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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結論 

 

第一節 檢討 

 

人類社會中尤其是政治社會最重要的問題在於尋求什麼目的，以及如何達成

此項目的，哲學是討論目的問題，目的問題也就是價值問題，是科學方法所無能

為力。人類的基本問題並非單單依靠科學所能解決，科學是一種方法，其結果不

能超越方法，而什麼是好的人生、好的社會等問題須要用哲學方法解決。哲學方

法在目前不是流行的方法，是政治學者不重視的方法，更是行為學派視為毫無價

值的方法，也就少有可能獲得重大成果。人類政治問題不可能從科學方法獲得解

決，必須尋求新的、並被普遍接受的政治哲學來解決。政治哲學和政治科學對事

實和事件的認知，雖然都能夠超越利害關係，探討是非觀念的理想，然而當代政

治太過注重現實，忽略形而上的指導原則，是政治哲學沒落的最大危機。宇宙四

層次是（鄔昆如，1994：13）：物質、生命、意識、精神，生物擁有物質和生命，

動物擁有物質、生命、意識，人有精神、意識、生命、物質四階層的存在，要探

討人的問題，非超升到精神境界不可。要引導政治上軌道，要眾人擁有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的生活，必須要有政治理論來領導，而政治理論的根源，則是政治哲

學的任務。政治事實的興衰常由政治理論的正邪所引起；而政治理論的正邪則有

賴政治哲學的價值判斷所辨明。 

許多人感嘆，政治中只有利害關係沒有是非觀念，因此哲學要負起歷史所交

付的使命，在亂世中指點迷津，提出化解之道。這化解之道就是透過當代學術研

究，重新叫人類意識自己，生存在天和地之間、生活在人與人之間，究竟有什麼

意義、有什麼目的，才能達到個人生活的完美、群體生活的美滿。政治哲學與處

事哲學實是為政處事之基本知識及條件，治國之道有其根本性，要適應人民需要、

具有崇高之理想，因時致治，適應時代變遷之需要。政治理論催生出各式各樣的

政治事實和事件，政治思想要針對政治行為的支持、修正、反對或者加深認同，

而政治哲學是要替這支持、修正、反對或者加深認同，作一番辯證的功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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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贊成或者反對的理由，而且是最終的理由。 

政治可劃分為「政」與「治」兩部分，扼要而言，「政」是法令，是目的，是

內容，而「治」是實施，是手段，是方法。古代的政治理論（無論中西）總是把

道德教化作為政治的最終目的。現代的政治理論對於政治功能有著截然不同的觀

念，政治不是道德教化的手段，而是替人民辦事的工具。理想的政府或社會，在

價值問題應該保持緘默，政府的政策不應該對於某一種生活方式或人生理想有所

偏袒，人民有權選擇自己認為理想的生活方式。政府無權干涉人們的宗教信仰以

及價值取向，它只能提供及製造條件讓各種人生的理想盡量得到發展的機會（石

元康，1990：10）。雖然每個國家有其特殊的為「政」背景，而其所能致「治」的

原因，應當絕對相同。各種政體，儘可不同，但在各種政體之中，能致「治」或

導「亂」的原理，總是一律。 

本研究依政道與治道、治道與治術的對列關係方式設定的研究目標包括有：

探討呂氏春秋政治哲學價值根源與規範，探討呂氏春秋政治運作目的、實踐制度

與途徑，建構呂氏春秋政治哲學系統，探索呂氏春秋政治哲學中政道與治道的時

代意義。在第三章闡明其政治哲學的價值根源於「個體生命」，因人類生命來自於

天成，而政治社會起源於個體生命的人性需求；政治規範總原則為「法天地」。在

第四章指出其政治社會運作之目的為「全生」、「利群」，因為個體生命的完成與滿

足有賴群體社會的協助；實踐制度採君主制制體，「遞級分封制」的國家結構，「禪

讓」、「五德終始」的政權移轉規則及「義戰」的政權保衛原則。第五章闡述治道

所循的政府組織為「君」、「臣」、「民」三級，說明君主的職權和限制、人民的權

利與義務，和「民本」「德治」「無為」的施政原理。第六章說明治術所採用的用

人、理事原則，〈十二紀〉依時行政的政策原則和為政者（包括領導人及行政人員）

應持有的政治倫理。於第七章第一節建構其政治哲學系統，由政道、治道、治術

三項途徑達到政治目的、實現共善的政治理想境界；第二節說明其政治哲學之特

色為功效性與實用性、自然主義、結合個人主義與群體主義，並指出「貴因」是

貫穿其政治哲學的中心，「義」為政治社會德性之總，其中又以節制為最重要的行

為規範；第三節說明其對漢代政治哲學有直接而明確的影響，第四節探索呂書政

治哲學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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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文明之發展有一永恆的原則，就是人類能利用其智慧和理性在「變」

