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繁露》之政治倫理觀                                        第二章  天與政治倫理 

第二章 天與政治倫理 

一、 前言 

本章旨在探討《春秋繁露》中有關於「天」與政治倫理之關係。首先，董仲

舒透過對於「君權神授」之論述，說明統治之正當性的來源是天，由此基礎上要

求「以君隨天」。其次並試圖指出「天」所被賦予之倫理意涵：就積極面而言，「天」

代表著理想之政治秩序；就消極面而言，「天」則等同於君主之監督者。並且由

前者衍伸出「節度天」之觀點；以及藉由解決漢代統治之正當性問題，闡述其所

設計之「三統論」並說明政權轉移的條件歸之於君主的「德」與「仁」。 

二、 天之政治意涵 

漢代哲學的特色表現在極力以陰陽氣化理論，具體地闡釋各種現象的生成與

宇宙的運行，即所謂「氣化宇宙論」，若有一人格神義之天主導整個宇宙，不但

宇宙間所有事物無一不體現著天意，乃至名號、道德等人文成就，亦「無有不皆

中天意者」(〈深察名號〉)(周雅清：2002，124-25)而董仲舒哲學上最大的特色，

在於他有一套繁複的天人關係。學者們皆普遍同意，在《春秋繁露》中，「天」

含有兩種，甚至多種意義，例如：楊樹藩在〈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中，指出「天」

包含「具有條理的運動體」與「人格天」兩種意涵；羅光在〈董仲舒的哲學思想〉

中，將天分為「無形無像的最高上天」與「由事物可現的自然之天」；陳麗桂在

〈從天道觀看董仲舒融合陰陽與儒學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則把天分為「百神之

君」與「物質性的天」；趙雅博在〈秦漢思想批判史〉中將《春秋繁露》一書中

對於「天」的看法分為「有位格的最高神明」與「蒼蒼者天」。金春峰甚至認為

董仲舒的「天」有神靈之天、道德之天和自然之天三方面的意義。綜合以上各家

之說，本文以為，在《春秋繁露》中，「天」就等同於「理想政治秩序」之範本。

而為了使理想秩序得以實踐，董仲舒首先論證「天」與政治之關係。董仲舒認為

道德源自於「天」，換言之，道德來自天的規定。他認為「天」是最尊貴的，它

支配著自然、社會乃至一切。天不僅主宰一切，而且它同人一樣，有思想、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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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道德判斷。他處處突出天的權威，從天啟中發現道德的基礎(詹哲裕：1999，

26-7)。「故仁義制度之數，盡取之天。」(〈基義〉)而藉由「君權神授」，《春秋

繁露》說明了類似人格神般擁有意志的「天」如何透過君主來實踐其理想之政治

秩序。 

首先，董仲舒提出「元」的概念，來論證君權神授：「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

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

景星見，黃龍下。王不正則上變天，賊氣並見。」(〈王道〉)將一年稱為元年，

即是重視開始；而王者為人之始也，當為天下之表率，否則「王不正則上變天」，

是以皇帝之作為必須按照上天之意義行事。「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

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玉杯〉)。至若： 

 

人之得天得眾者，莫如受命之天子。(〈奉本〉)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深察

名號〉) 

 

故德侔天地者，皇天佑而予之，號稱天子。(〈順命〉) 

 

此皆為宣揚君權神授之觀念。天與君的關係不僅僅是授予權柄，天人之間還有「相

參」之關係：「天地與人，合而成德。」(〈官制象天〉)董仲舒是以整個世界為

對象，視天地人為一有機聯繫系統。此觀念是承繼先秦以來天地人相參之思想，

所不同者，乃是將「人與天地參」之「人」，巧妙地置換成「君主」，俾能實踐以

君隨天之理想政治(彭妮絲，1994：4)。「明主賢君，必於其信，是故肅慎三本，

祭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悌，表異教行，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

蠶，墾草殖榖，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立辟癰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

教化，感以禮樂，所以奉人本也。」(〈立元神〉)三本奉行，則民如子弟，不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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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作為。而奉人本者之立辟癰庠序，掌管禮樂教化者，無非王者莫屬，是以所

謂天地人相參，實際上乃指君主與天地相參(彭妮絲，1994：4)如此，「君權神授」

固然提高君主的地位，然而其更重要的意義是在於賦予君主約束，由於君主的正

當性是由上天所授與，故君主需要對上天負責。 

至若「與君隨天」應當如何實踐？首先，君主必須先理解「天」所闡釋之政

治意涵。於此，則有兩種不同之途徑，一是通過內心獨省體會：「今切認為其當

與不當，可內返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歷數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

(〈郊語〉)其次，唐君毅在〈中國哲學之天人關係論之演變〉一文中，提出漢儒

如何見天道的問題。他認為「漢儒溯萬象之流行變化，於其所自出之太初之元氣，

而以為在易之先，為陰陽之本」(唐君毅，1991a：295)《春秋繁露》中亦含此類

言論：「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五行相生〉)、「是以春秋變一為元」

(〈重政〉)又仲舒以元氣變化而成天地萬物，是元氣以動為性近乎陽氣，故董仲

舒自元氣或陽氣之表現處觀；合觀陰陽氣亦當以陽氣為主
1蓋「陽氣生而陰氣殺，

陽行於順陰行於逆」(〈王道通三〉)由此可知董仲舒之觀天道乃全陽主乎陰，使

陰順陽，使陰轉為順陽處見天道(唐君毅，1991a：298)。透過這兩種方式，君主

得以歸納出天意在政治上之啟示，「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

之諸人，法其數而以起事，法其道而以出治，法其志而歸之於仁」(〈王道通三〉)，

詳細地說，主要表現為： 

 

