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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稷下《管子》四篇的「心」概念分析  

道家思想自老子後，有兩條思想發展的走向，一是莊子，老莊這

一派被認為是正宗的道家思想，莊子繼承且發揚了老子的精神境界；

二是道家的支派，包含楊朱、列子，田駢、慎到的道法結合，《呂氏

春秋》，宋鉼、尹文與《管子》， 1徐復觀先生以為道家支派的思想已

經沒有老莊那種超脫具體生命，追求超越與理想的道，而道家支派的

共同特徵是理想性的減退與涵蓋性的貧乏， 2主要可從其心性論見

出，但在這裡並不是要說明道家支派與老莊道家其心性主張的轉變，

在這裡只就《管子》四篇中黃老思想的「心」與治道之間的關係做一

清楚的分析。 

第一節  心的地位與角色功能  

這一小節主要探討「心」在四篇裡是如何的被論述。「心」在四

篇中只是被當作器官、維持人的生命而已，還是除了生理上的官能，

尚具其他的功能或作用？本文說「心」主要是要與國君之治道的關係

做討論，因此首先探討就「心」在人體生理上所處的位子，如何延伸

到社會階級之位的君。次就四篇以精氣說「心」的特色，探討精氣、

心與治道之間的聯繫。再次，將「心」如何認識外在世界之物作一闡

述；透過這三方面的探討或許可以對四篇中所說之「心」有些許的了

解。 

一、心的地位  

「心」在現代醫學上被認為是維持生命最重要的器官，在判定一

個人是否死亡，是以「心」是否停止跳動來判定，可見「心」在其官

能上是掌握了人生命延續的大權。在中國思想史上卻都不從這一角度

來看「心」，所看重的是另外層面的「心」；在四篇中，首先點出「心」

                                                 
1 見徐復觀著，《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十三章，台北：商務印書館， 2003。  
2 徐復觀著，《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十三章，台北：商務印書館， 2003，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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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體中所處主宰九竅官能之位，同等類比於社會上的君王，由此展

開對「心」的論述。  

〈心術上〉篇首即說：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

循理。嗜欲充益。目不見色。耳不聞聲。故曰。上離其道。下失

其事。 3

其說標顯出其篇旨，所謂之「心術」指的是心的能思、能擇之作用、

地位，所謂「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 4又將人的身體與社會地位

做類比，心與君同屬於統治階級，九竅與百官居於臣下地位， 5心統

九竅，君領百官，心制九竅之道即為君治百官之方，故「心術」一詞

具有兩重涵義。  

萬物皆秉受「道」而來，「道」是萬物創生的形上根據，萬物創

生之後以「德」涵養之，「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 6萬

物之所以得其所然之貌是因內在之「德」，故「德」亦可說是萬物自

身內在之理，萬物因其有此內在之理，始能自為之，馬得「道」與「德」，

故能竭盡其力地奔跑，鳥亦如是，故能用其羽翼以飛翔；人也是自然

萬物之一，九竅自然能發揮官能的作用，心雖位於主宰的地位，卻不

必過問九竅之職分，心只要處無為之道便能馭制九竅；反過來說，心

若代九竅之職，偏離無為之位，九竅自然疏失其事；而心若充滿慾望、

被慾望遮蔽，相同地九竅一樣會失其職事，所以若要使身體完全地協

調，關鍵處就在於「心」，如何修養心不使嗜欲充益、常使心處無為

之道，修養內心常使其處於「靜因之道」。 

前述說到，心類比於君，既心能行無為之道即能制九竅，君也處

君之道自然也能治百官，那麼何謂君之道？也是在於「心」，在於君

                                                 
3 引自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台北：世界書局，民 44，頁 219。  
4 《管子‧心術上》。  
5 九竅指的是人體對外的九個孔洞，九竅素指眼二、耳二、鼻二、口、尿道、肛
門。而中國醫書經典之一的《難經‧三十七難》稱九竅為眼二、耳二、鼻二、口、

舌、喉。  
6 《管子‧心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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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是否能處無為之道，〈心術下〉謂：「心治是國治也」，故國君治