（Change）和「保持」（Preservation）兩者之間做抉擇，當任何社會中少數智者在

提出變之理論時，就是認為現有的不夠好，「變」會更好，而社會上少數智者提出

「保持」時，就是認為現有的已相當不錯，怕變會變得更壞，因此人類社會不管

選「變」或「保持」，均是在求好、求善的心態上出發的。人類社會在變與保持原

則下進步，而主張變或保持的少數智者就是先知先賢的哲學家們。這些哲學家們

均是對現實（他們所處的時代）有感而發，滿意現實的提出「保持」合理化的理

論，不滿意的、反對的，則提出「變」的合理化理論。例如古希臘政治哲學家柏

拉圖所創的理想國（Republic）是因不滿當時的政情政局和政體；另一最為人爭議

的義大利哲學家馬基維里（Machieville）具出名的君王論（Prince）是針對義大利

國內政治腐化無能，國際間戰爭之殘酷，而提出最佳的君王是能利用權術，擴權、

講霸道，不講王道，以力服人而不以德服人的君主。哲學家們並非不重現實，相

反的，他們多是社會進化文明進步的功臣。哲學家們是理想者，提出的理論均有

價值觀（Value），價值觀是本於倫理，是有善惡、好壞、對錯、是非之分，所提出

的哲理是爲他們的立論提出合理化的解說（Justification），亦即要告訴世人，為何

如此安排是最應該的安排，哲學家所重視的就是事物應該如此（Things ought to 

be）。科學重現實，重事實（Fact）不重理想，沒有價值觀，科學家們所追求的不

是合理化而是解釋現象（Explanation），而現象就是現實。 

由本研究可得知呂書嚐試在紛亂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中，傳承古代思想理

論並集結先秦諸子思想，進行改造建立獨創的思想體系。既不拘泥於舊說，又能

把屬於個人色彩的創新思想具體地展現出來，也能夠充分反映社會的現實性。如

同西方政治哲學史家瓦林（Sheldon S. Wolin）認為（1960：17-26），任何政治哲學

家的理論必然受限於本身文化的傳統，先前的政治哲學家所使用的語言及概念，

經過長時期的改進與傳播成為文化的遺產，這些概念經過教導與討論、思考與改

變成為後代繼承的知識，代代相傳成為規則及慣例，然而後人總是會從不同於舊

角度的新角度觀察共同的政治經驗，會用新的方式提出舊的問題、反抗思想與語

言的保守趨勢，從而擺脫既有的思考方式，促使同代及後代重新思考政治經驗，

並修正政治哲學的概念及類別，因此不同的政治理論家雖使用同一概念，意義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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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相同。因此每一重要的政治理論都同時具有傳統性和獨特性。每一位政治哲

學家關心自認為是當時的重大問題時，目的都在超越當下，方法是在不推翻傳統

的前提下對傳統的錯誤加以修正，結果是不同成分的共存：部分承舊、部分創新；

舊的部分注入新的部分，新的部分被舊的部分影響。呂書正具有如是的性質。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是為社會分配資源之事，即是管理眾人幸福之事，哲

