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閏八十三午．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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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百

晚周天下分裂，七國變法，吏治變革如火如荼的進行，兩周及春秋時期
舊政教體制慘遭修理，雖近瓦解之運，苟于提出了警告，指出「三王（夏商周

開國君主）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 ． ．．天下不待亡，國

不待死」（苟 子大略），當時吏治改革（「改自作」）的主潮即為 「刑（形）名
法術之學」’ 韓非子集法、術、勢之大成，為世所悉，然而真正 從理論主導
政體轉變的是 齊國覆下道家哲學（管子八篇），它完成 〈 老子 》

王慶光＊國 立中興大學共同學科副教授

「 治人事天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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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日督，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則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59 章）的論證’葡于長期喜與程下學宮講學活動，而且地位崇高，齊襄主時「
三厲害等酒，最為老師」，他曾廣泛又深刻考察道家哲學，創造性轉化其煉氧
化神的「虛靜專一」說，又多方面評論種下道家追隨者的↑直到、田研、宋研

語論。他一向堅持周禮及孔子學說的治國主張，見道家「君人南面之術」方

興未艾，兩度展開對君術周密（「寞知其極，可以有國」）的集中評論（見苟于
正論、解蔽），以下對此爭議略作回顱，盼有助「儒道互補」問題之推展。計
分四章十節，壹、道家壘與吏治改革的因素，貳、道家君術周密諦，蠱、苟
子評論「主道利周」’肆、討論。

壹、道家參與吏治改革的主客觀因素：
一＼主觀方面的因素
老、莊為原始道家，以宋殷為宗園，楚、陣、華為頡壩，子路隨孔子至

陳薯，怪罪隱士「飲潔其身而苗L 大倫」（論語微于），徐先鬼責說武偎「君獨

為萬乘之君，以苦一國之民，以聾耳目之欲」（莊于徐先鬼），足見「于L 、老
互細」（司馬遷）為不同政治歸屬使之如此。老于政治批判之言：「服丈朵、

帶利制、厭飲食、財貿有餘，是謂盜芋」（ 53 章），莊于「君人者以己出經式
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詰？」、「無為也、而接安其（百姓）性命之情」（莊于
應帝王、在有）均謂禮泊彰顯宗法貴接（君子）的權力意志。

春秋 (722 ～ 479 B.C. ）結束，禮治亦告紹，進入「諸偉異政、百家異說」
時期，開放言路苦苦 i拜蜂起，百家相互融盪，儒分為／丸，墨分為三，道亦分為
老莊、黃老二支，「黃老」係將自然哲學轉為政治哲學、結合法家直接論政
的學派。（註一）

司馬還〈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申于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

二篇，號日申于 o 韓非者，韓之諸公于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 1B 黃
老」’可見道 家的「黃老」一支分派曾衍生〈申子〉、〈韓非子〉 兩系。〈
孟于高卿列傳 〉：「慎到，曲人。田耕、接子，齊人。環淵，楚 人。皆學黃

老道德之術’ 因發明序其冒意。」可見種下先生慎到、田研、環淵、接子也
是「賀老」服 膺者，申韓選擇刑名，種下先生選擇道德，「黃老 」等同於「

的道拉術論的 ）＇~ 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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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刑名學」，「道德」為理論、為體，「刑名」為技衛、為用。（註二）

莊、老論政均側重預防問題費生，「為之於未有，泊之於未亂」（老子 6
4 章），「治夫下，去其害者而已長」（莊子徐先鬼），察微備患，抓住發生禍
患的苗頭，及時採取恰當措施，這類似醫家名言「預防膀於治療」，其背後

之理據是：事物發展有客觀規律、見微可以知著。可見他們一向關心政治發
展，隨時機進退，「古之所謂隱士也，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

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譯也 c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先跡﹔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莊于繕性）

二＼客觀機緣出現，齊道家議政：
〈 史記﹒田敬仲世家 3
16 年，西曆前 386 年）

：「田和立為齊候，列於周室，紀元年（周安主

，． ． ．．騁忌于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奸吏，．．

．．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主日輯衍、停于究、田耕、接子、↑真到、環淵之徒
七十六人，皆賜列第，馬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種下學士復盛，且數

百千人。」齊歷史王任用聽忌銳意革新吏治，「葦修法律以督奸吏」’鼓勵人
們當面或書札向自己謀言。宣王為理下學宮最壯盛時期，各國各派學者均絡

繹至此，享上大夫之禱，不治事而議論一包括吏治方面的改革理論，齊威王
「高祖黃帝，適桐桓文」﹒黃帝、老子之言遂於種下展開討論，使名學者撰

寫今本 《 管子 〉 一書〈心衛、上下〉、〈內業〉、〈自心〉、〈樞言〉、〈
宙合〉、〈九守〉、＜正＞ ｝＼. 篇遣軍作晶，為覆下黃老之作 c （註三）專研「
心」的前四篇特別重要，學者習稱「管子四篇」’另四篇之題意為﹔樞紐之

言、包羅萬象、九條守則、規正國人已道家君術之精華於八篇畢現無遺。
務質為齊之國策，也是道家施政準則，它不但表現於重現產經實業，也
經由全面開發產經實業轉變原先對政府職能的觀點，「齊桓公用管仲之謀，

通輕重（物價被動 ） 之權，徵山海之業，以朝諸候，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 （ 史
記平準書）， 經濟使齊國登上強國之林﹔

「 地闢舉則民留處，國多 財則遠者來

」（管于牧民 ）、「善者執利之所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 引而來，不
煩不擾，而 民 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管 于 禁藏），即
放任民間社 會 經濟自主性的變動，主權政府因勢利導、不煩不擾 ，「明主之
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使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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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曰：上無事而民自試」（管子形艷解），清楚不過的事實是：政府與人民對
調了主從關係’政府從征集人力、軍未轉為開放職官、制民•！置產，進而出現

政府只辦利民之事不自居功名的主張，「夫名宜之相怨久裊，是故絕而無吏
，慧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取寶華名）

，故安而無憂」（管于宙台），「

出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能者無名，從事無事」（管于自心）
政府職能也快官僚成員但轉，擁有技術專長的人才取代昔日「文化人」

