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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俊宏

孟子仁政思想的開展

前言：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

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公孫丑上）

作為先秦儒學重要的繼承人，孟子在心態上是依著孔子的路子試圖彰揚儒學的，雖然相較於

《論語》而言，《孟子》一書筆帶鋒芒且言多機巧，然而關心的卻都要在秩序的重建上，袛

是孟子對於政治秩序重建的觀點，在基調上是不同於孔子的（註一），固然孟子並不曾偏離

孔子對於道德與事功兩端的強調，不過孟子顯然放置更多的心思於道德心性之上，當然本文

無意論述孟子是不重視事功的，可是，一旦我們意識到孟子的仁政思想事實上將較多的心思

放在「道德實踐不斷的意識化、精神化、主體化」的過程（註二），就不再能夠單純地以為

孟子的仁政思想及秩序觀是關於孔子德治秩序觀的延續，不僅從思想的內容上有了轉折，而

且秩序的特質上也有所差異，偏重秩序建立的方法上也隨著有所不同，本文試著從孟子仁政

思想的內在理路出發，討論孟子的仁政秩序的舖陳，俾從中看出（異於孔子的）儒家另一套

秩序的建構（當然就秩序的主張上，孟子的時代格局較近於荀子，不過在秩序的內容上，荀

子的禮治秩序反而近於孔子的德治秩序）；以下分別就性與命、義與利以及仁政的內容三個

部分討論孟子仁政秩序的內涵及相關性。

壹、性與命

儒家的人性論是關乎其治術的重要論證之處，孔孟荀三人在人性論的論點明顯存在著差

異的，孔子對於人性較沒有明確的證據來檢定，比較清楚的袛有兩句話來說明：「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以及「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不過若

是我們進一步討論孔子所說關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有恥且格」（為政）的論證，或許可以知道，孔子還是認為「人在性之初是有接受社會規範

中較高層次的道德之傾向」，當然這樣的觀點假設了道德是好的，因此，孔子主張道德就說

明了接受道德的傾向是人所共有的性，事實上孔子對於人性的看法都是建立在後人的詮釋之

上，後儒為了論證一個自我完成的人格之可能性，當然必須說明人存在有一種善的傾向，於

是孔子的性相近一轉而為有善的這個傾向上是相近的，這是不同的概念與論斷，同樣落入了

神秘主義的陷阱，一如「仁」是一個發展出來的經驗概念（因為克己復禮，而禮也是社會的

概念），不能由此證明人學習仁會使社會更好，就是因為人有接近仁的傾向；禮的規範之所

以是好的、是有效的原因在於它可以達到某種秩序的可能性，並不能因此就說回歸於禮是人

性的一種傾向；至於「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者，又其次也；困

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或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雍

也），並不是說到人性，而是一種體悟的境界（五十而知天命，就是一種境界）、或是資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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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而不是性，因此，吾人以為瞭解孔子所說的「性相近習相遠」一句，當從後天的學習

與儒家主張的道德回歸上著眼參之。

較之於孔子的「性相近」，孟子所說的性善，則是一種性的「善傾向」，孟子刻意地從

這個觀點來承繼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有趣的是，我們無法從《孟子》一書中看出他對

於孔子所說這句話的解釋，也就是說，孟子所說的性善像是自己的觀點，而這種性善的觀點

也袛是透過與告子的辯難中呈現，不過弔詭的是，告子所說的好像比較接近孔子的本意（參

《孟子．告子》）。整體來說，孟子的性善說所指的乃是關於「人性」的界定是有朝向「善」

而去的向量，這個看法把「個人的主體性」標示出來，簡單的說，孟子重要的預設是「人有

成就像堯舜一般的功德的可能性」：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滕文公上）

這裡說明了一點：「孟子以為人都是善的」，這是因為性有著「類」的特質在其中，〈告子

上〉中言「凡同類者舉相似也」正是此意，因此，「人人皆可以為堯舜」是可以推導出的命

題，袛是這裡所說的是一個「實然」而非「應然」的問題，並不存在著「人應該有善的可能」

的認定在其中（因為人本來就是善的）。然而人的善的究竟該從何處來呈現呢？孟子以為：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

義行，非行仁義也。（離婁下）

也就是說，即便人的所有組成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壞的，但是使得人與禽獸產生差別的，不

是對於原始欲望滿足的能力，而在於人類有著百分之一善的種子潛藏在人的質素之中，這百

分之一的東西正是仁義，因此，仁義不是人類外在生活經驗的萃煉產物，而是一種內在於人

的原始質素，所以袛要懂得開啟心內的門窗，那一點「幾希」就會使得人有著秩序與文明，

因此，仁義的可能性是人的組成中極為微小的一部分，不過卻同時蘊涵著無限的可能性，正

是這種可能性，使得秩序的重建成為可能，因此，孟子不再像孔子一樣不談「性」，而是進

一步將「性」變成「人性」，且從其中找到了一種幾希的微素，使用來建構秩序，因此，孟

子的樂觀成分相對地也較就高。關於上面所說的「性」與「人性」的轉化，可以從一段話中

看出：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

，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告子上）

這裡所說的口腹之欲，事實上孟子也不能反對是天生的「性」，不過他以為人的欲望與禽獸

是不同類，所以使得人與禽獸因而也不同類（因為「理義之悅於我心」〈告子上〉才是人的

「共性」）；當然，這樣的說法相當程度混淆了「欲望」與作為「欲望的對象」這兩個概念，

在孟子的認知中，人與禽獸之不同類正是由於人類的欲求對象層次上較高的原因，再順此他

隱然標舉出人追求高層次的可能性，因此，這是關乎道德面向的認知，而不是真實的認知。

在這樣的認知中，孟子進一步去舖陳他的性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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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謂性。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

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下）

在孟子的認知架構中，「生而即有」的就是命與性，二者其實就來源的結構說是一樣的，二

者都是「分定」的－固有之也，差異點在於命是一種由外而內的的作用力，同時是「莫之致

而至者」的東西，反之，性則是由內而外的，袛要掌握了性本身的「可實踐性」或是「可還

原性」，這種可還原性說明了孟子理解的性，必須經由一道「心的自覺」功夫，所依賴的不

是簡單地認知到人的生物共性，而是理義的高層次共性的自覺（註三），透過這道自覺的功

夫，自然能夠由內而外來求得對於秩序的均衡，因此，性是內在於人，而命是外在於人，性

可自己還原並且擴充，是「求在內」的，而命卻是必須「求在外」的，二者的差異處在此，

不過，性與命卻不是不能架接的（就理論上言，架接在一起是孟子必須耍完成的），特別是

命轉而帶著「天命」的屬性時即可，也就是說當性的層次被標高時，「天命與天性」是可以

合致的，當這些層次較低的性（口－味、目－色、耳－聲、鼻－臭、四肢－安佚，這些是「君

子不謂性」的範疇）與天命衡突時，顯然是必須予以斷棄的（註四），不過，相較於更高範

疇的性（仁－父子、義－君臣、禮－賓主、知－賢者）或是「聖人之於天道」，顯然就可以

看出孟子真正屬意的「性」是層次上的高位，或是帶有自覺與自律意含的「性」（註五），

就這一個環節來看，從天性到天命的轉折與接榫才算告成（這樣的「性」當然就會與荀子所

談的「性」大相逕庭），而《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則清楚地點出了孟子對於「性」的