學家重視在何種制度下，何人統治下，在正義原則下，人們可過好日子，以及政

治的基本問題，包括：（一）誰該統治？（Who should rule？）或誰該是統治者？

任何政治社會一定有統治者，個人無法獨自生存，群居狀態下，由於資源有限，

必然產生衝突，有衝突就需要決策者來決定誰該獲得或無權擁有，這項問題自古

至今一直是哲學家熱衷討論的問題，如柏拉圖主張人治（哲君），亞里斯多德則主

張法治（由憲法為基本法，即國家大法），不同哲人提出不同理論。（二）何種政

體（政府架構）（Type of government）是最好的政體？人是政治動物，一定要在政

府治理下才能達到幸福，哪種政體最佳、最適於人類？有人主張君主政體，有人

主張貴族政體，或民主政體，甚至提出專制極權政體，或無政府主義的說法。（三）

人性問題。人性是政治哲學的基石，少有哲學家談政治而可避免不談人性。有主

張人性善，有主張性惡，有人主張人生而平等，有些學者反對平等觀念。人是理

性動物、或是和其他動物無區別重情緒輕理性的動物？（四）社會如何產生？是

自然發展而來、還是透過社會契約而產生、抑或是上帝創造出來以懲罰人性墮落？

國家的由來也是哲學家們討論的重要課題，國家是武力建立的、還是國家是上帝

神的旨意等等。（五）「正義」。正義是維護社會集體的精神所在，然而不同的哲學

家對正義的定義和內涵也各有千秋。（六）人民自由與國家權力的安排。有些哲人

強調個人自由，也有哲人強調國家的權威，在不同哲理下，個人自由與國家權力

就有不同的安排。（七）革命是否可接受為改革之方式？有些哲人認為人民無革命

之權，也有些哲人贊成人民有革命之權。（凌渝郎，2000：引言）政治哲學與現實

世界息息相關，哲學理論能發揮影響力，主要就在於對當代人們所面臨的最尖銳

及最具挑戰性問題提出一套系統理論。 

呂書於秦朝統一前夕，針對秦政之失提出鍼砭，標榜全生利群之國家目的及

尊重民命的施政原則，極有系統地鋪陳政治系統運作的治理原理及相關設施，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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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理想面，也考慮現實面，於二千多年前能提出如此完整的政治哲學理論，實

屬難能可貴。政治哲學思想淵源雖然雜博，其精神卻也正符合現代社會追求的多

元主義、差異原則等價值要求。 

呂書的宇宙論顯示著「週而復始」的大化流行觀，五行生剋循環不已，陰陽

消長始終不已，然而如〈十二紀〉指明各月令各有「盛德」、「其帝」、「其神」，人

事不能有所作為，陰陽流轉、五德終始人力也不可勝、無力變易，其宇宙觀似乎

偏向機械式的宇宙觀，流於盲目與命定，但從其人性論及道德論中又肯定人事的

舉措雖不能改變天命或天時，卻能發揮影響力，而對於人類本身卻絕對有因人事

而轉移的可能，如此可激勵人道的發用。〈十二紀〉所依循順天應時以施政的原則，

若是完全依以行之，未免過於機械，卻也可使人生活恆有節度。 

有學者指出（趙博雅，1984：306-333）《呂氏春秋》編寫的動機在說明呂不

韋的政治理想，想為後世統一天下、王天下的人，寫成一部大經大法，作為創業

垂統大業、萬世行政的典範，書名取作春秋，就是要與孔子春秋相彷彿，對以往

政治作褒貶，給王天下的人理出一個興亡盛衰治亂的理論體系，使後世王天下的

人，有所警惕、有所遵循，不重蹈前人失敗的覆轍，使天下能夠長治久安。而為

了要為這個政治思想建立一個堅強的基礎、具有說服的力量，才蒐集前人各方面

有利於他主張成立的思想，給政治理想找出一個形上以及人事方面的根基，由天

而人而教而學的一個前後連貫、不可分割的完整脈絡，除去當去的東西，留存當

存的與件，完成一不名副其實的政治哲學。其思想概貌是：治亂存亡，壽夭吉凶

，而所有的根據，則是以天為標準、以地人為徵，驗以各家為折衷，而發抒了集

體又個人的意見，在取捨存棄之間，雖然有許多不完美、不協調的地方，也不免

有矛盾或相反的地方，卻不妨礙這項大計畫。 

 

第二節 發現 

 

當代政治哲學大師羅爾斯以回應民主社會的需要來定位政治哲學的任務（或

角色），在《正義新論》一書裡，從回顧政治哲學的歷史發展，歸納出四種任務

（2001：1-5）：（一）現實性的政治哲學，關切會使社會走向分裂的衝突，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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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發現在衝突爭議的表象下，社會成員之間是否有任何共識，如果找不到任何的

