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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子》中的政治思想淺析－從「名定分明」談起

中文摘要：

今本《尹文子》的內容涉及了名、法、道、儒各個學術集團的思想，歷來已有不少討論，包
括對於版本、年代、學術思想歸屬等等。本文主要從「名定分明」一詞入手，討論《尹文子》
如何發展其「名形－名實－名分－名定分明」的思考。同時，本文以「思想匯集」作為面對
這個文本的基本思考，由此簡單地討論《尹文子》關於政治角色的分界職能與政治統治的基
本思想。《尹文子》在名學的出發點上展開了知識與治理的對話，同時，也適度地反映了戰國
時代思想與思想之間的融合。

關鍵詞：名形、正名、名定分明、思想匯集、黃老

前言：
歷來對於《尹文子》一書的討論，大抵會從幾個方向入手：從思想學派的分類、從書的

真偽與著作年代、從《尹文子》與尹文的思想比較、或是從《尹文子》（乃至結合尹文的學說）
與其他諸子思想的連繫等方面1。當然，我們必須承認進行這樣的研究與辨偽絕對有其貢獻與
必要性，對於思想歸屬的釐清也起著一定的功用。不過，在成就一定的研究貢獻之餘，可能
也不免掉入為辨偽與分類而為，反而在「版本、作者、成書時間、章句訓詁等問題上面纏訟
千年」（陳復，１９９４：４５）。面對這麼多的研究成果，撇開關於版本、真偽的問題不論，
是否，更值得關注的應該是「思想研究與思想史研究之間（甚或是學派、學術集團與思想歸
類）如何標定界域或是如何連繫」這類的問題？從這樣的思考出發，就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文
本的研究而言，到底應該著重的是進行學術史的歸類，如《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
與《韓非子．顯學》乃至許多定派歸宗的研究所為？或者是單純袛進行某一文本的書寫內容
研究，尋求與其他約略同時的著作做進一步對話的可能？或是從史料的觀點進行思想時期真
偽的判讀？抑或是以更大的視野做上述的整合性研究？這幾個路徑都有其重要性。本文的出
發點比較接近第二種，不企圖做出學派思想的歸類（不過，難免會出現判斷）。這樣的做法，
並不是將文本界定成孤立而且離開時空系絡的，反而，在顧及寫作語境2的同時，我們可以就
文本，更簡單且素樸地，從中討論反映出來的思想與時代氛圍。

其次，本文並不去處理「版本」以及延伸出來的「時代真偽」問題，這裡的意思並不是
說，《尹文子》一書沒有多人共同創作或是增刪的問題，而是，《尹文子》即便存在著多人共
同創作的問題（其實，這就同時回答了的確有時代、真偽的問題可能），不過並無礙於從其中
找到相當一致且有系統論述的部分。因此，關於《尹文子》或是尹文的研究，站在學術、知
識積累的角度而言，本文自然樂於接受諸多的研究成果，也接受不一樣的思維之間的衝撞及
緊張，進而也肯定對於思想研究的貢獻。此外，「思想匯集」是本文在處理《尹文子》的思想
內容時的基調，認為這個現象是描述統治作為及其背後思維的一個趨勢反映。從戰國開始，
政治思想（或者更精確地說政治社會關懷）的「運動」，基本上就具有方向的位移，同時也呈

1 相關的研究作品非常多，較為著名的包括了唐鉞的〈尹文與尹文子〉、羅根澤的〈尹文子探源〉（兩文皆見於
《古史辨》第六冊）(顧頡剛等，２００５：１４１－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８)、郭沫若的《宋鈃尹文遺著考》
（見於《青銅時代》）《名辯思潮的批判（見於《十批判書》）、王夢鷗的〈戰國時代的名家〉（見於《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4 卷 3 期）、或是時人王曉波的〈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尹文子的哲學與思想
研究〉（見於《台大哲學論評》）白奚的《稷下學研究》、胡家聰的〈《尹文子》與稷下黃老學派－兼論《尹文
子》并非偽書〉與《稷下爭鳴與黃老新學》、李賢中的《先秦名家「名實」思想探析》與〈尹文子思想探析〉、
金建德的《宋鈃、尹文三論》等等。

2 這裡所說的語境指涉兩個層次，一個是寫作者在自身思維活動中的「語境」，這個部分比較接近是「觀念的語
境」，一個則是寫作者所處時代的語彙系絡的「語境」。當然，兩者常常是交相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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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一種從宇宙自然律到政治社會高位律則的傾斜，在規律的對應中尋求統治的正當性，以
及諸多學術集團之間「不必然刻意」的交流，與諸多奇異吸子之間的現象3，或許可以解釋
思想匯集的現象。這樣的思想流動似乎也可以解釋各個學術集團在發展的過程中，為何都出
現了類似或相容的思想內容。在這樣的基本思想圖像下，本文試圖從《尹文子》一書的名分
思想出發，同時將之延伸到政治統治面向的討論。

壹、名形、名實、名分
今本《尹文子》（〈大道〉篇）談到了一些概念並進行論證，且似乎圍繞著核心命題－「名

形關係」，就此，《尹文子》發展了一套以名形關係為主軸的政治論述。一開始，《尹文子》就
「名」和「稱說」進行說明，從「大道」的「不可稱說」談起，而後落在可稱說的界域進行
名形的討論：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大道不稱，眾有必名。〈大道上〉

