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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性論與政治倫理 

一、 前言 

本章旨在探討《春秋繁露》中對於人性論與政治倫理之關係。首先討論董仲

舒是如何總結孟子之性善論與荀子性惡論，並且各自作出部分修正，進而形成「性

善情惡」之人性論。其次，在性善情惡之基礎上，又是如何來証成統治者所被賦

予在養民與教民上之責任，以及君主在現實政治中實踐德治理論中對生養教化之

要求，使萬民由人性中培養出高貴之德行。 

二、 性善情惡之人性論 

在漢以前，現存比較具體的關於人性論的討論，有主張性善的孟子，和主張

性惡的荀子二人。孟子論性，本之形而上的道德層次，謂人有仁、義、禮、智四

善端。他說「惻隱之心，羞惡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要依

此四端，擴而充之，便可行之善事來。至於荀子所謂的性惡，其實已偏重於情性

方面而立說，換言之，荀子所謂的「人之性惡，其善者偽也。」此處所指的「性」

已合「情性」而言。荀子認為人生而有「好利」、「疾惡」、「耳目之欲」等情性趨

向，因此，如「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然會作出惡事來。若此，荀子乃直接

就生命之生理、心理層次言性來說明人性本惡。可見孟子、荀子所認定的性善性

惡的出發點並不太一致，而且二者所用的方法，也相互歧異，因此，所得的結論

當然不同(李威熊，1978：93-4)。 

《春秋繁露》中關於人性論的討論的確有受到孟子與荀子的影響，然而是怎

樣的影響，學者間的看法頗為分歧，可略分為以下四種立場：一、視董仲舒之人

性論為孟荀混合，如：黃朴民(1992)、金春峰(1997)、馬勇(2001)；二、視董仲舒

之人性論為「駁孟修荀」，如：周桂鈿(1981)、詹哲裕(2000)；三、視董仲舒之人

性論與孟荀皆為相異，如：李威熊(1978)、韋政通(1986)、陳福濱(1995)。本文以

為，董仲舒之人性論自然不是完全等同於孟子或荀子之論，然而以此立論仲舒和

孟荀二子全然不同，則又推之太過。實則仲舒就(一)、「行善」的可能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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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荀子的理論做了相當大的修正，然而(二)、雖然與孟子同樣注意到「行善」的

條件問題，然而仲舒之「善質」與孟子之「善端」亦大異其趣。是故仲舒之人性

論主要是針對「人性如何成善」之命題與孟荀理論分道揚鑣。 

董仲舒認為，欲討論人性，應當先確定「性」本身的意義： 

     

    今世闇於性，言之者不同，胡不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質謂

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不能中矣，而謂之質善，何

哉？性之名不得離質，離質如毛，則非性已，不可不察也。(〈深察名號〉) 

 

「反性之名」是董仲舒因不滿各家對性的說法，重新選擇探討人性問題的一個進

路，返回到性的原始意義。性的原始意義就是生，扣緊這原始意義來了解性，那

麼性的本意是「自然之質」，〈實性〉稱性為「天質之樸」，又解說性是「無所待

而起生，而所自有也」，簡稱為「質」。「質」與「天」連言，是指明性乃受之於

天，用「自然」、「無所待」、「所自有」來描述性，是強調性不同於教化或政教(韋

政通，1986：105)。此段也說明了他反對孟子的性善論，因為從「善」的名中尋

找不到性的質，因此不能說「質善」。性又離不開質，沒有「質善」，自然也就沒

有「性善」(周桂鈿，1981：81)。 

董仲舒以為天道有陰陽，人性亦有陰陽，故性善性惡之說皆不中肯，他認為，

人之有性情，與天之有陰陽相當： 

 

身之有性情也，若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

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兩在於身，身之名取諸天，天兩，

有陰陽之施，身亦兩，有貪仁之性。(〈深察名號〉) 

 

一方面，情和性都是人先天就具有的資質，「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

為一瞑，情亦性也。」(〈深察名號〉)另一方面，性和情又是人之「質」中的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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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對立物，這個對立與天有陰陽對立相副。所以董仲舒所謂的性有廣狹二義，廣

義的性包括狹義的性與情，狹義的性是與情對立的性。董仲舒認為性乃由天生，

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即天生之質，這是廣義的性。依此論之，其中並未包含

定「善」、定「惡」之義；天人既然相合，天有陰陽，性亦有陰陽；性中既然有

陰陽仁貪兩氣之質，便不可定言「善」，亦不可定言「惡」。他把人的性情兩者，

來配合天地間陽陰兩氣，這就是他的基本立場(陳福濱，1995：159)。 

    廣義的性包括性情，而董仲舒認為性情都是人生「自然之質」。「善」，可以

從性出，但性的本身未必全為善，如：「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

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

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卵有雛而卵非雛也。」(〈深察名號〉)、「是

以米出於粟，而粟不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不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不可謂

