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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左傳〉史實豐富，蘊品在無數其體的人生智慧。
在「披沙按金，往往見寶」的春秋事例中，〈左傳〉作者經由事實的
記載敘述，從形形色色起落浮沉、成敗興亡、榮辱得失中，鋪陳歷史推演
歷程中的脈絡，更領略了人類生命的莊嚴意義。

無疑地，在歷史的長河中，長時間觀察之下，作者左丘明成受其間嚴
肅的課題，領略其中歷史的教訓的意義一一這是一個歷史工作者最深沉的

使命戚與責任戚。
人生的意義何在？生命的價值何在？從生到死，究竟應該如何妥慎安
頓自我？怎樣抉擇生命的情調？人類社會進化的脈絡，究竟如何詮釋？在

本文中，十分明確地提示了方向。
從魯國劉康公的分析，從「生」而後有「命」﹔而要界定生命的意
義，端賴謹守「動作、禮義、威儀之則」。具體的動作、具體的禮義美
德、具體的威儀形象，就是彰顯生命價值的具體作為！

福祿不是從天而降，不是憑空得來。越多的「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就能享有越多的福祿、福報。〈左傳〉作者，在陳述 242 年春秋時
代紛呈者來的史實時，從歷史社會長期觀察的因果律中，提出溫厚的「養

福」理念，嘗試解答莊嚴的生命意義，及人類存在的價值。
歷史的進化，人類文明的進步，都是眾多有心之士，積極進取，以

「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致力養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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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三口

一、前

〈左傳》內容豐富，除了史實文獻之外，還蘊藏無比豐富的思想觀念
寶藏。（註 l

)

〈左傳〉是一本史書，以具體的史實、事例，見證人世間的一切。這
本書中所有的記錄，不是徒託空言，不是放言高論，不是訴諸空中樓閣，

不是無的放矢。書中所有的內容，都是言而有據、言之成理的事實、成

例。
經由活生生的實例敘述，透過具體事實的見證’歸納生命的智慧，彰

顯人生的哲理，「歷史是一種思想」，在歷史事例中，作者下筆行文，傳

述了史實，也傳遞了思想理念。
「養褔」的觀念，在〈左傳〉作者長篇累膺地記載春秋時代史實之
際，經由歷史的長時間的因果律的觀察，〈左傳〉的作者，除了全書經常

提出「禮」的規範準則，作為人間觀察標竿之外（註 2 ），作者以非凡之
眼，以智慧之眼，以包容之心，以悲憫之情，還特別提出了「養褔」的觀

念，期望在歷史的洪流中，嘗試指引人生，減少人世的無知，避免重演人
間的悲劇。（註 3

)

〈左傳〉中的「養褔」思想，原文本作「養以之褔」。作者在論及福
祿由來的觀點中，特別強調：只有具體地、努力地、不斷地、積極地培

養、累積言行作為，才是吾人生命中最大的褔祿、褔份、福中止、福氣！

－、「養福」的典故意涵
1

「褔」的定義
「褔」字的定義，〈說文解字〉謂：「福，備也。人人示褔聲。」

（頁 3 ）段注 引 ：「〈祭統〉曰：『賢者之祭也，必受 其福。非世所謂福
也。褔者，備 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 備。』按：福、備
古音皆在第一 部。疊韻也。位本作『祐也非祐。』正 世所謂福也。」（

按：「絃本」指 宋﹒徐絃校 定 〈說文解字》 十 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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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許慎〈說文解字〉及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所引〈祭統〉的說
法，「褔」的意義，原本指的是賢者之祭的完備，禮數周全、祭品齊備、
誠意虔敬．．．．．．等，著重祭紀的禮數周到，即謂之「褔」
不過，段氏另據古韻分部，指出福、備同屬第一部，二字疊韻。因而

「褔」字的詮釋，可以綜合其意，不僅指祭禮完備，也可以詮釋為世人一

般常說的福祿、福祉、福份的「福氣」之說。

2 原典解讀

「養福」一詞，原典出自〈左傳〉魯成公十三年（前 578 年）
（魯成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

子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

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

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本巳與戒。本已有執悟，戒有受脹，

神之大節也。

今成子惰，棄其令矣，其不反乎！」
秋在傳 j主〉頁 860

（註 4 。見揚伯峻撰〈春

)

在這段小故事中，〈左傳》作者透過魯國大夫劉康公的分析議論，以

岡屬魯國班列的成肅公為例，為「養褔」的觀念，界定了具體的定義。
魯國大夫劉康公在魯成公聯合晉侯（厲公），出兵討伐秦國之前的祭

禮之後，針對同儕成肅公的受脹于社，不敬。冷眼旁觀全部祭儀的劉康
公，大大不以為然。於是，藉著禮儀之不動，致敬之不備，除了表達嚴重
不滿，也預言「將死」（其不反乎）。果不其然，成肅公在同一年裡，死
於晉圓的瑕地，預言完全應驗。（仝前。頁 866

)

另外，劉 康公的分析議論中，最大價值在於針對成 肅公的行為，引申
議論，對於人 的「生命」之產生，以及成長過程中， 如 何界定生命（定
命）的意義價 值，作了相當深刻、精闊的解析議論！試 圖解答生命真正的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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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界定生命的意義」？劉康公認為：人人在有了生命之後，只有
靠著實踐「動作、禮義、威儀」三者之典則，以期界定生命的價值與意