描述的基本預設，於是這種帶有自覺與自律色彩且上合天命的「性」，當然也因此帶有行為

動機上的「善」（註六），由此可以看得出孟子的「性善」不能簡單而化約地視為經驗觀察

的結果，事實上，它有著類似「斷言命令」般的意含，同時也基於理論上的需要而帶有普遍

化的價值成分。

然而，性的幾希之處該怎樣開展，對於孟子而言，這就要借助於「心」的作用了，從這

裡可以看出，真正影響到孟子性善論的重要關鍵，完全在於「心」，這也難免論者會認為思

孟學派代表了儒學唯心主義的放大（註七），不過「心」的確是孟子所要強調的，否則「固

有」的東西是無處著根的，這是因為心是神秘的，同時也具有無比可開發的特性和空間。在

孟子的認知中，心是一種認知心，是一種作用心，說穿了就是一種道德心（這也是心善即性

善的原因），這裡的心脫離了情識、意欲等意義，而被視為具有開發人類『原始真如的重要

主宰』，這是一個設計，一個向心學發展的設計，當然這也是一種關於生活實踐的經驗反省

產物，不過「心的作用不再袛限於欲望層次，進而往道德的面向發展」，這個意義在於使心

脫離「生理欲望」的層層裹脅，成為一個具有實踐人的真正主宰，對於儒家的心學承繼而言，

人的主體性正在於心的主宰意義，而不是由感官來控制：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

有性善，有性不善．．．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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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

之也，弗思而已。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

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告子上）

就上述的四個「心」而言，「惻隱之心」陳述的不是由生物本能經一層推想後的結果，而是

原初的、不可解析的根源（註八），其他的「羞惡之心」、「恭敬之心」以及「是非之心」

則明顯地是學習與反思的產物（這個層次上理性主義的色彩是較濃厚的），不過孟子都將之

歸於「固有之也」，目的在於透過心來描述，進一步言，在於透過心的作用在將性的幾希發

揮出來，這樣論述的重要預設是對於人類生理欲求的超越，不然心將自限於欲求的活動而不

自拔，更不用說將性的善端給彰顯出來，由此可知，孟子的性善說有幾個議題必須要認知：

第一、性是與生俱來的，是固有的，在本質上與命是同義的

第二、孟子的性善實際上是指人性裡頭與禽獸不同的幾希處

第三、孟子的性善是即心善，心的作用力開出了性善的結果呈現

第四、性善是一種實然，而非應然

第五、孟子的性善有著理論上的設計（在於使心的主宰性提高，進而標高人的自主性）

第六、事實上孟子的性應該是兩個層面的：性與命；而這兩個面向是依據求於外與求於內來

區分的，不過「命」是一個充滿歧義的語彙使用

第七、徐復觀先生說，張載以孟子是心統性情，其以為心統性情才，是肯綮之說，其實更進

一步說，孟子是「心統性、情、才與世界」（註九）

第八、性善是中國政治思想中關於人的自主性與理性進程的一環，強調的內在充實的可能與

實踐，不過基於中國對於「教化」的傳統與強調，使得「心」對於「性」的統攝一轉

而為「君子」對於「平民」的統攝，這就是〈離婁下〉所說「君子之異於人者，以其

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未人恆愛之，敬人

者人恆敬之。」的真切意含

第九、就理論發展的脈絡來看，人性論極可能是為統治術舖陳的前導，所以看起來的結果「對

於人性的觀察先於統治術的論述」，寬泛地說，在理序上，人性論先於統治論；在時

序上，統治論卻可能先於人性論

貳、義與利

孟子對於「義利」觀念的討論，起於〈梁惠王上〉所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

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

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

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另外，同篇尚有一段話：「晉國天下莫強

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

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就這兩段話我們可以得到幾個理解：

第一、利吾國、利吾家與利吾身是同質的概念範疇，王充推導出所謂的「貨財之利」的概念，

亦即「狹隘的私利」來描述孟子對於「利」的解釋（註一０），而這個追求私利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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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就孟子而言，顯然是時代的氛圍，落實這個氛圍的手段是征伐或是篡弒，孟子反

對的是貨財之利的私有性（圖利自己）呢？還是孟子反對的是對於私利的追求？抑或

是孟子反對的是追求私利的持續企圖（註一一）？這幾個問題有待進一步討論。

第二、「王」之下的位階概念是「大夫」，陳述了一個戰國時代秩序的樣貌，進而王位正當

性的問題已不再是重心，存在的可能是孟子關心的「統治的有效性」，相對於孔子「正

名」的封建秩序觀，孟子顯然在意的是新時代以戰國的「王」為主體，進而配合官僚

制度運作的政治秩序觀。

第三、顯然存在著一種不同於孟子所反對的「利」的「利」（孟子不以利視之），這個後面

的「利」是一個可以從「義」得致的「政治後果」，這個政治後果從「未有仁而遺其

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中可以看出，職是，「義」與「利」應當是相對的概念，

且是就處事面言（註一二）

如果說，我們對於「義利之辨」的基本認知是如此的，那麼，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談之所以看