簡單地說，大道是不可稱說的或是無法落在約定俗成的語言陳述之中，而眾物則不是如此，
且必定可以（同時也得）落在可以「稱說」的範疇。這裡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尹文子》
的核心概念是「道」，或者，至高的概念是「道」，這點，反映著以「道」為核心的思想體系，
與道家思想應該有關聯；第二、大道是無從落在以經驗為核心的一般語言範疇之中，大道不
是任何性狀，更不是與這些性狀相對應的語詞可以描述的，道是一種偉大、超越的存在，這
個作為宇宙萬物本源的至高本體，是無從藉由感官知覺被認識的；第三、可以稱說的部分是
透過給定「名」的活動，被標定與被認識的（這裡說了形與器兩個概念，可能就是受到《易
傳》〈繫辭〉的影響）。從「無形」到「有名」，《尹文子》並不滿足於將思考居停在這種關於
「語言」、「生成」、「存有」的對話裡，思考的重點落在形而下的現象世界，而且特就大道化
育萬物的逐層盪落過程來說。「不稱」的大道，是透過萬物被認識（包括定名與稱說），進而
被稱說4。循此，《尹文子》開展出稱說乃至名形關係的討論：

生於不稱，則群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眾名得其所稱也。〈大道上〉

這裡的「生於不稱」是與「名」相對的說法，一方面說萬物生於道，一方面則說名出於不稱，
而後經驗定名，再來眾名得其稱。所以「群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非方圓生於名，再
者，群形生於大道的賦形，因無生育之「生」，所以說自得），當依自得的方圓而給定名時，
人們就得到群形與名的對應，在此同時，人們認識活動因而就離開個別認識，進入到溝通的
階段，而使得「給定名的活動」具有開放性，所以「名」的給定，在本質上就「具有稱謂事
物與交流思想的功能」（葛晉榮，１９９０：６８〉，這點，似乎可以意謂著群體生活的開展、

3混沌理論（chaos theory）中的蝴蝶效應可以用來解釋一種單元體（明確地用在人文社會即是個人）對於環境

的反饋及其衍生出的現象。學術集團間的自主開展與非對稱的關係（不必然相互承繼），事實上造成了我們

所看到的諸子百家以及思維的創新，這種創新往往並非原始開創者的期待，春秋戰國的動盪與思想的勃興就

是一種以多個奇異吸子 strange attractor 為中心的秩序，這些國家或是學術集團以自我為中心發展出一套對應

時代的方式與思維，而後刻意或是非刻意地交流，營造出一個新的政治秩序模式與思想氛圍。一個嶄新的秩

序觀點或是一套嶄新的思想出現，並不是穩定地呈現出一種線性的發展，正如我們無法簡單地陳述儒家的分

裂與質變，事實上可能是其他學術集團刺激的結果，而非內在思路的必然發展。「思想匯集」其實可能正是

這種效應的產物。以上的這個看法請參林俊宏（２０００：３８）；另外，侯外廬則以齊稷下先生為例，認

為「各派學士既濟濟一堂，“講集議論”，久而久之，自然會經過互相影響沖淡其本身之學派性，而受他派

的感染，甚至形成調和色彩的折衷派。」（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１９９５：３５２）。
4 這裡的「被稱說」指的是針對「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體」的「強字之曰道」，《呂氏春秋．大樂》
中也說「道也者，示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強為之謂之太一。」大概都有本文說的「被稱說」這層發
展意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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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與必要。
給定名的活動有兩個問題得面對，一個是「稱」的問題，一個「如何稱」的問題，這裡

要面對的不單是稱說的問題，更有對稱與如何可能對稱的問題，前者比較接近「知識的可能」，
後者則比較接近是公信或是權威的問題，這兩個部分，《尹文子》都討論到：

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不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形，不可
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之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
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隠其理矣〈大道上〉

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
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大道上〉

《尹文子》的基本立場是「凡是萬物都可藉由其「形」尋定一個對應的「名」來加以稱說和
認識」，所以「宇宙萬象之所以能有序不亂，即在於形名相符，以名正形，以形應名」（李賢
中，１９９８：３２），這個部分應當是關於「知識的可能」的層次（包括了認識到溝通的可
能）。不過，形是形（指存在而言）而名是名，《尹文子》在此指出了「形」必然對應著「實」，
卻不必然存在著與之對應的「名」（更精確地說，是不必然有名）。對《尹文子》而言，名在
這個層次上袛因稱說溝通的必要而存在，不必然與真實世界完全對應，而且也不然能夠指涉
到所有的「實」（例如大道）；《尹文子》同時指出有些名不必然有明確的形與之對應，因此尋
名並「檢其差」使之恰如其分地對應，無寧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因為，若果使名與形可以
分離而無從彼此「相檢」（或是勘正），就會造成個世界的秩序由於名形相亂而亂，此即兩者
「居然有別」卻也同時「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之因。《尹文子》將這樣的關係推到「事」上
面，進而認為名、形、事三者之間的關係也如此，如何讓「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隠其理矣」，
《尹文子》的主張，應該是在三者之間（尤其是名形之間）的對應之理，透過公信或是權威
的運作確保一種「對稱」的形態才是。

