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莊子》文學的委婉纏綿和哲學的氣勢磅礡，翻閱〈天下〉篇即可一目了然。其具備特異

本質的用語表現有三端：即「萬物畢羅」的宗教性、「深閎而肆」的思想性、以及「諔詭可觀」

的文學性。

西方倫理學影響後世最深遠且最具代表性者就是多瑪斯。多瑪斯是一位哲學家也是一位

神學家，但這並不妨害多瑪斯嚴謹的哲學思考。他的著作等身而且結構細膩、論證縝密、思想

創新，無法不令人讚嘆與佩服。多瑪斯倫理學是西方中世思想的大綜合，不但統整所有希臘、

希伯來、猶太的哲學思想，並創建中世時期以士林哲學為主軸思想最偉大的哲學系統。作為多

瑪斯代表作品的歷史神學《神學大全》，是多瑪斯眾多著作中的一部不朽鉅著。

多瑪斯的倫理思想提示「天主聖化人類歷程」清晰架構：天主是「天主聖化人類歷程」終

極的始源、人是「天主聖化人類歷程」倫理實踐的主體、「基督」是「天主聖化人類歷程」人

類回歸天主的必然道路。

莊子的道德理論明示「天道道化人類歷程」清楚藍圖：天道是「天道道化人類歷程」終極

的始源、人是「天道道化人類歷程」道德實踐的主體、道是「天道道化人類歷程」人類回歸天

道的必然道路。

《莊子》與《神學大全》基於「超自然或神的啟示」，皆是屬於一種「歷史神學」的著作。

其中皆具體論及「幸福倫理」、「神學倫理」、「哲學倫理」、和「救贖倫理」的內容。

礙於篇幅的限制，本書只涉獵《莊子》與《神學大全》關於「哲學倫理」的部份，亦即本

書所論述的第一部「倫理的人學基礎」與第二部「倫理的德行實踐」。

至於「神學倫理」、「幸福倫理」、和「救贖倫理」三部份，則是未來研究的方向與目標。

亦即「神學倫理」是人性完美的發展和希望，以及「幸福倫理」和「救贖倫理」則是人性完

美的最終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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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跟隨恩師潘小慧教授讀書和做研究，已經六年了。

記得 104 年輔仁大學哲學系博士班入學考試，是我碩士指導教授伍至學老師

親自為我補習和輔導的。至學老師希望我成為小慧老師的門生，他常提到小

慧老師，具有學者風範，她的身教與言教，名符其實。若能成為她的門生，一

定能「虛而往，實而歸」。 

於今看來，至學老師真的有先見之明。而且，當初他交待給我的寶貴意

見，的確拯救了我。至學老師是老莊道家學界專家，他帶我踏進《老子》領

域。至學老師為我安排好碩士階段研究《老子》的「德」，他說：「若有機會，

可以進入輔仁大學研究《莊子》的『德』」。因此，我就聽從老師的話，去報考

我覺得很困難考取的輔仁大學哲學系研究所博士班。也許是老師幫忙讓我考

進輔大哲研所的，可是，老師卻說我是自己考上的，要我在輔大跟隨潘小慧

教授好好讀書和做研究。 

《老子》的「道」是向上之「道」，他的「德」跟從向上之「道」，由形而

下到形而上，層層超越。因此，從《老子》文本著手，就能把「德」整個輪廓呈

現出來。可是，《莊子》的「道」是向上和向下之「道」，他的「德」也是向上和

向下之「德」，而這兩重之「德」，又是齊頭並進。因此，《莊子》的「德」，對於

研究者來說，出現在文本語詞意義的脈絡特徵並不顯明。所以，初始從《莊子》

文本雖努力挖掘，完全整理不出任何頭緒。為此，我花費三年時間，毫無所得。 

想起至學老師的文采與博學，我則鄙陋至極。看到小慧老師的學問，她

總以「神受而昭然」，我則「不神以求而昧然」。因此，一直以來都使我感到惴

惴不安，而缺乏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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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進入我們系裡的同學最多，總共有 11位。而且，同學之間感情極

