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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春秋繁露》倫理觀之後設分析 

一、 前言 

本章將試圖藉由「後設倫理學」(meta-ethics)之角度，來分析《春秋繁露》之

倫理學。以往倫理學理論之所以莫衷一是，主要的原因在於倫理學語言的使用不

夠明確，倫理學理論之間的差異，常常是由於使用的語詞具有不同的意涵所導

致，因此為了要使倫理學的討論更為精確，後設倫理學認為有必要先對倫理學所

使用的語言，加以分析和定義(林火旺，1999：21)。本章首先將討論《春秋繁露》

的「權」理論之性質，本文關心的是：「權」為一種義務論或目的論式的推論？

其次，則將探討《春秋繁露》中關於「義」與「利」之論述，並試圖釐清兩者間

之關係。最後，再比較《春秋繁露》與《孟子》對「如何成善」之觀點有何差異。 

二、 「權」之倫理取向 

第四章曾討論了《春秋繁露》對權變觀念的看法。本節將試圖探討這個核心

觀念究竟從屬於為何種倫理學取向？是義務論(deontological theories)還是目的論

(teleolgical theories)？ 

對支持《春秋繁露》的倫理學取向是義務論的看法─如張端穗的〈董仲舒《春

秋繁露》中經權觀念之內涵及其意義〉(後文簡稱〈內涵〉)而言，董仲舒非得強

調義務論的倫理學，因為這背後牽涉到帝國統治的正當性：「目的論權道觀所可

能墮落的程度─為了達到目的，倫理原則可以完全不顧。對董仲舒而言，這樣的

行權固然是違背了先秦儒家道德理想主義的精神，但更可慮的恐是它會危及大一

統政權的統治正當性。一般認為，秦帝國所以覆亡，除了仁政不施外，就是缺乏

一套足以證成帝國統治的理論⋯⋯就君王本人而言，董仲舒處處要為行權的舉動

劃下一條道德的界限(如他對逢丑父及齊頃公所批評的)，就君王本人而言，董仲

舒處處要求君王維持絕對的道德尊嚴。他將目的論的權道觀改為義務論的權道觀

最終的目的在於維繫帝國統治的正當性。」(張端穗，19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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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一說法並沒有對目的論與義務論做任何討論，這也使人無法理解，何

以「目的論」倫理學可以証成「為了達到目的，倫理原則可以完全不顧」，事實

上本文也不認為有哪一套倫理學可以完成這個論證，因為這條原則本身對倫理學

存在的價值就是一種否定。很遺憾的，此說也同樣沒有說明何謂「義務論」倫理

學，以及「目的論」倫理學對帝國統治的正當性有何危害？這些問題的答案皆付

之闕如。 

雖然沒有詳細定義義務論，但是我們可以由某些線索，來理解此說對義務論

的看法。在討論魯隱公與祭仲時〈內涵〉認為：「《春秋》經贊許魯隱公的是他的

心意，那麼行為中權與否的標準就應是心意(動機)，而非結果。相反的，逢丑父

的行為是成功的，但他的心意卻『措其君於人所甚賤』，因而不配中權⋯⋯行為

中不中權的唯一標準是「義」。董仲舒義務論的權道觀就此底定。」(張端穗，1997：

6)由這段文字中吾人可以得知，〈內涵〉認為中權與否是看心意，也就是動機，

而重視動機，就等於義務論，所以董仲舒所擁有的是義務論的權道觀。〈內涵〉

在此作了一個二分法：義務論就是重視動機；目的論就輕視動機，因此，義務論

與目的論的差異理應在於行為者的動機，又「行為中不中權的唯一標準是『義』」

因此我們可以說：義務論就是重視動機要合於「義」，而目的論並不在乎動機是

否合於「義」。 

在討論仇牧、孔付與荀息與魯隱公的權道觀念時，〈內涵〉又說：「這樣的排

比所形成的權道觀，其義務論立場更為明確了。魯隱公、孔父、荀息、仇牧，在

行動上都是失敗者⋯⋯他們被許為行權，不在他們行動的結果，而在他們『行正

世之義，守惓惓之心。』他們行為的本身以及動機為他們贏得『行權』的美名。」

(張端穗，1997：15)前文清楚的定義中權與否看動機，然而現在又區分「行為的

本身」以及「動機」。似乎〈內涵〉的意思是：行為的本身也是一項應當被納入

考量的條件，而且這項條件是明顯不同於動機。這不僅挑戰的了前面的定義，而

且由於缺乏說明，吾人亦難以得之「行為的本身」、「動機」與「結果」三者間的

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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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的結尾提到董仲舒「《春秋》之道，大得之以王，小得之以霸」〈俞序〉，