(一)、「有序」。「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

者，天之威也。」(〈威德所生〉)由天四時之序類推作為人君執政之次序。

然而法天之四時，所法者僅是「當其時」，而非強制性遵從，所謂：「若留德

                                                 
1 如：「天之常道，相反之物，不得兩起。一而不二，天之行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

入。⋯⋯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歳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天道無二〉)、「陽常

居實位而行於盛，陰常居空虛而行於末⋯⋯陽始出物亦使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

物隨陽而出入。」(〈陽尊陰卑〉)、「空者之於實也，清溧之於於歲也，酸鹹之於味也，僅有而

已矣，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之者位百物枯落也，喪之者位陽氣悲哀也。」(〈陰

陽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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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待春夏，留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之經」(〈如天之

為〉) 

 

(二)、「利他」。「生育養長，成而更生，終而付始其事，所以利活民者無已，

天雖不言，其欲贍足之意可見也。古之聖人見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

天下，必以兼利之。」(〈諸侯〉)王者當循天意，其一切政治措施之終極目

標及在兼利天下。 

 

(三)、「容眾」。「天序日月星辰以自光，聖人序爵祿以自明；天所以剛者，

非一精之力，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眾其

賢；盛其精而壹其陽，眾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

然後可以致其功。」(〈立元神〉)勉勵人君當師用聖賢；上天累聚精氣以剛

強，聖王則當法天，任用賢人以自強，有賢者備股肱，則君之威嚴立而國安

定；用賢與否關乎國家之治亂興亡與人主自身之榮辱成敗，故必須謹慎。而

得賢之法「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通國身〉)，人君當虛靜其形，

虛懷若谷。 

 

(四)、「有度」。「天有寒有暑，夫喜怒哀樂之發，與清暖寒暑期時一貫也⋯⋯

喜怒時而當，則歳美，不時而妄，則歳惡，天地人主一也。」(〈王道通〉)

將喜怒哀樂與清暖寒暑相比附，此四種氣，天人共有，非人能蓄養，是以可

節制而不可禁止，節之而順。止之而亂。所以不求禁止統治者的喜怒哀樂，

但求其順應四時節氣。 

 

依此，王者施政要「視天而行」(〈天容〉)、「是天之所行以為政」(〈四時之副〉)。

所謂「視天而行」，是指王者的一切政治行為、政治風格，乃至心理狀態都要以

天為法，合天德。總之，人主不論在心理上，或是行為表現上，政令的發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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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處處都須把自己擬化成「天」，想像成天，一方面擁有天的尊高與權力與天

的質性，承擔起天的責任(陳麗桂，1997：17-8)。 

除了君主本身的修養之外，官制也要象天：「為人君主者，⋯⋯列官置吏，

必以其能，若五行，⋯⋯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天地陰陽〉)人君

的職責在列官置吏以養人。而關於官吏的制度，董仲舒認為與「天數」有密切關

係：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列臣備矣。⋯⋯

三人為一選，儀於三月而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而終也。⋯⋯是故天子自參

以三公，三公自參以九卿，九卿自參以三大夫，三大夫自參以三士。三人為選者四

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若天之四重，自三之時以終歳也。(〈官制象天〉) 

 

天子直接由三公輔佐，三公各有三卿輔佐，共有九卿；九卿各由三大夫輔佐，共

有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各由三元士輔佐，共有八十一元士。自天子至大夫，

各由三人輔佐；自公至元士，每三人輔佐一人。這是象一季有三個月。天子選公，

公選卿，卿選大夫，大夫選元士，共四重四選。這是象一年有四季。這一套臣制，

完全是根據天數而設計的(孫廣德，1993：96)。此外，天的意志也顯現在五行之

中，是以五行與官制亦有關係。所謂「五行」是： 

 

天有五行：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金，五曰水。木，五行之始也，水，五

行之終也，土，五行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木生金，金生水，

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金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

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金受土，水受金也。諸受之者，皆

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以生而火養

之，金已死而水藏之，火樂木而養以陽，水剋金而喪以陰，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

行者，乃孝子忠臣之行也。五行之為言也，猶五行歟？是故以得辭也。(〈五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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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此乃「天次之序」，也就是「自然秩序」，這樣的自然秩序，把授予者視為居父親

之位，將接受者視作居兒子之位，由於繼承春天的就是夏天，這樣五行就是木生

火；而秋天過去，冬天即來，這在五行就是「金死而水藏之」。從空間來說，木

居東方，火居南方，金居西方，水居北方，土居中央。從時間方面來說，五行中

之四行，各主一年四時中一時之氣。木主春氣，火主夏氣，金主秋氣，水主冬氣，

土則統主四時(陳福濱，1994：81)： 

 

水為冬，金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土者，火之子也，五行莫貴於土。

(〈五行對〉) 

 

    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不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行而四時者，土兼之也，

金木水火雖各職，不因土，方不立⋯⋯土者，五行之主也，五行之主，土氣也。(〈五

行之義〉) 

 