善。」(〈實性〉)是以，「性」既然未可全為善，那麼就不能直稱性為善，因為

性還有惡的一面，所以不能以「善」來概括整個人性。狹義的性，是與情對立的

性，為人「質」中的陽，情為人之「質」中的陰，故云：「身之有性情也，若天

之有陰陽也。」(陳福濱，1995：160)。 

    人之性表現於外為「仁」，人之情表現於外為「貪」。「仁貪之氣，兩在於身」，

仁是陽氣，貪是陰氣，則人有其陰陽之兩面。天有陽以生，有陰以殺，而人亦有

陽以仁，有陰以貪。此外，董仲舒也就「心」的功能來說明性非全善：「衽眾惡

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為名，衽也。人之受氣茍無惡者，心何衽

哉？⋯⋯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衽，與天道一也。」(〈深察名號〉)由此可知，

心是氣的主宰，然此應具有道德涵意的心卻須後天培養，故云：「必知天性不乘

於教，終不能衽」(〈深察名號〉)。 

董仲舒之所以如此以性、情、心來論證人性，是爲了藉此論證德教之重要性。

已氣言性者，雖分氣為陰陽，謂其一面向善一面向惡，仍恆重其可轉化之義。正

因為人性有仁有貪而不可稱全善，故需要德教：「性如繭、如卵，卵待覆而為雛，

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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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所為以內也。天之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天之

性，止之外謂人事，事在性外，而性不得不成德⋯⋯今萬民之性，有其質而未能覺，

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善質，而未可謂善，與目之瞑而覺，

一概之比也⋯⋯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利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

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承民之性為任者也。(〈深察

名號〉) 

 

由此可以得知，王教之化與性的關係為：「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

也；無其質，則王教不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不能善。」（〈實性〉）而由王教

之化可使性善，這一事實似乎暗示人有善質，故教化始有可能，如此則與孟子的

四善端之說亦相距不遠，然董仲舒以為，他所言之「善」與孟子差異甚大。他首

先引用孔子的說法來抨擊孟子的性善論： 

 

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

之理，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禮，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

吾人不得而見之，得見有常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未易當也，

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為弗見也？(〈深察

名號〉) 

 

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在此表達的立場。他並沒有直接攻擊「人有善端」的論證。

對他而言，孟子的錯誤是在於降低標準，更為重要的，在判斷善與不善的問題上，

〈深察名號〉表達了一個目的論式的看法：在行為上要做到「忠信而博愛，敦厚

而好禮」，在頻率上，要「得見有常」，才能算是善。而且董仲舒明白的表示，教

化對於善是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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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為號？以瞑者言，弗扶將，則顛陷猖

狂，安能善。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後見，當其未覺，可謂有見質，而不

可謂見。今萬民之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

可謂有善質，而未可謂善⋯⋯名性不以上，不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待教而為善，

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立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深

察名號〉) 

 

董仲舒講「性有善質而未能成善」、「性待教而善」；不同於此，孟子認為人

性的「善端」，只要「乃若其情」，就可以成為善。善質是需要王者的教化才能成

為善，善端只要任其發展、不加干涉，就能成為善。於是，教化人民，使之為善，

就成為統治者責無旁貸的義務： 

 

萬民之性茍已善，則王者受命尚何任也？其設名不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法言

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

教，不當與性，與性則多類而不精，自成功而無聖賢，此是長者之所誤出也，非春

秋為辭之術也。不法之言，無驗之說，君子之所外，何以為哉！(〈深察名號〉) 

 

「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董仲舒發現人有善質，然而他同時也清

楚明白統治者所應負擔之政治義務，就在教化人民「今謂性已善，不幾於無教而

如其自然，又不順於為政之道矣」(〈實性〉)。 

    假如孟子是以偏蓋全的沒有發現「性善情惡」的事實，而且也因此忽略了統

治者的教化在使民為善上的必要性，那麼荀子所提倡的性惡論也同樣的不可被完

全接受。固然，董仲舒的人性論受荀子影響很大，例如：荀子對人性的定義是「生

之所以然者謂之性」(《荀子‧正名》)、「不事而自然謂之性」(《荀子‧正名》)

董仲舒也說：「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深察名號〉)荀子又說：「凡性者，天之

就也⋯⋯不可學不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荀子‧性惡》)董仲舒亦不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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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察名號〉：「天生民性」、「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