〈內涵〉對此提出批判，在註 85 中寫到：「董仲舒此處的立場頗有自相矛盾之嫌。

如前所云，他所主張的權道觀是屬於義務論的倫理思想。他在〈對膠西王越大夫

不得為仁〉一篇所說的話『仁人者，正其道不謀其利；修其理不急其功』也證實

了他這樣的觀點。現在他大談依循《春秋》的指令必然能成就的現實功業，頗有

以功利主義立場來衡量《春秋》的意味在。這樣功利主義的話在《春秋繁露》中

不止一見。」(張端穗，1997：24)這個註的前後矛盾使之完全無法被理解。事實

上，在「《春秋》之道，大得之以王，小得之以霸」之後，仲舒提到「故曾子、

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之以天

心。」仲舒在此試圖連結《春秋》與「仁」的關係，倘若依循《春秋》經所揭示

的統治原則，無論統治的對象多寡，都是行仁政。大小王霸，都應當依循「仁」，

這不僅是《春秋》大義，更是天意，這是相當明顯的目的論，又怎麼會是功利主

義呢？而且〈內涵〉也發現，按照他所設定的義務論定義，則處處與《春秋繁露》

不合，又怎麼能說「經權」的倫理學取向是義務論呢？ 

欲解決以上問題，本文以為應當先回到關於義務論與目的論的定義之探討。

在此以康德代表義務論以及亞里斯多德的目的論作為對比。康德認為道德原則是

滿足普遍法則之形式判準的令言，而形式判準是純粹理性的標記。所以，道德是

源自理性的法則，如同康德所說，法則是我們以理性存有者身分來頒給我們自己

的，也是我們互相肯定對方的理性本性時，規範我們行為的法則(戚國雄，2002：

394)。而道德價值最終由行為者意向的本質決定，而後者反過來又由康德說明一

個人行為的所謂普遍格律(general maxim)或主觀原理(subjective principle)決定。一

個「定言令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就是單純從純粹理性的判斷方法來直接說出

應該做什麼；它之所以是定言的，乃因這種判斷方法所命令的不依感覺的情形而

定，並且它總是帶著否認的價值(overriding value)。而當我們服從定言令式時，我

們遵循我們自己的法則並由此自律(彭文本，2002：631)。根據康德，自律是道德

的最高而唯一的原則，因為「道德律不過表示純粹實踐理性的自律而已」。自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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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以純粹理性為意志的唯一動機(項退結，1992：74)。 