義。賢能的人，努力培養，所以能夠得致福祿﹔沒有能力的人，敗壞「動
作、禮義、威儀」之典則，因而自取災禍。

怎樣的動作？怎樣的禮義？怎樣的威儀？所有這些典則規範的有無，

決定一個人的褔祿和災禍。種什麼因，結什麼果。「要怎麼收嘍，先那麼
栽。」（胡適語）劉康公的邏輯論點，簡潔有力地作了貼切的詮釋。

3. 生命禍福的圖解示意
生命的進程，是一個未知數。正因為是未知數，有人喜歡那種充滿希

冀、期待的感覺﹔但是，也有人因著未來的不確定感，覺得迷惑、茫然。
而情緒穩定度不足的人，甚至覺得憂慮不安，或是嚴重地感受莫名的焦

慮。
從生到死，沒有人能未←先知，知道未來下一步可能會是甚麼？通俗
的說法，有人說：「生命是一條不歸路，只有向前，沒有後退。」胡過也
常說：「過河卒子，只有奮力向前。 J

其實，無論消極、無可奈何地看待﹔抑或自在地任令生命成長﹔或是

積極地面對未知。生命啊，生命！生命就是一分一秒、一點一滴地向前推
進，從生到死，漸進流向未來，直到死亡！

依據魯國大夫劉康公的解析，可以圖表方式表達如下：
養動作、禮義、威儀之貝 lj

天（父）、

／褔

陰陽中和之氧一→生＝＝命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地（母）／

敗動作、禮義、威儀之買 lj

、禍

充塞天地之氣，孟子有此一說：「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孟子．公孫丑篇上〉第二章）氣，充塞於人體，充塞於天地，流布於
大自然之中。文天 祥〈正氣歌〉所云：

「 天地有正氣， 雜然賦流形﹔下則

為河嶽，上則 為 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這 些 說法，都在說明

天地問「氣」之 充塞，四處充滿，無所不在。

天為陽，地 為陰。天地之氣之相互作用，大體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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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氣之始也。清濁未分。太始，形之始也。清者為精，濁
者為形。太素，質之始也。已有素棋而未散也。二氣相接剖判分

離，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註 5

)

輕者上浮為天，重者下沉為地。上下區隔，天為乾，地為坤，相互對
應，陰陽有別。所謂陰陽之氣，即所謂父母生育子女之前的太素之氣。

人的生命，從傳統生物學的角度而言，人人都是父母所生，來白天地
陰陽二氣相互的感應，調和、生化。一對成熟的男女，兩情相悅，自然產
生一種和諧、協調、平衡、愉悅的平和之氣，進而結合，孕育了新的胚胎
生命。新的生命出「生」，而後有「命 J

。生命，生命，就是這樣子生生

不息，這樣子生機旺盛，瓜腿綿綿，傳諸久遠。

隨著生命的成長，更進一步的生命歷程，開始開展開來，呈現每一個
個體的不同風貌，思想、觀念、言語、行為，在在都是個體形象的展現。

依據魯國大夫劉康公的綜合見解，每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主要就是

「動作、禮義、威儀」三大要項的展現。劉康公認為，人人都有「動作、
禮義、威儀」，人人也因著「動作、禮義、威儀」的不同，積習累積，長
期養成，終於產生個人不同的吉凶禍福一一「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能與不能，養與不養，做與不做，取福或是取禍，關鍵都

在個人一己起，心動念行為作為而有差別。
劉康公的這一論點，邏輯的思考原則，也正如同孟于所謂的「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註 6 ）在能與不能，養
福與取禍之間。一如人之與禽獸的精神層面思考，依存著相互對待的哲
理。

4. 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關於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古今中外，各家哲人的解析，往往各有不
同。

每當面對 一 個生命的出生與結束時，人們大概都會 比較清醒一下，冷
靜注視生命， 思 考一下它的意義：究竟生命的意義何在 ？怎樣的生命，才
是比較有意義 的 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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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生命的不確定性，因而對於生命的詮釋，亦各自不同。蘇東坡
〈題西林壁〉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

目，只綠身在此山中。」哥大德也曾云：「只有不確切的，才是富于創生性
的（

Only the Inadequate is Productive

）。」生命充滿了未知、不確定

性，這正是生命的無窮希望，以及無盡的等待開創的趣味！

以傳統儒家的思考方式而言，生命的意義，即在於「道的追求」及

「道的實踐」，試看：

朝聞道，夕死，可也。」（〈論語．里仁〉第入章）

「盡其心者，如其性也。知其恤，貝1J 如夭矣。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

子．盡心篇上〉第一章）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
道而死者，正命也﹔桂捨死者，非正命也。」（〈孟子．盡心篇

土〉第二章）
儒家對於真理（道）的追求，常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堅持。

孔、孟學說中，對於生命意義的解說，主張「存心」、「養性」、「修
身」才是「立命」之道。認為「知命 J
盡生命）

J

、「盡道 J

，才是真正「正命（善

!

