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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筆者認為老子、孔子、鬼谷子的學說哲理，加上最初的易學與後來的佛學，交織影響
神州大地中華文化迄今，因此了解領會《鬼谷子》的內容，並且從《易經》、《道德經》
、
《中庸》和《六祖壇經》中，找出與其經義相應互鳴之處，顯得格外重要。只是和老、
孔、佛學，多不勝數的資料相比，筆者認為有必要先論述自己對於谷學的縱橫思想，而這
思想或許可從「囗」字說起。
關鍵詞：
《易經》、
《道德經》、
《中庸》、
《鬼谷子》
、
《六祖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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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may be said to be based on the philosophies of Daoism,
Confucianism, the I Ching and Buddhism. In a solemn atmosphere of revering and worshiping
Laozi, Confucius, and Buddha, Guiguzi'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culture is almost ignored and
forgotten by Chinese descendant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Guiguzi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Art of Speaking, Listening, and Silen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its
connections with the I Ching, Dao De Jing, Zhong Yong, and the Liou Zu Tan Jing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Since there has been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on the Guiguzi, it is
important to make its contents better known. In particular,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crisscross
study of the Zong Heng Jia (school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lliances), beginning with the
meaning of “ 囗 wei”, which means “to surround”.
Key words: I Ching, Dao De Jing, Zhong Yong, Guiguzi, Liou Zu Tan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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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壹、前言

筆者認為老子、孔子、鬼谷子的學說哲理，加上最初的易學與後來的佛學，交織影響
神州大地中華文化迄今，然而在書寫另篇文章，深入探討老、孔、佛與谷學，經義相應互
鳴之處前，筆者認為有必要先論述自己對於谷學的縱橫思想。韓非子謂：
「從者，合眾強
2

【弱】以攻一弱【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
《韓非子‧五蠹》）縱橫家最著
名的代表人物，非鬼谷子兩位高徒莫屬，周顯王二十九年（西元前 340 年）
，蘇秦倡導六
國合縱抗秦，又過十二年後，周顯王四十一年，張儀相秦，倡連橫各國朝秦，孤立楚，大
敗韓、趙、魏。談論縱橫家的戰國事跡，廖蒼洲描述：
縱橫策士，游諸侯，說人主。或在諸侯盟國間搬弄是非，或在諸侯對陣前平息
紛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操縱戰國局勢達百餘年之久。這個時期的縱橫
3

家，憑口舌之力，唾液之勞，獲高官尊位，享俸祿封邑者，真不乏其人。

為了榮華富貴，名聞利養，而能言善辯、伶牙俐嘴、口若懸河，成為中華兒女對縱橫家
的印象觀感。而這個記錄在《戰國策》的言行舉止，卻使人產生一個困惑，百思不解，
4

因為在《鬼谷子》經文中，〈本經陰符七術〉，所要求懷天心，施德養的聖人志士，與〈捭
闔〉、
〈反應〉、〈內揵〉等篇，所描繪的說客策士，似乎在形象上，強烈的相互衝突。如果
只從表面研讀判別這個矛盾形象，相信任何人都甚難解釋清楚，筆者曾以專文另行探討
《鬼谷子》一書的架構與理論，指出鬼谷子以口之開闔的比喻，闡述捭闔之道，因而能從
默、言、聽的角度，分析說明本書，摘述如下：
每個人來時，口未生而無口，一但出生有口後，就能言又能食，然而動用開
閉這一張口，吃飽飯足，就不要隨意講五四三的話，最好閉口默而無為，因為
1
2
3
4

筆者很感謝匿名審查師長的寶貴指導意見，編輯部門師長的包容見諒，文章今已盡力修正之。
張素貞：《新編韓非子》
（臺北：國立編譯館，2001 年）
，頁 1366。
廖蒼洲：
〈縱橫家研析（一）縱橫家的起源〉
，
《修平人文社會學報》第 13 期（2009 年 9 月）
，頁
97。
在筆者當下時空，世界新興宗教臺灣唯心聖教，恭奉鬼谷仙師王禪老祖為天界教主，混元禪師為
人間宗主，受持讀誦時，為求慎重恭敬，該宗門將道藏留世本《鬼谷子》一書改稱《鬼谷子三卷
真經》
，因而日常百姓逐漸跟著稱呼為《鬼谷子三卷真經》
，本文引用時，仍以學界通稱《鬼谷
子》為準。如同其他古籍資料，考證時常出現真偽爭議，凃宗佑敘述：
「而與蕭登福先生持相同看
法的，如許富宏先生，就於其著作《鬼谷子研究》中提到，
《鬼谷子》一書雖未被收錄，但是卻有
被引用的情況，如劉向就有於著作《說苑》中的〈善說〉篇中明引《鬼谷子》文，此說明了《鬼
谷子》早在西漢時就已存在，說其為後世所偽造明顯的根據不足。
」見凃宗佑：
《
《鬼谷子》方法研
究》
（臺北：東吳大學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頁 6。不論書本真偽為何人著述，戰國
時期合縱連橫思想，卻有其人其事，本文僅從該思想本身探微為準，相關資料請參閱許富宏：《鬼
谷子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頁 4-5。黃春枝：
《鬼谷子心法在臺灣》
（南投：
財團法人中國人間淨土功德基金會，2002 年）
，頁 11-15。蕭登福：
〈鬼谷子真偽考（上）
〉，
《中華
文化復興月刊》第 16 卷第 11 期（1983 年 11 月），頁 34-40。蕭登福：〈鬼谷子真偽考（下）
〉，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 16 卷第 12 期（1983 年 12 月）
，頁 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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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言者，有諱忌也。眾口爍金，言有曲故也」，若真
有必要開口時，則須言而有物，
「故口者，機關也；所以開閉情意也」
（《鬼谷
子‧權篇》
）
，所以要不是當一位默者，閉口講心聲說給自己聽，或是聽別人講
心聲，就是當一位言者，心身開口說給一位聽者，聆聽自己心聲，於是世上有
5

無數的人，不停開口閉口，吃吃喝喝，靜默思忖，聽人說話，與人交談。

或許因為聖人志士是講給自己聽，默而無為的內心世界，對言而有物的外在世界而言，這
樣的自知，也只有天地能知，也只有存著同樣志慮思意的人能知。並且以此觀點，按照
經文讀閱下來，能隱微查覺到經義是連貫一致的。
〈盛神法五龍〉
、
〈養志法靈龜〉
、〈實意
法騰蛇〉及〈分威法伏熊〉，闡釋在靜默思忖時，應具備的素養和心態，然後從〈散勢法
6

鷙鳥〉起，說明在言談時，如何「揣說圖事，盡圓方，齊短長。
」緊接著〈轉圓法猛獸〉
與〈損兌法靈蓍〉討論起圓方心術。直到〈捭闔〉，鬼谷子總結：
「以陽（言）動者，德相
生也。以陰（默）靜者，形相成也。以陽（言）求陰（默），包以德也；以陰（默）結陽
（言）
，施以力也。陰（默）陽（言）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默）陽（言）之道，
7

