，必實行墨于所倡「愛人若己」之

兼愛，是兼愛者誠教世之良方也。

(2 ) 見墨子兼愛中。

(3) 見墨子兼翼下。

( 4) 全註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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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京愛說玄論之根據

31

大凡一種學說之立論必有其根據，如老子以自然，孔子以人性，而墨子則以天志

。至於尊天之思想，並非墨子所首創，實源於古代之國民信仰，由古籍之記載，知黃

帝、堯、舞即信仰天，夏人更稱天為至上神，商時則有天、帝、上帝之稱，至周，天

、上帝、天命之記載，更不勝數，且記載天能賞善罰惡，而其他諸于亦多有論天者，

且各有不同，今皆姑且不論，僅論墨子所言之天。墨子所言之天，則有以下五種涵義

(→天為宇宙萬物之創造者:

墨子曰: r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刊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

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6)降雪霜雨露，以長還五穀穌麻，使民得而財利之;列

為山川給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公侯怕，使之賞賢而罰暴;賊(7)金

木鳥獸，從事乎五穀絲麻，以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 J (8)

天之厚愛萬民，無微不至，既歷日月星辰之照，復制冬夏冷暖之序，叉施霜雪雨

露之潤，更播五穀穌麻之用，且設王公侯伯以賞賢罰暴，故萬物莫不由天而來，宇宙

莫不由天而造，是天為宇宙萬物之創造者。

仁)天德廣無私愛利萬民:

墨子曰: r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里，故聖王法之。既以

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

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羹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

而不欲人之相惡相獻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奠以知天兼而變之，兼而利之

恆，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J (9)

(5) 王金孫讀書雜誌云: I磨當為唔，磨為日月星辰，猶大戴記言歷離日月星辰也。」

(6) 王念孫讀書雜誌云: I雷葦賈字之誤:寶典隕同。」

(7) 孫話讓墨子問話云: I賊:賦也。」

(8 ) 見墨子天志中。

(9) 見墨子法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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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曰: r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

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J (1 的

文曰: r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撤退(撒與邀同，通於交。遂，衍字)萬物以利

之。 J (1 1)

天之恩穗，普及萬物而無所偏私，日月星之照耀，恆久而不稍裹，天施人民厚德

，卻不自以為有德而求報，是天之於萬民，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亦即兼而愛之，兼

而利之{f1。

(~)天欲義而惡不義:

墨子曰: r天為貴，天為知而已矣。然則義果白天出矣。J (1 的

文曰: r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

，則我乃為天之所欲也。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

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o 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

。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蓋

而惡不義也。J (13)

文曰: r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J (1 0

文曰: r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為善敢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

天為貴，天為智，義白天而出。天必欲義而惡不義，吾人當順從天意，日夜不休

，從事乎義。

墨子文曰: r天之將何欲何憎?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玫小國也，大家之亂小

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赦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Jt-.此而已，欲人之有力

(10) 見墨子天志上。

(ll ) 仝註 (8 }。

(1 2) 仝註 (8) 。

(1 3) 企註(10 )。

(14) 企註 (10) 。

(1 5) 仝註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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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o 叉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泊，則國

家治矣 o 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為酒體盜盛，以祭

靶天鬼，外有以為環璧珠玉以聘揖(畢說云與交同音)四鄰，諸侯之怨不興矣，邊境

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蔥忠，女子弟兄慈季，故唯

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通廣〉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

百姓皆得接衣飽食，便軍無憂。J (1的

人人能順天之意，從事乎義，則必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

但1天為最高之統治者:

墨子曰: r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o 是故應人不得次己ffli~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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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侯不得

次己而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為正

，有天正之。 J (1 8)

墨家政治組織由廢人而士，而大夫，而諸侯......逐階而上，以天為最高，天既列

於政治組織之最高階，可知天為政於天下，而為天下最高之統治者o

但)天為最高之執法者:

墨子曰: r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o 惡人賊人者，天必繭之o ......是以知天欲人

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o 音者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