總之，生命的意義，即在善盡生命一一善盡生命所能發揮的潛力、能

耐！此即儒家所界定的「正命」的意義所在！

三、〈左傳〉中養福的具體事例
依據前述劉康公的「養福」邏輯，可以明白見證一點：生命之中，福
祿之來，取決於「養」一一能夠培養、修養、韜養與否。
〈左傳》 一 書，以其體的史實事例，記錄春秋時 代 ，無論君臣、父

子、夫婦、長 幼 、朋友五倫，抑或各類的朝、會、盟、 誓 、迎、逆、納、

貢、說贈、應 對 ，以及個人因應人情世故，進、退、出 、處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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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極為豐富的史料，處處都是人世間寶貴的參考實例。
有能力的人，致力「動作、禮義、威儀」等典則的培養，自然得享福

峰。以下，即以〈左傳〉中的具體實例，解析及印證「養福」的價值與意

義。

1 自求多福
褔祿之來，來自個人的謹守「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自求多

褔 J ，無疑地，是最理想的求取福祿之道。
（魯桂）公之未婚於齊也，齊侯（佫公）欲以文姜妻鄭太子

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桶，齊大，非吾輯

也。〈詩〉云：『自求多福。 J 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
「善自為謀。」

及其敗戒也，齊侯又請妻之。因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
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

也。民其謂我何？」（魯桓公六年。頁 114

)

鄭太子姬忽之拒絕齊圓的締結婚姻關係，前後兩度。第一次的理由，

是「齊大非稿（偶）﹔第二次的理由，是不願予人「師昏」的把柄。鄭太
子拒忽的拒絕齊國的婚事，特別引用〈詩經．大雅．文王篇〉云：「自求
多福，在我而已。」（註 7 ）以具體的辭婚動作，婉拒齊國的要求。這樣
的拒絕動作，也獲得了〈左傳〉君子曰譽之為「善自為謀 J 的肯定。

個人的福祿，如何得來？祿位的高低，如何自行求得？他人又如何去
判定祿位的高低？

（楚）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

餓。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釣以年，
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開以富．．．．．．．．．。」（魯昭公元年。頁

1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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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叔向明確指出：「得到祿位，依據德行﹔德行相等，依據年齡﹔年

齡相等，依據地位。公子（的食祿）依據他國家的大小，沒有聽說根據富
有。」

要想求得福祿，想要自求多福，「底祿以德」’端賴德行，才是最佳
途徑。

冬，晉為饑，使乞摧于奈。
秦伯謂子祟：「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
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敗。」

謂百里：「典詩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

卸鄰，道也。行道，有福。」（魯傳公十三年。頁 345 )
「行道有福！」簡潔警策有力，精闊無比。福祿之來，不假外求，

「行道」兩字而已！自然得享福祿。

2. 天件之福
天道觀念，自古有之。在二、三千年前的春秋時代，天道鬼神祭紀思

想，明顯地存在於社會大眾生活之中，以及一般人價值判斷之中。
以晉公子重耳的十九年流亡生涯為例：重耳在歷經流亡狄、衛、齊、
曹、宋等國之後，在鄭園時，鄭文公不加禮遇。大夫叔詹謀曰：

「臣聞天之所矗立，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
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
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此之，二也。晉、鄭同

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敢乎！」弗聽。（魯傳公廿三

年。頁 408 )
根據鄭國大夫叔詹的見解，晉公子重耳，有 三 項有別於他人的特質，
包括「姬出（同屬姬姓所出）

」

、「 晉國不靖 」

、「 晉 、鄭同儕」

。在叔

詹的衡量判斷 之中，「天之所啟」，正是一切判斷的準 繩標竿所在 。晉公

子重耳之流亡 江湖，長達十九年之久。晉公子的一切福 祿，來自天助，綠
於天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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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

魏戊為提陽大夫，．．．．．．。

整王謂盛墊：「吾與~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
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伯同，居利忠

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夫舉
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

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目君，慈

和遍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白文。九遠、不悠，作事無

悔，故襲天祿，子正在賴之。．．．．．．。」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
謂義矣。」（魯昭公甘八年。頁 1495

)

「 天祿」之來，來自「九德」一一度、莫、明、類、長、君、順、

比、文等九德。魏獻子之為政，舉人以義，「唯善所在」’親疏均無不
可。能夠奉行九種德行，不出差錯，做事就可以少有悔恨。所以，承襲上

天的福祿，進而有利於後世子子孫孫。影響極為深遠！
王充有云：「行善者褔至 i 為惡者禍至。褔禍之應，皆天也。」（詳
見〈論衡．褔虛》）同樣認為行善必有褔祿到來，為惡則必有災禍到來。

而這一切的顯現應驗， 一 切都來自至高無上的上天！

3. 鬼神降之以褔

魯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隨國負責交涉的是少師。少師惑於楚國之
「贏師」示弱，極力主張追擊楚師。大夫季梁，立即勸謀隨侯：
「天方授楚，楚之贏，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
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

「夫氏，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氏而後致力於神。．．．．．．故務

其三時， 修其五教，親其九棋，以致其種紀。於 是 乎氏和而神降之
福，故動 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其 何 福之有？君姑修

政，而親 兄弟之圓，庶兔於難。」

隨侯 懼而修政，楚不敢伐。（魯桓公六年。頁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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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國有道，所謂「有道」，即是善盡「忠於民而信於神」之本分，或

是仿效聖王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鬼神有「主」，自然「福之」
一一給予合理的福祿或是福祐。