亞里斯多德則由完全不同的途徑來探討倫理問題。作為目的論者，亞里斯多

德假定我們天生就會追尋美好的生活；因為我們渴求這樣的生活，因此找出美好

生活的成分，也就等於斷定我們應當追尋何種目的。他認為所謂美好的生活，是

在值得踐行之事情上有卓越表現才是。而亞氏的觀點也被稱為至善論

(perfectionism)(戚國雄，2002：394)。目的論式的論証也使得亞里斯多德相信每種

東西具有它自身的最終原因，並且傾向於實現這個目標(徐佐銘，2002：1213)。

人類也不例外，一個人是藉著成為一個好的選擇者和做事者而成為善的。這不僅

僅是關於選擇選擇和從事正確的行動，更是關於以正確的方式選擇和從事行動。

在有德性的人身上，慾望和判斷達成了共識。所以，他們的選擇和行動是免於衝

突和痛苦的。並且由於道德的德性是有關選擇的一種特質，因此深思熟慮的從事

有德性的行為，最終可以培養一種能夠和諧且愉快地選擇行為的特質，而因此依

德而行。對人而言善是符合德性或最高德性的活動，所謂目的論，其核心觀念即

在於如何適切地實現其本性，而人的自然功能在於人們運用其自然的認知官能，

其中最重要的是理性的官能。所以，人類的幸福是符合理性的活動(徐學庸，

2002：70-1)。 

亞里斯多德的倫理學也被歸類為德行倫理學。德行倫理學亦可以被強烈地構

想為(下列)主張：道德的德行比其他道德概念更為基本。在這樣一種德行倫理學

中，德行是基本的，亦即，其他道德概念的斷言不但可化約為道德德行的基礎斷

言，而且以它們為基礎才得以證成。依照亞里斯多德最一般性的說法，德行是性

格的特徵，該特徵使人習慣去做那些可以獨立地等同於道德上所需要做的事，或

去做最好的事情(陳瑤華，2002：1286-7)。 

是故可以得出下列結論：所謂目的論，是將道德上之是非、義務等等之基本

的或終極的準據或標準是其所招致而來的非道德價值。最後直接地或間接地必須

訴之於所產生之善的數量在比較上的大小而定，或確切地說，訴之於所產生之善

的數量大於所產生之惡的數量，這種比較上的差額。所以對一個目的論者來說，

 82



《春秋繁露》之政治倫理觀                         第五章 《春秋繁露》倫理觀之後設分析 

道德性質或行為價值、人、或品格之特徵，均是依據它們所產生或企圖產生的比

較上的非道德價值(黃慶明，1972：26-7)。如前所述，因為亞里斯多德是至善論

者，所以對他而言，幸福絕非單純的等於快樂或愉悅，而是我們要理解人類目的

後，找出值得踐行之事，並試圖在這些美德的追求上有卓越的表現；而義務論則

主張，除了用行為的善或惡的後果來決定行為是不是對的或是義務的以外，行為

自身的某些特性，而不是行為所招致而來的價值，也可以使一個行為或一條規則

成為對的或是義務的。所以一個本務論者會主張，就算行為或行為規則並沒有為

個人自己、社會、或世界促進最大可能的善大於惡之差額，該行為或行為規則仍

然可能成為道德上對的行為或對的行為規則，或成為道德上的義務行為或行為規

則。行為或行為規則只要與某些其他的事實有關，或者單單由於行為或行為規則

自身的本性，就可以說它是對的或是義務的(黃慶明，1972：28-9)。所以只要行

為是遵循定言令式的命令，無論後果為何，該行為就擁有道德價值。 

在此亦更加清楚的發現目的論與義務論之差異。以目的論觀點而言，我們應

該追求的目的為何，這個問題的答案會決定對錯原則。換言之，照目的論的觀點

看來，正當行為的一般性研究從屬於善的一般性研究(戚國雄，2002：395)。而《春

秋繁露》中關於臣子行權的討論，究竟應當歸類於哪種類型之倫理學？一個較為

簡單的判準是：這些臣子之所以行權，是因為行權這一動作本身得以通過定言令

式的檢驗，還是由於行權本身是符合人類目的的一種美德？倘若檢視司馬子反、

逢丑父與祭仲各自被稱讚知權或被責備為不知權來加以分析，很明顯的，在《春

秋繁露》中，評價臣子的行為有一個更高的準則，這個準則就是關於人類目的的

一種理解。司馬子反的行為實際上是侵犯了君主的權力，這理應是嚴明君臣大義

的《春秋》最無法忍受的行為，但是卻被許為知權，仲舒對此使用「各止其科」

來說明子反行為的價值。子反處於特殊的情境下，迫使他不得不去反思作為一個

人，「仁」這樣的美德對他究竟有沒有意義？此處涉及判斷力的問題。其次，就

義務論者而言，「專政擅名」絕對難以被証成為臣子的義務，其原因有二：首先，

「專政擅名」並無法被普遍化；其次，由於不考慮結果，司馬子反「專政」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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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的好處(推恩行仁)可說沒有任何價值可言。 

逢丑父與祭仲的例子更為清楚說明行權應當屬於目的論倫理學式的推論。如

果沒有一個關於人類目的的價值排序(榮辱重於生死)，則丑父與祭仲的行為根本

是無法區分其價值高低。然而，將君主大位讓給同宗兄弟，不但符合「讓」的美

德，而且符合宗法繼承原則，故「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而「獲

虜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所以縱使「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也會