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集約幽厲，兼惡

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便進(墜同〉失其國家，身死為

廖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騙者，集約幽屬是也。愛人利人

以得福者，禹楊文武是也。J (1的

艾曰: r三代之聖王，堯、菇、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

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o 天以為從其所愛而變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如

(16) 全註 (8 )。

(17) 次:恣通。正:政也。

(18) 見壘子天志下。

(19) 全註(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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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名之日聖人 o 以此知其賞善之證 o 是故昔也

三代之暴王，榮幸才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悔上帝山

川鬼神 o 天以為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尖子離

散，國家被亡， it:失社嚷，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時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

耐，毀之貴(者)不之廢也，名之日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 o J 忱的

交曰: r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 o 予之不祥者誰也，

則天也 o J (21)

叉曰: r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o 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幟，必

得罰 o J (22)

夫天不特為兼利、兼愛，且能賞善罰暴，而為最高之執法主o

墨子既謂天兼愛天下﹒兼矛II天下，叉曰: r莫若法天J (閉，是墨子兼愛說之立

論，誠以天志為根據也6

三、京愛說之真義

綜合墨書內容，兼愛之真義，分析言之，有以下五義

(→兼愛為全體之愛:

墨子經上云: r體:分於兼也o J

經說上云: r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按經體言其分 'I 兼言其全;體為部分，兼為全體 o 亦即合眾體則為兼，分之則為

體 o 故孟子曰: r有聖人之一體。」經說上學「若二之一，尺之端」以釋經義 o 二之

一者，以二而言，為一之兼，以一而言，為二之體 o 尺之端者，墨經中稱線為尺，稱

點為端 o 是點乃線之體，線乃點之兼，是點即部分，線即全體 o

(20) 全註 (18) 。

(21) 全註(l 0) 。

(22) 全註(lO) 。

(23) 全註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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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經上為墨子所手著〈划，且為墨門弟子必誦之課程，故欲探究墨子兼愛之真義

，當依墨經嚴格之定義，加以詮釋 o 而墨經既定「兼」為全體，是兼愛為全體之愛也

o

墨子大取篇云: r天下無人，于墨子之言也 o J

孫言台讓曰: r無人即兼愛之義，言人我兩志，則憫人如己矣 o (叫」是兼愛至於

極，貝。庸人如己，蓋人我混然一整體，不可分割也 o

大取篇叉云: r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 o 倫列之愛己

愛人也 o J

人己雖為二僧，但本性一兼，己實不在人外，己既不在人外，異己與人第一整體

，己與人既為一整體，是愛人即愛己也 o 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者:是以無等差之愛以愛

人，而變自然亦加於己矣;但愛之動機，非由愛己而生，實生於愛人也。

(二)兼變為周愛:

ν/卓識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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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周愛人者，即偏愛一切人也，亦即以一切人為愛之對象，既無任何排斥，亦

無任何遺漏 o 皮之若不能普偏愛一切人，即是不愛人，不必待不愛一切人，始謂之不

愛人，不能普遍愛一切人， ~O因不愛人矣。

大取篇云: r愛眾世，與愛寡世相若。」

「雙向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世。」

所謂眾世、寡世，乃以空間之廣狹言;上世、後世，乃以時間之古今言。故此言

愛無廣狹之分，亦無古今之別。亦即愛一世界之人，與愛多世界之人相若;愛過去世

興未來世之人，一若今世之人。

是墨家之兼愛，不惟為偏愛周愛同時同地之一切人，且為一超越時間與空間之大

愛也 o

t三)兼愛為無條件之愛:

(24) 見拙著名墨異同考辨墨經作者考。

(25) 見孫著墨子閒話大取篇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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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于經上: r仁:體愛也。」