同樣類似的例子，見於魯莊公十年，齊、魯兩國長旬之戰，曹劇與魯
莊公論及憑何而戰？魯莊公自認：「犧牲玉鼎，弗敢加也。必以（言。」即

可應戰。老臣曹劍則曰：「小信未字，神弗福也。」認為小信微不足道。
繼而又以「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認為才是「忠之屬也，可以
一戰。」曹亂之見，神明之福祐杜復人民，不在於祭品E 時犧牲玉串的虔誠
信實：相反的，在於能夠明察民眾訟獄，給予適當的人身保護。（頁 183)
不過，鬼神之是否一定賜福庇祐，有時候卻也未必：

秋七月，有神降於莘。（周）皂王問諸內史過曰：「國之將

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 ~（，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虞、夏、
商、周皆有之。」（魯莊公卅二年。頁 251

)

明察之神明，降臨人間，有的人得神明以興，也有的卻在遭致滅亡
時，明神同樣降臨監視。鬼神明察，監視蒼生萬民，暗中察看，賜予褔

祐，誠實報應。在古老的三代，這種虔敬的天道思想，指導世道人心，也

做為生命意義與價值的判斷準繩。
准南子有云：「神蔽弗應，福祥不歸。」（註 8 ）神板有所感應，賜
予庇祐，褔祿吉祥，自然地歸向集聚，正是此理。

4 多文辭以養褔
福氣之來，來自自我的韜養。韜養的內涵，「誠於中，形於外」，發
為言行。而適當的口才辭令，更是福祿之來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魯隱公元年（前 722 ），「鄭伯克段於郁」故事中，由於母后武姜連

合共叔段，圖謀推翻鄭莊公。因而先下手為強，出兵驅逐共叔段、軟禁母
后武姜。鄭莊 公在勝利之餘，不禁恨聲誓言：

「不到黃 泉，今生今世絕對

不再與母后見 面！」不過，後來又感到反悔。但是，面 對誓言既出，真不
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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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守邊疆的穎考叔，有意彌縫母子裂痕。他就利用鄭莊公賜食
宴饗他之際，故意捨肉不食，引起鄭莊公之好奇：

（鄭莊）公開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吳﹔未嘗

君之羹，請以遠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
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

對曰：「君何患焉？若閑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公從之。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
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魯隱公元年。頁 15

)

穎考叔之排解鄭莊公母子嫌隙，端賴適當之文辭表達，動之以情，委
婉導入，引起鄭莊公內心感情的脆弱，說出內心遺憾。而穎考叔適時具體
回應，設法解除誓言，極有智慧地有效排難解紛，避免母子關係更大的裂

痕。
魯襄公卅一年（前 542 ），子產輔佐鄭伯前往晉國訪問，晉國因為魯
君（襄公）之喪的緣故，不加接見。子產於是下令毀壞賓館的牆垣’而將
禮品車馬等，一併移人館舍之內。晉國負責人士文伯奉令，前往譴責子
產。

子產胸有成竹，從容應對，首先採取低姿態，提罵道出小國桶小，隨
時遷就大國的需索，不敢不聽命。其次，歷數晉文公當年禮遇諸侯各國的

往事，列國前來晉國，各個「賓至如歸」’十分溫馨。最後，細數現今晉
平公的冷淡漠視，面對各國來會，「賓見無時，命不可知」，不得已毀壞

牆垣’自力救濟．．．．．．。
子產理直氣壯的專對，使得晉國承認理虧，乃使土文伯謝罪，表達禮

數不周之過。並且同意修築諸侯賓館，善盡諸侯盟主對待列國之應盡本

分。
整個過程 中，子產動之以情、說之以理，爭取國格 尊嚴。子產不卑不
亢’時而強硬 ，時而委婉。從容應對，說理條達，是一 次極為成功的外交

出擊，更是一 篇外交專對的最佳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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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怪乎晉叔向對於子產的因應，讚佩有加，叔向說：

「辭之不可以已也如走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
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氏之協矣﹔辭之繹矣，氏之莫矣。 j
其知之矣。」（魯襄公卅一年。頁 1189

)

鄭國宰相子產，主政廿二年之久（註 9 ）。 在內政、外交上的辭令運
用，掉弄自如，應對從容，每每使得對手拱手輸誠，無限歎服。子產發揮
文辭之應用藝術，可謂已達最高境界！

同時，子產的施政作為上，他的四人智囊團一一馮簡子能斷大事、于
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又善為辭令、梅謹能謀略。鄭國

遇有諸侯相與往來之 事 ，有其一定的因應對策：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公孫揮），且
使多為辭令，與掉進乘以通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筒子使斷之。事

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魯襄公卅
一年。頁 1191

)

文辭辭令之重要，妥善運用，得體應對，「一言而善」，甚而大至可

以改變一個人一生的遭際、命運：
（晉）賈辛將過其縣，見於魏子 。 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過
鄭，被蔑惡（貌醜），．．．．．．立於堂下，一言而善。

叔向將飲酒，．．．．．．，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
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泉，射雄，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 。 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
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

知。．．．．．．」（魯昭公廿八年。頁 149Q

)

離蔑、賣 大 夫二人，都屬貌醜。融蔑「一言而善」 受知 於叔向 。賈 大
夫「射雄，獲 之 」，其妻乃告有說有笑。人之需要口才 詞令 ，一如應具備
個人才藝 一般 ，同樣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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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為辭令，用於陳詞說理，可以像子產一樣，改造眼前危機﹔而像相
貌醜陋的融蔑，因著「一言而善」’甚至因而贏得更崇高、更高貴的福祿