得到完全不同的評價「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不同

理」。就行為本身來說，兩者都是「俱枉正以存其君」，就義務論而言，兩者僅有

可能同為正當或同為不當，但是在目的論的價值體系下，兩者的差異昭然若揭，

也唯有透過目的論式倫理學才能理解仲舒對這則史實所下的價值判斷所謂何來。 

重視臣子的義務而忘卻生死，對於這項美德的追尋同樣反映在仇牧與孔父的例子

上。易言之，延續生命並不是人類所要追求的最高目的，仇牧與孔父之所以被稱

知權，就是他們對於人生的目的與各種不同層級價值的追求上有著清晰的認識。

倘若缺乏判斷力，不但無法計算各種行為造成的善惡差額，更嚴重的會誤解人類

真實的目的，而目的又會決定行為的對錯原則。 

而透過目的論層級式價值觀的排列，公子目夷、荀息與石曼姑三人的行權也

可以被吾人理解其價值何在。「重宗廟」與「貴先君之命」在他們各自的例子中

各是行為的最高準則。無論是宗廟或先君，都代表一種客觀的制度。作為臣子，

他的身分要求他在君主繼承的問題上不得有自己主觀的意見，因為倘若不遵循這

條原則，將會導致臣子亂政，使整個封建秩序蕩然無存。 

 

 

 

 

 

 84



《春秋繁露》之政治倫理觀                         第五章 《春秋繁露》倫理觀之後設分析 

三、 義利之辨 

在《春秋繁露》中，「義」一字含有兩種不一樣層次之表述。「義」除了和「仁」

相對之外，當「仁」、「義」對舉時，董仲舒意圖說明如何處理他人與自我之關係；

當「義」、「利」對舉時，則是在突顯抽象價值與具體價值之比較。論者多以為，

《春秋繁露》雖然並沒有排斥利的重要性，但是卻重義輕利(李威熊，1978、周

桂鈿，1981、黃朴民，1992、陳福濱，1994、詹哲裕，2000)。不完全排斥利，

是因為董仲舒認為「義」同「利」一樣，同時產生，同出一源，都是天之所與(詹

哲裕，2000：38)：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利，利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不得義，不能樂，體不

得利，不能安，義者、心之養也，利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

義之養生人大於利。(〈身之養重於義〉) 

 

但是，由於對《春秋繁露》中義與利是否衝突卻有不同之看法，這也致使「重義

輕利」有兩種不同版本。持「義利異質說」的學者認為，董仲舒所論述之義利關

係，乃是指涉道德原則與個人利益的關係，所以固然《春秋繁露》肯定義利兩養，

但是當涉及道德實踐時，他很顯然是主張重義輕利(陳福濱，1994：181)： 

 

    君子篤於義，薄於利。(〈王道〉) 

 

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行仁義而羞可恥，非若鳥獸然，

茍為利而已。(〈竹林〉) 

 

    凡人之性，莫不善義。然而不能義者，利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不及利，欲以勿言

愧之而以，愧之塞其源也。(〈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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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對於「義利同質說」而言，由於利出於天，所以求利擁有天意所賦予的正當性： 

 

    量勢立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為天下興利也。(〈考功名〉) 

  

    天之常意，在於利人，人願止雨，敢告於社。(〈止雨〉) 

 

若依此說，則董仲舒畢竟沒有完全排斥「利」。這是因為義與利乃是同一事物的

兩個方面，只有主次之分，而未可將其中的一方給完全抹煞了。「體不得利不能

安」，這表明了「利」是日常生活中的要義之一。但是，利與義兩者相較，利畢

竟是第二位的，它從屬於義(黃朴民，1992：142)。更為精確的說法是：董仲舒主

張重義而輕利，但並不反對求利，而是要人行義以求其大利。所以合乎仁之利，

即為義。只要行為合宜，利自在其中。所以他所輕視、貶抑的，乃是違反仁的私

利(李威熊，1978：115)。 

    如將「義利異質說」推演至極端，甚至可以得出《春秋繁露》根本上就排斥

「利」。例如：「使義、利成為強烈對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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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政通，1986：134-35)。此說主要之依據是〈對膠西王

