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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呂氏春秋政治哲學體系與評價 

 

第一節 呂氏春秋政治哲學思想體系 

 

任何政治哲學若要能既具有政治操作合理性又具有價值目的合理性，都需要

特定的道德哲學論證的理論支持，而其背後必然不離存在界本體與存在物本性的

基礎。《呂氏春秋》亦然，呂書將把「人」（政治、社會）與「天」（自然、宇宙）

連結和溝通起來，為建立統一帝國提供理論體系。 

呂書以為存在本體是「道/太一」，以「精氣」形態化為陰陽五行運轉生化，

以陰陽五行來建構系統論宇宙圖示為特色。再依循「五德終始」循環原則連接自

然與人事，上承精氣生化萬物，下開人類歷史變遷及王朝興盛的規律。 

〈圜道〉篇將天地運行的法則及四季循環的存有界原理，置於個人與公共領

域，領導者與官僚系統之間，使所有事物的秩序就定位。〈應同〉提出同類別事物

相應、相合、相聚的原理說明，並提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及其與五色的搭配關

係，進而以此原理轉向說明施政、用兵、人間禍福產生的規律。 

由於「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君守〉），「天曰順，順

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

數也。行其數，循其理，平其私。」（〈序意〉）因此天道「無為」而有律則，此律

則是：「順」、「寧」、「信」，政治社會的運作應順自然之性，不改變自然，應以「無

為」作為統治者的治理原理和行政途徑，達到滿足人性自由生存的政治目的。 

呂書強調凡事要從根本上著手才能達到目的，「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末

槁於上」（〈先己〉），君主無為是治國平天下的根本原理，而統治者個體身心的修

養是平治天下的根本前提。因為古代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

「善響者不於響于聲，善影者不于影于形，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先己〉）；「為

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執一〉）。君主

必須加強自身修養以治其身，方法是「反諸己」，「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己」

（〈論人〉）。反諸己的內涵包括「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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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如此才能「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

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因此君主治身反己在於順應自然以得道－－宇宙原理。

能節情適欲順天，則能去除私欲貪求，達到至公無私，天下就能平治，因為「昔

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貴公〉） 

萬物自有其本性，合乎本性的政治才是最優良的政治。呂書主張人的性命之

情源於自然（天），以自然主義的性命論作為政治社會的人性基石。對於人性的認

知與價值問題，從〈誠廉〉篇的「性也者，所受於天」，〈貴當〉篇的「性者萬物

之本也」，〈本生〉篇的「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含之，

此全性之道也」，〈重己〉篇的「聖人必先適欲」，〈貴生〉篇的「耳目鼻口不得擅

行，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情欲〉篇的「聖人修節以上欲，故不過行其情」，

肯定自然生理本能的存在與發展，秉持生理現象保持適量的運作原則，對於人類

情欲的處理，採取理智立場，承認客觀事理存有，依據理性作最適切的判斷與處

理，以把握其正當性與適當性。 

胡適〈評呂氏春秋〉（1986：124）指出〈序意〉篇是呂書的大意，主旨就在

於「法天地」，「上揆度於天，下考驗於地，中審察於人，然後是與非可與不可，

都不能逃遁了。天曰順，順維生。順天，順天之道在於貴生。地曰固，固維寧。

固地，固地之道在於安寧。人曰信，信維聽。信人，信人之道在於聽言。三者咸

當，無為而行，只是依自然條理，把私意小智平下去，這便是行其數，循其理，

平其私。貴生之道，安寧之道，聽言之道，用此三大綱領來總匯中國古代思想。」 

在本研究第三章宇宙論中說明呂書把天體（日、月、星辰）的運行，四時的

更迭，氣象的變化，生物的生、長、壯、衰、殺，自然界的水、氣、雲、江、河、

海的物質循環，人體的九竅，以及國家管理上君、臣、民的關係都納入圜道的範

疇。〈十二紀〉更是圜道觀念的具體化。圜道既表現為一定的時間結構，如春、夏、

秋、冬五時（其中一季無時間）的周而復始；又表現為一定的空間結構，東、西、

南、北、中五方來回復返，並由一定物質承擔，在時間和空間中展開。再進一步

就以五時與五方相配的統一的時空框架，然後是農事、政事、民事、王事，以至

整個天地宇宙在其中有秩序的運行。不僅宇宙整體是圜道，局部的人類社會也是

圜道，具體到某個王命的從下達到實現，也是圜道，成為一條具有信息反饋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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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調節的閉合回路。（圜道）篇說：「令出於口，官職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

下究，瀸於民心（大意：深入民心），遂於四方，還周後歸，至於主所，圜道也」。

經由行政命令下達、執行到信息反饋的循環過程，可以瞭解這些行政命的可行性

和適當性，是否合於民意需求；執行命令的群臣稱職與否，如果順利正常，繼續

循環發展；若是有所阻塞，立即對行政命令本身，或者對執行者，作必要和適當

的調整後，再開始下一輪循環。圜道法則貫穿《呂氏春秋》全書。 

因此本研究分析呂書的政治哲學體系由三個層次構成：首先是作為理論前提

須制的基本理念系統；其次是由基本理念開出的主要理念系統；最後是作為政治

理念之社會實踐圖式的政治制度框架設置。在此體系中，三者的關聯是互動互補

性的，三者之間有著迴圈往返的性質。以「法天地」－「順寧信」為軸心的基本

理念系統，以作為政治目的之「全生」、「利群」觀念與由「順天」、「順情」

所主導的原則觀念為兩翼的政道及治道主要理念系統，構成呂書稱為「治亂存亡」

之理；而由「十二紀」、「圜道」組成的治術實踐框架，建構成呂書政治哲學的

整體解釋。 

呂書的政治哲學系統如圖7-1。其中政治理想是「天下治」，或稱為「天下平」，

亦即是「共善」，具體內涵就是「全生」與「利群」。貴生、全生與愛利並非僅

只以某一人或少數人為對象，而是要公而無私以全民為對象，並作長遠考量，因

為「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者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

後，弗為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恃君覽〉），「私利而立公，

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貴公〉）；而能使大眾普遍享受的長遠利益，稱為「善」

或「義」：「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利，本於愛」

（〈聽言〉）、「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尊師〉）、「故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

本也」（〈無義〉）。因此「共同利益」－－「共善」、「義」才是政治理論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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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 呂氏春秋政治哲學體系圖

         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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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呂氏春秋政治哲學思想特質 

 

