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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韓非思想中君尊臣卑的關係 

在周代的封建制度之下，君臣皆隸屬貴族階層，既各自管理其轄內之政

事，又共同分食政治權力這塊大餅，本無所謂「尊」與「卑」之別。即使有

「尊君」的說法，也只來自於「君使臣以禮，臣事君以忠１」、「君君、臣

臣２」、「君臣有義３」的相對倫理觀念，而非來自政治權力；或是經常提及

的「尊尊」之說，也僅依附「親親」而有其存在意義，是以「血緣」關係決

定政治地位之高與低，君臣之間只是相對的倫理關係，在「血緣」的支配下，

就只有接近權力核心之「親疏遠近」之別而已。然而時至封建崩潰、郡縣成

立之際，領導者急欲取得統治的優勢和掌控的大權，因此法家「尊君重勢」

的學說廣為人君所接納，也同時取得了學術上的主導地位，所以「尊君」的

倫理觀念遂轉為權力支配的型態，確立了「君尊」的正當合理性，誠如朱熹

所言：「秦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不肯變之。４」，「君臣支配」

的權力結構對於後代政體與政權的影響甚大甚遠，為古代中國的政治與學術

開展了一個新的里程碑。 

再者，余英時先生在《歷史與思想》一書中指出： 

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君權和官僚制度的關係更是一部不斷磨擦，不斷

調整的歷史。當官僚制度的機器發展得不符合「君尊臣卑」的要求時，

君主便要對這部機器作一次基本的調整。  

自秦漢以下，中國宰相制度一共經歷了三個基本的發展階段，即秦漢的

三公九卿制，隋唐的三省制，和明、清的內閣制。「君尊臣卑」的原則

                                                      
１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台北：大安出版社，1999 年 12 月第一版），《論

語‧八佾第三》，頁 88。 

２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論語‧顏淵第十二》，頁 188。 

３ 宋‧朱熹：《四書章句集注》，《孟子‧滕文公章句上》，頁 361。 

４ 宋‧黎靖德編：《朱子語類》（台北：正中書局，1973 年 12 月台三版）（據國立

中央圖書館藏、明成化九年江西藩司覆刊、宋咸淳六年導江黎氏本影印，據日本內

閣文庫藏覆成化本修補），卷一三四，頁 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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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每一階段發展的最後動力５。  

「君尊臣卑」不只是一個空洞的觀念，也非打響帝王聲勢的口號，考察史實，

儼然已成為制度６，這種支配型態的建立、尊卑觀念之強化，正是韓非思想

之主題，亦是其對後世最深遠之影響。職是之故，本章將梳理韓非思想中「君

尊臣卑」的關係，首先，推究其學術淵源，在為師者荀子的身上轉化了多少

「尊君」的思想？又在法家諸子身上繼承了什麼樣的「尊君」思維？其次，

要論述的是韓非架構君臣支配的理論基礎何在，是什麼原因導致「尊君臣卑」

合理的存在？最後，再從「君道」與「臣律」分別表述，之所以「權重位高」

的核心價值與內在、外在的條件為何？而「權輕位卑」的臣子被賦予的任務

何在？如此的君臣關係可以謀合出什麼樣的型態？據此，給予韓非思想中的

「君臣支配格局」一個完整輪廓之論述研究。 

第一節  形成君尊臣卑之先驅思想 

身為先秦最後一位哲學家的韓非，針對先秦諸子面對紛亂局勢所提出的

智慧，加以檢討、批判與融合、改造、創造，並嘗試在政治權力運作中尋找

「實踐」的可能途徑，進而提煉出其對政治操作的理想型態，因此，在他的

哲學裡自然可見「各家思想雜陳疊現７」的影子，王邦雄先生說：「一方面

可謂韓非汲取各家之思想，匯歸於其法家集成之哲學體系中；另一方面亦可

說各家思想的源流遞衍，幾經轉折，也逐步推向法家一路。８」韓非集大成

的思想，既是天時、地利、人和的謀合，亦是外緣因素和內在條件的匯歸，

故探究韓非思想，必先對其師承與改造的思想加以抽絲剝繭，以釐清其思想

架構的脈絡。 

韓非欲以非常之手段，於最短時間內圖謀富強統一之大業，是以不容大

權旁落而只能集權於君主一身，不但刻意地樹立「尊君」的權威，同時也順

                                                      
５ 余英時：〈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收入《歷史與思想》（台北：聯經出版事

業公司，2001 年 11 月初版），頁 53。 

６ 余英時：《歷史與思想》，頁 74。 

７ 梁啟超先生云：「法家者，儒道墨三家之末流嬗變匯合而成者也。」語出氏著：《

先秦政治思想史》（台北：中華書局出版，1972 年 3 月臺六版），頁 134。 

８ 王邦雄：《韓非子的哲學》（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年 3 月六版），

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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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地向「卑臣」的形式推進，因此導致人臣的服務對象與價值觀產生了質變，

由以天下蒼生為考量的「利國」價值觀，轉變為僅以君主一人利益為考量的

「利君」價值觀，韓非學說可說是專為「尊君」而設計的。「尊君」一說，

則由儒家的相對倫理觀念，轉向法家的絕對支配型態，這正是從「儒法對立」

到「儒法合流」，最後轉為「陽儒陰法」的歷史真相之一，余英時先生具體

地點出了這個核心概念： 

所謂「儒學的法家化」，其意義不是單純的指儒家日益肯定刑法在維持

社會秩序方面的作用。遠在先秦時代，荀子在「王制」和「正論」兩篇

已給刑法在儒家的政治系統中排了相當中要的位置。漢初儒學的法家

化，其最具特色的表現乃在於君臣觀念的根本改變。漢儒拋棄了孟子的

「君輕」論、荀子的「從道不從君」論，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

論９。  

正因儒、法二家具備「尊君」的共同特質，於是開展了我國專制政體「外儒

內法」、「陽儒陰法」的典型。從「儒法合流」的事實推論，韓非轉化了儒

家師長荀子的尊君思想，再融合了法家前輩的尊君理論，才形成完整的「尊

君卑臣」學說。是以本節從荀子與法家兩大軸線，探索韓非「尊君」思想之

淵源，以為開展韓非「君尊臣卑」的支配格局之基礎。 

一、荀子的尊君思想 

蕭公權先生曾提及：「孟子貴民輕君，就戰國之世風論，實有生今反古

之嫌。孔子不輕君，然亦未有君權絕對之明言。至荀子乃大唱尊君之論。１０」

韓非既師事荀子，思想中自然有荀子的影子，其「尊君」思想亦受到荀子的

                                                      
９ 余英時：〈反智論與中國政治傳統〉，收入《歷史與思想》（台北：聯經出版事業

公司，2001 年 11 月初版），頁 32。 

１０蕭公權先生歸納了荀子之所以尊君的四個理由：第一，荀子生於國大君威、專制天

下前夕之時代，故就時勢以立學說而有「尊君」之論。第二，荀子論禮，以明貴賤

、別上下、異君臣為要義，不尊君則無以致別異之用，故君不可二，勢在獨尊，此

為理論上之需要。第三，在荀子的設計中，政治組織乃由聖智之君主產生，政治生

活亦賴此君王而維持，治亂繫於一人，則尊榮自然殊於萬眾。第四，「人君者所以

管分之樞要」，故君主之職務為明訂全國臣民之權利義務而監督之，若君主無至尊

之位、至大之權，則此重要職務必難於執行。參見氏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台

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年 3 月初版），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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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以下就從理論上之需要「隆禮以尊君」、時勢之需要「集權以尊君」

的思想內在與歷史外緣因素，來論述荀子的「尊君」思想。 

（一）隆禮以尊君 

《荀子‧禮論》有云： 

禮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不得，則不能無求，求而無度量分

界，則不能不爭。爭則亂，亂則窮。先生惡其亂也，故制禮義以分之，

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不窮乎物，物必不屈於欲，兩者相持而

長，是禮之所以起也１１。  

荀子不再以內在的道德性來看待禮，而是從社會的觀點來說明禮之生起，認

為禮在規範個人的行為之外，更是平治社會的工具，故荀子隆禮貴義，主要

是用來導正情性、停止爭奪、消弭紛亂，又《荀子‧性惡》云： 

人之性惡；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惡，以為偏險而不正，悖亂而不治，故

為之立君上之勢以臨之，明禮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

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禮義之化也１２。  

隆禮貴義的預設立場乃「人性本惡」，就因為人心邪僻而不端正，且離開正

道胡作非為而不安定，所以要制訂禮義行教化、興起法度來管理、加重刑罰

以禁止，這些目標都有賴君王來完成，才能使人們的行為都合乎良善的規

範，使天下達到安定的秩序。所以，「禮者，所以正身也。１３」禮義既是導

正人性的準繩，「國無禮則不正１４」、「隆禮貴義者其國治，簡禮賤義者其

國亂１５」禮義亦是治國平天下之方法；於是「禮義」就從內在主觀的、抽象

無形的道德力量，轉化成為外在客觀的、具體權威的強制力量１６。 

因此，徐復觀先生在《中國人性論史》中說： 

荀子以繼承孔子自居，然孔子思想之中心在仁，而荀子學說之中心在禮。

                                                      
１１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卷十三，論禮篇第十九，《新編諸子

集成第二冊》（台台北：世界書局，1972 年 10 月新一版），頁 231。 

１２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卷十七，性惡篇第二十三，頁 293。 

１３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卷一，修身篇第二，頁 20。 

１４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卷七，王霸篇第十一，頁 136。 

１５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卷十，議兵篇第十五，頁 179。 

１６參見張亨：〈荀子的禮法思想試論〉，收入氏著：《思文之際論集：儒道思想的現

代詮釋》（台北：允晨文化出版社，1997 年），頁 15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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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孔子將禮內化於仁，而荀子則將禮外化而為法１７。  

而勞思光先生亦認為： 

荀子專論「禮」時，較重制度義。……荀子只識自然之「性」，關照之「心」，

故不能在心性上立價值之源，又不欲取「法自然」之義，於是退而以「平

亂」之要求為禮義之源；如是，禮義之產生被視為「應付環境需要」者，

又為生自一「在上之權威」者。就其為「應付環境需要」而論，禮義只

能有「工具價值」；換言之，荀子如此解釋價值時，所謂價值只成為一

種「功用」。另就禮義生自一「在上之權威」而論，則禮義皆成為外在；

所謂價值亦只能是權威規範下之價值矣。……但禮為制度義；而一切制度

性之秩序，均必須依一權力而運行。故荀子論禮之說遂又轉而與「君」

之說相通１８。  

荀子主張的「隆禮」被視為是「應付環境需要」的「工具性」意義，而此「制

度性」的秩序，必須依恃「君主」的權威與勢力才得以運行，換言之，荀子

所設計的禮是沒有主動性的客觀存在，必須透過君主的運用，才能發揮其應

有的作用，故曰： 

禮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類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無天地，惡生？無先祖，惡出？無君師，惡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

禮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隆君師，是禮之三本也１９。  

禮的核心內容是「尊君師」２０，禮治必須藉由君主來推動，「隆禮」與「尊

君」乃一體之兩面，因此荀子高舉「尊君」的想法。君主的權威是施行禮義

成敗與否的關鍵，所以若能增加君主的權威與勢力，必然可以達成治國平天

下的效果。荀子將「禮義」從內在的道德約束力，轉化成為外在權威的強制

力量，是而創造有秩序的政治社會２１，於是禮義演變為實際的政治規範。透

過此強制力的手段迫使「禮」與「法」相互結合在一起，遂由禮而法，由法

而刑禁，往權威主義的方向推進，於是荀子的思想自然容易地由「尊君重禮」

                                                      
１７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年 4 月），頁 253。 

１８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台北：三民書局，1995 年 8 月），頁 340--342。 

１９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卷十三，論禮篇第十九，頁 233。 

２０勞思光先生說：此三本中唯「君師」為純粹文化義；餘二者為事實義。於是，由此

荀子思想遂由尊禮過渡至尊君。參見氏著：《新編中國哲學史》，頁 342。 

２１韋政通：《中國思想史》（台北：大林出版社，1979 年 1 月初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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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尊君重法」的法家之路偏轉而去２２。  

（二）集權以尊君 

「君主」在荀子思想體系之中有著舉足輕重之地位，政治組織既由「君

主」產生，政治之治與亂亦繫於「君主」一人，因此尊榮殊於萬眾、成敗影

響居於關鍵樞紐，必須「尊之」且「握有權力」，故荀子嘗謂： 

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道德純樸智慧甚明，

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不振動服從以化順之。……天子者，勢至重

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而形不爲勞，尊無上矣２３。  

聖也者，盡倫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兩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２４。  

假如君主不處至尊之位、不握至大之權，則國事政務難以推動與執行，故荀

子思想中之君王，應有合乎禮儀的「尊威」和「權位」，是以荀子的尊君思

維，乃是從君王此一職務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為考量，並無意導向卑臣，相較

於韓非的尊君卑臣是「絕對異趨也２５」，蕭公權先生亦言： 

以今語釋之，荀子思想中之君王，乃一高貴威嚴之公僕，而非廣土眾民

之所有人。若一旦不能盡其天職，則尊嚴喪失，可廢可誅。２６ 

                                                      
２２儒家所言之「禮」，與維持封建秩序中受身份制度限制的「禮」是不同的，徐復觀

先生指出：孔子從禮的形式的背後去發掘禮的精神，這是出於感到某些被限定的形

式已經僵化，要在僵化中做根源性質的反省，以希望導出一般性的原則，與適應時

代的新形式。子曰：「人而不仁如禮何？」（《論語‧八佾》）孔子以仁為禮的精

神，人對階級的突破，即禮對階級的突破。孟子則從中特別抽出辭讓與恭敬的原則

。荀子則以禮來定政治、社會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這都是把禮作了突

破性的大回轉。所以，儒家所言的「禮」，不應與封建政治混在一起，而應與法家

主張以「刑」來維持政治秩序的情形，兩相比較，即容易發現其實有重大的意義。

「禮」是從宗法中的伯叔兄弟甥舅的親親關係中所規定出來的，所以在周旋進退之

間，還有一種感情流注於尊卑上下之間，以緩和政治中的壓制關係。親親的精神消

失了，但由親親精神所客觀化出來的禮，其所定的君臣上下間的分位，遠沒有由術

由法所定出來的懸隔而冷酷。參見徐復觀：《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香港

：新亞研究所，1972 年 3 月初版），頁 98--99。 

２３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卷十二，正論篇第十八，頁 221。 

２４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卷十五，解蔽篇第二十一，頁 271。 

２５牟宗三：《歷史哲學》（台北：學生書局，1988 年），頁 128。  

２６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年 3 月初版），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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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不廢民貴之義，固有與法家根本不同之點。荀子設定君為治權最高之掌

握者，是隆禮政治、平天下的執行者，鞏固其勢位之尊君自然是有其必要的。

故荀子以為： 

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２７。  

君者，國之隆也；父者，家之隆也。隆一而治，二而亂２８。  

兩貴之不能相事，兩賤之不能相使，是天數也２９。  

由此顯見荀子對權力的獨佔具有強烈的排他性，因此反對權力的分散。胡

適、梁啟超、上官節對於荀子「將權力集中於君主」有相同的看法： 

荀子思想是專制的一尊主義。３０ 

尊君權，其徒李斯傳其宗旨，行之於秦，為定法制。自漢以後，君相因

而損益之。二千年所有，實秦制也。此為荀子政治之派。３１ 

實際上使集道德權威、規範權威和政治權威於一身的聖王，擁有了絕對

的權力，而使小人墮入了沒有絲毫權力的、永劫不復的、被專制的深淵。
３２ 

「君主權力之集中」乃荀子主張尊君之事實與尊君之意義。 

總而言之，荀子雖然主張尊君，卻也說：「故有社稷而不能憂民，不能

利民，而求民之親愛己，不可得也３３」君與臣的關係是相對的，而其職位的

確保，端視人民而定３４。是以，蕭公權先生說：「荀子雖有尊君之說，而細

                                                      
２７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卷十，議兵篇第十五，頁 180。 

２８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卷九，致士篇第十四，頁 175。 

２９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卷五，王制篇第九，頁 96。 

３０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初版），頁 312。 

３１參見梁啟超：〈論支那宗教改革〉，收入《飲冰室文集》（北京：中華書局，1989

年 3 月），頁 56~57。 

３２上官節：〈聖人化性起偽與聖王專制〉，收入《學習與探索》（1989 年，第 2 期） 

３３唐‧楊倞注、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卷八，君道篇第十二，頁 154。 

３４蔡錦昌先生說荀子之尊君，是「尊隆」之尊、「推尊」之尊而韓非之尊君，是「尊

顯」之尊、「勢尊」之尊。其中差別在前者是「禮」性之尊，有陰陽法和名實法的

含義，而後者是「法」性之尊，有利害法和形名法的含義。前者之被尊，是由於推

己及人之道式的獲得民心而上者為下者之效法對象；後者之被尊，是由於利害關係

和迫於形勢不得不尊事君上，以君上為法。參見氏著：《拿捏分寸的思考：荀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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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實，尊君僅為養民之手段而非政治之目的。３５」儒家亦主張尊君，但其

意在矯正臣強之失，尊君的意思並不等同君主專制３６；儒家貴民，以人民為

政治之本體；法家尊君，以君主為政治之本體，實乃儒法二家在尊君意義上

的最大分野。 

二、法家諸子的尊君思想 

法家「君本位」之主張乃順應封建衰微而生，當宗法被破壞、貴族已沒

落之際，國家只有「富強」才得以應付變局，君主只能「專斷」才得以發號

司令，無形之中，「君」與「國」遂合而為一體，於是「臣」與「民」只能

淪為君主統治的對象，彼此之間的地位自然日漸懸殊，是以「君之必尊」乃

時勢所趨，不得不然３７，這就是法家諸子皆主張「尊君」的歷史因緣。法家

諸子既以「君主」為政治操作之本體，「尊君」自然成為最高的政治目標，

是以，司馬談說「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若尊主卑臣，明分職不得

相逾越雖百家不能改也３８」，劉向亦言「尊君卑臣，崇上抑下３９」，「尊君

卑臣」理論的提出，正是法家學說最鮮明之旗幟。 

對於韓非以前的法家哲學研究，學者各自歸類了派別，都各有其表述之

立場，如馮友蘭先生以地域為界分為「晉法家」和「齊法家」４０；而大多數

                                                                                                                                                   

古代思想新論》（台北：唐山出版社，1996 年 9 月初版），頁 109--110。  
３５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 206。 

３６韋政通先生指出荀子與法家不同之處有：法家尚君術，荀子主君德而反君術；法家

之君主獨，荀子之君主群；法家之君統理天下，無往而不是權謀詭詐，荀子則處處

反權謀。參見氏著：《荀子與古代哲學》（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992 年 9 月二版第一次印刷），頁 222—232。 

３７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 206--207。 

３８語出西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日本瀧川龜次郎著：《史記會注考證

》（台北：藝文印書館，1972 年 2 月大一版），頁 1333-1334。 

３９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台北：明倫出版社，1972 年 3 月初版），卷四十

六，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六，頁 2204。 

４０馮友蘭先生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利益的法家思想在齊國和晉國特別發展。戰國

中、晚期的幾個法家的大人物中，申不害是鄭人，鄭為韓所滅，所以申不害也是韓

人，又是韓國的宰相。他和韓非是韓人，商鞅魏人。韓魏和趙當時稱為三晉。這些

人都是晉法家。」；「齊國的封建改革，在管仲死後，有了停滯。但是齊國的法家

思想一直在發展。《管子》書中的法家思想，是在管仲的旗幟下發展起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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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者，如陳啟天先生則以法家思想的基本內容，劃分為「法」、「術」、

「勢」三大派４１；亦有從探索韓非「法」思想的源流著眼者，如李甦平先生

把韓非以前的法家分為「法法家」、「道法家」、「術法家」、「兵法家」

四個系譜４２。本論文欲從法家思想的基本內容出發，釐清君臣支配的真實樣

貌，故採取「法」、「術」、「勢」三大派之劃分，先梳理商鞅、申不害、

慎到的「尊君」思想，以作為討論韓非尊君思想之「前理解」。 

（一）商鞅尚法以尊君 

秦國歷經商鞅所主持的兩次變法，國力突飛猛進，成為戰國七雄中最強

大者，雖然最後商鞅「作法自斃」，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慘死在自己所定

的刑罰之下，但法治的思想早已深植秦國人心，姚蒸民先生說： 

商鞅輔秦孝公達成爭霸天下之目的，前後兩次變法，皆為先有理論之提

出，而後乃付諸實際行動。蓋彼深信惟有以君國家代替封建國家，郡縣

制度代替封建制度，官僚政治代替貴族政治，並以自由名田制度代替井

田制度，始能切合時勢之需求。故在政治上實行法治主義，在經濟上實

行重農主義，在軍事上實行軍國主義，在社會上更採行小家庭主義。……
其在法家思想上最大之貢獻，在將前此法治內容，即刑罰之法，誅賞予

奪之法，擴大為「設政施治齊民使眾之法」，使國家之一切政事均按此

客觀公正之唯一準繩處理之。法家「以法治國」之理論至商鞅而臻至於

成熟，故後世以商鞅為法家尚法派之宗師４３。  

商鞅主張「變法」與「任法」，成功地將秦國塑造為「富國強兵」、「稱霸

諸侯」的泱泱大國，也同時順利地將秦孝公推至「至尊」之位，可見他對於

「法」的操作，在當時起了莫大的效用。 

                                                                                                                                                   

齊國的法家思想，不能說就是管仲的思想，但可以說是管仲思想的發展。這些思想

，本書稱為齊法家」參見氏著：《中國哲學史新編》（北京：人民出版社，1980

年修訂版），頁 226--227。 

４１陳啟天先生說：「在韓非以前的法家，大概可分為三大派：第一是任法派，以商鞅

為代表；第二是任術派，以申不害為代表；第三是任勢派，以慎到為代表。」參見

氏著：《韓非及其政治學》，收入於《增訂韓非子校釋》（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股份有限公司，1992 年 6 月初版），附錄，頁 935。 

