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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壹、 董仲舒的生平與時代背景 

一、 生平 

董仲舒，號桂巖子，漢廣川人(今河北棗強縣東三十里)。關於他的生卒年，

學者們眾說紛紜1，但可以確定的是，他的一生主要經歷漢朝從文景的黃老之治

到武帝獨尊儒術的轉變。《漢書》本傳記載他少治《春秋》，但並無交代師承2，

在景帝的時期立為博士。治學專勤，「三年不窺園」，學生眾多，以致「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見其面」，可見他很受尊敬。但當時立博士只是循例

行事，實際上，儒生並不被重用，董仲舒的才華因而遲遲不得展露(林麗雪，1999：

46)。 

    武帝即位後，頗思有所建樹，連續詔舉賢良文學之士，前後百數。董仲舒便

是在元光元年(西元前一三四年)，以〈賢良對策〉獲得武帝嘉許，被拔擢為江都

相。但仲舒之後的仕途便急轉直下，先是遭主父偃陷害，建元六年(西元前一三

三年)，遼東高廟、長陵高園殿曾遭火災，董仲舒居家推論此災異的原因，以為

上天只所以燔毀它們，就是藉此來警戒在位者，應誅除諸侯及近身大臣中之驕奢

不正者。董仲舒深知此議勢必引起諸侯大臣不滿，因而遲遲不敢上奏。不料被主

父偃竊而上之。武帝在朝中召諸儒評閱，由於其利害關係直接影響到朝中權貴，

頗引起眾人不滿。仲舒之弟子呂步舒，因不知此為其師的議論，便指為大愚，董

仲舒因而獲死罪，後得赦，廢為中大夫。 

 
                                                 
1 蘇輿在《春秋繁露義証》一書中考證仲舒生於文帝元年，卒於武帝太初元年，約七十五歲。此

說也被蕭公權(1982)、金春峰(1997)與馬勇(2001)所接受；林麗雪(1999)認為仲舒應生於孝惠、高
后時，卒於武帝元鼎元、二年間，享年七十餘歲；周桂鈿(1989)推測仲舒生於公元前 198 年，卒

於公元前 107 年到 104 年之間，壽達九十餘歲；韋政通(1986)則從賴炎元(1974-75)的考據，認為
仲舒生於呂后五、六年，卒於武帝元鼎二年，約六十餘歲。 
2 唐代的徐彥在《公羊解詁敘疏》中寫到「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授董氏，尤自別作條例，故何

取之以通公羊也。」，但此說不僅與班固在《漢書‧儒林傳》中所記載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

仲舒著書稱其德」不符，今人賴炎元(1984)、林麗雪(1999)與馬勇(2001)也皆考證兩人並無師承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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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朔五年，仲舒又被公孫弘所陷害相膠西王。公孫弘出身獄吏，其亦治《春

秋》，然不及董仲舒之精醇，又董仲舒對公孫弘阿諛諂媚位置公卿一事甚為不齒，

故兩人交惡。公孫弘拜為丞相後，遂建議武帝令仲舒相膠西王，膠西王為武帝之

兄，為人「縱恣，數害吏二千石」，公孫弘此舉乃借刀殺人，董仲舒亦恐日久獲

罪，便稱病求免，去位歸居，以修學著書為事，直至終老。 

二、 時代背景 

    不同於先秦之百家爭鳴，諸子蠡起，所謂「道術將為天下裂」，漢代哲學最

大的特色，就是融合吸收先秦各派思想於自己的體系之中。從而為以後中國哲學

的發展，奠定了基礎與方向(金春峰，1997：5)。事實上，自戰國中期起，各家

思想在長久互相抵制、頡頏和論辯中，出現了相互吸收、融合的新趨勢。然而，

儘管有許多曲折，儒家思想日益融合道、法、陰陽三家，佔據主幹地位，卻逐漸

明顯和確定。在《荀子》中，就已經對法家和陰陽觀念有所吸收，儘管孟、荀都

聲色俱厲地斥異端、非諸子，卻仍然有盡量吸收他家的情況。這也是任何學說能

真正保存和健康發展的普遍規律(李澤厚，2000：141-42)。 

    董仲舒的《春秋繁露》亦是這整個大思潮下的一個代表。他以當時著稱的公

羊學來論議具體政事，企圖從春秋的各種事例中推論出某種普遍適用的政法規

則。其特點是，竭力把人事政治與天道運行附會而強力地組合在一起。以陰陽五

行(「天」)與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彼此影響即「天人感應」作為理論軸

心(李澤厚，2000：150-51)。他是有意識地發展《呂氏春秋》十二紀紀首，以建

立無所不包的哲學系統。並把他所傳承的公羊春秋乃至《尚書》的洪範，組入此

一系統中去，以促成儒家思想的轉折(徐復觀，1975：178)。 

    在董仲舒的時代，黃老與陰陽家分別是最具代表性的兩大思想流派。由史書

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黃老思想在漢初是政治的指導原則。《史記‧呂后本紀》

云：「孝惠皇帝、高后之時，黎民得離戰國之苦，君臣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

拱，高后女主稱制，政不出房戶，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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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滋殖。」《漢書‧景帝紀》云：「周秦之蔽，罔密文峻，而姦軌不勝。漢興，