描述性狀的名與形之間的對應較為簡單，也通常能夠對稱；那些必須嚴格定義「檢其差」
的「不形之名」或許才是《尹文子》認為是名形論理的關鍵。至於什麼是「名而不形」，《尹
文子》中談到：「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
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其中，尤其是「毀譽之名」與「況謂之名」，這兩類的
「名」不必然有形與之相對，卻是與現實政治生活或是世俗秩序息息相關的「名」，這兩類「名」
同時也承載著主觀價值，即是「不形之名」必得「檢其差」的關鍵，同時應該也是《尹文子》
著重名形關係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大道上〉有：「世有違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者」這麼一段話，從
這段話中，本文以為《尹文子》想說明兩種名實關係，一種是名形關係中所體現出的「名實」
（不論從名學的角度或是行為上的名實相符應該都落在這個面向）另一種名與實的關係，呈
現在《尹文子》的多則寓言中：宣王因「悅其名而喪其實」、衛的鰥夫因「違名而得實」、楚
人與楚君皆為名之誤而離實、以及魏之耕者因不知實而失寶玉等等。就這些寓言來看，「名與
實」是寓言企圖傳達的核心，不過，在細讀之下，我們會發現這些因名而（得）失實的例子，
比較像是圍繞「虛名」進行的討論，這些「名」或者更像是在說明前面說的「況謂之名」，基
於這種虛名的得實與喪實並沒有一定的準則。面對這樣的現象，重新思考「名」是什麼？名
的層次？以及進行「名」的勘正，是矯治這種現象的重點。《尹文子》大抵認為名實的關聯，
不是簡單地存在於較高層次的「名形學」中，還普遍存在於不同層次的「名」與「實」的關
係中，〈大道上〉中所說的「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應該就是對於這種從名形學到
普遍現象中的名實關係的反省。進而，還可以分成「檢虛實」與「別彼此」兩個部分（當然
本文無意說兩者是斷裂），可以看得出來，《尹文子》隱然有意將主觀價值與客觀存在之間的
界線與其糾葛作一釐清的企圖。「檢虛實」當然存在於從知識面向到人物分際面向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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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
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在我。我之與彼，各得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為
親疏，名善惡為賞罰。合彼我之稱而不別之，名之混也。故曰：名不可不察也〈大道上〉

在此，《尹文子》認為客觀的對象與主觀行動判斷之間的區隔與連繫不可「混」而需「察」，
在此背後當先有一套名實的基本預設，同時也有一套客觀與主觀分離的清楚判準，這不僅是
名學思維上的問題，同時，也呈現在類似「定分止爭」的精神與操作（大致上這是一條從「定
名稱」到「定親疏不肖」到「定行為分寸」的思考）。

至於「別彼此」，《尹文子》將這個命題導引到「我」與「彼」的討論。《尹文子》關注的
是「我」與「彼」的界線，以及由「我與彼」所導引出的諸多價值判斷的問題，《尹文子》中
有兩段話反映了這種層次性的思考：

五聲、五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為人用。人必用之，終
身各有其好惡而不能變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
羶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
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大道上〉

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
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
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
名不可不辨也〈大道上〉

依照《尹文子》的說法，外在事物宜歸於「彼／名」，而行為者己身的好惡判斷則為「我／分」，
然而，這不單單是「名屬彼，分屬我」的問題，也不是客觀與主觀的問題，《尹文子》透過對
於名、分、彼、我的關係掌握與辨析，並且將之延伸至聖賢仁智之「名」與「實」的討論，
明顯透露出「定名分則萬事不亂」的用心，以及「辨名以定」的思維，清楚地展現對於政治
社會秩序的關注。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說，除了客觀存在物與命名活動之間，基於溝通而衍
生的對應關係之外，其實，《尹文子》擔心的是「主觀認定對於秩序破壞的群聚效應」，因為，
即便袛是單純名與形的對應，都可能是人為主觀價值可以操控的。個人主觀價值不僅會干擾
自然，更會嚴重地干擾了人世秩序，對於這個現象的戡正（或是勘正）方法，就應當得回到
最根本的「正名」活動。關於這點，胡家聰認為「《尹文子》的最大特色，是從道家立足點出
發，系統闡發了“正名”的形名學說，和名為法用的政治思想」（胡家聰，１９８４：２４），
這個觀察確屬的論。這種正名活動所在意的是如何給定適度的框架，讓所有相關的角色、價
值、行為以及後果都得到安放，要的不只是「分」，進而還要「別」與「標定」，〈大道上〉中
所說「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或許是很好的證據，這個部分與《荀子》
認為禮帶有「分、別、節、飾」功能的思想，也有對話的空間。

至此，我們可以稍稍整理《尹文子》的思考：
第一，廣義的名形關係包括了「名與有形」以及「名與無形」兩種；「名與有形」比較偏重知

識學的路子，「名與無形」則比較偏重社會或是政治的路子（當然其間我與彼的問題也
同時具有知識學的面向）。

第二，關乎人類政治生活的部分，通常涉及到「況謂之名」與「毀譽之名」，是比較偏向主觀
價值的問題。

第三，在名形的討論中，有形體的實物（即形／實）是作為第一性的，而名則是以第二性的
身份出現，《尹文子》在對於名的理解上，似乎接近墨子的「取實予名」或是老子強調
的「無名」（葛晉榮，１９９０：６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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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形關係的延伸就是名實關係5，名實關係又轉向到名分關係的討論。

對於政治生活的關懷是「務為治」的諸子學之基本出發點，《尹文子》大抵也沒有離開這條路
子。《尹文子》並不以回答知識學問題為足，而在於將這個問題帶到諸多關係結成的「我」與
「彼」（簡單說，就是無數個「我」）的關係來討論。深刻地在「如何標定無數個自我」的思
維上發問，應該才是《尹文子》說名形關係的主因。這是因為《尹文子》認為處理了「我」
的問題，不但可以帶來知識學上的旨趣，同時也可以解決政治生活中的紛擾與緊張。就這個
理解上而言，現世秩序的緊張與衝突之於《尹文子》，根本就是名分問題，而且是不同面向上
的名分問題。