共識，則試著縮小彼此差距，使彼此能繼續生活在同一個社會秩序下，維持相互

尊重與合作的關係。（二）引導性的政治哲學，致力於幫助社會成員瞭解自己身

處的社會之存在目的，以及自己作為社會成員的政治身份如何影響自己與社會的

關係，讓每個人對自己與社會的關係有一個整體而且融貫的看法。（三）調解性

的政治哲學，則是致力於安撫人的憤怒、挫折和疏離感，以解消人們與社會之間

的異化。（四）設想性的任務，為現實社會設想一個務實的烏托邦。政治哲學可

以立足現實，去探究在正常的條件下，社會有否可能產生更為優質良善的政治秩

序？  

由羅爾斯所提出的政治哲學四項任務來檢視呂書的政治哲學，可發現其理論

內涵亦能充分滿足此四項任務，從社會衝突的根本原因入手，指出政治社會存在

的原因和目的，調解各種政治學說，提出具體實際的方法，建構理想的政治社會，

為當時的政治社會提供現實性、引導性、調解性及設想性的理論。 

《呂氏春秋》中有民本思想，與民本思想最初提出者孟子的著名論述：「民為

貴，杜稷次之，君為輕」，二者之間並不存在本質意義的差異。呂書的中心人物是

君主，人民是君主的役使對象。它之所以一再強調對民要施行「愛利」，目的在於

用民，其中隱藏著安撫的意思，因此〈適威〉篇說「愛利以安之」。篇中引用《周

書》所謂：「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有讎而眾，不若無有。」善待人民，

人民就與統治者親好；不善待人民，就視統治者為仇敵。以這種觀點看待人民，

自然絕無現代意義的平等、民主。〈用民〉篇中說：「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

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人民對國家只是

祈求善待，並無擺脫依附、成為具有獨立人格個人的認識。把民本思想當成是滿

足人民基本生存欲望的思想，在中國有著長遠的傳統，人民在這種觀念薰陶下，

所祈求的僅僅是仁政而已，因而〈適威〉篇說，只要君主「仁義以治之」，人民便

會馴順「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雖然呂書中的民本思想

與現代「民本」概念應有的含義－－ 國家的根本在人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仍

有相當遙遠的差距，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能秉持這樣的思想理念已屬相當可

貴。又呂書主張國家的起源雖來自於武力，但是政治社會的理想在於「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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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理想及政權公有，雖然其制度設計從君主制考量，卻與現代民主政治政權

公有的觀念頗為相合。 

學者指出（Hacker,1961:2-6）偉大的政治理論一方面不同於意識形態，因為要

擺脫並超越特定社會權力團體利益的束縛；另一方面它們既非純粹的科學政治理

論（其目的在敘述與解釋公民與國家的實際政治行為），也不是純粹的哲學政治

理論（其目的在建議公民與國家應追求的目標與應遵守的一般行為規則）。其任

務在於（Spragens,1967:6）提供關於人類政治生活深刻及全面的看法（同時是一

種敘述與評價），以糾正大多數人看政治的近視或錯覺，使人們看得更廣，更遠

及更清楚，以避免近視或錯覺所帶來的政治災難。不管是從比較或單一的角度看，

一切傳統經典政治理論都在追求一項共同的最後目的：認識及說明甚麼使政治社

會成為良好的社會。就此三項性質而言，呂氏春秋的政治哲學堪稱完全符合，從

超越君主個人利益的角度建構政治理論，既敘述和解釋政治社會中各構成份子實

然的政治行為，也建構應然的政治社會理想與規範。 

呂書對事物採取辯証的認識方式，認為事物是相互依存的。書中常透過正反

論述以突顯其論點，並論證大小、無有、順倒、長短的正反相待以成，如〈諭大〉

篇的「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為恃，然後皆得其

樂。定賤小在於貴大。」；〈似順〉篇的「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

之為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主張

政道治道原理在於「天道」為體「人道」以用：「無為」為體「有為」為用、」

德義」為體「賞罰」為用；小大相互依恃、順倒相互轉化、短長相反相成，可知

其善用體用正反論證。 

此外，《呂氏春秋》揭示了尊重生命的重要性，〈貴生〉篇明白地指出「聖

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從而提出極有系統的生態倫理學意義的生命觀。其要

點為： 

1.生命源於自然，與自然界構成有機整體，是「精氣之所集也」。生命的結

構分為五個層次：（1）命，指天，為生之根源；（2）氣，即精氣，生命動力的

來源；（3）形，生命之形體，為物質面；（4）神，生命之知、情和意，為精神

面；（5）性，主要在於後天修為養成。〈本生〉篇說：「始生之者，天也；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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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故者也。此