４２李甦平：《韓非》（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年 10 月初版），頁 23--38 

４３姚蒸民：《法家哲學》（台北：先鋒出版印刷公司，1984 年），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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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變法」而言，所謂的「伍什連坐４４」、「獎勵軍功４５」、「頒

布《分戶令》４６」、「廢井田，開阡陌４７」、「郡縣制４８」、「統一度量衡
４９」……等新制度，無非是為了「國富兵強」之目的而設計，而「國富兵強」

的最大受益者其實是「國君」，因此「尊君」之趨勢不著痕跡地顯現；再者，

這些新變革同時打擊了貴族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優勢，削弱了貴族依恃「血

緣關係」對國家權力的干涉，因此變法必然隱含著「尊君」的預設，所以「君」

在上、「臣」在下的支配方式儼然成為主流。 

其次，再來談談「任法」，所謂的「任法」就是以法令為治國的唯一工

具或標準，欲使國家的一切政事均按此客觀公正之唯一準繩處理；而又以「重

                                                      
４４《史記‧商君列傳》記載：「令民為什伍，而相牧司連坐。不告姦者，腰斬。告姦

者，與斬敵首同賞。匿姦者，與降敵同罰。」語出西漢‧司馬遷：《史記》，日本

瀧川龜次郎著：《史記會注考證》（台北：藝文印書館，1972 年 2 月大一版），

卷六十八，商君列傳第八，頁 892--893。孫開泰先生說：商鞅主張將全國居民以五

家為一「伍」，以十家為一「什」，編定戶籍，以利於國家對全國戶口數的掌握。

還規定「伍」、「什」之中，凡有一家犯法，其他戶沒有向政府報告的，整個「伍

」、「什」的人都要受到株連——全部處以腰斬。對揭發檢舉犯罪行為的人給予鼓

勵，並賜爵一級；對那些膽敢窩藏罪犯的人，則要處以與叛變投敵者一樣的處罰。

參見氏著：《法家史話》（台北：國家出版社，2004 年 3 月初版），頁 104。 

４５《史記‧商君列傳》記載：「有軍功者，各以率受上爵。為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

……宗室非有軍功，論不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宅臣妾衣服

以家次。有功者顯容，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語出西漢‧司馬遷：《史記》，日

本瀧川龜次郎著：《史記會注考證》，卷六十八，商君列傳第八，頁 893。商鞅大

開權力之門，編戶民只要能取得軍功，則封爵食祿，自然源源不絕，是以這種充足

的人才來源，當可保證秦國的富強。故《商君書‧農戰》云：「凡人主之所以勸民

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不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

此謂勞民。」參見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台北：河洛圖書出版公司，1975

年），頁 10。 

４６「民有二男以上不分異者，被其賦。」語出西漢‧司馬遷：《史記》，日本瀧川龜

次郎著：《史記會注考證》，卷六十八，商君列傳第八，頁 893。 

４７「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語出西漢‧司馬遷：《史記》，日本瀧川龜次郎

著：《史記會注考證》，卷六十八，商君列傳第八，頁 893。 

４８「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令臣，凡三十一縣。」語出西漢‧司馬遷：《史記》，日

本瀧川龜次郎著：《史記會注考證》，卷六十八，商君列傳第八，頁 893。 

４９「平斗桶權衡丈尺。」語出西漢‧司馬遷：《史記》，日本瀧川龜次郎著：《史記

會注考證》，卷六十八，商君列傳第八，頁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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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為行法的主要方法，輔之以「厚賞」５０，使臣民漸漸接受「法」的規範。

《商君書５１》有言： 

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

信者，君臣之所共立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

釋法任私，必亂．故立法明分，而不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

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姦無端。惟明主愛權重信，而不以

私害法．故上多惠言而剋其賞，則下不用；數加嚴令而不致其刑，則民

傲罪。凡賞者，文也；利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慎法。

明主不蔽之謂明，不欺之謂察．故賞厚而利，刑重而必，不失疏遠，不

私親近．故臣不蔽主，下不欺上５２。  

治國必須具備「法律」、「信譽」、「權力」三要素，而它們都掌握在國君

的手中，國君用權力行使刑賞，依循法律行使刑賞，維持國家刑賞的信譽，

那麼政權就得以穩固，國家就得以強盛。因此，國君是政治的核心，地位無

比的崇高，〈壹言〉中亦相同地強調了國君的權勢地位： 

夫民之不治者，君道卑也；法之不明者，君長亂也。故明君不道卑，不

長亂也。秉權而立，垂法而治；以得姦於上，而官無不，賞罰斷而器用

有度。若此，則國制明而民力竭，上爵尊而倫徒舉５３。  

又，〈君臣〉篇再論：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亂而不治，是以聖人別貴賤、制爵位、立名

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眾而

                                                      
５０鄭良樹先生認為商鞅是一名「重刑厚賞」的政治家，對此他從《史記‧商君列傳》

與《韓非子》中的資料論述中，有一番完整的討論，參見氏著：《商鞅及其學派》

〈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87 年 8 月初版〉，頁 51--59。 

５１已有學者考訂出《商君書》不盡是商鞅的著作，甚至可以分辨出某些篇章是「偽作

」，有些篇章是「真作」，但是，當我們討論起商鞅的思想或者秦孝公的政治改革

時，幾乎沒有例外地就將《商君書》全書都囊括進去，《商君書》應該是商鞅及其

學派的集體創作。鄭良樹先生撇開「平面式」的研究方法，利用古籍辨偽學的各種

辨偽方法，將它們的作成時代劃分為五個不同的時期，立體式地呈現商鞅及其學派

在哲學思想及政治主張上的建立、開拓及發展。參見氏著：《商鞅及其學派》〈台

北：臺灣學生書局，1987 年 8 月初版〉。 

５２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台北：河洛圖書出版公司，1975 年），第三卷修權

第十四，頁 49。 

５３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第三卷壹言第八，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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姦邪生，故立法制為度量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

禁，不可不慎也。處君位而令不行，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亂；法制

設而私善行，則民不畏刑。君尊則令行，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

刑。法制不明，而求民之從令也，不可得也。民不從令，而求君之尊也，

雖堯舜之知，不能以治。明王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  

故明主慎法制，言不中法者，不聽也；行不中法者，不高也；事不中法

者，不為也。言中法，則辯之；行中法，則高之；事中法，則為之。故

國治而地廣，兵彊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不可不察也５４。  

「君卑」是國家亂源之所在，得「尊君」才得以撥亂反正，因此君臣必須有

上下之分。國君地位必須被抬高，使君主達到最尊的地步；而底下官吏的分

職必須有常規，使他們能奉君令而行事；至於法律，則必須明確清楚，使人

民知所畏懼，而且，言論合乎法律的，國君才接受；行為合乎法律的，國君

才推崇；事情合乎法律的，國君才去推行。這樣的政治權力結構實際上包括

了「君」、「臣」、「法」三個部分，其中以「君」的地位最尊貴，「臣」

與「法」都服務於「君」，而「法」之位階又高於「臣」，是以原本預設的

客觀的政治制度又回到君主一人的絕對主觀中，「凡知道者，勢、數也。故

先王不恃其彊，而恃其勢；不恃其信，而恃其數５５。」國君握有的「權勢」

和「法術」，只是用來管理、監督、控制臣屬，進而無限制地行使其個人意

志，故「君尊臣卑」的支配雛形，已露出端倪。 

這種的法治主義下的「法」，到底有何實質內容呢？〈定分〉篇說：「法

令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５６」這樣的「法」指是人君絕對

化的保障，所以法治中的最大權威並非法律，而是人君，因此，任法往往導

致君權獨大，而造成「君本」、「法末」之主從關係，使得法的效力大打折

扣，於是，法治並無保障個人權力與自由，反成為摧殘人民的工具。李增先

生指出： 

《商君》實行法治的目的是為了要推行基本國策，即「富國強兵」的〈農

戰〉。「富國強兵」並不是為了人民的幸福，而是為了在戰國諸侯兼併

戰爭中在外能攻兼敵國，在內能力守而保固君主之專制。  
                                                      
５４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第五卷君臣第二十三，頁 84--85。 

５５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台北：河洛圖書出版公司，1975 年），第五卷禁使

第二十四，頁 86。 

５６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第五卷君臣第二十三，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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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之法要在於管人、制事，在做為推行基本國策的工具，也在作

為保固君主利益的工具，而不是光為制度公正無私的正義而保障人民權

利的法律。就這點而論之，《商君》之法是論不上保障人權的。所以其

法是事務性的，是現實的規範妥協，是工具性的，而不是目的性，故其

法常變成桎梏人民的繩索５７。  

黃公偉先生也說： 

自商君書觀之，無論行政、軍事、經建、民政，無不通體貫之以法治，

而此法治主義以賞刑為中心操之於君權。這種以法執政，目的雖在公平

合理，而商君尊君主義，「只許州官放火，不允百姓點燈」，不免以君

權為標準，非以法權為準繩５８。  

商鞅「緣法而治」並非追求公平、公正、客觀的合理正義，也非保障人民應

該享有的權利，其目的只是假藉「法」之名而行「尊君」之實，將君拉拔至

最高點的「首」位，而法只能居於敬陪末座之「末」端，故曰「商鞅尚法以

尊君」，對於韓非的「尊君」思想亦有領導性的作用。 

（二）申子用術以尊君 

申不害約是戰國中葉前半期的思想家，身處在一個混亂的時代氛圍裡，

他不從道德的重建入手，反而著重如何建立處世的手腕與技術，換句話說，

就是今日所謂的「權謀」，用他自己的話來說，就是「術」這個字，姚蒸民

先生說： 

申不害相韓昭侯，內修政教，外應諸侯，終其身國治兵強，諸侯無侵韓

者。其在法家思想上，雖不廢法，卻特重統御官吏之術，殆亦韓國當時

環境之所使然也。法家之治術主義既至申不害而臻成熟，且其亦為任法

用術之理論家而兼實行家，因而後世以申不害為法家「尚術派」之宗師５９。 

戰國時期的分封制度基本上雖然廢除了，但其影響卻仍未徹底根除，握有權

力的大臣總有一些獨斷專行、無視君主的表現，申不害主張用「術」來控制

大臣，用「術」來解決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與衝突，從而達到鞏固君權、穩

                                                      
５７李增：《先秦法家哲學思想—先秦法家法理、政治、哲學》（台北：國立編譯館，

2001 年 12 月初版），頁 408 

５８黃公偉：《法家哲學體系指歸》（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3 年 8

月初版），頁 228。 

５９姚蒸民：《法家哲學》（台北：先鋒出版印刷公司，1984 年），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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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國家政局的目標，正如《漢書》〈張敺傳〉顏師古注引劉向《別錄》說：

「申子學好刑名，刑名者，循名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六經。
６０」且錢穆先生也曾言： 

申子以賤臣進，其術在於微視上之所說以為言，而其所以教上者，則在

使其下無以窺我之所喜悅，以為深而不可測。夫而後使群下得以各竭其

誠，而在上者乃因材而器使，見功而定賞焉６１ 

在申不害的提倡之下，「術」成了君王深藏於內心的殺手 ，使得臣下

不敢對君權有所冒犯，藉以鞏固人君獨裁專制之權力，保障其至高無上之統

治權威，陳復先生說：「申子的思想係為國君所設，臣子的存在，只是按國

君的指示行事，不過，國君的思量不在為一己的利益，而在其器位６２。」，

可見其「尊君」之企圖顯而易見。 

申不害認為君主乃施政之主體，而人臣為副體，《申子‧大體》言： 

明君如身，臣如手；君若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

臣行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  

君臣關係就像人的身體一樣，必須懂得分工合作，而工作範圍有著不同的層

次，臣子做的是「勞力」的工作，要付諸實踐；而君主做的是「勞心」的工

作，要規劃統籌，這就是所謂的「術」，因此申不害對於君臣的互動模式，

有著嚴格的職能限制，《申子‧大體》又言： 

為人君者，操契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

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  

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  

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行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  

君臣之間應該是「主」與「從」的關係，「明君使臣並進輻輳６３」，高明的

                                                      
６０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台北：明倫出版社，1972 年 3 月初版），

卷四十六，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六，頁 2204。 

６１錢穆：《先秦諸子繫年》（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0 年），頁 239。 

６２陳復：《申子的思想》（台北：唐山出版社，1997 年 9 月初版），頁 2。 

６３《申子‧大體》：「夫一妻擅夫，眾婦皆亂。一臣專君，群臣皆蔽。故妒妻不難破

家也，亂臣不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輻湊，莫得專君焉。」一個清明的

國君要使群臣以他為主軸，不能特別倚重其中一個臣子，讓他反而專擅國君，自

己成另一個主軸，故治國之手段應從君主之立場出發。陳復：《申子的思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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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能使自己像車輪的轂一樣，讓臣下像車輪的輻條一樣，輻條雖然伸出很

長，但根部總要湊在車轂上，受到轂的控制。這種關係位置的確立，其實有

著內在的不穩定性６４，因此國君必須藉由「術」來掌控群臣。 

這樣的「術」，以藏好惡、防越權、能獨斷為其具體之內涵６５，《申子‧

大體》言： 

故善為主者倚於愚，立於不盈，設於不敢，藏於無事，竄端匿疏，示天

下無為。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  

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不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靜

者安。  

鏡設精，無為而美惡自備，衡設平，無為而輕重自得。凡因之道，身與

公無事，無事而天下至極也。  

申子給君主設計的「術」，在行動方面常常要表現出無所作為的樣子，君主

的無所作為，就是臣子的大有可為，王曉波先生認為： 

「術」的目的是維護國君政權的，然「術」若貫徹下去，卻是「無為」

而「無私」。所以，在知識論上，申不害不得不將其發展到一定程度的

客觀名實論扭成「獨視」、「獨聽」和「獨斷」。而當他的客觀術論發

展到一定政治的層面，為了維持其「尊君」的目的不變，而把成了為「無

                                                                                                                                                   

北：唐山出版社，1997 年 9 月初版），頁 17。  
６４《申子‧大體》：「今夫弒君而取國者，非必踰城郭之險，而犯門閭之閉也。蔽君

之明，塞君之聽，奪其政而專其令，有其民而取其國矣。」國君如果一相情願地

不以「主」自居，那麼群臣裡勢將有一人以「實」或進而以「名」取代之。陳復：

《申子的思想》（台北：唐山出版社，1997 年 9 月初版），頁 17。 

６５姚蒸民先生在《法家哲學》一書中提到：申子認為群臣皆為自利而仕，故時刻虧伺

君心。好惡見，則下有因，而主不神。為防止其夤緣以成姦，則必先使臣下無以窺

知君意之所在。韓非子外儲說右上篇引申子曰：「上明見，人備之；其不明見，人

惑之。其知見，人飾之；其不知見，人匿之。其無欲見，人司之；其有欲見，人餌

之。故曰：惟無為可以窺之。」……申子以為：君人者固當見功與賞，因能而授官

；為功出於職，而職則各有專司。故侵官與失事，均屬有罪，且越權行事之弊，尤

甚於有虧職守。韓非子難三篇引申子曰：「治不踰官，雖知弗言。」「失之數，而

求之信，則疑矣。」……申子所謂獨斷，義與專制同，即國家政令，一出於君，國

家政事一決於主。韓非子外儲說左上引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

斷，故可以為天下王。」參見氏著：《法家哲學》（台北：先鋒出版印刷公司，1984

年），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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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晦晦」、「行行」和「止止」，終而扳回到「法令」上。故言

「君之所以尊者，令。令之不行事無君也，故明君慎令。」由此可見，

申不害的政治思想，在基本上是「尊君」的６６。  

治國成敗的關鍵，就在於國君能否有效地駕馭其群臣，故要因任授官、循名

責實，以落實「獨視」、「獨聽」、「獨斷」的君術，對身邊所發生的事情

假裝不見不聞，淨空心思不暴露所知所欲，才能觀察到臣下真實的情況，才

能讓臣下不敢對君王有所冒犯，這是將無為之極轉為「有為」，再將有為之

極轉為「尊君」６７，乃法家尊君之傳統，保障人君至高無上地位，故曰：「申

子任術以尊君」，對於韓非「尊君」的技術有推波助瀾之作用。 

（三）慎子任勢以尊君 

慎到是戰國中期「士無定主」的處士，《史記‧孟子荀卿列傳》有云：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

各著書言治亂之事，以干世主，豈可勝道哉！……慎到，趙人。田駢、接子，

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老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篇。
６８」慎到與黃老之學，與齊法家，還有三晉法家都有聯繫６９，慎到雖然具有

道家思想的色彩，但是他更煞費苦心地將子夏「勢」的理論豐富發展，使之

成為法家理論中的一個重要部分，不但奠定了他在法家思想傳承方面的地位

                                                      
６６參見王曉波：《先秦法家思想史論》（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1 年 7 月初版

），頁 229。 

６７姚蒸民先生在《法家哲學》一書中提到：申子之學，原出於道。道德、無為；而刑

名則有為者也。二者之間，看似矛盾，實則相成。蓋無為之極，必轉而為有為；而

有為之極，亦轉而為無為也。……申子修政教、施名實，即在先求有為而後無為；

第其主張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則又將有為之旨轉而為為君。故其論君主也，不言

君權之來源，而專論君道之所在。參見氏著《法家哲學》（台北：先鋒出版印刷公

司，1984 年），頁 60。 

６８語出西漢‧司馬遷：《史記》，日本瀧川龜次郎著：《史記會注考證》，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列傳第十四，頁 945-946。 

６９慎到是趙人，早年在趙，趙為三晉之一，三晉的「法治」、「變法」之風氣，慎到

自然深受影響；成年之後，遊歷至齊國，既受齊國社會環境之影響，又在稷下學宮

與田駢、環淵等人共同創立黃老之學，成功地完成了從道家而黃老之學，自黃老之

學而法家的轉變，成為法家中一位極富特點的人物。相關慎到之生平與其思想來源

，參見孫開泰：《法家史話》（台北：國家出版社，2004 年 3 月初版一刷），頁

73--81。還有王曉波：《先秦法家思想史論》（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 年

7 月初版），頁 23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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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更成為一名當之無愧的法家理論家，姚蒸民先生說： 

慎到以前之法家，多為實行家，彼則純為法家之理論家。就應用道家之

理論以說明法家主張而言，固與申不害不同，但著眼點則在於「勢」而

非「術」。「勢」之意義，相當於近代所謂「政治權力」，兼含主權及

統治權而言。慎到認為法之所以能行，政之所以能舉，與政治領袖之個

人條件關係不大，而係基於政治權力之作用。人與權力，既為二事，則

言政治，即不宜將倫理與政治混同而言。故持其因勢主義，從根本上推

翻以「人」治國之觀念，而主張「勢」足以言志。後世以勢治之理論乃

其所確立，故以之為法家「尚勢派」之宗師７１。  

在慎到的理論中，「勢」是凌駕於「法」、「術」之上的，首先得了「勢」，

「法」與「術」的作用才能夠真正體現出來，而此「勢」握於君主手上是不

可動搖的，故「維護君權」之意自然可證７２。 

首先，就「勢」的重要性來說，慎到將「勢」推上了至高點，他說： 

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

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矣。  

騰蛇遊霧，飛龍乘雲，雲罷霧霽，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而屈

於不肖者，權輕也，不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不能使其鄰

                                                      
７０侯外廬先生說：慎子是由道到法的過渡人物，他的思想具有道法兩方面，但其法家

思想卻是由道家的天道觀導出的，故他不僅言「法」，也兼言「勢」。陳啟天先生

說：他的思想既兼有道家和法家兩部分，所以他的法家理論，也是融合道法兩種思

想的。他用道家之說，做法家的哲理說明。在這點上，他比較申子更為進步。他之

所以異於申商，而在法家思想中又與申商鼎足而立的所在，在他的尚勢說，尚勢說

便是一種主權論。商鞅在法的方面特別發揮，申不害在術的方面特別發揮，而慎到

則在勢的方面特別發揮。在政治思想上勢的特別提出，其重要實不下於「法」和「

術」的特別提出。參見侯外廬：《中國思想通史》（北京：人民出版社，1957 年

），頁 601；陳啟天：《中國法家概論》（台北：台灣中華書局，1970 年 2 月初版

），頁 61。 

７１姚蒸民：《法家哲學》（台北：先鋒出版印刷公司，1984 年），頁 21。 

７２姚蒸民先生說：勢治之起，基於尊君。尊君觀念則源於東周初期之藉此裁抑貴族。

時代發展至戰國，中央集權已成事實，則君之受尊，在所當然。為法家之尊君與儒

家異。儒家之尊君，亦在矯強臣之失；法家則以尊君為政治之目的。故法家之尊君

，非尊其人，而尊其所處之權位。勢之一詞，則又為君主位分權力之代稱。參見氏

著《法家哲學》，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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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至南面而王則令行禁止。由此觀之，賢不足以服不肖而勢位足以屈