董仲舒為使陰陽，四時，五行，在數目位置上能配合得當，遂將五行之「土」擺

在中央，而將四時中的夏，分出「季夏」來「配」土，再把陰陽分成少陰為秋，

太陰為冬，少陽為春，太陽為夏，然後將它們配在東，西，南，北的四方。如此，

則董仲舒所謂「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列為五行」的宇宙

結構系統即告完成(陳福濱，1994：82)。 

在五行的次序方面，董仲舒有「五行相生、相勝」的觀念。這是他配合自然

界的現象以解釋政治得失和人倫道德諸事，使天道經由五行而顯現予人類，亦使

五行成為上天昭示人類的行為準則。他復將五行相生相勝的觀念，應用到官制

上。如〈五行相生〉篇，即利用五行相生的觀念，來說明「五官」的建置，以司

農為木，司馬為火，司營為土，司徒為金，司寇為水，以官職間的互相作用而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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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五行的相生(陳福濱，1994：83-4)：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列為五行。行者，行也，其行不同，

故謂之五行。五行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故為治，逆之則亂，順之則治。⋯⋯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司馬實榖，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

木生火。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君官者，司營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

生土。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大理者，司徒也，司徒者，金也，故曰土

生金。西方者金，大理，司徒也，司徒尚義⋯⋯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

故曰金生水。北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禮⋯⋯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

故曰水生木。(〈五行相生〉) 

 

相勝就是相剋，〈五行相勝〉也從官職的權分之制約而言「五行相剋」的道理，「木

者，司農也；司農為奸⋯⋯司徒誅之」意指司農為奸，不勤農事，導致盜賊並起，

於是負責民政的司徒便懲罰司農。「火者，司馬也；司馬進讒⋯⋯執法誅之」意

指司馬進讒言，說話捏造事實使聖賢消失，於是負責執法的司寇變懲罰司馬。「土

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司營為神⋯⋯曰土勝木」當表徵土的司營失職，則由

表徵木的司農來懲罰他。「金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司馬誅之」當屬木的司

徒之官多行不義時，則由表徵火的司馬來懲罰他「水者，司寇也，司寇為亂⋯⋯

司營誅之」當表徵水的司寇失職，則由表徵土的司營來懲罰他(陳福濱，1994：

86)。 

    董仲舒用「五行相生」的觀念，產生五官置列的方式，同時又用「五行相勝」

的原則，使五官相互制衡，所以五行在「列官致吏」方面產生很大的作用，〈天

地陰陽〉：「列官置吏，必以其能，若五行」〈五行之義〉、「五行之隨，各如其序，

五行之官，各致其能」、〈五行相生〉：「五行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董

仲舒一方面運用五行說來設計出他的理想官制，一方面又將「仁、義、禮、智、

信」五常之道，配合「司農、司徒、司寇、司馬、司營」五官，各主其一以為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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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再加上五行相勝的制衡作用，庶幾五官終能各致其德，且在吏治上達到任德

遠刑的目的。五行是相生相勝的循環系統；陰陽五行上承天意，下示王者，是上

天和君王之間溝通的仲介；五行的次序和職能，都是人應當效法的，故曰：「使

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董子認為此乃合於天道者也(陳福濱，1994：86-7)。 

法天與否，端賴人主之自覺，對於君權之約束力微乎其微；是以董仲舒在不

損害君主之權位之前提下，運用災異說，俾能對君主形成些許心理威懾(彭妮絲，

1994：6)。依此，董仲舒試圖建構其「天人感應」的理論，由於董仲舒看到最高

統治者具有至高無上的權力，不怕人只怕天，因此他要「屈君而伸天」。借用「天」

的權威來限制皇帝的私欲(周桂鈿，1989：63)。 

董仲舒認為：天有十端，天地陰陽五行和人。陰陽五行都是氣，天和人中間

隔著陰陽五行這些氣，所以天人就要通過這些氣進行相互感應。藉由形體上的相

似，董仲舒相信「人副天數」
2，因此，屬於同一類的天與人便可互相感應(周桂

鈿，1989：63-4)。董仲舒藉由共鳴來證明同類相應： 

 

鼓其宮而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此物之以類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

人不見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

之然者矣。物固有實使之，其使之無形。(〈同類相動〉) 

 

同樣音調的樂器會透過無形的聲音而互相感動，人們看不見聲音，就說他是自己

響起來的。其他事物同類相應也是無形的，人們就說是自然的。其實不是自然的，

有使它這樣的。事物本來就是互相影響的，只是這樣的影響是無形的。而天和人

                                                 
2 〈人副天數〉：「物疢疾莫能偶天地，為人獨能偶天地。人有三百六十節，偶天之數也。形體骨

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理脈，川股之象也。心有哀樂喜怒，神

氣之類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類於天也⋯⋯天以終歳之數，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六

十六，副日數也。大節十二分，副月數也。內有五臟，副五行數也。外有四肢，副四時數也。乍

現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樂，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度數也。行有倫

理，副天地也。此皆案慮著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奄合。於其可數也，副數，不可數者，副類。

皆當同而副天，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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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過無形的「氣」產生感應(周桂鈿，1989：64-5)。董仲舒對氣作了如下描述： 

 

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若水常漸魚也。所以異於水者，可見與不可見

爾，其澹澹也⋯⋯是天地之間，若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亂之氣，與

之流通相淆也。(〈天地陰陽〉) 

 

對於「氣」的瞭解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董仲舒認為唯有透過觀察氣以瞭解天意，

得知天意，才能逢凶化吉。孟子早就說過：「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之類的咎徵；

帝之將興，必有祥瑞之類的說法，亦早見於古籍，如《尚書》記載周文王將興之

時，亦有赤鳥銜穀之種而集於周社。董仲舒繼承此等觀念，並加以進一步闡述其

原因─即同類相動，「美事招美類，惡事招惡類，類之相應而起也」(〈同類相動〉)，

引伸出天人感應中災異、祥瑞之說。由於董氏之說主要希望國君有驚懼之心而改

過從善，因此專意談論災異之說(陳俊華，1996：20)。「氣」的變化就是災異，「謹

按災異以見天意」(〈必仁且智〉)災異於是成為上天對人君的譴告(周桂鈿，1989：

67)。所謂災異是指： 

     