的地盤，「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分，名位不得不多分﹔聖人生日：事之
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祝其功 J （管子宙古），人民凡有一技之長即控之
名位，其人之能力、操持如何予以考棋？於是著眼君主對官員的管理、監督

「循名以督宜」、「事督乎法」

（管子九守、心術上）之督察即屬必去頁，「

罵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奸備之心，不敢試也」、「聖王本厚民生
，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龔小事微，連非索辯以根之，然則蟬作、奸那、偽

詐之人，未敢試也，此正民之道也」（管于君臣）。概要廣納民間人才，僅要
持積其人之忠胎職守，規定職責事務、職權範間的「名」’和臣下及其所擔
任的職責事務的「形」’兩者互轍，是國君用人、考棋、賞罰得當、行政有

效的確保（註四），「無為之事，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以其形因為之
名，此因之術也」、「道貴因，因其能者言所用也」（管子心術上）。亦即說
，種下道家置周禮的種種規定和儀式而不顱，提出禮、名的新解釋：「禮者
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也」、「物至而名之，名正法備」（管于心俯上

、白心）（註五）。名、法結合，及務實業棄虛名，為新政體催生。

貳＼道家「君人南面之術」中「周密」原理
一＼養生、治國一理之提出
道家中的「黃老」一支，單以「養生」為至道，種推養生之道以論「治
國」原理，它 隱喻圖君在整個權力運作過程 ， 要以虛制實 ， 以靜制 動，以名

制形（又稱循 名責實），「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嚴之有職，官 之分也。
心處其道，九 竅循理。嗜欲充盈，目不見色，耳不聞聲．虛其欲， 神將入會

」。即君主為 國家心臟，官吏為國家器官，君主無欲、虛心，官吏 才能盡忠
職守，「嗜欲 充盈 」 的暉對事物的認識﹔接下去又說：

「 心術者 ， 無肩而制

f而道必術論的具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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竅者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日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也，靜則能
制動矣，故日靜乃自得」’即君主管理國家官吏讀於晴中控制、靜觀其蟹，

就好像養生術之中「心無為而制竅」一艘。下面又說：「心也者，智之會也

」、「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 （ 心 ） 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
此，莫能（如）虛矣，虛者無藏也．．．無慮（即無藏）則返復虛空。」即君主「
虛其欲」、「無慮」才能應對客觀現實，換一個方式說，即「恬愉無為，去
智與故，言虛素也．．舍己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績理而動」（以上管

子心術上），即要絕對的虛心，承認自己無知，放棄所有私人欲望，準確符應
客觀情勢及對象，君主必生大智慧。因而，歸結一句話，「心治是國治也」

（心術下）＜心術上＞篇兩次提到「精」、「世人之所職者精也」、「生知得
以職道之精」﹔「精」與智慧的關﹛呆在（管子、內業 〉 表述最詳明，它表明

「精」是一種氣：「精氣」’精氣遇在天地閩、無所不入，為生命之來源、
變化之原因及智慧之根由。人心為精氣館舍：「精舍」’「定心在中、耳目
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為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導乃生，生乃思

，思乃知」’「敬守﹝精氣﹞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畢得」、「
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這述及道家養生衛即導引行氣，積精氣就是積德
，就產生超常智能，它使人能有暸解萬事萬物的大智慧，君主日理萬構，需

要超人的智慧，這是以養生之道治國的一個理論。（註六）

君主積精氣生智慧的說法，又見〈韓非子、解老〉，它說：「託於天智
以思慮」、指的是「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謂之音﹔畜之為術也

生於道理」，又指的是「甸事天者、其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
，積德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故，而論必蓋世，故曰
：無不克」﹒它並列「保身」、「有國」﹒以「道」（精氣）帶來的智慧做治
國之智謀，說：「夫能有其園、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海

則其會遠，其會遠竄入莫能見其所撞。唯夫於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事極者

為保其身、有 其圈 。 故曰 ： 莫知其撞 ， 莫知其撞， 則可 以 有國 」

’此冗長解

釋己經涵蘊令 人「莫知其極」之「周密」為 r 君人南面之術」了！
養生之理講求精氣流通於人體全身，「精氣故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
而惡無由生矣 ，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它被用來比喻施政常態當
為：國君與臣民訊息相遇，下情隨時上達，奸邪即刻創除，否則「主德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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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欲不達，此國之響也。團體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民叢生長。上下之

相忍也，從此出車」’「周厲王虐民，民不堪命．．．三年，國人流王於麓，
此哲學之敗也」（呂氏春秋連鬱）。此為以養生之道治國的另一原委。

二、國君以深藏不露穩定全局論
「無為而治」為新帝王學，其「君人南面之術」上法自然天道，涵知人
、知事兩個側面。管理軍人之事謂之政，政海詭誦，國君如何掌舵，使臣僚
主晶智盡力、國家機器有效運作？道家提倡「君無盾、臣無不為」的新思維，

國君簡導群臣，道德以罩之正，形名以督其事，「﹔其術以虛元為常，以因循
為用」、「虛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綱」

（司馬說），虛指氣，無形的氣是一

切有形變化的動力因，「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鹽

不易智」（管子內業），國君施政，讀在無形之中已擇及百姓，「道也者動不

見其形，施不見其穗，萬物皆以 f辱，然莫奈日﹔其極」（心術上）。君 f患無形是受

老子之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

（老子， 17 章），即最理想

的政治，不必 E 姓感恩、親之譽之。亦即道家潛瞎了君主的形象，他是一位
隱身幕佳，而不為群眾所知的聖人。在行政的措施上，在為君的立場上，他
卻希望做到儘量地揮自隱晦，無為而治，不居其功，使百姓自然向化。（註七

「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管于形蟄解），「凡道，必周必密」（內業），
「人主立於陸，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陸則能制陽耍，靜則能制動裊，
故曰：靜乃自得」