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若將陰默陽言的譬喻置入，就會發現圓
方是開口出言「說人之法」的關鍵字眼。除此之外，當圓方門戶閉合時，默而無為運用的
謀略效果「若以鎰稱銖。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
」正是《孫子兵法》所提「故勝兵若以
鎰稱銖」的引申運用。進一步，筆者也觀察到從〈分威法伏熊〉起，甚至直接引用《孫
子兵法》原文於經中，
「勝者之戰，若決積水于千仞谿者，形也」
，「紛紛紜紜，鬪亂，而
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
「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
8

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

從這些引述中，不禁令人臆測聯想，說人之法、圓方心術，彷若鬼谷子解讀下的《孫
子兵法》
，康經彪說明：「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包含著對戰爭與政治、經濟
之間內在關係的理解，反應出對戰爭本質的深刻洞察。申言之，『不戰而屈人之兵』，即
9

是不以武力而運用智慧來取勝的戰法，此也是超越敵我兩方立場的戰略。
」孫臏與龐涓同
為鬼谷子弟子，倘若研習過兵法軍事，或許就是師法兵聖孫武的《孫子兵法》
，這本如蔡
憲昌所言：「世界古代第一兵書」
，「兵學聖典」
，孫子的「戰爭觀是『全勝的戰爭觀』、『全
10

民的戰爭觀』
、
『詭道的戰爭觀』
；並要作到『先知』
、『先算』
、『先勝』三個『先』字。」然
5

蕭登福：
《鬼谷子研究》
（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 年）
，頁 210。見陳榮旗、何佳倫、游惠齡：
〈
《鬼谷子》的架構與理論〉，
《空大人文學報》第 28 期（2019 年 12 月）
，頁 70。
6 蕭登福：
《鬼谷子研究》
，頁 263。
7 蕭登福：
《鬼谷子研究》
，頁 154。
8 魏汝霖註譯：《孫子今註今譯》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4 年），頁 34-37。直接引用《孫子兵
法》原文於《鬼谷子‧損兌法靈蓍》
：「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為之辭。
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為之決。故善損兌者，誓若決水於千仞之堤，轉圓石於
萬仞之谿。而能行此者，形勢不得不然也。
」見蕭登福：
《鬼谷子研究》，頁 270。
9 康經彪：
〈《孫子兵法》
「不戰而屈人之兵」評釋〉，
《黃埔學報》第 68 期（2015 年）
，頁 19。
10 蔡憲昌：
〈《易經》與中國兵學思想〉
，
《嘉義大學通識學報》第 5 期（2007 年 9 月）
，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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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好比兩個精通《孫子兵法》
，擁用當時世上最先進的戰備武器資源， 儼如兵聖再世的兩
人，雖然善戰善勝，卻未能減低損傷，達到全勝而退的境界，結果一者，萬箭穿心而亡，
一者，半身不遂而存，這樣一死一傷的慘痛教訓，深刻告誡世人，軍事再強大，兵法再鬼
11

奇，只是驗證《戰國策‧秦策二》所言：「今兩虎諍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
」慘烈
戰爭下，哀鴻遍野、生靈塗炭，象徵任何人以武，平天下，終歸痴心妄想一場。因而《孫
子兵法‧謀攻篇》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
12

兵，其下攻城。」或可解釋為，智謀外交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主旨戰略，武力攻打為其戰
13

術運用，但是中華民族七千年風風雨雨的歷史證明，上智者藉由國際交流，溝通談判化解
紛爭，以和，平天下，餘皆不智。由此不難想像，當鬼谷子高徒張儀與蘇秦，再現戰國風
雲舞臺時，雖不再以戰揚名，反而帶動引發一場縱橫思想風潮，細心推論，縱橫思想才應
是善之善者所該採取的兵法軍事戰略。縱橫家外在形象是好是壞，就由史學家來評斷其是
非功過，而筆者此篇論文切入的角度，是想說明縱橫思想的重心，不光是縱橫，還有連合
兩字，而這一切得從「囗」說起。

貳、易棋、弈棋、鎰棋
囗，音ㄨㄟ ˊ，同圍字，義為圍繞，查閱《說文解字》解釋，囗回也。象回 帀 之
14

形。凡囗之屬皆从囗。圍守也。从囗，韋聲。查閱線上中華語文知識庫解釋囗和圍的漢字
源流：
金文以

像包圍的樣子。篆文因字體的關係，改

形，音、義無別。隸書

為

，也像包圍之

、楷書囗承自篆文之形以定體。以上諸形，都據具

體的實象造字。在六書中屬於象形。
甲骨文作

，從止、

形，在此表示眾人；

，

像右腳掌，都屬象

，像四周封閉包圍的樣子，在此表空間。二者相合，

可會以包圍的意思。另一形作
人。金文第一例，止、

聲。止像左腳掌，
，在空間裡多了

二字填實，外增

、

，以示被圍之

字，可會以被包圍的意思，構

11 漢‧劉向編：《戰國策》（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140。
12 魏汝霖註譯：《孫子今註今譯》，頁 103-104。
13 為周應時著作的《戰學入門》寫序時，孫文指明：
「當此之時，世界種族，能戰則存，不能戰則
亡，優勝劣敗，弱肉強食，殆視為天理之當然，此誠進化前途之大厄也。我中華為世界獨存之古
國，開化最早，蠻風久泯，人好和平，不尚爭鬥；乃忽逢此白禍滔天之會，有亡國滅種之虞，此
志士仁人欲為人道作干城，為進化除障礙，有不得不以戰止戰者也。……近代科學大明，武器進
步，治軍之複雜，迴非前代所可比儗。昔有不讀兵書而可以為名將者，今則非深造乎學問不足
以臨陳圖敵矣，此戰學之所以不可不講也。」見孫文：《國父全集‧第三冊》
，中山學術資料庫，
（http://sunology.culture.tw/cgi-bin/gs32/s1gsweb.cgi/login?o=dwebmge&cache=1585477130275），
2020 年 3 月 3 日檢索，頁 574-575。
14 王貴元：
《說文解字校箋》
（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年）
，頁 25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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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為從止、

，

聲。第二例

別置於其內

之上下，以示包圍之義，再加

二例，應承自金文第三例。篆文作

，顯然承自甲文第二例。第三例二止分
於外，以表其聲。戰國文字

，和金文

全同，承自於彼，當可確

信。隸書、楷書之形都沿篆文以定體。自金文第三例以下，都是從韋、
15

聲。在六書中屬於形聲兼會意。
囗字和口字看來幾乎一模一樣，只是大了點，或許可以引申為眾多人口所居住的範圍也
無妨。而圍棋，囗棋，或許也可以引申為黑子、白子彼此迴轉周旋，包圍或突圍一口氣
16

17

而行的益智遊戲，一種中華民族自古訓練人，建構與應用思維創意的方法。在《論語‧
18

陽貨》，孔子提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無所事事一整天，還不如下下圍棋也好，可見得在春秋戰國時，圍棋已是中華兒女生活
裡常見的消遣娛樂。而從悠久的中華文化圍棋歷史可以窺知，世人有以易論弈，以弈論
19