經說上: r仁:愛己者，非為用己也，不若愛馬。」

按經言: r仁，體愛也o J r體 J '伍非百謂衍文，當刪之，揚寬從其說 o 由經

下第七十五條: r仁，愛也;義，利也 o J 可證。且與下文: r義，利也。 J r禮，

敬也 o J 文例相同 o 與經說義亦遇。而墨家俏兼，是體為部分，兼為總體 o 墨于兼愛

下曰: r兼愛則仁矣義矣。」是墨于兼愛之旨，原從仁出，而仁者以變為末，不以酬

報為蝕。論語龔遲間仁，孔子答曰: r愛人 oj 藝文類聚引墨于曰: r翟以地為仁，

太山之上，則行封禪，而祭皇天山靈，培樓之側，則生松柏'下生書長糟，求生魚髓，

民衣食於地而終不責德，故翟以為仁。」地兼愛萬物，長養萬物，而不>.t<報酬，故墨

子以為仁。莊于曰: r愛人利物謂仁 o J (削艾曰: r親而不可不值者，仁也。 J (27)

韓非于曰: r仁者，其中心欣然愛人也o J (2'8)賈于曰: r心兼愛人，謂之仁。 J (29)

義或由此出口

經說上「愛己非為用己J '乃解說「仁」之愛，若愛己，而愛己即變己，非為用

己而變己，猶言愛人即愛人，非為用人而愛人，亦即我之愛人，與人之相愛，絕非心

存利用而愛之，人己之間，莫不如是也o 其下以「不若愛馬」為喻o 世固有愛馬不滅

於愛人者，然我之馬則愛之，人之馬則不愛，驛餾則愛之，駕船則不變。夫愛我之馬

，以其可供鞭策驅馳，愛聽關以其可致千里，是所愛必有所為，非出於真心真愛也，

而愛人當如愛己，應出於真心真愛，非有所為也，亦即無任何條件也o

墨于大取篇云: r仁而無利愛，利費生於慮。」

墨子之兼愛是以一切人為愛之對象，且不當附有任何條件或企圖，此佐也。若愛

而附有蝶件，出於心計，希求利益，則謂利愛，利愛非仁，亦非兼愛也。

(國兼變為舍利之愛

v墨子兼愛中云: r愛人者，人亦從面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o J

(26) 見莊于天地篤。

(27) 見莊子在有篤。

(28) 見轉非子解老篤。

(29) 見頁子道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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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去: r兼相愛，交相利。」

墨子兼愛下去: r眾利之所自生，胡自生，此自費人利人生。」

已失去: r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

及云: r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

t 墨子天志上去: r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

墨子尚同中云": r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

墨子倡實利主義，一切以有用有利為鵲的，故其每言愛，必言利，唯其所言之利

，乃全體之大利，非個人之小利;乃交相利之利，非交征利之利，故其所言之利，實

為義。

L基于經上云: r義:利也。」

經說上云: r義:志以天下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

按經義@D利，利即義。經說， r芬J '王闇運去: r芬即分字，讀如職分之分。

J r而能能利之，不必用。」上一能字，猶乃也〈吶。是義者，志以天下為己分，乃

能利之，而不以酬報為鵲。若必求酬報，因欲用之而利之，則利非出於真心，而以利

為餌也。墨子既以利釋盞，故非攻上極言攻之不盞，而非攻中下則言攻之不利，是義

即利，利f3D義之叉一佐證。

墨家以利釋義，而儒家則言義避利，故孔子罕言利，並去: r君子喻於義，小人

喻於利。」叉去: r放於利而行，多怨。 (al) J 孟子尤嚴義利之辨，故直斥梁蔥王曰

: r仁義而已矣，何必日利? (的」至董仲舒則臼: r正其誼不謀其利。」而義與利

益遠矣。何儒墨不俾之甚也，試推究古誼，則反興墨幅相合。易文言曰: r利者義之

和也。 J r利物足以合義。」左氏傳亦曰: r義以生利。 J r義，利之本也。 J r信

戴益而行之之謂利。」皆義與利並言。且試觀之，墨家所倡之利乃舍利，儒家所斥之

利乃私利。是儒墨皆重義，亦即皆重公利也。

墨子不惟倡利人為盞，且言利親為季，利事為忠，利民為劫。墨子經上去: r孝

(30) 見王引之經傳釋詞。

(31) 均見論語里仁篇。

(32) 見孟子果惠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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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親也 o J 經說上云: r幸，以親為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o J 言行幸，以利親