〈大道上〉所說的「名分」除了「（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
窮極者也。（好非人，人非好也）．．．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還有深層的「大要在乎先正
名分」，這裡的「正名分」在發問的本質上與孔子的「正名」相近6，除了「正名」之外，還
有「定分」的意含，正是一種「名定分明」的思考7，這種思考有著定分止爭的期待。《尹文
子》認為這是對於紛亂人心的治療良方：

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
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皆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
道也〈大道上〉

人皆有心，同時有著諸多蔓延而出的欲求，要使人得以措其心措其欲，勢必得有關於人心人
性清楚的觀照不行。將有心有欲的人使之同於無心無欲，《尹文子》說這是「制之有道」的結
果，其實就是名定分明。有意思的是這並不是《尹文子》的創見，在〈大道上〉中出現「彭
蒙曰：「雉兔在野，眾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的說法，在今本
《慎子》輯佚中也有類似的話語：「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
未定，堯且屈力，而況眾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
雖鄙，不爭。」我們無法肯定這是相互引用的問題，袛能說這可能是稷下流傳一則比喻，由
此可以看出，知識份子間可能存在著一定廣度的對話，而「名定分明」的觀念，也可能反映
出有思想「匯集」的身影。

關於「名定分明」的追求，「正名（分）」或是界定政治角色安排是必須強調的。《尹文子》
以為這個部分不是論理上的說服而已，從而這是現世生活安排的基本圖像。或許，《尹文子》
認為「定制安排的政治生活」、「定制安排的人我分際」與「定制安排的政治角色」，這三者和
「定制安排作為一種基本理念進而深入人心」根本就是同一件事，而且是從規約轉換成習慣
與常識的過程。《尹文子》認為這些活動當然得伊始於君主，不過卻不是由君主一人為之，〈大
道上〉就說：「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苟有不兼，於治
闕矣。」因此，「分工」是天下治的基本條件：

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不言而嘆。尹文子曰：「何嘆？」王曰：「吾嘆國中寡賢。」尹文
子曰：「使國奚賢，孰處王下？」王曰：「國奚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奚不肖，孰

5 顯然在《尹文子》中，討論名形的部分，要遠多於名實的討論，或者，是藉由名形來舖陳名實的。
6這點，〈大道上〉中說：「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
不順也。』」

7不過，〈大道上〉中其實還有「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
者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
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的說法，這是與名定分明不同的一種思考，可以看出，在知識論的層次上，《尹
文子》還是保有相對主義的特色，這樣似乎同時也反映出《尹文子》在談名定分明的背後，其實工具性意含極
重，因為《尹文子》要的並不是混亂不定，而是明確且由核心發動的價值，這個核心看來略有所指地指向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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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
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佚文〉（本則同時見於《意林》、《藝文
類聚》及《太平御覽》）

這裡的「寡賢」與「進賢」等語，其實與墨子的「眾賢」與「進賢」當屬同一個用語系絡，《莊
子．天下》中稱尹文為別墨一派，應當不是沒有原因的。集體生活有待於集體的分工來完成，
當然，這是就大的類屬(category)而言，絕不是指任何單一的個人（或者更精確地說，君是個
人，臣民則是大的類屬），前面所說的定制安排應當放在這個系絡來思考。所以，君主與臣下
或是人民，在分工中各據其位各司其職，彼此之間的分際絕不容混淆，角色與功能當然不能
錯置，顯然極為重要：

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鬥。此仁君之德，
可以為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饑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妄，罰亦不
怨。此居下之節，可以為人臣矣。〈大道上〉

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甚所務，故
有守職校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大道上〉

「君不可與臣共業，臣不可侵君事」對於《尹文子》思想中的政治生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一環，這裡有著關乎君臣地位不可踰越的基本規定，所以《尹文子》認為亂政之本來自於上
下錯位以及下侵上權，而不在於盜與姦二者。君臣角色的定制不變，才是政治生治得以穩定
的根本要件：

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
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
道也〈大道下〉

到這裡，《尹文子》一書從「名形」到「名實」到「名分」而至「名定分明」的思想軸線很清
楚地託帶著出來，也討論了「君臣」政治角色的思考，以此作為對應於政治生活的哲學論理
基礎。剩下的就是討論如何可能治理，以及方法為何了。

貳、治理
集體的政治生活根本上就是「人」的問題，也是關於「人的管理」的問題，《尹文子》認

為洞悉複雜的政治生活的關鍵，就在於掌握人的自為本性。準此，以自身為判準所構成的集
體行動網絡，應該就是政治統治所當關切的對象。作為統治者的君主，依循這樣的自為本性
進行治理，無疑是最有效率的、同時也具有高度的確定性：

田子曰：「人皆自為，而不能為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為用，而不使為我用。」魏
稷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愛於己，求顯忠於己。而居官者
必能，臨陳者必勇。祿賞之所勸，名法之所齊，不出於己心，不利於己身。語曰：『祿薄
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此處上者所宜慎者也。」〈佚文〉（見於《群
書治要》）