尊崇果報。
5 修德以養褔

除了前述魯桓公六年（前 706 ），楚武王侵隨時，隨國因著季梁之
諒，敦促隨侯耀而修德，獲致楚不敢侵伐的結果。證明勤修德政，內政修

明，自立自強，外人不敢輕侮，有以致之。
音文公重耳，遭遇晉獻公寵妾都姬亂國，流亡江湖長達十九年之久。
返國後，勵精圖泊，積極拓展霸業。

晉侯始入而教其氏，二年，欲用之。于犯曰：「氏未知義，未
安其居。」於是乎．．．．．．。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

用。」於是乎．．．．．．。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
生其共。」於是乎．．．．．．。民聽不惑，而後用之。

出穀戌，釋宋園，一戰而霸，文之教也。（魯傳公廿七年。頁

447 )
「文之教也」四字，孔穎達〈左傳正義〉中，釋為：「文德之教。」
晉文公能以文德之教教導國人，教之以義、信、禮，教而後戰。次年（魯
信公廿八年。前 632 ），晉、楚交戰於城濃，楚子玉「剛而無禮」’君臣
異心﹔相對的，晉國內部上下同心協力，晉文公終於一戰功成，成就霸主

大業。
城樸一戰之後，周襄王親往踐土慰勞，姑不論晉文公於踐士之會中，
是否符合儒家君臣朝會之禮，魯億公廿八年（前 632 ），周襄王特命尹氏

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連袂前往策命晉侯馬「侯伯（諸侯之長）」（頁

467

）。而後，王子虎又盟諸侯於王庭，可謂備極榮耀。最後，「君子謂

是盟也信，謂 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顯然意在強調 城樸之戰的輝煌戰

果，正是晉文 公「文德」之教有以致之的成果，也是以 「德」養福的具體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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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在魯莊公十五年（前 677 ）即已稱霸的齊桓公（頁 200

)

即位以後，幸得管仲的全力輔藹，「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註 10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仝上十八）齊桓公的稱霸，所有的功勞，其實都應歸功於管仲。
分析管仲的施政作為，「善自為謀」、「白求多福」，其實也有其軌

跡可循。以魯傳公七年（前 653 ）為例：

秋，盟於寫母，謀鄭故也。
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

易，無人不懷。」查堡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氏、孔氏、子人氏
三旗，實違君命。君若告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

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件之，

無乃不可乎？．．．．．．。」（魯傳公七年。頁 318

)

管仲在南母之會時，強調：「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
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

春秋五霸之興，褔國利氏、開疆闢土、取威定霸、尊王攘夷之外，手Jj

國之間，彼此「以禮相與」，以禮作為精神結盟的重要原則。明主賢臣，
根植福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國家社樓，同樣終享福祿。
〈後漢 書 ．苟爽傳〉 有 云：「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

也。」動作、禮義、威儀三者，一本乎禮，褔祥由此而興，可謂適得其

所、恰如其份，宜乎終享福祿也。
6. 後制之褔
福祿之來，來自動作、禮義、威儀的真體作為。而福祿之回饋報應，
有其遲速，有些可能是「顯報」一一在短時間內，很快得到回饋的結果﹔

但也有些可能 是「隱報」一一多歷年時，延續到 下 一 代 或是後繭的情形，
「不是不報， 時辰未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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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四月，取部大鼎于末。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
戒哀伯揀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達，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
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

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而不敢易紀律。．．．．．．。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路

章也。．．．．．．都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雄色，義士
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達亂之路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周內文聞之，曰：「戚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達，不志主束之以
德。」（魯桓公二年。頁 90 )
魯桓公二年（前 710 ）喊哀伯勸諒魯隱公，希望勿納非禮之都鼎於太

廟。楊伯峻先生注云：「以魯大夫言，喊氏享世祿為最久，哀廿四年（前

471

）猶有魯侯伐齊．．．．．．．．．之記載。」（頁 90 ），俗諺有謂：「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喊哀伯之剖切謀言，修德積善，功在國家。同時，一代

人格典範，同樣福祐後駒，綿延春秋之世，竟長達三四 0 年之久，正是明
證。

魯文公六年（前 621 ），秦穆公任好去世時，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
仲行、鐵虎為殉，三個人都是秦國的賢良人才。針對此事，〈左傳．君
子曰〉曾嚴詞加以譴責：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氏。先王遑世，猶

言是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珍萍。 J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魯文公六年。頁 547

)

同時，〈君子日》中，筆鋒 一 轉，更提出先王聖君為例，說明其澤惠

後世的偉大風範：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
物，著之 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 51 之表儀， 予之法制，告之
訓典，教 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禮則，使毋失 其土宜，眾隸賴
之，而後 即命。聖王同之。

今縱無法以遺後駒，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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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仝上。頁 548

)

先王聖君之偉大風範，在於他們自知生命的不長、個人生命的有限。
在有限的生命歷程中，善力日運用，多多任用賢能的人才，致力樹立體制法
規，為萬民建立軌範，使得人人能夠有所依循。否則，縱使未能樹立法制

規範，郤又犧牲三位秦國善良人才，無怪乎〈左傳〉君子，要以措詞嚴厲
的「難以在上矣」、「不復東征也」’譴責秦穆公的不義了。
謀求後制之福，古有前例，例如夏禹之功，就是經常被後人歌頌的德