為職分，不必有所得而幸也，至於何者為利親，墨子雖未明言，然自墨書內容觀之，

當與儒家之「尊親、弗厚、能養」相同。墨子經上云:r忠:以為利而強低(抵)也

o J 言凡於天下有利之事，便績不計個人一切盡力以達於事之肢也 o 國女嘗云: r我

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坊，如果做不成劫，就是把生命去犧牲，亦在所

不惜，這便是忠 o 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死 o J (3a) gp墨子「忠」字未旨之

最佳說明 o 墨子經上云: r;!1.):利民也。」經說上云: r劫:不待時、若衣裘o J 凡

利民之事，皆謂之功。然立功之舉，則無論吾身之用舍顯瞎皆得為之，不若衣裘之必

待時而用也。

墨子言愛必言利，是愛與利原不可分割，因愛是無形的，是祖論;利是有形的，

是事實，故不僅要有存於心中之愛，尤要有表達於事實之愛一一利，故兼愛為合利之

愛。

但)兼愛為無差等之愛:

墨子兼愛上云: r觀人之室若其室......觀人之身若其身，......親人家若其家......

觀人國若其國。」

心墊子大取篇云: r愛人之親，若愛其親o J

墨子兼愛係以「愛人若)堡壘主主為準則，進而子愛其文若其身，弟愛其兄若其身

，臣愛其君若其身，盜愛異室若其室，賊愛人身若其身，諸侯愛人之國若其國，大夫

愛人之家若其家，則天下理萬民安也。

墨子「愛人之親，若愛其親 J '或謂不中親之利，而害為幸，墨子則於兼愛下辯

之云: r愛利人之親者，人亦愛利己之親。」叉云: r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

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 o J 故凡天下孝子之為親度者，必欲天下人愛利己之親，若欲

天下人愛利己之親，則必先從事乎愛利天下人之親，且愛利人之親愈多，人必愛利己

之親愈多。大雅曰: r無言而不儷，無德而不報，投我以眺，報之以李。」是愛利人

之親，若愛利己之親，不惟不可謂不孝，且可謂至孝也。

(33) 見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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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取篇云: r智(知)親之一利，未為字也o 亦不至於不〈叫智(知)不起己之

