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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狼與羊」(Der Wolf und das Lamm) 的寓言故事存在已久。故事主題遠可追溯至古

希臘的伊索寓言 (Äsops Fabeln / Aesop’s Fables) 和古羅馬時代的寓言作家 Phädrus (ca. 

15 v. Chr. - ca. 50 n. Chr.) 的作品。 

到了宗教改革時期，從中古德文版瞭解，1530 年 M. Luther (1483-1546) 對於「狼

與羊」的寓言故事從強權與公義的觀點來詮釋，認為「強權勝過公理，一旦狼將羊當成

獵物，羊則蒙受不公平對待。」公理位居強權之下，是 M. Luther 對當時世局及自身處

境的看法。 

到了法國太陽王 Louis XIV. (1638-1715) 時代，政治權力極度失衡，強勢者、掌權

者可以編造各種理由、羅織各項罪名，透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方式，加害於人。

面對權力的傾軋，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 1668 年撰述「狼與羊」的寓言故事即

開宗明義指出：「較強者總是有理，動物為君剖析之」(Der Stärkere hat immer recht: Wir 

zeigen es hier am Tiergeschlecht.)。Jean de La Fontaine 的論述，這時「狼與羊」的寓言故

事，已由 M. Luther 的強權與公理的觀點轉變成強者與法理的觀點，亦即：法理是由強

者來詮釋。 

及至十八世紀德國啟蒙運動時期，G. E. Lessing (1729-1781) 於 1759 年對於「狼與

羊」的寓言故事有了較不同的論述，認為羊不再懦弱，有了知識的保障，看到河面的寬

度足以防衛狼的攻擊，從講理的方式轉變為展現自信的方式，狼無計可施，只得悻悻然

離去，弱勢的羊有效地防衛了自己。G. E. Lessing 的詮釋，跳脫了權力獨大、傲慢的思

維，市民階級抬頭，提醒世人知識可以轉化成力量，法國大革命 (1789-1799) 的興起，

多少驗證了市民知識是自我防衛力量的觀點。 

二十世紀 H. Arntzen (1966) 撰述「狼與羊」的寓言故事又有不同的詮釋，這時弱勢

的羊不再開口，見到狼來到溪邊，即刻掉頭而去，拒絕狼的召喚，因為羊說「我已在 伊

索寓言 中見識過了。」H. Arntzen 強調經驗，經驗可以產生知識，善用經驗就能保有平

安。 

「狼與羊」的寓言故事細水長流，整體來看，作者皆根據當時的時空背景或個人境

遇，以不同的詮釋表達出弱者面對強者時不同的觀點。 

鑒於過去作者對於「狼與羊」寓言故事的詮釋大多藉由強權、強人、公理、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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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驕傲、知識及經驗等心念，來詮釋報復、毀謗、公平、正義、誠信等行為，本文

乃提出「強者」與「弱者」互動中是否存在著道德真實性的問題，即：強者的論述總是

對的嗎？弱者總是錯的嗎？論述對與錯的依據是什麼？理論基礎又是什麼？這些問題

表面上看起來是強者與弱者互動的心念與行為，然而深一層的思索，心念與行為背後的

決定因素又是什麼？本文嘗試從道德的角度來詮釋，理解「狼與羊」寓言故事的道德真

實性。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擬從道德哲學 (moral philosophy) 出發，分析「狼與羊」的寓

言故事，體認故事的道德真實性。除第一部分為前言外，第二部分闡釋真實性的道德哲

學觀點；第三部分利用真實性的道德哲學觀點建立道德真實性模式；第四部分應用道德

真實性模式分析強者與弱者的道德真實性，擬以五則「狼與羊」寓言故事作為分析的對

象；第五部分為結論。 

二、真實性的道德觀點 

何謂真實性  (Authentizität / authenticity) 這個字常出現在心理學  (Psychologie / 

psychology)、存在哲學 (existentielle Philosophie /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y) 及美學 (Ä sthetik / 

aesthetics)上，惟其論述的理論基礎大多來自哲學的觀點，具有道德哲學的內涵。 

Grimmett & Neufield (1994:207) 強調，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第一次使用真實

性這個字時是跟著道德的內在聲音 (moral inner voice) 一起使用，意味著真實性具有道

德的內涵。在 René Descartes 之前，關於道德原則的認定，往往是由外在的社會規範來

確立。 

Grimmett & Neufield (1994:207) 進一步指出，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支持 René Descartes 的看法，認為道德與真實性是個人內在的自然聲音。爾後，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 外推 (extrapolate) 此概念，將創意性 (Kreativität / 

creativity)、獨創性 (Originalität / originality) 及真實性作為衡量存在的依據，認為這三

項概念建立在經驗之上，同時用來詮釋這些經驗。 

從上述三位哲學家對真實性的闡述得知，真實性的意義是會變遷的。早期，看成是

個人外部的社會力量，爾後成為個人內在的聲音，最後則是透過經驗的發展又回到內在

的聲音。變遷中可知，真實性始終與道德有關聯，Sayers (1999) 甚至認為，真實性是當

http://en.wikipedia.org/wiki/Psychology
http://en.wikipedia.org/wiki/Existentialism
http://en.wikipedia.org/wiki/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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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道德思潮 (modern moral thought) 的中心1。 

Childers & Hentzi eds. (1995:103) 說明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的真實性概念時

表示，真實性是在不顧及外在的社會壓力下，個人品格、精神及特性所呈現出的純真 

(true) 程度；純真程度與個人抱持的價值 (value) 與先天的自由 (innate freedom) 有關。

個人若缺少了真實性，往往就會選擇虛偽的價值，拋棄先天的自由，這時就如同 Jean-Paul 

Sartre 認為，個人處於惡的信實 (bad faith) 中，欺騙了自己，有了自卑感的羞憤，宛如

自我不再存在。 

Golomb (1995:12) 認為 Jean-Paul Sartre 所謂的真實性，是假設個人無論在承受引以

為傲或驚悚恐慌的情況下，一旦面對責任 (responsibilities) 與風險 (risks) 時仍然保有其

純真及清晰的意識。可知真實性除了說明個人在面對外在壓力下是否能對自己、對別人

呈現出自我真實的存在外，Yacobi (2011) 進一步認為，自我體認 (self-awareness)、不偏

的自省 (unbiased self-examination)、精確的自我知識 (accurate self-knowledge)、反射的

判斷 (reflective judgement)、個人的責任與誠信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integrity)、真