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六十載之間，至

於移風易俗，黎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由上所述，可知「清淨

無為」、「與民休息」是漢初政治的特色，其目的在於矯正秦法酷厲的缺失。秦亡

的教訓一直是西漢知識份子關心的問題，例如陸賈《新語‧輔政》云：「秦以刑

罰為巢，故有覆巢破卵之患。」賈誼〈治安策〉云：「秦王置天下於法令刑罰，

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惡之如仇讎。禍既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

所共見也。」補救、矯正秦法弊端的黃老清淨無為思想適時成為政治主流，正反

映了漢初統治階層對秦法嚴酷的深切反省(陳禮彰，1992：12-3)。此種自由放任

固然在孝惠、高后之後發生了極大的效用，然而卻也帶來貧富不均的社會問題。

農人耕作土地至多百畝，收入不過百石，卻要遭受水旱災的威脅與政府的征歛。

有時不得不低價出售農作物或者高利向人貸款。反觀商賈，既無農夫之苦，又有

阡陌之得。是以賈誼與鼂錯都力倡重農抑商。但鼂錯首開鬻爵之路，而文帝聽從

他的意見，景帝又立貲算之法，至武帝時更開鬻賣之門，凡是入榖者、入羊者、

入奴婢者、煮鹽冶鐵者皆得入仕。甚至可以以錢償罪。種種不當措施反而加深社

會之不平等。而一般農民在商人的兼併下，淪為奴婢，仰食豪門地主，藉此免除

政府賦歛。至於貧民不甘為奴婢者，則轉為盜賊。任俠之風因而興起，任俠專主

周人困乏，藏匿亡命，借交報仇，法律因而威嚴掃地。造成社會風氣大壞。 

然而，漢初政治雖主張清靜無為、與民休息以補救秦法的缺失，但是亦另有

承襲秦制的一面，如客觀制度方面，《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秦兼天下，建皇

帝之號，立百官之職，漢因循而不革，明簡易隨時宜也。」《漢書‧律曆志》云：

「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由此可知，「漢承秦制」是很明

顯的。而秦制是與法家脫離不了關係的。而清靜無為的道家性格與沿襲秦制的法

家取向所以能並存，所憑藉的正是黃老思想。黃老思想以「道」為理論基礎，去

闡述「法」與「刑(形)名」的主張。強調自然的天道，作為建立政秩序和人事行

為的標準(陳禮彰，1992：13-4)。史稱「孝文好道家之學」，事實上，文帝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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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之學，就是《史記‧儒林傳序》所稱的：「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所謂「刑

名」，就是「以明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之術。法律上，從高祖開國至文

景之治，事實上支配整個法律體系的是法家思想。有三點足以證明。首先是叔孫

通定朝儀，《史記‧叔孫通傳》： 

 

漢五年，已并天下，諸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

儀法，為簡易。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益厭

之也，說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魯諸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異樂，三王不同禮，禮者，因時世人情為

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理所因損益可知者，為不相復也。臣願頗採古禮與秦

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令易知，度吾所能行為之。」⋯⋯習之月餘，叔

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行禮，曰：「吾能為此。」迺令群臣習肄，會十

月。⋯⋯功臣列侯珠江軍軍吏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

行設九賓，臚傳。於是皇帝輦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諸侯王以下致力六百石以次

奉賀。自諸侯王以下，莫不振恐肅敬。⋯⋯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禮者。於是高帝

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金五百斤。 

 

叔孫通一手擬定的朝儀「采古禮於秦儀雜就之」，而正是秦儀，才會使臣下「莫

不振恐肅敬。」這可以說是法家思想在漢朝延續的一個表徵。其次是漢初承接了

秦朝的嚴刑峻罰。《後漢書‧崔駰列傳》： 

     

    昔高祖令蕭何作九章之律，有夷三族之令，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是謂之具

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

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殺也。⋯⋯以此言之，文帝乃

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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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中後期，經濟狀況已逐漸復甦，潛藏在社會中的不良份子，如任俠、奸商之