國之道其實也就是國君治心之道，將治心之道運用在政治層面上即是

君術，所謂之「心術」運用於政治層面上就成了統治臣民的方法，也

就是「君人南面之術」。  

而君如何從於社會之「道」？臣民如何能按其內在之理而處其

位？什麼是社會的內在之理？〈心術上〉曰：「虛而無形謂之道，化

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降揖讓、貴賤有等、親

疏有體謂之禮，簡物小大一道、殺僇禁誅謂之法」，萬物得「道」以

生，「德」以涵養之，各成其形體、性質，這是就萬物生成論而言，「道」

具體落實於人之群體社會上來說，在人倫間叫做「義」，將人事物各

依其不同性質分別等級且制度化，稱為「禮」，用以維持這些社會秩

序的便是「法」，「仁、義、禮、法」皆由道延伸而來，因此臣屬丘民

與九竅之職分皆因道而動，君處於主宰統治之位，應與心一樣處於無

為、不干涉職事，使百官能各盡職能，國家境內之事自然而成，君王

即能收統治之效，因此君王只要能掌握到客觀法則，不與臣下爭職，

即能實現「君道無為，臣道有為」，而君道無為則無不為。  

是故，心於人身之位即是君在國之主宰地位，九竅、百官所在其

位，自然有其所司，心與君因任九竅、百官做其所應為之事，不加干

涉，心即能獲得許多關於客觀對象的資訊，國君也不必耗費許多心

力，國內自然能條理井然，心與君能處在這樣的主宰之位，且能行無

為之事，都是因為「道」的遍流，因為萬物稟受「道」而生，因為「道」

在不同事物上，使其呈現出與其他事物不同的形狀、性質，依之則能

行所以能行之事，即如〈形勢〉中所說：「得天之道。其事若自然」，

這樣心與君才能真正的處於無為的主宰位。  

二、精氣與心的關係  

《管子》是以道論作為貫穿全書的中心思想，不例外地也以「道」

來說「心」，但是卻不直接以「道」來談論「心」，而是透過「精氣」

說出「道」與「心」的關係。  



4  第三章 

《管子》中所說的「道」與「精氣」有相當密切的關係，〈內業〉

即說：「凡物之精。比（或有〝此〞之說）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

列星」， 7按石一參先生之說，「比」者合也，自然萬物皆是由合陰陽

二氣而生，郭沫若先生亦從此說，張舜徽先生則認為「凡物之精」原

本應作「气物之精」，云為「气者物之精也」，下句之「此則為生」其

意自明，謂此气乃生命之本也；若從石一參之本，陰陽二氣合而生萬

物，且此陰陽二氣為物中之精微，張舜徽先生之意則說萬物皆由氣而

生，只說氣，不說陰陽二氣，但兩者之意其實是一樣的，只是在說明

萬物之生，氣不可少，氣又可說有陰陽二氣。  

同時在〈內業〉中所描述的道為：「凡道。無根無莖。無葉無榮。

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萬物能生能成亦由「道」，而精氣

與「道」同為萬物所成之因，兩者的關係又是如何？「道」在老學中

已確立其為萬物之形上根據，而精氣可說是將形上的道給物質化的表

現，道遍流於萬物之中，但其無形無蹤、無聲無臭，《管子》中便更

進一步將創生的道以物質的形式表現出來，但是這樣的「氣」又是什

麼？在《管子》中也沒有明確的說明。而所謂精氣之「精」，〈內業〉

說是「氣之精者」，尹知章曰：「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之最為精微

者即是精氣，而氣又稱之為「靈氣」：「靈氣在心。一來一逝」， 8因此

氣、精氣與靈氣實只「道」而已。  

《管子》也解釋了「道」、「氣」在人身上的作用。〈內業〉云：「夫

道者所以充形也」，「道」所充之「形」是接承「凡心之形，自充自盈，

自生自成⋯⋯」而說，故「道」者充心之形；〈心術下〉曰：「氣者，

身之充也」，尹知章注曰：「氣以實身，故曰身之充也」， 9「氣」以充

人之形軀，「道」與「氣」，一充人之心，一充人之形，可知人亦秉受

「道」而有，且四篇中對兩者的描述幾是同義，其所述之「道」為「其

大無外，其小無內」， 10「道」之大，大無不包，之小，細無不入，而

                                                 
7 引石一參著，《管子今詮》，台北：商務出版社，民 59，頁 141。  
8 《管子‧內業》，引自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台北：世界書局，

民 44，頁 272。  
9 引自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台北：世界書局，民 44，頁 222。  
10 《管子‧心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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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其細無內，其大無外」， 11其義亦與所述之「道」是同義的，