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明白指出最初創造生命的是天，人由它得到

保養和生長，能夠保養天所創造的生命而不加以損害的人就是天之子。天之子的

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保護天賦的生命與人性，這也是人間設立官吏的根本原則。  

2. 「貴生」是人類對待生命的正確態度，應觀察天地變化機微處，分辨五物

生長有利原則，以促進生命的發展，使萬物各盡天年。去除唯人獨尊的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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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責

任。〈盡數〉篇說：「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於走獸與

為流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朗，集於樹木與為茂長，集於聖人與為敻明。精氣之來

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指出

天地精氣集聚，必有所生所附，集於珠玉，就明亮精瑩；集於樹林，就茂盛成長；

集於聖人，就化為卓識。天之子的責任就是讓小鳥飛得更輕更高，讓野獸跑更快

更遠，讓珠寶更加瑰麗，讓植物更加茁壯，讓聖人更加聰明，因此「聖人察陰陽

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

也，畢其數也。」使所有生命能夠年壽長久，擁有應有的壽數，這才是治理天下

的聖道。  

3.貴生是人類至德。貴生的方法有許多，其主要的原則是凡對生命有害的事

情都應制止，凡對生命有利的行為就應做。〈貴生〉篇說：「故所謂尊生者，全

生之謂。」尊重生命，也就是保護生命。〈貴公〉篇說：「天地大矣，生而弗子，

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指出天地偉大，生育萬物，卻不把萬物看成自己的兒子，長養萬物，卻不據為己

有；萬物都受到它的恩澤和利益，卻不知道這些恩惠來自何處。這就是天地的美

德，亦是三皇五帝的功德，人類至高無上的美德。因此人類生存不應將宇宙自然

視為人類所有，應將宇宙自然視為所有生物共同擁有，與當前生態倫理學尊重所

有自然界生命的精神及原則一致  

現代學者分析自由概念，最重要及最著名的區分首推柏林所提出（Berlin, 1969: 

118-172）「消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以及「積極自由」（positive freedom）。

柏林指出消極自由是針對「行動者在何種限度以內應被允許不受他人干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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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所提出的答案；而積極自由則牽涉到「行動者應如何做出選擇？」這個完