誠與謙遜 (genuineness and humility)、對他人同理心 (empathy for the other)、瞭解他人

(understanding of the other) 及適度活用他人回饋 (optimal utilization of feedback from 

others) 等項，都是構成個人真實性重要的道德因素。 

整體瞭解，個人的真實性其實涉及到兩個重要的部分，一個是個人的心念，另一個

是個人的行為。個人的心念與個人的行為到底是怎樣的互動？是相關？還是不相關？或

者有時相關、有時不相關？確實很難證明，惟可確認的是，由於心理學、哲學有了真實

性的研究，得知個人的心念與行為會有不一致的情況；換言之，如果心念與行為一致的

話，心理學家、哲學家就不會提出真實性的命題了。 

透過相關文獻的回顧，得到兩個看法，即：品格、精神及特性可視為個人內在的聲

音，屬於道德呼求的面向；個人抱持的價值與先天的自由可視為個人追求的純真，屬於

真實性程度的面向；至於自我體認、不偏的自省、精確的自我知識、反射的判斷、個人

的責任與誠信、真誠與謙遜、對他人同理心、瞭解他人及適度活用他人回饋等項，則是

構成個人真實性重要的道德因素，這些因素對提高個人真實性的程度會有直接的幫助。 

                                                 

1 The concept of authenticity - the idea of ‘being oneself’ or being ‘true to oneself’ - is central to modern    

moral thought (Sayer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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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德真實性模式 

Ferrell, Fraedrich & Ferrell (2008:146-160) 三人論述道德哲學時，提出了善 (good) 

與惡 (bad) 如何分辨的問題，以及界定善與惡到底是個人追求的目的 (end) 還是使用的

方法 (means)。 

善若是目的，則必有本質的善 (intrinsically good)，例如 Aristotle (384-322 v. Chr.) 認

為幸福 (happiness) 是人類一種本質的善，是一切思考、行動生成的根源。Fisher & Lovell 

(2006:102-103) 認為，由於存在著本質的善，所以 Aristotle 強調，人要有偉大的靈魂 

(great-soul-man)，因而需要培養智慧、勇敢、溫和、慷慨、高尚、適度得意、適度雄心、

好情緒、真實、機智、親切、謙虛、適度義憤等美德，藉以提升個人的品德；美德不是

一個規範系統 (a system of rules)，而是人格特質，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才能獲得。 

另外，善也有方法的善，例如 Immanuel Kant (1724-1804) 所謂友好 (friendship)、

親善  (goodwill) 等行為是方法的善，是達到目的的必要方法。Fisher & Lovell 

(2006:108-109) 認為，Immanuel Kant 提出的無上命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即是一種

方法的善，它是藉由訂定至高無上的規範，要求人們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遵守，遵守

是義務，例如在舊約 (Old Testament) 時期，十誡 (Ten Commandments) 即是當時至高

無上的命令，若能遵守十誡，就顯示出道德行為，也是面對問題的基本態度。 

相信善只是單一的存在，謂之一元論者 (monist)，例如快樂主義 (hedonism) 強調

本質的善只有愉悅 (pleasure) 這一項；多元論者 (pluralist) 卻認為本質的善不只一項，

可包括美麗、知識、審美經驗、個人影響等。 

當代出現了工具論者 (instrumentalist)，從目的–手段的觀點來探討善，認為目的可以和

手段分開來看，手段可以達成目的，同時目的本身可以是自己本質的善。 

根據上述觀點，得到下列看法，即： 

（一）道德哲學的核心思想是善，須用善的方法（手段）來做善的事（目的）。 

（二）善與惡是相對的概念，兩者可以是目的，也可以是手段；換言之，善與惡可以同

時併存於目的與手段。 

（三）目的與手段可以分離，後者是因，前者是果。 

透過上述看法，可將個人的心念與個人的行為看成是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心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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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善 (道德)，也可為惡 (不道德)；行為，可為善 (道德)，也可為惡 (不道德)。Fisher & 

Lovell (2006:100-101) 認為，道德講的是：想要做的事須為善事，倫理講的是：須用善

的方法來做善事；反之，就是不道德、不倫理。透過此觀點可以瞭解，何以勸化世人時

會常說：「存善心，行善事」的道理。善心屬於道德層次，善行屬於倫理層次。 

由以上分析得知，道德真實性存在於心念與行為的對比中，也就是一旦個人的心念

與行為在善與惡之間出現不同的追求時，道德真實性的問題才會逐漸地浮現出來，成為

人們探討的空間。不同的道德真實性來自心念與行為不同的組合，組合情形請參閱道德

真實性組合表（簡稱組合表）所示。 

 

 

 心 念 

善 惡 

行 

為 

善 Ⅰ Ⅲ 

惡 Ⅱ Ⅳ 

 資料來源：作者研究。 

 

藉由心念與行為的互動，從組合表可以理解，組合 I 由善的心念和善的行為組

合，道德真實性呈現完全的顯著；組合Ⅳ由惡的心念和惡的行為組合，道德真實性呈

現完全的不顯著；組合Ⅱ、Ⅲ的道德真實性較不顯著，但從目的–手段來觀察，組合

Ⅱ雖然行為趨惡，但道德性仍優於組合Ⅲ，畢竟組合Ⅱ是從善的心念出發，有別於出

自惡的心念Ⅲ。 

若將組合表透過邏輯關係的轉換，可得圖 1 道德真實性模式，列示如下： 

 

 

 

 

 

 

 

圖 1 道德真實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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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橫座標代表道德，以道德原則為其內涵，屬於心念的層面，愈向右邊移動，表

示心念就愈趨向道德的善，愈向左邊移動，表示心念就愈趨向不道德的惡。向善或向惡，

以個人的道德原則作為判斷的依據。個人的道德原則是個人認定行為對、錯的觀念與信

念，關係到個人的心念，連繫到個人的品格、精神及特性，這些都可以看作是 Renè 

Decartes、Jean-Jacques Rousseau 所謂個人從經驗發展中內在的道德聲音或自然聲音。 

縱座標代表道德真實性的顯現，依 Jean-Paul Sartre 的看法，即是表現出純粹真我的

道德原則。道德原則受到個人的價值與先天自由的影響。愈向上移動，表示遭到外在的

壓力還是愈能顯現純粹真我的道德原則；愈向下移動，表示遭到外在的壓力就愈不能顯

現純粹真我的道德原則。 

若要利用圖 1 來定位個人的道德真實性，這時需要做一個邏輯關係轉換，透過個人

的道德原則推導出道德真實性，請參閱圖 2。 

  

  

 

 

圖 2 道德真實性詮釋架構  

 