由前一節對呂氏春秋政治哲學體系的說明中可以清晰瞭解呂書從宇宙論與人

性論的論證以設定政治理想與目標，人性依循天道有其本然原理，政治活動由人

而推展，政治社會運作之道與術就在由「反性」而「率性」，以「性」為準則，因

此「率性」、「循性」、「全性」為政治理論最高原則。呂書政治理論依此從政治理

想、目的的根源探究及設定，到政治系統運作的制度、原則及方法，作周全的論

述及設計，因此其政治哲學系統極為完整周密。 

此外《呂氏春秋》的政治哲學特質可歸納有： 

一、功效性、實用性的政治哲學：呂書的政治設計極為實際，如主張施政原

理在於「愛利」人民，要愛護人民、為人民謀求利益，「利」須合乎「義」，利是

建立在合理性上，是由理性決定而非本能決定，在概念上相當明確而具體。又如

主張施政原則須本於「順性」、「順情」，強調領導者要徹底明瞭人民的性情－欲和

惡－並順應利用之，若以政府的目標不在實現與保持一個道德上理想國家的型

態，而在達成其公民之基本欲求，以人類的慾望和達成慾望的手段等事實來說明

政治上的事實，以個人的慾望和利益作為政策的最後依據，而不涉及任何獨立的

道德標準，即可稱為具有功利性，而且呂書政治哲學不僅重視理想與理念的探討，

更重視具體可行的實用性，以效用性為施行政策取捨的標準，因此其政治理論具

有功利性與實用性的特質。 

三、兼容個人主義與群體主義：呂書論點以個人主義為基礎，個人主義認為

國家是為了個人而存在，不是個人為了國家而存在，政府之有無價值，要根據它

對個人所作到的服務，或為滿足他的慾望，或為保障他的權利，或為實現他的理

想。呂氏論政治目的在全生、利群，並非主張群體主義，是要以社群組織來滿足

每一個人民的生命及生存。最高價值的客體是個人而非國家，國家只是促進個人

利益而設立的必要工具。〈恃君〉覽中表述，人類必須基於分工方可建構文明，而

個體亦須群體方可受到保障，君主、領導者的設立則是人類制度上的必然演進，

在〈本生〉篇中，則論述領導人、君主乃是為保障世人的存在，而非支配世人。〈審

分〉覽說「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由個人

身定→國安→天下治，因此個人生命價值的實現與完成才是政治社會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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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呂書又強調個人生命價值的完成必須透過群體以展現，政治社會才能協

助個人生命資源的獲取與滿足，個人的道德與政治實踐能力也唯有依託於一個公

共世界當中，才能整全的釋放出來，這項觀點與當代政治哲學家認為（Arendt，

1958：184），價值的根源和存在的意義僅能在行動中尋找發現，唯有藉由人們將

生命的本質轉化為行動－－一種有形的現實（a tangible reality）－的形式後，人才

能定義自己。人類最精華的本質在於尋求不朽，而達成不朽的唯一可能途徑乃是

進入公共的領域並在其同儕之間安身立命，唯有與他對等的人方能判斷他的行

為，同時也唯有經由同儕的出身見證，才可使人類行動之記憶歷久彌新並維持不

朽，這就是政治，也就是「教導人們如何創造偉大、輝煌事業」的藝術，實為不

謀而合。個體的自由自得與群體的安和樂利並重。 

呂書中不斷指出做人的最完滿模式是「全德」之人，統治者的最完滿模式是

「聖王」，而政治統治者的完滿模式必然與個人道德修養的完滿模式相通互相完

成，亦即君主的統治基礎與道德不離，統治者掌握政治社會的權威及威嚴，居於

最高、最有權的地位，卻不是威權主義的獨裁者（authoritarian），並不依靠威權

施行統治，也不能獨斷下命令，統治者要為自我修養與做人立下模範，是社會、

政治秩序方面有權威的「作者」。統治者為人民提供生命與生活需求滿足，卻不

「擁有」或「驅使」他們。通過自我修養的成就，統治者才能夠吸引有道之士與

賢能人士，為人民執行法律及秩序。統治者或聖王，應該在政治社會層次為天下

提供模仿學習的權威典範，使人民可以獲益於宇宙自然的恩惠。  

呂書著重於發展出一個權威的典範 ── 聖王。聖王處於創造自我、他人及

政治社會公共世界的關鍵地位，並對此項關鍵地位的認知時時保持自覺。統治者

的行動對社會和宇宙的影響，是廣大而長遠的，他完全和臣民互相依賴，且必須

接受臣民的審查和規諫。由於統治者是社會、法律、政治秩序的創作者，且佔據

著開放審查責任的重大地位，因此對於整個政治會系統運作而言，他是權威的及

歷史性的道德典範。由於統治者言行是可審查的，他對歷史所產生的影響及改變

將會為他留下標誌與評價，若是正面的典範，則稱為聖王；若是負面的典範，則

稱為暴君。 

就宇宙自然而言，宇宙是整體，人類是部份；就政治社會而言，政治社會是

整體，君主/人民或統治者/被統治者是部份。從呂書的觀點來看，群體不先於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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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整體也不先於部份，個人/群體、部份／整體的關係是一種互相交織、相互依

賴、相互滲透、共同推進的關係。部份改變整體隨之而改變。「整體」是由關係

中的連續性來定義，萬物與每一個其它事物彼此相關。「整體」乃是個別物之間

全面相互關聯性和連續性的一種概括，是由個別物之間彼此相互連接、相互聯繫

的依順所形成的多元世界。 

四、自然主義政治哲學：有學者（Murray,1962：21）區分政治哲學為兩類：

道德的國家論（moral theories of the state）和自然主義的國家論（naturalistic theories 

of the state）前者從道德立場說明政治的必要，後者由科學立場以說明政治的必要，

道德論所提供的理由是絕對的、無條件的，自然主義論所提供的必然是假設的，

因為它必然以對於某一目的之欲望為條件。道德論界定政府之目的為「應當」追

求之目的；自然主義論則以所欲求目的為政府之目的。若依此種分類法來界定呂

氏春秋的政治哲學，參照前面各章節分析的內容來看，當屬自然主義的國家論。

至於所主張政治社會組織的起源及目的與功能是依據觀察歷史演進的現象得來，

達成政治社會的理想目標－－全利群的方法與相關制度設計又從師法天地自然法

則推演而來，是為自然主義政治哲學。用自然主義思想為標準取捨百家學說，合

則取之違則捨之。17  

自然律有普遍性、恆常性，因為「察己可以知人，察今可以知古。古今一也，

人與我同耳。」（〈察今〉），不受主觀因素影響。〈任地〉篇說：「天下時，地生財，

不與民謀。」天降春夏秋冬四季，土地生財，並不與人類商量，也並非人類所能

                                                 
17
此處所謂自然主義指的是天之常理、人之本性，自然界本然存在的現象或狀態，經由知覺、

觀察等經驗研究可以掌握事實存在著的自然次序性質。若依學者（鄔昆如，1994：15-16）分析西

方哲學流派的自然主義，則較接近西方早期自然主義主張「回歸自然」，擺脫一切肉欲束縛，與大

自然合一；如古代斯多葛學派、伊彼古羅斯學派在「節制」的功夫上，使自身能與大自然合一：如

近代的盧梭，設法盡量除去人性中人為的因素，以「返本復初」的方式，歸還人性的根本，希翼在

這種「返本」的功夫中，發展人性至高峰。而非西洋現代的自然主義，不設法使人「回歸自然」，

是要以「人性」為主，以人性的「工匠人」和「智慧人」的天賦去「征服世界」，去利用世界的資

源，好使人類從蠻荒走向文明，在方法上是發展「知物」的基本層次，以為人性生來就能把握物理，

把握物性，利用「物」的一切原理原則，來改善人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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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審時〉篇說：「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種莊稼，