這種論述與《莊子．天下》篇中所言的尹文學派「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
戰」的特性，表面看來似乎不同，然而，兩者之間卻有會通之處，〈大道上〉中所言：「接萬
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闘，此仁君之德，可以為
主矣」，正是將這種「自為」特性與「禁攻救世」思想結合的說法。再者，透過「祿賞之所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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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法之所齊，不出於己心，不利於己身」一句來看，《尹文子》顯然認為「自為」還是可以被
某種力量驅使，可以是祿賞，也可以是名法，不論是獎掖或是禁限，對於「公」的關注還是
存在的，這點，倒不必然與〈天下〉篇中的尹文學派不可共量。《尹文子》明確斷言秩序之亂
源在於「自為而不為人」，關於自為的說法並不單在《尹文子》中出現，在《慎子‧因循》中
也出現過「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
莫可得而用矣……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的說法，
此外，也出現在《韓非子》的〈備內〉〈六反〉等篇章中。這種觀察的共通性，至少提醒我們
兩點，第一，「自為」是先秦對於人性的看法之一，相較於「善惡系列」的討論，這種看法似
乎相對接近真實（其中《荀子》雖然說「性惡」，不過在立論上與「自為」觀點事實上是近似
的）；第二，因為《尹文子》一書並不是企圖證成先驗的性善論，因此，人「之所以能做到無
心無欲，是因為分定、分明之故。」（王曉波，２００５：４０）由此來看，「分定」是將擾
動而自為的人心接引到穩定政治秩序的載具，這點不論是從名學的角度或是黃老道家、法家
（齊法家或是三晉法家）的立場，甚且是後來的荀子一派的儒家，大致上都不反對這樣的思
考路徑8。

順著這樣的思路向下，《尹文子》討論了這種自為的內在驅力向外發展，所可能造成的惡
的後果：

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
強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大道下〉

《尹文子》認為人之難治，倒不在於「竊盜姦私」這類由私欲延伸出的「低階」的侵權行為，
反而在於更嚴重的「智」所造成的破壞，這類的「智」才是使得統治難以平順、秩序之所以
動盪的主因，所謂的人之五惡，沒有一項不是圍繞著「智」而開展的活動或是行為，因此，
明確地定下行為準則而不允許以私廢公，應該是為治的基本要件9。同時，這樣明確的行為準
則，也包括了對於公共價值的界定，進而陳述著公共價值界定權力的歸屬。《尹文子》中有幾
段話是反映了這些看法：

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群，勇欲絕眾。夫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
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辯，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
之所由生也。〈大道上〉

世俗之人，聞譽則悅，聞毀則戚，此眾人之大情。同己則喜，異己則怒，此人之大情。〈佚
文〉

己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己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之非。然則是非隨眾而為
正，非己所獨了。則犯眾者為非，順眾者為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
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群下也
〈大道上〉

前者對於突顯個人特質能力的「獨」，概以「亂」視之；後兩者則針對普遍地以己身為核心所
引發的情緒作了延伸的解讀，固然以人情視之，不過《尹文子》卻明白地認定，為君者當順
勢將這種趨勢讓自身「處所是之地」，這裡的「處所是之地」應該可以有兩種理解，一個是「制

8 關於《荀子》「性惡」所具有某種類似自為的性質，以及關於「分定與政治統治」的討論，請參林俊宏（１９
９８）

9 這裡的「以私廢公」至少有兩層意義，一個是以「私是廢公是」，一個是以「私利廢公義」，然而，不管是哪
個層次，都得倚賴對於「公」的界定，這個部分是不容混淆和隨意撼動的，因此，對於「公」的定義就得是為
治者不能輕忽的工作，這也是「定分」的其中一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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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是而處之」，另一個則是「順眾之所是而處之」，兩者都可以與「勢」相關，不過，《尹文
子》用「處權乘勢」說明這個操作，應該比較接近第一個理解，如此一來，當然更可以達到
「人所不能非也」的境地。當然，若是將「處權乘勢」與「處所是之地」兩句當成同時並立
的條件，而證成「人所不得非也」，也是一種對於「勢」的「處、乘」，不過，這樣的第二個
理解就比較強調「順眾之所是」，則明顯地將君主在「處、乘」時的「術」性降低。就《尹文
子》的通篇看來，本文還是傾向於第一種理解。

「因人之情」是《尹文子》整個統治論述的出發點，「自為」是因人情性的基本預設，基
本上「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大道下〉，袛是，終得善
於「因」才能發而為「用」：

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正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
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
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也，因彼可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
患物之亂乎？〈大道上〉

秉此精神，不袛是對於人的能力的善於假借，舉凡治理的方法或是手段，都必須立基於此才
有得治的可能，《尹文子》舉了賞罰的可用與人性之對應作為治理的討論：

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己也；不畏刑罰者，不賴
存身也。二者為國之所甚病，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
止，則無以為治。無以為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為亂可立而待矣。〈大道下〉

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必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
古之為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大道下〉

「君專所制」與「專制」一詞當非同義，而在於強調掌握了某種特定的治理方法對於得治與
否的影響，這也是根於人趨利避害的觀察而來：

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
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
下之所宜慎〈大道下〉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尹文子》對於治理的基本預設是「自為」以及「生死利害」驅使力
的作用，不管是就哪一面向而言，都必須有明確的框架和行為準繩，或者是更一致的公共價
值，使得刑罰與爵祿得以運作，治理得以進行。

有了「名定分明」的基本架構，並不意味著治理的無礙開展。治理是有層次性的活動，
或者治理就有高下之別的層次關係。《尹文子》對於治理的理解，有一套相近於道家（特別是
黃老道家）的理解：

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
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故窮則徼終，徼
中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大道上〉