鎰的傾向。

班固《弈旨》云：
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
20

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

15 另 查閱線上象形字典解釋圍字，韋是圍和衛的本字。韋，甲骨文
= （囗，城邑）+
（兩
個止，即兩個趾，借代兩雙腳）
，表示在城邑東西兩側出警巡邏。有的甲骨文
用三止
代替
兩止
，表示警哨圍繞城邑南、北、東三面巡邏、把守。有的甲骨文韋把東西兩面巡邏的字形
調整成南北兩端巡邏的字形
。繁體金文
承續繁體甲骨文字形
。簡體金文
承續
簡體甲骨文字形
。當韋的繞城巡邏護衛本義消失後，甲骨文
在韋字
基礎上再加行
（行進）另造衛代替，表示守卒圍繞城邑行進巡邏，警戒護城；或金文
在韋字
基礎上再
加囗
（城邑）另造圍代替，表示衛兵繞著城邑巡邏。造字本義：動詞，衛兵繞城巡邏警戒。
篆文
、隸書
承續金文字形。相關資料請參閱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
版社，2014 年）。
16 晉‧張華《博物志》記載：「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
」
見清‧陳夢雷：
《古今圖書集成‧卷 801》（臺北：文星書局，1964 年），頁 1053。
17 蔡巨鵬認為：
「易經是一個『思考』的工具！」並且試著「歸納整理出《易經》的創造思維模式」
以「建構出一套有系統的創造思考訓練模式」
。見蔡巨鵬：《易經創造思考訓練模式之建構與應
用》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創造力發展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9 年）
，頁 1。
18 孔子並沒明說下棋不好，但是從孟子話語能推知，當時越來越多人沉迷於圍棋，影響生活作息，
甚至成為一種不務正事的隱憂。《孟子‧離婁章句下》記載：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
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
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見謝
冰瑩、賴炎元、邱燮友、劉正浩、李鍌、陳滿銘編譯：
《新譯四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
限公司，2013 年）
，頁 490。
19 《說文解字》解釋：
「弈圍棊也。从廾，亦聲。
《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
』
」見王貴元：
《說文解
字校箋》
，頁 110。
20 唐‧歐陽詢編：
《藝文類聚‧卷 74》
（臺北：新興出版社，1973 年），頁 1908-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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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天章《玄玄棋經‧序》曰：
蓋以動靜方圓之妙，縱橫錯綜之微，直與河洛圖書之數，同一機也，非通玄之
21

士，不足輿論乎此。

張倖瑞研究時指出：「圍棋與《易經》在內涵和符號對應上絲絲相扣，相通相合。……棋
盤猶如天空，棋子乃是日月星辰，……圍棋是一部無字的天書，黑白對峙，體現著陰陽變
22

化；光陰流轉，正暗合八卦雙魚圖。
」而將圍棋與兵法結合在一起，桓譚〈新論〉言：
「俗
23

有圍棋，或言是兵法之類。
」 馬融〈圍棋賦〉白：
「略觀圍棋兮法於用兵，三尺之局兮為
24

戰鬥場。陳聚士卒兮兩敵相當，拙者無功兮弱者先亡。」張擬的《棋經十三篇》更是仿效
25

《孫子兵法》的弈棋專書，並且〈論局篇第一〉也涉及易學觀念：
夫萬物之數，從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生數之主，據其極而
運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分而為四，以象四時。隅各九十路，以
象其日。外周七二路，以象其候。枯棋三百六十，白黑相半，以法陰陽。局之
線道，謂之枰。線道之間，謂之罫。局方而靜，棋圓而動。自古及今，弈者無
26

同局。
易棋、弈棋、鎰棋，三種不一樣的思想領域，交會融合於棋理中，然而《戰國策》記載的
縱橫家言行舉止，致使皮日休於〈原弈〉裡批評：
「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豈
能以害詐之心，爭偽之智，用為戰法，教其子以伐國哉！則弈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害
27

詐爭偽之道，當從橫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豈曰堯哉！」陳雙景也點出：
「縱橫家在致
力於說話技巧的講究之餘，若也同時堅持高尚品德，把語言當作手段，淑世濟民是目的。
28

換句話說，縱橫家也有儒家的胸懷，
」則縱橫家在史上將更放異采。

29

因為孔子希望君王好仁，進而能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所以特別要求君子修
21 王汝南：《
《玄玄棋經》新解》
（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88 年），頁 1。
22 張倖瑞：
《中國圍棋思想之文化研究》
（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頁
127-128。
23 清‧陳夢雷：
《古今圖書集成‧卷 801》
，頁 1053。
24 清‧陳夢雷：
《古今圖書集成‧卷 799》
，頁 1038。
25 葉亞金等人認為《棋經十三篇》與《孫子兵法》關係密切，見葉亞金、姚平、潘雯雯：
〈
《棋經十
三篇》的圍棋觀〉
，
《浙江體育科學》第 22 卷第 6 期（2000 年），頁 54-56。
26 朱銘源：《中國棋藝》
（臺北：正中出版社，1991 年），頁 92-93。
27 清‧陳夢雷：
《古今圖書集成‧卷 799》
，頁 1041。
28 陳雙景：〈縱橫家的說話技巧—游說、談判之竅門〉，《文藻學報》第 8 期（1994 年 3 月），頁
37。
29 探討儒家與孫子的用兵思想，陳唯欣提出幾點看法，一、王道政治，足食足兵，二、重視武備，
慎于兵事，三、仁者無敵，四、以民為本，五、和平反侵略，六、知機見微。見陳唯欣：《
《孫子
兵法》的管理哲學》（臺中：東海大學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頁 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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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養品德皆從自身做起，但是換個角度，換個標準來衡量，張儀或蘇秦當時所面臨的處境，
又哪裡有違背孔子於《論語‧衛靈公》所言呢？「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31

成仁。
」伴君如伴虎，誰敢說之以情，動之以理，以口舌化解意氣用事產生的非必要戰爭
呢？而且當事情演變到關係天下存亡時，在下者，又有誰敢出言勸上？還能保自己全身而
退呢？在當時的戰國氛圍，追求榮華富貴，付出的代價，就是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一句
話說錯，就不見天日，以此言之，誰想做張儀？誰敢做蘇秦？但是為了天下太平，世界和
平，黎民百姓需要有人做伊尹、做呂尚，輔助明君，也需要有人敢做張儀、敢做蘇秦，導
引庸君、昏君、甚至暴君。所以除非看淡、看開、看破，不然人都活在名利中，道德仁義
和名聞利養，也不是絕對的黑白之分，為什麼人就不能一方面追尋美滿幸福的生活，一
方面涵養自我德性，利他利己呢？入世與出世，都能圓滿兩足，豈非是更美好的人生價
值目標。《鬼谷子‧謀篇》亦表示：「言有之曰：
『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制道，在隱
32