天地之物，有不常之變者，謂之異，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異乃隨之。災者，

天之譴也，異者，天之威也。譴之而不知，乃畏之以威⋯⋯凡災異之本，盡生於國

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遣告之，而不知變，乃見怪異

以驚駭之；驚駭之，尚不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見天意之仁，而不欲陷人也。

(〈必仁且智〉) 

 

依此定義，「災」乃為「天之譴」，而「異」則為「天之威」，二者皆屬萬物

不常的變化，差別在於「災」小而「異」大，「災」先而「異」後(黃啟書，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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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之所以有「災異」，是因為上天仁愛人君，不願使之驟亡的表現3，所以人君

當畏天之明威，如楚莊王般樂於接受上天以災異振救己過。其以為：若人事有失

當之處，而上天以災異示警，猶代表不為天命所棄；反之，如災異不現，則表示

人君已為天所厭棄，隨時都可能失掉天命，遭致身殺國亡的命運(黃啟書，1994：

69)。上天因何仁愛人君呢？因為上天與人主的關係，正如人間之父子倫理：「德

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三代改質文〉)、「故德侔天地者，

皇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順命〉)於是董仲舒便要求天子必須事天如事父

之禮，而承父天之意，儀父天之志(黃啟書，1994：72)： 

 

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楚莊王〉)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深察名

號〉) 

 

天子號天之子也，奈何為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禮，天子不可不祭天也，無異人之

不可以不食父，為人子而不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為可，今為天之子而不事天，何以

異是。(〈郊祭〉) 

 

既然上天為天子之父，並促使天子須以父禮事天。則上天對天子有所眷顧叮

嚀，自然是必然之理。由此，也就更能理解：為何天不顯示災異，人主反當禱求

於天的道理。蓋天之不示警，乃是斷絕二者關係的表現，而為天所棄絕，卻是一

國之君所最為擔憂的(黃啟書，1994：73)： 

                                                 
3〈必仁且智〉：「謹案：災異以見天意，天意有欲也、有不欲也，所欲、所不欲者，人內以自省，

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見天意者之於災異也，謂之而不惡也，以為天欲振吾

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異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孔子曰：「天

之所幸有為不善，而屢極。」楚莊王以天不見災，地不見孽，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邪！

不說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異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

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尚樂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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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所棄，天下弗祐，桀紂是也；天子之所諸絕，臣子弗得立，蔡式子、逢醜父是

也；王父父所絕，子孫不得屬，魯莊公之不得念母、衛輒之辭父命是也。(〈觀德〉) 

 

故有大罪不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倫。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

不若於道者，天絕之，不若於言者，人絕之⋯⋯天子受命於天⋯⋯諸所受命者，其

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天子不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

(〈順命〉) 

 

將上天與人君的關係，納入這樣的結構中，更使君王能敬畏天命，崇德善政。

為此，人君自當期盼上天示警。因為與其亡國，毋寧有災異來的安全(黃啟書，

1994：73)。至於什麼樣的錯誤會導致災異呢？董仲舒認為是因為上下不和，導

致陰陽繆戾所致。所謂刑罰不中造成的「邪氣積於下，怨惡畜於上」： 

 

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不生。今災害生，見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

天子之教化不政也。詩曰：「有覺德行，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

德行於世，則四方莫不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於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

令。(〈郊語〉) 

 

董仲舒理解上下不和導致陰陽繆戾的理由，乃是君民相怨，使得陰陽失調，

災異由是產生(黃啟書，1994：77)。若災異已出現，董仲舒也有一套消除災異而

使人類回復天道天義的方法： 

 

五行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不救以德，不出三年，天當雨石。木有

變，春凋秋榮⋯⋯救之道，省繇役，薄賦斂、出穀倉、振窮困矣。火有變，冬溫夏

寒，⋯⋯救之者，舉賢良、賞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榖傷⋯⋯救之者，

省宮室，去雕文、舉孝廉，恤梨元。金有變，⋯⋯多兵多盜寇，救之者，舉廉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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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正直，隱武行文，束甲械。水有變，冬溫多霧，春夏雨雹，救之者，案姦宄，諸

有罪。(〈五行變救〉) 

 

董仲舒亦欲借由災異來論證「德主刑輔」的觀點： 

 

惡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陽為德，陰為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類也，

雖曰權，皆在權成⋯⋯是故天以陰為權，以陽為經；陽出而南，陰出而北；經用於

盛，權用於末；以此見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

之刑也⋯⋯天之好仁而近，惡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

而賤陰也⋯⋯是故天數右陽而不右陰，務德而不務刑；刑之不可任以成世也，猶陰

之不可任以成歳也；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陽尊陰卑〉) 

 