可看出其實「氣」是「道」，是人之所以能生的重要因素。  

〈內業〉則說人之生是「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

人的生命是由精氣與形結合而成，且生成人的精氣本身就是「道」所

物質化的形式，是故〈樞言〉云：「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

故曰。心有氣則生。無氣則死」，道之生萬物如日之普照，皆賦得道，

而道在人者，則寓於心，心是人用以盛載道的「道舍」，人之心有「道」、

「氣」的留駐才得以生，反之則死。  

而四篇中的精氣有時也用「神」或「神明」來表述，〈心術上〉

即說：「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不潔。神乃留處」，「潔其宮。閉其

門。去私毋言。神明若存」，〈內業〉也提到：「不以物亂官。不以官

亂心。是謂中得。神自在身」，以其心要得道、氣才能生之主張來看，

要讓「神」入心舍，使「神」留於心處，「神明」存於心，這無非都

是要得「道」、得「氣」，而得「道」、得「氣」的方法是要空虛其慾

望，掃除心中的憂樂喜怒欲利，清潔內心，並且不以物迷亂五官，五

官若貪得物，便會擾亂內心，心若不靜、不潔，「道」便不存，反之，

心之靜、潔，「神明」將自來，此是謂「中得」，於心中得「道」、「神

明」，因此四篇中所說之精、精氣、神、神明在用法並沒有很嚴格的

區別，都是用來指稱同一個對象—「道」，及「道」對萬物的化生和

運行的妙用。  

郭沫若先生對於四篇的「道」評論為：「〈內業〉和〈心術〉的基

調是站在道家的立場的，反覆咏嘆著本體的『道』以為其學說的脊幹。

這『道』化生萬物，抽繹萬物，無處不在，無時不在，無物不有，無

方能囿。隨著作者的高興，可以稱之為無，稱之為虛，稱之為心，稱

之為氣，稱之為精，稱之為神」， 12「道」流遍於天地之間，既看不到

也嗅不到，所以稱「無」，也不佔空間、具有質量，故稱「虛」，然而

「道」充心之形，且可舍於人心，亦可名為「心」；「道」是萬物之形

                                                 
11 《管子‧內業》。  
12 語出郭沫若著，〈宋鉼尹文遺著考〉，《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 1 卷，北京：新
華書店， 1982 年，頁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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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本體，將「道」形下物質化便是「氣」，「道」也可說為「氣」，而

此「氣」是「氣」中之最精細，又可稱「精」；「道」於萬物的生長、

作用運行，如此之玄妙精深，稱之為「神」；可見在四篇中所描述的

「道」已是如此之詳細，遠過於老子之「道」。  

「道」對心的地位是如此之重要，倘若沒有道留駐於心，人的生

命也將不能延續下去，所以心要致力於把「道」留在心中，若能完全

地做到即為聖人，〈內業〉中有說：「凡物之精，比則為生，下生五穀，

上為列星。流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人、

五穀、星辰皆由道而出，遍流天地之間稱之鬼神， 13能將「道」留藏

於心中者，稱為聖人；國君若也能得道使其留於心，能知「道」之無

為以成萬物，治國之道也應如同「道」之無為，仁、義、禮、法皆由

道出，自然能如道行不言之教、無為之事，眾庶百姓自然能安其位，

對於臣屬的制御也應當要處於無為，而使臣屬做有為之事，君道要處

無為，就要依靠刑名法術，〈白心〉云：「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

首先將臣屬職位之名與名所涵括的職責確定之後，臣屬才能依其職位

之名行職責之事，若不在其位而行其事或所行之事非其位屬，皆以刑

罰責之，故言「名正則治。名倚則亂。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 14因

此國君便能偱名以責實，其名之定，原是以事之實情給予一個稱道的

名，久之也能以其實逆得知其名，國君之馭臣之術就只是以名實之相

符與否給予賞罰，這就是國君所應處的無為之位所行之無為之道，也

就是「靜因之道」。  

〈心術上〉對「靜因之道」的解釋：  

不言之言。應也。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也。執其名。務其應。

所以成之應之道也。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無益無損也。以其

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 

                                                 
13 「鬼神」石一參先生之注釋為：「《禮‧中庸》朱熹注：鬼神二氣之良能也。其

氣之引而申之者為神，返而歸者為鬼。⋯⋯王充《論衡》：鬼神陰陽之名也，陰

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見其注本，石一參著，《管

子今詮》上冊，台北：商務出版社，民 59，頁 141。  
14 《管子‧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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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謂「靜因之道」是說，依物之形、實而言物，客觀地描述，不摻