賢矣。故無名而斷者，權重也；弩弱而矰高者，乘於風也。身不肖而令

行者，得助於眾也７３。  

有權勢者才能號令天下，做到令行禁止；空有本領、賢德者，恐怕連鄰居家

人都調遣不動。所以李增先生說：君主之設定是政治權勢所設定的，而不是

賢之問題。政治權力為君主所必須的必要因，而道德才能只是君主的偶然因
７４。因此，誰擁有發號施令的主權，誰就掌控了國家的政經大局。「勢」是

使臣民服從的主要力量，除乘其「權位」之勢外，還要乘「人情」之勢、乘

「眾」之勢、乘「法」之勢７５，「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

也，則聖人無事矣７６」，使臣下與民眾竭盡所能，為君主所用，以達到「臣

事事而君無事７７」的境界；國君憑其勢位之便，才能透過人人趨利避害的心

                                                      
７３清‧錢熙祚校：《慎子》，威德，《新編諸子集成第五冊》（台北：世界書局，1972

年 10 月新一版），頁 1--2。 

７４李增：《先秦法家哲學思想—先秦法家法理、政治、哲學》（台北：國立編譯館，

2001 年 12 月初版），頁 386。 

７５王曉波先生說：（1）乘人情之勢：因為「人情」是「自為」的，所國君應該乘「

人情」的「自為」之勢，也就是「因人之情」。因而言「是故見不受祿者不臣。祿

不厚者，不與人難。人不得其自為也，則上不取用焉」清錢熙祚校：《慎子》，因

循，頁 3。人與人之間既存在著「自為」的「勢」，那麼乘人之「勢」，也就是誘

之以利了。（2）乘眾之勢：國君要使國家能治，就必須得眾臣之力的「助」，亦

即乘眾臣之力的「勢」。（3）乘法之勢：由於國君主觀能力的有限，不一定能對

所有的事物做出正確的判斷……唯賴客觀之「勢」的「助」，而作為政治事務「權

衡」的「法」如此妙用，故乘「法」之「勢」也是慎到思想必然的趨向。參見氏著

：《先秦法家思想史論》，頁 252--254。 

７６清‧錢熙祚校：《慎子》，威德，《新編諸子集成第五冊》（台北：世界書局，1972

年 10 月新一版），頁 1。 

７７清‧錢熙祚校：《慎子》，民雜，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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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來制定「誅賞予奪」的標準法７８，而達成國治的目的，換句話說，「法」

與「術」都是人君治理臣民的一種工具，一定要為有權勢的君主所用，才能

夠體現出它的功效，不然「法」與「術」是一文不值的，可見「勢」是凌駕

於「法」、「術」之上，也使得政治脫離倫理而獨立。這樣的「勢」或許落

入「機械決定論」７９，誠如荀子對慎到的批評「蔽於法而不知賢」、又如韓

非對慎到的批判「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

也」，或許也可反向證明慎到對「勢」之極端重視，亦代表「尊君」之急切

與極致。 

再者，就「勢」的合理性來說，慎到巧妙地作了一個比喻： 

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為未定分也。積兔

滿市過而不顧，非不欲兔，分定之後，雖鄙不爭８０。  

君主這個位子的所有權，就像市集上兔子的所有權，已經有了明確的歸屬，

無須再打其主意，這就是所謂的「定分」，換句話說，君主的位子是不可動

搖的，臣子和人民都不要再有非分之想了！接著，慎到更是棋高一著地指出

「得助於眾」，君主雖然凌駕於臣民之上，但是臣民養活了君主，所以不可

                                                      
７８「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出。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

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

也。」清錢熙祚校：《慎子》，君人，頁 6。由此可見慎到所謂之法，乃「誅賞予

奪」之標準法。因其可以棄私，故可以為治國之用。因其有如權衡尺寸，故無人可

以施以詐偽。因其可以免除以心裁輕重之弊，而塞人之願望，故法雖不善，由愈於

無法。總之，慎到認為法之本身，最具有客觀性、正確性、公平性、及可靠性，從

而以法為賞罰之依據，主張任法不任賢。參見姚蒸民：《韓非子通論》（台北：東

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 年 3 月初版），頁 80-82。 

７９王曉波先生說：荀子、韓非之所以批評慎到的「勢」論，其基本理由還是因為慎到

的思想乃是根源於機械決定論的哲學。就是因為機械決定論，所以慎到終於落入神

秘主義中，以主觀的「德」來解釋「三王五伯」的功業，甚至說出「參於天地，通

於鬼神」的話來。陶希聖說：慎到的理想的君主乃是純粹沒有主觀意志的權力。此

權力慎到叫做「勢」。這權力便是行法的。孟子以為「徒善不足以為政，徒法不足

以自行」（〈離婁篇〉）慎到卻以為人並不能行法，行法者乃是權力。參見王曉波

：《先秦法家思想史論》，頁 251—252；陶希聖《中國政治思想史》（台北：啟

業書局，1974 年），頁 197。 

８０清‧錢熙祚校：《慎子》，《新編諸子集成第五冊》（台北：世界書局，1972 年

10 月新一版），慎子逸文，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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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地要為臣民來服務的，儼然已有「為天下」進步的民本思想概念８１，但褪

去其包裹的糖衣，君主為臣民服務，實際上還是維護了君主的利益，因為臣

民越多，君主所得之「勢」也就越大，君位自然愈坐愈穩，繞了一大圈，煞

費苦心地鞏固君權、維護君「尊」之地位。 

綜而論之，有了權勢，再平凡的君主都可以治理天下，故曰：「慎子任

勢以尊君」，對於韓非的「尊君」思想有理論性的建構作用，韓非撰寫〈難

勢〉專篇申論慎子的「勢治」思想，足見其特別重視慎到的「勢論」。 

「尊君」是法家一貫的思維，法家諸子順應時勢、制定法律、運用謀術、

高舉權勢以求君位之尊高與鞏固，韓非繼承了商、申、慎的尊君思想，將其

全面性的融合與改進，締造了一個結構嚴謹的支配格局，由「君尊」導向了

「臣卑」，開啟了專制政體的領導模式。 

第二節  構成君尊臣卑之理論基礎 

誠如謝幼偉先生所說８２： 

演繹是分析的。所謂分析者，指演繹之結論，乃從其前提分析而得，結

論之所含，決不多於前提分析之所蘊。  

由演繹所得之結論，不容吾人有優疑之餘地，蓋吾人可懷疑其前提，決

不能懷疑其結論。結論如誤，誤必在前提。  

每位思想家的哲學體系，都有其大前提的基本設定，以為其理論體系之建立

基礎，因此，研究任何一家哲學，必須從此最根本處加以剖析，才有意義，

也才能掌握其學說原本之樣貌。 

韓非將君臣關係推至「尊卑」的支配格局，其前提何在？被譽為「帝王

之學」的《韓非子》，全書所談皆君主統御的策略，目標在使國家於短期之

內強盛，乃從「實用主義」之政治運作要求而發起；然而政治乃謂對「眾人」

                                                      
８１「古者，立天子而貴之者，非以利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理無由通，通理以

為天下也。故立天子以為天下，非立天下以為天子也；立國君以為國，非立國以為

君也；立官長以為官，非立官以為長也。」參見清‧錢熙祚校：《慎子》，威德，

頁 2。 

８２參見謝幼偉：《現代哲學名著述評》（台北：新天地書局，1974 年 1 月初版），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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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管理，有必要先考察人性，也有必要擴及到整個時代之背景，因此韓非對

於「人性論」與「歷史觀」皆有作為先備知識的討論，他以「趨利避害」、

「與時推宜」為預設立場，以其架構出「君尊臣卑」的理論基礎。本節將以

「挾自為心的人性論」和「變動的歷史觀」兩個面向，作為「構成君尊臣卑

之理論架構」的論述主軸，以為韓非君臣支配格局找到合理的詮釋論點。 

一、趨利避害：挾自為心的人性論 

韓非對於人性「好利惡害」、「好佚惡勞」的觀點，是從「描述性」、

「經驗性」的角度為切入的觀察面向，《韓非子》有言：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惡，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

令可立，而治道具矣８３。  

為人臣者，畏誅罰而利慶賞８４。  

夫安利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８５。  

好利惡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不北矣。

長行徇上，數百不一人；喜利畏罪，人莫不然８６。  

人情皆喜貴而惡賤８７。  

利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８８。  

夫民之性、惡勞而樂佚，佚則荒，荒則不治，不治則亂，而賞刑不行於

下者必塞８９。  

民者好利祿而惡刑罰，上掌好惡以御民力９０。  

韓非認為人總是趨向「安全」、「富貴」、「樂佚」、「功名」、「爵祿」、

                                                      
８３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經〉，頁 150。 

８４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二柄〉，頁 179。 

８５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姦劫弒臣〉，頁 214。 

８６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四卷〈難二〉，頁 344。 

８７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四卷〈難三〉，頁 384。 

８８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五卷〈外儲說左上〉，頁 473。 

８９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心度〉，頁 814。 

９０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制分〉，頁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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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賞」等一般的世俗「社會價值」與「物質價值」之報酬，而盡可能地逃

避「危險」、「貧賤」、「刑法」、「懲罰」、「死亡」等生活所需之缺乏、

生活環境之惡劣、自身之不自由不得志，是「好利惡害」的９１，因此視「欲

利之心」為所有行為的動機，而「好利惡害」為架構政治學說與道德理論的

立論基礎。可見，韓非不從「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去論述人性之定義，卻

從人之「欲望傾向」、「性情趨向」之實然去論人情之實９２，其所描述者為

一客觀之事實，而此事實在價值上自然無所謂的善惡之分９３。 

                                                      
９１林義正先生說：「人情有好惡，所好指安、貴、佚、名、祿、賞等之利，所惡指危

、賤、刑、罰、死等之害。歸結是『好利惡害』」參見氏著：〈先秦法家人性論之

研究〉，中國哲學之人性論討論會，台大哲學系，1988 年 5 月。收入於台大哲學

系主編：《中國人性論》（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0 年） 

９２參見李增：《先秦法家哲學思想——先秦法家法理、政治、哲學》，頁 172--173。

事實上人性研究的角度相當廣泛，因為個人觀點不一，對人性的看法亦不同，人性

其實具有多種面向，如西方學者 Edward Wilson 所著《社會生物學》、《論人性》

便將人性作一歸納，指出人性具有遺傳性、發展性、攻擊性、複製性、利他性、宗

教性、希望性、等多重特徵，而盧瑞鐘先生更將其補充整理，認為人性有三十六種

特徵，分別是複製性、代謝性、自私性、遺傳性、適應性、進化性、差異性、需水

性、群居性、領域性、攻擊性、智慧性、愛子性、愛族性、合作性、分享性、求愛

性、利他性、穴居性、學習性、藝術性、有聊性、哺乳性、親愛性、雜食性、晝行

性、道德性、直立性、宗教性、家居性、愛類性等多重人性。參見氏著：《人類的

根源——生命的真相與基因智慧》（台北：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 年），

頁 143。 

９３韓非子到底是「性惡論者」或「不是性惡論者」，引發了許多學者之論戰，我比較

認同李增先生的論述，韓非子以「好利惡害，人之所有，此人之情也」作為其政治

學說的基礎理論，若從人性論的真正涵義「人之所以為人之本質」去檢視，「韓非

不是性惡論者」。茲列舉相關學者之論述以佐證。謝雲飛先生說：「展卷批閱韓子

書數過，終其書全未見『性惡』之說……韓非子通篇所論，莫非『人欲』也，而其

中以法術權勢、刑德用人之外，復深究於『利』之端。」，參見氏著：《韓非子析

論》（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 年 2 月三版），頁 144。吳秀英先生說

：「韓非書未明言『性惡』，但各篇內容中常影射人性本惡之觀念，肯定人類『自

利』之劣根性。」參見氏著：《韓非子研議》（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79 年），

頁 68。張申先生認為：「與孟、荀不同，韓非主張性無善無不善的『自為』人性

論。……韓非繼承和發展法家前期慎到和商鞅關於人性『自為』好利惡害的思想，

認為這種『自為』的人性完全出於自然，不具道德屬性，沒有善惡問題。」參見氏

著：〈再論韓非的倫理思想不是非道德主義〉，《中國哲學史研究》1989 年 4 月

第 2 期，頁 67。林義正先生說：「以群體治亂為思考的學問和以個體德行提昇的

學問，本質上是不同的。……針對人性的事實，制定政策及法律，原是《韓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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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柏園先生在《韓非哲學研究》一書指出９４： 

韓非主要之用心既是面對現實經驗而加以掌握，由此完成其經驗現實上

的國富強兵，則其論人亦是在現實經驗中之面貌加以掌握，而不就道德

理想上之人性加以掌握。易言之，韓非之用心既落在經驗主義之國富強

兵，則其對人性之掌握亦重經驗主義之趨利避害。  

蕭振邦先生在〈韓非哲學的人性觀探討〉一文中也有相同的看法９５： 

韓非思辯人性的內在定準，主要表現在考察方式以政治運籌為先設，出

乎全然理智的觀照，刻意於方法上人性展現於現實的一面，而韓非的方

法推展既完全照應現實問題的解決，人性向上一路的本質探討遂存而不

論，轉而就現實事件的衝突，把握其間的因果連鎖，進而將人事現象的

矛盾全歸結為人性在現實中展現偏頗所致。是以，韓非得以直接就現象

表徵，歸結其內在定準，並以之權勢複雜的現實事態，這是韓非人性觀

的主要形貌。  

韓非之所以以「經驗主義」論性，即是以「欲求」為主導與做為行為的出發

點９６，顯然是為了滿足其普遍而必然地掌握人性之要求９７，是以無處不引種

                                                                                                                                                   

用心所在，古今以來，多少人誤解韓非，以為韓非是性惡論者，其實是沒弄清楚事

實與價值二者分際的緣故。」參見氏著：〈先秦法家人性論之研究〉，中國哲學之

人性論討論會，台大哲學系，1988 年 5 月。收入於台大哲學系主編：《中國人性

論》（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 年）。李增先生認為：「韓非固然曾

經師事荀卿，受其性惡之說之影響，在其書中多舉歷史中之惡事，暗示人比較傾向

於惡，但卻未嘗言及『性惡』。蓋韓非子認為人之好利惡害與自為心之本身既不是

善，亦不是惡，而只肯定人有這種心理欲望傾向。這種傾向是人類欲望的欲求好惡

表現，欲求之所『好』（喜歡），與欲求之所「惡」（不喜歡、厭惡），其本身既

不是善，亦不是惡。就其主觀之欲望自然傾向而言，並無善惡可言，所以不是性惡

論者。」參見氏著：《先秦法家哲學思想》（台北：國立編譯館，2001 年 12 月）

，頁 175。 

９４高柏園：《韓非哲學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1994 年 9 月），頁 68--69。 

９５蕭振邦：〈韓非哲學的人性觀探討〉，收入於《鵝湖雜誌》，155 期，（台北：鵝

湖雜誌社，1988 年），頁 30--31。 

９６李增先生說：「《韓非子》書中仍有人性論，其人性論亦涉及到人性所獨具有的本

質、智慧與仁心，以及與動物所同有的知覺，與基本的食色之欲。只是其論調較偏

執於以『欲』為人性重點而已。…..他認為人以利欲之心而扼殺人之仁心，以知識

之聰明能『以文亂法』而欲禁其言、禁其心，遂使其人性理論破碎分裂而偏執於『

欲求』，而片面誤認為『欲求』即人性之全部，並做為政治學說力論之基礎而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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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經驗事實做為對人性主張之佐證，諸如： 

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利所加也。輿人成輿，則欲

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不

貴，則輿不售；人不死，則棺不買。情非憎人也，利在人之死也。９８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怒

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不周於為己也。

夫買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錢布而求易者，非愛庸客也，曰：

如是，耕者且深，耨者且熟云也。庸客致力而疾耘耕者，盡功而正畦陌

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易云也。此其養功力，有

父子之澤矣，而必周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行事施予，以利之為

心，則越人易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離且怨。９９ 

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女則殺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

受賀，女子殺之者，慮其後便、計之長利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

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１００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

也？」對曰：「益是，子將以買妾。」１０１ 

舉凡職業百工，如善於吸吮病患疽傷的醫生、希望人們富貴的車匠、希望人

們夭折早死的木匠，亦或是互相責罵、互相抱怨的至親骨肉，雇主供養、傭

工勞力的交換，受到祝賀的男孩、遭到殺害的女孩，在金錢驅使下各有異心、

互不信任的夫妻，「皆挾自為心」而「為己」，處處懷著「計算之心」以相

                                                                                                                                                   

了整個學說於偏邪不正，甚為可惜。」參見氏著：《先秦法家哲學思想》（台北：

國立編譯館，2001 年 12 月初版），頁 180。 

９７高柏園先生說：「由於人是普遍而必然地趨利避害，是以法的賞罰才能普遍而必然

地控制著人，而君勢也才能因此而普遍必然地伸張、貫徹於對象之上。……韓非之

所以以經驗主義態度論性，顯然是為了滿足其普遍而必然地掌握人性之要求。如前

所論，韓非人性論的重要意義，即在其提供了法之賞罰能夠普遍而必然地貫徹到對

象的理論基礎。」參見氏著：《韓非哲學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1994 年 9

月初版），頁 67--69。 

９８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備內〉，頁 196。 

９９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五卷〈外儲說左上〉，頁 493--494。 

１００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六反〉，頁 91。 

１０１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內儲說下〉，頁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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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安利者就之，危害者去之１０２」，「好利惡害」成為主宰行為的動機

與動力，或許仍保留「仁心」之好，也只不過是將其當作滿足自己利欲的工

具而已，證明了人有「好利自為」的本能欲求。 

人之至親，尚且為了考量個人利害而彼此算計，更何況行無血緣繫聯的

君臣關係呢？君臣之間也是處於「利害」「計合」的態勢１０３，韓非說： 

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利國，臣弗為也；富

國而利臣，君不行也。臣之情，害身無利；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

者，以計合者也。１０４ 

臣盡死力以與君市，君垂爵祿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

數之所出也。１０５ 

為君者之目的，在求國家富強；而為臣者之目的，則在求個人富貴，各以自

為心為其行為之基點，彼此之間當然出以利害之計數，而以計相合，君臣關

係自然落得尖銳對立、壁壘分明之立場。因此，王邦雄先生說：基於這一人

性的論斷，韓非所面對的世界，乃是一「君臣交計」與「父子相為」之無情

世界，他將人性自利的這一赤裸裸的事實，加以揭穿，使為政者正視此一事

實，並轉而把握此一事實，做為其治道的基點１０６。 

                                                      
１０２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姦劫弒臣〉，頁 214。 

１０３有關韓非的「利、害」問題，李增先生有一番精闢細膩的論述，他認為人之間在

利害的關係上錯綜複雜，狀況並不單純，約略可分為七類來討論，包括：利同害同

、利異害異、利中有害、害中有利、大利小利、大害小害、無利無害。根據他的分

析，韓非在「利、害」問題的分類上，最基本的劃分即是依據「質的原則」，即是

劃分利與害；其次是以「狀態」劃分其同與異；第三則是以「量」分其大、小或等

量。在「利」的分配標準上，韓非第一根據階級的差別：君主、臣子、平民。其次

則根據身份的不同：君主與近習、重人與法術之士。其三則根據職業：軍士與文學

、法吏與儒俠、農民與工商。第四則根據法令與政策：和與法令與有功者受爵祿，

無功有過者受罰。在這分類上，韓非仍慣用他獨特的矛盾思考模式，認為他們比較

傾向於利異而對抗、勢不兩立，而揚棄他們實在也可以和諧共利合一的想法。如此

就容易致使國內各階級、職業團體、個人與個人之間常處於緊張、對立、仇視、衝

突的狀態，而使國力不僅難以團結集中，且因彼此分化對抗而底消力量。參見氏著

：《先秦法家哲學思想》（台北：國立編譯館，2001 年 12 月），頁 183--187。 

１０４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飾邪〉，頁 212。 

１０５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難一〉，頁 319。 

１０６參見王邦雄：《韓非子的哲學》，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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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之所以將人性中的其他因素抽離，並不表示他對於人性的全貌只是

略知一二而已，而是基於「簡易實用」之要求、「管理掌控」的目標設定，

特別將人性化約為「趨利避害」的簡單內容１０７，這種設計當然很容易扼殺

人性的道德自主性、主動性、自覺性，但是韓非以政治運作之要求為出發點

而研究人性，因此如何達到有效的管理才是韓非真正用心之處，無須再涉及

道德理想性。盧瑞鐘先生有二圖，能提綱挈領地看出其端倪： 

其一是：西方學者分析出來，人類的需要、缺乏和能力都能引起慾望，

而慾望又有支配人類思想、行動與想像力的能力。  

慾 望

需要

缺乏

能力

（引起） （支配）

思想

行動

想像力  
其二是：韓非以賞罰為報酬，來控制人的慾望，從而間接支配人的思想

和行為，俾聽令於國君，因此基本上是要「利用」人性，不求人性之提

昇。  

慾 望名利賞罰
控制

支配

思想

行為 １０８ 

韓非透過人性中「欲望傾向」、「性情趨向」的掌握與利用，為「中主」治

國提供了一套「簡易」的統御術，是以，高柏園先生說：「韓非的人性論不

僅擔負著整個韓非哲學之普遍性與必然性的基礎，同時它也決定了韓非「重

                                                      
１０７高柏園先生說：「韓非並不是對人性論本身有興趣而加以研究，韓非乃是依據其

政治運作之要求而研究人性論，因此能否符合實用之要求方為真正之用心所在。而

今在預設了人君為中主的前提下，韓非勢必要提出一套簡易之法以提供中主治國之

用，而簡易之為簡易，其實正是一種簡單化、抽象化、歸約化的努力，通過此種努

力而獲致一簡易之結論以利吾人之使用。由此可知，韓非之所以將人性中諸多內容

抽離，並不表示對人性其他內容之無知，而是基於簡易實用之要求，由是而將人性

歸約為一趨利避害之簡單內容。由此看來，韓非人性論之經驗主義、實用主義與歸

約主義三者乃是一體的三個層面而已。」參見氏著：《韓非哲學研究》（台北：文

津出版社，1994 年 9 月初版），頁 74。 

１０８盧瑞鐘：《韓非子政治思想新探》（台北：敦繹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年

初版），頁 1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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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態度。１０９」，國君消極地以「罰」防範臣下，積極地以「賞」控制