流開始活躍。是以要加強禁網，抑制民間犯罪。而當時漢朝的刑法有徒刑、身體

刑、死刑三大類。身體刑有四種，即黥、劓、刖左右趾、腐刑。文帝僅廢黥、劓、

刖三種較輕的肉刑，最重的腐刑則不在廢除之列。是時法律嚴苛程度其實不下

秦。武帝時，張湯、趙禹崇定律令，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

十二事，以致「文書盈於几閣，典者不能徧睹」。 

    第三，吏治敗壞。漢初在第一線主要的文吏皆法家之徒，他們多學習刑名法

術，只曉得上下相毆，以刻為明，以惡為治，以置人與死地為自安之道。是以，

從中央的朝儀、律令到地方的文吏，其嚴苛之程度，實有過秦而無不及。 

    漢初還有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就是封建諸侯與中央的權力對抗。漢初，高

祖為取天下而封建功臣，但對諸侯王實懷戒懼之心，因此即位後，在數年之間，

均以謀反之名，誅滅殆盡。之後以同姓諸王代替，原本希望藉血緣關係強化統治

基礎，到文帝之時諸侯權勢甚大，但礙於功臣逼視，為求制衡，亦不敢貿然整飭，

直到周勃自危謝病，功臣勢力消失後，採用賈誼眾建諸侯的建議，才削弱諸侯王

之雄厚勢力。景帝又採削藩之議，武帝再採推恩分封，地方勢力才因而消失，也

確立了漢代的中央集權(賴慶鴻，1981：38)。武帝深感無為而治並不能應付統一

大帝國之情勢，又如同前文所言，施行黃老已造成極大的社會問題，墨家主兼愛，

大不利專制，祇有儒家嚴差等、貴秩序、尊王攘夷，最適用於統一帝國。 

    在漢初君臣上下俱欲休息乎無為的特殊形勢下，黃老思想適應了社會的需

要，促進了生產的恢復、政治的安定，但巨大的財富和生產的發展，同時引起了

貧富不均的社會問題。形式的變化使黃老思想不能適應社會的需要。董仲舒的《春

秋繁露》，就是在這樣情勢下孕育出的作品，董仲舒以儒學為核心，吸收了「天

人感應」與黃老等各家思想，取代了黃老而成為社會和政治的指導思想(金春峰，

1997：77)。 

《漢書》讚董仲舒「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六經離析，下帷發憤⋯⋯令後

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所以將《春秋繁露》視為一本代表儒家思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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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毫無問題，但是在《漢書‧五行志》亦稱董仲舒「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

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始推陰陽」的記載影響當代學者甚鉅。與古代

學者相比，今人更加注意《春秋繁露》中的陰陽家成分。相較之下，古人將焦點

則多放在董仲舒「為群儒首」的身分。 

董仲舒的哲學主要係融合公羊春秋學與陰陽五行學說而成。前者是他個人所

受之學，屬於儒學正統；後者則是當時的時代思潮，是陰陽家之學。而他之所以

融合儒家與陰陽家，建構其天人哲學，是想要予當時漸趨成熟的大一統專制政

治，一個新的內容和理想。他的理想就是繼承孔子以來的儒家傳統，而這些道統

則大部分從春秋體認出來。陰陽五行思想不過是他為了成就這分理想所採用的較

易取信於時人的論說方法(林麗雪，1999：68-9)。以下將分就董仲舒的《春秋》

學與陰陽思想兩方面做一簡介。首先，《春秋繁露》解讀《春秋》的基本原則是： 

 

《春秋》論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年之中，相為左右，以

成文采。其居參錯，非襲古也。是故論《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

偶其類，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立。以為不然？今夫天子踰年即位，

諸侯於封內三年稱子，皆不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異。非無其辨也，有所見而經

安受其贅也。故能比貫類，以辨附贅者，大得之矣。(〈玉杯〉) 

 

董仲舒認為孔子作《春秋》，是根據二百四十年間史實，評論它的是非得失，表

現他的政治理想，明示後世君王治人的法則。而《春秋》中所透露的理念法則，

即所謂《春秋》的「微言大意」(賴炎元，1984：5)。就詮釋途徑而言，所謂「合

而通之」，是指綜觀全書，並進而推求其所以貫通全書的原則；「緣而求之」，則

是順著《春秋》之語義脈絡，而求其語言文字之意義。「五其比，偶其類，覽其

緒，屠其贅」，則是說明要論《春秋》，首先要排列《春秋》在各種不同情境下所

使用的語言文字，而後按照類別來加以聚合，進而發現其統緒，並進一步辨析經

文所未明言之旨意。藉由此一步驟，便可發現《春秋》所使用之語言文字在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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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情境下所呈現的「特殊意義」。藉此，即可獲得「王道浹而王法立」之結論(陳

明恩，2000：231)。由於《春秋》之辭「多所況」(〈楚莊王〉)、且「無通辭」(〈竹

林〉)、「無達辭」(〈精華〉)，而在闡述義理時又「從變而移」(〈竹林〉)、「移

其辭以從其事」(〈竹林〉)；可見關於《春秋》意義之判斷，必須深入「端」、「科」、

「指」這幾個層面，必須藉由這些「條例」，方能進入《春秋》義理之核心(陳明

恩：247-248)。董仲舒認為，研究《春秋》，不是為了記住那些辭，主要的是要領

會它的指(周桂鈿，1981：267)。怎樣才能領會那些指呢？他說： 

 

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來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難知也。弗能察，

寂若無；能察之，無物不在。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連之，見一空而博貫

之，則天下盡矣。(〈精華〉) 

 

《春秋》是記載已往的事，研究者要根據這些記載闡明道理指導後來人的活動。

但是，由於《春秋》的辭深刻地表達了天意，所以很難理解。如果不深入研究，

好像什麼也沒說，如果能夠深入研究，就會發現他無所不包。所以，研究《春秋》

要將它所記載的事多連貫起來，加以比較、聯繫分析，那麼天下的道理就都能認

識了(周桂鈿，1981：267)。 

董仲舒經過聯繫分析，深入研究，融會貫通，認識到《春秋》有十指： 

 

《春秋》二百四十二年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不有也。雖然，大略之要有

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繫也，王化之由得流也。舉事變見有重焉，一指也；見事變

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

別嫌疑，異同類，一指也；論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來遠，同民所

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切刺

譏之所罰，考變異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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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指也就是：安百姓，審得失，正事本，明君臣之分，著是非，序百官，立教