即使改進生產技術，還是要順應天時、地利，才能獲得豐收，收事半功倍效

果。呂書以自然主義的性命論作為政治社會的人性基石，從人性的生成到發展、

從國家社會的發生到成長、從個人生命的求全到社會群體的共利，莫不來自於對

自然法則的觀察與體會，因而政治社會的運作也應配合自然、師法自然以達到全

生共利的最大功效。由此呂書的政治哲學基本精神即為自然主義。 

因此胡適評論說（1986：124）呂氏春秋的政治思想，根據法天地的自然主義，

充分發展貴生思想，側重人的情慾，建立一種愛利主義政治哲學。賀凌虛指出

（1970：34）呂書基於法天為一切人事法則的最高準繩，這一基本觀念，形成其

貴生個人主義中心思想，並本於尚德為治國的最高原則這一基本觀念，進而形成

其以愛利人民為目的的政治理論。蕭公權指出（1996：155），與注重天下之兼善

而不重個人之自全的儒家思想相比較而言，老莊思想的特點是懷疑政治之效用而

肯定個人之價值，因而全生適性乃老莊政治哲學之最後目的。本研究則以為呂書

是兼善天下與個人自全並重，透過政治效用以達全生適性政治哲學之最後目的。 

在此要特別提出呂書中兩個很重要的論點，一是「貴因」，一是「節制」。呂

書整個政治哲學的中心在於「貴因」，以宇宙為萬物根本因，宇宙自然法則是萬物

發展運作法則，人類由而必須「因」循天道，才提出「順天」－－「法天地」、「執

一」的總原則。由於主張貴因，又以天道無為、圜以五德終始，而有「無為」的

施政原理，「圜道」與「因時地而制宜」、「因勢利導」、「因時變法」等的治理原則，

〈十二紀〉「依時行政」的施政綱領；以政治的中心與目的在個體的「人」，所以

依循人性根本，提出「順情」－「全生」、「利群」的政治目的與「民本」、「德治」

的施政原理，「善用人欲」、「德義賞罰並用」的治人原則。呂書的「因」，一指〈審

分〉覽所說「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的君道無為，君主應去聽、去視、

去智，去除個人主觀意念，而因群臣的聽、視、智，才能達到無所為而無不為的

「無為」而治境界；一指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必須尚「因」，必須因人之情－－

因民之欲、因民之心，因勢利用－－因人之力以為己力、以貧勝富、以小制大、

以辱為榮、以窮為通，因時舉事、因時制宜，因時變法，因此本研究以為「貴因」

才真正是貫穿整個呂氏春秋政治哲學的本質。 

由於宇宙自然依其本有節度而運行，根據「法天地」原則，人類行為也應有

所節制。呂書宇宙論主張萬物同宗同源，彼此互相依附，人類必須將個人生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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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自然界及人類社會整體協調統一。因此個人欲望及利益與政治社會中他人的

慾望及利益、宇宙自然中其他生物的利益，應是互相依附，個人與人類社會的欲

求都要有所節制以「貴生」、「全性」為原則。〈重己〉篇指出「凡生之長也，順

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

惡費也，節乎性也」。〈本生〉篇指出「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

害於性則捨之，此全性之道也」；〈貴生〉篇指出「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不

得擅行，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情欲〉篇指出「天生使人而有貪有欲，

欲有情，情有節，聖人循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

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侈樂〉篇指出「生也者，其身固靜，感而後知，

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無窮，

則必有貪鄙悖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彊者劫弱，眾者暴寡，勇者凌怯，壯

者傲幼，從此生矣。」爲求全生，上自帝王下至庶民，都須節欲、節約，如此在

個人用節制以「適欲」、「順性」進而成就「全生」達到「身善」；以「節制」作為

個人修養的重要規範以達到「人善」；政治社會則配合四時行政以節制不當的政

策，以「五德終始」、「圜道法則」節制君主的言行以達到「善政」。逐步實現人與

人、人與自然的相互認同，從而達到人與自然合一的「自我實現」最高境界，因

此「節制」精神是呂書政治哲學中極為重要性質。 

 

第三節 呂氏春秋政治哲學思想影響 

 

《呂氏春秋》爭議性很大，長期以來其歷史地位評論不一。大致上是：起初

褒多於貶，繼而貶多於褒，隨後又逐漸轉為褒多於貶。這部書的影響和作用，文

獻記載缺少，也較為零散。多數學者認為它的成就在於：一、能鉤綜合諸家，而

且持論頗為醇正；二、書中時寓針眨之旨，即使對酷苛的秦王政也未有半點迎合

之意，能堅持學術的客觀性與獨立性；：三、保存了不少先秦文獻資料。其中又

以肯定第三點成就的最多。汪中在《述學補遺．呂氏春秋序》（1979：70）中說：

此書「所采摭，今見於周漢諸書者，十不及三四。其餘則本書已亡，而先哲之話

言，前古之佚事，賴此以傳於後世」。 

    《呂氏春秋》是架於秦漢之際的一座橋梁，一端根據自己的原則總結先秦諸



呂氏春秋政治哲學思想之研究 

 264

子學說而自成一家，另一端則推展盛行於漢初的黃老思想的先河。  

    漢代的政治思想，約略可分為三個面向：一是綜合諸家的賈誼、楊雄，二是

承傳儒家正統的董仲舒、司馬遷，三是傳承道家的劉安。尤其後三位大家接踵並

起，《春秋繁露》、《史記》、《淮南子》皇皇巨著相繼問世，不僅對漢代，對我國整

個思想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董仲舒是使儒家思想佔居主導地位的重要人物，雖是公認的儒家正統，學說

卻綜合了陰陽家、道家、法家、墨家，與先秦的儒家學說有極大差別。董仲舒的

《春秋繁露》與《呂氏春秋》有擇取式的關係。董氏以天人感應為軸心，以儒家

《春秋》的《公羊傳》為經，採取《呂氏春秋．十二紀》的陰陽五行體系為緯，

建構他的思想體系，作為漢帝國從政治、人事直到倫常關係的理論依據。董仲舒

把陰陽五行作更明顯而密切的結合，整理成更完整的架構，從而產生更大的影響，

所以《漢書．五行志》敘述董氏說「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呂

書把五行配入四時中，再配入與四時相應的政令思想，建立以陰陽五行為依據的

宇宙、人生、政治的特殊結構。董仲舒由此把陰陽、四時、五行的氣認定是天的

具體內容，伸向人生、政治、學術每一個角落，完成天人哲學的大系統。學者認

為（劉元彥，1992：247）呂書把鄒衍學說中神秘主義的因素減輕或改造，董氏把

五行學說中的神秘主義思想進一步擴大到社會規範。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說：「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

列為五行。」以為陰陽五行是天地渾元之氣一系列的分化，〈天辨在人〉篇說：「金

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併功⋯⋯固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

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指出一氣演化為五行之後各有特性，

並由此特性助長陰陽之氣，如此陰陽五行關係更為密切。 

再通過陰陽五行把天人關係更加具體化，由此以強調天人感應。《春秋繁露‧

天辨在人》篇說：「故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指出人如天

般含有陰陽四時之氣；〈陰陽義〉篇說：「天意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

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指出天如人般有喜怒哀樂之情，於是天人間便發生自然

感通的作用，如〈同類相動〉篇說：「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

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應之。」指出天人之間感應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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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密切。再推論人倫道德當與天同體，強調陽尊陰卑的觀念以建立君臣父子夫婦