圖 2 中的道德原則導自圖 1 中的橫座標，圖 2 中的道德真實性明顯程度則導自圖 1

中的縱座標。假設個人為了保有個人的價值與先天自由，而在外在環境的壓力下衝擊到

自己原有的道德原則，這時就會出現道德真實性問題。出現情況列舉如下： 

情況一：堅守道德原則，這時個人的道德真實性如組合表中組合 1 的情況，完全彰

顯出來；例如遵守倫理學中義務論 (Deontology) 的見義勇為者屬於這一情

況。 

情況二：放棄部分的道德原則，這時個人的道德真實性如組合表中組合Ⅱ、Ⅲ的情

況，出現不明顯的狀態；例如遵守倫理學中目的論 (Teleology) 的權宜者

屬於這一情況。 

情況三：放棄全部道德原則，這時個人的道德真實性如組合表中組合Ⅳ的情況，蕩

然無存；例如毫無倫理行為的賣國賊、賣友求榮者或損人不利己者屬於這

一情況。 

外在環境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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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狼與羊」道德真實性分析 

欲作「狼與羊」道德真實性分析，須先闡釋「狼與羊」五則寓言作品的時代背景及

其寓意；爾後，再運用圖 2 道德真實性的詮釋架構分析「狼與羊」五則寓言作品；最後，

將分析結果置入圖 1 道德真實性模式，利於作整體的瞭解。 

（一）五則寓言作品簡介 

「狼與羊」的寓言故事，自伊索寓言以降，陸續有多種版本，本文選用西元一世紀

Phädrus、十六世紀 M. Luther、十七世紀 Jean de La Fontaine、十八世紀 G. E. Lessing，

以及二十世紀 H. Arntzen 等人的改寫或創作文本，共有五種版本2，各版本都是以狼與羊

作為故事的對話者，可看出故事的發展不約而同地圍繞「強者與弱者」的論述，歷世歷

代狼與羊所反映的善惡本質並未作重大的改變，較顯著的差異則是故事的對話情節，以

及由情節帶出的道德訴求。 

「狼與羊」的故事除了連結到西元前六世紀的 Ä sop，尚可追溯到西元前八世紀末

至七世紀初古希臘詩人 Hesiod 的一則寓言「蒼鷹與夜鶯」 (Habicht und Nachtigall)3，內

容描寫蒼鷹逮著美麗的夜鶯，夜鶯在蒼鷹爪子下哀嚎，蒼鷹專橫霸道地說：「我做了你

的主子，想帶你到何方就到何方。把你當作餐食或釋放你，全憑我的意願，誰敢對抗強

者，都只會留下恥辱和創傷。」Dithmar (1988:11-12) 認為，此篇寓言是古希臘最早的

寓言詩，點出弱者不宜與強者較量，因為強者不僅會獲勝，而且還會因獲勝而得到殊榮。

Mader (1951:19) 認為這是一篇高格調的政治性寓言，以精簡但嚴謹方式雕鑿而成，它

並不是教導人思索強者的道理，而是透過影射鼓勵對抗不公不義的社會，並且呼籲付諸

革命行動。陳浦清 (1992:254) 也認為這是古希臘最早的寓言詩，表現了希臘貴族壓迫

奴隸、平民，並向海外掠奪的海盜現象。 

到了西元前八世紀至六世紀，古希臘由原始的公社制度逐漸過渡到奴隸制度，形成

了數以百計的城邦小國，其中最著名的是雅典 (Athen / Athens) 和斯巴達 (Sparta)。西

元前六世紀至五世纪之間，雅典擁有很多奴隸，伊索寓言便是產生於這個時代。與此同

時，西元前八世紀在義大利半島上形成了奴隸制度的小城邦國家，爾後逐漸發展成羅馬

帝國。在古羅馬奴隸制度下的奴隸，無人身自由，須為奴隸主作無酬勞的勞動。奴隸一

                                                 
2 五篇寓言選自 T. Poser (1990): Fabeln. Arbeitstexte für den Unterricht, 頁 13, 16-17, 20-21, 29-30, 48。 

3 參閱 R. Dithmar (1988:11-12)和陳浦清(199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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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來源為戰俘、佔領地的原住民、負債者或罪犯，也有從海外非洲等地方拐賣到奴隸市

場的人。從西元前六世紀開始，經過數百年的征戰擴張，古羅馬成為横跨歐、亞、非三

洲的大帝國。至西元 395 年，羅馬帝國分為東西兩方。西元 476 年，西羅馬帝國滅亡，

同時結束了奴隸制度，開始進入封建社會。 

Phädrus 大約生於西元前 15 年，自述曾經是羅馬帝國開國君主奧古斯都 (Augustus 

63 v. Chr.-14 n.Chr.) 的奴隸，獲得自由之身後持續創作至西元 50 年。Phädrus 將伊索寓

言故事集引進羅馬，繼承了在希臘時期同樣是奴隸出身的 Ä sop 所寫的寓言架構，惟以

韻文方式寫作，內容則添加許多個人的見解。Phädrus 敘述狼為了吞噬羊，編織「弄濁

我的飲用水」、「半年前毀謗我」、「你老爸向天神告狀」等三項藉口，恫嚇聲中「毫

無道理」(wider Fug und Recht) 的撲殺了羊，並且留下「人往往因為不真實的詆毀而

遭到無辜的坑害」的寓意(參閱附件 1)。 

Phädrus 所處的羅馬共和國時期和羅馬帝國初期，大約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為奴隸，

奴隸種類繁多，有手工業奴、農業奴、官府卒吏、家内僕役、教師、樂師、醫務師、兵

奴、角鬥奴等。奴隸被視為會說話的工具，沒有人身權、婚姻權、家庭權和財產權，他

們地位低下，處境悲惨，可以隨意被打罵、轉賣或處死。奴隸主對奴隸的野蠻對待和殘

酷剝削是奴隸社會的特徵。從 Ä sop 到 Phädrus，以及從希臘到羅馬的奴隸階層都有類似

的歷史情境。Poser (1990:62-63) 談論「歷史情境與寓言教化內涵關聯性」(Zusammenhang 

zwischen historischer Situation und Fabeldidaxe) 時表示：古老寓言的創作和發展與底層老

百姓、農民、奴隸等人的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有關。古老寓言除了反映他們的真實處境，

也表達了他們深層的道德訴求。 

Ä sop 與 Phädrus 從被迫害者角度，透過寓言控訴霸道者如何濫權、濫殺無辜者，

M. Luther 也是透過寓言寫作對抗擁有優勢的教會和代表強權的帝國。M. Luther 認為，

寓言是最適合對人進行道德教育的文體，他除了自己撰寫寓言外，還用散文體翻譯了伊

索寓言，透過啟發性的寓言體，試圖於宗教改革期間贏得廣大百姓的支持。M. Luther

的「狼與羊」故事改寫於 1530 年奧格斯堡帝國議會 (Reichstag zu Augsburg）召開的時

候。依據 1529 年施派爾帝國議會 (Reichstag zu Speyer) 通過的決議案，即 1521 年的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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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姆斯帝國敇令 (Wormser Edikt)，有關「肅清叛教徒的成案應在全帝國境內施行」4的