如此，則是把「教化」歸之於「天意」，其目的在於強調教化的重要性和合理性。

「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精華〉)。他甚至指出「國之所以為國者，

德也」(〈保位權〉)董仲舒一方面主張君權天授，君權來自上天，同時另一方面

也用天之威，對君王的殘暴加以制止。如果君王違背天道，天就會降災異，其必

為民所棄。是以，董仲舒認為王權的起源是「天命」，也由此才能以「天命」來

抑制王權的絕對化。由於王權在天的限制下，君王是不能忽視天意的，「法天承

天以治人，其權力實以天意為根據而即受其限制。」然君王當然有有違反天意而

失政的可能，失政而陰陽不和，天即發威，以災異示警，若君王暴政仍不改時，

則使百姓革命奪其國祚。總之，董仲舒一方面採納陰陽的思想，一方面繼承儒家

的德治主義，他提出災異論就是為了限制王權(陳福濱，1994：297)。 

三、 「節度天」與其政治意涵 

天抑制君權主張，固然可以分成以規律天之型態積極地要求人主法天、配

天，與以意志天之型態消極地以災異祥瑞告誡，然而此二者之最終精神，都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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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節度」之觀念。鄒衍是最早有系統論述節度天的概念之思想家，其以類比的

想像為推理，更兼言禨祥吉凶，亦歸於仁義節儉之道德，則兼可滿足人之想像、

推理，一般生活中之吉凶利害上、與道德上之要求。吾人當說陰陽家之思想方式，

為一混合雜糅人之推理、想像、功利要求、與道德要求所形成之一思想方式(唐

君毅，1991b：172)。 

以陰陽觀念為例。陰陽乃始於表空間中之天象，進而表空間中之地理，再進

而表寒暑四時，而後更表地上之物類者。至由表地上之物類，更以之表地中之物

氣，而國語周語中遂有「陽伏而不能出，陰迫而不能烝，於是乎有地震」之言矣。

至於五行之金木水火土，則初當是表人在地上所見之五種物類，而人恆用之，以

存其生者。故左傳文公七年鹽水火金木土榖，為「六府」與「利用」、「厚生」之

事並言。此五類物，亦對人有最大之材用者。故五行又名五材，洪範言金木水火

土，只言其從革、曲直、潤下、炎上、宜稼穡之功用，亦是古義。此諸觀念，蓋

極早已由人之自然的聯想而形成。大率此五行乃初用以表人所用之地上之五物

類，而後引申其義，以表空間時間中之方位與季節。便與陰陽之觀念先用以表天

象天氣，後乃用以表季節與與地上之物類者，次序正相反者也。 (唐君毅，1991b：

176-77)。 

又人之德行必顯於人之喜、怒、哀、樂之情，此情即必更見于容色。人之見

彼草木之青綠，火日之赤，與大地之黃等之時，固莫不與一定之情調相連，即可

由此情調，以引生相應之德行。則人之旌旗輿服之為色，故皆可有其所象徵之人

之情感及德行之意義。而欲變一時代之人之情感與德行者，亦必當既改改正朔，

亦易服色等，以一新天下之觀感。此正朔之改，要在表示人對於天之陰陽變化之

觀念之改。旌旗衣服之色等之易，則要在表示人對於五色、五行中所重者之不同，

而亦表示人對於色所象徵之情感、德行之所重者之不同者也(唐君毅，1991b：179)。 

終漢之世，五德終始之說，迄為人所信。此其根抵，蓋在漢人歷史演變之意

識。今按漢人之歷史演變之意識，一方面表現於向後追溯，一方面表現於向前期

待。其表現於向後追溯者，則沿鄒衍之五帝之說(鄒衍甚至言有天地未生之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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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面對當前歷史，向後追溯，以至天地未生之前之想像，而啟示人以一形

而上學之情調者。在另一方面，則漢人之歷史意識，更表現於向前期待，以由前

時代，進入一新時代之想。如董仲舒承公羊家之春秋之義，以天之道雖不變，而

三王之道，以遭變之不同，必迭起為用，以救溢扶衰，以春秋當新王之思想。凡

此，皆見秦漢之世之學者，視其時代為新的時代，而應有一新的政治制度，新的

道德文化之精神，運於其中。此皆與陰陽家之思想之流，重人事之順天應時而俱

變之思想，相涵接而不可分，而亦皆可名之為言人之順天應時之道之思想者也(唐

君毅，1991b：183-85)。 

此陰陽家與秦漢學者之順天應時之道，不同於泛言敬天、知天或事天之道，

或泛言待時、應時或隨時之道。陰陽家與秦漢學者之順天應時之道，則自有其特

殊之意義。此則要在此所謂天，非泛言之自然之天或人格神之天；而此所謂時，

亦非泛言之時。此時乃一有種種「節度」之時。故此時所自原之天，無論視為一

自然之天，或人格神之天，皆為一其活動有其種種節度之天。此一有節度之天時

之觀念，則涵義至為廣大，正為陰陽家與秦漢學者所最能加以重視，而求一一引

繹之而出者也(唐君毅，1991b：185-86)。 

人至於自覺此天時之有寒暑、四時、晝夜之節度；更知其由於天之日月星之

運行；並知此日月星之運行，自有其軌道與纏位；再能依日月之運行之周而復始，

定一年為十二月，或更分一年時二月之氣候之不同，為二十四氣；則為人之以空

間定位天象之天文知識，與以數定時間曆法之知識之始。此中天上之日月星之空

間位之轉移，見日月星運行於空間之節度；而由之所成之四時、十二月、二十四

氣、七十二候之變，則為天時之節度。在不同之天時中，地上之川原之盈虧，動

物植物之盛衰生死不同，則見地上之物之如何存在，亦自有其節度。由此而人之

自求生存於地上一切對諸自然物，所為之事，亦有其自然而當然之節度。人之自

覺的反省及此天時之變、與地上萬物及人之活動，原皆有其自然相應和之節度；

更求人之活動之節度，處處相應合而不過也(唐君毅，1991b：1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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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繁露》由正反兩面並陳，顯現出其節度的觀念。就反面而言，藉賦予