化，達仁恩，次陰陽，順天意。一切事情都可以與這些指關係上。王化就由這十

指得以流行。把這十指歸納起來，就是「仁往而義來，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

陰陽和調，萬物靡不得其理矣。」(〈十指〉)按照董仲舒的說法，《春秋》所推

明之事理，原就有常有變，變之道理運用於變化的事情上，而經常的道理運用於

經常的事情上；理事相應，各有其適應之法則，不會相互妨礙。換言之，治《春

秋》者不能執著於語言文字之表層意義，而必須視各種不同情境的變化，選擇適

當的解釋法則，如此方能理解《春秋》所推闡的「微言大義」。故云：「《春秋》

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竹林〉)這

些解釋的法則，按董仲舒的觀察，記有六種。〈正貫〉：「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

後差貴賤而貫通其理，則事變散其辭矣」之後又接著說：「故志得失之所從生，

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論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立義定尊卑之

序，而後君臣之識明矣；載天下之賢方，表謙義之所在，則見復正焉耳；幽隱不

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變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不悖其論矣。」

此「六科」乃董仲舒綜貫《春秋》全書後，所歸結出的治《春秋》之綱領，也是

解釋《春秋》之法則(陳明恩，2000：239)。 

就陰陽五行思想而言。陰陽五行思想係結合陰陽和五行兩種思想而成，於鄒

衍時，將五行與陰陽二氣關連在一起。再到了《呂氏春秋》，則把五行配入到四

時中去，更配上他們認為與四時相應的政令思想，首次建立了陰陽五行為依據的

宇宙、人生、政治的特殊結構。此一特殊結構，給予漢代思想家重大的影響。尤

其是董仲舒，他由此把陰陽、四時、五行的氣，認定是天的具體內容，伸向政治、

學術、人生的每一角落，完成了天人哲學的大系統(林麗雪，1999：69-70)。 

董仲舒的天人哲學，乃是將儒家敬德的天道觀，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而成的綜

合性理論。也就是把陰陽五行運會的、盲目演進的自然歷史觀，轉移為政治得失

上的反應，於是朝代的廢興，依然決定於人事而不是決定於天命。這便是從陰陽

家的手中，把政治問題還原到儒家人文精神之上(林麗雪，19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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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儒家與陰陽五行的思想外，當代學者們也注意到董仲舒思想的「黃老」

成分。最早從這個角度來省視《春秋繁露》應為余明光。在〈董仲舒與“黃老＂

之學─《黃帝四經》對董仲舒的影響〉3一文中，從「無為之道論」、「人君南面

之術」及「陰陽刑德理論」來論述董仲舒思想與黃老之學之關係。自此之後，也

有一系列的論文如：美國學者薩拉‧奎因(Sarah A. Queen)〈董仲舒和黃老思想〉

4、張國華〈《淮南鴻烈》與《春秋繁露》〉5與陳麗桂〈董仲舒的黃老思想〉6與余

文相呼應。金春峰並歸納出(1)、陰陽刑德思想；(2)、人君貴神的「術數」思想；

(3)、老子的權謀策略思想；(4)愛氣養生的思想，來說明《春秋繁露》對黃老思

想之吸收(金春峰，1997：66-7)。 

董仲舒一本公羊學好言天人災異的傳統，順應著秦漢以來學術統合的趨勢，

大量地吸收戰國以來陰陽學的成果，去豐富儒學仁義德化思想的理論內容，他的

終極目標是儒學外王事業的圓滿落實，但他知道，這必須與現實的政治體制、社

會狀態，以及當代強勢的思想潮流取得一定的妥協。由是，他一面循著黃老，擷

取陰陽家的理論，架構其統御術。另一方面，他既承襲《詩》、《書》以下尚德的

天命觀，又循著鄒衍以來的理論路線，結合著陰陽與五行，用秦漢以來流行的氣

化、類應觀念，去填充天道的內容，從而詮釋天人關係，以推衍其災異論
7。其

最終目的，則在把政治得失極力回歸到儒家的人文道德基點(陳麗桂，1997b：

28-9)。 

貳、 《春秋繁露》的來歷與考證 

《漢書‧本傳》記載，「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

篇，而談春秋得失，聞舉、玉杯、蕃露、清明、竹林之屬復數十篇，十餘萬言，

                                                 
3 《道家文化研究  第二輯》，頁 209-22。 
4 《道家文化研究  第三輯》，頁 285-96。 
5 《道家文化研究  第六輯》，頁 200-16。 
6 同前註，頁 217-31。 
7在儒家、陰陽家、黃老之外，學者們亦發現董仲舒也借用了部分墨家的觀念，如順天志、天與

王者皆以愛利天下為意、興利除害等，尤其是將墨子的兼愛，轉化為博愛而吸收至儒家思想之系

統之中(韋政通，1986：31、黃朴民，199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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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傳於後世。」直到隋書經籍志以後的書目著錄春秋繁露十七卷，《春秋繁露》