越大夫不得為仁〉，據此，「仲舒是堅守著儒家道德理想主義的標準。依據此一標

準，『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主張倫理的動機論者，是不重視倫理

效果的。」(韋政通，1986：135)；相反的，將「義利同質說」持續發展，則產生

出另外一種版本之詮釋：不同於將義與利對立起來的孟子，董仲舒「則十分強調

『利』的作用」，甚而「雖然義更為重要。但義之所以重要，也是因為惟有明義

才能有利」(金春峰，1997：193)。 

    本文以為，首先，按「修己」與「治人」之別，《春秋繁露》不可能排斥利。

倘若完全排斥利，則又何須「愛民讓利」？又該如何論證「均貧富」？而無論是

「君子篤於義，薄於利」(〈王道〉)或是「故君子終日言不及利，欲以勿言愧之

而以，愧之塞其源也」(〈玉英〉)，其訴諸之對象皆為「君子」，而非升斗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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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夫走卒之流。由此觀之，《春秋繁露》毋寧是期望統治集團能夠「重義輕利」，

節制慾望，以免揮霍無度，甚而橫徵暴斂。 

其次，對「利」與「義」而言，兩者是互為必要之前提。一方面，「利以養

其體」，生存的基本需求必須被滿足，否則「體不得利，不能安」，也無法進而求

「義」。但是另一方面，人們不能忽略了對於道德價值之追求： 

 

    人甚有利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惡惡深，禍患重，非利死其罪者，及旋傷

殃憂爾，莫能以樂生而終其身，刑戮夭折之民是也。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樂也；

而大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此以實義之養生人大於利而厚於財也。(〈身之養

重於義〉) 

 

若僅追求物質利益，而放棄修養道德，此乃本末倒置之行為，因為這會導致「禍

患重」而「莫能以樂生而終其身」。「體欲得利」之目的本是爲了「安」，然汲汲

營營於求利，只可能有害而無益。換言之，對於「利」與「義」之追求，兩者應

當屬於一種良性的循環關係：生存基本需求得之以被滿足，使人們有條件得以追

求更高的價值─義，而義同時也保障了生命的尊嚴與存續。然而人們經常會忽略

義的重要性： 

 

    民不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利，去理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自

為計不忠也，則其知之所不能明也，今握棗與錯金以示嬰兒，嬰兒必取棗而不取金

也，握一斤金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金而不取珠也。(〈身之養重於義〉) 

 

一般人在區別事物的價值與重要性上，就如同嬰兒與野人，經常會犯錯。同樣的

情形，也發生在評價「義」與「利」的追求上。先利後義，甚而「殉利」，並不

是出於性格上的缺陷(例如貪財勝過好義)，而是因為義屬於抽象價值，比較容易

被求利的意願加以掩蓋： 

 87



《春秋繁露》之政治倫理觀                         第五章 《春秋繁露》倫理觀之後設分析 

 

故物之於人，小者易知也，其於大者難見也，今利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

怪民之皆趨利而不趨義也，固其所闇也，聖人事明義以照燿其所闇，故民不陷。詩

云：「示生顯德行。」此之謂也。(〈身之養重於義〉) 

 

相對重要的價值(義)卻因其較為抽象而難以被認知，這是一般人共處的困境。此

一困境突顯了「教化」的意義。對於統治者而言，滿足基本生存需求是治人首要

然而卻不是唯一的任務： 

 

    先王顯德以示民，民樂而歌之以為詩，說而化之以為俗，故不令而行，不禁而自止，

從上之意，不待使之，若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見

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行，化大行故法不犯，法不犯故刑不用，刑不

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復也。(〈身之養重於義〉) 

 

在上位者倘若能「見義大」，則移風易俗，「顯德以示民」，讓人民心悅誠服地接

受統治，如此便可收「不令而自行，不禁而自止」之效如此，則刑與法皆可不用；

反之「今不示顯德行，民闇於義不能炤，迷於道不能解，固欲大嚴憯以必正之，

直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不行。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

無道，雖殺之，不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行與不示爾」(〈身

之養重於義〉)是以，則若君主無德，刑與法亦毫無效用。 

    是以，由於缺乏認識到「義」與「利」是處於一種良性循環之關係，「義利

異質說」亦不免較「義利同質說」缺乏說服力；也因此，堅持《春秋繁露》主張

的是「倫理的動機論者」，並且「是不重視倫理效果的」之說法，就值得加以商

榷。本文以為《春秋繁露》是重視倫理效果的。而所謂的倫理效果，就是對於「善

善惡惡」之天性加以發揚。換言之，人的目的是藉由培養善質，使之具有善的動

機傾向，表現於外，即是對道德行為之實踐。如此，人的目的就是其意志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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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不同於將董仲舒歸於「倫理的動機論者」之說法，而對於〈對膠西王越