臣下，將君臣關係推至「尊卑」的支配格局，都是在此種「趨利避害」的人

性論立場下得到發展之理由。 

既然韓非認為「好利惡害，人之所有」，而人「皆挾自為之心」，故價

值實現的可能根源，不會出自於內在之人性，因而父子之愛、君臣之義、夫

婦之情，也都不可能存在理想價值，只能通過外在「功利實效」的獲得才是

可能實現的價值；再者，這樣的價值不可能、也不應該落在個人的私利上去

求得實現，「公利」之指涉為何？站在韓非哲學根本問題的基本面思考：國

家生存如何可能？國富兵強如何可能？君勢的充分伸張如何可能？唯一應

該實現的價值，就在君國與國家的身上，應以國家利益為出發點，凡有助於

君尊國強者，就是所謂的「有價值」。 

王邦雄先生在《韓非子的哲學》一書中指出： 

韓非的價值觀，乃是現實功利的價值觀。價值的內涵，不落在人心自覺

應該如何的理想上，而落在現實情境可能如何的實效上。故其價值觀，

以無異是實效論。凡有助於君尊國強者，就有價值。故曰：「夫言者以

功用為之的彀者也。」又曰：「明主舉事實，去無用，不道仁義者故，

不聽學者之言。」是韓非即基於此一實效之價值觀，反對儒者仁義之說，

以其治道僅有適然之善，而無必然之功。韓非的法理，就建立在這一功

利主義的價值觀之上１１０。  

韓非對時代問題有深刻的體認，所以主張「論世之事，因為之備」，要實事

求是，認清問題癥結之所在，並對問題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是典型追求功

效與利益的功利論者，一切政治結構的設計與政治權力的運作，皆落在「大

臣有行則尊君，百姓有功則利上１１１」的歸趨上，使全民本其自為之心，而

歸向尊君重國的新價值觀，是以天下臣民僅為實現君國功利的工具。韓非重

國輕民的「國家至上」光環，與崇上抑下的「君尊臣卑」支配格局，即由此

「趨利避害」的人性論及其衍生的功利價值觀發展而來。 

二、與時推宜：變動的歷史觀 

                                                      
１０９高柏園：《韓非哲學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1994 年 9 月初版），頁 67。 

１１０王邦雄：《韓非子的哲學》，頁 122--123。 

１１１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經〉，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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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對於人性的探討，主要是適應實用主義的政治運作要求，然而政治

操作不僅止於人性的考量，還必須擴及整個時代之背景，是以，要充分貫徹

實用主義的精神，就有必要對歷史提出相互對應的理解，這就是韓非歷史觀

提出之源由，高柏園先生說：「此趨利避害之人性在不同之時代環境與歷史

背景中，亦有其不同之表現方式與形態，於是而有不同之歷史階段的特

色。」，在實用主義與功用主義的原則下，韓非提出了「世異則事異，事異

則備變」的歷史觀。陳啟天先生在《韓非子校釋》一書中指出： 

「世異則事異」，係認歷史為演變的（Evolutionary），而非固定的。此為

韓非歷史哲學之第一原則，與近世進化論之解釋歷史有相近處。  

「事異則備變」為韓非歷史哲學之第二原則１１２。  

「事」是時代的事件、事實，「備」是指對應事件、事實的方法、設施。事

是「因世」而生，應對事的方法、設施必須適合於所應對的事；由於事件的

不同，措施與應對的方法必然隨之改變１１３。這種「世異」、「事異」、「備

變」的歷史觀是「演化的」，僅僅是對一經驗事實之描述，並無涉及價值優

劣之判斷。 

韓非通過歷史經驗之事實，印證了其「世異則事異」、「事異則備變」

歷史原則之事實，〈五蠹〉篇有言１１４：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不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為巢，

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

蛤、腥、臊、惡、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

以化腥臊，而民說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

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暴亂，而湯、武征伐。今有搆

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

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禹、湯、武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

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不期循古，不法常行，論世之事，因為之備。  

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里，行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

王處漢東，地方五百里，行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六國。荊文王恐其

                                                      
１１２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頁 34--35。 

１１３林緯毅：《儒法兼容：韓非子的歷史考察》（台北：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

年 11 月），頁 16。 

１１４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五蠹〉，頁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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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行仁義而王天下，偃王行仁義而喪

其國，是仁義用於古，不用於今也。故曰：『世異則事異。』當舜之時，

有苗不服，禹將伐之。舜曰：『不可。上德不厚而行武，非道也。』乃

修教三年，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不

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不用於今也。故曰：『事異則備變。』上

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力。  

治國之道，要隨著時間和空間的改變，而有因應的策略，要能順應時勢，才

能因「時」制宜，如此才能在瞬息萬變的人世間，立於不敗之地。韓非認為

歷史是進化的，是有其階段性的，在不同的時段，所面對的問題自然有其差

異，即所謂「世異則事異」；故聖人治國多不法古、不墨守成規，要研究當

代的實際情況，以研擬適當的因應策略，即所謂的「事異則備變」。上古的

人，在「道德修養」上競賽優劣；中古的人，在「智慮謀略」上角逐高低，

現今的人，在「國家實力」上較量勝負。時代不同，自然情境亦隨之而異，

每一代的君主所面對的現實挑戰也就不同，要懂得「因地制宜」、「因勢利

導」，才不致落入「守株待兔」、「郢書燕說」、「買履取度」之愚昧，韓

非舉了幾個有趣的故事：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

復得兔；兔不可復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

皆守株之類也１１５。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不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

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說之，曰：「舉燭者、

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悅，國以治。治則

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類。鄭人有欲買履者，先自度其足，

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履，乃曰：「吾忘持度，反歸取

之。」及反，市罷，遂不得履。人曰：「何不試之以足？」曰：「甯信

度，無自信也。」１１６ 

再以古代先王的政治措施治理當代的民眾，無疑地就像呆守樹根癡等死兔的

宋人，因常襲故、不知變通，非圖無益，更淪為笑柄，「先王有郢書，而後

世多燕說。夫不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度者也。」一味地效法先王，又如

                                                      
１１５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五蠹〉，頁 26。 

１１６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五卷〈外儲說左上〉，頁 50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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郢書燕說，只是穿鑿附會；如買履取度，本末倒置，都是不切實際之作為！

因此，韓非很自然地走向拋離傳統的變古革新之路１１７，為自己設計的政治

體系找到了光明正大的出口，而且，這種「與時推宜」的概念還必須推及「法」

與「禁」之上，〈心度〉篇言： 

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

之以名則治，世智而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不易者亂，世便而禁不變

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世變。１１８ 

不只政治措施要能適應社會狀況，以謀求最大功效；法度禁令也得跟著時代

變動而改革、也得隨著智巧玩弄而改變，才有其存在的實質意義。 

雖然要變古、要革新，但也並非執著於求變，韓非說： 

不知治者，必曰：『無變古，無易常。』變與不變，聖人不聽，正治而

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易，在常古之可與不可。伊尹毋變殷，太公

毋變周，則湯、武不王矣。管仲毋易齊，郭偃勿更晉，則桓、文不霸矣１１９。 

韓非舉伊尹、太公、管仲、郭偃為例，說明唯有「變古」乃可適應時勢之需，

亦唯「變古」乃可成王霸之業，但是，聖人不隨便聽從別人「改變」或「不

改變」的議論，在變與不變之間，「可行」、「不可行」是其關鍵，「有效

處理」則是最後依歸，保留了彈性運用的空間。 

韓非如何有效處理當時的社會情況和政經情勢呢？他直接指出「當今之

世」乃「爭於氣力」的歷史階段，〈顯學〉篇有言： 

故敵國之君王，雖說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行，吾必

                                                      
１１７王邦雄先生說：「他所面對的是一個史無前例的大變動時代，整個政治秩序，社

會結構與經濟制度，均全面動搖崩潰，傳統的橋樑到了他的時代，突告中斷。……

舊的政權已倒下去了，新的體制尚在孕育之中。這固然於學術思想飛揚開放的時

代也是傳統信仰解體的懷疑時代，置身在一轉型的過渡社會之中，新舊之間不免

存在著矛盾，令人有不知該何去何從的迷惘。此中浮現著未來新生的光明也激盪

著現實幻滅的暗潮。傳統的價值體系與行為模式已遙遙遠去，現代的卻遲遲不來

，韓非在這樣思想迷亂，權威失落的時代背景下，針對現實的需求，意圖設計與

建構一個新的秩序，傳統的遺留，先王的治道，似乎反成為他的負荷與障礙，很

自然的走向拋離傳統的變古革新之路，他的歷史觀就在這一背景下形成。」參見

氏著《韓非子的哲學》，頁 133--134。 

１１８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心度〉，頁 814--815。 

１１９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南面〉，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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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執禽而朝。是故力多則人朝，力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力。夫嚴家無

悍虜，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暴，而德厚之不足以止亂

也。夫聖人之治國，不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不得為非也。恃人之為

吾善也，境內不什數；用人不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

故不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輪

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車射禽者，何也？

隱栝之道用也。雖有不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良工弗貴也。

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不恃賞罰，而有恃自善之民，明主

弗貴也。何則？國法不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不隨適然

之善，而行必然之道１２０。  

國強力大，必能使他國入貢；威嚴權勢，可以禁阻橫暴；以法約束，全國整

齊劃一有成效；使用揉曲正方之法，輪與箭則可大量生產。因此，有術之君，

不追求偶然有效的善德，而實行必定有效的辦法。是以，「明君務力」，對

外須以國富兵強的「實力」去求發展，對內須以使服從的「權力」去求統治，

所以，韓非變動的歷史觀，為血緣倫理已無法維持統治秩序提供了理論基

礎，也將君臣支配格局定位於「當今之世」的適用方案。 

綜上所言，隨著歷史發展、時代變遷，人類應大步地往前邁進，不應再

以古為法則、以古為常道，應該要隨著時空變化而有所調整，以適應新環境、

新思維的需求。韓非認為唯有變古，乃可適應時勢之需；唯有變古，乃可成

王霸之業。「這種要求有效變革的主張，反映在哲學上便是客觀的、實證的、

實際的、演化的，這也是組成韓非哲學思想的基本條件。１２１」韓非由「仁

義用於古，不用於今也」、「上古競於道德」的論點，推至「民固服於勢，

寡能懷於義」、「當今爭於氣力」的論斷，可說是一種偏見，否定了人類在

歷史舞台上的主體性，忽略了「道德的自覺」、「知識的運作」、「愛心的

推廣」該是一切變中之不變者１２２。但是，韓非以「世異則事異」、「事異

                                                      
１２０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顯學〉，頁 16。 

１２１張純、王曉波：《韓非思想的歷史研究》，頁 31。 

１２２王邦雄先生認為：「問題在於他的理論根基，竟然否定了人類在歷史舞台上的主

體性，而築基在物質環境的客體上，把親情、才智與道德，全盤否定，流為物質

決定論的貧乏而不自知時代不同，客觀情勢變易，人類所面對的問題自然不同，

解決問題的方法亦當之而異；然透過人類知識的運作，道德的自覺，與愛心的推

廣，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非僅爭其氣力，鬥於權謀而已：這該是一切變中

之不變者。奈何韓非竟無視於人類親情的存在摒棄仁義道德與學術才力，自陷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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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備變」的原則，再配合「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力」

的內容，創造了一個合理的「求新求變」的空間，理直氣壯地悍然拒絕傳統

「血緣倫理」的政治牽絆，順理成章地完成「爭於氣力」、崇尚實力與權力

的價值觀，進而導出「明君務力」的主張，緊緊地扣住韓非哲學的根本問題

「如何充分伸張君勢？」，如此，有利於法、術、勢理論之開展；而「使氣

力」的國君的形象塑造，自然將臣民導向於「受約制」的角色，又為韓非君

尊臣卑的支配格局提供了理所當然之論述根基。 

第三節  主道揚權：權重位尊之君道 

《韓非子》一書，專談駕御群臣與治國謀略，可以說是專屬於君王的「領

導」手策。而領導的本質，可以說是「力」的運用與表現，領導者藉誘力或

逼力，而使他人樂意或勉強循其目標而行動的過程，就是所謂的「領導」１２３。

韓非的政治思想被認為是強勢的、威權的，君主使用強制手段來命令與控制

屬下，重視彼此的隸屬關係，以求指揮系統的專擅獨立、職務組織的分層有

效，可以說是一種「強勢」的、「霸道」的領導模式思想。 

統治君王如何使「臣」自甘於卑下的位置？又如何能使「君無為，而臣

                                                                                                                                                   

望的深淵，而徒言爭於氣力，落於法禁高壓，韓非雖能自是，其奈天下人心何！

……此一歷史觀，為韓非變古說之所本，為其變法革新的理論根基；亦由此一歷

史觀抨擊儒墨兩家顯學。由「仁義用於古，不用於今也」的相對論點，推至「民

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的絕對論斷，毋寧是其歷史觀最不良的偏見。」參見氏

著：《韓非子的哲學》，頁 142。 

１２３「領導基礎，主要有三大項：即影響力、權力、權威。嚴格言之，此三名詞意義

殊異，其中，以影響力的意義最為廣泛。所謂權威、權力，均只是影響力的一種

形式，譬如說，權威可謂為正式職位上所有的一種正式影響力，權力可謂社會關

係間一種廣泛影響力，在必要時，可以強制方式表現者。自韓非哲學的角度視之

，領導乃是一種權力關係，亦為使人順從的一門藝術，人與人間之權力關係指某

人對他人所能施用之最大作用力，同時，亦較不重視團體之合理化、規範與傳統

，此一領導概念正反映獨裁領導之一面。」參見徐孝恭的碩士論文第三章，從中

國傳統的領導理念為出發點，輔以西方現代領導理念，以探討韓非的領導哲學，

其中將韓非的思想相應於西方所謂權力的內容（獎勵權、強制權、法職權參照權

、專家權、資訊權、關聯權）予以討論，頗有參考之價值，是值得深入研究之論

題。參見氏著：《韓非領導哲學在學校行政領導上的蘊義》（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碩士論文，1990 年 6 月），頁 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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竦懼１２４」呢？這套領導模式的設計，首重「主道揚權」，人君必須握擁有

所有的權勢。韓非以「勢」為出發點，要人君努力地去「造勢」，並且使用

外在的、公開的「法律」，運用內在的、潛藏的「謀術」，無所不用其極地

去追求國富兵強，君主要以泰山壓頂的姿態控管百官，再令百官督促全國百

姓專心致力於耕戰，從而達到「戰則為兵，息則為農」的境地１２５，因為，

道德已不足以治國，只有造就強勢、集權、霸道的君威，才能取代「道德治

國」的不可能任務，才能符合「中主而治」的政治常態。在這種統治方式之

下，加速了「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時代的來臨。 

這樣「專制」又「集權」的領導方式，從何而來呢？韓非根據「道」的

性徵，以「君法道」為設計原則，發展出一套人主領導統御術１２６，而此「人

主之術」的思想淵流於：老子的無為思想、莊子〈應帝王〉的藏術、荀子的

〈君道〉〈王霸〉、《黃帝四經》的南面術，再加上商鞅之法、慎子之勢、

申不害之術，在去蕪存菁之下，造就了韓非的「君王統御術」１２７。 

「術」是一種達成目標的方法，是一種「人為」的手段１２８，而「為」

                                                      
１２４「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君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

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

懼乎下。」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七卷〈主道〉，頁 822。 

１２５鄭良樹先生說：韓非這套說法似乎就是權力絕對萬能論，人君牢固地操縱著勢，

從勢上不斷地下達千萬隻有效的令牌，國家大事就完全解決了。參見氏著：《韓

非之著述及思想》（台北，臺灣學生書局，1993 年 7 月初版），頁 499。 

１２６李增先生說：「人君法道而成其治術。道是術的最高指導原則，是萬物的本根、

是非之最高標準……君主效法道獨有的特徵：獨一、弘大、恍惚、無形、虛靜、

無為、自然而構成統治術之最高依據，此者充分表現在〈主道〉、〈揚權〉、〈

解老〉諸篇中。」參見氏著：《先秦法家哲學思想—先秦法家法理、政治、哲學

》（台北：國立編譯館，2001 年 12 月初版），頁 606--607。 

１２７參見李增：《先秦法家哲學思想—先秦法家法理、政治、哲學》，頁 617。 

１２８李增先生說：在《韓非子》書中所使用的「術」字，除單字使用之外，也與其他

字結合連詞而構成道術、法術、方術、技術、藝術、學術、心術、智術之應用，

再加上依據價值分類則尚有公術、私術、正術、邪術、姦術等等。然而總括術論

的核心則是君主的統治術（或稱之為主道）。……基本上《韓非子》所論的「術

」雖然很廣泛，然而可歸納成以下的定義：一、術是達成目的之工具性運作過程

。二、術是人類為達某一目的所採取的策略、方法、技巧之運作手段。三、術即

是人勞作過程之展現。「術也者，偽也（人為也）。」術雖是達至目的的方法或

手段，但凡是術皆人為也，皆是人工作之、成之，加於所依之對象而呈現其「功

」者。術之運作人際關係是為事，於物則是人為加工物。……術因為為「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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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起於人心、精神之運作，包括內在動機的運籌帷幄，還有外在工具的操作

運作１２９；因此，形之於內而有權謀運作為「心術」，形之於外則有言行動

作乃「技術」，「心術」與「技術」其實是一體兩面的展現。在這種內外合

一的觀念下，本節先從「操權處勢」的核心概念為基準點，掌握韓非思想中

君王的地位和權勢；再由「執一處靜」的「內在心術」與「抱法用術」的「外

在技術」，由內而外、從無形到有形、從權謀心術到具體技術，全面性地開

展出韓非思想中君主「權重位尊」的運作情形，這些都是君主權威的表現，

也是君主鞏固權力地位的工具，更是君主統馭臣吏的手段。 

君要臣臣服其下，應該先將自己的地位提升到至高點，有了地位，自然

就有了發號司令的權力；其次，擁權的君主也不能恣意妄行，要根據法律，

確實嚴正，不害公也不阿私，給人臣一個依循的準則；然後，再根據人性的

「趨利避害」來運用賞罰二柄，臣子自然而然就會以君為尊了。以下論述，

將以「君王統御術」為前提，把焦點鎖定在政治運作的工具性意義，以期更

清晰地勾勒韓非思想中「君尊臣卑」的支配格局之真實樣貌。 

一、操權處勢：權重位尊的核心概念 

君之所以為君，乃因其能具體掌握權勢、立於勢位、操縱權柄、發揮權

威，故法家之尊君，非尊其人，乃尊其所處之「權位」１３０。「夫國之所以

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１３１」君主所以尊貴，就是因為有權力，因

此，人君必先操權而後有其實質意義，有了實權之後才會被尊崇，若失此權

                                                                                                                                                   

，是故皆蘊藏著人的精神成份，而精神的主宰則是心，因而術的主體者便是人。

參見氏著：《先秦法家哲學思想—先秦法家法理、政治、哲學》，頁 599。 

１２９李增先生認為：在「為」的方法過程以求達到目的者，即是術。凡「為」，必為

人心所起、精神之運作，含有心意動機之指使籌謀，外有肢體工作之運作，以主體

者主觀對客觀之物加工。是故在內有心術，行之於外則有言行動作的技術，其用之

於政治範疇上則是治術。參見氏著：《先秦法家哲學思想—先秦法家法理、政治、

哲學》，頁 616。 

１３０姚蒸民先生說：勢治之起，基於尊君。尊君觀念則源於東周初期之藉此裁抑貴族

。時代發展至戰國，中央集權已成事實，則君之受尊，在所當然。為法家之尊君

與儒家異。儒家之尊君，亦在矯強臣之失；法家則以尊君為政治之目的。故法家

之尊君，非尊其人，而尊其所處之權位。勢之一詞，則又為君主位分權力之代稱

。參見氏著《法家哲學》（台北：先鋒出版印刷公司，1984 年），頁 74--75。 

１３１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心度〉，頁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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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是無法成為君主的。在變動劇烈的春秋戰國時代，君主的安危與地位，維

繫於「權力能否保持？」，因此「尊君」與「集權」是時代必然之趨勢１３２，

故君道首重「操權而上重１３３」、「執柄以處勢，故令行禁止。柄者、殺生

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１３４」，「勢位」是控制大眾的憑藉，誰掌握

了權柄，誰便能掌握資源；而能號令天下者，地位自然隨之尊貴。 

「法、術、勢」是韓非政治哲學的精華，就實際的政治運作而言，其主

軸是「權力」，當然，權力運作所依據的規矩即是「法」，運作權力的技巧

是「術」，此三者乃一相互支持之整體；若就其價值性與目的性而論，「君

勢之尊」是政治運作的核心，是韓非政治思想之真正目的與理想之存在，而

「法」與「術」皆只是助成君勢伸張之方法與條件，是以，「勢」顯然較「法」

與「術」為優先１３５。 

客觀而言，政治操作的樞紐在「權力」而不在道德；而此權力之所本，

在於「君之位」。君主一個人想統治群臣眾民，就必須以「作為君主的權力」

為憑藉，這個權力就是「勢」，韓非認為「勢」對於君主來說是至關重要的，

有許多相關的重要性的論述，將「勢」的概念作一種純政治的分析，開出一

                                                      
１３２蕭公權先生說：勢治之起，基於尊君。封建盛世，君主與貴族世臣分權守位，上

下相維各有定界，君主殆無獨尊之義。逮權臣侵國，君主微弱。例如魯「悼公之

時，三桓勝，魯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其他弒君篡國者更不待論。擁護封建

者於是起而抑僭臣以扶衰君。孔子「事君盡禮」致討責於「亂臣賊子」，實已暗

啟尊君之說，至荀子而其旨大明。雖然，儒家之尊君，意在矯臣強之失，非以尊

君為政治之目的也。及權臣僭國，漸致富強，公族世臣，消亡殆盡，中央集權，

已成事實，則君之受尊，遂有不得不然之勢。法家承認此新史實而加以說明，權

勢之理論，於是成立。慎到飛龍騰蛇之言殆足為其開宗之代表。參見氏著：《中

國政治思想史》（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年 3 月初版），頁 243—244。 

１３３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心度〉，頁 813。 

１３４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經〉，頁 150。 

１３５高柏園先生以為法術勢三者並非一平列的關係，而是一種具有優先性的「縱貫關係

」，此中乃是以「勢」為優先，其三點證明如下：一、〈難勢〉篇放棄了非人力可

為、既存事實的「自然之勢」的討論，乃預設了君勢的存在，而法術僅僅是輔佐君

勢之手段與工具而已。二、〈定法〉篇明確指出「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亂於

下。此不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三、就趨利避害、自利自為的人性論立場而

言，擁有君勢才是君之大利，故以勢為其中心。相關論述請參見高柏園：《韓非哲

學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1994 年 9 月初版），頁 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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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思考政治「權力本質」的路１３６，劃開政治之「實然」與「應然」，置倫