才算首次出現。而最先著錄《春秋繁露》篇數的是《崇文總目》。該書說「其書

盡八十二篇，義引宏博，非出近世。」足見北宋初期該書八十二篇仍無亡失。但

是到了南宋寧宗嘉定三年(西元一二一零年)，樓鑰(大防)得潘景憲(叔度)所藏本，

凡十七卷，八十二篇，與隋唐志與崇文總目著錄相同，其中缺三篇，實七十九篇，

樓氏以此本為底本，跟他以前所得寫本、京師印本與胡榘刻本，互相讎校，乃為

定本。 

宋程大昌在其《春秋繁露》書後，指出該書辭意淺薄，也不應以「繁露」為

書名，「玉杯」為篇名。又《太平寰宇記》、《通典》、《太平御覽》三書，所引《春

秋繁露》語，今本皆無，而證明此書偽出。8徐復觀曾就此三點一一加以反駁。9戴

君仁在〈董仲舒不說五行考〉一文中，以董仲舒在〈賢良三策〉裡，僅言陰陽而

未提及五行，但在《春秋繁露》中卻大言五行，作為證明《春秋繁露》不是董氏

作品的主要論據之一。徐復觀亦云：「賢良三策，主要言任德不任刑；《春秋繁露》

中，凡以德與行對舉的，皆只言陰陽而不言五行。言陰陽而不言五行之篇數，絕

對多於言五行之篇數。」因此，徐氏認為在沒有得到更確實證據以前，不能輕易

指說該書為偽作。 

「繁露」二字究竟為何意？歷來有兩種說法。南宋《館閣書目》根據《逸周

書》《王會解》注，解「繁露」為「冕之所垂」，謂「冕之所垂，有聯貫之象，《春

秋》屬辭比事，仲舒立名，或取諸此」。宋人程大昌說「繁露」是一種「連貫物

象以達己意」的文體。然而這兩說皆不為今人所接受(賴炎元，1984：2-3、韋政

                                                 
8 「繁露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臣因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計其說

春秋凡數十篇，玉杯、繁露、竹林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露冠書，而玉杯、

清明、竹林，特各居其篇之一，愈見其可疑。他日讀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見所引繁露語言，

顧今書皆無之⋯⋯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後來他又讀《太平御覽》，引古繁露語特多。「御

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露之書尚存，今遂逸不傳，可歎也已。」 
9 「說此書的辭意有些奇特，是可以的；說此書的辭意淺薄，這只證明程氏的粗疏無識。程氏已

編輯太平御覽時此書的真本尚存。此真本之名為春秋繁露，早見於隋書經籍志，程氏又何以不因

書名而認為可疑？⋯⋯依程式之意，此書乃偽造於北宋；誰能找出在北宋理學及史學鼎盛時代，

在周敦頤的泰籍圖說及邵雍的皇極經世的創立時代，會出現像春秋繁露這種內容的著作？且作偽

者為什麼偏偏用上為當時一般人所不能接受的篇名？⋯⋯綜上所述，程氏的論政，可謂全無立足

之地。」(徐復觀，1975：1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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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1986：4)。韋政通則以《周禮‧大司樂》賈公彥疏「繁多露潤」之說，解釋

此書為從《春秋》的基礎上繁衍而出，足以露潤政治、社會、人生的一套學說(韋

政通，1986：4)。 

叁、研究旨趣 

過往以「董仲舒」或「春秋繁露」為主題所作的學位論文，已涵蓋他思想中

許多面向。其中包含法律(武藤邦夫，1980、鄧桂秋，2000)、政治(賴慶鴻，1981、

徐秋玲，2002)、陰陽五行(任金子，1982、梁惠卿，1992)、春秋學(黃啟書，1994、

王淑蕙，1994、洪碧穂，1994、吳清輝，1999、楊濟襄，2000)與天人關係(陳禮

彰，1992、李健良，2002)等10。本文則是試圖以「政治倫理」為角度，來對《春

秋繁露》加以研究。儒家思想以倫理道德為中心。倫理道德為儒家思想的出發點，

也是歸宿點。在儒家看來，做人最基本的努力，是修養合於仁義的道德人格；人

生最崇高的目標，是實現合於人性的道德理想；人類最偉大的事業，是建立合於

倫理的禮樂文化(王開府，1986：33)。由於人不能離群體而獨立生活，而群體生

活不能不求秩序，此一秩序就儒家而言，就是倫理。於家庭有家庭之倫理，至社

會亦有社會之倫理，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是以，不但社會倫理化，其政治亦倫理化，政治依倫理而立制度，君為一

國之長，臣民忠於君，君對臣民，當然必以仁。如此，政治依倫理而行事，這樣

的政治理想，就是儒家的仁政王道(周紹賢，1978：3-4)。 

過去亦有學者就「倫理學」之角度來探討董仲舒的思想。如韋政通在《董仲

舒》一書中的第六章就是〈董仲舒的倫理思想〉，此外，詹哲裕也曾發表過〈董

仲舒倫理思想析論〉。余英時(1975)與陳麗桂(1997a)則是將角度緊扣「君臣關係」

來談論董仲舒如何藉由「儒學法家化」，來建構其「單項輸出式臣操」以符合他

繼承源於申韓黃老一系的「絕對君臣關係」。本文則是試圖在前人研究之基礎上，

                                                 
10其他還有：孫長祥，《董仲舒思想評述》，1984。該文認為董仲舒的思想乃是受天下一統的影響
而求知識一統的理論，有心改變漢繼秦制下尊尊之弊亂偏失。仲舒取陰陽論四時之大順而不可失

者，改為以報德崇本之信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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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視角深入「政治倫理」。 