所以兩者也都強調統治者在教化上所應當背負的任務，並且皆以經驗上的事實來

反對性善論。1

    然而董仲舒也有不同於荀子的一面，就在於之前所強調的人有善質。有善質

雖然並不等於善，但是欲達到善的境界，則善質是絕不可缺少的。按荀子的講法，

性偽之文理隆盛和性的本質是相互矛盾的。人之所以為人的決定因素─文理隆

盛，對人完全是外在的限制。雖然荀子也強調「途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

惡》)但這是指受教育而言。所以荀子的人性論有外因論的弊病，根據、可能性

與現實性是相分裂的(金春峰，1997：185)。相較之下，董仲舒的人性論就沒有這

樣的缺點。性善情惡的人性論事實上是對孟子與荀子的人性論各自作出修正。對

董仲舒而言，孟子和荀子的理論皆失之偏頗。孟子由於不區分善端與善質之差

異，所以忽視了教化是為行善的先決條件。人人皆有仁貪，乃若其情，則為何必

然性善？〈深察名號〉：「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為號？以

瞑言者，弗扶將，則顛陷猖狂，安能善。」；荀子雖然重視教育，卻不明白倘若

人無善質，則教育又如何可能？性善情惡，使的禮義教化不僅必要而且可能。此

乃董子人性論進步之處。 

    本節最後欲討論的問題是「性三品說」。在〈深察名號〉與〈實性〉兩文共

有三度提及三品說，分別是： 

 

    名性不以上，不以下，以其中名之。 

 

    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之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

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弗許，吾質之命性者，異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為，

                                                 
1 如《荀子‧性惡》：「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不可設張而不可施

行，豈不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性惡則與聖王，貴禮義矣。⋯⋯立君上，明禮義，為性惡

也。」又「今人之性惡，必將待聖王之治，禮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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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為，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 

 

    聖人之性，不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不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善者，

教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不謂性。 

 

仲舒之三品說是受到孔子「為上智與下愚不移」的論點所影響(周桂鈿，1981：

90、韋政通，1986：118、陳福濱，1995：158、金春峰，1997：187)。值得爭論

的問題是：三品說究竟是不是意味著「統治者的性根本用不著教化，天然就是神

聖偉大的，而賤民的性則沒有資格接受教化⋯⋯對於那些高高在上的統治者來

說，他們的任務便是教訓人民」、「爲美化統治者⋯⋯鼓吹專制，同時也為了讓斗

筲小民做牛做馬，讓那些中民沐浴『聖化』，效忠統治者」(黃朴民，1992：150-52)？

亦或是使得「社會中的大多數⋯⋯是一種純粹被引導的惰性力量。社會分成了巨

大的鴻溝。天生的聖人王者和被統治教育的大多數，立足在對立的兩極」(金春

峰，1997：187)？ 

    這兩種說法不免對三品說有所誤解。有兩點可作為反証：一、董仲舒在〈王

道〉中說：晉厲有「妄殺無罪」的暴行，魯莊有「驕奢淫佚之失」，晉獻有「逆

理近色之過」，衛侯朔有「不即召之罪」。這些人都是諸侯王，卻不是聖人。更遑

論如夏桀、殷紂那樣身居天子之位的亡國之君，又豈算聖人？魯文公甚至「小善

無一而大惡四五」。由此可知，董仲舒並沒有「以王定聖」的問題；二、董仲舒

認為在天地之中，人是最寶貴的，「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為天下最貴也」(〈天

地陰陽〉)。天地之中有萬物，這都只不過是為人所設，所以「天地之生萬物也，

以養人，故其可食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服制象〉〉是以「教訓人

民」、「效忠統治者」、「天生的聖人王者」的論點更是不復見。三品說的重點，實

為中民之性所具有的可塑性，使之不單有成善的可能，亦有為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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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君主之義務─養民與教民 

「性善情惡」的人性論對於統治者處理君民關係有著極為顯著的重要性，因

為這受之於天的性，決定了統治者在政治上的責任： 

 

    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今案

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茍已善，則王者受命尚可

任也？其設名不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法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

外言之。(〈深察名號〉) 

 

由於性善情惡，因此可知王承之於天的責任即在培養並促成人為善。董仲舒認

為，(孟子的)性善論其中一項錯誤，就是忽視了人性論與統治者政治義務上之關

聯。而萬民之性有兩大特質。首先是「善善惡惡」：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惡惡之性，可養而不可改，可豫而不可去，若形體之可肥臞而

不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惡，不能爲君親令無惡。(〈玉杯〉) 

 