理、道德於政治之外，只把政治的歸於政治，如：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不能制不肖，故立尺材於高山之上，則臨千仞之谿，

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

不能正三家，非不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沈，非千

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臨高也以位，不肖之制賢也以

勢１３７。  

賢人而詘於不肖者，則權輕位卑也；不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

堯為匹夫，不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亂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

而賢智之不足慕也１３８。  

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不能以為治１３９。  

高山之木、勢重之夏桀、得船之千鈞，皆因得到「勢」，而能臨千仞、制天

下、浮於水；只有「權勢」和「地位」才有治天下之可能，徒有賢德和才智

是不值得羨慕的１４０；可見「勢」是達到某一目的的決定性因素，有勢、得

勢，主觀的臆想就可以變為現實１４１，沒有威嚴的權勢和賞罰的法則，即使

是堯舜，也無法治國。君有其位，則有其勢；有其勢，才能固其位，君之權

勢在君主專制政體裡是「權力金字塔」的最高點１４２，故〈愛臣〉有言：「萬

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也，主勢之隆也。此四美者，不

                                                      
１３６蕭公權先生說：韓非勢治之說，不問君主之行為如何而責臣民以無條件之服從。

於是君主本身遂成為政治上最後之目的，唯一之標準，而勢治亦成為君主專制最

合邏輯之理論。儒家混道德政治為一談，不脫古代思想之色彩。韓非子論勢，乃

劃道德於政治領域之外，而建立含有近代意味純政治之政治哲學。參見氏著：《

中國政治思想史》，頁 247。 

１３７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功名〉，頁 805--806。 

１３８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難勢〉，頁 63。 

１３９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姦劫弒臣〉，頁 224。 

１４０蕭公權先生認為：權力之操存又賴君主所處之地位。人民承認君主之地位而服從

之，君主憑藉此地位以號令人民，凡此種種關係，即韓非子所說之勢。私人之道德

才能，與此並無直接關係。參見氏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台北：聯經出版事業

公司，1982 年 3 月初版），頁 249。 

１４１李甦平：《韓非》（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8 年 10 月），頁 183。 

１４２劉軍寧：《權力現象》（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2 年 12 月台灣

初版），頁 1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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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諸外，不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１４３」有「勢」的君主，是身份、地位、

權威、勢力價值之最高者，可見「勢的掌握」是君主第一要務。 

「勢」是統治眾人的工具，是一切行動、謀略或算計所欲凝結的狀態，

具有普遍之強制力，因此「威重」且「勢隆」，有其唯一之最高性１４４，其

所釋放的能量是巨大的１４５，《韓非子》說： 

勢者，勝眾之資也１４６。  

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不可不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

重、引車、致遠道者，以筋力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

征諸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力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

勢，是人主失力；人主失力，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

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

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類也１４７。  

力多則人朝，力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力。夫嚴家無悍虜，而慈母有敗

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暴，而德厚之不足以止亂也１４８。  

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不可害，則雖強天下，無奈何也，而況孟

嘗、芒卯、韓、魏能奈我何１４９！  

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行明道以遊海內，

海內說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

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魯哀公，下主也，

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不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易以服人。故仲

                                                      
１４３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愛臣〉，頁 837--838。 

１４４姚蒸民先生說：「勢」為統治眾人之工具，具有普遍之強制力，一國之內，只有

君主之政治權力，居於至高無上，故威重勢隆，即具有唯一最高性之謂，參見氏

著：《韓非子通論》（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 年 3 月），頁 138。 

１４５謝雲飛先生認為勢之含義有四：（1.）勢即「因高位而生之統制力」（2.）勢即「

剛性之威力」（3.） 勢即「權柄」。（4.）勢即「因緣際會之時機」。參見氏著：

《韓非子析論》（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6 年 2 月三版），頁 97--98

。 

１４６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經〉，頁 150。 

１４７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人主〉，頁 787--788。 

１４８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顯學〉，頁 16。 

１４９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四卷〈難三〉，頁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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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反為臣，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不

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１５０。  

「勢」是制服眾人的憑藉，是君王之所以能馭臣、牧民、和治國的根本基礎，

君必須以「威勢」為「筋力」、為「爪牙」，才能擁有所向無敵之實力，才

能遏止禍亂、國富兵強、稱霸諸侯；才智低下的魯哀公，卻使廣土眾民屈服、

臣服於其「威勢」之下：人民必須受制於權勢，權勢也確實易於統治人民；

假如依照仁義，孔子就不會服從魯哀；而運用權勢，魯哀公就可以使孔子臣

服。此「威勢」的實質內容是「力」，蓋「當今爭於氣力」，民固服於勢，

而臣亦縛於勢，韓非匯「勢」「權」「力」為一體，憑藉此強制的力量，輔

以法、術為其運用的方法，才得以生存於戰國之急世；君若失勢，則君術之

運用亦成為不可能，可見「勢」的威力影響之廣大。 

其實，中國古代對於「勢」的討論，最早淵源於春秋時代的兵家，由地

勢轉到兵勢，再由法家諸子轉到政治之勢，徐復觀說１５１： 

勢是一種特殊有力的形勢：由這種特殊有力的形式自身，即可以發生力

量，故勢與力可連為一詞而稱為「勢力」，這本是兵家在爭地形之利上

所使用的名詞；慎到則援引之以言政治。  

「勢」之衍生意義與意涵是愈來愈豐富的１５２，因此韓非對管子、商鞅、慎

到和荀子的「勢」進行了梳理、改易和充實１５３，言勢必有位，用勢必有威，

執柄則有生殺之權，勢重則可至尊無上，綜而論之，「勢」的範疇是與「勢

                                                      
１５０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五蠹〉，頁 36。 

１５１徐復觀：《兩漢思想史》（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76 年初版），頁 255。 

１５２關於「勢」的使用，目前並無法確定由何人首先使用此一字彙，正如一般語言字

彙的發展，「勢」字到後來衍生意義愈來愈多，意涵愈來愈豐富。到了戰國中期

，作為「權勢」、「勢位」「威勢」的「勢」字也已出現，如《孟子》、《荀子

》、《莊子》、《戰國策》都出現了類似的概念。欲瞭解戰國時期「勢」字的用

法，可參考盧瑞容：〈戰國時代「勢」發展析探〉，收入於《台大歷史學報》第

二十五期，2000 年 6 月。 

１５３管仲和商鞅的「勢」側重於「權勢」、「威勢」、「勢力」之意，他們從法家的

立場出發，強調君主權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側重於「勢」的價值理解。慎

到和荀子的「勢」，側重於從「勢」與「道」的關係來理解，慎到由自然之道進

入人之道，強調自然之勢；荀子則強調該用正確的政治原則，去掌握國家政權和

君主權威，才是治理國家的正確途徑。參見李甦平：《韓非》（台北：東大圖書

公司，1998 年 10 月），頁 17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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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威勢」、「權」、「道」、「柄」等概念緊密連結在一起。韓非敏

銳地察覺到「夫勢者、名一而變無數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

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１５４」，「勢」的名稱雖只有一個，但其涵

義的變化是很多的，按其性質可分為「自然之勢」與「人設之勢」１５５，何

謂「自然之勢」？〈難勢〉篇言： 

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亂，吾非以堯、桀為不然也。雖

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不能亂者，

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不能治者，則勢亂

也。故曰：「勢治者則不可亂，而勢亂者則不可治也。」此自然之勢，

非人之所得設也１５６。  

「自然之勢」即謂主權之傳襲，出於自然，或因時機，緣會際會而得位，是

先天性的、與生俱來的，佔了絕對的優勢，誰獲得帝位？獲得帝位的人是賢

智抑或庸劣？這是無法改變的既定格局，這也超出了人力所能及的範圍。

「勢」假如必須由「自然」確定，那就沒有必要加以討論；只有人主可以施

為的，才有討論的空間。這種「人設之勢」既不為賢者設置，也不為不肖者

設置，〈難勢〉篇再言： 

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

不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不及堯、舜，而下亦不為

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亂。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

至乃治，是千世亂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亂，是

千世治而一亂也。且夫治千而亂一，與治一而亂千也，是猶乘驥、駬而

分馳也，相去亦遠矣１５７。  

就歷史的事實而言，賢如堯舜、不肖如桀紂，都是很久才出現一次；人類社

會的統治，絕大多數的時候都是由「中等之人」在治理，因此，這種治道的

設計，非以堯舜或桀紂等少數極端的人物為對象，而是要為「中等之人」建

                                                      
１５４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難勢〉，頁 69。 

１５５陳啟天先生釋曰：「勢之一名，涵義大別有二：一、自然之勢，即謂主權之傳襲

，出於自然，業經確定，莫可如何，此則無須多論者。二、人設之勢，即謂主權之

運用，治國不可或缺，而又為人所易為力者，此則韓子所言之勢也。」參見氏著：

《增訂韓非子校釋》，頁 71。 

１５６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難勢〉，頁 69。 

１５７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難勢〉，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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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一套容易落實且不因人而異的執行方法，讓社會國家盡可能地座落於正軌

之中，不致走了偏峰過於離譜。總之，韓非不著墨於勢位主權之自然傳襲的

討論，乃因其政治哲學特別關注「治道」的討論，他先預設了君勢的自然存

在，然後再透過制度將君勢予以擴充、發展，由此達到國富兵強的理想，故

論述之焦點在於「人設之勢」、「抱法處勢」之「勢」，而非自然之勢。 

何謂「人設之勢」？李增先生說： 

韓非提出的人設之勢，其實是人的社會有所必須的政治制度之設置，官

爵之階級、政策之推行、法律之規律、賞罰之使用，以及因任授官、潛

御群臣之主術，這些都是維持君主主權之所必須，如此組織而成一統一

之權力，此等皆為人為而設立者，稱為人設之勢。在人設之勢中，韓非

子尤注意到構成君主之勢之因素，即為權勢、勢位、權柄、威勢、德威、

賞罰，為君勢所必須，此為人設之勢所作為１５８。  

韓非哲學的重心就在如何使「中主」「抱法處勢」的努力上，這些外在技術

的主導權只能專屬於國君一人，權勢是君主的命根子，千萬不可借給臣下使

用，也不可與臣下共同使用，什麼權都得牢牢掌握在手，此乃鑑於封建政治

土地一再分封之流弊，欲改進統治權力分散之現象，故韓非以為「權勢不可

以借人；上失其一，下以為百。故臣得借則力多，力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

用則人主壅。１５９」，因此主張以「君主政治」代替封建政治，使政治權力

自然集中於君王一元之領導，不可旁落，否則將養虎為患；也不落入群臣之

中，以免形成多頭之馬車，互相抗拒，彼此牽制，《韓非子》說： 

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亂君亦有

權有政，積而不同，其所以立，異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１６０。 

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１６１。 

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行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易位

矣。此言人臣之不可借權勢也１６２。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諸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

                                                      
１５８李增：《先秦法家哲學思想—先秦法家法理、政治、哲學》，頁 665。 

１５９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五卷〈內儲說下--六微〉，頁 427。 

１６０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心度〉，頁 813。 

１６１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五卷〈外儲右下〉，頁 597。 

１６２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備內〉，頁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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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之筋力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力；人主失力，而能

有國者，千無一人１６３。  

夫賞罰之為道，利器也，君固握之，不可以示人１６４。  

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

臣矣１６５。  

國家之所以強盛，乃因君主集權於一身，且統一了法度與政令；人民之所以

被使役，非君王之眷顧與疼愛，乃因君王有權有勢。反之，「不知因其勢者

國危。１６６」、「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１６７」沒有

掌握權勢，政務無法施行，國家則岌岌可危，故君主能否掌握權勢，成了勝

敗存亡的關鍵因素。 

綜上之論，「操權」、「處勢」則握有大權且地位尊高；國君一旦致力

於「人設之勢」的追求，則必然產生「尊君」的主張；而尊君所以能成，即

在於「權力獨享」的事實上；欲求權勢之獨享與鞏固，法治與賞罰二柄則不

可或缺；倘若賞罰二柄轉於臣下之手，其統治權力也必隨之轉移，而君勢頓

成無實權之虛位，〈八經〉篇說 

行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

故下肆很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

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是以法令隳。尊私行以貳主威，行

賕紋以疑法，聽之則亂治，不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亂乎官。此

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國，臣不得以行義成榮，不得以家利為功。功名

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行，不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

設法度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令、

三隅。故大臣有行則尊君，百姓有功則利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１６８。  

韓非的勢治學說有一種循環往復的特點：上以勢卑下，下卑則君尊，君尊則

                                                      
１６３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人主〉，頁 788。 

１６４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五卷〈內儲說上--七術〉，頁 408。 

１６５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二柄〉，頁 179。 

１６６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姦劫弒臣〉，頁 216--217。 

１６７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亡徵〉，頁 116。 

１６８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經〉，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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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隆，勢隆則更可以卑下。如此往復，則君主的權勢就至高無上了１６９。要

擁有高度集中且強固的統治權力，才足以君臨天下，才得以制群臣而統萬

民，韓非在無形之中將君主專制的思想發揮到了極致，也同時將君位之尊推

向了金字塔的最頂端，王邦雄先生認為韓非的政治哲學，在實際政治的運作

發用上，因「勢」之抬頭，轉成由君勢往下摜壓之單線發展，他說： 

法—立法以制民，臣民共守  

君  →  勢        

術—用術以抑下，君王獨攬  

君勢抬頭獨尊，成為超然之地位，君在法之上，而不在法規之中，法不

為國之治強的目標而立，僅為君王一己之私，而決其行廢；術不為行法

之必要而有，僅為君王嚴密控制群臣的手段，而潛藏密用。君勢執立法

與司法兩大權於一身，君勢決定法的內容，法為君勢所用，而非法之條

文限制君勢之用；君勢亦決定術的運作，僅用以控御臣下，以強固君勢，

而非行法之要道。如是，法為治民之法，為臣民所共守，術為御臣之術，

為人主所獨運，法與術在君勢之制御下，遂成人主之大物矣１７０。  

一切的出發點與著眼處，皆以人君為本位，此乃韓非政治思想的重心。為了

能達到國富兵強的理想，韓非主張「獨擅」、「獨斷」的尊君思想，或許，

誠如郭沫若先生所言：「推重權勢的結果流而為專制獨裁，那是必然的結論
１７１」，但是，就一體之兩面而言，「操權處勢」無疑成了韓非思想中的核

心概念，當君權無限上綱的同時，臣子的發展空間被迫不斷地縮小，終至於

狹隘卑微，致使君臣的支配格局，落入於尊與卑的兩個端點。 

二、執一以靜：權重位尊的內在心術 

《韓非子》一書乃「君主領導統御術」之聖經，然而治術之首要，維繫

於「人主之心」１７２，唯有「一心」才能生「萬法」、認識「萬有」。心，

                                                      
１６９趙曉耕：《韓非子》（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00 年 12 月），頁 102。 

１７０王邦雄：〈勢之抬頭及其實際之發用〉，參見氏著《韓非子的哲學》（台北：東

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年 3 月六版），頁 245。 

１７１郭沫若：《十批判書》，收入於《民國叢書》，第四篇第一卷（上海：新文藝出

版社，1992 年 12 月） 

１７２李增先生以為：術之運作必要有一主持的主體者。術是一種附加體的行動，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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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其能「動靜思慮」的「聰明睿智」，來操作領導管理的技術，則能「運

籌帷幄之中，決勝千里之外」，是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１７３。韓非子對

於「心」與「術」兩者關係的討論甚為詳盡，〈解老〉篇有云：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

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不明，聽甚則耳不聰，思慮過度則

智識亂。目不明，則不能決黑白之分；耳不聰，則不能別清濁之聲；智

識亂，則不能審得失之地。目不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不能別清

濁之聲則，謂之聾；心不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不能避晝日之

險，聾則不能知雷霆之害，狂則不能免人間法令之禍。書之所謂「治人」

者，適動靜之節，省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不極聰明之力，不

盡智識之任。苟極盡，則費神多；費神多，則盲聾悖狂之禍至，是以嗇

之。嗇之者，愛其精神，嗇其智識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１７４」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不去；孔竅

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令故德不去，新和氣日至者，

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神靜，神靜而後和多，

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易勝敵，戰易勝敵而

論必蓋世，論必蓋世，故曰「無不克。」無不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

積德則無不克。」戰易勝敵，則兼有天下；論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

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眾人莫見其端末。莫見其端末，是以莫

知其極，故曰：「無不克則莫知其極。１７５」  

動靜思慮是人為的，常受內在欲望、情緒、情感的干擾，同時也被外在的功

                                                                                                                                                   

體必須附屬於主體者才能存在，這個主體者即是人，所以主宰術之運作者即是人

。人是由形體與精神結合而成，又精神主宰身體的行動，而指揮精神者則是在於

一心，所以真正主宰術之運作者之主體則是在於人之一心之靈明。參見氏著：《

先秦法家哲學思想—先秦法家法理、政治、哲學》（台北：國立編譯館，2001 年

12 月初版），頁 602。 

１７３郭沫若先生認為：韓非御臣之權術，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東西，玩弄起來，似

乎很不容易捉摸。其重要大綱有下列七種：1.權勢不可以借人；2.深藏不漏 3.把人

當成壞蛋；4.毀壞一切倫理價值；5.力行愚民政策；6.罰須嚴峻，賞須審慎；7.遇

必要時不擇手段。參見氏著：《十批判書》，收入於《民國叢書》，第四篇第一

卷（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92 年 12 月），頁 47。 

１７４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八卷〈解老〉，頁 736。 

１７５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八卷〈解老〉，頁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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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富貴、物質誘惑、世俗價值所蒙蔽，消耗的精神過多，目盲、耳聾、狂悖

的災禍隨之而至，遂使心不得清明虛靜，進而影響理性之認識，因此不論治

人或事天，都要愛惜、保養其精神。懂得治人的，思慮是平靜的；知道事天

的，孔竅是暢通的。「慮靜」、「積德」則「戰易勝敵」、「論必蓋世」，

沒有什麼是不成功的。由此可見，術之運作主宰在於心，心之思慮在於智，

智之所明在於靜，靜之所本在於虛，是以「內在心術」的重要性不言於喻。 

「心」內在修養所依據的最高原則即是「道」１７６，道所展現的性徵是

弘大、無形、、虛靜、無為、唯一的１７７，而其行動的原則是「藏之於胸中」

「不欲見」，行動之開展則是無形、寂寥、無為，這就是「人主獨執」而「其

用人也鬼」的「潛御群臣術」１７８，韓非說： 

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眾端，而潛御君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不

欲見。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不聞知也，不獨滿於室；用術，則

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不得滿室１７９。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

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之，令名自命也，令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

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參同，君乃無事焉，

歸之其情。故曰：君無見其所欲；君見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見其

意，君見其意，臣將自表異。……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

                                                      
１７６韓非有言：「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

紀以知善敗之端。」〈主道〉，所以人君要「若天若地，是為累解，孰疏孰親，

能象天地，是謂聖人。」〈揚權〉，韓非以為人主統御術所依據的最高原則即是

「道」，故治術必以道為根本，效法天地陰陽而展開。 

１７７這些描述道的性徵的詞彙皆出現於《韓非子》中，如〈揚搉〉：「夫道者，弘大

而無形。」；〈揚搉〉：「虛靜無為，道之情也。」；〈揚搉〉：「道無雙，故

曰一。」。 

１７８〈定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殺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

此人主之所執也。」；〈八經〉：「故明主之行製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不非

，鬼則不困。」；〈難三〉：「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

李增以為：這是「導陰」而藏之於九淵之下、用人也鬼之術，也是道家所謂的陰

謀。而所謂藏之意義，即是人主之心謀要深潛於密，不為人臣所窺測，否則有敗

亡之禍。是故藏之者，人主也；所藏者，心謀也。參見氏著：《先秦法家哲學思

想—先秦法家法理、政治、哲學》（台北：國立編譯館，2001 年 12 月初版），

頁 618--619。 

１７９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四卷〈難三〉，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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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不可見，用在不可知。虛靜無事，以闇見疵。見而不見，聞而不聞，

知而不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更，以參合閱焉。官置一人，勿令通言，

則萬物皆盡。函其跡，匿其端，下不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不能意。

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

之。不謹其閉，不固其門，虎乃將存。不慎其事，不掩其情，賊乃將生１８０。 

韓非要人主「以靜制動」、「以一馭萬」，此乃「潛御群臣」的最高手段，

這是一種「不欲見」的「權術」，是「藏之於胸中」不成文的心計，是君主

所獨操的一種技術，變化莫測、令人不可捉摸，所謂「潛」也者，即是有其

實情，遁藏而使人不見其形實；御也者，即駕馭也、操縱也、使之聽從於主

使者也，此即是塑造君主地位尊高的「內在心術」。 

心術之要在「虛靜」，「虛靜」為治術之本。然而韓非所謂的「虛靜」

的「心術」，不是為了「至虛」，而是為了「實」；「靜」，則是為了「動」，

其目的在於「能御萬物則戰易勝敵」。國家政務繁多，人之智能精力卻有限，

要求君主事必躬親，是時間、精力所不允許的，因此君主應虛靜以待、任法

無為、督責群臣，使臣竭智盡勞，自然可坐收成效，這是一種「以靜制動」

的治國術，「為無為則無不為」。韓非在〈揚搉〉篇有言：「聖人執一以靜，

使名自命，令事自定。」，「執一以靜」是道家「無為說」的一種運用，「無

為」二字，本為道家的一種名詞，法家的「為」乃是針對政治而開展，取來

做人君治國的一種技術１８１，而法家所謂的「無為」，不是一切不做的意思，

「聖人執要，四方來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十六字，是法家所說君主無

為的正確解釋，只是要人主處虛執要，守法責成而已１８２。《韓非子》說：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來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