業。魯昭公元年（前 541 ）有載：
夭主使劉定公勞越孟於穎，館於雄淌。劉子曰：「美哉禹功！
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卉冕端妥，以治氏、臨諸侯，

禹之力也。子孟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氏乎！」（魯昭公元年。頁

1210 )
「美哉禹功，明德遠矣！」禹之典範，影響後世，源遠流長，無怪乎

劉定公的讚美有加。雖然趙孟其人是個苟且偷安慶日之人，劉定公仍力勸
他繼續傳承禹的功業，大大庇護蒼生萬民。

四、福與禍的相互依存與對立
福與禍，兩者之間的關係，分析起來，包括：各自獨立、相互依存、
相互對立三種關係。不過，事理的產生與發展，常有其相互的關聯性，所

謂「無息有漸」，有其漸進發展的自然態勢（〈易．漸卦〉）。一切事
物，莫不是在漸進、漸進之中，生生不息，發展繁衍．．
以下，試從〈左傳〉具體的史實實例中，印證禍、福之間的關聯：

1. 福與禍的相互依存性
禍、福兩 者，在一個人的生命過程中，經常是對立的 。

〈老子〉 有云：
「 禍 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 其無正也？正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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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囝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
繭，主而不肆，光而不耀。」（第五十八章）
〈老子〉書中對於禍福兩分的說法，是一般論及禍福相對、禍福相
倚，最具有代表性的論點。近人劉笑敢先生針對此一論點，提出淺顯易懂

的見解：

災禍中隱藏著幸福的萌芽，幸福中埋敲著災禍的種子，「禍」

可以轉化為「福」’「福」也可轉化為「禍」。「正常」可以變化
為「奇異」’「善端」也可引出「妖草」’這都是事務在發展中走
向對立面的情況。誰知道這種變化的究竟呢（「孰知其極」）？這

種變中難道沒有一定之規律嗎（「其無正也」）？答案是肯定的。
（註 11

)

所謂的相互「轉化」、「變化 J

’意即顯示：在吾人理解楠、福兩者

相互對立之前，其實應該先行理解兩者之間的相互依存、存在著彼此依附
演變的關係。禍之與福，福之與楠，相互埋藏，隨時相互轉化。

（魯）季氏（武子）以公鈕為馬正（司馬），愷而不出。

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
者，忘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
福）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氏可也。」
公主且然之，敬共朝夕，烙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其
往，盡舍務。

故公主且氏富，又出為公左宰。（魯襄公廿三年。頁 1079

)

職位太小，公主且心生不滿，一度拒絕接任。閔子馬以「禍福無門，唯
人所召」，強調：但求孝敬尊長，富厚福祿自然加倍。反之，未能孝敬，
只有奸邪不合正道，禍患也將加倍於萬民。閔子馬以開闊寬廣的胸懷，相

互勸勉，意義非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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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公鈕同意閱子馬的話，恭敬地早晚問安，謹慎地執行職

務。從此，贏得季武子的歡心。天寬地闊，開闊新的人生領域。公鈕的善
盡恭敬，前途更為開展美好。
另外，禍福相互依附，隨時可能轉禍為福的實例甚多：

（魯）孟子象惡戒孫，季蒜、愛之。．．．．．．。己卵，孟孫卒。

戒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
如走。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威孫、曰：「季孫之愛我，疾夜也：孟碎、之惡我，藥石也。美疲
不如惡石。未石猶生我，疚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目
矣。」（魯襄公廿三年。頁 1081 )
這又是一篇相當警策的鷺人之作﹔他人之愛我、惠我，常常由不得

我。最重要的，應該是他人愛我、惡我時自我的感受與應對。依據喊孫之
見：他人愛我，是沒有痛苦的疾病﹔討厭我，反而是治療疾病的藥石。顯
而易見的，愛、惡之間，一如禍、福之間，兩者相互依附，相互關聯，經
常相互轉換互動。

准南子云：
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
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其之能分。（註 12

)

〈說苑﹒談叢〉亦云：「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是是

非非、福褔禍禍，在因果關係上，緣起緣滅，明顯地相互依附存在。

2. 福與禍的對立性
福禍兩者之相依附，已如前述。其實，褔禍兩者，在效應結果上，顯
現的卻是截然對立的狀況，有其相當程度的警惕和教化的意義。

齊 桓公與蔡姬乘舟於圈，蕩公。公懼，變色 ﹔禁之，不可。公
怒，歸 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魯售公三年 。頁 286

)

四 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 伐楚。（仝上。頁

2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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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在花園裡遊樂的美事，蔡姬的輕快動作，搖晃船隻’導致驚嚇

了齊桓公。齊桓公羞怒之下，把蔡姬休了。事態之由福轉禍，已經夠嚴
重，值得心生警惕了。奈何在齊、蔡尚未斷絕婚姻關係之際，蔡人竟然就
將蔡姬改嫁了出去。至此急轉直下，一發不可收拾，齊桓公衝冠一怒，帶

領「八國聯軍」一一齊、魯、宋、陳、衛、鄭、許、曹等八圈，大舉侵
蔡。蔡國當然不堪一擊。

准南子云：
是故知處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極機也。百事之
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

也。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
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註 13

)

生命中的過程，有禍有福。除了前述的禍福相依相倚之外，禍福之

間，還存在著嚴重對立、反向的狀態，不可不慎！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格。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

之：『巴夫無罪，懷璧其罪。 J 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
之。

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
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魯桓公十年。頁 128