天以意志，賞善罰惡，以災異告誡統治者；就正面而言，亦期望統治者觀天、參

天，進而法天。是以，統治者的責任在於受命循理而不妄為4。統治者上合天，

上承天命，而聖不過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人只成天地生養，天施地化之功(唐君

毅，1991a：326)。這是就權力的角度來談對於統治者的限制。政治權力並非得以

毫無限制的使用，亦即當依此天之陰陽五行之節度，以順天應時，以成其行事之

節度(唐君毅，1991b：189)。 

董仲舒發揮此意，在〈循天之道〉中進而對當時的君主提出「節欲」的要求。

為了養生，有三方面需要注意，分別是性、飲食、居住。首先，「男女體其盛」

是十分必要的。「男女之法，法陰與陽」。男女關係像陰陽關係。陰陽「盛極而合」，

「不盛不合」，人也是這樣，要做到「養身以全」，就要「使男子不堅牡不家室」。

「天氣先盛牡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先盛牝而後化，故其化良。」男女也都

要發育到最盛時期才能結婚。「陽不極盛不相接」，這是達到「身精明難衰而堅固，

壽考無忒」的首要原則。發育成熟以後結婚是健康長壽的重要條件，而且也是優

生的重要條件(周桂鈿，1989：303)。 

其次，「臭味取其勝」，這是對食物的選擇。董仲舒說：「凡天地之物，乘於

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又說「春之生，西至金而死，厭於

勝也。」還說「春之所生而不得過秋，秋之所生不得過夏，天之數也。飲食臭味，

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不勝之理，不可不察也。」董仲舒認為四季有不同的

氣，不同的氣又適應不同的生物。這種生物與氣候相適應關係又是有規律的，這

種規律又用五行的相生相剋來加以說明。他說：「天地之氣而精，出入無形，而

物莫不應，實之至也。」又說：「四時不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

美。」物應天地之氣，四季氣候變化，相應地生產出不同的生物。春天，草木生

                                                 
4 如：「人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王道通三〉)、「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五
行五事〉)「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人副天數〉)、「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立

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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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就是「乘於其泰」。春生的草木到秋天枯死。「厭於其勝」的大意是：被勝(剋)

它的氣所制服。同樣道理，「生於金者，至火而死」，火勝金，因此，「秋之所生

不得過夏」，這也是「天之數」，客觀規律，即五行相勝的自然規律(周桂鈿，1989：

306-7)。 

董仲舒認為人的飲食在各種不同季節，也有「所勝」和「所不勝」的問題。

例如冬天，人適合吃什麼不適合什麼。他說：「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

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冬、寒，都屬於水，甘味屬土，土勝水，所以，「甘勝

寒」。薺在冬天就是「乘於其泰」而生的，因此，「薺以冬美」。薺就是人們在冬

季最佳食物。總之，「凡擇味之大體，各因其時之所美而違天不遠矣。」從大體

上說，什麼季節產生什麼東西，就吃這種新的食品，就算是順應上天了。隨著季

節吃自然生長的東西，就是所謂「取其勝」，就等於得到「天地之美」，四時之和

了。這樣就可以益壽(周桂鈿，1989：307)。 

最後，「居處就其和」。董仲舒認為，居住的條件也應該是和的，即不偏陰也

不偏陽，不冷不熱、不燥不濕的。「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聖

人弗為，適中而已矣。」臺子太高，陽多乾燥，房間太大，陰多潮濕。這兩種情

況，一是偏陽，一是偏陰，都跟「天地之和」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聖人都不這

麼辦。他們居住的房屋都要求「適中」，即不高不廣，這樣才能達到「天地之和」，

有益於養生(周桂鈿，1989：309)。 

《春秋繁露》這些篇章不僅應當被視為董仲舒天人哲學中的一項關於養生的

研究成果，更應當回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以理解他真正的用意。漢室自朝廷以至諸

侯及一般權貴，在男女關係上荒淫無度，董氏兩相驕王，對各種荒淫情形，當然

耳熟能詳，所以他便把此一問題安放在他的天的哲學中去加以補救(徐復觀，

1957：280)。此外，在經濟問題上，《漢書‧召信臣傳》載：「太官園種冬生蔥、

韭、菜茹⋯⋯盡夜燃蘊火，待溫氣乃生。」召信臣根據董仲舒的思想，認為冬天

生長的這些蔬菜，都是「不時之物，有傷於人，不宜以奉供養」，同時還取消了

其他方法栽培的食物，節省了「岁數千萬」錢的經費(周桂鈿，1989：308)。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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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漢武帝所奉行的多慾政治，表現為廣土斥境，立威域外，多興士卒，大起土木，

巡遊封禪，搜斂無巳。造成的結果是「竭民財力，奢泰無度，天下虛耗，百姓流

離，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數千里，或人民相食」(《漢書‧夏侯睦傳》)〈黃

朴民，1988：156〉。董仲舒對於漢武帝的好大喜功，有很深刻的認識。他所謂聖

人不為高台廣室，可以看作是對漢武帝大興土木的委婉勸諫。(周桂鈿，1989：

310)。 

 