利於親也 o J 是謂僅知事己親之一利，未能兼利人之親，不得謂季，亦即不惟單利己

親，必及於利人之親，乃可謂之幸o 然亦不至於不知不為己之利於親也，知不為己則

利於人者大，利於人者大，即兼愛也o 文云: r以喊〈的為愛〈叫其親也，而愛之，

非愛其親也;以藏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此言大變大利，不在厚葬，在

取法天之兼愛兼利h 以愛利天下萬民，故曰:以厚葬為愛其親而厚葬之，以示其愛親

之意也 o 非贊其親也;以厚葬為利其親而厚葬之，非利其親也。蓋單為父母而利之，

不得謂真刺其親，定必擴而充之，及於人之親，始為利其親也，換言之，善利其親者

，不獨親其親，必進而親天下人之親也。又云:r聖人不得為于之事，聖人之法死亡

(志通)親，為天下也o 厚親，分也。以死亡(志通)之，竭體典刺(aη 。有厚而無

薄〈喲，倫列之興利為己。」言聖人以天下為事，故應上體天心，愛利萬民，不得獨

為于之事，專厚其親也。故聖人制薄葬值喪之法，親死而志之者，為整個天下也。厚

葬其親，固為人于之本分，然若傷人費財，則於死者無益，而於生者有害，是聖人絕

不為也。故節像用度，把握時間，蝠盡力量，汲汲為天下輿利也o 且聖人愛人利人有

厚而無薄，並以無差等之興利，忘己以利人，蓋己為人之一鐘，是愛利人者，真為己

也

蓋墨子認為厚葬久喪其害有五:村人民必寡、仁)國家必貧、臼刑政必亂、回國必

相玫、伍)鬼神必罰，故特倡薄葬種真o (叫且經上云: r生:刑(形)與知處也o J

生，既謂形與知處，貝U死，可謂形與知離，形既與知酷，則形(屍)一無所知(感覺

)也，既一無所知，則厚葬薄葬，久喪鐘喪於親利愛一也，然厚葬久喪卻有害於天下

，是以倡薄葬短喪以利天下也，且兼利天下之人，亦即利其親之大者也，故墨家之兼

(34) 攘張純一墨子集解增之O

(35) 說文: I葬:喊也。」是喊即葬。

(36) r愛」字舊脫，接下文增補。

(37) 原為「體竭與幸IJ J :擴張其煌墨經通解正之。

(38) 原為「有厚薄而母J '攘張純一墨子集解正之

(39) 見節葬下。



40 教學與研究

愛兼利不可謂有害於幸也。正如我先總統 蔣公逝世，我今總統 經國先生擦乾眼淚

，強忍悲傷，墨經從事，以波波輿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實為人間之至幸也。叉如

許多1;1人羲士將失母之喪葬費移作社會福利，亦可謂大幸也。

?做兼愛說之闡發

一墨家兼愛之說，不惟為我亞聖孟子評為「無欠」、「禽獸J '且受當時甚多人批

評，而其中較著者有二:一為「無窮害兼J '謂天下人無窮，如何能盡愛之;一為「

殺盜即殺人J '謂墨家既主兼愛，何以文主罰有罪者，墨家於此二說，均有辯護與闡

發。今就此二說引證分析於下:

墨子經下去: r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

經說下去: r無:南者有窮則可盡，無窮則不可盡，有窮無窮未可智(知)，則

可盡不可盡未可智o 人之盈否未可智，而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而必人之可盡愛

也，樟也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有窮

，無難。」

按此經蓋有人以南方無窮，人不可盡愛，難墨家兼愛之說，而墨家立義以駁之也

。經謂南方無窮，仍不害於兼'蓋有窮之處即有人，是謂人盈於有窮o 有窮之處或無

人，是為人不盈於有窮o 而無窮不害兼之說，自日在人之盈否o

經說自南者有窮則可盡至樟字止，為難者詰墨家之辭，謂人不可盡愛，蓋引辯者

言南方無窮而有窮，以為有窮無窮未可知，可盡不可盡亦未可知，人之盈滿與否亦未

可知，而愛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知，乃函、謂人之可盡愛，則梓於事理，用以推論人

之不可盡愛，說兼愛為非。墨家特據此言揭出無窮不害兼之旨，而以盈否二羲答之，

此分述之於下:

村人若不盈滿於無窮之界，則人有窮也，人既有窮，則吾人愛此有窮之人，不難

也 o 故曰: r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o J

(司人若盈滿於無窮之界，則無窮之界盡，固無所謂無窮矣。無窮既盡，是為有窮

，盡愛此有窮之人，無難矣 o 故曰: r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有窮，無難 oJ

墨子經下去: r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問者 oJ

經說下去: r不:不知其數，惡智(知)愛民之盡文也，法者遺乎其間也 o 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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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盡愛其所間。若不知其數而知愛之盡之也，無難。」

