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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摘要

壹．商周時期的政治思想

一．天治思想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上帝。』惟

我不爾適（敵），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

，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多士：乃周公平管蔡之亂後的告誡辭）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詩經．皇矣）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詩經．文王）

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尚書．康誥）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尚書．召誥）

丕顯文王，受天有（佑）大命

惟我周王，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尚書．多方）（教導遵守吉祥之道）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詩經．蒸民）

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

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尚

書，皋陶謨）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先施於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尚書．君奭）

二．君權思想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經．商頌玄鳥）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履帝武敏歆，攸止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詩

經．周頌生民）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殷受命咸

宜，百祿是荷（詩經．商頌玄鳥）

第一．人民的聲音同於天的聲音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書）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
第二．天命的轉移：天命的移轉是可能的，沒有永遠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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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多方）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書，商書伊訓）
第三．倫理說：

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尚書．洪範）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周書．泰誓）

三．民本思想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舜有天下

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矣．．．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

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惶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夏書，五子之歌〉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康誥〉

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大誥〉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周語）

或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天之善否，其所善者則

吾行之，其所不善者則吾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左傳）

而民意的依歸又以三事為重要：國家安危、國家遷移、君主封立：

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周官．小司寇）

四．德治思想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尚書．堯典）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尚書．太甲）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於上下神衹；天

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其罪（尚書．湯語）

天亦哀於四方，其厥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王敬所作，不可不敬德。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肆惟王其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書．召誥）



3

貳．春秋時期（指孔子之前）的政治思想概論

一．春秋時期的政治思想主要發源於對政治社會現實的反動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

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邕，古人之大體，

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

二．怨天尤王—政治思想轉變的起點
不學詩，無以言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一）重人
昊天不傭，降此鞠凶（小雅．節南山） 傭：公平

昊天不惠，建此大戾（同上） 戾：罪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小雅，雨無正） 駿：克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小雅．雨無正）

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觀謀猶，亦孔之邛（小雅．小旻）

（二）神權政治的衰落與世俗政治的興起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左傳桓

公六年）

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餐之（左傳．僖公十九年，宋公欲用人祭，司馬子魚反對之）

民和而後神降之福（國語．魯語上）

三．君民關係論

（一）得民者昌，失民者亡

民棄其上，不亡何時（左傳．昭公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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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伯因溝其公宮而民潰，遂亡於秦）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於民，庸可幾矣（左傳．宣公十二年）

（楚伐鄭，鄭伯肉袒請罪寬其民）

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分離），攜而討焉，無眾必敗（左傳．

僖公十三年）

君使民慢，亂將作矣（齊襄公為政無常，終遭驅逐）

以德言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符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

然則能樂（國語．周語下）

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同上）

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左傳．哀公元

年）

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公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

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能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魯君）雖死於外，其誰矜之？（左傳．昭

公三十二年）

（二）對於民的政策

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

王其若之何？（國語．周語下）

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

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國語．楚語上）

吳王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左傳．莊公二十七年）（楚．

子西說吳王）

邾子曰：苟利於民也，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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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文公十三年）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也」（左傳．
襄公十四年）

（三）君主起源的討論

第一、君主本於天：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左傳）
第二、君主之立本於天，然而更重視人事：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弟未嘗不章
第三、君主之起並非決定於血統：

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國語．

周語下）

＊義高於君：

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

義以生利，利以豐民（國語．晉語）

（四）君主專制主義理論，附論：君臣的關係
然而與君主起源相對的政治思想中，有關於論述君主地位與權力的論點：

第一、國不堪貳。

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左傳．桓公十八年）

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左傳．哀公六年）

第二、本大於末。

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士有

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左傳．桓

公二年）

第三、器名不可以假人。

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若以假人，與人

政也」
君主起源與君主專制集權的論述通常是相對的，而且前者往往不是出於知識份子對於君權的
真正挑戰，反而應當視為非在位者的一種權宜，袛要進一步看待君臣之間的權利關係就可以
知道：

第一、君命無二，古之制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第二、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國語．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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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國語．晉語）

第四、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示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