（心術上），這三段話的集合即深藏不露的君主植導統御

原則，〈呂氏春秋﹒君守〉聯接藏、密、陸作一深度解釋，說：「中欲不出

謂之盾，外欲不入謂之間（君不現欲惡、形色）。既肩而又問：天之用密，

有單不以平，有蠅不以正﹔天之大靜，間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身以盛

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拱範〉曰：『惟天陰鷺（暗佑

）下民』’陸 之者 ，所 以發之也 。 」 所謂 「 缸肩而又閉 」 即 「 周密 」正解，
亦即《管子﹒ 九守〉篇之「主周」。簡言之即「圍之利器不可以 示 人」

（老

于， 36 章）， 它是長期觀察所得的政治發展規律，「道家者流蓋 出 於史官，
歷記成敗存 亡 禍福古奇之道，然後知暈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 弱 以自存，

此君人南面之 術也 」 （班固 ， 1草書藝立志諸于略 ）。齊道家、法家 、《韓非于

f話道是﹔術論的真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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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莫不就國君深藏不露一周密一有所蟬承發展，種下道家云

「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內，孰知其則、言深間也。

」

（管子心術上）
「先王貴當、貴周。周者，不出於口，不見於色，一龍一蛇，一日五化

之調周（一天五變而不露形跡、不被察覺，故極為深密莫測而可謂之周）」
（樞言）
「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謀不可以泄，謀泄災極」（宙古）

齊法家敘述「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人巨黨而成群」（管子
法法），透露「周密」與否將關聯權力結構穩定與否，所以為反制「主日侵，

怨日產」’人主絕對要避免出現「群臣百姓挾其私而幸其主」（管子任法）的
局面。若再參酌三晉法家的警告，問題的嚴重性就更明白，「淺薄而易見，

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語者，可亡也」’「傳柄移籍，使殺生之

機、奪手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韓非子亡徵、三守），官場中人心太險！
〈管子﹒九守篇〉上承〈心衛上〉闢於「術數」的學說，使之具體化成
為守則，即主位、主明、主聽、主賞、主間、主因、主周、主毒、主名，此
篇之分析有助揭開無為而治傾向「周密」的原委，其全文如次（序數為方便而
擬，原文無）：
一、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虛心平意以待﹝以﹞須，右主位。

三、目貴明，耳貴聽，心貴智。以天下之目靚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
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虛則無不姐也。輻湊並進，則明不盡吏。右主明

三、聽之術’曰：勿望而距（拒），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
。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右

主聽。
四、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品。刑賞信必於耳目 之聽見 ，則其所不見，
莫不暗化長。 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說奸僑也？右主賞。

五、一日 天之，二日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後 ，獎惑之處
安在？右主間 。

六、心不 為九竅 ， 九竅治﹔君不為主宮，五官泊。為善者， 君予之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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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
掌之。因之循理，故能長久。右主因。

七、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群臣不亂。寂乎其無端也。外內不遇，
安知所怨？關間不闊，善不（否）無原。右主周。

八、一日長目，二日飛耳，三白樹明。明知干里之外，隱微之中，日動
（ 洞 ） 奸 。 奸動則變更矣。右主學。
九、循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質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

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右督名。
九守要義：吐）主位：虛靜之守備位置﹔（2）主明：國君要多方面通過多種

渠道了解和掌握下情﹔（3）主聽：國君聽臣下奏事，應該保持周密，警惕被臣

下所乘，使臣下捉摸不到君主的心思﹔（4）主賞：刑賞準確，其所不見者亦將
願賞避刑﹔（5）主問：國君向環境、人群隨機虛心的問答（6）主因：指國君對臣

下的任用、考核和賞罰﹔（的主周：指國國君應注意不顯現出自己的好惡和成
見，即保持周密，形色不露，（8）主晏：把洞燭奸人隱繭的缺點視為吏治成敗

關鍵﹔（到主名：就是循名責實和按實定名，以此進行考核和賞罰。

此國君守則曾在 〈 韓非子 》 一書密集出現，學者細尋其具體辭例，並按

《 管子﹒九守 〉 的次序排出，逐項對照時，會驚異地發現 《 韓非子 〉 之表現
出寶青出於藍。茲列如次：（註八）
(1） 主位：「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宜之情，靜

則知動之正」（韓非子主道）。

「虛靜無罵，道之情也，書伍比事，事之形也 ． ．．故去喜去怒，虛心以
為道舍。（韓非子揚權）。

。）主明：

r 人主者，非目若離宴乃為明也，非身若師曠乃為聰也，不任

其數（指術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非不蔽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

以為聰，所閱固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已視，不得不
為己聽，故身在深宮之 中， 而 明照 四海之內 」 （ 同，奸劫軾臣） 。

(3）主聽：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故審名以定 位 ，明分以

辨類。聽言之 道﹔溶若甚醉，唇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唇乎 ，愈昏昏乎

」（揚權）。
「掩其跡 ， 匿其端 ， 下不能原（案九守 ：

「 關閉 不 闊 ， 善否無 原」 ） ﹔去

﹛古道 AJ 術論的民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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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揚權）。

(4）主賞：「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
﹔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難

(5）主因：「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因而任之，使自事

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揚權）。
(6）主周：「君無現其所欲，君現其所欲，臣將自雕耳﹔君無現其意，君
現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日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主

道）。

的主參：「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喻奸臣）乃將存」、「主施其法，
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將寧。法刑苟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主道、
揚權），「明君見小奸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難三

（副主名：「人主將欲禁奸，則審古形名者，言與事也。罵人臣

陳其言

，君以其言控之事，專以其事實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
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二柄）。

三、君術周密的形上學
〈九守〉篇是〈內業〉、〈心術〉兩篇的完整縮形，具體而微，並提出

「周（周密）」做貫穿首尾的基本原則，今闡述如次 c

「心不為九竅，九竅

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即君主只掌握名、法，不代替臣下做事。「安
徐而靜，柔節先定」’〈管于﹒勢〉篇也全然相同地敘述這八字訣，接下去

說：「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守弱節而堅持之，故．．．．順於天，微度人」
，從老子「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78章）繼承改造

，目標在「微度人」’這正是（九守〉篇「主參」所說「明知千里之外、隱
微之中，曰動奸 」

。此種智力來自精氣無所不入（ 見貳之 一 ） ，君主的精氣復

溝通於萬民， 君主「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之虹、 亂，得之必
泊，敬除其 會 （指心），精將自來，．．．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 迷惑）」