按此條經蓋有人以不知民之數，不能韋雯，詰墨家兼愛之說，而墨家立義以駁之

也。墨家謂雖不知人民之數，而知其盡，故不害兼愛者。蓋吾未盡費，問者能學吾愛

之所遣，則吾答以盡愛其所間，是吾愛仍能盡也。

經說自不知其數至或者遺乎其間也，為難者詰墨家之辭，謂不知其數，何能盡愛

之。以下為墨家之答辭;謂盡間有窮無窮界之人，則盡愛其所問之人，如是雖不知其

數，而盡愛之亦無難矣。

墨子經下去: r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

按此條與前兩條義理一賣，前指其數言，此指其處言也。蓋有人以不知人之所處

，無以致其費，難墨家兼愛之說，而墨家立羲以駁之也。墨家意詢人民之所處，雖不

能盡知之，仍不害於兼愛也。如人之喪失其子然，縱一時旅Y白無方，存亡莫卡，終不

能少損失母愛子之心也。

墨子兼愛之說，由此數蝶經，已闡發至最深遠處。先師事漁叔先生嘗云:r大哉

墨氏之愛，誠可謂充塞宇宙，無遠或遺者矣。前代聖哲之用心如此，良堪嘆慕，超儒

摸佛，寞窺其際，吾華仁誠之敬，悲憫之心，所以涵詠孕育者深矣。J

「殺盜非殺人」之說見於墨子小取篇。

小取篇云: r盜人(人字衍) ，人也 0 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糞以

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

，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變盜，非不愛人也;殺盜，非殺人也，無難矣。」

墨家「殺人非殺盜」之說，似本諸禹敬，莊于天運篇云:r禹之治天下，使民心

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

墨家尚兼愛，而「盜變其室，不變異室，故韌異室，以利其室J '與兼愛立旨相

背，故惡盜獨甚，而以「非人」觀之，此亦正所謂愛人也。

昌氏春秋云: r眼搏，為墨者鉅子，居賽，其子殺人。秦蔥王曰:先生之年長矣

，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誅，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難對曰:墨者之法，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禁殺傷人，三向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腸，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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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誅，臨齡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蔥王，而遂殺之。({O) J 由此一則故事可知，墨

家不惟積極地愛利萬民，而且消極地制裁不愛利萬民者。

墨子經上云: r賞:上報下之功也。J r罰:上報下之罪也。」叉去: r劫:利

民也。 J r罪:犯禁也。」經說上云: r劫:不待時若衣裘。」叉云: r罪不在禁，

惟害無罪，殆姑(U) 0 J 是墨家因愛利萬民，故對有功於民者，賞之，有罪於民者罰

之，而其所以言n之之由，蓋其害於無罪者也，亦即虧人而自利者也。此亦正所謂兼愛

也。

墨子大取篇云: r為天下厚禹，為禹也;為天干厚愛禹'乃為禹之人愛({2) 也。

厚禹之為 (ω 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為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

下 o J 此言禹厚愛天下之人，故天下之人皆厚愛禹。次言禹厚愛之行為普加於天下之

人，而天下人之厚愛，亦集於禹一身，而不偏加於天下之人。而盜之行為天下受害，

故天下之惡亦加之。然天下之惡，僅加於盜，而不及於天下之人。

墨子兼愛之真義，綜合言之， I1lP仁也，義也，幸也;亦即全體之愛也，周愛也，

無條件之愛也，合利之愛也，無差等之愛也，墨子對兼愛或簡稱之為「兼J '或詳稱

之為「兼相愛交相利J '或稱之為「愛人利人」。而與兼愛相反者，則稱之為「別愛

J '所謂「別愛」者，蔣維喬云: r割別之愛也。 J w) r別愛J '墨子或簡稱之為

「別J '或詳稱之為「別相惡交相賊J '或稱之為「惡人賊人」。凡能「退睹其萬民

，飢副食之，寒I1lP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j ，部謂之「兼君J '反之則謂之

「別君」。凡能「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J '臣。

謂之「兼士J '反之則謂之「別士J 0 而天下之人，無論智愚兼別，皆從兼君就兼士

E 而不從別君就別士，由此可知兼是而別非也。

(40) 見呂氏春秋去私篇。

(41) 姑與辜間。

(42) r人愛」應應為「愛人」。

(43) r為」字原無，讓于文增之ι

(44) 見其所著中國哲學史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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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兼愛說之實現

43

兼愛下云: r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o 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

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J

文云: r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摯泰山

以超江河，自古之(45) 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o 此白先聖

六仇的王之親行之也。」

是墨子認為兼愛必可行之，並說明其可行之理由及實行之途徑o

←)兼愛可行之理由

兼為是，別為非，是自H善，善則可用 o 墨子重實用，故論事物之善不善，即以可

用不可用為準，兼愛既為善，為可用，則必可行，其理由有四:

(1)先聖四王行兼愛，故兼愛必可行，何以知之?墨子曰:r泰誓曰: If丈王若日

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士o j] ~D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o 譬之日月兼照天