「善善惡惡」是無法改變的特性，是上天預定之目的，縱算是「至賢」也不能違

逆。而萬民之性的第二大特質就是「可節而不可止」： 

 

    天有寒有暑，夫喜怒哀樂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喜氣為暖而當春，怒氣為

清而當秋，樂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

人所能蓄也，故可節而不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亂。(〈王道通三〉) 

 

「性善情惡」之人性論是一既定事實，由於萬民皆「善善惡惡」，使君主之教化

成為可能。失去這「善善惡惡」的特質，則董仲舒就會淪為與荀子人性論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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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論。雖然善善惡惡，卻不代表董仲舒希望藉由政治力量創造一種完美之人

格，他清楚的明白，情與性，都是天所賦予的性質，就此而言，兩者皆為平等，

是一樣自然的。情會為惡，因於其未受控制。由此觀之，對人性論之理解亦同於

對王者責任之認識：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連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連其中者，通其道

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參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

其時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諸人，法其數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制其志而歸

之於仁⋯⋯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人於天而仁也⋯⋯唯人道可以參天。天常以愛利為

意，以養長為事⋯⋯王者亦常以愛利天下為意，以安樂一世為事。(〈王道通三〉) 

 

無論是「愛利養長」或「愛利安樂」，都足見《春秋繁露》對慾望是採取適當滿

足而非壓抑。由於「性善情惡」之人性，一方面，可以視為上天對統治者對於理

解政治之目的的一個提示，同時，也從而規定了統治者僅能以行仁政為統治唯一

合理之手段： 

 

    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為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若神，不崇本則君無以

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不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

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以孝悌，地養之

以衣食，人成之以禮樂，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不可一無也。(〈立元神〉) 

 

「孝悌」代表的是善善惡惡之性，萬民有成善的本質，而配合這樣的目的，必須

施以經濟手段(「養之以衣食」)與文化教育(「成之以禮樂」)，這樣一來使的儒

家的仁政德治(養民與教民)獲得了天意的背書。 

若缺乏經濟上的手段來調節人的慾望，甚而造成貧富兩極分化，則會導致政

治上的紛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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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病不足於上，而小民贏瘠於下，則富者愈貪利而不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不可

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度制〉) 

 

爲了「易治」，在經濟上應當作到「均貧富」： 

 

    孔子曰：「不患貧而患不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

憂則為盗，驕則為暴，此眾人之情也。聖者則於眾人之情，見亂之所從生，故其制

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不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不至於憂，以此為

度而調均之，是以財不匱而上下相安，故易治也。(〈度制〉) 

 

貧富兩極分化，富者因驕而暴，貧者因憂而盜，引起天下大亂。董仲舒認為，聖

人所制定下的制度，使富者不能太富，只能表明他比別人高貴就行了，這樣他就

不至於驕傲。使貧民可以生活下去。按這種標準來調配，可以使天下安定，容易

治理(周桂鈿，1981：317)。 

    而所謂均貧富並不是一種齊頭式的平等，因為董仲舒相當注重等級制度對維

護封建秩序的作用。在十分重視禮儀的中國傳統社會，服飾的等級象徵決不是可

有可無的小事，而是關係到「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倫，使教亟行，使化易

成，為治為之也」(〈度制〉)的大事，是治國安邦的重大舉措，否則，「若去其

度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亂人倫而靡斯財用也，失文采所

逐生之意矣。」(〈度制〉)董仲舒指出「凡衣裳之生也」，或許僅是為了「蓋形

煖身」的實用目的，「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為益肌膚血氣之情也」(〈度

制〉)，而是為了明尊卑之別、上下之序的政治目的(馬勇，2001：134-5)。 

無論是物質生活或等級制度，其用意皆為推行教化，董仲舒相當看重教化百

姓，以收移風易俗之效。他認為推行教化的目的，在返民性於質樸仁厚，以成美

俗(李威熊，1978：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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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舉孝悌，表異孝行，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植榖，開闢以足

衣食，所以奉地本也；立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禮樂，所以奉人

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不敢自專，邦如父母，不待恩而愛，不須嚴而使，

雖野居露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強，莫之綏而自安，

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不

得離也。(〈立元神〉) 

 

董仲舒以倡導倫理，作為建設社會的根本要目。他雖然鼓吹「仁德」，極力反對

「任刑」，而所謂「任刑」，是指濫用刑罰，而不知有所節制。故曰：「天地之數，

不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不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

(〈為人者天〉)但如果是合理的刑罰，他並不排斥(李威熊，1978：125-26)： 

 

    慶賞罰刑，異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刑罰之不可不具也，如春夏

秋冬不可不備也；慶賞罰刑，當其處不可不發，若暖暑清寒，當其時不可不出也；

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四時之副〉) 