加個人的意見，此是「不言之言」，因此所謂之「應」，是就物所載來

之名，做與其名對應之事，則無事不成；而其所謂「因」，是以物之

形，不增益、減損，如其實以名之，是為「因物」，其實「應」、「因」

只是一事，讓事物自己表現自己，不插入其中，則萬物自然能成，此

術應用到國君之治國上，即是使百官就其職位之稱，做其職分之事，

國君不插手於百官之職事，則國境之內大小政事自然能成，徹底落實

「靜因之術」即為聖人。  

國君治國之道與「道」之化育萬物的原則是相通的，如《論語‧

陽貨》中所說的「天何言哉？四時行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所以國君若要將國家治理好，就要了解「靜因之道」的無為之道，要

了解靜因之道，就如心的修養以使道留藏於心，能修養心成為道之

舍，就能將心術運用到政治統治上，成為君術。  

三、心的認識作用  

〈心術上〉提到：「心處其道。九竅循理。嗜欲充益。目不見色。

耳不聞聲」，由此可見，心是當做認識主體而被把握的，這樣的認識

主體在〈內業〉中說為有兩層心：「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顯

然在一心裡有兩層意義的心，依唐君毅先生說此二層心為「心意之已

形者」與「能自思自反省自覺之之心」， 15前者即為「意以先言。意然

後形」，16意念的生起先於語言，有了意念就會想要表達出來，表達的

方式通常訴諸於語言文字，故此心指的是意識的心，也是具有認識能

力的心；後者為「形然後思。思然後知」， 17意念表達出來之後，尚有

一高於意識的心能做反思，反省這樣說是不是恰當、反省這樣的判斷

是不是太獨斷，有這樣的思考才能從中得到智慧，唐君毅先生說這樣

的心是居於上、處於內且無形。 

四篇中認為之所以能構成認識活動，有了認知主體，還得有被認

                                                 
15 見唐君毅著，《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 1，香港：新亞書院， 1973，頁 430。 
16 《管子‧心術下》。  
17 《管子‧心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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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的對象方能構成，〈心術上〉：「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彼」

是被認知的對象，「此」則為人之認識主體—心；而其認識過程是積

極地提倡「舍己而以物為法」，排除主觀之見，其認識之方法即是「應」

與「因」。 

〈心術上〉指出所謂之應：「應也者。非吾所設」，即是說非由主

觀之成見以測對象，〈白心〉中說：「上聖之人，口無虛習也，手無虛

指也，物至而命之」，聖人不輕言，不妄動，必須等物至才給以稱呼，

是應物之實而名之，而「凡物載名而來」， 18名又是物所載而來的，這

就是說「名」是反映外在客觀對象本來就有的特點，所以聖人只是順

應物固有的特點，將其如實地涵括在名稱中，雖然名的給出是經由人

的主觀認識心來認識物的特點，卻不是以主觀的成見來命物之名，心

的認識作用僅只在於如其所是地反映出物的特點，其名仍是符節於物

本身的特性，還是具有客觀性的，且名實相合，以此之法所得之知識

才是真知識。  

其所謂之「因」，〈心術上〉說：「因也者。捨己而以物為法者也」，

也是要排除主觀成見的成分，人只是就物本身之所然，如實地呈現

物，故說「因也者。非吾所顧。故無顧也」， 19也是在強調不以主觀之

見妨礙物之實，所識得之物才能與客觀對象相符合，且能無所偏頗。 

總而言之，四篇之認識論為：「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

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理而動。非所取也」， 20雖有「應」與「因」，

其實都是一樣的，順應對象本身已有的特質屬性，不加主觀意見於其

上，當能無誤地認識對象，依其實而定其名，名能如實地反映客觀事

物本身，若使名實相合，名才能不過其實，實亦不得延名，當能實現

偱名以責實。  

第二節  治心之術  

四篇中所說認識的方法，是要徹底地排除主觀成見，若心要能如

                                                 
18 《管子‧心術下》。  
19 《管子‧心術上》。  
20 《管子‧心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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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所是地認知，就必然地要使心成為沒有成見的「空心」，亦即空