海既藏，道陰見陽。左右既立，開門而當。勿變勿易，與二俱行；行之

                                                      
１８０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七卷〈主道〉，頁 686、690。 

１８１侯外廬先生指出：在韓非子那裡，老子的「無為而治」，轉而為「中主守法而治

」；老子的「抱私去樸」，轉而為「走私」、「抱法」。老子的非仁義思想，轉而

為「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度，必吾賞罰」、「不乘必勝之勢，而務行仁

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老子的對立物同一的觀念，轉為「執一以靜

」。總之，老子玄學的方法論，韓非子都倒轉來用之於明功求利的耕戰方面。最妙

的是他把老子所謂「國之利器不可示人」轉用之以頌揚利器，所謂「勢重者，人主

之淵也」、「權勢不可以借人」。參見氏著：《中國思想通史》（北京：人民出版

社，1957 年），頁 324。 

１８２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頁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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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已，是謂履理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

為。使雞司夜，令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１８３。  

就像公雞報曉，貓捉老鼠，萬物必各有其長處，人才必各有其適所，只要部

屬都站在自己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人君就可以什麼都不必親自動手，

自然清靜無為、沒有煩惱了，此乃最高明的統御之道，只要掌握權力的樞紐，

一切就可表現於無為無形之中。 

之所以講求「無為」，除了在於政事太多君主難以一一處理外，更因君

主若顯現心中好惡，勢必為臣下所窺探利用，使得臣子得以矯飾自己而遮蓋

事實之真相，或得以掌握君主弱點進而危害君主，因此，人主之心謀要深潛

於密，不為人臣所窺測，否則有敗亡之禍，故《韓非子》曰： 

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不足，力不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

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為不足，故舍己能，而

因法數，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省而不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

不得用其詐，險躁不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里外，不敢易其辭；

勢在郎中，不敢蔽善飾非。朝廷群下，直湊單微，不敢相踰越。故治不

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１８４。  

君無見其所欲；君見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見其意，君見其意，臣

將自表異。故曰：去好去惡，臣乃見素；去智去舊，臣乃自備。故有智

而不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行而不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不以

怒，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１８５。  

淺薄而易見，漏洩而無藏，不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語者，可亡也１８６。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不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

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不心藏，而漏之近習能

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不敢不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

然則端言直道之人不得見，而忠直日疏１８７。  

故君見惡，則群臣匿端；君見好，則群臣誣能。人主欲見，則群臣之情

                                                      
１８３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七卷〈揚搉〉，頁 697。 

１８４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有度〉，頁 259--260。 

１８５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七卷〈主道〉，頁 686。 

１８６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亡徵〉，頁 116。 

１８７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三守〉，頁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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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得其資矣１８８。  

人君洩漏自己的欲望、意見、好惡，或是重視所見、所聞、所想，都會讓臣

僚找到別有用心之處，刻意地迎合、刻意地矯揉造作，輕則人君被臣下牽著

鼻子走、忠誠鯁直之士日漸疏遠；重則國家滅亡，因此，人主要法道：「道

在不可見，用在不可知。虛靜無事，以闇見疵。見而不見，聞而不聞，知而

不知。１８９」，這樣的心術，既無形象可見，亦無作用可察覺，雖虛靜無為，

卻能從隱暗中察看群臣之缺失。因此，人主喜怒不形於色、好惡深潛不露，

「藏」之意圖在周密、勿洩勿漏，而藏之表現即在於恍惚不測，使人不能測

窈冥之深；使臣子對於君上不可捉摸、無所窺測；而其行動則在於遮掩隱匿

使不見也，其用在潛御群臣，期望收到「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之統御

效果，其目的在於制人而不受制於人，使人不知其行動之意向，以確保人主

自身的安全，這是一種消極的安全保護色，是故人君以無為之潛，以行無為

而御之術，所以高柏園先生任為相對於儒家「德化治道的無為」、道家「道

化治道的無為」，韓非所言乃「物化治道的無為」，他說１９０： 

韓非的物化的無為，乃是將一切納入政治形名的結構中加以掌握，而將

一切臣民對象化、物化，取消其多樣性與差異性，而達到統一之掌握。

因此，無為只是手段，也是物化治道的最高境界。而我們也可以說，法

家的無為，乃是針對政治而展開，此即儒家之德化與道家之道化的無為

不同。  

總而言之，老子所說的道，是虛靜無為的性格；在韓非手上，卻成為一

種權謀、權術，透過「無為而無不為」的內在心術，讓人君高居深不可測之

尊位，掌握無以狀擬之大權；使得臣下僅能戰戰兢兢地恪守崗位，卑微地照

                                                      
１８８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二柄〉，頁 183。 

１８９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七卷〈主道〉，頁 690。 

１９０高柏園先生在〈就無為而治，論儒道法三家治道之異同〉一文中，認為「無為而

治」是儒道法三家的共法，而又有不同的發展，以此論述三家治道之異同，同時

展現其中的時代意義。他說；韓非要人君無為虛靜，才能洞悉人性之種種而加以

立法以控制；同時，也唯有虛靜無為，才能貫徹法的執行，而此貫徹乃是由無為

而致，此即無為而無不為。聖人之無事，乃在其依形名而行，是以能使名自正，

令事自定。是以聖人之無為，正是成就一切的可能，此所以能依法而無不為。而

經此無為，乃能知道之自然，而為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此乃成就韓非充分伸

張君勢以富國強兵之根本用心。參見氏著：《韓非哲學研究》（台北：文津出版

社，1994 年 9 月初版），頁 25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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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行事，是以「執一以靜」的內在心術，在無形之中加深了君臣之間不可逾

越的鴻溝，致使支配的格局定調於「尊與卑」的訴求上。 

三、抱法用術：權重位尊的外在技術 

韓非相當重視權力在行使上的「配套」措施，希望藉由「法」、「術」

的使用，讓「勢」在行使上更具效果，因此常以「法」、「術」並論，足見

兩者關係密切；「法」是用來規範蒼生萬民的，乃公布眾知之律文，故莫如

顯；「術」則是潛御群臣之用，乃心中暗用之機智，故不欲見１９１。「法」、

「術」二者，皆為人主鞏固「權重位尊」之外在技術，人主通過「法」、「術」

的運用既鞏固了自身的權力，同時也將國家的利益發展至極限。故《韓非子》

曰： 

術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責實，操生殺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

主之所執也。法者，憲令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

加乎姦令者心，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亂於下，此不

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１９２。  

萬乘之主，有能服術行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不難矣１９３。 

釋法術而任心治，堯不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度，奚仲不能成一輪。

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不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將執規矩尺寸，則

萬不失矣１９４。  

操法術之數，行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

若陸行之有犀車良馬也，水行之有輕舟便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１９５。  

「法」、「術」的作用雖異，卻都是達成霸王功業、統一天下的必要條件，

「法」、「術」的服務對象都是君主，是確保君主不被壅蔽、臣下不亂的工

                                                      
１９１蕭公權先生論法術之別有三：法治之對象為民，術則專為臣設，此其一。法者乃

君臣所共守，術則君主所獨用，此其二。令者公布眾知之律文，術則心中暗運之

機智，此其三。參見氏著：《中國政思想史》（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年 3 月初版），頁 258。 

１９２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定法〉，頁 76--77。 

１９３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亡徵〉，頁 124。 

１９４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用人〉，頁 791--792。 

１９５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姦劫弒臣〉，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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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必須相輔相繼，懂得憑藉利用，就如「犀車良馬」、「輕舟便楫」，讓

乘之者順利成功地抵達目的地，而申不害的「徒術而無法」、商鞅的「徒法

而無術」，皆未盡善，韓非在〈定法〉中有一番詳盡的分析，他說：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不可何哉？」對曰：「申不害，

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

先君之令未收，而後君之令又下。申不害不擅其法，不一其憲令，則姦

多。故利在故法前令，則道之；利在新法後令，則道之。故新相反，前

後相悖，則申不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

之勁韓，十七年而不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不勤飾於官之患也。

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坐而責其實，連什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

而必。是以其民用力勞而不休，逐敵危而不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

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

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而甘茂以秦殉

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年而秦不益一尺

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年，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來，諸

用秦者，皆應、穰之類也。故戰勝則大臣尊，益地則私封立，主無術以

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數十年而不

至於帝王者，法雖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主用申

子之術，而官行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

於法也。申子言：『治不踰官，雖知弗言。』治不踰官，謂之守職也可；

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

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

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

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令

為醫、匠。』則屋不成而病不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

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不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力

也，以勇力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

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１９６」  

申不害雖然教導韓昭侯用術去駕馭臣下，但是在官府卻沒有統一的法令來整

頓管理官吏，使的穩定性不高的法令給了不忠之臣可乘之機，所以擁有萬輛

兵車的強大韓國，經歷十七年的努力，卻無法稱霸稱王，這正是對法的不夠

                                                      
１９６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定法〉，頁 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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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所導致的；商鞅憑藉著強大秦國雄厚實力的資本，拼了幾十年，仍舊達

不到稱王稱地的地步，是因為君主無術去考察姦邪的緣故，雖然極力整治法

度，臣子反而利用此成果做憑藉去求取私利，因此徒法而無術，是有缺陷的。

因此，法與術，不可一無，《 韓非子‧ 大體》 ： 「 寄治亂於法術， 託

是非於賞罰， 屬輕重於權衡。１９７ 」就像要把事物的輕或重交託在秤錘秤

桿上的道理一樣，天下之治亂是寄託在「法」、「術」上的，因此，抱法用

術，才能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而術與法乃人君獨有之利器，抱法用術，

自然造就了人君的「權重位尊」。 

韓非如何「抱法用術」，致使人君之地位與權勢居於屹立不搖之最高位

階？以下將從「執行」與「管理」的兩個層面，從「事物」與「人員」的兩

個角度，探究君主「權重位尊」的外在的治理技術。 

（一）政令與執行 

「法」的提出是封建城邦崩潰轉向君主專制的重要里程碑，為中國傳統

「政教合一」的狀態提供了一個極好的專制主義下的結構性原則，使得君國

臣民統體而結合於「君」之中１９８。基於「自利自為」的前提，韓非以為道

德的作用，就政治層面來說是無效的，必須透過國家法律的強制力量，才有

機會推動國家政策，才能達成富強國家的理想，故《韓非子》曰： 

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治；必於賞罰，賞罰不阿則民用。

官用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利

矣１９９。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吏為師；無私劍

之捍，以斬首為勇。是以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

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

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２００。  

明於治之術，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度，國雖

大而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不能以王，三代

                                                      
１９７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七卷〈大體〉，頁 715。 

１９８林安梧：《道的錯置 : 中國政治思想的根本困結》（台北：台灣學生書局，2003

年 8 月），頁 97。 

１９９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六反〉，頁 92。 

２００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五蠹〉，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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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以強２０１。  

立法術，設度數，所以利民萌，便眾庶之道也。故不憚亂主闇上之患禍，

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利者，仁智之行也２０２。  

國家的統治者憑藉著客觀實證的與有實際效應力量的「法」２０３，是可以塑

造整個人民的言行與性格，整飭體的秩序，無論國之大小，只要能依法行賞

罰，便可達成國富、兵強、完成霸業的目標，因此實為一工具義與實用義之

存在。 

韓非提供君主一套實用的、易於執行的「法」的工具，具有公平、客觀

的屬性，以公布、成文的形式呈現，透過其強制性、必然性與公信力施行於

臣民２０４，韓非說： 

                                                      
２０１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飾邪〉，頁 206。 

２０２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三卷〈問田〉，頁 310。 

２０３蔡英文先生認為：如果要實現群體的秩序與達成富強的目標，要在生存競爭激烈

的時代中，「拯救」一個國家，韓非強調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必須在統治的途

徑上訴諸「以法控制」的途徑，而且認定這個途徑也是唯一的途徑。韓非對「法

治」那麼有信心，除了有他的人之性情與歷史解釋的論證之外，最重要的是韓非

認為「法」是一項客觀的工具，透過這種「法」的統治，國家的統治者可以擺脫

主觀情緒的干擾，可以捨棄傳統的講求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與道德的相維繫的關係

，由於「法」有客觀的程式作為憑藉，而有實證的效果，由於「法」背後挺立著

國家的脅迫的刑罰統治力量，而能夠讓人民從心理上產生對國君之威勢與國家統

治力量的畏懼。參見氏著：《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歷史意義》（台北：文史哲出

版社，1986 年 2 月初版），頁 258。 

２０４李增先生認為：韓非子「法之屬性」是承周禮之弊之後，春秋、戰國法治運動之

集大成者。……在法的精神方面，法表現出尚公去私，平等普遍，客觀標準。在

法之推行上，法具有強制性、必然性、公信力。而在法之形式上，則是成文法官

府式與公布。這些因素可以說是法的優點，是值得稱讚的。但是韓非子本身思想

體系裡具有現實主義、功利主義、狹隘的人性論、重刑論、陰謀術與勢專制之學

，卻破壞了法之優點。相關的討論請參見氏著：《先秦法家哲學思想—先秦法家

法理、政治、哲學》（台北：國立編譯館，2001 年 12 月初版），頁 463--493。王

邦雄先生認為法有四要義：第一要義在於其標準性與規範性，使國家固著在一定

的軌道上行，使法成為群體社會的唯一規範；第二要義在於其強制性與權威性，

透過賞罰的制裁力，確立其無上之權威，而在實際政治上展開其應有的效能；第

三要義在於其為公布法之普遍性與客觀性，使臣民都在法的制約之中，無法逃離

於法的規範之外；第四要義在於其為成文法之恆常不變性，法一經編定而公布之

後，法之標準性即告生效，其權威性亦隨之建立。相關論述請參見氏著：《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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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國，舉措已矣。法不阿貴，繩不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

勇者弗敢爭。刑過不避大臣，賞善不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

治亂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２０５。  

當世之行事，都丞之下徵令者，不辟尊貴，不就卑賤。故行之而法者，

雖巷伯信乎卿相；行之而非法者，雖大吏詘乎民萌２０６。  

韓非試圖擺脫人治、德治、禮治的治理方法，繼而尋求一種客觀有效的「法

治」途徑，因此，不論貴賤、尊卑、親疏、高低，一概繩之以法，「法」就

像規矩、繩直、準夷、權衡、斗石一樣，完全是一種客觀絕對的標準，「貴

賤不相踰，愚智提衡而立，治之至也。２０７」，「法」公平、客觀地對待其

對象，其背後的用意，誠如蔡英文先生所說的：韓非與法家在思想層面上，

試圖去尋求客觀性之政治治理的技藝，也正是反映出整個民族從春秋中期到

戰國的歷史發展過程中逐漸擺脫以血緣情感為支配原則的封建城邦制，而走

向客觀之以官僚體制為中心的國家政治的時代精神２０８。《韓非子》又說：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

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不欲見２０９。  

法者，憲令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令者也，

此人臣之所師也２１０。  

明主之表易見，故約立；其教易知，故言用；其法易為，故令行２１１。  

君主有了客觀的標準自能獲得最有效率的管理，以及避免私心自用的情況發

生，使得人臣、人民懾服於法、規範於法，而自能克盡本分，所以，編之於

圖籍的成文法，消極地可防備官吏以私欲、私意、私術濫用法之權威而亂；

積極地使百姓人人皆知，使得法的普遍約束力得以涵蓋全國人民，可見其普

                                                                                                                                                   

子的哲學》（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年 3 月六版），頁 153--154。 

２０５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有度〉，頁 262。 

２０６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四卷〈難一〉，頁 329。 

２０７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有度〉，頁 256。 

２０８蔡英文：《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歷史意義》（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6 年 2 月

初版），頁 208。 

２０９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四卷〈難三〉，頁 364。 

２１０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定法〉，頁 76--77。 

２１１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用人〉，頁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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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中的強制力與必然性。 

這種公平客觀的設計，看起來似乎很符合「民主」之潮流，然，非也！

此法非臣民權益之保障，而是君主統御管理的技術，其背後蘊藏著君主權力

運作的波濤洶湧，在推動與執行政令的過程中，只見「君主」為刀組，「臣

民」為魚肉，擁有宰割權力的人君，其「尊」位是不言可喻的。人主之權力

的魔掌，是如何伸展於「法」呢？ 

首先，就「立法權」而言，雖然「法者，憲令著於官府」，但是官吏僅

有執行的權責而已，「立法權」是收歸於「君王」一人身上，所以法令不過

是君主個人意志的具體化與形式化而已，於是「法」成為君王「社會控制」

的利器２１２，是有意提高國君的利益與權威的。韓非說： 

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利；仁之為道，偷樂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

其大利，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憐也２１３。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立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立

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

無有也２１４。  

臣民的小利必須服從、統攝於君主大利之下，禁止多元價值的存在，才能達

成一元價值的目標以實現君主利益，實現國富兵強之大業。國家政策便反映

了君主的價值觀，此價值觀是一元化的，追求的是國家的富強和生存。蔡英

文指出２１５： 

韓非子在強調法的公正性與平等性時，是意指以國君與國家的意向與利

益為依歸的公平性與平等性，是故，在韓非子的法的統治下，公正不是

人道德表現的合宜正當性，也不是在整個社會當中，每人「各守其位」、

「各安其位」的自發的守禮行為，而是指國君在執法上對於犯國家禁忌

                                                      
２１２梁啟超先生說：法家最大缺點：在立法權不能正本清源，彼宗固力言君王當「置

法以自治，立儀以自正」，力言人君「棄法而好行私謂之亂」，然問法何自出，

誰實制之，則仍曰君主而已。夫法之立與廢，不過一事實中之兩面，立法權在何

人，則廢法權即在其人。參見氏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台北：東大圖書公司

，1987 年），頁 148。 

２１３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六反〉，頁 95--96。 

２１４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說〉，頁 139。 

２１５蔡英文：《韓非的法治思想及其歷史意義》（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86 年 2 月

初版），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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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不論其為何人，都應給予嚴酷的刑罰  …法的公正是要迫使人民廢

私辭、私意、私欲，一切行為都與國家和國君的「大利」或「公利」為

指向。  

法令乃人主自由意志的客觀化，同時又是完成君主意志的手斷，臣民根據人

君所立之法，在生活行為上達到整齊劃一的目標，因為能這樣，便不會因人

民個性與特殊利益的發展，影響到社會的安定；而這種社會安定的性格，實

際是君主意志在客觀世界中作普遍性的伸展，這便是專制權力的徹底實現
２１６。因此，韓非立法之根據與標準，端視此法既立之後可否收到大利，在

「君權至上」的前提之下，法雖然有其客觀性、公正性，卻只是為了維持君

主的統治利益，只是君王單方面對臣民的規範控制體系，故韓非所說的法，

並非單指刑律法條而已，是一套客觀有效的官僚制度或行政系統規範２１７，

法是人臣之所師，是君主用以掌握臣下的方式，而不是對自我權力的限制，

代表著一連串的國家政策，是君王充分伸張君勢的一種手段，所以，「法」，

不單只限於所謂純粹的法理論２１８，而是落入了政令執行的工具性意義，如

此，法「客觀性」的原則便被「主觀性」的好惡所牽引，是以，追求以「法」

而「治」的大公世界，很容易地會異化成君主一人之私的支配體２１９。 

再者，就「公布法」的形式而言，公布法的出現，表示國家的秩序是以

                                                      
２１６徐復觀：《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 年 3 月初版

），頁 138。 

２１７余英時先生說：韓非或法家所說的法，絕不能只解釋作狹義的法律，其另一涵義

所設之客觀化的官僚制度或客觀有效的行政系統。參見氏著：《歷史與思想》，

頁 72。蕭公權說：法家所言之法，不只是刑法，乃是一切制度之總稱。參見氏著

：《中國政治思想史》（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年 11 月），頁 211。 

２１８陳啟天先生認為：法論，就是一種以法治國的裡論，不是純粹的法理論，也不是

純粹的政治論，而是參合法理於政治之中，以適應戰國時勢的一種新理論。參見

氏著：《增訂韓非子校釋》，頁 953。 

２１９林啟屏師認為：韓非等於在以「法」為治的主軸中，配合上統御手法「勢」與「

術」，使得「權力」即於一身的統治者，比封建貴族時代的統治者，更為專斷，

「君尊臣卑」的精神也就更為徹底。這種發展已和商鞅時代完全以「法」為「治

」的理想，有了更大的距離。雖然「法」仍是韓非治國思想的主脈，但「見而不

見，聞而不聞，知而不知」的「治術」，一旦滲入「法」中，「客觀性」的理則

便容易被「主觀性」的好惡所牽引，而且在人君未必有「上智」的保證下，「富

國強兵」的理想當轉成「暴國強君」的夢魘；追求以「法」而「治」的大公世界

，也會異化成君主一人之私的支配體。參見氏著：《先秦儒法思想中的血緣問題

與國家》（國立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95 年 4 月），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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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標準在維持，秩序維持的本身表示國家權力的集中，也代表著君主的集