來無從對焦的原因應當出在幾個方面，首先，就「利吾國」一言而論，梁惠王所談的是應當

是軍國之利或是一國之利，在這個層次上，孟子顯然以為有更高的「利」是立在一國之利的

上位（或許就是天下之利－集體的秩序），所以孟子舉了「利吾家」、「利吾身」以為對應；

其次，孟子是否將「利吾國」與「利吾身」都視為「利己」的動作（這是就家天下的觀點看

待問題），這樣的認知顯然與梁惠王心懷對於祖先的愧疚與力圖振作有所差距；第三，或如

王充所言，孟子正是較為鄙夷貨財之利，而強調仁義之利的高位（此與一國之利相較於天下

之利是不同的）；第四，孟子所反對的根本不是「利」而是追求「利」的持續企圖（這裡所

說的持續企圖指的是過分地追求而言）（註一三）；第五、孟子反對梁惠王所談的「利」事

實上是就格局而言，純粹比較一國之利與天下之利，即可知道孟子強調的是更大範疇的利，

而這種利必須透過仁義才能究竟得到。進一步言，孟子所談的「利」或許可以從幾個層次上

分析：物質上的利與精神上的利的對立、公利與私利的對立、天理與人欲的對立（註一四），

除去天理與人欲的對立近似理學思維的產物，可以存而不論，關於「公私」「物質與精神」

兩組對立的命題可以是孟子對於「利」的思考主軸，孟子的論述很清楚地標示了一個「天下」

的觀點，姑且不論孟子的觀點是否昧於現實，但是孟子的回答顯然揭示了兩組秩序重建的方

法，一組是關於現世的、尚力的秩序建構（這套秩序明顯地不是孟子想要或是鼓勵的），一

組則是關於理想的、道德性的秩序建構，不過在本質上兩組都共同指向一個統一的秩序－一

個異於周代封建的秩序，其中的差別處應該在於是透過道德式的重建或是軍國力量的方式而

已，職是，孟子的義利之辨，雖然存在著公私兩個面向的界定，要之，「天下」可能是義利

之辨終極的關心之處，這或許正是孟子亟言「何必曰利」又直指仁義的高位秩序之因了，亦

即，將義與利的對應放在事功的界域來理解，將義與利都理解成是一種（政治社會行動的）

後果，孟子重義而不言利的矛盾或可得一定程度的消解，義在概念的層次上是高於利的事功

效力的（當然這裡也預設了義的上位性，或許可與《論語．憲問》中所言「見利思義」一併

理解）。

然而，如果孟子的義利之辨僅止於此，將使我們失去了對於價值部分的「義」的內涵掌

握，也就是說，孟子所談的「義」事實上有極為強烈的內在價值的意含（雖然事功的部分是

不可不談的），這樣的特性使得我們在詮釋孟子義利思想時不得不注意有關於「義內」與「義

外」的論述（這顯然與人性論有所連結），這個層次討論到的是「價值」的系絡，亦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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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崇高的價值，到底是與生俱來的內在屬性，還是來自於社會化的價值傳遞，前者帶

有濃厚的本質論（essentialism）,後者則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反而有些知識社會學的意

含），這兩種認知，可以從〈告子上〉中找到文本上的對立論證：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

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以其白於我，

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

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

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仁作為內在的屬性，大概不是孟子與告子的爭論重點，這或許和仁的血緣屬性有關（告子以

愛談仁適當地表達了親親為大的看法），然而對於義的概念，告子的論證重點在於存在著相

關於客觀世界的衍生判斷，義在這個層次上是相關於外在的判斷，事實上強調的是社會建構

出的價值傳遞或是學習，告子試圖說明義是人際網絡的連帶（長與敬是相生連帶的），顯然

是一種學習之後的產物，而不是與生俱來的（告子顯然並不主張群居互動是人的天性）；反

之，孟子所持的論點則在強調敬作為義的內涵是內在於人心，是一個不需要討論就存在的質

性，人不過是依據外在的條件適當地因應而已（更何況敬老馬與敬老人是有所差異的），這

是就本質而論的。平心而論，義作為一種價值（非事功或是後果）本來就是社會化的產物，

進一步說，是一種社會倫理的呈現，這是透過學習的活動而得到的（進而內化成為一種不可
違抗的制約），無疑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孟子帶有本質論的論證其實是集體主義思維下便宜
的形式展現（為了與仁禮智同樣納在善端的範疇），這種關乎內外的爭議當然有其知識取向
上的不同滿足，論者以為「告子將「義」看作是事實的認識，其任務在於致真，不能任己意
以為左右，故取決於外；孟子則將「義」視為價值的衡量，其任務在於致善，須由己意斟酌，
故取決於內。」（註一五）當是極為中肯的評斷。再進一步言，孟子主張義內之說與「教化」
的可能當然存在著正相關性，孟子想談論的應當是善端的回歸與彰顯，特別是關於仁與義的
聯繫：「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離婁上〉「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
所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盡
心上〉第一個聯繫在於透過家庭的倫理意含將「仁與義」接續上，第二個聯繫則有意將「義」
推向一個「群體的善」的界域，這樣的理解其實很接近「給每一個人其應得份」（give everyone
his due）的西方「正義」的概念，群體性合理配置的意含是十分清楚的。也就是說，當教化
的目的在於將人性中高層次的部分或是特質發皇時，無疑地帶有濃厚的目的論，也讓教化的
政治控制意義更為強烈〈註一六〉，這點與孟子倡導性善的人性論的用意有關，因為孟子的
人性論並不在於描述或是真正地討論人性，而在於透過人性論作為一種規範，「義」的政治
效果正是性善論述所要舖陳出的結果，執此而論，我們似乎可以發現，孟子所談的「義」是
具有內外兩性的，其外性言路、人路與人的正路，即人的行為標準；而內性是道、善道、人
的天爵與羞惡之心，即人的修善功夫〈註一七〉，當然，這樣的看法不免是依循著內聖外王
的思維路子，其間也同時預設了這種近似乎道德的「義」是合乎集體秩序的要求，或是這樣
的「義」是可以自然而然有著公共利益的政治後果（其實這是孟子不想強調的「利」，而在
本質上卻是集體秩序的完成－天下之利），這個部分是不容以「利」的價值加以規範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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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來，內外性的區別就會失去了意義，因此，統攝的思維理路正是從天道到人道的推衍，
人所具備的能力或是能夠涉入的部分不過是對於與生俱來的職志的闡揚而已，人的理性能力
無疑地將出現範圍上的侷限，這或許是孟子關於義利之辨的一個詮釋上的困境（註一八）。

從義與利的討論中，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的陳述，自孟子的觀念出發，義具有兩個面向，