四、 天命與德 

《春秋繁露》論證君權神授，除了是有意識的在建構一套由「天道」為倫理

判準的政治理論，以試圖限制君主之外，同時，也有其時代意義，那就是解決漢

代統治之正當性問題。君權神授的觀念，古已有之。此於殷、夏二朝即已如此。

夏、殷二朝都曾嗣受天命，最後還是滅亡了，這興亡的史實，引起周人的深切反

省，使他們瞭解到「天命靡常」的觀念，這使新受命的周人感到莫大的惶恐，而

如何不重蹈夏、殷二朝的覆轍，以永續天命，就成為新王朝面臨的一大問題(韋

政通，1986：176-77)。 

最早對於天命歸屬問題有系統地解決的，是鄒衍「五德終始」的主張。《史

記‧封禪書》云：「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它可以分大小兩型不同的循環，

大型的五德終始，是用來說明一朝一代的更替，四代的更迭既由此而產生。其順

序為虞土、夏木、殷金、周火，鄒衍為戰國時人，所以水德尚缺，以後繼周者，

當屬於水德。每一德都定有與該五行相應的制度，歷史的演變，即按照土、木、

金、火、水的順序循環運轉，這就是所謂的「五行相勝」，也稱相剋。而小型的

五德終始，即指四時改火，春為木，夏為火，中央土(四時共有，或有人說他屬

季夏)，秋為金，冬為水。四時相次用事，年年週而復始，王者據此，居明堂以

行時令，此謂之「五行相生」，而這種「相勝」或「相生」的現象，即由陰陽消

息的動力所產生(李威熊，1978：49)。秦始皇亦採用五德終始說，根據《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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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禪書》和《漢書‧郊祀志》的記載，秦始皇接納了「今秦變周，水德之時」的

建議，利用鄒衍陰陽五德終始的理論鞏固他的政權(韋政通，1986：177)。鄒衍創

立了這套學說，又受到秦始皇實際的採用，這使後來的開國帝王，都必須注意這

套理論。然而漢高祖劉邦由於缺乏對五德終始說有清楚認識，可能只知道一些五

德轉移及當德而王的說法，並沒有仔細地去研究過，所以他有時以火德自居，有

時又以水德自居(孫廣德，1993：125)。這個問題最終到漢武帝的手上作了一個徹

底的解決。《史記‧孝武帝本紀》對於太初改制有這樣的記載：「夏，漢改曆，以

正月為歲首，而色尚黃，官名更印章以五字，因為太初元年。」班固在《漢書‧

郊祀志贊》中說：「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略定朝廷之儀。若迺正朔

服色郊望之事，數世猶未章焉。⋯⋯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制，而兒寬，

司馬遷等由從臣誼之言，服色數度，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不勝，秦在

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 

董仲舒受到漢初風氣的影響，亦談論受命。「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

正朔，易服色，制禮樂，一統於天下，所以明易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

(〈三代改質文〉)，之所以要改制，是為了凸顯「君權神授」： 

 

若一因前制，俢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

也……今天顯己，物襲所代，而卒與同，則不顯不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更

稱號，改正朔，易服色者，無他焉，不敢不順天志，而明自顯也。(〈楚莊王〉) 

 

董仲舒別出心裁的主張三統說，並且依此設計了一套改制的理論： 

 

王者改制作科奈何？曰：當十二色，歷各法而正色，逆數三而復，絀三之前，曰五

帝，帝迭首一色，順數五而相復，禮樂各以其法象其宜，順數四而相復，鹹作國號，

遷宮邑，易宮名，制禮作樂。……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正

日月朔於營室，鬥建寅，天統氣使通化物，物見萌達，其色黑；……白正統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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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白正統者，歷正日曰朔於虛，鬥建醜，天統氣使蛻化物，物初芽，其色白；……

正赤統奈何？曰：正赤統者，歷正日月朔於牽牛，鬥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物使

動，其色赤。(〈 三代改質文〉) 

 

根據三代的曆法，有以十一月為歲首者，有以十二月為歲首者，有以十三月(正

月)為歲首者，有三種不同的正月，叫做三正。依仲舒黑、白、赤三統循環運行

的說法，如運行到黑統，則以十三月為正月，此之所謂「建寅」，如建寅則以黑

色為尚；如運行到白統，則以十二月為正月，此之謂「建丑」，如建丑則以白色

為尚；如運行到赤統，則以十一月為正月，此之謂「建子」，如建子則以赤色為

尚。把這套理論應用到實際的歷史中去，建寅、建醜、建子就成為「改正朔」的

根據，尚黑、尚白、尚赤就成為「易服色」的根據，改正朔、易服色，就是仲舒

所說的改制。改制的全部內容還包括「作國號、遷宮邑、易官名、制禮作樂」等

等。仲舒認為「改制稱號正月，服色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群神，遠追祖禰，然後

布天下」，這樣新的的朝代不但足以「名乎天統之義」，而且「化四方之本」。改

正就是改元，象徵一元復始，萬象更新(韋政通，1986：179)。 

三統循環叫做三而復，把質文組入三統之的循環中，又有所謂「四法」的四

而復，四法是「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

人」。由質文與《春秋》為新王的觀念聯想在一起，又產天統、地統、人統，為

三統增加了新的內涵，藉以凸顯出《春秋》重人的特色。一年有十二月，十二月

中又分四季，每季是三個月，這種循環史觀的形上學根據是「週而復始」的天道

觀(韋政通，1986：179-80)。董仲舒雖然談三統，卻沒有說秦、漢各當何統何法，

可見他未拿三統說參加關於漢德的實際爭論。不過他的三統說確是由五德終始說

改造而成，朝代更替的路子雖與五德終始說不同，但當某統某法的朝代需要改制

受命的基本精神，則是與五德終始說相同的(孫廣德，1993：131)。 

由於「天」是政權正當性的來源，而且會降災異，所以董仲舒十分強調祭祀

的重要。就統轄天上諸神而言，天的尊嚴高於眾神，對天的祭祀因此不能倫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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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祭祀。天子要透過對郊祭的重視，來表達對天的尊崇，其中包括：(一)、不