《尹文子》的意思，不是以「道」不足為治所以用法，反而，用法是關於順「道」的盪落，
是以，由道向任勢的方向移動，代表的是愈趨費力的統治，反之，由勢而反道則代表省力的
統治形態，最終是趨於自治的無為。從文本上來看，《尹文子》認為這種統治形態的轉變，是
遇阻厄之後而尋找解決方法的一種流轉過程，在本質上還是朝向道的回歸。我們可以逐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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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閱讀《尹文子》對於這五個流轉階段的基本理解。什麼是法？《尹文子》說「法有四呈」：

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
眾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大道上〉

這裡談的法，事實上有幾個層次，一個是階層的定制，一個是公共價值的齊一標定，一個是
程準之法，一個是透過刑賞運作的治眾之法。因此，在《尹文子》的思想體系中，法是一個
全稱的規範系統，從政治角色上下位階的必然性，到公共價值的明確被遵守，都在法的系絡
意含，缺乏法或是悖離了法，國家是無法得到治理的：

昔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
所由也。故俗茍沴，必為法以矯之；物茍溢，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
與為治矣。〈大道上〉

國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
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大道上〉

法之所以如此必要，除了「上之所以率下」的政治領導外，更因為它給定了人對於己身的地
位標定的可能，同時給定了分寸與界線，從名分勘定的思考出發，《尹文子》將名法二字並用，
不是沒有道理的。而更重要的是，法具有簡與一的高位特性，可以用來規範不同質性的人：

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
以簡制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
之極。如此，則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治矣〈大道上〉

這種說法，讓我們想起《黃帝四經》對於法的理解，似乎也帶有同樣的論理形式，也同樣給
予法崇高的位階，原因也是由於法所具有的「一」的特性：

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為符《黃帝四經．名理》

事如直木，多如倉粟；斗石已具，尺寸已陳，則難逃其神，度量已具，則治而制之矣《黃
帝四經．道法》

人世間事務的複雜，是「道法家」這個學術集團強調高位政治社會規範（法）的重要原因。
藉由法來描述一套「簡單統御複雜」的管理，法在屬性上，從「律則」轉化為明確的「法度」
概念，這種帶有方向性的，移動點出了道往政治社會積極轉向與開展的的實踐性格。《慎子．
君臣》中同樣也清楚地說明了這種以人世秩序為核心的考量與轉化：「為人君者不多聽，據法
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官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於功，無勞之親不任於官，官不親私，法
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袛是，在《尹文子》一書中我們沒有看到對於「法」更深
的著墨，因此，也許不能夠將之簡單地歸於道法家（然而道法關係與位階的思維應該是明顯
存在的），不過，這種從「道而法」的思維，應該是明確地存在於《尹文子》的思想之中。如
果一如胡適所言「法是對預見結果的明確表述」(胡適，１９９９：２０３)，那麼，同法具
有明確效果性的「定分」，也不單單袛是具有哲學意義的思維形式或是產物而已，應該更清楚
地指向了實際的統治期待與效果，大抵這是王夢鷗將正名、刑名與形名三者區分討論，且意
有所指地說這是為了特定的統治效果的主因10，《尹文子》恰恰也呈現出這樣的思考。進一步

10 王夢鷗認為從《論語．子路》中的正名「亦即出於古刑名之運用」（王夢鷗：１９７２：５０３），而且由此
論證「刑名－正名－形名」的整個發展（特別是該文的頁５０２～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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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說，《尹文子》適度反映了人文勃興的主體思考，因而整體思考面向上，也反映了政治社會
一而再地衝撞並朝向重組的脈動，造就了刑名思想與相對應的議題，配合時代的劇變，傾斜
到政治角色間的互動與政治控制的範疇。也許在《尹文子》的思想中，純粹哲學（特別是認
識論上）的關懷，並不是那麼深刻。

除了由道而法的討論，治理思維的基石還有術、權與勢。《尹文子》對於術與勢的思考，
並沒有離開傳統認知中的術與勢，也是就處勢用術的面向來討論：

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人君有術，而使臣下得窺，非術之奧者〈大
道上〉

「術」，明顯地是君主密用的。不過，看來並不是君所專有的，臣不僅得窺，同時或者也會用
術，〈大道下〉就說：「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之法，
此大亂之道也。」〈大道下〉這樣的理解比較接近事實，同時也接近韓非陳述「君臣上下一日
百戰」的政治現實。當然，用術被窺則非「術之奧者」，如何防範應當是重點，不過《尹文子》
並沒有再深入地發揮，殊為可惜。為了配合治理的無礙遂行，《尹文子》在解釋《老子》「以
正（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時，將名法、權術與無為三個概念結合，說明治
理的層次面向與層次，它將權術的使用屬性上歸類於「奇」：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正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
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
抑殘暴之情，則己無事焉。己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
事，不以取強。取強，則柔者反能服之。〈大道下〉

看來，以名法治國者為正道，這是《尹文子》的基本關懷，看得出來名法合一且為定制的可
能，才是治理之正道。至於名與法之間，名（分）相較之下是比較高位的。當然更有效的治
理應當是名法合致，不是純粹任法而而已。進一步說，《尹文子》認為名法之間是有區別，且
有位階差異，名法的合用絕不是限於律法的層次立說（法的遂行前提是基於名分定制而來），
更重要的，當是就公共價值規範的內化層次而言11。律法層次與公共規範內化層次合起來才
是〈大道下〉所說的「政者，名、法也」的內涵。至於權，除了一般的「權」的意義之外（例
如〈大道下〉的「下侵上之權」）比較像是附從於「術」的概念，涉及的是「因」與「時變」，
這就是前面所說「因彼可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與「奇者，權術也」，而〈佚文〉中所說
的「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眾之所載」應該就是這種「權」
的實踐，當然，「權」的判斷或是拿捏依舊不能偏離背後的「因」與「時」兩個重要的概念。