(

內業），「 耳 目不淫」即指萬民莫不願為君主之耳目，故感通萬 民的君主能

夠「以夫下之耳聽，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心慮 a ．．． ： 天下 〕 輻湊並進，

188 則明不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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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守）

精氣在天地間「一上一下，圓周種臣，無所稽留」

，用老于的話說，即「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呂氏春秋，圓道）

（老子 25 章），這是一種

循環往種、周而復始的不停運動，它連續又充盈，「洒乎天下滿而不塞」

(

自心），精氣就是道德，君主守精即與道德同歸，其「勸善」、「懲過」先
從自己做起，故云：「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
淫釋薄，飯知其極，返於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知於形容，見於膚色
」

（內業），即是說以精氣為內容的「道」周到而細密、寬大而舒緩、堅實

而且強固，能做到守善而不舍，驅逐邪淫，去掉掙薄，充分頓會守善的最高

準則，返於「道德」’君主心意不可能蔽匿，全然流露於形體容貌，並表現
在肌膚頡色。

另外，種下道家也從「養生」解釋道的周密圓滿，說：「知周於六古之
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周視六合，以考內身，以

此知象，乃知行惰，乃知養生 J 左右前後，周而復戶斤。執儀服象，敬迎來者

（精氣）。」

（自心），亦就是精氣周流大宇宙（六合）、小宇宙（內身）

，師知精氣運行之惰，乃知養生、力戒持滿。
〈九守〉篇在以上堅持君主信守道（精氣）的圓滿周到、周而復所、周

視六合的屬性，

《 韓非子、解老〉：「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

祿也久」’落實到政權穩定、威勢不分的現實需要，提出「主周」說：「人
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群臣下亂，寂乎其無端也，外內不通，安知所怨？
關閉不聞，善否無原」

（九守）意思是，君主不可不注意保密，不保密則群

臣在下面會發生混亂。靜默不露出任何傾向，使內外不串通消息，人們怎麼

能產生不滿呢？傳話的門戶不閱，好壞的傳聞也就沒有發源地了。﹛註九）
精氣是禮樂政刑的動力因，莊于後學的黃老派也表贊盾，「夫虛靜恬淡

竄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堯之為君也」’「德、教、治、樂

、哀，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

（莊子﹒天道），學者指

出此「君人 南 面之術」理論基礎之一即「天人感應」

（註十）， 君主被要求

承擔天人之 間 感應互遁的中介，他以德化民、洞察巨奸的能力， 道家以養生
治身的「虛 靜 、專一」工夫論證其宏偉鉅大（註十一）

距今二十 年前新出土文獻《黃老吊書〉極力肯定精氣帶來了 明察秋毫的

﹛話道 ：{Jfi!Lj 論的其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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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並以它得證「帝王之道」可以農功，選例如下：

「唯聖人能察無形，能聽無聲，知虛之賀，後能大虛，乃通天地之精．．
…服此道者，是謂能精。明者固能寮撞，知人之所不能知，人服人之所不能
得 。 是謂察稽知口極。聖王用此，天下服」。（賈老吊書﹒道原）。

「禍福同道，莫知其所從生，見知之道，唯虛無有，虛無有，秋毫成之

， 必有形名」、「凡事無大小，物自為舍。逆順死生﹔物自為名。名形己定
，物自為正，故唯執道者．．．．密察於萬物之所終始，而弗為主。故能至素至

精，浩彌無形，然後可以為天下正」（經法﹒道法）。
「靜則平，平則寧，寧則素，素則精，精則神，至神之口，見知不惑。

帝王者，執此道也．．．．審三名以為萬事口，察逆順以觀於霸王危亡之理，知
虛實動靜之所為，達於名實 口 應，盡知情偶而不惑，然後帝王之道成」（經法
﹒論） 。

參、苟子對「主道利周」誦的評論：
一苟子所提的修身＼治國一體論
周宗法君主體系，以尊尊，親親兩原則要求全體臣民，此即接代忠臣、

孝子之肇端，「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萄子富
國 ） ，禮家以文化修養（「禮義積傌」）的程度區分社會地位的高下（「貴賤」
），「志意倍，德行厚。知慮明，是聲之由中（內）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
爵列尊，貢祿厚，形勢膀，上為天子諸帳，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

者也，夫是之唯興榮．．． ． 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
以為守，百姓以成俗，萬世不能易也」（榮辱），這依文化修養授予政治權力

（ 「勢榮」）、經濟利益（「貢祿 J ） 的這套制度，以舜禹為榜樣，「一天下，

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舜禹是也﹒聖人之得費者也」

（十二子）

，他們是萬民典範， 然 而萬民有與舜禹相同 的 資質條件，故 必 須努力學﹛敵人

「凡禹之所 以為禹者，以其罵仁義法正也．．．．途之入者，皆內 可以知父子
之義（孝），外 可以知君臣之正（忠）．．．．今使途之人者以其可以知 之質、可
以能之具，本 夫仁義法正之可知可能之理，然則其可以為禹明安 」 （性惡）。

苟子冀求形成 一 個人文 秩序， 它的形成由 「 父母官 」 的君子向庶 民 以身為教

1日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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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出自他相信道德傳播的官位效應，「上文下安」（致士），「上者下之師

」’「上者下之儷」（強國、正論），禮使個人「正身行」，它鍛鑼意志，澄
明智慮，敦厚德行，自動服從禪的應予爵位，「雖庶民之子孫也，積文學，
正身行，能勵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王制），立足點平等，「君臣上

下，貴賤長幼，以至於庶人，莫不以是為陸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 J

（王霸），施政主要方向即普及文化修養，財富利益次之，「不富無以養民，
不教無以理民」﹒教化的效果呢？「 j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

焉，幼者慈焉，聽者蕙焉」（大略），可證禮教之推行必使整個人群莊敬敦睦
「天下皆寧，美善相樂」（樂論）。

與道家發展各人自然天性比較，萄子對「人」的重視，在其文化修養品

質，故提出「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富國）的社會階層化主
張，官制中，「農精于回而不可以為田師，工、賈亦然」（大略），只有「精
於道（指禮）」的君子以其所具備的正確的思想意志（「正志」）才能領導