全不同的議題（Berlin, 1969: 121-122）。換言之，消極自由乃是「免於⋯的自由」

（freedom from），而積極自由乃是「去做⋯的自由」（freedom to）。在其後的文獻

討論中，這兩種自由觀被統稱為免於被干涉之消極自由以及追求自我作主

（self-mastery）之積極自由。柏林區分自由的兩種觀念之後，進一步將積極自由

與西方形上學傳統的一元論（monism）關連起來，主張積極自由的自主觀念意味

著將人性區分為理性與慾望兩個部份，理性應當依據正確的原則來指導慾望的部

份。對柏林而言，積極自由所蘊含的「形上學核心」乃是通過理性的認知了解並

服從必然法則。因此積極自由觀是強調理性之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或「理

性解放」（liberation by reason）的學說，著重於自我導向與自我控制，也就是行動

者按照理性之指導來作自己應做的事（Berlin, 1969: 141-144）。這與消極自由所強

調的阻礙之不存完全不同。柏林認為，此種理性主義一元論發源於古希臘思想，

一直到馬基維利才開始提出多元的價值觀加以抗衡（Berlin, 1981: 45-54）。相對於

積極自由觀的一元主義精神，自由主義的消極自由乃建立在現代多元價值同時並

存的事實之上，並且避免用法律來強制實施特定的道德規範。 

在呂書中，「自由」概念雖然沒有被明確地提出來討論，其中依舊隱含有自

由觀。在呂書哲學中，個人的「自由」與個人自發、創造的行動能力息息相關。

人的自由來自對社會及週圍環境，如何節制自己生命的一種樸素方式，由此達成

一種持續的自覺和有意識的理解：自覺並了解環境依賴於個人本身的生命，正如

個人也依賴於環境。一個人獲致這種自由，是由於認識到自發性及創造性的行動

製造出一種道德的氛圍。而統治者更是刻意從事造就的人，其獲致實現自由的更

高層次，是來自於他在德智行為上的修煉，和自我陶冶的更高度發展。所謂自由

的人能夠陶冶感官、生物性的衝動與慾望，以自發的、創造的方式實現生命。自

由不是天生即俱或生物性的性向；而是人類的一項成就，得之於人的行為的品質。

這樣的自由觀相當接近於柏林的積極自由觀。 

呂書於〈十二紀〉中極度重視教育與音樂，與亞里斯多德政治論中第八卷以

教育為重心，提出教育是緊要的，政體以法律為本，而再好的法律不通過公民教

育深入人心依然會是無用的，教育要著眼於培養自由而高尚的情操，音樂是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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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教化手段，兩者在重視教育與音樂教化功能的論點上也相一致。 

  

第三節 展望 

 

政治活動是人類主要的生活樣態之一，西哲亞里斯多德甚至將人界定為政治

的動物。人們所依以生存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活動，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了人們

從出生以至於死亡的歷程。不同的政治體制對於個人的成長和生涯規劃有著一定

的影響，這個事實促使許多哲學家思索政治的基本問題。政治哲學向來都圍繞著

探討下列主要課題：什麼是公共之善（Public good）？在政治生活中人們追求什麼

目標 ? 各種公共目標、公共價值之間的衝突、矛盾如何加以解決、折衷、平衡？ 

個人與社群（國家、社會、政府、族群、團體）之間的權利義務如何釐清？如何

區分、如何信守？公權力與個人的自由之分際怎樣澄清？只不過所討論的概念會

受時空情境的影響，會隨著情勢變化而改變其涵義。因此當代政治哲學雖然也在

討論自由、平等、正義、權力、利益等傳統上政治語言的名詞，但卻必須以舊瓶

裝新酒的做法，重新界定與辨識這些名詞嶄新的涵義。（洪鎌德，1996：5）無論

中西的政治理論家都在政治事務上發揚順天應人的大經大法，這些論點超越時

空，到現代的意義中仍有存在的價值，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實踐，時空的間隔和

距離以及人事的變遷都不致影響政治客觀的標準或原理原則：為政者「賢」與「能」

的尺度，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生活，政府與人民的互助合作，天下為公、世界

大同的政治理想，都是歷久彌新的政治原則。 

政治哲學是兩種世界的對話，一方面是「政治生活與其所包含的價值與目

的」，另一方面是整個世界的概念。政治哲學就是要建立政治與永恆的關係。在政

治哲學家看來，人類生活就是一種困境（preducament），連政治與永恆的企圖就是

要尋求人類的救贖（deliverance）。因此，每一個偉大的政治哲學作品就是起源於

對於人類困境的新看法，都是要試圖提供一種新的救贖。因此，柏拉圖的思想源

於雅典民主的錯誤；奧古斯丁的哲學則是要解釋為何羅馬被野蠻人入侵；而霍布

斯則是要說明英國內戰。每一種政治哲學即是要在特定的情境中揭露普遍的困

境。政治理論的展開始終是來自於實際問題的刺激，政治理論最終也是要爲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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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考察與調解而服務。在戰國末期，經歷著長期分裂割據和兼併戰爭後，建