關於「勢」，《尹文子》強調了「流動」絕對不存在於兩個等高的平面，其中隠含的政治
生活的基本圖像正是層級制：

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在貧賤，雖仁賢，不患物疏己。親疏係乎勢利，不係
於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為天理，以為地勢之自然者爾。〈大道上〉

兩智不能相使，兩賢不能相臨，兩辯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佚文〉（本則見於《意
林》）

11 本文於此的意思是，《尹文子》透過「定名」的活動，不單要確立「正名」式的效果，其實還有將這樣的定名
活動，進一步形成某種常識的意圖，也就是說，將關於治理的權威活動轉換成某種常識，這樣的轉換，若借
用德性倫理的思考而言，可以得更穩固的「權威性」。相較之下，專任法的治理就不見得有這種效果，所以，
在《尹文子》的思想中，名（分）的重要性應當是高於「法」（律法）。袛是，這種思考上的序列，仍然得在
以法建立遵從的習性之後才可使之「常識化」，所以，〈大道上〉就說：「然此非可安坐而致，，故必借法以致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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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我們想到在《荀子》中也有類似的看法，同樣描述了等差共同生活的樣貌。這種有差等
的社會結構不是一種預設，而是對於真實的觀察所得致的結論，同時反映出這是對於政治權
力位階的必然安排12：

分均則不偏，埶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
制《荀子．王制〉

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相澹則必
爭。爭則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
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荀子．王制》

因此，「勢」（特別是君主之勢）應該就如同《韓非子．內儲說下》中所說帶有專屬的特性：「權
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下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
壅。」同時也像是《管子．明法解〉中所言：「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群臣不敢為非，
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
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
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尹文子》也認為「勢」是制
法之利器，是使得群下不得妄為的根本，從「勢者，制法之利器」而論，背後隱藏的實際原
因，應該就是《韓非子．詭使》所言：「「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
而利威名三者正好輻輳於「勢」，所以《尹文子》會說「有勢，使臣下得為，非勢之重者」〈大
道上〉，如果「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惟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大道上〉這些都與「正
名分」有著極大的關連性，〈大道上〉認為「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密，
勢可專」，恰好反映了這樣的理解。悖離名定分明，就會是〈大道下〉中所謂的「亂政之本」。

再回到法與道來談，法既然這麼重要，是否就代表了治理藝術的極致，對於這點，《尹文
子》並不以為然，〈大道下〉中藉彭蒙之口道出「聖人與聖法」的差別：

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
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
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分非理也；己能出理，理
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為聖人能該之。」
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大道下〉

然而，所謂的聖法當然不是人世間的「法」，而是在「道－法」系絡中發論，因此「聖法」所
反映的比較可能就是「體道」之後的產物，順此而下，法不及道是清楚易見的：

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
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若。
此法之不及道也。〈大道上〉

這裡可以看出更深層的依「道」定分的高階意含，這種定分不是人為刻意的結果，似乎有些
依自然生成而出現的定分味道，相較之下，依人為之法而出現的定分，是遠遠不及的，這是
「不怨」與「不敢怨」之間的差別，也是《尹文子》認為「法不及道」的原因。當然，這也
由於透過法而規範的「分」是來自於外的，藉由「道」體現的「分」則是來自於內，二者的

12 或者，韓非正是透過荀子而與齊稷下的「勢」論起著關連性的，其中的一致性應該呈現在客觀主義的論理之
上，荀子的「勢」與慎到的「勢」都指涉到客觀的強制力，這個認識對於稷下學與三晉法家的關係應該是有
幫助的！這個部分請參林茂松譯，(１９０４：１２４－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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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下顯然有別，前者是自然分定，而後者則帶有政治權力的強制性，由此而論，從道而法的
規範高低層次以及接續性，應該是潛藏其中的，或許從中也透顯出稷下黃老學的影響。13

除了從「道－法－術－權－勢」的系絡討論之外，《尹文子》又從更細項處，特別是治世
之八術的面向討論了術的功能：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皇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
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大道下〉

就分別的功能上來說，《尹文子》很清楚地以為這八種術是有層次區別的，仁義的層次最高所
以落在道（導）與宜的範疇，禮樂似乎是就習慣的遵從與調節上說的，名法則明顯地落在作
為外在明定強制的框架意含上，刑與賞則是就統治效果面向來說。這八者是常存於世的，端
看如何用與如何被用：

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纣之朝。用得其
道，則天下治；用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
非群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大道下〉

以禮樂為例，《尹文子》認為這是不可或缺的統治基石：

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禮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
禮樂獨行，則私欲寖廢，私欲寖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
是治亂係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
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大道上〉

賢與不肖，在《尹文子》的認定中並不是重點（雖然也談進賢），重點在於政治生活是否有共
同的準則與規範。因此，治與否可以與統治者是誰無關（有關係的是「統治者是否知「道」」），
同時，禮樂仁義不過起著矯治小人的作用，與君子根本無關，所以，看來是因為「被需要」
以及有效，而非因為成就一種高妙的治理而存在。到此，我們大概可以明白，八術與三皇五
帝之間不必一定有關連，因為，《尹文子》認為重要的不是治者的德性，而是治者所倚賴的工
具及其產生的效果14：