權。王曉波先生指出２２０： 

韓非子所認為「帝王之具」的法，在形式上是公布的。其社會基礎在於

私田制或私田主，而非井田至與井田主。其政治意義在於君全集中，而

非封建。並且與近代西方以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為社會基礎而行民主政

治之法治有別。  

公布這套對眾人有效的辦法，其實最大的受益者是君主；法律要能獲得嚴格

實施，必須以君主握有絕對權為後盾，韓非並不把法當作目的，而是把法當

作「尊君」的工具，遂使「法」變成君主權勢與陰謀術的執行手段。 

既然法以充分伸張君勢為其目的，就要讓君主能普遍而必然地貫徹到臣

民身上；既為一工具而要求實用，則操作性亦頗為重要，法愈簡易則其可操

作性愈高，愈能符合工具義與實用義之要求２２１。韓非思想有著濃烈的君王

術性格，一切皆只為君王，因此通過人性趨利避害之必然結構，從而建立其

「信賞必罰」之法結構以掌握臣民所以法具有「規範性」的效能，由上而下，

產生了制衡的動態作用，因此，以人君意志與利益所立之法，實為君主「權

重位尊」之具體表現。 

（二）人事與管理 

韓非在〈定法〉中有言：「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殺之

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２２２」法家所講之「術」，是君主

所獨有的駕馭群臣的技術，是君勢有效的保證之一。「明主治吏不治民２２３」，

人主任用群臣，督核百官，推行政事，故可節省人主之精力，實際上乃為分

層負責，分工合作而提高行政效率。韓非子學說的主要關懷是在政治哲學中

                                                      
２２０張純、王曉波：《韓非子思想的歷史研究》（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 年

12 月），頁 101。 

２２１高柏園先生認為：法的價值乃在其為充分伸張君勢所不得不有之客觀結構，以期

由此客觀結構而使君勢能普遍而必然地貫徹到對象上，此即由法的工具亦而推演

出法的結構性、普遍性與必然性。另一方面，既為一工具而要求實用，則操作性

亦頗為重要，是以法的簡易性在此亦被強調，蓋法愈簡易則其可操作性愈高，而

愈能符合工具義與實用義之要求也。參見氏著：《韓非哲學研究》（台北：文津

出版社，1994 年 9 月初版），頁 127。 

２２２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定法〉，頁 76。 

２２３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五卷〈外儲說右下〉，頁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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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術，這是狹義的治術，君主行使君權治理國家，必須通過官吏群臣的作

用，才能由上而下地駕馭人民，「術」就是人事管理制度，其所處理之事務

為用人才、受職務、行賞罰、考功課的一套辦法，姚蒸民先生說２２４： 

戰國時代，貴族政治已隨封建政治而沒落，代之而起者為官僚政治。君

臣之間既無血統關係之必然存在，況且「君臣異利」「君臣異心」，自

難再用封建時代所存之宗法關係來治理。於是，君主為實現其富國強兵

之目的，必須首先有效控馭其官僚，而後借官僚之手以統治人民。此等

官僚之控馭，必須有「術」。術者何？一言以蔽之：即君主任使官僚，

並督責其功效之一切用人行政之法也。如以今日術語釋之：則相當於人

事管理制度。  

以下就〈定法〉所言的「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殺之柄」、

「課群臣之能」四個面向，分別論述塑造君主「位高權重」的「外在技術」。 

1.因任而授官 

《韓非子‧八說》言：「任人以事，存亡治亂之機也。２２５」任用合適

的人處理政事，是國家「存亡治亂」的關鍵，韓非以適才適所、人盡其才、

才盡其用為「用人之道」的著眼點，標榜著近代所謂的專業人才主義精神，

「論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２２６」建立了為事擇人、專長任職、分層

負責的制度。 

首先，「使人不同功，故莫爭２２７」「臣不得越官而有功２２８」，每個職

位皆有其固定的執掌範圍，即「職位分類」之意，賦以每一職位以權責，避

                                                      
２２４姚蒸民先生說：韓非所言之術，雖亦含有權術之術在內，但其中心主張，則針對

官吏之選拔、任用、考核、獎懲及待遇問題而發。若論其極致，仍在冀求適才適

所，各盡期能，崇法務實，以完成國家設政施治之目的。在實質上自可以今人之

所謂人事管理或人事制度視之。在理論上亦可釋之為「領導統馭學與人事管理學

之混合物」。參見氏著：《韓非子通論》（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

年 3 月初版），頁 199。 

２２５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說〉，頁 134。 

２２６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四卷〈難三〉，頁 353。 

２２７「明君使事不相干，故莫訟；使士不兼官，故技長；使人不同功，故莫爭。爭訟

止，技長立，則強弱不觳力，冰炭不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參見陳

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用人〉，頁 791。 

２２８「故明主之畜駕馭臣，臣不得越官而有功，不得陳言而不當。越官則死，不當則

罪。」參見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二柄〉，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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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職務混淆，方便責任歸屬以進行執行與考核。其次，「因能而使之２２９」、

「官賢者量其能２３０」、「程能而授事２３１」，要因材器使，依照臣下的才能，

授予適當的官職，十分講究專業的能力，要排除攀親帶故之干涉；然後，「使

士不兼官，故技長２３２」、「明主之道，一人不兼官，一官不兼事２３３」，實

行一人一職，各自負責，不得兼職，欲使人專注於一事，而各展所長，從政

治上來看，可避免群臣發生搶權爭功、互相傾軋的事，又能使他們無法互相

推諉而做好本職工作；從業務上來看，一個人的精力有限，管的事太多，容

易造成力不勝任的缺陷，現在既不兼官又不兼事，可使臣下集中精力去鑽研

一門業務，對於執行效率有提高之功效，此亦為後來舉薦賢良，論才取士之

濫觴２３４。最後， 

明主之為官職爵祿也，所以進賢才，勸有功也。故曰賢才者，處厚祿，

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量其能、賦祿者稱其功。是

以賢者不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樂進其業，故事成功立２３５。  

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２３６。  

故明主之吏，宰相必起於州郡，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

祿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祿大而官職治，王之道

也２３７。  

要「事成功立」才設官職爵祿，要排除以血緣或利益交換官職，要排除六蝨、

五蠹竊取官職，一切依法行事，誰有功勞誰就升官；個人可以依照功績逐漸

升遷，因此功績愈大，則官職愈高，凡辛勤之耕耘必有歡呼之收穫，如此才

能擄惑臣下，使之為君主鞠躬而盡瘁。 

                                                      
２２９「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君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

之，是謂習常」參見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七卷〈主道〉，頁 686。 

２３０「官賢者量其能，賦祿者稱其功。是以賢者不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樂進其業，

故事成功立。」參見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姦〉，頁 193。 

２３１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說〉，頁 134。 

２３２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用人〉，頁 960。 

２３３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四卷〈難一〉，頁 320。 

２３４蔡榮桐：《韓非思想管窺》（台北：臺灣書店，1988 年 6 月初版），頁 167。 

２３５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姦〉，頁 193。 

２３６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經〉，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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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任而授官」，乃針對春秋戰國人君用人方式之紊亂，經常假借「尚

賢」而行偽，其弊有危身亡國之禍，是故，韓非不尚賢而尚法２３８，制定一

套「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力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
２３９」的人事管理制度以任人因能授職，以期望臣下盡能、稱職、重事功，

以歸屬於君主專制之功利目標。舉凡官吏之選拔、任用、陞遷、考核、獎懲，

都是人君管理統御的外在技術，必出於人君之自主決定，其主導權獨攬於人

君之手，直接指涉人主之「權重位尊」。 

2.循名而責實 

韓非主張以名實相互參驗，責考其功過以定賞罰，舉凡考核臣下、促進

功效、推行法令、整飭官常，皆賴此形名術以為用。 

何謂「循名而責實」？《韓非子》有言： 

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參同，上下調和２４０。  

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參同，君乃無事焉２４１。  

循名實而定是非，因參驗而審言詞２４２。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形名；形名者，言與事也。為人臣者陳而言，君

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不當

其事，事不當其言，則罰２４３。  

一切事物，有形有名，名以形稱，形依名定，形名二者，必求其合是謂「循

                                                                                                                                                   
２３７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顯學〉，頁 13。 

２３８李增先生說：觀察針對春秋戰國人君之用人，或是依據宗法繼承、或是權貴世襲

、或是由近習重人推薦、或是親戚后妃、或以辯士縱橫家者流、或是所幸悅愛、

或以仁義道德，途徑不一、管道不同，而無一定之人事制度，因而其功效也難明

。韓非子有見於用人之方式紊亂，而皆假借「尚賢」而行偽，其弊有危身亡國之

禍，因而不取焉，是故不尚賢而尚法，制定一套人事制度以用人授職。參見氏著

：《先秦法家哲學思想—先秦法家法理、政治、哲學》（台北：國立編譯館，2001

年 12 月初版），頁 625。 

２３９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用人〉，頁 791。 

２４０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七卷〈揚搉〉，頁 702。 

２４１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七卷〈主道〉，頁 686。 

２４２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姦劫弒臣〉，頁 216。 

２４３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二柄〉，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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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責實」、「綜覈名實」、「形名參同」、「審合形名」２４４，是以執法辦

事要合乎法令，所做之事與業績必須符合其言論，賞罰毀譽必須同功罪相符

合，職權和政績必須與其職務和官位一致２４５。 

韓非主張，要用臣下的言論去衡量他所做的事及所取得的功效，要用臣

下的職位去檢驗他的職權與實績，這樣的要求是很嚴謹而苛刻的，不但在其

位不謀其政要受罰，就連超越自己的職責範圍去立功也要受罰，韓非在〈二

柄〉中舉了一個例子：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見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說，

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

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不惡寒也，以

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不得越官而有功，不得陳言而不

當。越官則死，不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群臣不得朋黨相

為矣。２４６。  

管衣服的官沒盡到職責，是失職；而管帽子的官則超出了他的職責範圍，是

越權。韓非認為擅越職守是比國君著涼更為嚴重的，聰明的君主是不容許群

臣越職而居功，也不容許群臣亂發議論，必須把臣下的職守規定的死死的，

積極地來說，使臣下不說假話、大話、空話，可以造成一實事求是之風氣；

消極地來說，使群沈淪為君主的馴服工具，又再進一步地大大提升人君之權

力與地位，致使君愈來愈尊高、臣愈來愈卑微。 

這套考核辦法的執行程序是：首先，「聽不參，則無以責下２４７」，人

主必先聽言審辭，使得拙劣者無所遁形而不敢偽飾，而聽其言時不能流露半

點好惡之心、不能洩漏群臣之言、不能聽左右親信的毀譽之言，臣下才會顯

                                                      
２４４陳啟天說：形名，又作刑名，或名實。一切事物，有形有名。名以形稱，形依名

定。形名二者，必求其合，是謂「循名責實」、「綜覈名實」、「形名參同」、

「審合形名」。以言為名，則事無形，後事必求其與前言相合，形名也。以法為

名，以事為形，事件必求其與法文相合，形名也。以官為名，則職為形，職位必

求其與官位相合，形名也。形名為用最廣，為效最大，在諸術中，實為最要。參

見氏著：《增訂韓非子校釋》，頁 963。 

２４５李甦平：《韓非》（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8 年 10 月），頁 61。 

２４６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二柄〉，頁 182。 

２４７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經〉，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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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真實面貌２４８。然後，「行參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言會眾端，必揆之

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參之以人。２４９」、「參之以比物，伍之以合

虛２５０」，觀聽之後，必加以驗證，要逐一考核，其過程力求詳盡而周全２５１。

最後，「言已應，則執其契；事已會，則操其符。符契之所合，賞罰之所生

也。２５２」，當各方面的證據充足且經過驗證，則執契操符以對照名實而定

賞罰。如此，才能實踐「形名參同，君乃無事」之理想境界。 

總而言之，在考核上，君主依然位居最終裁判者的地位，是以，「循名

                                                      
２４８人主所用觀聽知姦之道有七術，「一曰眾端參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

，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六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

所用也。」參見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五卷〈內儲說上--七術〉，頁

378。姚蒸民先生認為，韓非之聽言術，要領有四：第一、人君聽言時，須力守沈

默，不可輕加讚否以便言者罄所欲言，廣為析說；同時對其所言者，無論或是或

非，均宜一併聽之，切忌參入彼等是非之中；尤不可先有成見。第二、人君不可

偏聽臣下之言，必須眾端參觀，以驗其當否。偏聽一人之言，而不責令其前後相

符；又或以爵位高低，而論其人之言可否採信；均易使臣下得有成姦機會，如再

以一人專司傳達，其弊更甚。第三、能集思廣益，事盡其實者，方為上君。上君

之聽言也，必先一一而聽之，以遍謀於眾，再會合眾議，而以公決行之。第四、

人君聽言，必須考究其人言論之有無功用，否則易為虛言所誤。參見氏著：《韓

非子通論》（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9 年 3 月初版），頁 229。 

２４９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經〉，頁 162。姚蒸民先生認為：行

參，為多方諮詢意見，揆伍，為多方考察情偽；就所得之意見而再三反問之，則

臣下不敢以浮詞亂聽，而反問入微時，則非確有所見者不能置答。故考察情偽必

須嚴厲，然而亦不可不守一定之範圍，即使怒而有所處分，亦不宜遷怒於眾。對

不告姦者，罰之，對不比周者則賞之。在判定臣下是非善惡之前，必須綜合眾事

，就天時、地利、物理、人情四者計度之。如此，則眾姦可以察明，誅賞亦無失

當之虞矣。參見氏著：《韓非子通論》，頁 233--234。 

２５０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七卷〈揚搉〉，頁 704。 

２５１在運用技術方面，韓非提出具體方法共二十六種：「參言以知其誠，易視以改其

澤，執見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

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論反以得陰

姦，設諫以綱獨為，舉錯以觀姦動，明說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

見，作鬥以散朋黨，深一以警眾心，泄異以易其慮。似類則合其參，陳過則明其

固，知罪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省衰，漸更以離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

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吏，遣使約其行介，縣令約其辟吏，郎中約

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不行。」，陳啟天：

《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經〉，頁 162。 

２５２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七卷〈主道〉，頁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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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實」的外在技術的使用，亦是人君「權重位尊」的手段之一。 

3.操生殺之柄 

君王之處勢，操權就是執柄，柄即生殺予奪之權，故操權即執賞罰刑德

之二柄。勢本為一君位，必執柄操權，運用賞罰之威利，才足以形成強制的

統治權力。故《韓非子》有言：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

殺戮之謂刑，慶賞為之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利慶賞，故人主自用其

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利矣２５３。  

柄者，生殺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２５４。  

賞罰者，邦之利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２５５。  

賞罰二柄為表現君勢最具威力的手段，以賞為利誘，以罰為威嚇，操縱臣民

生死、貴賤、貧苦之利害，而使之服從於君之令，歸於國家之大利也。 

韓非依照功過所呈現之事實而予以賞罰，《韓非子》曰：「功當其事，

事當其言，則賞；功不當其事，事不當其言，則罰。２５６」，「有功」則賞，

賞之以「爵」、「祿」；「有罪」、「有過」則罰，罰之以「誅」而治其罪

或加以「殺戮」，舉凡行政上的過失、錯誤、失敗、未能達成預期目標等，

皆屬於「過失」；而因個人道德人格之不正而貪污、暴行等，稱之為「犯罪」
２５７。《韓非子》又說：「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２５８」，韓非認為「厚

賞」才能勸誘或激勵臣下追求君主之大利，而透過「嚴刑重罰」的強制力嚇

阻作用，才能收殺雞儆猴的恐嚇效果２５９，體系內的成員才可能將「權利」

                                                      
２５３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二柄〉，頁 179。 

２５４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經〉，頁 150。 

２５５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八卷〈喻老〉，頁 768。 

２５６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二柄〉，頁 181。 

２５７李增：《先秦法家哲學思想—先秦法家法理、政治、哲學》，頁 719。 

２５８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心度〉，頁 813。 

２５９韓非言：「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惡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

其衰；設其所惡，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暴亂不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不足

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故善為主者，明賞設利以勸之，使民以功賞

，而不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不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不望

，而有罪者不幸矣。」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姦劫弒臣〉，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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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義務」轉化成有效的行動；然而能獲得「爵」、「祿」之受益者較少，

故在韓非的理論裡較少用「賞」，而比較著重於用「刑」２６０。 

「賞罰」是君主權勢對於官吏、人民具體的運用和展現，也是君主對官

吏、人民「控制權」的行使，而此「控制權」的行使乃官、民之所以服從的

重要因素，是以人主獨持賞罰二柄，立於至高點掌控一切，其權力之大、地

位之尊高，是無人可以比擬的。是以，臣民在賞罰驅策之下，本以完全處於

被動地位，再通過嚴刑峻法的威嚇，抑制挫折臣民的意味更重，於是皇帝崇

高不可測的地位，更由臣民的微末渺小而愈益在對比中彰著。 

4.課群臣之能 

面對握有權柄的君主之宰制，臣子因而對君上採取「奉其陽」且「陰違

之」的策略，君王應該瞭解臣下可能出現「陽奉陰違」之作法，為了鞏固自

己的權位，必須考察臣子「奉其陽」的態度是否認真，也必須監視臣子在光

態陰時，是否有違背君命的現象２６１，是以嚴密的監控、層層的考核，是君

主管理臣下之必然措施。 

所謂的「課群臣之能」，即是「功過或能力之考核」，此乃前三者任受

職、定名實、用賞罰之總結，君主依據循名責實、參伍驗證的考核審計，對

照群臣所表現的行為與事實，以定其功過而加以賞罰，又可再以此因任授

官。《韓非子》曰： 

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度，則官擅為；官擅為，

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亂功之所生

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賢於官，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利；不當、

主怒，俱必害；則人不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行法，奉足以 dsc
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勞苦而輕官。任事也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

                                                                                                                                                   

224。 

２６０韓非是一個「重刑主義」者，「重刑」事實上是為了嚇阻他人產生犯罪的意圖，

具有「以刑去刑」的思想，故韓非有言：「今不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

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不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

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

重刑者，姦之所利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不以小利蒙大害，故姦不止也

。所謂輕刑者，姦之所利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利而傲其罪，故姦不

止也。」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六反〉，頁 96。 

２６１參見鄒川雄：《中國社會學理論；尺寸拿捏與陽奉陰違》（台北：洪葉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1999 年 1 月初版），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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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者毋私，使其利必在祿；故民尊爵而重祿２６２。  

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參，聽無門戶，故智者不得詐

欺。計功而行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

愚者不任事。智者不敢欺，愚者不得斷，則事無失矣２６３。  

考核的功效是：消極地防官吏之擅自為非、防備用人授任之濫舉；積極地督

促官吏奉公守法、敬重爵祿以提高行政效率；也同時幫助君主任用賢能。 

韓非運用「課群臣之能」之術，以判斷人臣的真實才能，「大臣有行則

尊君，百姓有功則利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２６４」韓非設立考核之法，以

便因任而授官，而此「以言授事」、「以事責功」的考核法法又以君主專制

之功利為標準，可以說只是專制主義下位君王服務的工具而已２６５。 

綜歸本節之論述，在韓非功利實用的價值觀與自利自為的人性論之架構

下，君臣之間只是一種利益互換的角色而已，因此人君之優勢並不是建立在

德行人格之優越，而是必須透過內在「心術」與外在「技術」之雙管齊下，

則尊者愈尊、卑者愈卑，使得君主屹立於「權重位尊」而不搖。 

第四節  賤體事君：權輕位卑之臣律 

《韓非子》一書是專為君王所設計的，在「權重位高」的君王領導之下，

作為臣子，是完全受制於君主，只能被使役、被責求，故〈說疑〉曰： 

若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里奚、蹇叔、

舅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為其臣也，皆夙

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

通道法而不敢矜其善，有成功立事而不敢伐其勞，不難破家以便國，殺

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鬴洧之卑，主有明

名廣譽於國，而身不難受壑谷鬴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亂之主，尚

                                                      
２６２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經〉，頁 173--174。 

２６３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說〉，頁 134。 

２６４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八經〉，頁 176。 

２６５林安梧：《道的錯置：中國政治思想的根本困結》（台北：台灣學生書局：2003

年 8 月）〈韓非政治哲學的特質及其困限：以「法」「勢」「術」為核心展開的

分析〉，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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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２６６。  

作為臣下，必須時時帶著卑屈謙讓、戒慎恐懼的態度侍奉君主，刻刻警醒自

己君主是多麼崇高偉大、自己是多麼低下卑賤；要能精通道術、貫徹法令、

建立功勞，以君主之利益、國家之利益為一切價值之判準，如此的輔佐才得

以成就霸王功業。因此，本節將「絕對服從」的「忠」、「建立功業」的「益」

兩個角度，分析韓非子認為一個臣僚所應當有的個人特質或行為規範為何。 

一、身為壑谷：權輕位卑的核心概念 

韓非說：「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鬴洧之卑，主有明

名廣譽於國，而身不難受壑谷鬴洧之卑。２６７」臣下要把君主看成上天、泰

山一樣的尊貴，而把自身看成谷底和河床一樣卑下，必須要絕對地順從、要

盡心竭力地為君上服務，以建立「君尊臣卑」的價值意識，在此「尊卑不可

逾越」的光環保護之下，君主的地位才得以鞏固不搖，而臣下之性命安全亦

可永保無虞。 

身為官吏臣下必須了解：權力是集中於君主一身的，而且「勢不可借

人」，有了「勢」才有權力操縱二柄、進行賞罰；而臣吏的行事權是透過君

主授權的「假借」才得到的，唯有君主才是權力的唯一來源，只有君主才可

以專擅權力，是不可受到挑戰的，因此權力呈現一元化的型態，也代表著指

揮系統的單一，只有君主是統一發號的施令者，臣下不可能擁權專擅，只有

被權勢操控和擺弄的命運而已。在絕對的主權論之下，君主享有無上的權

力，人臣因而竭盡無限的義務。因此，官吏臣下的價值觀必須定位於「君尊

臣卑」的關係之下，君主必須尊貴，臣下必然卑賤；臣下尊貴超過君王就會

使君主權威受損，這事正常規則所不允許的，是故，君尊臣卑，不可變易，

在這種權力獨尊的情形之下，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各個領

域都被君主所掌控，臣下必須有自知之明，只能盡心盡力，不能痴心妄想，

也沒有理直氣壯的空間。 

具體而言，為人臣的守則是「忠」，完全聽任君主指揮，俯首貼耳、逆

來順受地輔佐國君，縱然君是暴君，臣下也只能服從，所以韓非說： 

賢者之為人臣，北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不敢辭賤，軍旅不敢辭難；

                                                      
２６６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說疑〉，頁 235。 

２６７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說疑〉，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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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令，而無是非也。故有口不以私言，有