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
」成中英將易之五義「分別為生生源發義（彰顯不
易性），變異多元義（彰顯變易性）
，秩序自然義（彰顯簡易性）
，交易互補義（彰顯交易
33

性）
，以及和諧相成義（彰顯和易性）。
」以此類推論之，弈之五義，方圓黑白、不易，棋
局無同、變易，道具自然、簡易，陰陽縱橫、交易，連合一如、和易。
《中庸》曰：
「中也
34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如何中正不偏？如何致中和？縱橫家連合
學或為一法。

參、合縱連橫及縱橫連合
《鬼谷子‧轉圓法猛獸》敘述：
30 在〈民族主義第六講〉
，孫文闡揚：
「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
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
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
所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
」見孫文：
《國父全集‧第一冊》
，頁 49。
31 謝冰瑩、賴炎元、邱燮友、劉正浩、李鍌、陳滿銘編譯：《新譯四書讀本》
，頁 244。
32 蕭登福：《鬼谷子研究》，頁 224。不染雜主觀意識形塑的個人價值觀念，情感傾向，道德信念
等，客觀的分析任何卦象，判定吉凶禍福，即是以講求得中得正為基礎。
33 成中英：
〈論易之五義與易的本體世界〉，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1 期（2006 年 7 月）
，頁 3-4。
研究中華文化，特別是文史哲，都會有前賢大德引易，或補充、或強調自己的論述，易學儼然居
於中華民族學術核心，雖然以宣揚風水學為主軸，但是依據王禪老祖開示，臺灣新興唯心聖教宗
主混元禪師也時時呼籲：
「大家學易經，做人處事可安心。大家學易經，身體健康心安寧。大家
學易經，做事工作可順心。大家學易經，大人小孩皆聰明。大家學易經，公司客戶無欺心。大家
學易經，修行路上可見性。大家學易經，家庭圓滿一條心。大家學易經，國家社會見太平。」見混
元禪師：《兒童學易經》（臺中：兒童學易經推廣中心，2013 年）
。可見，不論是傳統五術界，還
是現今學術界，不論凡事皆占，還是善易不卜，不論是從數術還是義理入易，能夠兩者不偏廢，
學易研易者，陽（義理）中有陰（數術）
，陰（數術）中有陽（義理）
，或許才能稍稍完整述說迄
今七千年的易之文化，不然各執一端，如現前仿西式教育體制，將理工跟人文，分割成兩不相干
般，只是一直不斷重蹈過往人為治學，不自覺偏道的錯失。
34 謝冰瑩、賴炎元、邱燮友、劉正浩、李鍌、陳滿銘編譯：
《新譯四書讀本》
，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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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聖人懷此，用轉圓而求其合。故與造化者為始，動作無不包大道，以觀神明
之域。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
35

終。
圍棋盤的縱橫成罫，子立其上，恰如盤谷在這天地無極的神明之域，開天闢地，人立其
中。棋子可代表一人、一家、一村落、一族群、一集團、或一國家，有黑有白，表示在多
元不同的選擇狀況下，最後常常會形成兩種言談見解相對的情形，而在現實世界裡，見解
相對，往往有人就會禍從口出，揶揄譏諷，挑起事端，於是雙方一言不合就起紛爭對立，
抗爭衝突，加上為了生活糊口，圍地耕田的惡性競爭，導致更多的武力鬥爭，而許許多多
鬥爭，終將引發不可避免的軍事戰爭。
36

正如《周易‧序卦傳》所言：「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師卦象曰：
37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王仁祿解釋當人民如水般匯集一起生活，「為了容民
38

畜眾，除了以道德治其本，禮法治其末之外，還用武力來保障。
」武力是用來保家衛國，
卻在連年戰爭中慢慢走樣，各個國家的國君諸侯到處搶奪資源，侵城掠地，惡劣如《鬼谷
子‧抵巇》描述般，
天下紛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
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牙巇
罅。聖人見萌牙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
39

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
回溯中華文化歷史時空到先秦時期，從周朝衰落，春秋禮樂制度崩壞起，天下紛錯的亂世
終於到來，諸侯割據各方的戰國時代，七國間相互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最強大的一國，
當然最渴望能將其他各國，個個擊破，佔領併吞，而其他各國必然也深知此一危機，從而
計議彼此協同抵禦。自然漸漸形成合縱或連橫的意見策略，相對相峙的兩個集團，彷若陰
陽對弈，正可用圍棋作比喻，圍地吃子，最後以所圍地的大小決定勝負，對弈雙方象徵兩
35
36
37
38

蕭登福：
《鬼谷子研究》
，頁 266。
郭建勳注譯：
《新譯易經讀本》
（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頁 579-580。
郭建勳注譯：
《新譯易經讀本》
，頁 67。
王仁祿：〈周易大象禪微（上經）〉
，
《興大中文學報》第 2 期（1989 年 1 月）
，頁 6。相關資料請
參閱王仁祿：
〈周易大象禪微（下經）
〉，
《興大中文學報》第 3 期（1990 年 1 月），頁 1-20。廖慶
六：〈淺釋易經「師」卦 〉
，
《國文天地》總 336 期（2013 年 5 月）
，頁 124-132。
39 蕭登福：
《鬼谷子研究》
，頁 176。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中，孫文的話語，仿若生動地詮釋這
段經文：
「今日的滿清政府，差不多像一間傾倒的房子，他全部分的構造，都已腐爛，他的基礎，
也已虛空。……究竟有誰能夠把好多的木材，支撐在四壁的外面，而不使他坍倒麼，吾們恐怕反
而使他快些傾倒罷了。……現今韃靼人的統治權，……早已發現破裂，到死亡的時期，恐怕不遠
了。……現在倘使要解決這火急的問題，還要撤除全世界的亂源而轉入和平之境，必須另行組織
一個新的文明政府，來替代這個老朽的，那是很明白的了。」見孫文：《國父全集‧第二冊》
，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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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兩股不同的輿論共識，看起來黑白忤合對立，揣摩權量，實際上只是陰陽捭闔，反應
相待，若視合縱、連橫為陰陽兩氣，則也如一陰一陽互動交流般，縱橫交叉為十，必有連
合一點之處，更細緻點想像，合是陽，縱是陰，連是陽，橫是陰，合縱或連橫兩字本身，
即為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所以不管個人或國家，有意無意地選擇合縱或連橫，其結果是
一樣的，
合縱合縱，合合合，合到最後，復歸為一。（太極）
連橫連橫，連連連，連到最後，復歸為一。（太極）
縱如戰國弱肉強食的現實狀況，其最終結果也是一樣，所不同的只是時間過程的長短，
根據此理論推演，六國（燕、楚、齊、韓、趙、魏）合縱抵抗秦，成之則剩六國，因為
能成之，六國（燕、楚、齊、韓、趙、魏）中的五國（楚、齊、韓、趙、魏）合縱抵抗
剩餘六國中的一國（燕），如此循環反復，最終將剩一國，天下平已。反之，若是秦連橫
五國（燕、楚、齊、韓、趙）共併一國（魏），成之剩六國，因為能成之，秦再連橫四國
（燕、楚、齊、韓）共併一國（趙），如此循環反復，最終將剩一國，天下平已。
方口