之族也，故壹事之。（國語．晉語）

第五、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國語．晉語）

第六、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同上）

第七、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第八、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國語．晉語）

第九、違命不孝，棄事不忠。（左傳．閔公二年）

第十、臣（范蠡）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國語．越語）

四．統治術：禮、法、刑、政、忠孝與仁

（一）禮
１．定義

禮，國之紀也。

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

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

２．起源
遙遠的神話產物，外於人類社會的加諸：

禮以順天，天之道也

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
定命的規範，直指人類社會成形時的原始需求，也是外在的：

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禮出於自然：（子產）

夫禮，天之經，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
政治秩序的規範：

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
禮作為人類社會的重要規範是源自於對自然的仿效而生成，這樣的自然化說法將禮的
神祕性解放，而賦予了政治社會學的意義。

３．主旨：別、固、策
在於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

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尊常，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左傳）
在於固（掌握權位）：

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左傳）
在於政策（政策的實質內容）

禮在於勸賞、畏刑、恤民者也
在於作為人倫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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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

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左傳）

《左傳．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姓也，生也，德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

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生？無君師焉生？．．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下

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大戴禮記．禮三本》

《說文解字》的禮：「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豐（示部解）．．．豐，行禮之器
也，從豆，象形（豐部解）。」

《禮記》中之禮

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禮運）
言飲食

２．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內則〉
言男女、夫婦、內外

３．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昏義〉

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冠、昏、朝、聘，故聖人以

禮示之，故天下可得而正也〈禮運〉

４，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故長幼辨也．．．故三

族和也．．．故官爵序也．．．故戎事閒也．．．故武功成也〈仲尼燕居〉

夫禮，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曲禮〉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子大叔聞之於子產的話）．．．天地之經，而

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

緯也，民之所以生，是以先王尚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二）法
法與禮在基本意義上事實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性，都是一種源自於外的規範形式，所

不同的是禮往往表出一種習慣與傳統的意義，而法則是有對象性的政治規定，也就是說，禮
是不成文或是大部分不成文的，並不具有懲罰性色彩的，相對的，法則是具文的，帶有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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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規定；因此，作為一種傳統與習慣的代表，禮本身所代表的是傳統、是歷史，有其深厚
的社會性基礎與人類學的意義，而法則帶有濃厚的時代性，是時事與時勢的具體反映；由此
而論，法的變動性大而且必要，禮的穩定性強不易牽動，到了這樣的議題顯得更為真切。

造法原則補充：
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

生，物雖甚多，皆有均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 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

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

服也，習也，謂之化。 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

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

也，多少也， 謂之計數。《管子．七法》

（三）刑
刑的作用：

政治以治民，刑以正邪（左傳）

以刑佐民（左傳）
刑與德：（德指教化與刑互補）

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左傳）

德刑不立，奸宄並至（左傳）
對於二者孰重孰輕之說：

若不幸而過，寧僭勿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勿濫刑）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

寬難。（子產，左傳）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

是以和（孔子）

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與也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殺，主德義而已

貳、儒家之部

儒之定義
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述而）
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周禮．天官）
（鄭玄注「師…有德行以教民者；儒…有六藝以教民者」）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子罕）
富人有喪，乃大說，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

孔子的天之概念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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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謂
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八佾）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灶』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八佾）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罕）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先進）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述而）
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淵）

孟子的天之概念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告子上）
書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梁惠王下）
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萬章下）
詩云「畏天之威，予時保之」（梁惠王下）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離婁上）
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離婁上）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離婁上）
孟子曰：天與之．．．天不言，以行事示之而已；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民而受之（萬
章上）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盡心下）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萬章上）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梁惠王下）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萬章上）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上）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心上）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盡心上）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梁惠王上）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盡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心上）

荀子的天之概念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
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天論）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
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為不求知天（天論）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是之謂天君，財非其
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天論）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
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
天，則失萬物之情。（天論）
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喜怒哀樂），以全其天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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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備矣（天論）

人性論（孟子性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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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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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仁行義，非
行仁義也。（離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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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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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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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倍徙而無算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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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