一個面向是與利相對應的，這個對應不僅是公私的對應，事實上更涉及到秩序的擴展，天下

的大利（秩序）是其關懷重點（這部分或許又涉及到群體認同的重建），所以這個面向關乎

是政治社會效果與秩序的建立；第二個面向則是道德規範的問題，涉及到人性善端的內在性

強調，與仁、禮、智等概念範疇是相連的，關乎的議題應該是本質的回歸喚醒或是社會系絡

的價值重建；這兩個面向事實上並不脫孔子對於仁的概念舖陳，依舊落在道德自省與事功建

立兩個界域之中，不過顯然孟子所要發揮的是從道德面向出發的內聖之道，外在秩序的建立

顯然是不能夠優（先）於內聖的路子，更精確地說，外在秩序建立的前提是內聖的完成，這

也就是孟子重建秩序必得先從性善論與義利之辨出發的原因。

參、仁政的內容

在談到仁政的內容之前，得就王與霸的概念作文本上的討論。就時代的意義上而言，王

與霸其實不應該是對立的，其間差別處袛在於指涉的政治秩序樣態不同以及時代的需求差別

而已：

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公孫丑上〉

當然，就王與霸的字義理解來說，王的一統相對於霸的代理自是不同的，孟子顯然就這兩個

概念的分別，有著極為強烈的好惡；在某個意義上，孟子的「王」有「往」的意義，這是不

忍人之心到不忍人之政的政治效果（註一九），因此「王」之不同於「霸」處，就在於「霸」

的核心意義在於維繫封建，行代周天子的統治形式，而「王」則是代表了政治資源吸納與秩

序的重新釐定，本質上就是取周天子之位而代之。

孟子關於王與霸的看法，基本上已經脫離了「尊王攘夷」的秩序重建主張，以及維繫封

建秩序的思考，這也就是說，孟子所致力的其實是一個新的秩序觀－戰國的秩序，雖然我們

仍然可以在〈離婁上〉看到孟子關於封建秩序的論述「孟子曰：「孔子曰：『道二，仁與不

仁而已矣。』．．．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興廢存亡者亦

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

保四體。」不過，孟子的對於秩序的重建顯然不以封建秩序為其藍本（試看「不仁而得國者，

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盡心下〉即可得之），這點呈現出與孔子不同的知

識觀點的社會學背景：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

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詩云『自西而東，自南而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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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

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居然）比予於管

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禾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同上）

這裡有幾點須要注意：

第一、孟子對於春秋戰國關於力與國家大小的對應與認識是正確，他也知道「力」的客觀重

要性是造成霸的重要原因

第二、仁德與力之的關係是造成王與霸的區別，他所致力建構的秩序是建立在仁德之上的新

秩序，而不是春秋「霸」的文化，當然，承第一點而下，孟子反對霸的「以力假仁」，

而期待王的「以德行仁」，帶有對於「立意處」的堅持（〈盡心上〉有言「堯舜，性

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第三、有意將商代夏與周代商的歷史（政治史）簡單化約到人格上，這是有意的，這部分明

顯地是關於戰國人君統治正當性的問題（不強調血緣的正當性基礎）

第四、孟子看不起管仲的作為，與孔子對於管仲的稱讚，顯然有著對於秩序不同的理解與期

待（〈盡心上〉言「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王與霸的對立是清楚的，孟子作出偏好王政的價值判斷（其實是事實的承認），所以〈梁惠

王上〉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註二０），很清楚的，孟子的看法是務實的，也就

是說霸的方式不再能維繫秩序（這點關乎政治社會結構的變動，還有戰爭形態從懲罰性的戰

爭轉變成消滅性的戰爭），就孟子而言也不認為是「霸」的秩序結構是時代所要的，因此，

針對戰國尚力與征伐頻仍的現象，孟子主張在承認「力」的作用之下（雖然是隱晦的承認）

勸王者（對於諸侯稱王是另一種對於舊秩序的不承認）行仁政而王（一統）天下。

仁政是王天下的具體手段，而「仁」是王天下的內在核心，孔子所談的「仁」是經過與

「德」（成就面向）的聯繫，企圖重建一個形式意義上的「周禮」的秩序，不過重點要在自

覺個人與事功兩端的貫通，也就是說，孔子的「仁」帶著重建封建秩序的意味，守成的意義

較濃；反觀孟子的「仁」顯然就是經過進一步發揮過的產物，較具有開創性與積極的特質，

仁政不再是孔子的「仁學」而已，孟子著手於政治制度的設計（或是虛擬）與孔子純就理想

人格的描述，事實上有著委大的分野，這說明了時代大勢的轉折已到了一定的分界點，且可

看出孟子的政治樣態與想建立的秩序帶有其主觀的理想性格（註二一），不過這樣的積極性

與虛擬卻不曾或離孔子安頓「隱藏性的諸種社會關係結成之我」的企圖（註二二）。這樣的

企圖並不是主張透過軍事力的作用，而是強調一種感應而後動的吸引力，也就是說，對於孟

子而言，行仁政而王天下同樣是一種由內而外的法則，這是關於自我與外在世界聯繫的安頓

進程（註二三），行仁政的國家能夠透過政績得到附從（包括了人民與他國），這也就是孟

子主張行仁政「國不待大」的原因：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驅魚者，獺也；為叢驅爵（雀）者，鸇

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驅矣。（離婁上）

仁政本身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是孟子的認知，更重要的是仁政具有強大的穿透力使然，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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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力除了訴諸於人性的感（化而）應之外，也透過對於人民生活的照拂來呈現，在這個意

義上，孟子也用王政來稱謂之：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

，未之有也。」〈離婁下〉

王曰：「王政可得而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歧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

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

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

富人，哀此煢獨。』（梁惠王下）

１．推恩
仁政的基本精神在於推恩，這是孔子恕道的推廣延伸（不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

消極性，而重視「己欲立而立人」的積極性），是關於傳統小農經濟社會中人際間價值的描

述，從春秋到戰國的重要轉變就是經濟生產力的提升，這樣的提升除了國人與野人關於荒地

的開墾，所造成的土地增加之外，當然還涉及了冶鐵技術從「煉塊鐵」到「冶韌鐵」的轉變，

這樣的大轉變使得傳統的農業生產足以應付五口至八口之家的日常生活要求，在這樣的前提

下，中國的小農經濟才算是有了一個較為成熟的樣態。不過，表面上看來一般的農村有辦法

支應，然而依照李悝所說的戰國狀況，事實上都還有嚴重民用不足的情事，因此，如何穩固

這些經由土地開墾一併進入君王戶籍系統的「編戶齊民」，無疑地成為思想家們所努力建構

的思想重點，就此，孟子的推恩正是這樣思維的產物，這裡的「推恩」明顯地是關於《中庸》

所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的擴充，也就是說，儒家的仁學固然以親親為主，卻不以「親

親」為限，要在建立一個從血緣為主要考量的同心圓式的社群認同：

人皆有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其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盡心

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於寡妻，至於

兄弟，以御於家邦。』（大雅．文王）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思足以保四海，不推

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之人所謂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梁惠王上）