決議案不應該繼續凍結，宜盡速執行，此外，土耳其軍隊西侵的威脅始終未解，帝國境

內難以團結，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Karl V. (1500-1558) 苦思對策，乃下令抗議派教徒 

(Protestanten / Protestants) 於帝國議會期間須陳述信仰，表明新教與羅馬天主教之不同。

由於 M. Luther 的帝國法律保護令 (Reichsacht) 仍遭剝奪中，只好留守在受領主保護的

科堡（Veste Coburg），靠著書信及遣派在該地的戰友 Philipp Melanchthon (1497-1560) 連

成戰線，完成了立場鮮明的奧格斯堡信綱 (Augsburger Bekenntnis / Confessio Augustana)，

並於 1530 年 6 月 25 日在會議上宣讀5。M. Luther 滯留科堡其間6，改寫了 13 篇伊索寓言，

在 1530 年的「狼與羊」故事中，增加了第四項藉口，讓狼的行為合理化，這就是狼之

所以非得吃了羊的真正原因，即「一定是你啃光、毀損了我的田野草地」。如果「田野

草地」意指教廷勢力範圍或帝國領地產業，則強權者擁有之物豈能任人染指或分享？

M. Luther 可能因此而有感慨，寫出如同諺語般的寓言寓意：「這就是人世間，任何人如

果良善，一旦有人想找碴吵架，他就必須受苦受難，因為強權勝過公理。如果有人執意

虐待狗，則連狗皮都會吞了，一旦狼將小羊當成獵物，小羊則承受不公平的對待。」(參

閱附件 2)。 

法國太陽王 Louis XIV. (1638-1715) 的「絕對」(ABSOLU)7 權力及「朕即是國家」

(L’Etat, c’est moi!) (Der Staat bin ich!) 的名言是 Jean de La Fontaine 寓言創作時代的背

景。1668 年 Jean de La Fontaine 寫的「狼與羊」寓言故事，反映了十七世紀法國王權至

上有權者強勢作為的社會現實面，主旨仍圍繞強凌弱 (强者或相對握有更多權力的較強

勢者) 的基本路線。Jean de La Fontaine 樂意透過二十九行的韻文詩細細地剖析並且加以

說明，他影射狼為統治者，行使權力時無須擔負任何法律責任，可以惡行惡狀 (formlos) 

                                                 
4 參閱 戴懷仁、陳建勛譯述 (1983:135-142) (第十七章 科堡與奧格斯堡：路德宗之得以保全)，馬丁路德
傳，香港：道聲。H. H. Holmquist : The Life of Martin Luther。 

5 同上，頁 139。 

6 參閱 R. Dithmar (1995:13-15)：M. Luther 在科堡 (Coburg) 的時間為 1530 年 4 月 23 日至 10 月 4 日。抵

達當日他就寫信給戰友 P. Melanchthon，表示我們終於來到我們的西奈山，我們將在這裏建造擁有詩篇、

使徒行傳和伊索三頂帳幕的錫安山。 

7 根據 P. Burke (許綬南譯)：製作路易十四，2005，頁 251，有關「絕對」(ABSOLU) 的綜合註解：「絕

對」(ABSOLU) 是「沒有任何條件，沒有任何限制」；1661 年之前的時期，也就是 Mazarin 掌權時代，

被描述為「政府的絕對權力掌握在首相之中」；法國路易十三的官方史家之一杜布雷則聲稱「除了路易

之外，沒有其他國王可以握有絕對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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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羔羊斃命，也可以無限上綱，治罪究責，因而羊的親兄弟、牧羊犬、牧羊人，無一倖

免 (參閱附件 3)。 

法國太陽王 Louis XIV. 時代為君主專政，採用重商主義，工商業發達，王權與資產

階級處於相互利用和讓步的時期，平民百姓成為相對的弱勢階級，同時，法國文學在當

時興起古典主義潮流，崇尚理性，擁護王權，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故採用古典題材作

為學習古典藝術的方法。古典主義在寓言方面的代表者是 Jean de La Fontaine，他的《寓

言詩》（Fables 1668-1694）共分 12 卷，收錄 244 篇寓言，反映了法國十七世紀的社會

風貌與精神狀態，並且深入到哲學、宗教、學術、道德等各個領域。Jean de La Fontaine

利用古代題材反映現實生活，揭露法制的腐敗、貴族的凶暴、僧侶的貪婪，同情弱勢百

姓的悲慘命運。 

「狼與羊」故事取材伊索寓言，但做了某些加工改造，故事中，Jean de La Fontaine

讓小羊使用對貴族、官員的稱號和用語，例如：閣下 (Euer Gnaden)、「屈尊」 (geruht) 等

詞句，誠如 Poser (1990:68) 認為，狼與羊之間呈現出不對等的權力關係；此外作者於作

品結尾處表示：狼就把小羊拖到森林深處，在那裡把它吃掉，不需要什麼訴訟審理。Jean 

de La Fontaine 以寓言方式批判了當時的法治，態度嚴正而不假情面。 

十八世紀在歐洲產生了啟蒙運動 (die Aufklärung / the Enlightenment）。啟蒙運動是

文藝復興運動的延續與深入，對傳統的制度和觀念展開全面性批判，德國寓言的發展

也在此時達到最高峰。寓言的作用在當時較少指向宗教，而是更多的對道德與社會的

批判，或是訴諸政治的自我意識、自我覺醒。寓言被看作是認識真相的工具，寫作方

式正如 Roelleke (1982:148-149) 所表示，是當時「物質與精神需求獨特的美學表達方

式」8。 

根據這項觀點，寓言被視為遭受壓制的小市民釋放自我意識的管道，也是反封建的

道德武器，因此啟蒙運動時期的作家，以說寓言、寫寓言作為戰鬥武器，成為社會大眾

最佳的啟蒙教育方式。Herder (1744-1803) 肯定寓言彰而未顯的力量，認為它的「政治-

社會學的功能」(politisch-soziologische Funktion) 一旦被發覺，必然會得到認同，受到恭

                                                 
8 參閱 H. Roelleke (1982): Deutsche Fabeldichtung im Umkreis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in: P. Hasubek 

(hrsg.): Die Fabel. Theorie, Geschichte und Rezeption einer Gattung. Berlin: Erich Schmidt, 1982,        

pp. 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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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或被高舉，成為文學藝術最新或最豐碩的戰果9。 

啟蒙運動在德國蓬勃發展，主要的文學代表人物是 G. E. Lessing，他是德國民族文

學奠基者、戲劇作家、戲劇理論家及美學家，也是傑出的寓言作家和理論家。G. E. Lessing

也青睞「狼與羊」的故事，1759 年撰述的寓言故事有了不同的場景，小羊頗有自知之明，

擁有足以自保的態勢，弱者不再任由強勢者攻擊或蒙受無妄之災，能以其人之道，還治

其人之身，狠狠地挖苦狼：「我可沒有弄濁你的飲用水喔？」、「我沒在六個月前罵過你

嗎？或至少我父親作過囉。」狼只好回應：「算你走運！」儘管惡狼此次出師不利，計

謀未能得逞，但並不表示下回會輕易放過 (參閱附件 4)。 

寓言的發展，在十九世紀曾經沉寂式微。二十世紀中葉，透過 W. Schnurre、H. 