的三綱倫常之道、區名分位；主張陽貴陰賤的論點用於政治以轉變法家尚刑的政

治為儒家尚德的思想。並張大災異說，把實用性的五行變質維生化性的五氣，與

貌言視聽思五事關聯起來，以表現出受到天意通過災異的考驗。至於溝通天人之

法，在於數偶合、同類相感，同類相感的說明幾乎全採用呂書〈應同〉篇。 

董仲舒學說奠基於「天人感應」說（鄔昆如，1981：106-109），以為天地萬

物的運行以及人間世的一切變化，都是天道的運行。王者是受天之命，應該法天

以治人，王者在具體政治上應該法天以設官分職，在德性上要自修自持以若天之

美德，在知識上要認清真正的天意、抉擇順天意而行事，並可由觀察天象顯示獲

知自身行為是否符合天意。指出國君得失王位室由於天命的予奪，有天象徵召者，

才算是王位出自天意、受命於天，天命所降的對象為「天命無常，唯德是處」，因

此君主權力來自上天、權力的運用也受制於上天。平時上天以自然界的變化顯示

對君主言行的監督。並用五行感應的理論，列舉政治得失所產生的妖祥，提出補

救方法如何在祥和天象中感恩載德，如何在妖氣中懺悔贖罪，將呂書「天人感應」

說發揮盡緻。呂書〈十二紀〉每紀月令篇末章都指出如若政令錯時，便會出現天

變和災異，天下多事，人民怨憤，王朝的統治便會遭遇凶險，《春秋繁露》將之擴

充運用。〈制樂〉篇稱：君王「室閉戶牅，動天地，一室也」。這裡的「天」，原是

自然規律的化身，被董氏體系吸收後，轉化為氣，發展成為彷彿有意志的人格神，

是籠罩、涵蓋一切的主宰夭上人問的至高之神。這就使得董氏的整個體系具有濃

厚的宗教性格。因此徐復觀（1972：20）認為受呂書〈十二紀〉影響最大的是董

仲舒，董仲舒思想的特性是由〈十二紀〉首發展出來。 

根據《漢書．董仲舒傳》記載，漢武帝曾提出策問：虞舜與周文王同樣治理

好天下，但何以前者可以「游於巖郎之上，垂拱而治」，而後者卻忙得「日昃不暇

食」？董仲舒提出的解釋是「所遇之時異也」，意指能否實行無為而治，要由時勢

而定，由對堯、舜、禹和夏、商、周作詳細的對比分析，提出一項根本規律：「道

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據此推出「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

道變」的結論。既然漢是繼秦大亂之後建立起來的王朝，就必須有所改變，要「舉

其偏者以補其弊」，以使「道」恢復。董氏掌握經歷高、惠、文、景四世休養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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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漢帝國的新形勢，了解其時漢武帝正雄心萬丈亟欲有所變革的心思，提出「罷

黜百家，獨尊儒家」的主張，取代一度佔據統治地位的黃老思想，此時的儒家已

非孔孟原初面目，而是經董仲舒改造並吸取諸家理論，其中包括《呂氏春秋》陰

陽五行說的新儒家。體現在《呂氏春秋》裡意欲一統天下所向披靡的氣勢及天下

為公、八方來歸的氣度消失，只著重於論證帝王專制的絕對性及既定秩序的永恆

性。以《春秋繁露》為代表的新儒家，把天人感應學說，三綱五常理論，十分完

整地統一在一個體系內，在君權至上的前提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可以從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行為準則，可以發揮所謂「長治久安」的作用。在此董氏依據

呂書所主張的「因時制宜」原則，對《呂氏春秋》所反覆倡導的君道無為思想，

作出極大的修正。 

司馬遷是偉大的歷史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博大精深，自成一家之言，其論

著《史記》對中國學術思想有極深遠的影響。以儒家的「天」作為有意志、掌管

自然與人事的主宰，探索「天道」的存在、特性及功能，從對天道的理解透視人

生，在人生的群體需要中，解答政治社會的原則問題，並以儒家「仁」的尺度衡

量君主的行為。司馬遷對《呂氏春秋》的關係是擷取式的，擷取認為有所補益的

內容，融合到整個宏偉的體系中。如果細心作對照，也還可以找到某些形跡。《史

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自許，與《呂氏春秋》「上揆之天，下驗之地，

中審之人」的宗旨相通。《史記．呂后本紀》中說：「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

有《呂氏春秋》「圜道」的影子。把陳涉歸入王侯之列的世家，正體現《呂氏春秋》

在〈恃君〉篇提出的「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的思想。《史記．楚元王世家》

中說：「國之將興，必有禎祥－－ 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賢臣

隱、亂臣貴」，正是《呂氏春秋》中關於災異說和尚賢思想的結合。《史記》中有

不少歷史事件與傳說也參考了《呂氏春秋》的相關記載。不過在史實的考核推究、

敘述的細緻生動、以及觀察的深刻性，都要遠勝《呂氏春秋》。（朱永嘉，1995：

52） 

   《淮南子》的政治思想銜接道家正統，主張宇宙本體為「道」，道覆蓋天地，

天地萬物原由道生、與道合一，其宇宙觀、人生觀和人生觀都是一以貫之，以道

為中心。「道」最主要特性是「無為」，天道無為，所以春秋代序而四時成、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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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生無為，所以因時而變、無往不遂；為政無為，上下一尊於法而天下治，

法隨時變則法可行。主張政治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無為而治」，先建立一個儒家式

的政治架構，以無為治國，以君主自身美德感化群臣，群臣以德澤百姓，其法在

知曉人性，順著人性原始的生活方式和發展，一切德目禮俗的規定都會擾亂人心，

使人脫離道而喪失存在的意義，將儒道兩家的精華，內修及治道真義涵括成為一

體。 

《淮南子》與《呂氏春秋》前後相隔近百年，《淮南子》中雖然完全未提到呂

不韋或《呂氏春秋》，但二者在思想觀點上承續相因，脈絡清晰，是對《呂氏春秋》

全面繼承。《淮南子》的〈要略〉與《呂氏春秋》的〈序意〉，同為闡述編撰宗旨，

前者的「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明顯從呂書「上揆之

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演化而來。《淮南子》的〈時則訓〉則是把散於《呂氏

春秋》〈十二紀〉紀首的月令篇歸納、刪減、補綴而成，文字也基本相同。〈天文

訓〉關於節氣與呂律的對應關係，基於《呂氏春秋》之〈音律〉；〈地理訓〉中的

地理概念則採自《呂氏春秋》之〈有始〉。〈道應訊〉引《呂氏春秋》共二十多處：

〈說山訓〉中的「粹白之裘」等七、八條，皆源於《呂氏春秋》。〈兵略訓〉則是

由《呂氏春秋》八篇論兵專文的一些論點，和秦漢間新的戰爭經驗融合而戒。〈覽

冥訓〉與呂書〈精諭〉、〈召類〉篇旨趣相同；〈泰族訓〉與呂書〈應同〉篇相應，

其他如〈原道訓〉、〈俶真訓〉、〈主術訓〉、〈詮言訓〉分別採擷了《呂氏春秋》中

「法天地」、「因則無敵」、「君道無為、臣道有為」、「氣同則合，聲比則應」等等

觀點。《淮南子》引用的許多歷史典實、寓言故事，也可在《呂氏春秋》中找到原

型。因此送高似孫《子略》說：「及觀呂氏春秋，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 

此外，成書的方式、過程，編撰者遭遇，兩者也都極為相似。《呂氏春秋》和

《淮南子》分別是呂不韋、劉安憑藉自己權位，招攬眾多賓客集體撰寫而成；書

成後，二人又分別受秦皇、漢武帝迫害而死。儘管二書都在問世後不久即被打入

冷宮，但都還能完整地流傳下來。不過無論在宇宙觀、認識論、社會歷史觀，以

及天文、曆法、地理等方面，《淮南子》都比《呂氏春秋》前進了一大步，但後來

者所以能居上，正是因襲先驅者的開拓。因此可說沒有《呂氏春秋》，也就不可能

有《淮南子》。因此徐復觀（1972：1）認為沒有〈十二紀〉紀首，便沒有〈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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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甚至可以說沒有《呂氏春秋》便沒有《淮南子》。 

此外，呂書在精神上是創新、啟後的，《淮南子》在精神上則是承前、繼往的。

《呂氏春秋》成書於戰國末期，主編呂不韋審時度勢，要為未來統一天下提供理

論依據的編撰思想十分明確，是有意綜合諸子百家之學建立新的思想體系，後來

的實踐也證明此書確實大體能夠勝任這一使命。劉安縱然吸取《呂氏春秋》長處，

卻無相同的歷史背景，《淮南子》成書已是西漢中期，其時文景之治早成過去，漢

朝建國已經六十年，天下大定、海內一統，《呂氏春秋》中不少切中時代脈搏的主

張，被引人《淮南子》後，儘管論述更加精到，文字也更為縝密，卻因失去了現

實映照而不再具有原來的生命活力。例如呂書中「無為」論的主張，《淮南子》成

書十嚴重的社會危機日益顯露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再宣揚無為，難免不合時宜，

因此稍早於劉安的賈誼在《新書．孽產子》就曾說：「國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

須時耳⋯⋯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記》，都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淮南子》是道家