韋氏之〈董仲舒的倫理思想〉一文分四小節，分別是「倫理思想的特色：法

天」、「倫理與三綱」、「義、利與經、權」、「仁義法：人與我」。對於董仲舒倫理

思想的整體性質與個別用辭之意涵，皆有詳細分析。該文以為：(一)、「仲舒的

倫理思想，是以作為天地萬物之本的天為根基，因此倫理行為的合理化，都必須

法天」，而由於仲舒倫理思想的特色在法天，所以君臣的關係以及君臣之道，「也

都相應著陰陽關係以及陰陽之道而成立」，於是「以尊卑貴賤確定君臣、父子的

關係」又仲舒「承襲了法家的君術」使的君「不但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且代

表絕對的價值標準」，該文認為，這樣的觀點，「是法家化必然的結果」(標楷體

字為本文所加)；(二)、就「三綱」而言，韋氏以為並不需要特別問難於董仲舒，

這一觀念之來源是「忠孝混同」思想的產物，「在孔、孟思想裏，孝已演變成所

有倫理價值中最佔優勢的價值，當專制體制形成之後，忠的價值必然被強調為最

高價值，因此，道統裏的孝和政統裏的忠，勢必發生衝突，唯一能化解衝突的方

法，就是使忠孝混同」又，根據賀麟之分析，三綱來自五倫，「五倫說注意人對

人的關係，三綱說則將人對人的關係，轉變為人對理、對位分、對常德的片面的

絕對關係」因此「忠君完全是名份對理念盡忠，不是作暴君個人的奴隸」；(三)、

仲舒對義、利，經、權這兩組概念各自有其推進。並且「使義、利成為強烈的對

比，並使它成為儒家倫理學主張動機論的代表言論者，是董仲舒」，依此「仲舒

是堅守著儒家道德理想主義的標準⋯⋯主張倫理的動機論者，是不重視倫理效果

的」(標楷體字為本文所加)；(四)、然而，該文分析經權理論，發現「處理如何

『中權』的問題，要看行為的結果是否合理，與處理常態的倫理問題，強調倫理

的動機，正好是兩個極端」；(五)、董仲舒的仁義法，其基本的意向，是賦予仁

義以法度的意義，這與他以政治為思想的中心問題是相應的(韋政通，1986：

122-43)。 

詹哲裕的〈董仲舒倫理思想析論〉則是由「道德的起源─天人合一」、「倫理

原則及規範─『三綱五常』」、「倫理行為的判準─義利、善惡的判斷」、「倫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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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思想─『以德教為本』」四大面向來分析董仲舒的倫理觀。詹氏於「三綱」以

及「義利關係」兩個命題上，表現其不同於韋氏之判斷：(一)、首先，該文指出

「孟子⋯⋯他把『三倫』表述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到韓非時

「對於父子和夫妻關係⋯⋯也純粹變成了一種政治關係。他認為妻和子都是不可

信的⋯⋯因此，父子、夫妻關係完全是一種強制，對此的評價，並不是道德的評

價，而是種政治的評價」而他發現「董氏與韓非不同，他把『三綱』倫理化了，

變成了道德的基本原則。這個區別反映在理論上便是：韓非要求的是人們必須這

樣做，表示對人們行為的一種禁止，是法律的強制；而董仲舒所要求人們應該這

樣做，由必須到應該並樂意這樣做，表示為一種對人們行為的道德約束」(標楷

體字為本文所加)，詹氏獨到之處在於，由「三綱」的具體體現中，他發現「君

主要維護和鞏固其統治，不單是要臣民絕對服從，而且君主自己對臣民也負有責

任」(標楷體字為本文所加)。若詹氏所言不虛，則可以將《春秋繁露》視為倡導

一種「雙向君臣倫理」或「相對君臣關係」，也就是說，統治者唯有恪守其位所

賦予之倫理要求，才能對臣子要求效忠(詹哲裕，2000：31-3)。(二)、其次，於義

利關係上，詹氏認為「董仲舒⋯⋯他並不完全排除利，他認為『義』同『利』一

樣，同時產生，同出一源，都是天之所與」但是在判斷「義」和「利」的關係時，

詹氏說「董氏的說明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有的認為義和利二者不可缺少，有時則

以『義』去否定利」、「一方面他肯定了『利』⋯⋯但他在另一方面當把議利與善

惡相聯繫的時候，又把二者絕對對立起來⋯⋯甚至否定「利」，從而陷進了只看

動機不看效果的唯動機論的泥坑」(標楷體字為本文所加)詹氏對他所發現的矛盾

保持一種接受的態度，從而說「對於這種前後相互矛盾的說法，我們不能採取肯

定其一，否定其一的看法⋯⋯因為這種矛盾發生在董氏身上並不奇怪。董氏主張

「節欲」正是為了說明這點的」(標楷體字為本文所加)(詹哲裕，2000：38-40)。 

余英時和陳麗桂則是專就「君臣關係」來考察董仲舒在《春秋繁露》中如何

使儒學法家化，並建立起「絕對的君臣關係」。余英時在〈反智論與中國政治傳

統〉一文中，發現過往研究董仲舒與《春秋繁露》的學者「都注意他吸收陰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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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的學說的一方面，對於他受法家影響的部分則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余英