 

「慶賞」在於鼓勵行善，「刑罰」則在節制情慾，二者都有助於善良風俗的培養，

及禮樂教化的推展： 

 

    故聖人之治國也⋯⋯務致民令有所好，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

所好必有所惡，有所惡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

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故聖人之制民，使之有欲，不得過節，使之敦

朴，不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足矣。(〈保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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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本著仁政德治之意，闡述其德主刑輔之理論，「賞善誅惡，而王澤洽。」(〈盟

會要〉)試圖以刑罰矯正失序之慾望，「善無小而不舉，惡無小而不去，以純其美。」

這樣一來，上有王教之化導，下有賞誅之勸禁，於是人性可趨於善矣。人性趨諸

善，其政必治，政而能治，統治者之目的遂矣(楊樹藩，1960：229)。所謂：「天

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廉之化流，然後王道舉，禮樂興，其心

在此矣。」(〈盟會要〉)由此觀之，性善情惡之人性論不僅決定了政治的目的，

同時亦揭示了統治者養民與教民的義務。 

四、 德治理論之實踐─俢己以治人 

孔孟乃至先秦儒家，在修己方面所提出的標準，和在治人方面所提出的標

準，亦即在政治上所立的標準，並不相同。治人的政治上的標準，雖然亦就承認

德性的標準；但這只是居第二的地位；而必以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居於第一的

地位。治人的政治上的價值，首先是安設在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之上；其他價

值，必附麗於此一價值而使有其價值(徐復觀，1985：413)。《春秋繁露》對君民

關係的論述中，也反映了這樣的要求。如果說，性善情惡的人性論是在提醒統治

者被天所賦予的教養責任(治人)，則「五常」(仁義禮智信)就是統治者用以修己

的標準： 

 

是故內治反理以正身，據禮以勸福。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孔子謂冉子曰，

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而後穫。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

所先後者不同焉矣。(〈仁義法〉) 

 

孔子視仁為人生的崇高理想，故有「殺身成仁」之說。他的「仁者愛人」衍

化成四種愛：愛身、愛親、愛民、愛物。以愛親為中心，愛身的基礎也是愛親。

孝為德本，孝為德本，「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不敢毀傷，孝之始也。」愛身是

孝的開始，也是出於愛親。愛親又高於愛民、愛物。因此，先秦的仁的觀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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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親為中心。另以孟子的「急親賢」作為補充。先秦儒家的仁的思想特點是：親

親為大，親賢為急(周桂鈿，1981：106)。 

這樣的發展到《春秋繁露》中發生了一個轉折，因為「仁者愛人」對董仲舒

而言，重視的是如何推恩：「仁之法在愛人，不在愛我⋯⋯人不自被其愛，雖厚

自愛，不予為仁。」(〈仁義法〉)他還舉出春秋時代的晉靈公為例，說明何以僅

僅自愛並不被許為「仁」。晉靈公讓諸位大夫都去拜見他，他在台上，用彈丸彈

射他們。諸位大夫跑來跑去躲避彈丸，晉靈公以此為樂；又，有一個膳宰爲晉靈

公煮熊掌。由於熊掌是比較難煮熟的食材，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烹煮，而晉靈公

由於口饞而甚為不耐，於是急於將尚未煮熟的熊掌取出來吃。一吃發現不熟，於

是他一氣之下，就將膳宰殺死，肢解以後放在畚箕中，讓人抬走。對晉靈公，《春

秋繁露》的評論是：「晉靈公殺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娛其意，非不厚自愛也。

然而不得為淑人者，不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不愛，不愛，奚

足謂仁！」(〈仁義法〉) 

「仁」不是指愛己而是專指愛他人，而他人所指為誰呢？先秦儒家提出了「親

親為大」的原則，就是說首先要愛自己的親人，包括父母妻子兄弟等人。然後才

愛自己周圍的人，最後才說到人民(周桂鈿，1981：108)。董仲舒並不同意「親親

為大」的原則，他舉了個例子： 

 

營蕩⋯⋯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

公曰：「任仁義奈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老。」太公曰：「愛人尊老

奈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不食其力；尊老者，妻長夫而拜之。」太公曰：

「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亂齊，寡人立而誅之，以定齊國。」(〈五行相

勝〉) 

 

營蕩愛的是兒子，尊的是妻子，「仁義」在營蕩的詮釋下仍然是堅持了「親親為

大」的原則。誅營蕩以定齊國，表達了《春秋繁露》對「親親為大」的觀念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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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思考，也就是在不將「親親為大」置於首位，而是更積極的提倡「推恩」。