明寧靜之心，才能「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其治心之術即是心的修

養方法，使心成為能反映物之真實，以期名實相合，而修養的方法即

是：虛、壹、靜。  

所說之「虛」就是要去除心中的成見，〈心術上〉云：「虛者無藏

也。故曰。去知則奚率求矣。無藏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

慮則反覆虛矣」，「虛」意指的是屏除成見，能屏除成見在認識時便無

所循求，無可循求就不會有預先的設準，無所循求、沒有預設也就無

所思慮，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沒有主觀的成見，物至而致知時，才能不

與物相牴觸，反之則不能因物、應物，而事物來到時就與它相應，事

物過了也不能留存於心，要捨棄掉，才不會妨礙到心「虛」的狀態，

即是〈心術上〉所說之「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復所於虛

也」。  

〈心術下〉曰：「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証」，專心一

意，耳目則各在其位，可知遠自近，猶言知久遠之事可自近處得，且

不用卜筮即能知吉凶，亦不問於人可自得知，皆是專一心意之效，如

此，必能自得，無假於外；但若思考不得，將有鬼神之助，〈內業〉

云：「思之思之。不得。鬼神教之」，但其鬼神並非遊魂之屬，其實只

是精氣，這是精氣的最大作用，可使思想暢通，但是精氣如何能使思

想暢通？林文琪先生提出一種看法，認為在這裡的精氣不當作「氣之

尤精者為之精」之意，應解釋為：「人修心正形，當其形正心靜時，

則會引生一種由『氣』的可調節性來完成的認識」，21此說進一步說明

了鬼神如何能教之的運作；因此，只要「耳目不淫。心無他圖」， 22五

官不耽於淫樂，專於心意，則萬物皆能合於法度，是其所謂「正心在

中。萬物得度」。 23

「靜」即是忌急躁妄動，〈白心〉中有云：「靜身以待之。物至而

                                                 
21 見林文琪著，〈論對於道的認識是一種身體化的認識─以《老子》、《管子》四
篇為例的說明〉，《東吳大學學報》第 12 期， 2005 年，頁 88。  
22 《管子‧內業》。  
23 《管子‧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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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自治之」，之所以要靜身以待之，爲的是要觀察事物的法則，得其

法則才能因物而動；然而情欲過多是不能保持心之靜的主要原因，因

此要使心處於靜，就要去除過多的情欲，〈心術上〉提出：「去欲則宣。

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立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

24人秉受精氣而生，且精氣之定處為心，心若被情欲所矇蔽，則精氣

不來，且情欲亂心，失其所位，故必先去欲而氣乃能通於身、留於心，

氣通則能靜，心靜便能專精於物，心能一於物則能明於物，能明則能

通於物，此是至貴也。心之修養能達至虛、壹、靜，才能常處於無為、

陰之位，以此掌握萬物之變。  

心不僅是認識作用發動的主體，也是「道」的館舍。〈心術上〉：

「道不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不

潔。神乃留處」，這裡的「神」當指「道」而言，「道」雖然以「氣」

的形式流佈於萬物之中，看似雖近，但要了解道卻不是那麼容易，「舍」

意為館舍，用之比喻「心」，館舍之所以不潔淨是因為憂樂喜怒欲利

充盈於心，這些都會妨礙「道」之留處，因此要掃除之，使神能止於

心。  

〈內業〉中有對治不潔之道：「止怒莫若詩。去憂莫若樂。節樂

莫若禮。守禮莫若敬。守敬莫若靜」， 25此外亦有一套進程式的功夫：

「⋯⋯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

為精舍」，26尹知章曰：「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均生萬物，地之平也；

無為而無不為，人之安靜也」， 27所謂「正」是保持、修養人承自天之

「不偏不倚」、地之「均一無私」，而人之安靜只是順應天地之正平，

若能做到正、靜，心自然就會達到「定」的狀態，不受外物的干擾而

保持虛靜的狀態，如此耳目其所司便能專一，耳朵對於聲音的分辨就

會敏銳，眼睛也能明辨兩物之間的差異，四肢強健，心才能成為「精」

                                                 
24 此句之句逗從於張舜徽著，〈管子四篇疏證〉錄於《周秦道論之發微》，台北：
木鐸出版社，民 72，頁 220。  
25 引自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台北：世界書局，民 44，頁 272。  
26 引自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台北：世界書局，民 44，頁 270。  
27 引出自張舜徽著，〈管子四篇疏證〉錄於《周秦道論發微》，台北：木鐸，民
72，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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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住所，「精」自然能留於心中。  