下之無有私也，自日此文王兼也o 雖于墨子之所謂兼者，於丈王取法焉o 禹誓『禹曰:

濟濟有眾，威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蠹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

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于福帳，樂耳目也，以興天下

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湯誓:~湯曰:

. . . . ~ .今天大旱 ， ~D當朕身膺，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

，萬方有罪 ， ~D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 o j]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然且不陣以身為犧牲，以詞說于上帝鬼神，自H此湯兼也 o 雖于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

取法焉。周詩曰: If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

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觀 o j]......古者文武為正(政同)均分，貴賢罰暴，勿有

親戚弟兄之所阿 ， ~D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丈武取法焉 o J (4 7)

(45) I.之」略為衍字。

(46) 1六 j 字按下文|種改為「四j 字。

(47) 全註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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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聖王禹湯丈武，行兼愛，而愛利萬民，可證兼愛之可行也。

(2)兼愛郎自愛，故兼愛必可行:墨子曰: r愛人者，人必從而變之;利人者，人

必從而利之。 J (叫艾曰: r愛人者，必見愛也。」“的大取篇則云:‘「愛人不外己

，己在所愛中，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

兼愛之對象為一切人，而我為一切人中之一員，我愛一切人，己必在所愛之中，

故愛人@O愛己。且我愛人，人亦必愛我，我加人以愛，人亦報我以愛，是愛人即間接

愛己也，由此可知兼愛必可行。

(3)兼愛 130孝親，故兼愛~、可行:墨子曰: r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

我以愛利吾親也。 (50) J 我愛人之親，人必愛吾之親，則我愛人芝親，即所以愛己之

親也。反之我愛己之親而不愛人親，甚或為愛己之親而惡人之親，制人必不愛吾之親

而惡吾之親。若此人人皆不相愛而相惡，則天下必亂，天下亂，吾親必受其害也。故

為孝親計，兼愛必可行。

(4)兼愛為可用，故兼愛必可行:天下之人，不分智愚兼別，皆願從兼君就兼士，

而不顧從別君就別士，是兼愛為善、為可用，故兼愛必可行。

仁)兼愛實行之途徑:

或謂兼愛之難行而不可為者，墨子答曰: r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

為行故也。」叉曰: r嘗有難於此而可為者。 ω) J 學荊靈王好小腰，故荊國之士，

飯不鑰乎一，固攘而後興，按垣而後走，故約食為難為也，然靈王說之，未蜍於世，

而民可移也。叉越王勾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臣值前列

伏水火而死者，不可勝數也。焚身為難為也，然越王說之，未除於世，而民可移也。

叉晉丈公好宜服，晉國之士，大布之衣，胖羊之裘，練串之冠，且宜之屜，入見文公

，出以踐之朝，故宜服為難為也，然丈公說之，未輪於世，而民可移也。若夫兼相愛

，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若有君王說而倡之，則必可行也。故墨

(48) 全註( 2) 。

(49) 全註 (3) 。

(50) 全註 (3) 。

(51) 全註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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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二「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

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i)(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

(三}兼愛社會:

綜合墨書觀之，兼愛說實現之時，其社會情形當如下:

(1)人人互助互教:墨子曰: r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

勸以教人。(切」叉曰: r有力相營，有道相敬，有財相分。(的」叉云:r是以聰

耳明目，相與祖聽乎，是以股眩畢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聽相教幕。(55) J 是人人

有力量者幫助別人，有財貨者分子別人，有學問道德者教誨別人。

(2)人人各得所適:墨子雜守篇云: r使人各得所長，天下事當;釘分其職，天下

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強弱有數，天下事具矣。」是人人皆可獲得自己最能勝

任、最愛好之工作，則天下各行各業均能蒸蒸日上矣。

(3)人人愛人若己:天下之君皆為兼君，天下之士皆為兼士。兼君者必能「觀人之

園，若觀其園。Jf 藉為人之圈，若為其園。Jf退睹其萬民，飢gO食之，寒即衣之，疾

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J (叫兼士者必能「愛人若己J J r愛人之親，若愛其親。

」且睹人人「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生葬埋之。 J (57)