董仲舒認為「仁」所施予的對象是他人，所以「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

(〈仁義法〉)。放寬制度，容納各式各樣的人，才可以使多數人獲得好處。 

董仲舒對「仁」這一德性之論證乃是採取了「善優於對」的觀點。是以，他

會特別重視仁之客觀效果。這也突顯了「智」的意義，他並且舉例說明「智」對

行仁的重要性： 

 

    巂傳無大之之辭，自為追，則善其所恤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

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

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亂塞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

非堯舜之智，知禮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仁義法〉) 

 

董仲舒認為魯僖公能夠親自率兵，就值得肯定，因為這代表他愛護邊疆的人民；

然而，若能在尚未釀成災害之前，事先採取預防措施而與以阻止，使禍害消失於

無形，這樣就能使天下無害了。於是需要擁有洞察先機的能力，這就是「智」： 

 

    何謂智？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行為，皆以其知先規而為之，其規是者，其所為得

其所事，當其行，遂其名，榮其身，故利而無患，福及子孫，德加萬民。(〈必仁

且智〉) 

 

相對的，倘若缺少了「智」，則「其所為不得其所事，不當其行」，進而導致「不

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世無復，殘類滅宗亡國是也」(〈必仁且智〉)正所謂：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論語‧衛靈公》)也無怪乎，董仲舒會得出「莫急於

智」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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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近於仁，莫急於智。不仁而有勇力材能，則狂而操利兵也；不智而辯慧獧給，則

迷而乘良馬也。故不仁不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

之行，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惡爾。(〈必仁且智〉) 

 

擁有能力但缺乏仁德與智慧之人，將不免濫用其能力而鑄成大錯，但是，仁智必

不能偏廢而須兼備，否則仍會造成遺憾：「仁而不智，則愛而不別也；智而不仁，

則知而不為也。故仁者所愛人類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必仁且智〉)真正

的仁君，在行為表現上，會做到「愛民讓利」與「喜怒有節」(黃朴民，1992：

137)。愛民讓利，就是節制物慾；喜怒有節，則是節制權力慾： 

 

    天不重與，有角不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不得有小者，天數也。夫已有大者，又

兼小者，天不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為為制度，使諸有大奉祿，亦皆不

得兼小利、與民爭利業，乃天理也。(〈度制〉)       

 

汎愛羣生，不以喜怒賞罰，所以為仁也。(〈離合根〉) 

 

如果說對人的行為準則是「仁」，則正己的的標準就是「義」。董仲舒對於仁

與義的差異做了以下之闡述：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

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不可不察也，

眾人不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理，鮮不亂矣。是故人莫欲

亂，而大抵常亂，凡以闇於人我之分，而不省仁義之所在也。(〈仁義法〉) 

 

過去許多統治者(眾人)，並沒有分清楚仁義的界線，用寬厚待人的仁來對待自

己，使自己寬裕舒適；卻用嚴以律己的義去要求別人，這樣自然就會導致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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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亂。相對於「仁」是指愛人，義的特色則是正己：「義之法在正我，不在正人；

我不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仁義法〉)例如《春秋》對於楚靈王、齊

桓公、闔廬、潞子，是依據義法而加以褒貶的： 

 

    昔者，楚靈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不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

不得為義者，我不正也。闔廬能正陳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不正也。

潞子之於諸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不在正人，

此其法也。(〈仁義法〉) 

 

楚靈王、齊桓公、闔廬能夠糾正別人，但是春秋不認為他們合於義，因為她們自

己的行為不端正，相反的，潞子雖然無力去糾正他人，但是他的行為端正，所以

《春秋》認為他合於義。《春秋繁露》對於義的定義是：「義者，謂宜在我者。宜

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於宜以為一言。以此操之，義之為言，我

也。」(〈仁義法〉)。 

怎麼才能做到義呢？首先是(君主)要正確對待自己的錯誤。要主動地揭露自

己的錯誤，「自稱其惡」。對於小錯誤，發生在別人身上，可以不提；如果發生在

自己身上，那就要揭露出來，並加以批判。這叫做「躬自厚而薄責於外」，嚴以

律己，寬以待人。「君子攻其惡，不攻人之惡」，只批判自己的錯誤，不攻擊別人

的過錯(周桂鈿，1981：114-15)。此乃《論語》所稱「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衛靈公〉)而由於義是正己，因此能不能「好義」、「行義」完全取決於君主自

己：「有為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為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