大夫不得為仁〉一文有著不同於韋氏之發現。膠西王將句踐、范蠡與文種三人許

之為仁，並詢問董仲舒的看法。董仲舒不正面回答，先舉了魯君與柳下惠的故事： 

 

昔者，魯君問於柳下惠曰：「我欲攻齊，何如？」柳下惠對曰：「不可。」退而有憂

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不問於仁人也，此何為至於我？」但見問而尚羞

之，而況乃與詐以伐吳乎！其不宜明矣。 

 

柳下惠僅是被國君詢問於戰爭之事，就已經感到羞愧而不安，越王句踐與其臣子

欲以詐術來討伐吳國，豈非較魯君更等而下之？這樣的君臣又何以稱為仁呢？於

是董仲舒說： 

 

    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不謀其利，修其理不急其功，

致無為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

雖有功，君子弗為也⋯⋯為其詐以成功，茍為而已也⋯⋯比於仁賢，何賢之有？譬

猶珷玞比於美玉也。 

 

「功」是有價值的，在政治領域中求「功」並沒有任何錯誤，但是求「功」必須

使用正確的手段，並不能僅急於求「功」。而所謂的「仁聖」，豈能用「詐」？縱

算用詐成功，僅不過「茍為而已」，不足稱道，又何以與仁賢齊觀？換言之，以

「仁聖」、「仁賢」所立下的標準而言，政治上的「功」是「致無為而習俗大化」，

而唯有「貴信而賤詐」才能達到此一標準；詐，或許可以帶來權力鬥爭上短期的

勝利，但是對於實踐人類目的(培養德行)而言，則毫無幫助。而由於正是考慮了

倫理效果上的差異，才得以區別「三王」與「詐人」其不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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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春秋繁露》與《孟子》 

本章最終欲討論之問題，是《春秋繁露》與《孟子》在論述「人如何成善」

此一命題上之異同。本文在第三章曾經說明，董仲舒為了在《春秋繁露》中建立

其「性善情惡」之人性論，於是在〈深察名號〉與〈實性〉兩文中，直指孟子「性

善說」之缺失。但是董仲舒對《孟子》之批評，受到部分當代學者之抨擊。本節

欲探討之問題是：《春秋繁露》對於詮釋《孟子》一書中對於「性善說」與「教

化」之關係有著什麼樣的貢獻與侷限？而當代學者對於《春秋繁露》之批判又是

否恰當？ 

    在《春秋繁露》中一共有三處直接提到「孟子」，分別是： 

 

性有善端，童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深察名號〉) 

 

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偽善者弗許，吾上質於聖人之所為，故謂性未

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深察名號〉) 

 

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者無不得見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

者何為不見也？觀孔子之言此之意，以為善甚為難當；而孟子以為萬民之性皆能當

之，過矣(〈實性〉) 

 

依此，《春秋繁露》對孟子的批評可分兩個層面：(一)、若依經驗而言，則「性

善說」實屬不當，以及(二)、又依《孟子》之「四善端說」，則有礙於王者推行

教化。對於反對此番詮釋之學者而言，這兩點皆不得成立。其原因如下：由於孟

子肯定普遍的性，是先驗的意義，並非因為它「善於禽獸」才予以肯定(韋政通，

1986：107)。又仲舒一再強調的，善是由王政、教化所產生，孟子對這個意義的

善，並沒有忽視，如《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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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契為司徒，郊以人倫」、《孟子‧盡心下》：「賢者以

其昭昭使人昭昭」、《孟子‧萬章下》：「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依孟子之見，人的道德發展主要是憑藉其本有的良知、良能，聖人之教