周全

圓心

縱橫 連合 歸

定 橫連 縱合

靜陰

全周

動陽

將當時天下化為棋局，各國策士、謀士，憑藉三寸不爛之舌，翻雲覆雨，縱橫天下，
最後促成出中華民族有史以來，首個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帝國秦朝，而活躍於這一時期的這
些縱橫家，其理論精華，實務上的政治策略，辯論技巧，以及整個實施經過的要點記述，
可說主要彙整歸納於《鬼谷子》與《戰國策》中，生動的故事情節，人物的豐富形象，語
言文字的巧妙運用，嘆為觀止的寓言比喻，體悟生命的實用見識等，留給後代中華兒女，
許多寶貴的史料事跡，精神風貌，經驗智慧等。在分析東西談判異同之處，岑逸飛讚揚：
「鬼谷子為縱橫家鼻祖，縱橫家所崇尚的是權謀策略及言談辯論的技巧，其指導思想是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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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家的應變之道。」然而僅從外在的言行舉止認知縱橫思想，並不十分完整，因為「用轉圓
而求其合」的圓方心術是由兩大部分構成，縱橫連合和合縱連橫，前者即為不戰而屈人
之兵，默而謹遵的主旨戰略，後者即為智謀外交，出言談判之戰術運用。更細微點講，
「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
戶。」為了「以陽求陰」達到「以陰靜者，形相成也」，必須「包以德也」
。也就是說，將
太極圓圖，四方安定，左右不變，呈現如捭闔方圖的黑白平衡，正反調和，就必須有「懷
天心，施德養」的聖人志士，善用周全合縱連橫的智略計謀，一出天下定太平，相對地，
為了「以陰結陽」達到「以陽動者，德相生也」，必須「施以力也。
」（
《鬼谷子‧捭闔》
）
41

42

讓正反調和，黑白平衡的捭闔方圖，呈現如太極圓圖的陰陽互動，道轉德生，依然須有
43

「懷天心，施德養」的聖人志士，妙用周全縱橫連合而積德累仁，一入世界歸和平。也惟
地方坤德

聖人之心

天圓乾道

後地九宮

人立其中

先天八卦

地形氣運

捭闔出入

天象氣行

40 岑逸飛：
〈中國傳統的談判有異西方—《鬼谷子》一書略說〉
，
《國學新視野》春季號（2013 年）
，
頁 35。
41 蕭登福：《鬼谷子研究》
，頁 154。太極的兩儀，以及太極圓圖和捭闔方圖，皆如一陰一陽之謂道
的交流互動般，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
，（乾）天（坤）地的大道轉化不停，因而大德生生不息，
於是用「未見形，圓以道之」來譬喻，
「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一直轉化不停的○，是無從定出
上下左右的□，只有（乾）天（坤）地靜緩下來，才能「既見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
之。」所以用「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來譬喻，而若要「以陽求陰」
，讓太極兩儀變動一時停止下
來，就必須「包以德也」，試著從外用「懷天心，施德養」的「志慮思意」將圓包覆起來，倘若
四方安定，上下左右不變，太極圓圖就應會呈現如捭闔方圖的黑白平衡正反調和，貌似一扇道尊
德貴之門，有聖人在旁守司護衛，監看審察左進右退之先後，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輕重緩急，
存亡變化，而若要「以陰結陽」，打破這一調和平衡讓其再度轉動，就必須「施以力也」，從外試
著將「度權量能」施用於人，校其伎巧短長，
「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為之樞機，飛以迎
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宣之，此飛箝之綴也」，然後乃能施用於天下，「審其意，知其所好
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乃以箝求之。」於是「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
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
《鬼谷子‧
飛箝》）見蕭登福：
《鬼谷子研究》，頁 183。陳榮旗、何佳倫、游惠齡：〈
《鬼谷子》的架構與理
論〉，頁 80-81。
42 左右門的黑白正方形可以視做為門的鑰匙，放到定位後，這意味左右上下，調和平衡到完善圓滿
的狀態，門才會成形，而能像門把功用般將門打開。
43 以曲線與直線，象徵（乾）天（坤）地陰陽二氣，則捭闔方圖即是全由直線繪製而成，太極圓圖
即是全由曲線繪製而成，除此之外，上為（乾）天陽氣，下為（坤）地陰氣，天地中間喻陰陽二
氣相交化生萬物之時空，以十的形狀為象徵，又以人為萬物之靈做代表，即可謂三才王圖。

34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

有擁有聖人之心的志士，才能以先天八卦，天象氣行，見天命之盛衰，觀天時之禍福，天
圓乾道，占卜天權，孰吉孰凶？才能以後地九宮，地形氣運，制地貌之廣狹，辨地理之
險易，地方坤德，風水地勢，孰利孰害？才能達人心之理，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
危？孰好孰憎？稱貨財有無之數，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揆君臣之親疏，孰
賢孰不肖？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與賓客之智慧，孰少孰多？謀慮孰長孰短？審其意，
知其所好惡，度於大小，謀於眾寡，心意之慮懷，孰親孰疏、孰愛孰憎，人立其中，反側
44

孰辯？ 聖人之心，捭闔出入，
「以原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而神、道、混沌為
一。以變論萬類，說義無窮。智略計謀，各有形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
類不同。故聖人懷此，用轉圓而求其合。
」
（《鬼谷子‧轉圓法猛獸》
）

45

探討孫子與老子的兵法治國觀念時，姜國柱提到：
「老子和孫子就其思想宗旨來說，
都反對戰爭，尤其是反對不義之戰。對于正義戰爭，他們認為最好以智取勝，不戰而
46

勝。
」《孫子兵法‧謀攻篇》曰：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
47

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鈍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道德經‧七十三章》曰：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
48

而不失。
「故聖人懷此，用轉圓而求其合」
，聖人志士懷著救世不辭勞的胸襟，一出一入，一定一
歸，不停思慮著，合外內之道，時措之宜，好讓捭闔方圖與太極圓圖轉動不止，為的就是
求天、地、人之和合圓滿，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鬼谷子可說繼承非戰屈
49