因此，推恩作為仁政的重要精神所在，正在於標舉出以「家」為中心的一個集體的人際網絡；

這樣的推恩包括了兩個層次，第一個是關於從一般家庭內部出發的意義，這個意義相對而言

比較像孔子所言的「己所欲施於人」的關懷，出發點是從家庭伊始，希望建構起一個類似生

活共同體的互助特質，這點就很有氏族社會的遺風；第二個層次所談的是一個君王（統治者）

運用同理心來推廣其仁心，讓整個國家都處於同一個思維建構之中，因為君王的愛民，才會

導致出民的愛君王；這兩點的終極目的應該都是在形塑一種共同體的氛圍，因此，孟子的仁

政無疑地應該就在於透過「推恩」的思想，進一步將個人以至於家庭乃至於國家圈成一個整

體，用這種方式將無數個單一小農的社會，在「親親」的架構下，形塑成一個由下而上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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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所以說「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

孟子的仁政可以理解成一種以同理心來對待人民的統治原則，事實上是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作為初始的心理基調，其重點就在於如何將這樣的同理心透過「推恩」來實

踐而已，說是如此，不過顯然當時的執政者都忽略了這點，這也就是儒家積極與正面的一個

面向。從推恩的觀點出發一個執政者就必須將其所樂與民共樂，也就是說，執政者的重要作

為－仁政，基本上應該是一個君民一體的政治生活模式：

孟子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

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

得而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

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不與民同樂者：「吾王之樂鼓樂，吾王之好田

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與

民同樂者：「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能與民同

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

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

有囿四十里，殺其糜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梁惠王下）

因此，對於孟子來說，仁政包括了營造君民一體的政治生活的可能性，似乎代表了袛要人民

也分享到了利潤，王的作為是可以合理的，不過這個意義的仁政在說明「人民背書」的重要

性（共犯結構？），孟子或是儒家的民本意義也就在這樣的意含上展現，所謂「因天地自然

之利，而為民開導撙節之．．．是其同欲，去其同惡，凡以安定之，使勿失所」（註二四），

正帶有這樣的味道，從這個方向看，孟子的「推恩」其實是透過同理心的思維起著「安民」

的實際作用（安民當然不能單靠仁心的推展與延伸，更需要憑藉政策面的推動才是，所以安

民不僅是心理狀態上的，進而是必須與養民的措施相配合），從「為政之道，務在寧民」的

思維邏輯而言（註二五），「推恩」其實是孟子關於「安民」理念的一個重要心理機制。

承上而論，仁政的內容顯然包括了兩個層次，孟子以為這是仁心發皇的結果，不單單指

涉到思想的「推」，還必須有實質的政策作為支撐才行，仁心顯然不能夠棄良法而有仁政的

可能，這是不忍人之政的「政」所要強調的，它說的是一種政策上的具體展現，特別就經濟

政策而言，論者以為孟子較之於先秦諸子而言是最重視經濟問題的，確屬的論（註二六）；

當然仁政也不能夠單純地自經濟面來談，在孟子的仁政思維中，有很大的一部得從道德性的

感化著手，因為私欲的消解或是轉化為公心，事實上需要的正是將仁心予以擴大，這是孟子

仁政的重要核心與基本結構，也就是說，孟子的「推」或是「擴充」是兩個層次的，第一個

層次涉及到將君子的仁心推到仁的群體的建立（這是君子或是聖王所當為，依賴的是自覺與

自覺後的推向人民，形成一個具備仁的群體，這當然是「心性之學」的傳統精神所在），在

某個意義上，它說明了作為人際關係網絡中心的自我，進行一種不斷深化與開放的過程（註

二七），第二個層次則是如何將仁心轉為仁政（這裡需要良法或是務實政策的配合，這個層

次是關乎君子與聖王的部分，此即〈告子下〉所言「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

仁而已」），這兩個層次的「推」基本上仍然是建構在集體秩序之上的考量，涉及的是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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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與對於社群的承擔，要之，仍在親親的架構之下運作才是真義之處，這就是〈盡心下〉

中所言「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２．保民
孟子認為保民是君王的要務，因為從「推」的意義出發，袛有人民保住了家庭，才有君

王的政治權力可言，也才有進一步「一」的可能，因此與「推恩」實則是一體的，而非是因

果的邏輯關係。

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從實質面來說，保民有三個利益：

第一、它維繫了戰國君主的經濟來源。作為一個小農經濟的單元組成，「編戶齊民」是整個

國家稅賦的重要來源，保民代表了汲取的可能性存在，因為人民是依附在土地之上的

，所以保民在某個意義上等於保住了生產力。

第二、它代表了戰鬥力的來源確保。人民事實上除了是生產的主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兵員動

員的基礎，保民代表了戰鬥力的維繫。

第三、保民有著宣示性的意義，這樣的宣示性意義，同時也代表了上述兩種利益的增加可能

性。

３．養民
養民是仁政中的基礎工作，說穿了也不過是在談對於人民生活的基本照拂，沒有積極創

造福利的概念。要之，孟子的養民主張是建立在「人無恆產則無恆心」的物質論上出發的，

也就是說孟子承認了物質生活對於養心的重要影響：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

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

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

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者在位，罔民而可為者？是故君制民之產，必

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

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梁惠王上）

這樣的論點充分反映出，戰國的國君在對於人民生活的安排上存在著很大的問題，戰國史中

所觀察的對於田地佔有的承認，並且不按時輪耕的情事的確是存在的，再者，時代面臨了「助」

或是「徹」到「稅畝」的租稅變革（當中包含了對土地佔有與私有化的承認）（註二八），

人民的生活顯然由於稅賦的轉嫁，並且加重之後而更加惡化，所以有孟子所言「為淵驅魚」

的感嘆；其次，孟子論述的「惟士為能」顯然是一種 bias，因為士的定義本身就有問題，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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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這裡所言的士，恐怕已不是指涉到一般的士人，而是近乎聖人的人（顏回之類），看看

蘇秦、張儀這一些人物，就可以知道士人並不具有對貧困生活的豁免權，否則孔子又何須發

出「顛沛必於是」的呼籲。因此，這樣的養民主張中使得孟子的唯心觀念有了破洞，物質生

活對於「心」仍有著十分強烈的主宰作用（關於這點事實上與孟子對於性與欲的區有關，因

為君子是善性的人格化，而小人則是感官物欲的人格化，在這點上孟子對性進行了他的詮釋，

因此《盡心上》說：「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而君子之欲在何處，在於

「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從何處彰顯－仁義禮智根於心，

而心正是人的主宰故也，所以說穿了君子與小人的差別就在於心的安定或是 chaos）也正由

於這點，所以養民當然就具有仁政（仁心）之外的現實考量（維繫秩序意義）。

養民當自何處伊始？從孟子的規劃來看，當然是從土地與人的關係上著眼，〈滕文公上〉

言「夫仁政必自正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土地與人民的關係穩定是其前提，關於這點孟子一再