時，1975：42)而董仲舒對法家的吸收，則反映在君臣關係上。並且，「董仲舒事

實上是竊取了法家的『尊君卑臣』之論。前面所引韓非『主道』篇『有功則君有

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之語，便是董仲舒『善皆歸于君，惡皆歸于臣』的思想

之來源，不過董氏托其說於「春秋」而已。這也是儒學法家化的一個顯例」(余

英時，1975：39)。此外，董仲舒不僅反覆論證「尊君卑臣」之義，甚至將「尊

君卑臣」的原則推廣到其他社會關係方面，於是就產生了著名的「三綱」之說。

因此余文的結論是「由此可見，董仲舒所以要建立的尊卑順逆的絕對秩序根本上

是儒學法家化的結果」(余英時，1975：40)。無獨有偶的，陳麗桂在〈董仲舒的

黃老思想〉一文中，也有著極為相似的論點。該文的第四節「陽尊陰卑、君尊臣

卑」中提及「董仲舒陽尊陰卑的理論，基本上是成自黃老一系的陰陽大義」(陳

麗桂，1997：190)、「他大抵先從自然節候的更疊變化中，歸納出兩股相反相成的

力量，再分別為它們配上位置，強調他們彼此間的對立性⋯⋯並進一步為它們釐

定主從尊卑關係」(陳麗桂，1997：192)。而該文的結論則是：「像這樣單向輸出

式的臣操，我們似乎只有在法家商、韓一系的君臣關係中才能找到共鳴。⋯⋯這

和先秦儒家即使不和君主爭是非，至少讓他明是非，最起碼不與茍同的觀點，是

大有不同的」(陳麗桂，1997：194)。 

學界對《春秋繁露》的倫理學取向，有兩種不同的詮釋：目的論與義務論。

前者如唐宇元：「我們把董仲舒認為『天覆育萬物』，在於『養人』、『利人』的原

因，稱之為『目的』，是用亞里斯多德和黑格爾所說的那種『目的』，是一個自然

主義的『必然性的概念』，亦即是自然主義的『內在決定性』。亞里斯多德關於『自

然的理念』的『目的的概念』，與『必然性的概念』之間，亞氏把『目的規定為

自然事物本身的內在決定性』。對照董仲舒具體的天論來看，也有類似這種思維

的方式。董氏以自然性與道德性相貫通的天，以氣為基始的陰陽五行，在其運行

而化生萬物的過程中，是『有秩』、有『度』的規律性和必然性，是陰陽五行運

行之『故』『理』的表現，是自然性的萬物本質所具有的原因和根據，亦即黑格

 14



《春秋繁露》之政治倫理觀                                               第一章  緒論 

爾所說的『自然事物本身的內在決定性』。」(唐宇元，1996：122-23)。金春峰在

《漢代思想史》也做出極為類似的詮釋：「董仲舒的思想首先是神學目的論的或

外在的目的論，它把一個有意識行動的第三者納入自然界，這是很荒謬的，但由

於董仲舒十分強調事物的『類』、『故』、『理』，以神為自然本身，因此和亞理士

多德一樣，他的目的論也有著把目的規定為自然事物本身的內在決定性的意義。

比起那種完全以偶然性來解釋自然現象，否認自然有其內在的『類』、『故』、『理』

的觀點，或把必然性強調到一個極端而以宿命論說明一切的觀點，有其一定的合

理的因素。」(金春峰，1997：160)。 

亞里斯多德的倫理學預設了對潛能與行動、對作為理性動物的人的本質，以

及更重要的，對人的目的(telos)的某種解釋。那些敦促美德而禁決惡行的訓誡，

教導我們如何把潛能變為行動、如何實現我們真實本性並達到我們真正的目的。

違抗這些訓誡是不會成功的，也得不到人作為一個特殊物種所特別追求的合理幸

福的善。通過這類訓誡的運用以及倫理學研究所規定的那些行為習慣性的培養，

我們所具有的欲望和情感將得到調整與教化；理性既告訴我們的真正的目的，又

教導我們如何去達到它(宋繼杰，2003：67)。 

但也有學者視董仲舒為義務論的倫理學，如張端穗：「董仲舒認為行為合權

與否端視行為的本身是否合乎價值標準，與行為結果的好壞無關。董仲舒甚至認

為結果即使是失敗的，也不妨害行為合權，這就是純粹義務論的倫理思想了。」

(張端穂，1997：5)。 

對義務論者─如康德─而言，理性的本質就在於制定普遍、無條件的、內在

一致的原則。從而一種合理的道德所規定的原則，能夠也應該獨立於各種環境和

條件而為一切人所信奉，亦即能夠一貫地為每一個理性的行為者在任何場合下所

遵守(宋繼杰，2003：58)。 

目的論與義務論的倫理學取向特色大不相同，甚至也無法找出「中間路線」

作調和。是以該如何評斷這兩種截然不同且相對立的說法呢？本文以為，藉由重

新探究《春秋繁露》的主要論旨，應當可以做出適合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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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各家之說，得以發現其中有不少值得加以追問之課題，分述於下： 