人，不爭善勝的一貫思維，而《鬼谷子》的圓方心術更可說生動十足地詮釋謀攻之法。再
50

以棋理觀之，陽子路解釋：「超然無爭的心理是圍棋致勝的訣竅。」邵雍在〈觀棋絕句〉中
44 筆者挪用重組《鬼谷子》的〈飛箝〉與〈揣篇〉文句。
45 蕭登福：
《鬼谷子研究》
，頁 266。以人生存的三度時空，想像重繪這三個平面圖，太極圓圖，捭
闔方圖和三才王圖。立體太極圓圖，在天成象，即是氣象科學，氣象數學等，立體捭闔方圖，在
地成形，即是生態地理學，風水地形學等，除此之外，人為一心身之生物，以人心觀之，圓心通
天象，氣行匯聚一圓點，以人身觀之，身形站方地，氣運擴散一方格，心身生物，人立其中，心
聲能上丨通天（喻畫中中間丨線）
，心身能下十達地（喻畫中前後左右十交叉線）
，丨十捭闔縱橫
交一心，此或可稱為立體三才王圖學說之。
46 姜國柱：
〈
《孫子兵法》所受老子思想〉，
《道家文化研究》第 5 期（1995 年 11 月），頁 235。
47 魏汝霖註譯：
《孫子今註今譯》
，頁 30。
48 王雲五與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
（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7 年），頁 278。
49 從這觀點看，
《鬼谷子》整本書可說詳述《孫子兵法‧謀攻篇》的思想和具體作法，這一命題恐須
以另一專文來分析探討，未免本文離題，僅言至此。
50 陽子路：
〈仙道與數理—宋元道教圍棋文化之特質〉
，
《弘道》總 49 期（2011 年）
，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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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到：
「未去交爭意，難忘黑白心。一條無敵路，徹了沒人尋。未去交爭意，難忘黑白
51

情。一條平穩路，痛惜沒人行。」鬼谷子的兵法棋弈易理，縱橫家連合學，確實將以智取
勝，不戰而勝，視為其平天下，和世界的整體戰略總目標。

肆、天下太平、天人合一
《鬼谷子‧抵巇》曰：
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
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
52

此道，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理論上而言，不論是張儀策劃的連橫，或是蘇秦計議的合縱，只要應用得宜都能輔佐國君
贏得勝利，雖然歷史最終是由秦朝一統中原而告一段落，鬼谷子的兵法棋弈易理，在這戰
國亂世，透過張、蘇帶動引發的縱橫思想風潮，縱橫家連合學可說有意、無意地，加速縮
短世界混沌動亂的過程，讓天下回復和平，復歸太平。
將時空拉到清末民初不遠之前，列強殖民割據世界，仿若戰國弱肉強食的現實狀況，
天下大勢也呈現或合縱、或連橫的局面，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孫文預言第二次世界
大戰未發生前的動向：
將來的趨勢，一定是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的或委曲的，
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強權。……所以說以後戰爭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所
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強暴的壓制，受種種痛苦。他們同病相憐，將來一定要
聯合起來，去抵抗強暴的國家。那些被壓迫的國家聯合，一定去和那些強暴的
國家，拚命一戰。推到全世界，將來白人主張公理的，黃人主張公理的，一定
是聯合起來；白人主張強權的，和黃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是聯合起來；有了
53

這兩種大聯合，便免不了一場國際大戰，這便是世界將來戰爭之趨勢。

歷經兩次人類世界大戰死傷的慘痛教訓後，歐美民族已然體會到帝國強權侵略主義，為全
世界留下的怒火、恨恚、怨仇、惱憎、煩憂等，諸多撕扯破碎的傷痕裂口，至今甚難彌補
平息，仍然常常隱隱發作疼痛，象徵任何人以武，佔世界，終如夢幻泡影一般。在親眼目
睹一件件慘絕人寰，毫無人道的紀錄檔案時，全人類的心靈逐漸形成禁絕大規模世界戰爭
的共識，並且設立組織一個可以相互對話溝通的平臺機制，聯合國。然而聯合國，不應只
停留在口耳互通聯絡，實際上照樣各做各的，各行其是。因此，雖然軍事戰爭範圍縮小，
51 宋‧邵雍：《伊川擊壤集‧卷 17》（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67 年），頁 128。
52 蕭登福：
《鬼谷子研究》
，頁 178。
53 孫文：
《國父全集‧第一冊》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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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依舊存在，可見得相關的共識和機制，對於各國的紛爭對立，抗爭衝突，惡性競爭，零
星的武力鬥爭，能起到的作用還是十分有限。或許聯合國應該積極成為「連合國」的真實
意涵，以不戰屈人，和平發展為中心主軸，透過智謀外交，溝通談判，隨時化解爭端，降
低誤解，達到利害一致，互惠一體。而在中華文化歷史中，縱橫家「顯現出來的高超的鬥
智論辯與辭令技巧」，如鄒濬智表示，能為「後世的許多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等知識
54

份子」提供有益的借鑒。初國華也指出：「談判也是溝通方式，美國諮商家愛德蒙認為，
老子的道是溝通的上上之策，一切衝突來自錯誤觀念，當學習以道的周延圓融調整人我關
55

係，所有衝突都可事先預防，則可展開行雲流水般順暢、自在與和諧。
」這關鍵或許在如
56

何巧妙運用鬼谷子的圓方心術，而其樞紐在「口」字也在「囗」字。
57

圍棋的別名又叫坐隱、手談，《世說新語‧巧藝》記載：「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
58

公以圍棋為手談。
」曾泳玹解釋：
「王中郎為王坦之，支公則是支遁，……坐隱之名乃是因
兩人相對而坐，專心致志於一枰之上，忘卻旁物，彷彿歸隱般，因此得名。至於手談則因
59

對弈時，雙方默不作聲，只以手下棋子故而得名。
」這不也正體現出縱橫家連合學所追求
的弈境嗎？帶著與世無爭，超然物外的心境，透過黑白連子的相對相待，述說著有口無言
的話語，讓彼此心靈聚合相會，何雲波將圍棋的本質劃分成四類，一為「遊戲競技」，二
60

為「藝術」，三為「一種對話方式」，四為「道」的境界。可見得，唯有世界各國能從中華
兒女積累相傳的上乘智慧中，知曉領略下棋演易的不爭弈境，才或許真能真心做到，坐下
來彼此商量交談，體會欣賞文藝美術，縱然有所競技較量，也能如孔子在《論語‧八佾》
所言般：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即使面對現實的國
際局勢，這也絕不是一紙空談，光在紙上談兵，因為，這是中華民族聖人志士付諸實踐過
61

後，整理歸納的理論學說。
《周易‧文言傳》曰：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62

54 鄒濬智：
〈
《戰國策》辭令辯論學研究〉
，《遠東學報》第 24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
，頁 347。
55 初國華：
〈
〈道德經〉與〈孫子兵法〉中的談判哲理策略與戰術〉
，
《復興崗學報》第 82 期（2004
年），頁 223。
56 陳榮旗，何佳倫與游惠齡表示：
「人的身口意，口是關鍵，來時無口，出生開口，死時閉口，有口
就活，開不了口就亡，一生為了一口氣在，而奔波勞煩，為了爭一口氣，出人頭地，光宗耀祖，
而勤勉用功，修德、修道，換句話說，口就是一個人能活在天地間的中心，用口調養心身，用口
涵養心聲。」見陳榮旗、何佳倫、游惠齡：
〈
《鬼谷子》的架構與理論〉
，頁 63。
57 關於圍棋許多別名來源與意義，請參閱張倖瑞：
《中國圍棋思想之文化研究》
，頁 18-19。
58 劉正浩、邱燮友、陳滿銘、許錟輝、黃俊郎注譯：《新譯世說新語》
（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
司，2012 年）
，頁 683。
59 曾泳玹：
《宋代士人弈棋研究》
（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年）
，頁 18。
60 何雲波：
《弈境—圍棋與中國文藝精神》（北京：北京大學，2006 年）
，頁 8。
61 曾仕強與劉君政指出：「文化是不能整合的，也不應該整合，因為全人類倘若整合成一種文化，那
麼人類就會瀕臨滅絕。……中西文化，只能靠截長補短來求同存異。用道德來指引宗教、科學和
法律，使其更加藝術而符合人性的需求，應該是一條可行的途徑。
」見曾仕強與劉君政：《解讀易
經的奧秘‧卷 12—道德是最佳信仰》（臺北：曾仕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 年）
，頁 156。
62 郭建勳注譯：
《新譯易經讀本》
，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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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忠天點出：「順天應天是法天後的必然作為，藉由『效天法地』進而與天地合其德，達
於天人合一的境界，這也是中國傳統哲學中所追求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的基本
63