地強調其重要性：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

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

者不負載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

王上〉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可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

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饑矣．．．制其田里，教

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盡心上）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

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梁惠王上〉

簡單地說，孟子的養民政策或是主張，不過是對於基本需求的滿足而已，顯然這是戰國時期

所未能做到與做好的；要之，對於田租、田賦、力役三者合一的稅賦形態，如何因應人口膨

脹，以及隨之衍生的生產與人口對應關係，成為政策上的重要考量，袛要將農民生活照顧好

，就是仁政的一個指標（法家的重農抑商政策其實也有同樣的政治考量），所以孟子才說「為

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勤，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

在其為父母也」（滕文公上），同樣的在〈盡心下〉亦言「聖人之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這是經濟政策與仁之間的互動性，從經濟政策著手，孟

子試圖建立一個道德與事功結合的新時代秩序，這點與孔子是十分相近的，不同的是關於秩

序的理解與形態而已。

４．教民

養民是對於基礎生活的照拂，進一步從儒家的觀點出發，就是有關於教化的問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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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其實不言可喻，在於維繫一個重視階層化的社會體制，因為禮壞樂崩，所以將教民的

工作加重於政府的行政之上是可想而知的，目的在於得民心之外收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

不義」的效果（離婁上）：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離婁上）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庠，周曰

序；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也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

法，是為王者師也。（滕文公上）

教民的內容當然包括了仁義禮智諸端，當然也包括了人倫規矩，其實就是有關於階層的規範

與所有的教化；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傳遞「王使民」的合理化機制，所以孟子才說：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

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離婁上〉

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拉滿弓），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

規矩。（告子上）

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告子下）

教民的方法又是什麼呢？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

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盡心上）

這裡所說的應該是指對於有志於學的人的教法，不過亦可以引申為對於一種上化下的教導，

其實與孔子所說的「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為政）是一樣的，教民的結果不僅在於企求政策

的平順推行，同時在於得民心，具有凝聚整個政治社群的重要意義：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

財，善教得民心〈盡心上〉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

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盡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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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仁政的推動，孟子除了寄望於道德心性的面向進行人心的改造之外，也期待以賢能政治

配合，不過進賢之法在於君主與國人意見的合致以及適當的觀察，除此之外，孟子更說明了

天爵與人爵之間的對應性：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

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梁惠王下〉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

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

之甚者也〈告子上〉

這段話彰顯出孟子對於道德這個面向在仁政思想中的重視，因此賢人的任用，不僅有助於政

策的推動，而且更應當帶有正君的效果，這才是儒家強調賢能政治的精義（註二九）：

人不足以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者為能革君子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

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離婁上〉

最後必須附帶談到戰爭與仁政的關係，既然戰爭是戰國的常態，對於孟子而言，戰爭是一個

應該亟於避免的行為：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

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

萊，任土地者次之（離婁上）

但是然而，孟子並不是完全主要戰爭的不可欲，事實上存在著幾種形態的戰爭：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怒

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梁惠王下〉

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

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梁惠王下〉

這裡所談的是戰爭是帶有正義與否的形態，若是合乎正義的戰爭，自然不是孟子所反對的，

袛是孟子對此下了一個前導的命題－民悅與否，這與孟子標舉人民的地位顯然是有關的，這

也說明了孟子的仁政秩序是建立在對於人民的尊重之上；另外一種戰爭，則是面臨來自外在

的入侵時的抵禦，這是不可避免的，應該積極地應戰：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

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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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梁惠王下）

因此，謹慎且不主動發動戰爭是孟子對於戰國人君的重大呼籲，這點與墨子的差別不大，孟

子主張的一種積極戰爭形態是「義戰」，這種義戰是一種衡量過各種作戰條件之後的戰爭行

為：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

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

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

王敵，故曰：『仁者無敵』〈梁惠王上〉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

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

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公孫丑下）

整體地說，孟子的仁政是要透過道德的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貫穿來改變施政的品質，

同時也是一種對於戰國惡質化政治的提升，其實就是提升國家在戰國時期的競爭力，所以仁

政的整體表現和結果會是如此的(這是關於性善－心善的轉向，終究處在於心的「化」與「可

化」)：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

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如此，則無敵於天

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公孫丑上）

在討論過仁政的具體內容之後，我們可以試圖就仁政的理念以進程的方式來分析：

第一、它涉及了主政者「心」的擴展，這點與孟子主張心的開展是性善還原的要素有關

第二、心的開展在儒家「親親之殺」的血緣倫理之上，強調的是經驗的外延－推恩

第三、關於「推恩」的受體是以「民」為主要對象，這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特色－民貴君輕

第四、因此「仁政」在政策面上著重「保養教三合一」的政策，而其中又以土地與人民的適

當對應為主要考量，也就是說，孟子試圖重建關於人與土地的聯繫，藉此確立秩序的

可能性（註三０）

從這樣的理序進程的安排來看，孟子不曾離開政治的主體（君與民）而思考，同時，我們也

沒有看到關於君民角色與對應關係的錯置，所謂「沒有錯置」指的是就政治的發動者來談，

孟子很清楚地在理路上賦予君主重任，而且試圖從君主的心伊始舖陳對於仁政的概念，人民

固然是政治上的重心或是根本（就理論的安排與實際現況的期待都是如此），不過從孟子的

論述中我們看不出孟子有意將人民的政治作用力予以過分地的強調（孟子談的是人民對於政

治的影響力，而不是實際的政治作用力），就統治形態或是政治秩序的期待，孟子明顯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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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國的人君開始（先王不過是一種擬制的對應），因此，仁政在本質可以理解成是關於「君

主－政策－秩序」的一組迫切的期待，而且這組關於秩序的期待，一如前面向言是關於一統

的概念，〈盡心下〉說得好「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而其

迫切性，也在〈離婁上〉中的「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

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作了極為適切的陳述。

結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孟子的仁政思想，在內容上就是在進行關於仁政秩序的舖陳，

這套秩序建立的範本無疑地是從性的開展談起（這自然有理序與時序上的差別），從性與命

的對應中，孟子揭示了人相對於天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當然無意建立一個外於歷史與社會