Arntzen、J. Thurber 等人的寓言創作集相繼問世10，間接證實寓言依然活躍，並未完全

沒落消失。Payrhuber (1978:20-21) 表示，現代寓言的特色之一乃是「傳統與反諷間的連

結，對傳統提出質疑」11，雖然它不再有能力掌握現代工業社會的脈動，反映人類生活

的真實情況，但 Dithmar (1988:149-151) 認為它的基本特徵是不受時空的限制，仍然是

作家喜愛的表達方式，例如 H. Arntzen 撰寫文字簡潔如珠璣般的寓言，透過意有所指

的寓意和箴言般的警句 (Aphorismen) 表達個人意見。 

H. Arntzen 於 1966 年撰述的寓言作品中也有狼與羊的互動情節：狼來到溪水旁，羊

見狀，急忙跳開。狼大聲說：「別走，你沒有干犯到我。」羊回應：「謝了！」並說：「我

已在 伊索寓言 中見識過了。」(參閱附件 5)。H. Arntzen 採用批判式的反思，集合幽默、

嘲弄、反諷於寓意中。Dithmar (1983:352-353) 認為，此寓言中的幽默係針對愚昧者，嘲

弄指向狀況外者，反諷適用於認識真相和揭露真相。H. Arntzen 筆下的羊如同 G. E. Lessing

筆下的羊，都有自覺之心，意謂現代人都需要自我瞭解、自我充實，要有知識和經驗，

也應該懂得活用。H. Arntzen 強調要有「自知之明」 (Selbsterkenntnis)，宜有覺察反省能

力，面對自身的言行和心態能自我覺知，也可透過文字、語言審視自己的行為。對於這

                                                 
9 參閱 W. Briegel-Flora (1965): Geschichte der Fabel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Diss. Freiburg, pp. 258-270. 

10 Wolfdietrich Schnurre: Protest im Parterre, 1957; Helmut Arntzen: Kurzer Prozeß. Aphorismen und 

Fabeln. München: Nymphenburger Verlagbuchhandlung,1966. Streit der Fakultäten. Aphorismen und 

Fabeln. Münster: LIT-Verlag, 2000; James Thurber: 75 Fabeln für Zeitgenossen. Ins Deutsche 

übertragen von H. M. Ledig-Rowohlt,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Verlag, 1967.  

11 參閱 F.-J. Payrhuber (1978:20-21): „DieVerbindung zwischen Tradition und Infragestellung dieser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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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訴求，H. Arntzen 已反映在另一則有關驢子的寓言中12。驢子披著獅皮前來會晤群蛇，

表示：「此刻我很強，但我如何變聰明呢？」群蛇建議驢子：「請先將獅皮脫下！」驢子

不解地問：「那我豈不是還原成老樣子嗎？」群蛇則回答：「所有的聰明啊！皆肇始於自

知之明。」Dithmar (1983:352-353) 肯定這個回應，認為對現代寓言意義重大，很適合作

為寓言文體的座右銘 (Motto)。 

綜合以上五則寓言，其要項歸納如次： 

1. 狼為強者，羊為弱者，強者極盡理由作為吃掉弱者的藉口。 

2. 強者在第一則是霸道者，第二則是強權者，第三則是強勢者，第四則是攻擊者，第

五則是欺壓者。 

3. 相對強者，弱者在第一則是無辜者，第二則是講理者，第三則是講法者，第四則是

防衛者；第五則是理智者。 

4. 在狼與羊互動方面，第一則是野蠻對抗文明，第二則是強權對抗公理，第三則是強

勢對抗法理，第四則是攻擊對抗知識，第五則是欺矇對抗經驗。 

5. 至於故事的結局，第一則是狼得逞羊喪命，第二則是狼得逞羊喪命，第三則是狼得

逞羊喪命，第四則是狼未得逞羊保命，第五則是狼未得逞羊保命。 

                                                 
12 引自 H. Arntzen (1966:63): Der Esel mit der Löwenhaut kam zu den Schlangen. Stark bin ic h. Wie 

werde ich klug? Fragte er. Häute dich, rieten die Schlangen. Aber dann bin ich ja wieder der alte Esel. 

Alle Klugheit, sagten die Schlangen, beginnt mit Selbsterkennt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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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真實性分析 

此章節將運用本文第三章圖 2 道德真實性詮釋架構，分析五則「狼與羊」寓言作 

品，並將分析結果置入圖 1 道德真實性模式。 

茲將第一則「狼與羊」寓言故事透過圖 3 說明其道德真實性： 

 

 

 

 

圖 3 寓言一道德真實性架構 

在道德原則方面，狼強橫、野蠻，一心向惡，無正當理由且無視無辜者生命，就是

為了達到吃羊的目的。 

狼見著下方不遠處有小羊，隨即興起野性十足的口腹之慾，心中存著霸道的念頭，

霸道念頭既無本質的善，也無方法的善，只是私慾的滿足，於是心生一計，有了惡的作

法，脫口而出：「你阿！弄濁了我的飲用水！」顯示野蠻的詆毀態度，從而有了霸道的

行為，是名副其實的霸道者。這種由歹念產生的霸道惡行，違反了道德原則  (moral 

principles) 中慈善 (beneficence)、最低傷害 (least harm)、尊重自治 (respect for autonomy)

及正義 (justice) 等行為要求。 

小羊為了自己的價值與先天自由，追求真理，解釋事實，言行文雅、明理。小羊對

狼說：「狼兄！我求求你，怎會是我呀？水是由你上方處往我下方流。」不畏懼狼的威

脅，也不回罵，認為狼也許誤會了，可以繼續溝通，善的念頭始終在內心。解說過程，

小羊雖然成為無辜的犧牲者，但是不卑不亢的態度，表明是非的勇氣，符合倫理學中的

美德倫理 (Virtue Ethics)，行為上展現 Aristotle 所稱的勇敢美德。 

這則寓言的主旨是：人往往因為非真實的詆毀而遭到無辜的坑害。詆毀與坑害都是

來自不道德的心念，才會有不倫理的行為。結合道德（心念）與倫理（行為），可知強

者的狼完全沒有道德真實性，弱者的小羊具有完全的道德真實性。 

狼：野蠻 

 

 

 

 

 

羊：文明 

 

 

 

 

 

狼：心念向惡 

 

 

 

 

 