目不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若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

清暖寒熱，不得不救；鏌邪傅體，不敢弗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

之士。故民不越鄉而交，無百里之慼。貴賤不相踰，愚智提衡而立，治

之至也。今夫輕爵祿，易去亡，以擇其主，臣不謂廉。詐說逆法，倍主

強諫，臣不謂忠。行惠施利，收下為名，臣不謂仁。離俗隱居，而以作

非上，臣不謂義。外使諸侯，內耗其國，伺其危亡，險陂以恐其主，曰：

「交非我不親，怨非我不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

其名，毀國之厚以利其家，臣不謂智。此數物者，險世之說也，而先王

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利，從王之指；無或

作惡，從王之路。」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行，具以

待任２６８。  

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烈士之高，盡力守法，專心

於事主者為忠臣２６９。  

君主心中理想的臣下必須專心誠意侍奉君主，沒有二心；要順從君主的作

為，遵從君主的法度；不逞個人威風，不求個人私利，沒有個人的對錯判斷，

可說是一個沒有自主意識的機器人，一切等待君主的任用，完全由君主控

制。所謂英明的君主，是能使臣子順服的；而賢德的忠臣，是能彰顯法度、

整飭官務而來擁戴君主的，所以「反君臣之義」的堯舜湯武、「進不臣君」

的烈士，都不符合明君賢臣的形象特徵，再者「為人臣，而常譽先王之德厚

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２７０」，不稱揚讚譽堯舜湯武、不談論清高之烈

士，只求對君主竭力盡心者，才是忠臣。 

「忠」的倫理判準是一種超越君臣關係的社稷意識，春秋時代「忠」的

倫理是對君臣雙方的共同要求，這種具有普遍性而抽象的「忠」的倫理內涵，

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觀念之一２７１。韓非所論的「忠」，並非道德品行上

的要求，而是法令的服從、受君主法術的操控，最重要的是完全服從於君主，

這是一種絕對的服從，是一種直線的「命令——服從」關係，強調的是個人

                                                      
２６８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有度〉，頁 256--257。 

２６９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忠孝〉，頁 821。 

２７０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忠孝〉，頁 821。 

２７１參見劉紀曜：〈公與私——忠的倫理內涵〉，收入《中國文化新論思想篇（二）

天道與人道》（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年 11 月初版），頁 17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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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臣忠於君的「忠君意識」，作臣子的只能追求「利君」、「利國」，才

算公忠無私。就法家來說，君臣的上下關係是絕對的，臣子必須絕對服從君

主，但基於自利自為的人性論，「忠」並不是出於臣子內在性倫理道德的自

發，韓非曰：「臣之忠詐，在君所行也。君明而嚴，則群臣忠；君懦而闇，

則群臣詐。２７２」，人臣對於君主的效忠是受到君主外在性的勢法術控制，

因此臣子從君不從道，以君主之好惡為唯一之標準。 

總之，在韓非強調「君權至上」的思想體系之中，「卑賤低微」的地位

成了臣下不得不然的宿命，也是臣下奉為圭臬之金科玉律。 

二、明法治職：權輕位卑的具體實踐 

韓非在〈姦劫弒臣〉一文中論述了理想中官吏臣吏的形象，他說： 

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

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數，而不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

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立為卿相之處；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

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里之地立為天子；桓公得管仲，立為

五霸主，九合諸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

臣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亂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

忠臣也。若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不能說人主使之明法術度數之理，以

避禍難之患；下不能領御其眾，以安其國。及襄子之殺智伯也，豫讓乃

自黔劓，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殺身以為人主之

名，而實無益於智伯若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

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陵。若此臣者，

不畏重誅，不利重賞，不可以罰禁也，不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益之臣

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２７３。  

伯夷、叔齊只懂得讓天下而餓死於首陽山，對殷商的興亡毫無幫助；豫讓只

懂得毀容敗形，只懂得事後報仇，對智伯國富兵強的策略卻毫無貢獻；只有

像伊尹、管仲、商鞅等大臣，有專業的能力，才能使君主尊貴，而國土也因

此拓廣、兵力也因此強大，如此才是值得尊敬、可受重用的賢臣。由此可見，

「益」——對國家有益、對君主有益，是為人臣的價值標準。 

                                                      
２７２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四卷〈難四〉，頁 368。 

２７３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姦劫弒臣〉，頁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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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來說，有益於國家、君王者，要通曉法律、要盡忠職守、要建立功

業，《韓非子》說： 

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２７４。  

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力極者賞厚，情盡者名立。善之生如春，惡之

死如秋，故民勸，極力，而樂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

使用力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賁育；守道者

皆懷金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力者為任鄙，戰如賁育，中為金石，

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２７５。  

為臣之道，要像任鄙一樣竭盡忠誠，要像孟賁、夏育一樣拼死賣命，要像子

胥那樣忠心守節而死。所謂賢德的臣子，必須依循法度處理事務，施政時可

以盡忠竭智，全面性地擁戴君主，是積極有效率的的實踐層面。 

第五節  樹立君尊臣卑之支配格局 

韓非政治思想的焦點，乃是為了達成一個強國的建立、大一統的天下，

是以，「執一以靜」的內在心術與「抱法用術」的外在技術是達成此一目的

的方法。國家要如何富強？誰能讓國家富強？在韓非的心目中，當然是國

君，而國與君是分不開的，因此，一個君主該如何做方能使國富兵強，這便

是韓非政治思想的核心。 

「君臣關係」必然隨著領導者觀點或政治型態而改變，因此，每當政局

更迭、改朝換代之際，君主自然會重新審視權力分配的問題，在前車之鑑的

警惕之下，思考該如何定位君臣關係，而當韓非在設計這套君主統御術時亦

如是，在封建宗法制度崩潰之後，新的君臣關係不能再以傳統的禮樂來維

持，該用什麼態度來面對？當政治事務愈來愈複雜、政治組織愈來愈龐大，

該如何掌控操作呢？  

韓非認為，君臣之間由於彼此利害不同，不容易培養信賴的心理，更甚

者還彼此猜疑。加上人君對臣下行使其賞罰二柄時，難免會產生矛盾與衝突

                                                      
２７４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忠孝〉，頁 819。 

２７５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守道〉，頁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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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６。其所以如此，實源自於「自利自為」的人性論，雙方皆為自己盤算，

是一種利益型態的君臣關係，然而此利益輸送之權又完全掌控於君主手中，

是以逐漸導向「君尊臣卑」的支配格局，因此，本節以「交易性質」、「尊

卑型態」兩種君臣關係，論述韓非思想中君臣關係的支配格局。 

一、賣官賣力：交易性質的君臣關係  

在韓非現實經驗的考察下，人們所作所為都出自於「目的性」的考量，

是非常重視自身利益的，這種「挾自為心」的人性論已於本章第二節加以探

討，在此不再贅述。追求安利，逃避危害，是人類的常情，相同的道理，韓

非思想中君臣的關係，也是建立在「利」與「私」上，《韓非子》曰： 

夫安利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為臣盡力以致功，竭智以

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罹其害。為姦利以蔽人主，行財貨以事貴

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利之道，而就危害之處

哉２７７！  

人主樂乎使人以公盡力，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

以一負二。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立人主之所樂，上下之利，莫長於

此２７８。  

做國君的，最大的滿足是役使人臣為他盡力；而無所不用其極地壓榨、嚴密

苛刻地掌控，只是為了要滿足自己富強霸主的利益。擔任臣子的，最痛快的

事是滿足自己自身官高、家庭富有、父子都跟著享福的利益。不論「君」或

「臣」，其動機與目的均是為了「利」與「私」而已，「上下之利，莫長於

此」了。韓非舉了一個歷史上的例子說： 

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靈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妒而

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易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

賢，故子之明不受國。故君見惡，則群臣匿端；君見好，則群臣誣能。

                                                      
２７６韓非所認知的君臣矛盾現象有 1.主利在忠公，臣利在徇私。2.君重公義，臣重私

義。3.主利偏於國，臣利偏於己。4.臣非君親，伺機竄奪。5.殺親奪王位，群臣皆

陽虎。6.臣主異利明，姦乃無所乘。7.知下明徹，重患允息。有關君臣矛盾之論述

可參考朱瑞祥著：《韓非政治思想之剖析》，頁 68--71。 

２７７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姦劫弒臣〉，頁 214。 

２７８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九卷〈用人〉，頁 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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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欲見，則群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

刁易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亂死，桓公蟲流出戶而

不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

為重利之故也２７９。  

齊桓公喜好女色，豎刁便自己「自宮」以治理宮內之事；又喜好美味，易牙

「蒸其首子」獻給桓公；但是，桓公重病時，豎刁、易牙卻乘機作亂，堵塞

宮門，餓死桓公，三月不得葬，直至屍體生了蛆蟲，可見，臣下絕不會真心

愛他的君主，而是為了從君主那裡獲得利益。這樣的利益關係，有著極為不

穩定的狀態，很容易招來禍害，韓非說： 

君臣之利異，故人臣莫忠。故臣利立，而主利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

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利，不顧國患２８０。  

臣主之利，與相異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利在有能而任官，臣利在

無能而得事；主利在有勞而爵祿，臣利在無功而富貴；主利在豪傑使能，

臣利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

臣得國，主更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便私也２８１。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也。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

也，縛於勢而不得不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

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２８２。  

當臣下無法滿足自身之利益時，便召引敵國軍隊，以消除國內的政敵；製造

國際糾紛，以惑亂君主，只要有利於自己，就不顧國家的災患。所以會導致：

君主喪失權柄，而大臣奪取了國家；君主改稱藩臣，而大臣分封官爵，這都

是大臣欺騙君主以圖私利的緣故，更嚴重者，還有「挾持君主」、「殺害君

主」等危害性命之事。正因為人皆有算計之心，所以君臣之間無法靠「忠」

來連繫，而是要順勢靠「利」來連繫，如何讓「君臣異利」的關係維持在穩

定的狀態，威脅與利誘的手段成了最佳的穩定劑，也因此造就了「重／輕」、

「尊／卑」、「上／下」的君臣模式的存在必要性。 

正因為人人所逐求的都是自我利益，所以只要有機會就「上下交征利」，

                                                      
２７９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二柄〉，頁 183--184。 

２８０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五卷〈內儲說下—六微〉，頁 428。 

２８１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三卷〈孤憤〉，頁 290。 

２８２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備內〉，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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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君臣的互動有極深的猜忌，因此君王時以「陰謀禦臣」的手段來對待臣

下；而臣子恐懼君王，有「伴君如伴虎」的感受，也有積怨而弒君，這樣的

「上下交征利」使得權力相關者的爭奪，陷入了最黑暗的一面。 

君主欲利國，臣子欲利己，皆為各自的利益而暗中盤算，兩造都試圖找

出利於自己的地位，於是形成一種拉鋸的互動模式，不再以「親親」的血緣

來維繫，而是「以利計合」，《韓非子》有言： 

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利國，臣弗為也；富

國而利臣，君不行也。臣之情，害身無利；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

者，以計合者也２８３。  

君臣是以利益結合的；君臣互相算計，君主以計算利害的觀念豢養人臣，人

臣也以計算利害的觀念侍奉君主。要自身受損而使國家得利，人臣是不幹

的；要國家受損而使人臣得利，君主也是不幹的。因此，君主需要幫助，就

得用官爵去換取；臣下希望獲得官爵，所以才為君主賣命，韓非說： 

主賣官爵，臣賣智力２８４。  

臣盡死力以與君市，君垂爵祿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

數之所出也２８５。  

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利，則臣盡力以事主；正直之

道，不可以得安，則臣行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利害之道，以示天

下而已矣。２８６。  

霸王者，人主之大利也。人主挾大利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

無私，使士民明焉，盡力致死、則功伐可立而爵祿可致。爵祿致，而富

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利也。人臣挾大利以從事，故行危至死，

其力盡而不望。此謂君不仁，臣不忠，則不可以霸王矣。２８７。  

人君的利益是建立霸業，所以就挾大利來役使百官；群臣絕對利益是富貴，

所以就盡力賣命來獲取爵祿；上下交征利，不必仁、不必忠，就可以成就霸

                                                      
２８３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飾邪〉，頁 212。 

２８４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五卷〈外儲說右下〉，頁 600。 

２８５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四卷〈難一〉，頁 319。 

２８６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姦劫弒臣〉，頁 216。 

２８７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六反〉，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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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業了。兩者的關係並非建立在以血緣為主的宗法制度上，也非建立在臣

子忠心事主的情況下，此時的君臣關係，是一種交易的性質，是一種商業買

賣的關係；臣之所以敢向君主講價錢，是因為他憑藉著出賣智力，而要獲取

自己的利益；同樣，人君出賣官爵的目的，也是為了自己的利益，可見君臣

關係，維繫在一個「利」之上，君臣之間有一種相施報的關係２８８。  

然而，這種「契約」看似「公平」，但是若從「權力」的角度究其實，

很容易發現這種契約根本不存在平等的可能性，因為當權力只集中於君王一

人時，「主賣官爵，臣賣智力」的主導權，也只能操控於「君」一人，而「臣」

只可能淪為「權力結構」中的「被支配者」，這樣的君臣關係，雖然擺脫了

「血緣」干擾所可能帶來的「低效率政治」，卻也開啟了「上下支配」的型

態，為「專制政治」提供了一套具有正當性的「意識型態」。 

二、頭冠足履：尊卑型態的君臣關係 

「尊君」理論的提出，是法家學說一貫的核心概念，而至韓非集法家大

成，「尊／卑」、「上／下」的君臣關係於其著作已完全成熟體現，誠如熊

十力先生所言： 

通觀韓非書，對君主制度無半言攻難。對君權，不唯無限制，且尊其權，

極於無上。而以法術兩大物，唯人主得操之。人主持無上之權，操法術

以統御天下。將使天下之眾，如豕羊然２８９。  

韓非「尊君」以樹立君主權威，由於不容大權旁落，必推向「卑臣」２９０。

                                                      
２８８許倬雲先生說：君臣之間的關係遂發展為契約式的或交易式的，君臣之間因此有

一種相報施的關係……貿易關係支配了君臣的身份，君以爵祿做為貨價，而臣以

能力做為貨品，臣若不能從國君得到貨價，君也不用盼望臣子會盡力；反之亦然

。……一群以仕為業的官員以俸祿為收入，與君主構成貿易的兩造，關係建立在

報施觀念上。由此，戰國的列國朝廷上出現了一種新的官吏，他們將為專制君主

做最適當的工具：有服務能力，卻又可以隨時罷黜；以俸祿換取服務，卻可以免

去佔據封邑的弊病。這是一種新型的官僚制度，效率與忠誠於是代替了無法約束

或改變的親屬與血緣至少，君臣之間的關係單純了，單純的只剩雇主與傭工的關

係。參見氏著：《求古編》，頁 399 --400。 

２８９熊十力：《韓非子評論》（台北：學生書局，1978 年），頁 4--5。 

２９０余英時先生說：「尊君」論包括積極和消極兩方面的內容。在積極方面，君主必

須把一切最高的權力掌握在自己的手上，不能容許有大權旁落、君弱臣強的情況

發生。在消極方面，君主必須超乎一切批評之上，君主縱有過失，也要由臣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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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利算計的世界中，君王與臣民，或臣民與臣民間會陷入「謀人」與「被

人謀」的處境中。人人均在操縱和反操縱之間，形成一複雜的權力網路２９１。

是以，在韓非的理論裡，統治君王如何使「臣」自甘於如此卑下的位置？又

如何使「君無為而臣竦懼」呢？「尊君」所以能成，即在於「權力獨享」與

「權力運作」的事實上，統治君王由裡到外、從有形到無形，將「執一以靜」

的內在心術與「抱法用術」的外在技術交叉運用，構成一道綿密的統治網，

讓臣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被迫一直臣服於君勢、君威之下。 

韓非的學說一切唯君是從，「尊君」思想可以說是他學說輻輳的重心，

「明主者，使天下」，可以說是「絕對君權論」的倡導者。《韓非子》曰： 

趙簡子謂左右曰：「車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履

之。今車席如此，大美，吾將何屨以履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 

費仲說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諸侯附焉，不可不誅；不誅，必

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

於頭；履雖五采，必踐之於地。２９２」  

韓非以「冠」比喻「君主」，不管外在如何醜陋粗劣，仍然高高地被戴於頭

上；以「屨」比喻「臣下」，不管外在如何華美高貴，只能低低地被踩於地

下，本來就預設了不平等的地位。君主握有權勢而尊貴，在「自然之勢」與

「人設之勢」的運作下，這種「尊／卑」型態的關係更加地牢固，是以，人

臣始終只能居於下位輔佐主上，若無益於君主或搶了君主之風采，君主可以

任意地棄之如敝屣。首足冠履之喻，賦予君臣尊卑上下之分，不只是合作關

係，更是一種支配關係２９３，這種絕對化的角色，將統治者的權力推向「更

                                                                                                                                                   

承擔責任。所以在實踐中「尊君」必歸於「卑臣」。臣愈卑則君愈尊，而且非卑

臣亦無以見君之尊。參見氏著：《歷史與思想》，頁 27。 

２９１參見鄒川雄：《中國社會學理論；尺寸拿捏與陽奉陰違》，頁 202。 

２９２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五卷〈外儲說左下〉，頁 535。 

２９３王健文先生認為：君冠臣履之喻，事實上即首足之變形。君臣為元首股肱強調的

是一體的分工，首足之喻則同時賦予尊卑上下之分。依韓非子與黃生之見，則君

臣分位無論如何不可移。……國家整體好比人的身體，君或為首或為心，總之是

居樞要地位，百官百姓各有所當。不同部分決定了不同的角色功能與分位，也決

定了彼此之間的關係。因為身體是一有機的整體，所以國家需要每個人扮演不同

的角色，相互為用，相需相成。但是身體的各部位，或說國家的各種分位，卻不

只是合作關係，更是一種支配關係。心（大體）支配身體的其他部位（小體），

這種關係的確立，反映了社會關係中君對於臣民的支配。參見氏著：《奉天承運

 



第三章 韓非思想中君尊臣卑的關係   

 133

上一層樓」的境界，自然與被統治者拉扯出「南轅北轍」、「天差地遠」的

距離。《韓非子》又說： 

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

通道法，而不敢矜其善；有成功立事，而不敢伐其勞。不難破家以便國，

殺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鬴洧之卑，主有

明名廣譽於國，而身不難受壑谷鬴洧之卑２９４。  

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君任其罪２９５。  

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令而無是非也。故有口不以私言，有目

不以私視，而上盡制之２９６。  

韓非再以崇高的「高天泰山」，比喻君主尊高的地位；以四旁高而中央卑的

「壑谷鬴洧」，比喻臣下卑賤地位。為人臣者，必須有自知之明、必須心甘

情願地謙卑退讓，不炫耀自己的本領、不張揚自己的功勞，將一切的榮耀歸

於君主；而且為了國家便利、為了君主安全，縱使粉身碎骨、犧牲生命，亦

在所不惜。為人臣者，要無條件的卑躬屈膝地侍奉君主，有了功勞，要歸功

於君主，有了過錯，臣下就要出來承擔責任；為人臣者，應當順從君主的行

無，服從君主的法令，甚至將自己的是非觀念都取消了，做到有嘴巴不說自

己的話，有眼睛不為自己觀看，一切受君主的控制。 

綜上所論，韓非思想中的「君臣關係」，是一種「絕對」的支配關係２９７，

對臣而言，「君」被「尊」到了極點；對君而言，「臣」只能永遠處於「卑」

的地位。在這種「君尊臣卑」的相處模式裡，「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

下」，為了「尊君」而製造神秘的面紗，為了「卑臣」而營造恐懼驚竦的效

果，都使得韓非的帝王統御術，蒙上了「權謀」的陰影，韓非並非故弄玄機，

只是為了鞏固「君權至上」的地位，只是為了有效提升臣下的行政能力。在

                                                                                                                                                   

——古代中國的「國家」概念極其正當性基礎》，頁 120、126--127。 

２９４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說疑〉，頁 235。 

２９５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七卷〈主道〉，頁 686。 

２９６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二卷〈有度〉，頁 256。 

２９７林啟屏師說：這是一種相當「絕對」的支配關係。不只權力完全集中於「君上」

一人，而且當行政策略出了過失時，「君上」也不是被追究的對象，「臣下」才

是承擔責任的人。如此的君臣關係，「君」被「尊」到了極點，「臣」也卑微到

無以復加的地步。「君」幾乎成了永不犯錯的「神」，「臣」倒成為隨時代罪的

「妾婦」。參見氏著：《先秦儒法思想中的血緣問題與國家》，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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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過程中，人臣的責任則由「利國」的價值意識，轉變為「利君」的價值意

識，於是這種「尊君卑臣」的地位，開出了專制政治格局，完成了春秋戰國

時代政治社會之轉型。是以，「尊／卑」模式的君臣關係，既是預設的立場，

亦是一種治國的手段，更是韓非理想國的境界。雖然，在權力結構的運作中，

領導者與被領導者的關係很自然地會往「上／下」兩個端點移動，但無疑地，

韓非思想中君臣關係的設計，加速、加深了這道無法逾越的鴻溝，而將其推

至「尊／卑」的絕對支配型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