立統一的國家已成為大勢所趨，隨著政治統一趨勢而出現的是思想也要求統一，

呂書雜家折衷主義思想，正是因應這種需要而出現。 

現代民主政治理論莫不以自由、民主、平等、正義、權利為普世價值，透過

平等為基本調性，以保障個人基本權利、追求普遍的自由，達到自我決定（維護

自身的根本利益）、道德的自律（自我決定公共生活的規則與程序）、人性的培

養（履行自我的道德責任）、人性的發展（提升自我的道德潛能）。若如學者所

主張（道爾，1999:74-90）需要建立在兩項原則之上：一是內在平等原則：看待每

一個人在生命、自由、幸福和其他一些基本的物品和利益方面擁有與自己同等要

求，政府作決策時，應當平等地考慮受到決策約束者的幸福和利益。一是公民能

力原則：國家統治不僅需要嚴格意義上的科學知識，更需要公民的道德與政治判

斷能力，須藉由公民教育等機制，以創造一個「公共的討論、協商、辯論、爭鳴」

的空間，供公民發揮其自由與理性的潛能，並開創出自己美滿的人生，這才是民

主政治最高的道德理想。本研究以為除此之外還必須有一個正確的人性論依據，

由於（成中英，1986：352）人性是建立社會觀與人生理想的基礎，人性須透過社

會規範的建立與人生理想的投射得到表彰和發揮。社會規範是擴充人性的道路，

也是實現人生理想的方法，唯有憑藉社會規範的建立，人性方可得到淵源流長的

充實與鞏固，人生理想是人性自然的流露，也是肯定其規範的前提，人性的完成

仰賴人生理想的實現，社會規範的順利建設也需要人生理想的積極提攜。然而由

於人並非性善，人類有利害思維的人性內涵，使得權利、平等、正義等價值和意

義陷入混淆與誤解，呂書強調好惡、利害思維的人性特質必須以「節制」作為公

共生活必備的行為準則，人性的缺點需靠教育、自我節制、修養來做改進與提升，

主張統治者行政原則需秉持公正無私原則，加強道德修養防止領導人謀私，政策

制定基於人民自利心，並以整體利益為原則，可與自由民主主義所需的基礎相連

結。 

    當代整個人類面臨的各類問題日益成為政治問題，然而倫理道德觀念仍是政

治運作重要之憑藉，是政治活動時據以遵行的準則。即使在現代民主時代，主政

者及從政者仍須有基本的政治倫理道德。培養自己具有科學的頭腦是現代政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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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配備。沒有邏輯素養，對當前的最新知識不能掌握，在全球化的趨勢下，

如何與世界接軌？政治人物不能缺乏人文素養，政治領導人不讀書，就不能從古

今中外政治家的人格特質中汲取精華，若不自覺一言一行足以影響社會風氣、影

響下一代，對於傳統「內聖外王」的政治哲學毫無涉獵，對於關懷宇宙自然的生

命態度也無從師法，呈現出來的行徑將是膚淺近利，甚至做出違背民意的事。政

治領導人也不能缺乏宗教情懷，宗教情懷是一種對生活目的的昇華、對生命價值

的定位，透過個人對生命的體認，長養出慈悲與智慧的人格，貢獻社會、服務人

群。如果政治人物都有圓熟的宗教情懷，不會做貪贓枉法的事。古代把地方首長

稱做「父母官」，就是一種宗教情懷的表現，對待人民如自己的子女，能就體現

「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呂書〈十二紀〉中明顯極為重視不同節令的祭

祀禮儀，〈仲秋紀〉說：「凡舉事，無逆天數，必順其時，乃因其類。」這種敬

天、畏天的尊敬大自然精神是一種宗教情懷。呂書重視教育與學習、知識、智慧

與能力的培養與訓練，都是成就政治領導人必備能力的條件與方法。 

權利本身並非獨立自足的，必須以特定的善來作為其論證的最終理據。當面

臨價值衝突時，權利的語言往往會陷入各說各話、固守各自訴求的僵局。權利語

言過度瀰漫，只會深化個人的孤立性，增加人與人間情感交往與聯繫的難度。若

想排解權利語言的負面作用，關鍵在於講求個人的德行，使公民有在道德上勉力

追求完善的自覺。德性的成全或道德品質的提高，雖是個人的事務，但政治社會

可透過教育、法律、制度的變革等三方面，來協助及激勵個人提高其道德品質或

成全其德性。公民的品質不僅對程序民主有重要性，對促成民主政治的理想，也

是決定其是否可行的主要關鍵。多數專制問題的因應之道，除了必要的憲政保障

之外，最終仍舊取決於公民的品質。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一個成熟穩定的民主

社會必需社會大多數成員的思考方式、生活習慣、價值取捨和行為模式合乎民主

的文化。民主制度下實際政治的好壞，終究取決於民主社會的文明程度。 

從威權到民主的第一個轉折是：從個體的角度而不是從集體的角度思考理想

的政治設計，由於自由主義的基礎是個人主義式，重視個人平等自由權利的合法

保障，所以傳統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主義民主即使缺乏有德行的公民，只要建

立制度和程序上的制衡，如分權、兩院制、聯邦主義等，就可以阻止可能的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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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確保民主政體，所以即使每一個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不顧公共福祉，一