生產技術。

苟子眼收道家「治氣養生之術」，但另提出別於「養生」的「修身」
後者則以習禮為過程，「以治氣養生，則身後（老於）彭祖﹔以修身自強，

則名配堯禹」（修身），其敢為何？「志意修則驕王公，道義重則輕富貴，內
省而外物輕矣，故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J

0 以禮修身使情操性格及氣

質均衡成長，待人接物、出處進迫辭讓忠信，故自然生命的「治氣養生」轉

變成文化修養的「治氣養心」’重點是改造「做人」的態度，而不再是保健

長壽。「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
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
一好」（修身），自然規律的道德被萄子轉釋做「君子之道、禮義之丈」

（禮

論），「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這
是一種「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差毫麓」的儒者修身、治國一體之道

。他批評「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

、「老于有見於屈無見於伸 」

，只以「孔

子仁知且不 蔽 ，故學治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 用 之，不蔽於

成積」（解蔽 ）。
在治國 問 題的爭議中、筍子反對由「虛靜專一」的「養生」 出發做解決
之方，他與 主張 「 古 今 異 ， 其所以治亂者異道 」 的改制 者爭 議 ， 說：「五帝

﹛詬迪拉術論的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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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 f專政也，久故也
」’「會復王而道上古」，不如「欲知上世，則審周道」哼卅目）

理下道家又名「賈老」（註十二）

，我們知道

）同時必讀指出，非相篇所說恢徨「上古」

「上世」的「五帝善政」’正是指「黃帝、老子之言」’司馬遷就曾以「

黃帝」指「五帝」’細心推敲，可與〈非相〉篇文字互相發明（註十三）。

三九苟子力駐君主深藏不露的「貴周 J 論：
種下道軍說「先主貴當、貴周，周者，不出於口，不見於色，一龍一蛇
，一日五化之謂周」（管子樞言），「不周密，反傷其身．一謀不可以泄，謀

泄災極．．．．言輕謀泄， ！».. 必及其身」（宙古），言圖君慎言密謀，面對臣僚一

天五壁而不露任何形跡。高于則從政教古一，親賢臣謹小人的角度反骰「貴
周」論，說：「周（周密）而成，泄而肢，明君無之有也。宣（公開）而成，隱
而腔，暗君無之有也 c 故人君者，周則諱言至耍，直言反長：小人適而君子

撞車。詩云：墨以為明，狐狸而蒼」

（快詩），此言上幽而下臨也白君入者

，宣則直言至妾，而謹言度安﹔君子置而小人連辜！詩云：明明在下，赫赫

在上。（大雅大明）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解散），即國君應該正大光明面對臣
民，若不露形色只顧保密，不可謂賢明之君，

真正、助長「由障」、阻隔正

常的上下溝通管道，苟于指其因噎腥盒，君主如果對下屬過度猜疑提防，摧
毀了互信、萬失 7 理念，那會上t 失去權力更快量生國家危機！
全面反駁周密提倡公開作風，苟于是這樣細論揖言的：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巳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
彼（下）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 c 唱默則民無慮也，懂隱則下無動也。不

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胥（相待）也。若是，則與無上間也，不祥莫大焉。

故上書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斐，上端誼 J1U 下恩惠矣，上公正則下易
直矣。 j古辨則屬 一 ，愿意則易使，易直則屬知﹔島 一 則強！昂 使則功，品

知則明： 是泊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盟主裊，上由障則下漸詐裊，上偏
曲則下比 周長 c 疑立則難一，漸詐則難便，比周則難知﹔難一 則不強，難
使則不功 ，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 2 故主道利明不利由 ，利宜不利

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拉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腰上。故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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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
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異己。傳曰：惡之者眾則危。書曰：克明明
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正論）
論證結構：

(1) 上宣明→下治辨→易一→強。

上端誠→下愿、憩→易使→功。

上公正→下易直→易知→明。
上周密→下疑玄→難一→不強。

上幽險→下漸詐→難使→不功。
上偏曲→下比周→難知→不明。
(2）主道利明、宣→下安→貴上。
不利幽、周→下危→賤上。

(3）上易知→下親上→上安

上難知→下畏上→上危

→「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

Cl) + (2) + (3）→「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
我們的四點歸納：

(1) 苟于治國以禮義，「上者下之師也」（強國），故此云上、下是「倡與
應」、「儀與動」、「﹔本與未」的關係’君主不唱不儀，「不祥莫大焉」
道軍也說過：「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人唱我和

，人先我隨。以其出為己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則說者不敢
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也」

（呂氏春秋審應）即君主「唱默」、「儀隱」

將為「有識」’始為「執其要」。雙方歧見是明顯的。苟子、道家都要國君
審慎，各代表有為的禮教、無為的「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令事自定」’萄

子指責對方「 與無上同」’正中對方之 下懷 。
(2）苟子對 比公開、無所隱瞞、正直誠宜三項及隱蔽真情、令 人難測、偏
私不公三項 之 利弊，並連續推理以證：容易統一就能達到強盛， 容易役便就

能收效，容 易 了解和掌握下情就能做到心中有數，還是社會安定 的根源。
(3）君主治圓的措施應當公開明白，而不宜隱蔽真情，因為臣民因公開而

﹛前迪拉術品的具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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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因隱蔽而自危不安，這兩方面又各自發展對上位者尊重或輕視心理。

(1）君主治國沒有比臣民們不了解他的措施更壞的了，沒有比臣民們懼怕

君主更危險的了。總結的說：先王以光明俊德親政，又怎能是玄秘難猜？（註
十四）

萄于對明德之照耀有個妙喻，「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
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 。 令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
明火也」（致士），「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
遵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日君子隱而顯，微而明，

辭讓而勝」（儒效），國君修身積德．，雖隱微必顯明，概有別「身以積精為德

」、

r 積德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

（韓非子、解老），亦不同覆下

道家一意防備言輕謀抴要「洞奸隱價之中」（管子九守）。

三＼主道光明通透的形上學
修身前與養生有別，其形上學為「載者天之道」’高于說：「天不言，而
人推高，地不言而人推厚，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