)

虞叔擁有寶玉、寶劍，本來都是貴重的珍寶，虞公心生觀靚，求得寶
玉， j酋嫌不足，既而又要求寶劍。第一次進獻猶可，再次的要求，顯然貪
得無厭。就虞公的欲求而言，第一次得玉是「褔」﹔而第二次的再度要

求，私欲為用，不知節制，立即轉而為「禍」，進而遭遇被伐、被逐的命

運結果。
楚子玉在 晉 、楚城濃之戰前，擁有三軍統帥的最高 榮 銜，享有楚國宰
相接班人的架 勢 。奈何在處事應事方面，智慧歷練不足 ，一有舉措，即見
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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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楚子玉自為瓊卉、玉縷，未之服也。先戰（城濃之戰），
夢河神謂己曰：「昇予！命賜女孟諸之廢。」弗致也。

大心（子玉之子）與子西使榮黃諜，弗聽。
榮季（即榮黃）曰：「死而利園，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
土也。而可』﹔4 濟師，將何愛焉？」弗聽。

出，告 ι 于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氏，實自敗也。」

既敗，（楚成）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
何？」

子西、孫伯（即大心）曰：

「得臣將見。二臣立之，曰：

『君

其將以為戮。 J 」
及連穀而死。（魯倦公廿八年。頁 467

)

這是一篇精緻的小品文，雖然事涉神怪，有著玄妙神秘的色彩。不

過，其事行記載，情節精簡多變，將楚圓的三軍統帥子玉，對於國家存亡

及個人看待珍寶的態度，做了鮮明的對照。
于玉擁有瓊并、玉 1樓，本是芙事。但是，這些珍寶不能發揮大用，適
時「濟師」救圈，褔國利民。那麼，它的價值，就僅只是糞土而已。

珍寶，一剎那間成為糞土：美事褔事，片刻間頓成自取敗亡的緣由。
禍、福兩者，尖銳對立，「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白話伊戚，咎由
自取，古往今來的成例，層出不窮，十分警策！

楚人獻龜於鄭重公。公子末與子家將見。
子公（即公子宋）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
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章，相視而笑。

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章，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
誰拈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

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悍殺之，而況君乎？」
反吉普子 家。子家懼而從之。夏，斌靈公。（魯宣 公四年。頁 677)
這是「染 指」及「食指大動」二個成語典故的原典 由來。美食美味，
人人皆欲得而 食之。但在不獲邀品 H富，吃不到美昧的情 形下，怒而強行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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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嚐。引起鄭靈公的怒火，甚至欲殺子公。然而，凶悍的子公，竟脅迫

子家與他共謀造反，進而於夏天拭殺鄭靈公。
一件美事，瞬間變成芽、事﹔一件享福的樂事，片刻間變成殘暴凶狠的

禍事。對比之突兀與強烈，美食取禍，莫此為甚，令人忱日鷺心！

再看下面兩個例子：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
（母）曰：「．．．．．．吾聞之：

f 甚美必有甚惡。 j ......夫有尤

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叔向懼，不敢娶。（晉）平公強使娶之，生伯石。（：堅堅全＃

八年。頁 1492

)

夏，狄伐鄭，取棟。

（周襄）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揀曰：「不可。臣聞

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j 狄固貪淋（婪），王又做之。女

德無極，婦怨無咚，狄必為患。」王又弗聽。（魯信公廿四年。頁

425 )
天生尤物之美，與德義高潔之是否為天造地設，固然未必。但因娶妻

畢竟是今生今世的大事一樁，疏忽不得。而周襄王感戴狄人，欲以其女妻
之為后，更是啟引無限貪婪，埋下禍端。兩例都是見微知著、生日幾識時，

適時提醒。雖然有聽與不聽之差別，畢竟禍害之預防，端賴智慧之人的及
時規勸導正。
〈尚書．楊詰〉云：「天道，福善、禍淫。」（註 14

)

（傳〉云：

「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是善是惡，有因有果，善則褔報，惡
則禍報。天道恢恢，報應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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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全五
官口

怎樣的作為，才是「養福」的最具體作為？
〈左傳〉曾云：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

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牟，牟臣興，興巨隸，隸臣僚，僚
臣僕，僕臣臺。馬有園，牛有牧，以待百事。（魯昭公七年。買
1284 。註 15

)

謹言慎行，各事其事，各司其職，不失劉康公所云「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正是養福的最具體作為！
〈周易．繫辭〉上篇，更有一段震蝶千古的名句：

子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遍，見乎達：言行，
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縈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可不慎乎？」（註 16

)

一言一行，沒有不是發自個人內心近處。由近而遠，由小而大，影響
不可謂不大。所謂「禍福無門，唯人自求」，所謂「能者養以之褔」
「不能者敗以取禍」’言行之發，會招來榮寵、或是侮辱，都有其緣由。

而進一步引申擴大析論，言行的合禮得宜，更可以撼動天地、改造人問！
具體而言，〈左傳〉書中傳述的春秋時代，經由時代人物，一言一

行，時有掀天揭地之勢，成王成霸，盡在言行之發而已。

齊侯（頃公）使賓媚人路以紀獻、玉學與地。．．．．．．，晉人不
可，．．．．．．。

（賓媚人）對曰：「．．．．．．吾子布大命於諸侯，．．．．．．。今吾子疆
理諸侯，而曰『盡其束故 j 而已，唯吾子戒車是利，無顧土宜，其

無乃非先 王之命也 乎？ 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 ？其晉實有闖。
四王 （虞、夏、商、周）之王也，樹德、而濟 向 欲焉﹔五伯之霸