(一)、董仲舒是如何論証「天」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他如何融合陰陽五行

的觀點來論述儒家德治思想？還是他是藉由「天」來論証「尊君卑臣」的絕對關

係？(二)、假設我們將《春秋繁露》被視為「儒學法家化」的結果─支持一套「絕

對君臣關係」以及所謂的「單向輸出式臣操」，以及將「三綱」論述為一種「片

面的絕對關係」。那麼前文所提及的陰陽家氣化宇宙論的思想與《公羊傳》所欲

彰顯之「春秋大義」對《春秋繁露》之君臣倫理又有著什麼樣的影響？《春秋繁

露》又是如何調和這些不同學派之論點？(三)、在《春秋繁露》中有多少證據可

以將董仲舒詮釋為倫理學上的「唯動機論者」？而這種詮釋又是否真正能夠代表

董仲舒自己之倫理觀？還是就如韋政通的詮釋，董仲舒本人就是擺盪在視「行為

的結果是否合理」的後果論者與「強調倫理的動機」的唯動機論者兩種極端立場

之間？又或者《春秋繁露》事實上僅有一種倫理觀而並非如韋氏所聲稱的那麼矛

盾呢？(四)、承(三)，與此相關的是，《春秋繁露》中又是怎麼處理「義」、「利」

間之關係？是「重義輕利」還是「利義兩養」？(五)、《春秋繁露》是目的論還

是義務論？就「權變」而言，韋政通理解為「後果論」，張端穗則論証為「義務

論」。而究竟董仲舒欲表達之立場為何呢？ 

本文試圖針對以上這些問題提出解答，並說明本文之立場與看法。 

肆、 結構安排 

本文共分六章。第一章是緒論。首先就董仲舒的生平與他所成長的時代背景

加以介紹他思想之淵源。漢武帝當政之時，便深感黃老治術不足以因應當時的政

治情勢。故董仲舒以儒家─尤其是《春秋公羊傳》為本，綜合黃老的統御術與陰

陽家的感應說旱災異論，一方面補充了先秦儒家於「勢」和「術」在理論上之缺

口；另一方面也藉由陰陽家的氣化宇宙論，來論証「天」對人主之制裁，然若深

究其本意，仍是以儒學為宗旨，倡導「德治仁政」之政治思想。對黃老與陰陽五

行的吸收，其目的也是企圖在強調理想的儒家思想之上，使之轉變為更加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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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此成為指導性的政治意識形態。 

 

第二章「天與政治倫理」。首先，由於董仲舒將倫理道德之起源基礎都歸之

於「天」，於是本章就欲探討「天」含有哪些政治意涵？《春秋繁露》又是如何

藉由「君權神授」之概念，來連接「天」與統治者之關係？統治者又是如何觀天

意以參天？董仲舒為了預防統治者不法天而治，於是《春秋繁露》又是如何藉由

「天副人數」來論証「天」得以藉由「氣」而與人相通，並且連接「氣」與「災

異理論」之關係？「災」和「異」又有何不同？而在上位的君，應當如何詮釋災

異，以及面對災異該如何補救？由「天行有常」觀察出的「節度天」的概念又富

有怎麼樣的政治意涵？《春秋繁露》又是如何由「受命」之觀念說明政權轉移的

條件在統治者的德行，並以此加強天對統治者之約束？ 

 

第三章「人性論與政治倫理」。本章首先考察董仲舒如何論証其「性善情惡」

之人性論？這樣的人性論對孟子的性善論與荀子的性惡論各有著什麼樣的繼承

與批判？而性善情惡之人性論又如何成為指導統治者實行「先養後教」之依據？

以及基於性善情惡之人性論，該如何以實踐德教？君主又應該如何以「仁義禮智

信」的「五常」作自我要求，來處理君民之間的關係，使隱藏在人性中「善善惡

惡」之本性？昇華為「得見有常」之德性？換言之，本章的要點就在《春秋繁露》

如何藉由論證人性論，為儒家仁政德治之理想尋找一個形而上學之基礎。 

 

第四章「君臣關係與政治倫理」。如前文所述，有部分學者視董仲舒為「儒

家法家化」，並由此指稱《春秋繁露》倡導「絕對君臣關係」與「單向輸出式臣

操」。本章則以為，《春秋繁露》中對君臣關係之論述與法家並不可等同。首先，

《春秋繁露》建構君臣關係時，受到陰陽家氣化宇宙論的影響比法家更大，其次，

若是儒學法家化，又該如何詮釋「君明臣賢」、「尚賢」與「權變」等影響《春秋

繁露》君臣關係甚深的這些觀念？雖然董仲舒吸收了「勢」與「術」的觀念來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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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儒家的政治思想，使之更為現實化與合理化，也更加適合專制體制，然而《春

秋繁露》亦繼承孟荀以降儒家的一貫態度，而支持「暴君放伐」，這樣的觀點，

又與法家理想中的君臣關係有多大不同？《春秋繁露》有沒有刻意強調「三綱」，

並且將統治者視為臣子在是非對錯上絕對之標準？ 

 

第五章「《春秋繁露》政治倫理觀之後設分析」。本章藉由「後設倫理學」

(meta-ethics)來探討《春秋繁露》中所蘊含之政治倫理問題。共分三大主題，分別

就「權變」、「義利」以及「《春秋繁露》與《孟子》」之關係，試圖對某些相對立

的詮釋找出各自之論証，並予以檢視，及提出本文之觀點。本文以為：依照《春

秋繁露》對「權變」之詮釋，這應當是一個目的論式的觀念，而不適合以義務論

來加以詮解；「義」與「利」之間也並沒有蘊含矛盾或衝突，《春秋繁露》將「義」

與「利」放置在一個良性循環中，並且藉由釐清「義」、「利」之間的關係，也彰

顯出《春秋繁露》毋寧是重視倫理效果的目的論(teleolgical theories)，而非動機論；

最終藉由重新檢視《春秋繁露》對《孟子》「性善論」之批判，對《春秋繁露》

與《孟子》在人性論上的差距，作出本文之詮釋。 

 

第六章「結論」。本章將就後人對董仲舒之評價展開討論，董仲舒最為人批

判的兩大部分，分別是「幼稚迷信」與「擁護專制」，本文擬就這兩部分，提出

本文之看法，並且試圖說明董仲舒對政治倫理的觀點有何貢獻與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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