」’因而他得出一條通則：「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

（不苟）

但異於禮下道家者，「萬物」不包括「萬民」’自然（萬物）與人類（萬民）有
個必須的區分，「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傌合而天下泊，字

中萬物、生人之厲，待聖人然後分也」 （ 禮論），此處所謂「聖人」是「本仁
義，當是非，齊言行」的大儒（儒效），大儒是積禮義，化性起偽產生的，由

「誠心守仁、誠心行義」以化已之住到化民之性，其中過程、效果，苟子說

「君子（國君亦君子）養心莫善於識，致誠則無它事矣．．．．不誠則不獨，
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
．．．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夫載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故事之本也，唯所
居以其類至。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獨行則

不舍，則濟 矣。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不苟）， 我們以為：
~守仁 行義（「本仁義」）的「致誠」是萄子明德化萬民的 形上學依據，

誠是實踐動 力，既具親和力，又有葳骰﹒足以感化同類，「君 子至德，默然
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不同於接下道家的「道 J 是虛 、靜、周密、
備患於未形。誠是「操之則得，舍之則失」’操之在人，人是主體，不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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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下道家「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尤內，甚大尤外」（內業）（註十五），
「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同），人心反而是客體，任精氣來去。
三三誡產生治國智慧（「當是非」），「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
化棄。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贊皇」

（不苟），致誠則盡善，「盡

善抉泊之謂神」﹔以仁義修身的大儒「﹔其行無悔，其持障應聾曲當」
）。簡言之，「誠信生神」

（儒效

（不苟）

三三誠貫注於規範視聽、盲動（「齊言行」），「 1C,＼者，形之君，而神明之

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形具而神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謂之天君」
（解醋、天論），即心指揮視聽，君指揮官吏，反駐了「心無與於視聽之事」

（管于心術上）的無為而治。「誠心」確立佳，精神擺脫了對形軀的依賴，倍
正「載營祖（形神）抱一，能無離乎」、「形神離則死」

（老子 10 章，司馬

談論六軍要旨）養生之道的習見。

苟于對「君子之知」和自然界雲氣的觀點樓有精氣論思想，首先，在〈

知賦〉說：「〔精氣〕周流四海，曾不舉目，君子以倍， ~N 以穿室，大賽乎

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君子之
知」’「血氣之精」厲「精氣」同義語，被用來證明君子之智力比撞車、墨

家更高，在〈富國〉篇說：「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飲而異知，生也。
皆有可，知愚同，所可異，知愚分」’「君子之知」設計禮樂教化使群體和

諧、發展，解除了「分爭之禍、爭功之禍、爭色之禍」

（富國）。次之，在

〈雲賦〉說：「居則周靜觀下，動則極高以鉅’圖者中規，方者中矩，大晏

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宇宙」’雲氣這段描寫對其動靜、
大小、功能明確解說，「充盈大宇而不窕（隙），入障穴而不逼」這一雲氣

遍在、遁入之描述，頓似「道也者，至大無外，至小無內」（管子心術上）、
「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

達純粹而無 ~fE 」
而體」

（莊于秋之I<) （註十六）。苟于標榜君子智慧「明

（知賦），禮「非日非月，為天下明」、「至明而約，甚順

（禮賦），與「上明而化下 」 一致，可知他雖認識大、小宇宙精氧「

周流四海」

「 周靜致下」之特性’的堅持只有「明德」君子是治平 的保誼，

「可以禁轟足 窮，百姓待之而復寧泰，安寬平而危臨隘，倍課之為 親（即「

唯所居以其頡 至」）而雜汙之為狄（避），甚潔離而外勝敵」

（其日 賦）

﹛泊 迫 4：術品的民 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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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萄子與道家分別代表社會上、下層衝突、對立的文化理想，道家崇信自

然無為的「天之道」’認為等級名分是對社會下層的壓迫而堅決予以反抗，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老子 38 章），「刻意尚行，離世異俗，

高論怨詐，為抗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稿赴淵者之所好也」

(

莊于刻意）。齊國崇奉黃老，改革開放，苟子固然吸！＆：黃老「虛靜專一」，
但反對以養生之道類比「無為而治」’尤其不贊成君術周密，以下分別略述
道家及高子之治術。

－τ 道家起源之一說為導引養氣之學，

《 管子﹒內業 》 為最早期的人體科

學著作，人的生命潛能是驚人的，人體機能在長期醫學成長的歷程中也逐一
被認識，醫道向源之證不少，醫書說：「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
病安從來」、「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己亂，治末亂」

（素間，上古

天真論、四氣調神大論），可知醫家也提治局L 問題﹔老子說：「其未兆易謀
．．．眉之於未有，泊之於未亂」
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

之身也」
制竅者也」

（加幸）。早期以天象比喻無為而治，「聲如

（論語），晚期則以身體比喻，「天地萬物，一入

（呂氏春秋，有始覽），「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術者，無為而
（管子，心術上）。＜內業 〉 即由精氣及其蘊藏的生命潛能論證

君主治術，「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伸而骨強．．．遍知天下，窮

乎四極」’「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無←益而知吉凶」’「一意搏心 、 ，耳
目不淫，雖還若近」

（內業），都說明在氣功態的思維、體能、耳目超出常

人，這不同於抽象思維、形象思維，前種稱做靈感思維，介於人的意識和潛

意識之間。（註十七） 〈 內業〉用它說明君主內省以治國之效，說：「我心

泊，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

中又有心焉（後 一 「心」指精氣），彼心之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
後言，言然 後使 ， 使然後治。 不 治必亂 ， 亂乃死 J

Q 練 氣 練 意 的功夫就稱做

「氣功」， 它是用意念來引導氧的運行，以開發智力潛能。這 由 形神合一的

人體出聲， 認為國家天人為一有榷的生命共同體，君與萬民 ，臣 僚藉精氣感
應互通，君 主深刻自省心中意念，體察社會隱微的需求，再做 出 決策。「凡

道必周必密 ， 必寬必舒 ， 必堅必固 ， 守善而勿舍 」

， 也是君主 進 而「勸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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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業）、「洞奸隱微之中」