精神。」對天地而言，是人自己，心有異見，才或合縱、或連橫，爭相圍地劃分領域。地
是沒有界線，天也沒有邊際，天地永遠是一。在《論語‧陽貨》中，描述了孔子的不言
之教：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64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65

天、默默運行，地、默默承載，人又為何不能與天地一樣，默默無為呢？ 劉述先主張：
「孔子一生對天敬畏，保持了天的超越的性格。故我們不能不把天看作無時無刻不以默運
的方式在宇宙之中不斷創生的精神力量，也正是一切存在的價值的終極根源。……孔子無
言之教清清楚楚把天當作人的行為的模楷，由這一條線索去追索，就會發現，這根本是孔
66

子一貫的思路。」在《道德經‧二十五章》裡，把天地當作人的行為榜樣，老子同樣表達
出這一貫的思路：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
67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為了一口飯吃，有人會彼此爭奪資源，有人會互相分享食物，而為了出一口氣，有人選擇
大打出手，有人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人如果沒有看清，人在天地之間的相關連性，
沒有深刻明白，天、地、人，合為一個生命共同體，則「萌牙巇罅」
、「土崩瓦解」、
「天下
紛錯」、
「上無明主」
、「小人讒賊」
、
「聖人竄匿」
，終始將在人類歷史裡，反覆輪轉，無休
無止。
地球或可比喻是一個圍棋盤，所有人都活在這獨一無二的天地裡，然而這不是零和博
弈，也不是非零和博弈，而是一場沒有勝負的對弈，一場所有人同時都可能全是贏家或全

63 黃忠天：
〈從「自然主體觀察」論《周易》經傳的書寫〉，
《周易研究》第 3 期（2009 年）
，頁 14。
64 謝冰瑩、賴炎元、邱燮友、劉正浩、李鍌、陳滿銘編譯：
《新譯四書讀本》
，頁 274。
65 在〈龍圖序〉中，陳摶提到：
「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九卦謂履、謙、復、
恒、損、益、困、井、巽之九卦也）
。……所以天意先未合其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
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
」見呂祖謙編：
《皇朝文鑑‧卷 85》（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
，頁 902-903。
66 劉述先：
〈論孔子思想中隱涵的「天人合一」一貫之道—一個當代新儒學的闡釋〉，
《中國文哲研究
集刊》第 10 期（1997 年 3 月），頁 9。
67 王雲五與陳鼓應：
《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
，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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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9

是輸家的對弈。只有懂得孔子的無言之教，力行老子的尊道貴德，這一盤棋才能一贏全盤
皆贏，胡家聰指明：「黃老學“天、地、人”為一體，……“道”是天地萬物實存性的本
體，即天地萬物生化，運作能力的源泉。落實在“四大”之一的人類社會層面上，“道”
70

即是“德”」。 雖然地球是圓的，但是人永遠只生活在地平面上，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下，土地被劃分成用武力保衛城牆界線，一個一個區隔不同的社會國家，然而假設一個一
個方方正正的圍棋盤，代表一個一個地域相異的家國社稷，試著相連這世界所有的棋盤
土地，則會成為一個毫無縫隙的圓球，地球。大地為圓也為方，國家為方也為圓，圓方、
方圓為一。但是地球畢竟不是一個圍棋盤，而是一個大太極，人也不是棋盤上的黑子或白
子，而是一個小太極，太極不分大小，一個一個小太極活在這「神明之域」
，
「天地無極」
71

裡，而只要人人時時憶念著、珍惜著、守護著這一個大太極在心中，就是天人合一，就是
「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此道，可以上合，可以
檢下。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

伍、結語
《鬼谷子‧反應》言：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
以知彼，覆以知此。動靜虛實之理不合於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
72

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
老子的不爭善勝，尊道貴德，孫子的不戰屈人，以鎰稱銖，孔子的不言之教，天人合
德，奕理的方圓動靜，黑白陰陽，口的言默真義，囗的手談坐隱，都能從鬼谷子的縱橫
68 相關資料請參閱張宮熊與蔡秀美：
〈以鬼谷子捭闔篇、反應篇探討企業策略性行銷之應用賽局理
論之驗證〉
，
《青年企業管理評論》第 4 卷第 2 期（2011 年）
，頁 79-94。許立一：〈
「語言賽局」
與「以過程導向界定公共利益」哲學思維的一致性〉
，
《文官制度季刊》第 7 卷第 2 期（2015 年 4
月）
，頁 1-16。張榮富：
〈從道德演化的「賽局模型」與「名譽模型」談道德教育－ Frank 道德情
緒理論之應用〉
，《教育實踐與研究》第 20 卷第 1 期（2007 年 3 月）
，頁 119-146。
69 何新解釋：「道德二字，就語源看皆取義於行路，周代方演而為衡量人事行為之價值觀念。故順行
稱『有道』
，逆行則稱『無道』
。正直之人稱『德』、
『明德』
、
『正人』
，而邪曲之行則稱『昏德』、
『邪人』或『奸邪』
。
」見何新：
《諸神的起源─中國遠古神話與歷史》
（臺北：木鐸出版社，1987
年）
，頁 354。
70 胡家聰：
〈道家黃老學的「天、地、人」一體觀〉，
《道家文化研究》第 8 期（1995 年 11 月），頁
21。
71 王鳳儀言：
「道生天地，天地生人，人得天地的靈，是天地的代表。天不說話，人能說話；地不能
做，人能創造。我說天地就是我，也就是道。萬物都是我的，也不是我的。人和天地一般大，要
能以天地為心，就和天地是一體，才能和天地相通，所謂『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人被物
慾所蔽，才和天地不通了，所以禍來了不知道，德來了嚇一跳。
」見王鳳儀：《王鳳儀嘉言錄》（臺
中：臺中若水善書，2019 年），頁 9。
72 蕭登福：《鬼谷子研究》，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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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合學中，覺察學習聖人之意，而這許多中華民族古聖先賢的理論學說，都得由時時存
著「舍心神化，執一養萬」信念的聖人志士肩負實踐。說明《易傳》「天人合德」之成聖
工夫時，吳建明表示：「『天人合德』之關鍵可能，乃在於其道德工夫實踐，此工夫透過
『成性』、『窮理盡性』、『窮神知化』而達致，此三者本質上為性體之工夫，是由與天道
73