也，勤而 撫之，以役王命。．．．．．．」（魯成公二年。 頁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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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守「先王之命」，可為盟主：反之則為不義。禍福之來，四王虞、
夏、商、周之享有永恆之福祿，就在於能夠「樹德而濟同欲」而已！

近幾年來，社會掀起一陣「↑苦褔」的聲浪。針對社會習俗的奢侈、浮

華、浪費、人心膚淺、~爛．．．．．．等風氣，包括宗教界、教育界、文化界、
社會有心人士，有感而發，紛紛提出「惜福」的口號，一時蔚為風潮，號

召社會大眾：人人珍惜福氣，不要暴珍天物、折損了現有的福祉、銷蝕所

擁有的福氣，大家都在感歎：「社會生病了！」「台灣生病了！」．．．．．．。
一時之間，台灣社會似乎變得病慵懶的．．．．．．，了無活力生氣。「貪婪之
島」的天空，陰霾處處，籠罩著禍事隨時都會降臨的不安和焦慮！台灣，
台灣，難道真的這等無福？！

其實，當很多人在致力於推廣「惜褔」觀念、號召力行「惜福」的時

候，卻都犯了一項疏忽，大家未曾仔細思考：惜福的意涵，只是消極地珍

惜現有、既有的福份而已。要想積極地贏得福祿、獲得福份，其實需要更

積極、主動、前進的「養福」觀念與作為！。
冬，都黑眩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忠義﹔不為利田，不為義疚。．．

（魯昭公卅一年。頁 1512 )
「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田，不為義疚。」君子之人，言語、

動作、禮義、威儀，自有分寸、自有規範、自具典則，自具威儀形象，這
也是賢者褔祿之所以得「養」的緣由所在！
林語堂先生云：「了解性命之惰的人，不做無益生命的分外事﹔通達
命運之理的人，不做命運勉強不來的事」（註 17

)

〈莊子﹒至樂》論及萬物之各適其性、發展生命，有說：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
其能，不 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過，是之謂 條達而福持。」
（註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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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有鳥性，魚有魚性，人有人性。各適其性、各得其性，就是最好的
「褔德扶持」。所謂：「如是之道，可謂條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矣。」
（註 19

)

另外，〈准南子．人間剖︱〉亦云：「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
蚊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褔祿歸矣。」（註 20 ）一樣都在說明「褔

祿」之來，來自「致其道」一一厚積君子之道的意思。

譬如農夫，是礁（音標，田中除草）是裳。雖有饑鐘，必有豐

年。（魯昭公元年。頁 1202

)

傳統社會，以農立園。農夫們的「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種作除草
的動作，使得他們得到了「豐年」的報償。因為，只有具體積極的作為，

努力「養褔」，如同農夫的勤勞耕種，「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才能
達致豐年、豐足的「褔德」、「福祿」的美好境界！

〈詩經．小雅〉：「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宜其遐福﹔
褔祿艾之﹔．．．．．．，褔祿級之。」這是歌誦人間福祿修養、期望褔祿長久的

一篇典型篇章。追求人生的萬年美好，安享人間的褔祿，致力褔報綿長，
這應該是千古不變的生命意義所在。（註 21

)

福祿不是憑空而來，美麗的生命不是從天而降。兩千五百年前的劉康

公，提示經由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期「養福」的思想理念，解答了人
生的意義，解析了生命的價值，更指引了人類歷史努力的方向，具體地提
示吾人積極、進取、奮發、創造的人生途徑，確乎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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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Ideology of "Yangfu"

27

In

the Tso’s Commentary
Julius Wu *
Abstract
Tso’s Commentary encompasses copious historical facts and contains
numerous concrete wisdom of life.

”Whenever you collect gold from the sand, you often can find the treasures. ” The author of Tso ’s Commentary understands the solemn meaning of
human life from the record and description of facts about success or failure,
establishing or declining in the track of history.
No doubt, in the long history, the author Zuo, Qiu-ming realized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moral through his long-time observation- - it is the
deepest sense of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as a historiographer.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What is the value of life?

How should

we enjoy our life? How to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so ’s
Commentary offers a clear and definite direction.
Duke Liu, Kang of Lu analyzed that since our "birth ’” we have had
"life."

Defining the meaning of life depends on "the regulation of action,

courtesy, and majesty."

Manifesting the value of life is based on concrete

action, courtesy, and majesty. Happiness and wealth of life comes from "the
regulation of action, courtesy, and majesty."

The author of Tso ’s Commen-

tary mentioned the moderate rational concept of "Yangfu" through the long
time observation of casualty from the history and society when narrating the
historica ] facts during C}1Uin-qiu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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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r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ositive person by "the regulation of action, courtesy, and majesty."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 Y angf u."

It is rewarding

to learn from it and to cherish it from the Tso ’s Commentary.
Key words: Yangfu （養福）

to bring up one ’s luck and fortune （養以之福）

to find happiness and fortune in one's own way （白求多福）
happiness and wealth （褔祿）

good luck and fortune （褔德）

the regulation of action, courtesy, and majesty （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

the law of history

casualty （歷史因果律）

* Associate Professor,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ichung Evening School,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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