（九守）的保證，因為「周流上下」、「周而

復所」的精氣襄助之故，「周」也有智謀深藏義，這是「人主立於陸，陰則
能制陽，靜則能制動」

（心術上）的智慧，能保護正直，對付侵權，安定政

局。「安綜而靜，柔節先定，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守弱節而堅虛之．．．順
於天，微度人」

（管于，勢）

二毛萄子正名陸禮，認為君主是師，是長，「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導
之」’「尚賢使能，使民知方」

（王霸、君道），禮是國民生活需知，教化

潤澤並改變人的性情，「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
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J

養生安樂莫大乎禮義」

（天論），「

（王霸）。他把「治氣養生之術」’轉向「治氣養心之

術」’全力改變個性，使其溫良恭備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
深則一之以易良，勇毅猛畏則輔之以道 )I頤．．．」

（修身），他認為只有「君子

敬其在己者，是以日進，小人（道家）慕其在天者（蓄精養神），是以日退」
「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磕而不舍也」

（天論）。但

面對政治危機，苟于也變得警覺，故重視臣子操守能力的考驗，「校之以禮
，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
無流情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唐、眩，而觀共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

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

（君道）

他也要君主防備奸邪，勿受其整蔽，「人之態，不知備，爭寵嫉賢相惡忌，
妒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上整蔽，先輔勢，任用讀夫，不能制郭公長父
之難，厲王流於

」

（成相）

萄子也有「誠信生神」、「公生明」之語，近於精氣論「德成而智出」

（內業），說「君子誠之好以待，虛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思乃精，

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及，一而不貳為聖人」

（成相），我們

分兩段對比於稜下道家。首先，言「專一不貳」的後半段像是＜內業〉「能

搏乎，能一乎， ． 一思之思之 ， 又重思之 ， 鬼神通之 ， 非鬼神之力 也，精氣之
極也」。〈心 術下〉也有幾乎相同的話，「專於意，一於心，耳 目端，知遠
之（如）近．．． 故臼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 精氣之極也
j

0

｛ 苟子﹒ 解蔽〉篇可以證明他曾汲取〈內業〉搏一，〈心術 〉虛靜，改

鑄成「虛壹而 靜 」’ 〈成相＞這段話 一 經對照，也便發現苟于的 改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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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精氣換為話，把鬼神換為神。但他對神有另外界定，使其具備了倫理內容
，說「盡善﹔吏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 f矗立之謂固，神間之謂聖人」

（儒效）

。至於言「神、固」與「深藏」的前半陵，「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
兼指持之以恆的「致誠」工夫，以及政權穩固、萬事莫足以傾之，不但可以

比擬〈九守〉「虛心平意以待 （ 以〕須」，又可媲美〈內業〉「凡道．．．必堅

必固」
量已全量五
』1口口口

.

周末七國分立，早期隱者發展罵道家思想群，齊開放言論，再發展為接

下學者群，帶動知識領域的反禮樂運動，除苟子嚴守名分等級，篤信人文修

養自上位君子向庶人傳播，孟子和百家一起邁向「民貴君輕」之解放浪潮。

知識頓域之體制變草出現無為、有為之爭，覆下道家（又名「黃老」）提出
近似虛君內閣制的「君無為而臣無不為」’「惟無為可以聽之」、「虛靜無
為而無不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從練氣化神、智語課藏論證君術周密
始能持硨長久，苟子回應以明德致誠為體，以爵賞刑罰為用的聞明專制，叩

緊「先王貴周」、「先王明之」兩條線路之辯，我們作一個歸納：
周密的意思是國君臨朝及決策「不出於口，不見（現）於色」

（管子樞

言、心術上），以為符合「天之道，藏之無形」、「凡道，必周必密」

（管

子形費解、內業）。國君積德體道必然就出現猶如「神明」的超常知能，進

而「勸善」、「暗化」，「洞奸隱體之中」

（管子內業、九守），「人主不

周則群臣下亂」、言輕謀泄，災必及其身」

（九守、宙合），聽示總結經驗

教訓的反面思維，清楚地說便是「人主立於陰」
處之」

（心衛上）、「守弱節而堅

（九守、勢），指導思想為老子「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以至柔

馳騁天下之至堅」

(36 章、 43章）

光明指「 君師」為臣僚及萬民之楷模，其誠信必須「作於心 ，見於色，

出於莒」

（不 苟）。光明必然帶來安定化順。「主道明則下安」

’「上明，

則下化」若反 其道而行，「上周密則下疑玄」、「主道幽則下危 」、「周則
讓言至矣，直 言反矣 」

（萄子正論、解藍），故而君主開誠心布公道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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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化解爭權陰謀，以為取法「天地不誠，不足以化萬物」
並遠紹〈詩﹒大雅﹒抑〉

其獨」

（不苟），苟子

「不愧於屋漏（暗室）」，而言「順〔天〕命以慎

（不苟）。「慎獨」即君主致誠、明德的起點，「君子務修其內，務

積德於身．．．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儒效）。
道家提防人臣日侵主權，苟于致力團結民心，這都需極高的政治智慧，

苟子即表明唯有「知慮多當而周密」的聖人能「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 ． ．．．
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眾而搏若一人」

（萄子儒效），苟子指責道家貴周失

於「玄」’卻又重視知慮周密助具體施政，雖共用「周密」一詞卻有仁智、
玄智及明德、玄德之別，兩對立面各解決明暗兩型之政治危機。

〈 中庸 〉
足以有別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文理密察，
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恤． ． ． ． 苟不固聰

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J

’為苟子「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

深藏之，能遠思」（成相）的發展。

《 易﹒繫辭上傳 〉

：「「不出戶庭，先咎

」’子曰：『亂之所由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
研幾（機）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機）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
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為萄于「盡善－ r:吏治之謂神」（儒效）及「莫奈日其

極，可以有國」（老子的車）之綜合創造。

〈 推南于、主術訓 》

：「夫人主之

聽治也，清明而不暗，虛心而弱志，是故群臣輻揍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

盡其能」、「主精明於土，臣勸力於下奸邪漏述，庶功日進」、「人主之居
也，如日明之明也． ．． 非滄泊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則吸收儒家「明
德」以豐富無為而治之內容。（註十八）