好，人不好義者，謂之不自好；以此參之，義我也明矣。」(〈仁義法〉)所謂「義

者，我也」、「以義正我」、「義謂來」、「義大近」，皆強調義要從自身做起。把自

身正與不正作為批判義與不義的唯一標準，把正身作為義的全部內容。董仲舒在

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時代，要求統治者限制窮侈極奢的願望和行為，以此來穩定社

會，維護長治久安。「夫我無之而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不能受也，

 56



《春秋繁露》之政治倫理觀                                    第三章  人性論與政治倫理 

其理逆矣，何可謂義！」(〈仁義法〉)對董仲舒而言，自己做不到的事，卻要求

別人一定要做到；自己也有的缺點，卻不知反省，這是無法令人接受的，更遑論

稱義？「躬自厚，而薄於責人，則遠怨矣」(《論語‧衛靈公》)相對的，倘若不

分人我之別而逆行仁義，又豈能得治？故曰： 

 

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不寬也，以治人之度自治，是為禮不敬也，為禮不敬

則傷行，而民不尊，居上不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

之政詭於上而僻行之，則誹於下，仁義之處，可無論乎！(〈仁義法〉) 

 

從人我擴大來說，就是內外，我是內，人是外，用仁來治理別人，用義來糾正自

己，對外寬厚，對內嚴厲，這就是順；相反的，用仁治理自我，用義來治理別人，

對內寬厚，對外嚴厲，這便是逆。董仲舒認為當政的人如果能分別仁義的不同，

知道如何去治理人我、內外，就能得到人民的信仰和尊敬(賴炎元，1966：22)。 

在論述仁、智、義之後，本文將轉向《春秋繁露》對「信」的論述。《春秋

繁露》對於「信」之討論除了見於前文所舉的〈對膠西王越大夫不得為仁〉之外，

還散見於〈楚莊王〉、〈離合根〉、〈五行相生〉與〈天地之行〉四篇。〈楚莊王〉

之外的三篇都是在闡述君臣關係，本文在此不重複。而〈楚莊王〉有關「信」的

說法是： 

 

    春秋尊禮而重信，信重於地，禮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禮而死於火，齊

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舉而賢之，以為天下法。曰禮而信，禮無不答，施無不報，

天之數也。 

 

《春秋繁露》藉《春秋》中記載兩則史實來說明「信」與「禮」的重要性。伯姬

是春秋魯宣公的女兒，嫁給宋共公，結婚十年，共公死，伯姬守節。魯襄公三十

年，宋國王宮在晚上發生了火災，有人請他離開，伯姬說：婦人在晚上，沒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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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陪伴，不能走下廳堂。因為保母來遲了，她最終也被燒死；魯莊公十三年，齊

桓公與魯莊公在柯會盟，魯國的將軍曹劌持匕首，劫持桓公，要他歸還魯國的土

地，桓公遵守信約，把侵占魯國的土地歸還。董仲舒在此將伯姬與桓公對舉，按

比例原則而言，實為甚不恰當，這樣的對舉唯一之理由，就是因為這兩個故事皆

被《春秋》所讚賞。由齊桓公的例子，可以得知在上位者誠信的重要(信重於地)，

而「禮無不答，施無不報」是「天之數也」，《春秋繁露》在此也以「天」來保證

「信」的價值。 

在分述仁智義信四項德目之後，本節最終將以「禮」作為總結。禮，並不僅

指一般的繁文縟節的形式，而重要的是指其內容。「緣此以論禮，禮之所重在其

志。」(〈玉杯〉)只有內容和形式具備才謂禮：「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

質不具文，文安施質，質文兩備，然後典禮成。」(〈玉杯〉)除了強調「禮」的

內容，《春秋繁露》亦說明「禮」是一種道德觀念，並非一般的儀式和對人接物

的習俗：「禮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內外

遠近新舊之級也。」(〈奉本〉) (詹哲裕，2000：36)因此，一方面，將「禮」放

置到規範天下萬物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禮」也是一種道德修養。禮還承擔

了防亂的作用(詹哲裕，2000：36)： 

 

故君子非禮而不言，非禮而不動；好色而無禮則流，飲食而無禮則爭，流爭則亂。

夫禮，體情而防亂者也，民之情不能制其欲，使之度禮，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

食正味，身行正道，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道施〉) 

 

綜合《春秋繁露》對「五常」之論述，則可以得知，其特色即表彰在視政治

之目的為一道德與人格養成之功業。以君民關係論之，則君的責任分為養民與教

民兩大部分。這也是儒家論政之通義。博施濟眾，孔子認為聖人之業。而古今從

政者之優劣，亦視其能養民與否而定。如孔子稱「子産有君子之道四」，而「養

民也惠」為其一端。斥冉求以「非吾徒也」，正由其為季氏聚歛以病民(蕭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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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64-5)。儒家並未將政治之範圍限縮於經濟領域，政治，就其最高之目的而