羊：完全道德真實性 

狼：無道德真實性 
羊：心念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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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則「狼與羊」寓言故事透過圖 4 說明其道德真實性： 

 

 

 

 

圖 4 寓言二道德真實性架構 

在道德原則方面，狼仍是沒有正當理由且無視無辜者生命，非得要達到吃羊的目的，

心念更趨向惡。 

基於前次經驗，狼的心念變本加厲的壞，嚴厲指責下游喝水的小羊弄濁了上游狼喝

的水，甚至以先下手為強的強權口吻責問小羊：「你居心何在！」可知狼的惡心念不僅

未消滅，反而更加為惡，繼續以曲解的理由回應小羊理智的解釋，恐嚇小羊：「你想中

傷我？」小羊無論怎樣據理力爭，回答狼愈來愈蠻橫的恐嚇理由，狼還是在不講道理下

吃了小羊，表露出強權的行為。強權的行為違反慈善、最低傷害、尊重自治及正義等倫

理原則。 

小羊為了自己的價值與先天自由，追求公理，與狼講理，心中依然有公平、正義的善。

在講理過程中，堅持依公理來辯解，即使狼對自己的父親追加莫須有的罪名，還是秉持公

平、正義來答辯，符合倫理學的正義論 (Justice)，也展現 Aristotle 稱之的正義美德。 

結合道德（心念）與倫理（行為），可知強者的狼根本沒有道德真實性；弱者的小

羊具有完全的道德真實性。 

第三則「狼與羊」寓言故事透過圖 5 說明其道德真實性： 

 

 

 

 

圖 5 寓言三道德真實性架構 

在道德原則方面，狼可謂加速趨惡，仍然以無正當理由且無視無辜者生命，達到吃

羊的目的。 

這次狼的心念已經達到窮兇極惡的地步，方遇見羔羊即劈頭怒責：「猖狂污我水」，

且在盛怒之下定意立威，喝斥羔羊將會受到嚴明的懲處。這種無端的怒責、立威、恐嚇，

狼：無道德真實性 

 狼：強權 

 

 

 

 

 

 羊：公理 

 

 

 

 

 

狼：心念向惡 

 

 

羊：完全道德真實性 

狼：強勢 

 

 

 

 

 

羊：法理 

 

 

 

 

 

狼：趨惡 

 

狼：無道德真實性 
羊：道德真實性明顯 

羊：心念向善 

羊：趨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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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表露了不理性的惡念。狼的行為是無法無天的強悍，不給對手留下回應的機會，完

全顯示強勢的姿態，又將訴訟、審理的程序視為無物，誠是十足的強勢者。可知狼的心

念與行為依舊違反慈善、最低傷害、尊重自治及正義等倫理原則。 

面對不理性的狼，羔羊先是以王者之名稱呼狼，請求先息怒，之後細細解釋法理之

依據，這種適度義憤、謙恭的心態，實因堅持自己的價值與先天自由，尋求免於被攻擊

的道理；與狼解釋過程不只講道理，還講法理，心中存在著公正的善，可謂是講法者。

解釋過程依照公正的法理闡釋自己的看法，這種行為符合美德倫理的公正美德。 

結合道德（心念）與倫理（行為），可知強者的狼還是沒有道德真實性；弱者的羔

羊具有完全的道德真實性。 

第四則「狼與羊」寓言故事透過圖 6 說明其道德真實性： 

 

 

 

 

圖 6 寓言四道德真實性架構 

在道德原則方面，狼仍然心存惡念，第四次漠視無辜者生命，但是受制於地理環境，

計謀無法得逞，吃羊的目的未能實現，但是為惡的心念昭然若揭。 

這則故事的場景與前幾則最大不同處在於狼與羊中間隔了一條夠寬的河面，羊有了

安全的保障，狼也有自知之明，明知羊有意挖苦，但是審視河的寬度，只能咬牙切齒，

丟下兩句話：「算你走運！」和「就當作我們狼群已經習慣容忍你們羊群啦。」雖然是

兩句似乎不很猖狂的話，但卻表露了潛藏在內心的惡，由於有了惡的心念，說出的話也

就沒有好話，行為當然不正，違反慈善、最低傷害、尊重自治及正義等倫理原則。 

鑒於過去的經驗，這次羊有了天險保障，足以自衛，不再畏懼狼，於是把過去狼的內

心計謀，和盤托出，這些講明的話，聽在狼的耳裡好像是挖苦的話，但羊的用意是讓狼知

難而退，同時也讓狼知道牠已不能成為攻擊者，從而要狼死了獨大的心，過程中羊自己也

得到長期的安全保證。羊的知識在這時產生了作用，懂得善用地形地物。在對話過程中，

表現出機智的美德，有效地防衛自己，符合美德倫理學的美德論，也展現出 Plato (427 v. Chr.- 

348/347 v. Chr.) 所稱的智慧美德。由於機智的美德，羊才得以保全生命。 

狼：攻擊 

 

 

 

 

 

羊：知識 

 

 

 

 

 

狼：惡念 

 
羊：道德真實性明顯 
狼：無道德真實性 

     羊：向善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外語學報第二十二期 

 18 

結合道德（心念）與倫理（行為），可知強者的狼還是沒有道德真實性；弱者的羊

依然堅守著道德真實性。 

第五則「狼與羊」寓言故事透過圖 7 說明其道德真實性： 

 

 

 

 

圖 7 寓言五道德真實性架構 

在道德原則方面，狼還是有惡的念頭，存心剝奪無辜者生命，採取欺壓方式，達到

吃羊的目的。 

狼在這則寓言故事中扮演欺壓的角色，為了讓小羊卸下戒心，正當小羊準備快速

離去時意有所圖地嚷著：「別走，你沒有干犯到我。」由於內心仍存著欺壓的心念，盡

管在行為上似乎有所掩飾，但這實非二者近距離的相處模式，而是惡的計謀尚未得逞

時的行為表現，從這點瞭解，狼是欺壓者，違反慈善、最低傷害、尊重自治及正義等

倫理原則。 

小羊為了自己的價值與先天自由，鑒於過去累積下來的知識與經驗，認為「我已在

伊索寓言 中見識過了」，再加上前次逃脫的事實，不再畏懼狼，不理會狼的召喚，不與

狼爭辯，認為最佳的策略就是掉頭離去，類似《孫子兵法》三十六計的最後一計：走為

上策，展現了理智的心念與行為。小羊的表現，已從知識的認識走向經驗的體認，符合

Senge (1990）強調的理論：學習與成長是一項倫理的行為。由於有了學習成長的倫理行

為，小羊又再度地保住生命。 

結合道德（心念）與倫理（行為），可知強者的狼始終沒有道德真實性；弱者的小

羊有明顯的道德真實性。 

研究發現，不同年代的五則「狼與羊」故事，狼始終懷著惡的心念，分別以霸道者、

強權者、強勢者、攻擊者、欺壓者姿態現身，無道德真實性可言；反之，羊始終心念向

善，相對成為無辜者、講理者、講法者、防衛者、理智者，有明顯的道德真實性。 

若將狼與羊的道德真實性置入道德真實性模式，則強者的狼處於不道德/惡與無

道德真實性兩個座標軸構成的象限；弱者的羊處於道德/善與完全道德真實性兩個座

標軸構成的象限，如圖 8 所示。 

狼：無道德真實性 
狼：欺矇 

 