思想的高峰；《春秋繁露》代表著儒家轉折的新階段；《史記》是我國第一部通史

和紀傳體史書，為歷代修史必遵之圭臬，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們都程度不等

地接受了《呂氏春秋》的影響，因此應當給予《呂氏春秋》應有的歷史地位。（朱

永嘉，1995：52） 

    在漢代除了上述三部書，其他如陸賈的《新語》、賈誼的《新書》、劉向的《說

苑》、《新序》等，都不難發現《呂氏春秋》的脈絡或蹤跡。如賈誼《新書．六術》

說：「德有六理。何為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得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

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為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

六法，六法藏內，變丕而內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

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理智聖之行，行和則樂，與樂則六，此之謂六

行。」主張以天地萬物原理的六理作為人世間六行的根本，六行符合六理就是德，

否則就是失德，政治以民為本，採用德治，道德的根源在清虛而靜，人心須不貪，

人君是領袖，其思言行為是人民的模範，修德性是人君的先行條件，君主有德人

民自然臣服。與呂書有許多雷同的觀點。又如東漢王充的《論衡》是一部意義深

遠的著作，從它對儒、墨、道、法兼收並蓄的主張，以及對天道、對陰陽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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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還是可以看到《呂氏春秋》的一些餘波流韻。徐復觀評論說（1972：1）：「一般

地說，經學是兩漢學術的骨斡，也是支持、規整兩漢政治的精神力量。個兩漢人

士許多是在《呂氏春秋》影響之下來把握經學；把《呂氏春秋》對政治所發生的

巨大影響，即視為經學所發生的影響；離開了《呂氏春秋》，即不能破解漢代學術

的特徵。」並認為道法各家對兩漢的影響界域及系統分明、有一定範圍，言者不

諱，易於為人把握；不像《呂氏春秋》以「摻透融合之力」幾乎是無孔不入的影

響，但是司馬遷劉向們雖然都重視呂不韋，卻在一般反秦風氣之下，都諱言思想

所出，以至於呂書的影響無人公開加以承認。漢朝以後由於帝王專制制度日益被

視為天經地義，呂書中「天下為公」、「君主無為」、「攻伐無道」、「廢其非君」的

論點，既為上位者憎惡，又為在下者忌諱，其影響於是日見微弱。 

呂書主張朝代的順序，和五行的自然順序一致。黃帝以土德王，為以木德王

的夏朝所克；夏朝以木德王，為以金德王的商朝所克；商朝以金德王，為以火德

王的周朝所克；周朝以火德王，將為以水德王的朝代所克；以水德王的朝代，又

將為以土德王的朝代所克，如此完成循環。呂書中所論述的主張，不久之後就在

實際政治中產生效果。西元前 221年，秦始皇帝統一中國，建立秦朝。根據《史

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他「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

勝，方今水德之始」，其色尚黑，其事則水，將黃河改名「德水」。「以為水德之始。

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  

正由於刻削少恩，秦朝為時不久，為漢朝取代。漢朝皇帝也相信，皇帝是承

五德轉移之運而王，但是漢朝究竟以何德而王，頗有爭論。有人說，漢朝取代秦

朝，因此是以土德王。但是也有人說，秦朝太殘暴，太短促，不能算是合法的朝

代，所以漢朝實際上是替代周朝。雙方都有祥瑞支持，這些祥瑞都可以加以不同

的解釋。最後，在公元前104年，漢武帝決定正式宣佈漢以土德王。即使如此，

後來仍有意見分歧。漢朝以後，人們雖不大注意這個問題，但是一直到辛亥革命

取消帝制為止，皇帝的正式頭銜仍然是「奉天承運皇帝」。所謂「承運」，就是承

五德轉移之運。 

因此牟鍾鑑認為（任繼愈，1985：1）《呂氏春秋》成書于秦統一中國前夕，

從時間上說，它屬于先秦階段，可是從它所代表的思潮和所起的歷史作用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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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作為秦漢哲學家史的發端就更為適宜。該書編者編纂此書，是直接為行將統

一的封建皇朝提供思想統治的理論體系。它在秦朝未被採用，但對於漢代的政治

和思想卻有重大的影響。就學術思想的演變而言，它開發了秦漢之際的道家思潮，

推動了漢初唯物主義哲學的發展。《漢書‧藝文誌》把它著錄於雜家。以後的學者，

囿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只肯定該書的史料價值，而認為它的學術思想漫衍無所

歸心，不成一家之言，評價較低。應該要革除偏見，以客觀的態度和方法，還《呂

氏春秋》本來的面目和歷史地位。 

兩漢統治者在施行賞刑、頒布詔令時，都要考慮如何調陰陽、順四時、合五

德，此種風氣，愈晚愈盛。《漢書》設《五行志》，將歷年發生的自然災異與政治

變故，次第列出，附以董仲舒、劉向、劉歆及其他經學家的說明，目的是為執政

者提供歷史借鑒。當然，不能說漢代的五行說全來自《呂氏春秋》，但是經過了秦

火，先秦鄒衍學派的資料大都散佚，由《呂氏春秋》保存下來的〈十二紀〉與〈應

同〉、〈召類〉等篇，至少是漢代陰陽五行思想的重要來源，當無疑問。」（任繼愈，

1985：75） 

總結《呂氏春秋》的歷史地位：第一、呂書是先秦時期最後一部理論著作，

也是對先秦文化的一次重要總結，《呂氏春秋》成於各家各派之手，紀述先秦學術

資料，極其豐富，且有不少早已湮沒之家派，賴此得以保存，誠為研究先秦史哲

十分重要之著作。第二、呂書是漢初黃老之學的先聲。《淮南子》正是《呂氏春秋》

的繼續和發展。第三、呂書對於整個漢代的學術和哲學，乃至實際政治生活，都

有重大的影響，這些影響遠遠超出了漢初道家的範圍。首先，在學術資料上，漢

代一些學者直接利用或仿效《呂氏春秋》而著述。《呂氏春秋》對於漢代經學，包

括董仲舒的神學，有巨大影響，兩者有不解之緣。經學家以六經為典範，以仲尼

為先師，從不承認《呂氏春秋》與他們有什麼師承關係。實際上他們很看重《呂

氏春秋》書中的陰陽五行和天人感應學說。自〈十二紀〉紀首被入《禮記》以後，

以五行配四時，以政令配月令、天與人交相感應等思想，逐漸成為漢代儒學不可

分割的組成部分。兩漢統治者在施行賞刑、頒布詔令時，都要考慮如何調陰陽、

順四時、合五德，此種風氣，愈晚愈盛。《漢書》設《五行志》，將歷年發生的自

然災異與政治變故，次第列出，附以董仲舒、劉向、劉歆及其他經學家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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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為執政者提供歷史借鑒。其次，《呂氏春秋》對於漢代唯物主義哲學和醫學

理論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任繼愈1985：69-75）而先秦時期的陰陽五行學說，