四篇中所說修心的方法，其目的不僅於以無私無欲之心因應物的

到來，使心如同一面鏡子能如實地反映物，更是要修養心成為「道」

之館舍，而其修養之方法大抵皆是以虛、壹、靜為其主要功夫，於認

識論上來說，其修養功夫的最終目的是要「其處也。若無知。其應物

也。若偶之。靜因之道也」， 28其處之若懵懂未開，有物來即如「雌雄

牝牡之相感應者」，29純屬天然，不有主觀之成見，一切皆順應於事物

之自身規律，是為「靜因之道」也；而於為「道」之舍是要「絜其宮。

閉其門。去私毋言。神明若存」， 30宮即說心，當使心無私無慮，門指

說能感觸之欲竅，擾亂心之虛、壹、靜，故要閉欲竅之門，使心常保

無私無慮、專一、定靜之狀態，方能成為「道」之存所。  

第三節  君主的理想人格  

心若能常保「虛、壹、靜」之狀態，使精氣長存於心，不使喜怒

憂樂欲利矇蔽，此心四篇稱之為「全心」，〈心術下〉云：「全心在中。

不可為匿。外見於形容。可知於顏色」，31精氣所留駐的心雖然眼睛不

能直接看到，但人所存之心是透過其他的管道散發出來而能觀察到

的，人所存之心、氣究是善心、氣，抑或是惡心、氣，由其容貌、神

情便能了然，比日月要更昭彰，這些都是自然流露出來的，沒有經過

言語的修飾，是比雷鼓之聲還要響亮，以此心體察事物也比父母對兒

女的掌握還要深入，這是修養心無形的影響。  

此「全心」之狀態亦稱之「心全」，「中無惑意。外無邪葘（災）。

心全於中。形全於外。不逢天葘。不遇人害。謂之聖人」， 32心能完全

地保存「道」，就自身而言便無可迷惑之事，且能避免災禍，而「道」

潛藏於心中，也能使形體、四肢強健，其容態端正威嚴，不遭天災，

不害人禍，此可謂聖人。  
                                                 
28 《管子‧心術上》。  
29 語見石一參著，《管子今詮》，台北：商務出版社，民 59，頁 35-36。  
30 《管子‧心術上》，引石一參著，《管子今詮》，台北：商務出版社，民 59，頁
34。  
31 引自石一參著，《管子今詮》，台北：商務出版社，民 59，頁 43。  
32 《管子‧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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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修心，使「心」能達到「全心」的狀態，運用到國君治國

方面，即是國君要修養「心」，使「心」成為「道」之館舍，即是說

心能常處於虛、壹、靜的狀態，則所識之物定能使其名實相合，則於

百官之職責也能使其各職所司而不僭越，〈心術上〉曰：「物固有形，

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尹知章注曰：「立名當物，所以稱聖」， 33

立物之名使其內涵與外延相當，立百官之名使其有職，其職亦與名相

稱，可稱之為聖人。  

此外，〈內業〉中亦說「執一不失。能君萬物」，意思是說君王若

能使「道」留存於心且常持之，便能駕馭萬物、役使萬物，而不被物

役使，且心能得「道」，不僅是修養其內心，所說的話也能中理，在

其統治方面亦能平服人心，可見君王若想四海皆得治，心必然得成

「道」之館舍以藏之，持「道」以治天下；君天下若只是以「法」行

還是有所限制的，〈內業〉有說：「賞不足以勸善。刑不足以懲過。氣

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治理國家只行賞慶是不足以勉人

向善，刑罰亦不足以懲奸罰惡，只有國君修養內心得「道」內藏，依

「道」行事、治國，天下方能順從，君心處於虛、壹、靜則能聽天下

萬物，國之太平便成唾手可得之物。  

此故，能使天下國家皆得治之君王，是得「道」藏於心者，並順

應「道」以治，但此「道」因為是「口之所不能言也。目之所不能視

也。耳之所不能聽也」這樣的性質，所以君王應務實於修心之道：虛、

壹、靜，方得「道」，以行無為之治，收無不為之效，此是四篇中所

稱之理想君王。  

從此也可看出四篇中之談「心」，其意實不在於「心術」，而是在

「君術」，全是為國君之治國而發，告訴君王若要使國能治，要先能

使心成為「道」之留處，以此修心之法應用於治國之事上，國方得以

治，一己之國若能強盛，雄覇天下之想才能真正實現。  

                                                 
33 引出自張舜徽著，〈管子四篇疏證〉錄於《周秦道論之發微》，台北：木鐸出版
社，民 72，頁 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