(4)人人富足安樂:墨子非命下云: r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思，亂者得

治。」兼愛下云: r使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o 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

有所放依，以長其身。」是不單使飢者有食，寒者有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且更

使矜寡孤獨者皆有所養，亦即人人生活富裕，安居樂業o

依墨子之意，兼愛學說，誠一最理想之學說也，若能完全實現，則社會必安定，

(52) 仝註( 3) 0

(53) 見墨子尚賢下。

(54) 同註 (18) 。

(55) 全才3) 。

(56) 全註( 2) 。

(57) 全司(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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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兼愛係平等無差別之愛，亦周遍無厚薄之愛，故實行兼愛之人，必周遍無厚薄地

愛利所有之人，且必像愛自己一樣愛利所有之人。此一崇高之道德、理想，若作為一理

論之原則，看，是無庸置疑而不可反對者。然而「愛J 必獨立拉諸事實，合於人情，不可

僅作理論之原則，若本諸事實，合於人惰，則必2頁實行儒家由近而遠，由親而疏之仁

愛，亦即不獨親其親，不獨于其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親親

而亡民，仁民而愛物，終達天地萬物為一整體。且墨家言兼愛，僅言愛人與愛己同，

愛人之親與愛己之親同，以淚被人我之界限，卻未進一層透到由愛人而推及愛物。此

墨子雖提出天志作為兼愛理論之張末，卻未能深體天心，誠一憾事耳。

墨子兼愛之說，雖其定義亦未諸道德義務之嚴正觀念，然、其實行之時，卻以魚最

切實有敬之途霄，莫過於君王悅兼，以兼為政，助之以賞譽'W(之以刑罰。如此，兼

愛@O或可行，其結果必至變質，而不戚其為愛矣。蓋愛之實行，函、出於自動自發，衷

心油然而起，不司出自功利及制裁也。且墨子叉謂行兼愛係奉行天意，故曰:r愛人

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J (58) 此說;尤難行於高級知識分子間也

，是墨子出身平民之故乎!而孔子仁愛之說，不僅來自道德義務之嚴正觀念，且其實

行之時係發自內心，故孔子曰: r我欲仁，斯仁至矣。J 使人心欣然愛人，而非出自

功利，亦非受任何制裁也。

u宜就事實人情言，則孔子仁愛之說，實較墨子兼愛之說完滿，若舍此而就道德理

想言，則墨子之兼愛叉的t于之仁愛為崇高偉大矣\蓋依儒家差等之愛，以己度人，

推己及人，則必有人己之，分;若有人己之分，則必先愛己，而後愛人;推而廣之，叉

有人室己室之分，人家己家之分，人國己國之分，若如此，則必先愛己室，而後愛人

(58) 仝註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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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先愛己家，而後愛人家;先愛己園，而後愛人園。且當人愛己愛不能兼顧之時，

必單愛己而不愛人;當人愛己愛五相衝突之時，文~、愛己而虧人。推而之於人室與己

室，人家與己家，人國與己園，亦復去日是。然、則人與人之相惡相賊，室與室之相筍，

家與家之相亂，國與圍之相攻，又安得而耳tt. ?而依墨家無差等之愛，人與己為一，

親與疏相同。如此則必愛人如己，愛人之親友日己之親自果然愛人愛己不能兼顧之時，

帶牲自己以成全別人，然若愛人之親與愛己之親不能兼顧之時，未知是愛人之親犧牲

己之親，抑愛己之親犧牲人之親;若愛己之親犧牲人之親，則與兼愛之理相背;若犧

牲己之親愛人之親，則「兼愛j 而「似j 矣。是儒墨二家之散心實行上，皆有其

弊。但若詢和二家之說，於實行之時，不妨本諸事實，順乎人惰，但必強調愛人若己

、愛人之親若己之親之崇高偉大，便將順人情Z 自然傾向，化為道德意志，其愛人之

親，進而愛人之室，愛人之家，愛人之明，皆從道德之義務心出發，則由個人以至整

個天下，必一片和諧，安享和平J

(59) 見論語述而篇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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