只是助緣而已(李明輝，2001：100)。經由教化所產生的善，是經驗意義的，這兩

個不同層次不同意義的善，在孟子的系統裏，不但不衝突，而且是普遍的善性，

正是經驗意義的善之所以可能的超越依據，是爲「教以人倫」如何可能的問題提

供答案的。依孟子的思想，經由王政、教化所產生的善，不過是以王政、教化為

手段，激發本心之善所表現的結果，孟子由心善論証性善，除了上述為人論教化

提供理論根據的意義之外，還強調仁義內在，非由外爍我之義，以說明作為人主

體的心性，是自本自根不假外求的特性(韋政通，1986：107-8)。 

《春秋繁露》由經驗意義來批判「性善說」，固然是誤解了《孟子》之本意，

因此無效。但是吾人能否進而推論，董仲舒人性論思想的一大特色是「所以特別

強調外教或王教，是因他並不相信人在道德實踐上能靠自我實現而成功，這種想

法與孟子發展善的條件，『是在內不在外，依自不依他』，恰好對立」(韋政通，

1986：116)，則是不無問題。 

之所以提出此疑問是因為：如果我們將孟子發展善的條件歸納為「在內不在

外，依自不依他」則就難以解釋為何「逸居而無教」會導致人們「則近於禽獸」？

亦無法說明《孟子‧告子上》：「富歳子弟多賴，凶歳子弟多暴。非天之降才爾殊

也，其所以陷溺其心者然也」以及《孟子‧盡心上》：「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

與木石居，與鹿豕遊，其所以異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見一善行，

若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之理論意義。富歳凶歳，善言善行，皆屬「在外」

之條件，理應對於道德實踐毫無影響，但是卻造成「多賴」或「多暴」不同之後

果；同樣地，不也正是這外於人之「善言善行」使得舜由「深山之野人」轉變為

「沛然莫之能禦」，如此，又怎能說道德實踐必然不「依他」？ 

是故，藉對比《孟子》與《春秋繁露》於道德實踐之討論，本文得出以下四

點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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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仲舒欲藉由經驗事實來非難孟子「四善端說」，並不恰當，因為孟

子之本意是就人性中先驗之部分來論証，經驗與先驗，分屬不同範疇，是以

《春秋繁露》於此提出之責難並無效果。 

 

(二)、有趣的是，董仲舒和當代支持孟子「四善端說」的學者一樣，皆歸納

孟子於「道德實踐」上為「在內不在外，依自不依他」；只不過董仲舒批判

這種觀點，並且認為《孟子》這種對道德實踐之觀點，忽略了王者教化之意

義。 

 

(三)、雖然吾人無法片面歸納出「孟子支持在道德實踐上『在內不在外，依

自不依他』的說法」，所以董仲舒與部分學者雖然對孟子有不同評價，卻犯

了相同錯誤。「行善之根源在超驗意義之人性」與「人在道德實踐上可不需

外在條件配合而得以自我實現」兩者之間並沒有任何關聯性。董仲舒支持前

者
1，反對後者，因此吾人最多僅能說：依《春秋繁露》之見，「外在教化」

對於人們的「道德實踐」屬於必要條件；但是亦必須承認，《孟子》對於這

個問題的回答前後並不一致，因為孟子也說「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

也；有是四端而自謂不能者，自賊者也」(《孟子‧公孫丑上》)、「仁義禮

智，非由外爍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孟子‧告子上》，試比較於前引之文，則可追問，若沒有「聖人」、「賢者」

與「先知先覺」，對於萬民成德有沒有任何負面影響？故本文以為，若吾人

採「依自不依他」說，則與其視「王教」為「助緣」，不若視之為「多餘」。 

 

(四)、承上，於是董仲舒之所以反對孟子之性善說，就是因為反對於道德實

踐上採「依自不依他」之觀點，因為董仲舒擔心若支持孟子之人性論，則會

                                                 
1如〈玉杯〉：「人受命於天，有善善惡惡之性，可養而不可改，可豫而不可去」，〈深察名號〉：「天

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立王以善之，此天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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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君王承天意而負有對萬民「生養教化」之責2，甚而由於「在內不在外，

依自不依他」，所以無論外在物質生活如何惡劣，政治生活如何失序，都不(應)

會對於人們的道德生活造成任何影響，如此，則董仲舒即無法論証君主於政

治上應「愛民讓利」、「先養後教，化民成德」有其形上之依據，換言之，亦

失去天意所賦予之神聖性。而此損失，不可謂之不大，是故，《春秋繁露》

必須反對孟子之四善端說。3

 