{j/J 道治術論的具趨

-199-

註釋部份：
註一：老莊思想來自殷商遺民，反映了對周人宗法君主統治的消極反抗，黃
老聲展、改造「道」為政治服務。見羅祖基，〈老莊、黃老比較論綱

〉 ，青海師大學報， 1990 年 1 期， 26-3 0頁。
註二：程下黃老之學產生於戰國中期，其思想體系內「道德論」（玄學）和「
形名論」南大部分組成。前者又可分「道論」（氣一元論）、「德論」

(I 心術修養）。正確理解「氣一元說」又是探討黃老之學的前提。學知
水，＜接下黃老玄學體系新探一兼論對 〈 老子 〉 的吸收和改造〉，

〈

管子學刊》， 1988年 2期， 52-56頁。
註三：胡家聰，〈管子中道家黃老之作新探〉’

〈 中國哲學史研究 ｝

, 1984

年 4 期， 24 ～ 32 頁，此見到頁。
註四：馮友蘭，

《 中國哲學史新編，三 〉

’ 195 頁，人民出版社， 1983 年悔訂

本。
註五：古棒，周英（關鋒先生及其夫人），〈老子通 〉 下部，

〈 老子通論 》

，

868 ～ 8 71 頁，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8 月。
註六：劉長林，胡煥湘’〈〈管子〉心學與生命的自我超越〉說：〈管于〉
「四篇」記敘，通過心神自我修煉，人還可能產生超常智能，為一般

人所不具有．．．．經過虛靜專一的內心修煉，人有可能產生一種與耳目
視聽本質不同的感知能力．．． ． 這種超時空的感知能力，不同於一般邏

輯思維（「思之不得」一內業），更不是「鬼神」的幽佳）

「非鬼神之

力也」一內業），而是由虛靜專一的心神修煉所致天「精氣之極」

內業）

。 該文載〈中國文化月刊〉’ 165期， 6 ～ 22 頁， 1993 年 1 1 月，

台中 東海大學，此見 18頁。

註七：胡楚 生先生，〈老莊研究｝

' 37頁，學生書局， 1992年。

註八：胡家 聰，〈戰國刑名法街之學的探討一〈管子、九守〉研 究〉，

國哲學史研究〉’ 1987年3期， 32-34 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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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九：趙守正，〈管于通解〉下冊， 136 頁、 202 頁，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19 日 9 年。
註十：那種，《模代遣軍的政治智慧和直覺體悟〉說：「〈推南于〉所舉的

物攝相感、夫人相盛的大量例子，卻能夠超越空間的界限而發生關係

．．．．目的是為了使天人相感的理論海遲到無為之泊的政治實踐中去，
為無為而治尋找理論根蟑．．．．聖人內憧精氣，可以與天相感應，因而
可以無為而治，不說話卻能移風易俗，（並引〈春藤訓〉「精誠感於

內，陪氣動於天」一段），齊魯書社， 1992 年 1 月，此見 103 頁。

註十一：劉長林、胡慎湘，前引文， 20 頁說：「國家領導人可以用意念向外
放射影響力和感召力（「氣意得」、「心意定」一內業），以使民軍
順從向善」

註十二：〈虫記〉使用「賈老道德之術」、「黃老術」、「黃帝、老子之言

」等，今人習以「齊程下道軍」、「韓下黃老」以標明產生所在地
、時

註十三：高于說過「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接王謂之不雅」（儒殼、王制），

「不雅」為史記承聾，〈史記、五帝本紀〉贊：「學者多稱五帝，
向車，然向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雷不雅馴、

紳先生

難言之．．．．余並論次，擇其言之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苟于
只差沒明確道及黃帝，但說「百家之言不及使王則不聽也」

（儒效

），由「雅」←「雅訓」，由五帝←黃帝是一個說辭上的變化，本
篇「五帝」應當指的就是「黃帝」

註十四：壘

〈苟于新注〉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華書局， 1982 年， 341 頁

’惟擅改「﹔五」厲「宣」是個疏忽，「玄」罵道軍常用之詞。如「

主德深裊，連長，與物反裊，然後乃至大鵬」
註十五：杜國 庫，

〈先事諸子的若干研究〉

（老子的）

’ 106 頁， 1947年。 又壘李禪生

〈苟于集釋〉’的頁，學生書局，民七十三年修訂本 。
註十六：李存 山，〈中國氣論揮輝與蠶概〉’ 180 、 181 頁，中國 社會科學出

﹛話道 i位自l討論的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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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1990 年 12 月 c
註十七：徐明倍、陳江風、劉太桓含著，〈中國文化論綱〉，第五章第四節

〈特異思維與潛能發覺〉，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2 年 7 月，此節見 1

96 ～ 205 頁。靈感思維的提法使吾人進窺道家聖主觀若干謎團，「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e 故~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

德明道，非王德、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

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完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先聲之
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至完而
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莊于天地）。內涵

：一、君主「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其效應為「深之又深而能物
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這說君主必須具備靈感思維能力﹔二、

群眾健康生命的成長（「存形窮生」）、糧食衣物等物質的供應（
「俱其求」）、各項才具的施展（「大小、長短‘悔連」）莫非「
王德」應為之事，唯有具備適靈能力的君主才能催生某個神聖的有

（「元」），龐模，〈說無〉，

頁，

〈 棋旁集 〉

’ 320-336 頁，此見 327

《 准南子﹒泰族訓 〉 云：「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 ．．． 立明

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避疾病之

民．．．以除飢寒之患」’「聖人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
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以今語釋，這是

免除飢館、疾病戰亂的自然生態政治學，註三、五、六精氧化生萬
物，形成殊異的萬屁，天人以精神互感等觀點也有助復現此型原始

思維。
註十八：李增教授說：在政治思想的領域裡分為「政」與「治」兩大部分，
泊是 管理，其中注重管理之技術日主術’注重管理之依撮標準者為

法， 注 重管理之權力者為贅。法、勢、術為統治三大法 實 。．．．．治
道是 動 態的管理技衛。見所著〈准南子〉’ 207 頁，東大 圖 書公司，

1 日 92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