根源無所立足的個體，反而是一個有系絡意義的個體，而且究其實是一個有社群建構意含的

個體－或者可以將之理解為孔子君子概念的延伸），這種自主性的建立過程，孟子事實上是

以「回歸」的方式詮釋的，這就是「我固有之也」一語的真義，同時也是仁政秩序之所以可

能的重要預設；透過義與利的分辨討論，孟子主張了一種集體（天下）大利的認知，或者進

一步說，孟子主張了一種「不求利之心營造集體大利」的社群認同，這是「何必曰利，亦且

仁義而已矣」所要傳達的理念；有了人性回歸可能的預設，再加上集體大利的認同建立，孟

子的仁政秩序才有建立的可能，從「性與命」以及「義與利」的對應討論中，孟子的仁政思

想得以順利的舖陳，仁政的秩式也才得以順利地開展。

不過，本文無意指出，透過理論上的安排，孟子仁政秩序就可以無所窒礙地開展，事實

上，孟子強調就道德的面向進行人心的匡正以求得政治秩序的重建，明顯地選擇了孔子仁學

中關於自覺的一面〈註三一〉，而忽略了道德與事功並重的儒學傳統，陳亮所言「自道德性

命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愨靜深為體，以徐行緩語為用，務為

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為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

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而不理。」〈註三二〉十分清楚地

將孟子仁政思想的重要疏漏處點出，孟子過於重視道德教化的結果，結果是深化了儒家的為

己之學〈註三三〉，固然孟子的仁政思想不是不言經濟政策，然而寄意於道德太過，不免落

入了期待聖君的理論窠臼，這個聖君的期待事實上是即聖即王式的理想，也就是強調了隨時

開展與完成的個人人格是政治秩序的保證（註三四），孟子所想建立的仁政秩序，正是建立

在此基礎之上一種從道德心性到政策落實的思維，因此，仁政雖然包括了政策，然而卻袛能

在內聖的路子上才有落實的可能，道德的寄意卻也沒有能夠與經濟政策的主張作一適當的協

調，結果表現為一面重視人民幸福，另一面則輕利，反富強，瞧不起齊桓、晉文的霸業（註

三五），「格心之功既終不驗，反手之治亦復難興」的批評確實是肯綮之語（註三六）。孟

子的仁政思想就整體的脈絡來看，很清楚的是一種理想化的政治秩序，它是來自於主觀的「道

德轉化為事功」的期待，並不代表現實的政治生活是一定可以如此安排的：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

則謂水之不勝火，此又與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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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孟子並不是昧於現勢的，他也深刻明白「杯水車薪」的窘況是仁政理念可能得要

面對的，不過，理想人格的完成與理想政治制度或是理想行政措施的配合，或許才是孟子仁

政思想的終極期待，也是關於時代秩序重建的期待，這與孔子德治秩序所呈現出儒學的「剛

健」精神也是一致的。

註 釋

註 一：孟子所主張的政治秩序自然不同於孔子所欲建立的政治秩序觀，參蕭公權著，中國

政治思想史，台北，聯經出版社，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初版，頁六八言「孔子重德禮

之教化．．．寓改進於於守舊之中」以及頁九九言「（孟子）其所望者非周室之復

興，乃新王之崛起，所謂定於一者即此想望之表示也。」這樣的認知自然有著知識

社會學的關懷在其中，也清楚說明了孔孟二人秩序觀是存在著政權擁有者的差異的

註 二：楊儒賓著，論《管子》四篇的學派歸屬問題－一個孟子學的觀點，鵝湖學誌，第十

三期，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頁一００

註 三：參李景林著，孟子人性論所提出的幾個重要理論原則，孔孟學報，第六十八期，民

國八十三年九月，頁九七至九九。在此篇文章中，作者對於知與情、性與情、志與

氣在孟子人性論中的地位有深入的討論，對於盡心－知性－知天的孟子心學脈絡，

有不錯的著墨。

註 四：參項退結著，孟荀人性論之形上學背景，收在台灣大學哲學系編，中國人性論，台

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九年三月，頁六二

註 五：薩孟武先生以為仁義禮智是純就道德言，不宜謂性，更不能稱之為命；就文本而言，

這樣的理解固然可能與孟子所說有些差異，不過卻是對於「性」的正確理解。參氏

著，儒家政論衍義，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初版，頁二九０至二

九一

註 六：項退結前書，頁六二至六三，引李明輝〈孟子與康德的自律倫理學〉一文之第二節

語

註 七：參侯外廬著，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七刷，

頁三六九至三七七。又韋政通以為「孔子由周文悟得的仁，不僅是要成就生活的合

理，且是要為個體的生命與容觀法度之間，提供一貫通諧和之基礎．．．要完成孔

子的初衷，向內轉的一面固甚重要，但不能止於此，若止於此，就不免內偏一面，

孟子之發展，就代表這一面向，這一偏向只承襲了孔子建立人文思想意義的一半。」

孟子過於強調心性一路，自是走向了內在的路子，這與孔子講求內在自覺與實踐並

重的兩行路子，顯然是有所悖離的，上引語請參氏著，荀子與古代哲學，台北，台

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八十六年，頁三至四

註 八：參牟宗三著，從陸象山到劉蕺山，台北，學生書局，民國六十八年，頁三至二五

註 九：參徐復觀著，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九年十

月十版，頁一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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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０：《論衡．刺孟》言「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

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如惠王實問貨財，而孟子無以

效驗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

註一一：孟子於此似乎帶有抑制求利的企圖心的立論，康有為的《孟子微》以為「此孟子言

仁義而戒懷利心以為開宗明義者，蓋一懷利心則絕於聖人之途而無從言者也，故以

為第一義。」應當是同樣意思的。見康有為著，孟子微，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台二版，卷三，頁二