五、 小結 

    本章之目的在藉由「後設倫理學」之角度，來討論《春秋繁露》中三個與政

治倫理有關之概念。首先是《春秋繁露》對於「權變」之倫理學取向。對此，本

文以為，由董仲舒對「權變」之探討，這一觀念應屬目的論而不是義務論。其原

因是：(一)、「權」這一行為並非透過定言令式的檢驗，而是由於它符合一種人

類所追求之美德。這點由司馬子反的例子可以獲得證明。(二)、藉由賦予丑父與

祭仲的行為不同之評價，董仲舒於此突顯了「榮辱重於生死」，這樣關於人類目

的的價值排序；而若是採取義務論，便無法做出這樣的區分。(三)、而透過目的

論層級式價值觀的排列，公子目夷、荀息與石曼姑三人的行權也可以被吾人理解

其價值何在。「重宗廟」與「貴先君之命」在他們各自的例子中各是行為的最高

準則。於是他們也被《春秋繁露》所讚許。 

    其次，本章分析了兩種對於《春秋繁露》中「義」與「利」之不同立場之詮

釋：「義利異質說」與「義利同質說」。按「義利異質說」，則董仲舒於《春秋繁

                                                 
2董仲舒曾多次表達此一觀點，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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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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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民之性茍已善，則王者受命尚何任也？」(〈深察名號〉) 
3勞思光亦詰難於董仲舒而云：「董氏……力攻孟子之說；大意不過謂，心性中有善端並非善之『完

成』。其實，孟子既言『擴充』及『養氣』，顯然亦不認為德性『完成』不待工夫，故董氏之批評，

實由不解孟子之說而來……但最嚴重之問題在於董氏不解「德性根源問題」本身之重要。」(勞
思光，2002b：40)此論點乃較為精緻的「依自不依他」。本文以為勞氏之論點有兩大問題，一是

董仲舒對於「德性根源問題」並非沒有注意，此點前文已有交代，故不重複。此外，勞氏的詮釋

仍然沒有回答董仲舒對孟子之質疑，那就是德性之完成究竟需不需要外緣？董仲舒與孟子的差異

不在根源問題，而是方法問題，是過程問題。故勞氏之批判不無值得商榷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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露》中當涉及道德實踐時，他很顯然是主張「重義輕利」；相對於此，「義利同質

說」則以為，董仲舒欲論証的是「行義以求大利」。若將「義利異質說」加以延

伸，則董仲舒被歸類為倫理學上的動機論者；而依照「義利同質說」之推演，則

董仲舒之所以重視「義」，是因為惟有明義才可求利。由於《春秋繁露》相當重

視「俢己治人」以及「愛民讓利」，故本文以為，董仲舒並不排斥或貶低「利」

之價值，而「義」與「利」之間是處於一種良性循環之關係。於是就義利關係而

言，《春秋繁露》也就不至於完全排斥人求利以養體之合理性，而是在「義利同

質說」的前提下，希望能達到「利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而董仲舒也不是動

機論者，而是更為重視倫理效果之目的論者，而所謂的倫理效果，就是對於「善

善惡惡」之天性加以發揚。這一特點在〈對膠西王越大夫不得為仁〉表現得最為

清楚。透過比較「三王」與「詐人」在倫理效果上的差異，說明了董仲舒在政治

上重視「功」─也就是倫理效果之特色。 

    最終，本章比較了《春秋繁露》與《孟子》對人性論之觀點。依本章之觀察，

董仲舒於〈深察名號〉與〈實性〉二文當中之所以要抨擊孟子之「四善端說」，

是因為按董仲舒之理解，孟子之觀點(道德實踐是「在內不在外，依自不依他」)

會導致吾人無法藉由對「性善情惡」人性論之肯定而將儒家生養教化之責任賦予

天意之價值，甚而會讓統治者無視於此項責任。但是本文以為，孟子對於「外在

教化之於人們的道德實踐是否屬於必要條件」之問題的回答上，的確有其不一致

之處，而《春秋繁露》之不同於《孟子》，即是對於「如何成善」之問題上採取

了不同之態度。對《春秋繁露》而言，按孟子之說，似乎不待君王教化，萬民亦

得自行成善，然董仲舒無法接受這種觀點，因為倘若萬民可自行成善，則《春秋

繁露》中藉由天意來論証德治之計畫，皆不免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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