呂書是居於承先啟後的地位。 

五德終始的思想形成對人類政治文化歷史，加以反省的歷史哲學思想，並由

此思想主張在今後應有一新時代、新政治、新道德精神興起。如《史記》說秦始

皇「推五德終矢之傳，以周為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

年，始朝貢，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

德之始，剛毅戾深，皆決于法⋯⋯然後合於五德之數。」說明秦始皇是應五德終

始的水德而興起。漢興初時，有張蒼以唯漢能應水德以盛周火；賈誼、公孫弘主

張漢當應土德以勝秦水，即是本於五德相勝說，後一時代應勝前一時代之德作為

革命說的依據。影響漢代以期待漢以後有新時代，如至漢昭帝時董仲舒弟子眭孟

據以預言漢將終，而有哀帝再受命之事：王莽也因應人民願望受漢禪，漢光武帝

因應人民願望能代替王莽新朝而興起，本此革命禪讓之說，漢禪於魏，魏禪於晉，

經歷六朝隋唐至宋太祖受周禪，皆假禪讓之名，行改朝易代之實，此漢世以後，

視革命禪讓為不可已的思想，雖固有傳統源流，呂書有系統的著書，發揮極大的

推波助瀾效果。 

歷史上順應一年十二月紀時序變化以說明為政修德而成書，首推《呂氏春

秋》。人類自覺反省天時之變與地上萬物和人本身的活動，皆有自然相應合的節

度，要求人的活動節度與天時萬物之變的節度。春秋原為表時序之名，呂書除有

月令外，〈十二紀〉中包含有種種相應於天之春夏秋冬之種種義理之陳述，如於春

季言本生言貴生，所以相應於春生，於夏季言勸學言音樂，所以相應於夏時，草

木等由生而長中，所表現之喜樂。於秋季，言用兵刑，以行威禁，所以相應於天

之秋時，草木凋落所表現之刑殺者也。於冬季，言節葬安死廉節之義，即所以相

應於天之冬時，草木衰死中，所表現之「由成始而成終之義」者也，將有關人文、

人德之義理納入四時序運的自然歷史中，順天應時以生活之觀念形成依天時與地

上萬物之節度，以定出人行為節度的思想潮流，是秦漢時代的思想潮流產生推波

助瀾的功能，對應於秦漢時代顯出其價值。 

唐君毅指出（1991：107-123）先秦學者多爲成就個人之德性生活、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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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而言性，秦漢之時學者趨向於爲成就客觀政教目的而言性，追溯漢人爲

成就政教之目標，而客觀的論述人性之態度起源，呂覽淮南二書實開其端，人性

問題逐漸轉成為一客觀論題，之後漢儒正式視人性為一客觀獨立的論題而作有系

統論述。這也是呂書政治哲學極為重要的影響之一。 

 

第四節 呂氏春秋政治哲學思想評價 

 

 一、歷史價值 
司馬遷是歷史上第一位對《呂氏春秋》作出評價的人，於〈太史公自序〉中

說「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指出呂不韋雖被迫遷蜀，所編簒的《呂氏春秋》

卻得以流傳，並認定《呂氏春秋》輿《周易》、《春秋》、《國語》等典籍一樣，同

為「聖賢發憤」之作，這項評價相當高。東漢高誘是第一位為《呂氏春秋》作註，

也對本書作出相當高的評價，認為可與《孟子》、《苟子》、《淮南子》相表裏，在

《呂氏春秋序》中稱它「大出諸子之右」。但此後數百年，對此書評價日趨低落，

訓詁家們也大多因此而表示冷淡，長期只有高氏一部注本傳世。以至在宋代有韓

彥發出「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黃震《黃氏日抄》引）的感歎。究其

原因，主要是「因人廢書」。《黃氏日抄》引用蔡伯尹語說《呂氏春秋》之所以不

能與諸子爭衡，「徒以不韋病也」。推究所謂「病」的主要原因，不外是《四庫全

書總目提要‧雜家類》所說的「不韋固小人」; 《南雍志．經籍考》所說「其為

人無足論者」;以及梁啟超《漢書藝文志考釋》所說「呂不韋本不學無術之大賈」

（楊家駱，1978：1238-1243）。 

    近代以來，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商賈之譏、飲酖之嫌已逐漸為論

者所摒棄，因而對《呂氏春秋》的研究有所深入，評價有所提高。郭沫若的《十

批判書．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1982：343-363），提出呂不韋在中國歷史上應

該是一位有數的大政治家，《呂氏春秋》含有極大的政治上的意義，也含有極高的

文化史上的價值。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卷》，肯定呂不韋是一位

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的同時，對《呂氏春秋》也作了新的評價，認為它是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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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的一次重要總結，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不僅是漢初黃老之學的先聲，

還對有漢一代的學術哲學，乃至實際政治，都產生過重大影響。洪家義的《呂不

韋評傳》，對呂不韋和《呂氏春秋》作了較為全面的分析評價，書中認為呂不韋是

「那個時代的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他站在歷史的前沿，把歷史浪潮

向前推進了一步」。     

前一節說明呂書為先秦思想文化的總結，是漢初黃老思想的先聲，對漢代學

者具有深刻的影響，如對董仲舒天人感應政治哲學思想影響、對同樣列為雜家著

作的《淮南子》相互為輔、其他漢代學者的政治理論的啟發，開後代專書立論改

善政治的風氣，並開啟後代將人性列為客觀論述對象的研究風氣等，都可顯示出

其價值。 

    呂書成書年代，正值法家勢力氣焰熾盛、秦國刑罰嚴苛，秦始皇威嚴猛然，

著書賓客能不因循風氣、不阿權貴，直指朝政嚴厲駁斥，具有相當高絕的學術風

骨。〈孝行〉篇說：「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

之謂，務其人也。」根本否定秦國的耕戰政策，主張德治政治、民本政治，這種

抱持理想、堅守原則的精神，在今日社會尤其顯現出其高貴的意義與價值。 

二、自存價值 

任何一個思想體系都可以從兩個層次來加以思慮省察：一是只專注其「內在

意義」和「自存價值」，根據它在陳構上的嚴謹、細密和簡潔，以及它在涵蘊上的

一貫性、完全性和系統性，去批判它的優劣和決定它的價值；一是從「實效」層

次或「工具價值」檢視其理論在建立人類生命情操、標定人生價值和文化建樹中

的許多關鍵上，所扮演重要的知性建構提供生成基礎支持和證立依據的作用。一

個哲學的思想體系通常都有它產生的時代背景、文化脈絡和社會條件，因此該思

想體系往往有它實用的參考點－－包括充當理論上的依據和證立功能，以及人生

「安身立命」上的依傍憑藉的作用。我們也可以將一個哲學思想體系暫時從它的

「實效」脈絡裡抽離出來，而專注該體系的佈局與結構，以及它所表現出來人類

的智覺洞察和情意感觸所渴望企及的高度和深度。一套哲學的思想體系必須在重

要的關節上與現代人的經驗銜接起來，該體系所闡揚的才能夠順理成章地在我們

情操的養成和價值的認定上，扮演一份舉足輕重的角色。哲學體系的應用必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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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自己去開發去尋索。 