言，在於培養美善之品性與行為。僅不過唯有「先富」才能「後教」。然而所謂

的「富」是以「平均」為目標，所謂「有國有家者不患貧而患不均，不患寡而患

不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論語‧季氏》)。富者因驕而暴，貧者因

憂而盜，財富對於德行的培養，既為基礎，亦為阻力。因此除了養民之外，還需

要教民。而教化之方法有二：以身作則與以道誨人。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

曰：「政者正也。子率以正，孰敢不正？」(《論語‧顏淵》)孔子又嘗謂「茍正

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不能正其身，如正人何？」(《論語‧子路》)「風行草

偃」，故自孔子視之，修身以正人，實為事至簡，收效至速，成功至偉之治術。

茍能用之，則「不令而行」(《論語‧子路》)，「無為而治」(《論語‧衛靈公》)。

政平刑措，指日可期(蕭公權，2001：65-6)。 

董仲舒承接了這樣的德治理論，就強調政治對道德提升之重要性而言，與孔

子之思想並無二致，然而時代背景之差異，使他更加注意君主對整個德治思想所

可能形成的破壞。所謂的破壞，是指君主放縱自身之欲望。君主縱欲，就教育意

義上，則不可能以身作則，又何以化民性？不僅如此，甚而與民爭利，如此，連

養民之基本需求都不再可能，則天下亦覆無以得治。於是針對封建帝國下的統治

者，《春秋繁露》一方面藉由「性善情惡」的人性論來証成統治者所被賦予在養

民與教民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對「五常」的闡述也揭示了何謂君民之間的合

理對待關係。這兩點也勾勒出儒家政治思想下理想的君民關係。 

五、 小結 

本章首先回顧董仲舒對人性之觀點，不同於孟子之性善論與荀子的性惡論，

《春秋繁露》建構了「性善情惡」之人性論。對董仲舒而言，孟子與荀子的人性

論，各有使教化成為多餘。若依孟子四善端之說，則沒有教化亦不妨礙人成善；

而依荀子的性惡論，則是無法解釋教化何以可能。2

                                                 
2 本章之目的在於歸納董仲舒於《春秋繁露》中對於孟子之批評，然而至於董仲舒的批評正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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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由天所賦予性善情惡之人性論，董仲舒認為還有兩大特色，就是「善善惡

惡」與「可節而不可止」。善善惡惡，指的是人天生有成德之目的；可節而不可

止，則是在說明物質生活對道德修養的重要性。董仲舒亦並不完全否定人性中情

欲的部分，不把情欲當作是人生中痛苦的根源，而要設法加以消除或逃避，只希

望它們在表現出來時，能夠適度，情欲的適當滿足是可以允許的。 

依此等人性論，則政治的最高任務就是在使民成善。而其方法就是先養後

教。先養，指的是統治者有義務滿足人民基本的生存需求；但是由於政治最終目

的在提升人民之素質，培養其德性，於是還必須加以教化。至此，《春秋繁露》

也就將化民成德之儒家政治通義附上了天意之保證。 

 為了實踐「先養後教，化民成德」之目的，在經濟生活(養)，務必做到不

與民爭利，「天不重與，有角不得有上齒」，如此也替愛民讓利找到了形上之根據；

在道德生活(教)，則要求統治者「喜怒有節」，以「慶賞刑罰」作為實踐德教之

工具，而迥異於法家將賞罰用於耕戰。 

    而《春秋繁露》要求君主必須按照仁、義、禮、智、信這五種德目來修養自

身。君主修身，有兩大意義，一是博施濟眾，二是上行下效。君主節制自身之慾

望，則不會橫徵暴斂，如此萬民才能擁有良好的生存條件去追求道德提升；也唯

有君主以身作則，才能收教化之功。《春秋繁露》也極為重視人對德行之實踐，

因為政治生活的目的就在提升人品。而為了實踐道德，就必須強調外在善與德行

之培養，亦即「養」與「教」，而《春秋繁露》最終要達成的目標是「忠信而博

愛，敦厚而好禮」，在頻率上，要「得見有常」，這就是《春秋繁露》「性待教而

善」之真正意涵。如此，將倫理德性視為活動所形成之產物。而好的君主就是能

就藉由生養教化，誘發深植於人性中「善善惡惡」之本性，昇華為「得見有常」

之德性。 

                                                                                                                                            
否，本文將試圖於第五章「《春秋繁露》政治倫理觀之後設分析」中，作更為完整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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