 

 

 

 

羊：經驗 

 

 

 

 

 

狼：惡念 

 
羊：道德真實性明顯 羊：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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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道德真實性模式 

 

 

五、結論 

處於競爭激烈的時代，經常看到強者與弱者兩種相對的階級存在於社會，彼此相互

牽扯、爭論，強者永遠站上風，正如 Jean de La Fontaine 所言：「較強者總是有理」。弱

者習慣於強者訂出的遊戲規則，默默遵守，即使提出不同的意見，也無濟於事。 

從古至今，強者的身份雖有不同，但始終是權、責、利的操縱者，操縱著弱者。互

動中，強者往往披著道德的外衣，假借各種理由達成自己的目的；弱者則無力辯駁，無

從維護自己的權益，在這互動中是否存在著一般人體認不到的道德真實性問題？實為本

文探討的重點。 

探索的方法，首先藉由 René Descartes、Jean-Jacques Rousseau、Jean-Paul Sartre 三

位哲學家對真實性的認定，確認真實性是一種內在的道德聲音或自然聲音，追求純粹

真我的道德原則，而這個道德原則會受到個人價值觀與先天自由的影響。 

配合 René Descartes、Jean-Jacques Rousseau、Jean-Paul Sartre 三位哲學家對真實性的認

定，結合道德哲學對「善」的闡述，界定「善心」–道德，與「善行」–倫理，建立起道德

真實性模式。 

繼之，利用道德真實性模式分析「狼與羊」五則寓言故事，瞭解在不同時代背景

下強者與弱者顯現的道德真實性。分析工具則是根據道德真實性模式設計出的道德真

實性架構。 

 

道德/善 不道德/惡 

完全道德真實性 

無道德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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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道德真實性模式檢驗五則「狼與羊」寓言故事後發現，的確，為了加害於人，

強者可以編造各種理由，羅織各項罪名，到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地步，其心念

與行為表現出的非道德真實性，令人訾議；反之，弱者雖居劣勢，仍會鼓起道德勇氣，

其心念與行為始終顯現出完全的道德真實性，令人敬佩。 

透過本文分析，擬提出四項有關道德真實性的看法： 

（一）短期觀察，弱者的羊堅守道德真實性或許會有損害，然而長期觀察，卻能透過學

習成長、累積經驗，獲得道德勇氣，保全生命，其過程符合 Senge (1990）建立的

倫理學的學習與成長（ethical learning and growth）的理論。 

（二）類似或相仿之事例，縱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仍然歷歷在目、層出不窮，例如

國際政治圈大國與小國間的經濟衝突與領土爭端，官場中部屬為上級長官擔罪黯

然下台的現象，以及校園內各種強凌弱、大欺小的霸凌事件。眾多案例顯示的不

是表面的法律問題，而是道德真實性彰顯的問題，欲解決爭端，只圖「立法」或

擺平「利益」，誠無濟於弱者，根本之道，還是要回到闡揚道德、倫理的正途。 

（三）弱者面對強者，其道德真實性如何？如何因應？似可運用本研究加以分析，特別

是針對今日的學生，處於多元的時代，五則寓言故事，逼真的人生寫照，足可反

映人性真實面，適合提供學生作為倫理道德議題探討的題材，藉以熟悉「強者」

與「弱者」的道德意涵，瞭解自己在倫理道德接受度與認同度的意向和回應。 

（四）寓言故事頗適合作為道德、倫理分析的教材，蓋因寓言屬於文學的文類之一，體裁

言簡意賅，富有諷刺和教育意義，透過人、動物、植物作為故事的主角，得以表達

不同的心念與行為，其豐富的故事內涵，可作為道德、倫理個案教材，切合《莊子‧

寓言》篇所言：「寓言十九，藉外論之」，以及《天下篇》對寓言有謂：「以重言為

真，以寓言為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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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Text 1 

Wolf und Lamm 

Phädrus (1. Jh. n. Chr.) 

 

Der Durst trieb einmal Wolf und Lamm zum selben Bach.    口渴驅使狼與小羊來到河邊， 

Der Wolf stand höher und weit unterhalb das Lamm.         狼位置比下方小羊高出甚多。 

Da reizte gleich den Wolf des Rachens wilde Gier,           狼隨即興起野性的口腹之慾， 

Und darum brach der Räuber einen Strich vom Zaum.               心生一計，脫口而出： 

„Du hast das Wasser, das ich trinken will, getrübt!“           你阿！弄濁了我的飲用水！」 

Verschüchtert warf das wollig weiche Lämmchen ein:        毛絨絨的小羊怯生生的回答： 

„Mein lieber Wolf, ich bitte dich, wie kann ich das?       「狼兄！我求求你，怎會是我呀？ 

Das Wasser fließt doch erst von dir zu mir herab.“           水是由你上方處往我下方流。」 

Die Macht der Wahrheit war selbst für den Wolf zu stark. 事實已不容抗辯，但狼仍為所欲為。 

„Du schmähtest“, rief er, „mich vor einem halben Jahr!“              「半年前你毀謗我！」 

„Da war ich“, sprach das Lamm, „noch gar nicht auf der Welt!“ 「那時我根本尚未在人世間呀！」 

„Dann war’s dein Vater eben, ja, beim Herakles!“   「那麼正是你老爸囉，是的，向天神告狀。」 

Schrie jener und zerriß es wider Fug und Recht.  狼大聲嚷嚷，接著毫無道理的撲殺了小羊。 

 

 Die Fabel geht auf den, der Menschen ohne Schuld                   寓言主旨：人往往因為 

 Durch falsche Unterstellung ins Verderben zieht.         不真實的詆毀而遭到無辜的坑害。 

 

Text 2 

Vom wolff und lemlin 

Martin Luther (1483-1546) 

 

Ein wolff und lemlin kamen on geferd / beide an einen bach zu trincken / Der wolff tranck oben 

am bach / Das lemlin aber / fern unden / Da der wolff des lemlins gewar ward / lieff er zu yhm / 

und sprach / Warumb truebestu mir das wasser das ich nicht trincken kan / Das lemlin antwortet 

wie kan ich dirs wasser truben / trinckestu doch ober mir / und mochtest es mir wol truben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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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f sprach / Wie? fluchestu mir noch dazu? Das lemlin antwortet / Ich fluche dir nicht. Der 

wolff sprach / Ja Dein Vater thet mir fur sechs monden auch ein solchs / du wilt dich Vetern  