組私利將會制衡另一組私利。但是自由社會運作的結果並非如此樂觀，經濟上市

場壟斷、財富集中；社會上貧富懸殊、犯罪率上升；政治上少數人主導政策、派

系惡質競爭，顯然自由主義以程序和制度的機制均衡私利的作法，並不足以形成

健康的公民文化，使得公民德行的必要性再度受到重視。自由主義制度的運作在

許多方面受其公民人格的影響，在某些情況下，薄弱的個人德行所造成的弊端，

不論多完美的政治制度設計都無法應付，政治社會需要通過限制個體的自由在人

群之間建立秩序。從民主政治的哲學基礎上，為當前的社會偏差把脈，從呂書中

可以找到相應的身為「統治者」（現代則為人民）應具備的修養及規範，呂書提出

的「節制」，與當今政治社會需求的公民德性實可相通，因此呂氏春秋的個人主義

政治哲學可以提供政治倫理重建的一個參考方向。。 

二十世紀以降的文化生活逐漸趨於政治化，政治行動的速度和強度持續快速

地加強，當政治觸伸及人類生活每一個層面時，政治哲學有必要擴大保持並提供

政治行動一個理論的基礎，要主張政治領袖應具備政治的「哲學」，而不僅只有訴

諸群眾的口號宣傳而已；協調作哲學的判斷與作日常政治判斷的基礎兩者之間的

關係，將哲學的和政治的論點或工作結合起來，為政治行為和一般的行為建立共

同的道德基礎。（卓勒，1985：248-251）政治哲學不能僅以功利或功效主義為依

據，必須有高遠的理想及個人品德要求。政治社會必然關切到人，政治領導人、

行政者、被統治者（人民），在民主時代，人民既是統治者也是被統治者，就政權

歸屬而言人民是統治者，但是在實際行政體系運轉過程中人民實際上又是被統治

者，呂書對政治領導人的高標準要求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與價值。《呂氏春秋》蘊涵

著豐富的領導心理理論，就領導者的個體心理過程，領導者的品質特徵，領導者

的權變思想，領導者的用人心理四個方面論述其領導者心理思想。呂書可以對民

主政治提出道德理性高於政治、修身先于從政的要求。許多見解依然具有相當的

現代意義和參考價值。 

政治社會的功能與目的不外在於滿足人類的需求，而其落實有賴適當的政策

制定與實施。政策過程乃涉及公共（政府）政策的制定，政策過程指涉一連串的

行動或事件，肇始於觀念的萌芽與草案的提出，繼之以某種形式的辯論、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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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並以透過特定行動，來制定和執行政策，類似人體的消化過程，將某些「輸

入項」和特定的「輸出項」連結起來。區分政府「如何」決定政策與政府制定「什

麼」政策，重點在於政策被制定（過程）的方式，而非政策本身的實質內容及其

所造成的結果（產物），最後在政策影響力方面，可以依「實際狀況為何」，據以

評判政策的優劣。政策過程的階段有四：政策規劃、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

評估，政策評估與審視為政策過程中最後的階段，在理論上會致導有關是否對政

策加以維持接續或終止，並有助於對既存政策加以細緻化與改善。（張明貴，1998：

608-623）呂書所主張的由高到低的價值觀「誠、德、義、生、利」階層順序，並

認為此一價值層級非僅是人格發展的方向，也可以作為公共政策的依歸。如何將

之開發與推展，可作為未來繼續研究的方向。 

現代生態倫理學多主張「敬畏生命」－如敬畏自己生命意志般敬畏所有的生

命意志、由自己的生命體驗其他的生命，以「善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

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為必

然的、普遍的、絕對的倫理原則（雷毅，2000：250）。呂書貴生主義理論與現代

生態倫理學主義「尊重自然」的精神極為相近。 

追尋好的生活不能孤立進行，必需奠基在人與人之間的齊聚性及和宇宙自然

之間互為共同體的認知上，除非透過與他人的聯繫與合作、與自然和諧共存，否

則人類無法將自己的稟賦充分發展。選擇一種好的生活形式，就是選擇一種齊聚

性的形式，好的生活方式的選擇就是人們要藉以分享人類社群、生命的選擇。呂

書認為做人的圓滿模式，是在人類相互關聯中對宇宙、歷史及社會秩序的統合「管

理者」（administrator）。由此造就的人非比尋常，由於人自覺意識到自己與社會

及環境之間具有互相依賴和共同創造的關係，向社會及環境條件開敞自我。如何

將呂書宇宙論、人性論、道德論和知識論與現代民主政治社會的倫理價值觀相互

補充推展將是未來繼續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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