呂不韋及其門下學士吸取齊、楚二地的黃老思想，加以綜合條貫，用以通關

古今，整合成一部構制非常規整、內容自成體系的百科全書式的巨著。《呂氏春秋》

完全有資格自成一家之言。宋代高似孫就已看出這一點，曾在《子略》中提到淮

南王劉安如何尚奇謀、募奇士，完成了一時傑出之作《淮南子》，後說：「及觀《呂

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採精錄異，

成一家言」（許維遹，1988：1210）。呂書不僅是黃老學派的先驅，也是黃老學派

最主要的著作，黃老著作的一個外在特徵是託命黃帝。呂不韋在書中雖也稱引黃

帝之言，並在〈序意〉中以總編撰者的身分宣稱自己「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

矣」，以示其學有所本。有學者覺得（洪家義，2001：125）必須「徹底擺脫《漢

書．藝文志》的巢臼」。應當承認《呂氏春秋》為一家之言，不必再為它從儒、道、

墨諸家中去尋找某個門戶。經過分析，認為《呂氏春秋》「有嚴密的系統」、「有突

出的中心」、「有完整的結構」、「有獨特的創造」，因而認定它為「卓然一家之言」。 

就內在意義而言，可從呂書本身有多大程度的理論合理性和實踐可行性加以

考察。呂書批判式地吸納自古以來至當時為止的政治思想理論成果，建構出中國

當時極為周備、極具理論解釋力的政治哲學理論，呂書政治哲學理念系統，從對

宇宙自然的觀察到對人類政治社會的定位，以「因」為法則，並據以提出「義利」

的政治社會目的及原理、「五德終始」「圜道」的運作原則；必須承認，其政治哲

學集中在「尚因」、「節制」「全生」、「利群」的政治目的和「順天」、「順

情」的政道原理兩個根本性政治問題上，是有其充分合理論根據。〈十二紀〉中

把陰陽、五行、天文、律曆、風習、及政治理想組成一個完整系統，這雖然是理

性與些許迷信的混合物，其中卻也表現出絕佳的組織能力；本章第一節中「呂氏

春秋政治哲學體系」圖示都可顯示呂書政治哲學理念系統中嚴密的推理能力、理

論運思能力及現實解釋力，也可說明其政治哲學理論思想的自存價值。 

就時效價值而言，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文化中，人們由於所要解決的重大或迫

切問題有所不同，他們的思慮焦點和理論興趣也會有所差異。任何哲學的思想體

系，只要它在其文化脈絡裡，與其他的理論建構發生實效上的關係，也就很難否

定它的存在意義和證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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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思想體系在以往的歲月裡，都曾經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情境之下，為中國

人的生命哲學情操的培養、人生基本價值的確立、待人自處之行為模式的養成等

等，提供了深遠的生成基礎和指導原則、證立根據，發揮特定且廣泛的實效功能。

呂書由順天應時以生活之觀念形成依天時與地上萬物之節度，以定出人行為節度

的思想潮流，對秦漢時代的思想潮流產生推波助瀾的功能，呂書開啟後代客觀論

述人性以成就政教目標的研究源頭，都顯示出其時效價值和工具價值。 

三、現代價值 

將古典的中國哲學思想表達在一個可以充作世界性流通的概念架構與問題網

絡之上，與世界其他的哲學交互印證、彼此對照；甚至共同發展、互相補益。這

是中國哲學現代化的重要意義，也是當前哲學工作者面臨的重要課題。一個哲學

思想體系能否被接受，與它是否易於被理解有關，更與它和人類生命體驗的相干

性，是否具有密切關聯性有關。一個哲學思想體系愈能緊扣人類的生命體驗，則

愈能顯現出在時效上的可行性和實用性。不過人類的生命體驗和生活經驗卻常因

時代的變異和歷史文化的差別而相去甚遠，哲學理論必須與現代人的經驗有力地

銜接起來，經得起時代文明的考驗與挑戰，與當今的文化發展比肩併行、一起發

揚，才能為現代人提供生命價值和文化理想上的指導原則。 

現代民主政治理論的關切點在於保護個人權利、促進公共利益，當兩者不相

容時，實際的選擇就會呈現排他性狀態：不是優先考慮個人權利，就是優先考慮

公共利益；當代政治哲學中自由主義/共和主義（republican democracy）及自由主

義/社群主義的爭論即源於此。自由主義崇尚個人價值，共和主義尊重公共精神，

兩者互相背反。自由主義者認為正義原則是絕對的和普遍的，個人權利也是絕對

的和普遍的，不能為了普遍利益而犧牲個人權利是公正社會必須遵循的基本原

則，自由主義者倡導的理論被稱為「權利的政治學」。社群主義者則相反，認定

普遍的善優先於個人的權利，公共利益必須優先於私人利益，國家為了社會的公

共利益，必要時可以犧牲個人的私人利益，強調公共利益壓倒一切的重要性，其

理論因而被稱為「公益政治學」。 

此外晚近倫理學或道德哲學的發展，逐漸反映了對「德性」的關注已越來越

受到重視，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規範倫理學論述的兩大傳統是康德傳統的義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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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目的論。義務論主張行為的對錯不是完全決定於其目

的或所造成的結果，而是取決於行為本身的性質和特點，道德乃是奠基在普遍的、

不偏私的理性法則之上；而目的論則主張，行為的對錯完全決定於行為要實現的

目的或所造成的結果，道德無非是不偏私地促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行為法

則；兩者最核心的理論觀念都是道德規則、義務或責任，以「行為」為主題，著

重探討行為者應該「做」什麼的部分。在這兩大傳統之外逐漸興起一種既復古但

又不失新意的新傳統，乃是德行倫理學（virtue ethic）。德行倫理學將道德哲學的

關注焦點，從義務、行為、規則轉移到個人德行的成全，從「什麼是應該做的正

確的事？」轉移到「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或「什麼樣的生活才是值得欽羨的好

的生活？」德行倫理學關懷的重點不是外在行為，而是行為主體的德行或善的體

現，著重探討行為者應該「是」什麼，如何培養德行卓越的人、成就聖賢人格。

德行倫理學的發展意味政治社會協助其成員成全德行，並非不能討論。教育應著

重人格得性的養成，盡其所能使受教者成為道德上的好人，懂得尊重自己、也尊

重別人，這才是有尊嚴的社會最終希望之所寄，也是主張主動公民身份、讓民主

社會公民扮演更積極角色者，所不能不仰賴的前提。只考慮工具性價值、只著眼

於提高國家競爭力的教育理念，是既短視而又有自毀性。以行為規則為主的倫理

學提出普遍的義務使人們能各定其位、各安其分，使社會安定；德行倫理學要求

人們具有高尚的人格，標示理想典範使社會更臻完善，兩者可以相輔相成。 

在二十世紀裡另有兩種相反思潮－－技術專家政治主義（Technocrats）與生態

學運動（ecology movement）。技術專家政治主義者認為因環境的更迭而導致美學

的破壞乃是無關緊要的，科技進步是不可避免的，而若就人類所獲得的利益而言

（假定為「物質富裕與舒適」或「經濟的安全」），則若干剝奪（假定被剝奪的是

「隱私」或「人類尊嚴」等）是合理的。但若干科學家和生態學家則提出具體論

點，認為掠奪性的科技破壞了各類生物的生存，由於人不能或不願與週遭的自然

世界打成一片，因此今天的生物秩序（biological order）已嚴重地受到威脅，甚且

有些人批評說人類心智健全將因人類繼續的疏離它與自然的關係而受到危害。（卓

勒，1985：23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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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生態倫理學最初是由法國哲學家施書玆（Albert Schweitzer）和美國生態

學家萊奧波爾德（Aldo Lecpole）分別在二十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提出來。施書