註一二：黃俊傑先生以為「孔孟均倡公利，認為義不廢利，利之宜者即為義」，黃氏且引朱

公遷《四書通旨》言「義與利對，以處事言，善與利對，以存心言，仁義與利對，

兼存心處事言」，就此而論義固與利對，然本質上即有相通之處，本文主張與此說

是相近的。請參氏著，孟子義利之辨章集釋新詮，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一卷第

一期，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頁一五七至一五九。

註一三：有關於這樣的看法請參周策縱著，孟子義利之辨別解，書目季刊，第二十七卷第四

期，民國八十三年三月，頁二六至二九

註一四：參陳大齊著，孟子義利學說的探討，收在中國學術史論集，第一集，台北，中華文

化出版事業社，民國四十五年，頁一０

註一五：參陳大齊著，孟子的義內說與告子的義外說，收在中華叢書編審會印行，孟子研究

集，台北，中華書局，民國五十二年三月，頁一四三

註一六：論者以為這是社會控制，不過吾人以為政治控制的意義可能更為精確，而且這樣的

控制是兩個方向的：自上而下是對於君子或是君主的道德期待（這是西周以德取命

傳統的轉化），間接的，這樣的期待合理了君主位階的正當性（存在於背後的是道

德性的說服）；自下而上則是透過與民同樂的推或是擴充來完成，這個層次上，人

民的地位與利益被「正當地理解」成國家或是政權存在的基礎，這個想法形塑了一

個自下而上動員的氛圍。「義內說」經由道德領導（航）與事功擴充（就事功的意

義談，義可以被理解成公利的生活安排，同時也具有由內而外的擴展的意含）兩個

面向可以是政治控制的重要預設。有關於社會控制一說，請參王其俊著，孟子思想

體系新論，孔孟學報，第六十八期，民國八十三年九月，頁八二至八七

註一七：參薛光前著，孟子與聖多默思對義的觀念，收在中華叢書編審會印行，孟子研究集，

台北，中華書局，民國五十二年三月，頁七０

註一八：論者以為孟子的行動抉擇理論是一種精巧的行動功利主義（act-ilitarianism），
然而卻是以規則義務論倫理學（rule-deontological ethics）的姿態出現，

亦即，表面上孟子不就效果來證成行為的價值，而是以符合仁、義、天理、良心為

準。請參蔡信安著，論孟子的道德抉擇，台大哲學論評，第十期，民國七十六年一

月，頁一三七

註一九：「王者，往義」，進一步言，「王」代表了輻輳中心的意義。引語請參熊十力著，

韓非子評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七年十月，頁五

註二０：趙歧注此句言「孔子之門徒，頌述宓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

賤薄之。」這樣的注法是就「傳道」一面向言，顯然強調了一個道統的脈絡，而略

去事功的面向不言，如果《論語．憲問》所言「如其仁，如其仁」不是造假或是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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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虛應故事的說法，那麼，孔子言仁的事功面向顯然是被有意地忽略不談，吾人以

為這是就孟學的傳統而言，不能言儒學的傳統；在同樣的〈梁惠王上〉篇中言「德

何如而可以王矣？」焦循《正義》如是說「陸賈《新語》云：『齊桓公尚德以霸。』

然則霸功亦不離乎德，但德之用於霸與用於王，自有別」，這是正確地從儒學的傳

統來討論的，我們或許可以由此作一合理的推論「孟子亟言仲尼之徒不道桓文之事，

顯然是一個有意的安排，這樣的說法在於標識出與孔子秩序觀的不同。」趙歧《注》

與焦循《正義》部分，請參焦循著，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六年二月

一版三刷，頁七七至七九

註二一：參侯外廬前書，頁三九０至三九一

註二二：參楊儒賓著，人性、歷史契機與社會實踐，台灣社會研究，第一卷第四期，頁一五

０

註二三：參許倬雲著，孔子論仁及其延伸的概念，中原文獻，第二十七卷，第三期，民國八

十四年七月，頁六

註二四：呂坤著，呻吟語，卷五，外篇，治道

註二五：《淮南子．泰族訓》

註二六：參徐復觀著，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台北，學生書局，民國七十七年九

月，學初版，頁一二八至一二九。又蘇新鋈著，〈經濟在孟子仁政中的角色〉一文

亦指出仁義本身涵有的財利是仁政思維的重要精神，鵝湖月刊，第一四九期，民國

七十六年十一月。

註二七：杜維明著，單丁譯，儒家思想新論－創造性轉換的自我，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

九五年一月，頁一一四

註二八：「初稅畝」是魯宣公十五年的政策，不僅徵收公田的物產，更對私田之畝課以稅收

，這樣的政策展現出土地與農民的原先對應關係的轉變，私有田地成為一種被接受

的常態，這種轉變反映在政府的租稅合併徵收形式改變，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對於

整個封建制度的崩解，有其重要的影響。關於這部分的討論，可參徐復觀著，周秦

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三年三版，頁七三至七八

另可參田昌五、臧知非著，周秦社會結構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月

，第二章。

註二九：有關於賢能政治在先秦儒家的理論安排與實踐，可參葉仁昌著，儒家的階層秩序論

，台北，瑞興圖書公司，民國八十五年八月，頁一五四至一六０

註三０：這種聯繫性是傳統中國建立政治秩序的首要考量。黃俊傑先生曾將孟子的思維比之

為「聯繫性思維」，且以為這是中國連續性文化氛圍使然，進而「天／人、身／心、

與個人／社會」都不斷為兩橛，本文的聯繫在於強調土地與人的緊密連結，在這樣

的思維中土地與人不是對立的兩造，而是相依互嵌的，與黃俊傑先生的聯繫性應當

是相近的，正是這種聯繫性使得個人與社會乃至個人的身與心，都呈現出相依互嵌

的關係，要說其間較的差異處，應當在於身／心等二元有時是存在著對立緊張（特

別是個人與社會（群））的關係，而人與土地則不會有這種對立緊張（筆者以為這

點孟子受了道家自然主義的影響）。有關於黃俊傑先生論述重點，請參氏著，儒學

與人權－古典孟子學的觀點，儒學與現代世界研討會論文，民國八十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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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一：「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己由仁，而

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這裡說的是關於個人規約的問題，重點在於「克己」，所以

孔子在《左傳．昭公十二年》中說「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

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這段針對楚靈王戰敗的評論，是關於個人性格的評論，

可以看出孔子的重點放在「克己」之上，所以孔子才說「為仁由己」，強調的是個

體的自覺與節制。

註三二：陳亮著，龍川文集，卷十四，送吳允城運幹序，中華書局，民國五十五年

註三三：參杜維明前書，頁四八至五０

註三四：政治道德人格的養成決定了孟子仁政秩序的成與敗，可以從孟子對於性善與舜的事

功成就描述關連上看出，請參陳熙遠著，聖王典範與儒家「內聖外王」的實質意涵，

收在黃俊傑編，孟學思想的歷史發展，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民國八十四

年，頁二三至六八

註三五：韋政通著，儒家與現代化，台北，水牛出版社，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再版，頁一九。

這裡必須要說的是，孟子在道德自覺上的強調顯然高過於事功上的強調，同樣的在

成就上亦然。就孟子對於五霸的政治態度而言，或許不必一以道德成就對政治事功

的對比視之（孟子不可能不知道孔子對於管仲的稱許的深意），反而，孟子的態度

反映了時代變遷以及政治形態的對應觀感，「統一而不是尊王」應當才是孟子批評

齊桓晉文的真正動機。

註三六：宋元學案，卷五十四，水心學案上，葉適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四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