祭天，不可以祭小神。(二)、郊祭要先卜，卜不吉，不可以祭，百神之祭卻不必

卜「不祭天者，乃不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不吉，不敢郊；百神之祭不蔔，而

郊獨蔔，郊祭最大也。」(〈郊祀〉)(三)、「郊不避喪」，「郊」是一切祭禮中最重

的，大喪可停百神之祭，卻不可停「郊」，因為天高於人：「春秋譏喪祭，不譏喪

郊，郊不辟喪，喪尚不辟，況他物。」(〈郊祀〉)、「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

止宗廟之祭，而不止郊祭，不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禮也，⋯⋯唯祭天為越喪

而行事。」(〈郊祭〉)、「所聞古者天子之禮，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

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禮三年喪，不祭其先而不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

也。」(〈郊事對〉)(四)、「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每將興師，

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郊祭〉)凡有大事都必先透過郊祭，向天報備。

(五)、而按照君權神授的觀念，天子的帝位是天給的，天與天子的關於猶如父與

子，天傳天下予天子，猶父傳家業予子，天子因此應該以子道事天如事父，凡遇

郊祭，必躬身與祭，不可薦代，猶子之事父，昏定晨省，不假他手。(六)、況在

上為天為尊，在下唯君為大，故亦唯天子配祭天(陳麗桂，1997：25)。 

董仲舒首先使天具有了人的性格、人間的政治架構，與高過帝王的權威。再

回過頭來，利用這個與人同性格，卻高過一切人的至高權威神，來制約人間的帝

王(陳麗桂，1997：26)。但他雖主「受命」說，卻又把王者「受命」的條件，亦

即政權轉移的條件，歸之於「德」與「仁」，這就是他的「受命」說跳脫了鄒衍

的五德終始範圍，完全地回歸到《書經》與《孟子》的系統，那三統也就成了改

制的象徵性標記，用以標示：政權的取得「非繼人，乃受自天」。而天受君權的

條件與對象卻仍是「有道」(陳麗桂，19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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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 

本章旨在說明董仲舒於《春秋繁露》中如何透過「天」來論證其政治倫理之

思想。首先，由於君位既係天授，君主乃得「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三

代改質文〉)、「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

孝道也。」(〈深察名號〉)因此，天子藉內心獨省與外觀陰陽兩氣：(1)得上察天

則，法天以為政；(2)須上體天意，以愛利人民為務；(3)應郊天祀地，以明德恩

之報(賀凌虛，1988：39)。除了君主本身之事政風格與修養外，天道亦反映在(1) 五

行。董仲舒用「五行相生」的觀念，產生五官置列的方式，同時又用「五行相勝」

的原則，使五官相互制衡；(2)災異。董仲舒為了「屈君而申天」，發揚「德主刑

輔」，故以「天人相副」為基礎，藉由「氣」的觀念，建構起「先災後異」的災

異理論；(3)節度。由人之自覺的反省及此天時之變、與地上萬物及人之活動，皆

有其自然相應和之節度；更求人之活動之節度，處處相應合而不過。不但將政治

權力之用途限定在順天應時，以成其行事之節度，並以此勸諫武帝修正其多慾政

治。 

此外，藉由漢初對統治正當性的討論，董仲舒一方面建構起「三統說」，除

了應曆法之需外，還是想藉天意將漢代政教納入儒家理想中的正軌，目的在於轉

移秦的苛政而為仁政，也就是要效法上天的助陽抑陰，而以德代刑，以期建立大

一統專制君王的行為規範和權力約束(林麗雪，1983：70)。藉由說明對「改制」

與「受命」的看法，並跳脫「五德終始說」，將「德」與「仁」之擁有與否，作

為政權轉移之條件。 

董仲舒之所以提出君權神授的主張，實屬在當時實際政治情況下一種苦心孤

詣的設計。客觀地考察其時的政治現實，當君主集權政治已接近徹底完成，面對

內多欲而又一心企求向外擴張的武帝，「法不能拘束君主，人不能掣肘君主，君

主不受任何限制⋯⋯在民主思想尚未發生之前⋯⋯只有求助於皇天了。」董氏主

張君權神授，表面看來似乎是替君主的至高無上在神權學說中找出了堅強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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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但實際上他是要把權力無限的君主置於有意志好惡的天的經常指揮監督之

下，使其必須上體天心，不敢隨便以其個人意志為意志，以其個人好惡為好惡(賀

凌虛，1988：40)。面對著專治的統治者，除了古老的宗教權威，在政治上很難

再找到一種有效的制衡的力量(韋政通，1979：468)。儒家旨在輔助人君以明教化，

但是人君茍不履仁踐義，而暴虐無道，又將如何？此亦為儒家之一項弱點。仲舒

蓋有鑑於是，遂特別強調天人之關係，將神秘而不可知之「天」，予以人格化，

信其有監君之權威，以此警告人君，務必履行正道。人君為保持其權力，便不敢

不畏天，畏天，不能不俢道以愛民，期其履踐正道。只憑此點，可見期望治之殷，

與夫用心之苦矣(楊樹藩，19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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