玆的著作（Schweitzer，1961）中，把人和自然的關係看成是一種文化，從對生命

崇拜的熾熱情感，引發出生命觀和生態倫理學。其主要的觀點有：（1）新的倫理

學是對文化的必要發展。（2）新的倫理學的基礎是崇拜生命的原則。（3）人對

周圍的所有的生物負有個人責任。（4）基於新理性之上的倫理學思想對現實生活

起著指南針的作用。施書茲以熾熱的人類感情，從倫理學上提倡保護地球上的生

命，成為現代西方世界中第一位高揚「尊重生命」的倫理學家。 

其後萊奧波爾德從哲學和生態學兩方面證明了生態倫理學產生的必要性和迫

切性，在著作《大地倫理學》中提出幾個重要觀點（雷毅，2000：130-148）：（1）

必須重新確定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類並非自然界的主人、統治者、而是自

然界中極普通的一員。（2）僅僅考慮人類的經濟功利需要從而關心生態平衡是遠

遠不夠的，人類只有從自然的整體出發，才能正確認識自己與自然交往行為的正

當與否。（3）要把權利這一概念從人類延伸到自然界的一切實體和過程。草木禽

獸、魚鱉蟲蚊都有生存繁殖的權利，人類沒有權利踐踏它們。（4）要求政府和企

業家們都要對環境的良性發展盡職盡責。書中強調：任何有助於維持生物共同體

的完整、穩定和美麗的措施都是好的、正確的，否則就是錯誤的。《大地倫理學》

的問世，標誌著現代生態倫理學作為一門科學正式形成。 

以上所舉這些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等理論的衝突仍持

續進行著，其理論融合有待進一步充分探究與強化，但呂書觀點實有甚多啟發之

處。從呂書的觀點來看，公共之善與個人權利本就互相推動、互相完成；個人價

值要依附於公共世界才能實現；個人生命與宇宙自然也是互相依存。人類對待生

命的正確態度是「貴生」，應觀察天地變化之機，分辨五物生長之利，以促進生命

的發展，使萬物各盡天年。在此擺脫唯人獨尊的思想，承認各種生物的生存權利，

並把護養萬物、維持生命的最佳狀態作為聖人（統治者）的重大責任。社會是各

種不同的社會角色在和諧的相互關聯中所形成的動態統一，是各種不同的社會統

一體所形成的動態統一體。呂書要建立一個可以在人與人之間直接運用的方法，

透過政治來加以執行和落實，社會是由自我修養的個人在完成其社會角色上所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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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品質和功能加以界定。 

呂書把個體自身性格的修養和政治社會的適當本性之間，尤其是生命的實現

與政治管理之間，做一類比，提昇生命的手段擴及於宇宙自然。因此，個人的成

就，尤其統治者的成就，在於協助成就社會（尤其是政治）制度。生命的實現既

在自然的周遭環境中發展，同時也提昇周圍的人事，促進其進一步的修養。作為

人類圓滿典範的統治者，是居於皇天和人民之間的關鍵地位，必須和周遭人事合

為一體，並為人民立下模仿學習的模範，必須順應人民的意見和感受，並創造一

個氛圍，使人民能夠於宇宙自然中獲得更多恩惠。個人透過其創造性地實行誠信

德義等行動及其他面向的自我修養，而成就其為人。作為人類圓滿典範的統治者，

是一項不可分割的個人成就，是一種統合的創造性行動。因此對他人生命的實現

有引導啟發的作用特定的人群，例如官員必須具備更多的實現生命的資源，因為

他們有責任把這資源分派給需要它的人民，由於其社會地位必須握有更多的社會

特權，從而也負有更大的社會責任。 

學者指出（浦薛鳳，1984：423-437）政治五項因素為政治現象、政治制度、

政治觀念、政治人物與政治勢力，其中又以關於掌握政治權力之領袖人物，其性

格典型若何最為重要，思想家及政治家認清統治者之性情人格有關於國內政治及

國際關係者不乏其人。凡能直接間接影響政治者均為政治勢力在各種無形的政治

勢力中最重要與最基本者當推人性心裡，不論個人單獨的政治行為或團體集合的

政治行為均有人性心裡作用其間。呂書在這兩項用力最多。且呂書政治哲學本身

的結構完整性使之自有價值，而其中的宇宙論－人性論－道德論架構正可為現代

政治社會發展的問題提供一個穩固的參考基礎。 

呂書人性模型的特色在於視個人和政治的實現是相輔相成的。一個人在自我

修身、修養上的成就為社會和諧成就提供基礎，尤其是統治者的自我修養不僅影

響社會秩序的調和，他個人行為上的成就更可以使宇宙趨於和諧。統治者地位的

重要性在於統治者反映並代表了社會的關注，在民主社會中人們必須把自己當成

是統治者，對自己有如是的認識要要求。 

現代人需要建立一種世界觀，認知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是互相決定和彼此關

連的。呂書中的有機論要素可以提供這種世界觀，呂書認為每一個特殊個體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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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特殊個體在存在上都是同等。特殊物個體固然彼此互不相同，但由於在時

間上彼此相互作用，其間差異得到改善，同時又在一種動態的和諧中增強那些差

異。同等是每一特殊個體都能貢獻其獨特性，可以由此重新思考和辯護利益多元

論，這是對其他人的生活規則有責任和義務表示關心和關懷的一種道德態度。換

言之，對特殊個體的相互關聯性具備一種本體論和宇宙論的理解，使人承認自己

具有促成他人利益的道德義務，他人的價值對個人自我意義重大，個人對他人具

有某種基本責任，由相互關係所構成的世界中，這種自我／他人相互界定的關係

可以通過部份／整體或個人/社會的關係來理解與建立。如果推展呂書中有機論思

想的啟發，並把它的社會角色理論加以現代化，就能夠解開當前個人權利與公共

社會問題的糾結，從而解決整體優先論或個體優先論的衝突問題以及組合與分工

的矛盾衝突。 

許多當代西方政治論都從一個假定出發，認為個人是分立的最基本的、不可

分割的單位。分立的個人乃是權利的持有者，是理性、自利的行為者，可以自由

地、平等地、獨立地治理他自己的生活。雖然呂書並未重視個人的政治地位和民

權，但卻具有兩項重要精神：一是「同等」概念不容許對獨特的特殊物的重要性

加以動搖；二是個人聚合是政治權利的基礎。圓滿的人是在人際關係中表現誠信

公義等德行方面所獲致的成就。這些交往不是發生在權利與自由的主體 ── 抽

象的個人 ── 之間，而是在人與人之間的實際交往之中，是人們在實現特定社

會及政治角色（如家庭成員、公民、朋友等）時所發生的相互作用，而這些角色

與互相作用總是在一定時間範圍內變動。  

 因此，呂書的觀點並不必然與現代世界觀齟齬不合。在民主社會中人民成為

統治者，個人變成君主，必須認清自我修養對於社會和諧，具有重大的、有意義

的貢獻，因為人作為公民，乃是自我修養的一項成就，而這項成就具有政治意義。

獲得公民身份的這項成就假定，自我修養的人注重自己的存在義務承諾，並在行

為上負責任。人們清楚個人行為在社會影響的層面廣闊持久，社會就會有更廣大

的道德基礎，讓人在政治制度允許範圍內保障各個人的正直。如果大部份人對於

在社會秩序中發生一定作用的每一個人的必要性都加以重視，則少數人的利益  

將受到保護，公平與合法程序在一個以造就人為導向的社會中將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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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西方政治理論的權利主體概念著眼於分立的、獨立的、理性的及自利方

面自足「原子個人」（the atomist man），這種觀念正好與呂書的人性觀可相互融

合，一個人必須實踐不同形式的自我修養，以獲致某種程度的權威性或真實性。

人之所以為人並非與生俱來，而必須從事自我修養，才能獲得並維持做人的資格。

人在與所有其他個人的有機相互關聯中實現與完成「做人」（person-making）的

成就。著重從事於做人是使自己進入社會及周圍環境的道德轉折點。呂書重視通

過創造性的行動，尤其是節制，去造就人。這種創造性的成就，在個人的層次上，

是對自己文化及環境予以創造性的把握並使用；在歷史的層次上，是對文化傳統

的維繫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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