Das lemlin antwortet / Bin ich (doch) dazu mal nicht geborn gewest / wie sol ich meins Vaters 

entgelten? Der Wolff sprach / So hastu mir aber / meine wisen und ecker abgenaget und 

verderbet / Das lemlin antwortet / Wie ist ( das ) muglich / hab ich doch noch keine zeene? Ey 

sprach der wolff / Und wenn du gleich viel aüsreden und schwetzen kanst / wil ich dennoch 

heint nicht ungefressen bleiben Und wurget also das unschuldige lemlin und fras es 

Lehre 

Der wellt lauff ist / Wer frum sein wil / der mus leiden / solt man eine sache vom alten zaun 

brechen / Denn Gewalt gehet fur Recht / Wenn man dem hunde zu wil / so hat er das ledder 

gefressen / Wenn der wolff wil / so ist das lamb unrecht 

 

狼和小羊巧遇溪邊 / 同時都為了飲水止渴 / 狼在溪流上側 / 小羊遠在溪流下方 / 狼見

狀奔向小羊 / 嚷嚷：濁水！何以致之！你居心何在 / 小羊回應：何以見得  你在上方始

有本事 / 什麼？你想中傷我？/ 小羊應答 毫無此意 / 狼說： 那是你父親半年前的事 你

有樣學樣 / 小羊說：我尚未出生 何需扛責？/ 狼又說：那一定是你啃光毀損了我的草地

和田地 / 小羊回答：豈有可能！我還沒長牙啊？/ 唉！狼說：儘管你夠理直氣壯也滔滔不

絕 我啊今天都非得吃掉你不可  接著撲殺過去生吞活剝了小羊 

寓意 

這就是人世間 / 任何人如果良善 / 一旦有人想找碴吵架 / 他就必需受苦受難 / 因為強

權勝過公理 / 如果有人執意虐狗 / 則連狗皮都會吞了 / 一旦狼將小羊當獵物 / 小羊則

承受不公平的對待。 

Text 3  

Der Wolf und das Lamm 

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  

 

Der Stärkere hat immer recht:                                     較強者總有理乎， 

Wir zeigen hier am Tiergeschlecht.                                 為君分剖聽分明。 

Ein Lamm erlabte sich einmal                                     小小羔羊欲解渴，  

am reinen Rinnsal einer Quelle.                                    汲飲溪流清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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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magrer Wolf war auch zur Stelle,                               餓狼現蹤尋機運，  

getrieben von des Hungers Qual.                                   飢腸轆轆誘來此。  

„Du wagstes“, sprach er (denn er suchte Stunk)                       汝竟猖狂污我水?  

„zu trüben meinen Morgentrunk?                                  盛怒立威斥羔羊： 

Natürlich haftest du für diesen Schaden!“                            汝將嚴明受懲處 ！ 

„Ach“, sprach das Lamm, „daß Euer Gnaden                         羔羊失魂呼王尊，  

besänftigte die grimme Wut                                       稍安勿躁請息怒， 

und zu bemerken mir geruht:                                     屈尊就駕細思量： 

ich trinke hier am Bache zwar,                                    區區在下取用水， 

doch unterhalb und offenbar                                      寂然屈身下游處，  

wohl zwanzig Schritte weit von Euch                               尚距閣下廿步餘； 

und trübe folglich nie und nimmer                                  豈有能力污其清，  

das Wässerlein um einen Schimmer.“                                豈有能力染君湯。 

„Und dennoch trübst du’s“, schalt der Wolf sogleich;                        汝！兇獸戾聲起；  

„auch hast du mich verwünscht vor etwa einem Jahr.“                       汝！去歲汝謗我！  

„Wie, da ich kaum geboren war?“                                  去歲世間尚無我，  

versetzt’ das Lamm; „an Mutters Euter lag ich noch.“                       仍是待產小胎兒。 

„Warst du’s nicht, war’s dein Bruder doch!“                          非汝則為汝兄長！ 

„Ich hab gar keinen.“ – „Dann war’s sonst wer von eurer Sippe,          孑然一身無手足。 

                                                             如是則為汝宗族， 

Denn ihr habt alle eine lose Lippe,                                 壞在汝等嘴皮子，  

ihr, euer Hund, der Hirt auch mit der Hippe.                          牧羊犬加牧羊人，  

Man sagt’s. Mein ist die Rache jetzt zur Stund!“                      或該討還是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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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schleppte das Lamm in den Wald und rißes                       惡狼叼羊入林深，  

und würgt’ es formlos in den Schlund.                             不走訴訟無審理，  

(Auch ein „Verfahren“, eingewisses!)                              惡行惡狀駭聽聞。 

Text 4 

Der Wolf und das Schaf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Der Durst trieb ein Schaf an den Fluß; eine gleiche Ursache führte auf der andern Seite einen 

Wolf herzu. Durch die Trennung des Wassers gesichert und durch die Sicherheit höhnisch 

gemacht, rief das Schaf dem Räuber hinüber: „Ich mache dir doch das Wasser nicht trübe, Herr 

Wolf? Sieh mich recht an; habe ich dir nicht etwa vor sechs Wochen nachgeschimpft? 

Wenigstens wird es mein Vater gewesen sein.“ Der Wolf verstand die Spötterei; er betrachtete 

die Breite des Flusses und knirschte mit den Zähnen. „Es ist dein Glück“, antwortete er, „daß 

wir Wölfe gewohnt sind, mit euch Schafen Geduld zu haben.“; und ging mit stolzen Schritten 

weiter. 

羊因為口渴來到河邊，出自相同原因，河對岸也來了一隻狼。一水之隔，羊感到安全有保障，

向著對岸的強狼喊道：「狼先生，我可沒弄濁你的飲用水喔？好好瞧瞧我，我沒在六星期前罵

過你嗎？或至少是我父親罵過。」狼知道羊有意挖苦，審視河的寬度，咬牙切齒：「算你走運！」

狼回答，「就當作我們狼群已經習慣容忍你們羊群啦。」然後邁著驕傲的腳步離去。 

Text 5 

(Ohne Titel) 

Helmut Arntzen  

(geb. 1931) 

Der Wolf kam zum Bach. Da entsprang das Lamm. 

„Bleib nur, du störst mich nicht.“, rief der Wolf. 

„Danke“, rief das Lamm zurück, „ich habe im Äsop gelesen.“ 

狼來到溪水旁，小羊見狀，急忙跳開。 

「別走，你沒有干犯到我」狼大聲說。 

「謝了！」小羊回應，「我已在 伊索寓言 中見識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