好。第一年和第二年上下學期，系上開的大學外語課程――拉丁文和希臘文，

一起入學的同學都很用功學習；還有其他必修的專業科目，也都一起上課。

尤其，我們之間已建立起有如革命必需共同奮鬥之情感的堅定友誼。這對每

個同學而言，無異是一股強勁的推動力量。因為，同學互相勉勵，希望彼此

都能順利畢業。因此，大家又從拾信心，並恢復原初快樂的心情。 

系上的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是嚴苛而殘酷的。中西哲學史這一門科目，同學

們都讀完好幾個版本。另外，同學之間大都選倫理學這一門科目；而潘小慧的

德行倫理學，我和其他同學也都熟讀到可以背誦。考前準備是相當艱苦的過

程，但是，覺得生命極充實。這種滋味，有酸苦也有甜蜜，令人永生難忘。 

潘小慧開的倫理學專題，是必須選修的課程。從亞理斯多德的《尼各馬

科倫理學》到《儒家倫理學》，同學們踴躍和老師討論著什麼是「德行」。這門

學科使我研究《莊子》的「德」，在找不到門徑的痛苦之際，彷彿得到開啟大

門的鑰匙，似乎見到一絲獲救曙光。 

潘小慧的讀書會，於 106年 9月 19日開始，每一個月舉辦一次。讀書會

在晚上 5 點半到 7 點半，這二個小時的時間，給指導的研究生發表論文寫作

心得，以及老師和同學們對於發表論文所提出的檢討和意見。每次的讀書會，

我都從花蓮上午就出發，下午三點以前就到了學校。每一次的讀書會，我一

定都參加，並且發表論文的寫作心得。這個時候，我的論文題目已經有了方

向，而經過多次調整，直到論文提要口試完畢，論文題目才確定是――「《莊

子》倫理學研究―以多瑪斯倫理學為線索」。研究《莊子》的「德」，從多瑪斯

倫理學尋找線索，是潘小慧老師給我最大轉折的指導。沒有這部分的跨越，

研究《莊子》的「德」，我無法完成。 

在我心目中，潘小慧老師總是以身作則。盡心竭力教導同學的同時，她

也和學生一樣，於學期結束時繳交一篇論文。但是，老師繳交的論文品質是

超級棒的，是哲學與文化出版社徵稿所要刊載的學術專業論文。 

在論文方面，非常感謝擔任論文學位考試審議的諸位委員，關永中老師、

伍至學老師、鈕則誠老師、游惠瑜老師、潘小慧老師，他們對於全篇論文各

種大小問題，鉅細靡遺提出質疑和挑出毛病；並且，不吝傳授解決的對策和

教導正確的範式。這幾位專家學者花費許多時間審閱我的論文；而且，批示

許多論證不足之處、或需要補充資料的地方。因此，也萬分感激他們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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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寶貴意見，讓我察覺到自己在思想方面，仍存在著見解淺薄和視野侷限

之缺點。期許自己未來研究之路，能夠努力加強思想方面的思辨能力，庶幾

開拓和擴展學術工作的思考深度和視域廣度。 

我的弟弟藍崇文，已經是臺灣大學資深特聘教授了。為了他老哥因為撰

寫莊子和多瑪斯倫理學的論文，陪伴我一起融入莊子和多瑪斯思想的精神裡。

他放下教授階級的身段，把我講述的心得當成一堂一堂的哲學課，以學生的

態度在聽講，並且寫成一篇一篇的學習成果，發表在臉書上。其實，對他來

說，這簡直是疲勞轟炸。只是，他心疼我這位老哥活到這把年紀還這麼用功

和上進，不忍看我每日焚膏繼晷認真努力學習，結果還畢不了業。所以，他

願意盡一切激勵我，是真心期待我能順利畢業。 

我有一位特別的母親，她目不識丁。可是，她一生受人敬重。因為，她

雖不識字，道德修養卻是很高。我很難取悅母親，過去以為侍奉她以榮華富

貴，便能得到歡心，卻錯了。原來，我求學上進修養道德，才能如《莊子》徐

无鬼說魏武侯的寓言一樣，使她大悅而笑。 

我最敬重的父親，已經不在人間。不過，當初父親在病重之際，在加護

病房煎熬十七個日夜，就是要等到我領到碩士畢業證書才願意離開我們的。

這說明父親是如何重視我的好學精神與課業成就。為此，我一定要把這份得

來不易的榮耀，與在天鄉的父親一起分享。 

除此之外，也真心感謝在學校裡一起學習的林怡玲、陳素花、尤碧雲、

張國濱、賴淑芳，詹民紳等等這些同學；以及辦公室戴立仁學長與李惠美學

姊兩位助教多年的關心與協助。 

每個人生命中的過程，都是為了追求最後目的而行動。這個最後目的，

就是幸福。可是，幸福對每個人來說，卻又是那麼陌生和那麼遙遠的東西。

而且，幸福的獲得，又必須付諸熱烈的愛之行動，不論是對近人或是對造物

者而言，都要以這份行動來完成。因此，可以說，人有德行，才能擁有幸福；

人有熱烈的愛之行動，幸福才能追求得到。所以，愛是所有德行之母。何其

幸運，幸福對我而言，總是未曾遙遠。因為，在我生命中得到許多貴人之幫

助，讓我能向幸福招手，而使幸福不曾遠離。對於幫助我的貴人，我銘記在

心，永遠不敢忘懷。 

2021.05.01 謹誌於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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