內涵相互證成之工夫進路，透過人親證親知來加以朗現。」 生活在地球，形形色色的眾
生，各式各樣的想法，交織出千變萬化，錯綜複雜的生命，一下忤合對立，一下連枝同
氣，彷若一場一十百千萬億奇異的藝術，同時上演，彼此對弈，然而易理終始如一，當
親證親知人情的冷暖炎涼，飽食過世間的酸甜苦辣後，或許才會開悟了知，明心見性，
74

競爭、相爭、紛爭、鬥爭與戰爭是如何的愚昧與無知，叫吃提子就只為了爭那一「口」
氣，就只為了「囗」一塊裡頭一無所有的「空」地。以求生存是生活和文化發展的本質
來看，邱建智評論：「社會組成的本質就是為了求生存，『趨吉避凶』是求生存，『性善』
75

也是求生存，因為產生『道德』是基於社會生活經驗的基礎上而來。」 評價鬼谷子思想
時，黃春枝特別指出：「鬼谷子一書，闡明宇宙天地法則，人與人間互動法則。善用之，
76

則人際和諧，社會祥和，天下太平，是解決人際衝突的寶典，值得再度弘揚。」在《鬼谷
子》全經中心所在〈盛神法五龍〉裡，當闡述完成神之道後，鬼谷子毫不猶疑，直言不
諱的曉諭要求中華兒女，
真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為以包志慮思意而
77

行威勢者也。
換句話說，只有懷天心，施德養的聖人志士，懂得如何善用、妙用周全縱橫連合學，解決
人際衝突，各國糾紛，從而化解干戈息戰爭。
按照縱橫連合學的兵法弈棋易理，或可比喻張儀與蘇秦，在戰國時期，聯手下了一
盤，七劫連環天下復歸和平的和棋，而與鬼谷子對弈，誰也都贏不了，但誰也都不會輸，
和棋才是易（弈）的最高境界，連陰陽合太極歸無極。雖然中華文化歷史自秦之後，縱橫
78

思想常常受著妄言亂世的批評，甚至詆毀，只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若以此標準衡量愛
因斯坦，愛因斯坦豈非導致核武問世，毀天滅地的元兇，何德何能享有當世之盛名？人人
73 吳建明：
〈
《易傳》
「天人合德」思想之研究〉
，
《高雄師大學報》第 22 期（2007 年 6 月）
，頁 74。
74 六祖惠能曰：「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欲得見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無道心。闇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非卻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但自卻非心。
打除煩惱破。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腳臥。」見唐‧惠能：
《六祖壇經（曹溪原本）
》
（臺北：財團法
人佛陀教育基金會，2007 年）
，頁 23-24。
75 邱建智：
《從《易經》趨吉避凶到《易傳》性善思想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9 年）
，頁 117。
76 黃春枝：
《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大熔爐》（南投：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頁 148。
77 蕭登福：
《鬼谷子研究》
，頁 247。
78 柳宗元警告：「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
。《鬼谷子》后出，險敖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
信，學者宜其不道。
」見柳宗元：《柳河東集（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
，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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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財，但是取財有道，金錢並非萬惡之源，而是中立的，所造成的吉凶禍福，端看使用者
是惡用，還是善用之，又如科技帶來物質文明的進步，實則看看現況，其實是全人類精神
靈性整體在退步中，但是這樣的批評詆毀卻又不全然不好，因為史上第一次出現這樣的人
類思想，所造成的後果，美其名是成就了一位霸王功業，惡其名是又造成一位暴君當政，
這也無怪乎存有正氣的書生士人會不恥成為賣弄口舌，油腔滑調之輩，所以有志於世界和
79

平者，必須將這些批評詆毀放在心中，不時警惕自己，為了人人安平，國國清平，如履薄
冰，小心謹慎，地球之大，不光是十九道縱橫線的棋盤，然而三劫連環、四劫連環、五劫
80

81

連環……，最多二百三十三劫連環，全人類的真正太平盛世，就會到來。

誌謝
筆者感謝，臺灣鬼谷文化學會，楊極東會長，歷年不辭辛勞舉辦鬼谷子研討論壇，讓
筆者有機緣透過電視網路，聆聽各方專家學者的想法和見解，而與會尊長師長的論述，給
與筆者不少寶貴的探討方向和重點，以及整理編寫《鬼谷子心法在臺灣》，《二十一世紀中
華文化大熔爐》
，《世界和平推手—混元禪師》等的黃春枝教授，讓筆者能在短時間內，對
鬼谷子思想有正確的入門認識和著手起點，還有元合法師，鞠躬盡瘁，集結完成 15615 卷
唯心道藏，所編著的《易經初機》，《陽宅風水學講座》
，《八卦勘與學》等，讓筆者能較輕
易地知悉，以恭奉鬼谷仙師王禪老祖為主神的世界新興宗教，臺灣唯心聖教，宗主混元禪
師，至今三十八年，對弘揚易經風水，五術精華，和儒釋道文化等的獨到洞見。

79 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孫文曉示：
「華賽爾會議，金那瓦會議，華盛頓會議，最近的洛桑會
議；但是這些會議中，各國人士公同去講和平，是因為怕戰爭，出於勉強而然的，不是出於一般
國民的天性。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
者能一之，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
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
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見孫文：
《國父全集‧第一冊》，頁 48-49。
80 截至 2019 年，世界上共有 233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國家有 197 個（主權國家 195 個）
，而加入聯
合國共有 193 個國家。見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E9%A6%96%E9%A1
%B5)，2020 年 3 月 3 日檢索。
81 在《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
，佛陀提到六和敬：
「六和敬者。謂身業口業意業同戒同見同學。
同亦名同利。戒見利既同。身口業復悉同。無有乖諍故名和敬。
」在〈修學六和敬大綱〉中，淨
空法師闡明，六和敬即是見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與利和同均。
人人知行六和敬，雙手合十，謝天謝地，禮敬彼此，稱讚眾善，這即是實踐縱橫連合學，百姓日
用而不知。陳佳君解釋：
「合掌其實包含了許多佛法的甚深妙義在內。就『二』與和合雙掌的層面
來看，是以雙手各象徵著方便與智慧、權與實、定與慧。由字源所衍生的二重義則包含淨化身語
意所造作之惡業與獲得諸佛身語意之功德。其次，就『多』與合掌所實踐之修持而言，合掌有十
二種各具要義的行法；十指則代表著五大、十種清淨供物、行十善業、以及五道、五智、十地、
十波羅蜜等，如理如法的合掌，也同時修持了七支供；據經典所載，合掌可得十種殊勝的功德利
益。而所有的實修，又必須匯歸於悲與智的雙運兼修，以發菩提心為根基，以智慧證悟佛性。
」見
陳佳君：
〈佛理「多二一（0）
」螺旋結構初探─以合掌敬儀為考察對象〉，
《福嚴佛學研究》第 9 期
（2014 年），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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