今天地之間，不肖實眾，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今以
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
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大道上〉

然而，再好的工具都可能被濫用，所以避免錯誤且有意地或是個人化地使用，才是《尹文子》
不標榜治者德性，且主張這些有助於治理工具必須客觀化的原因（因為「今天地之間，不肖

13《黃帝四經》中說：「道生法，引得失以為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
敢廢也，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道法〉明白地將道法的層級點出．我們在閱讀《尹文
子》時也不難看出有這樣的思想理路！
14其實在〈大道下〉的國徵描述中，《尹文子》其實就強調了這種效果（國存）與公共價值的關連性：「凡國之
存亡有六徴：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強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
謂強、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妾，少子孫，疏宗族，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
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徴，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
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
疆修理，強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
治國也。凡此三徴，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強，雖曰見弱，吾必為之存者。」〈大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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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眾，仁賢實寡」）：

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禮者，所
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
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眾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
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大道下〉

這種討論方式，讓我們想到《莊子．胠篋》中的話：「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
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
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同時也想到《韓非子．難勢》中所說
「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
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
一者，《尹文子》對於八術的價值固然推崇，卻也認為這可能私用，因此，儘可能地避免個人
化，顯然是必要的；再者，既然個人德性（聖賢）的可期待性不高，不如寄望治理於中人即
可（事實上這也是合理的期待）。職是，八術之所以成治，根本就是離開了個人質性的標舉，
進入了客觀公共的場域使然。

從「道－法－術－權－勢」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等八術的討論中，
我們大抵可以看出在《尹文子》一書中，關於統治或是治理的討論，有幾個比較清楚的系絡
：一個是「道－法」的系絡，這個系絡明顯是「道法家」的思想特色；一個是「法術勢三者
合一」思考系絡，這個部分比較接近三晉的政治思想；第三個是以「仁、義、禮、樂，名、
法、刑、賞」為核心，關於「術」的思想系絡，當然，這個「術」在概念層次上並不同於「道
法術權勢」中的「術」，這個系絡在思想底蘊上也比較接近三晉的政治思想；第四個則是強調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並重的思想系絡，這個思想系絡則強調一種將各家特
長的治術都納入的思考，「思想匯集」的特色較為清楚。

通論了政治統治的必要方法與可能開展，當然，清楚地寄意於客觀與明確的價值系絡以
為規範，絕對是《尹文子》認為最為可行的治理之必要條件，此外，它還提醒了這些治理活
動都必須與「時」呼應。

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大道上〉

《尹文子》不刻意強調德賢才智，反而強調了「時」的影響。這不是對於某種「命」的承認，
而是對於外在變動的一種掌握能力與判斷的強調，這裡強調的「時」，一個意義指涉的是「時
勢」的條件，另一個則當有對於「彼時」的掌握。透過不刻意強調德性才智，似乎也有意再
一次宣示了關於況謂之名與毀譽之名的反省。

除此之外，我們認為關於「治理」的活動，《尹文子》在描述一般的治理之外，依然存在
著關於「道」與理想政治的開展，這是關於「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
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大道上）的一種呈現：

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
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大道上〉

這裡的「反」應該就是《老子》「反」，帶有「返」的運動，「所謂「至治」，是離開能鄙賢愚
的範疇同時承認這樣區別，進而各安其分地生活，當然，這種思維絕對不是化約的平均主義
或是廉價的人道主義，這種任萬物依其本來位置而得到安放的思維，在《尹文子》眼中直是
依傍大道的治理：

以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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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
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而得也。〈大道上〉

此處出現的「名法」指的是名法兩個學術集團而言，不是就《尹文子》強調作為集體分界的
名法而言。所以，《尹文子》明白地認定名法儒墨根本不足與任道為治相提並論，當然，這種
任道為治，固然談到了「道」，卻不必就是老莊道家之治的形態，正確地說，是以名法思想為
軸心的道治形態，呂思勉以為「夫權與術與勢，皆所以行法，法則所以蘄至於道也」（呂思勉，
２００６：２５），是極為正確的看法。除此，「道治」與「藉名法儒墨」之治，還涉及「善
與不善」問題。至於，如何判斷善與不善，《尹文子》不是就純粹價值的認定討論，而是認定
實際績效才是善與否的判準：

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
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
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任之．．．故（小人）所言者，極
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為者，極於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大道上〉

這裡，《尹文子》似乎認為「善」不能袛居停在毀譽況謂的稱說而已，必須更強調與「有益於
什麼」的形態相對，明顯地是一種講求效益的治理，這點，似乎也接近西方社群主義者所反
省到那種靠近「德性倫理」面向的「善」。此外，《尹文子》還主張，關於「善」、「巧」必須
要有一種回歸到與眾和諧共處，進而「與眾共為」的樣態，才能夠得稱為「善」、「巧」：

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
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
治，貴其能與眾共治也；所貴功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大道上〉

看來，這應該不像儒家式的賢聖之治（當然也不能因為談到「與眾共治（巧）」就被想像成孟
子式的「與眾樂樂」形態），反而，若從「獨」與「眾（共）」對立面向來說，還比較接近墨
子的「以兼易別」的政治思維，這大概是李學勤認為宋、尹有道法刑名的傾向，同時又有接
近墨家觀點的原因（李學勤，１９９１：１５）。不過，若從文本中說法的層次性而言，《尹
文子》所認為的理想治理形態，應該是能「依傍大道」、「與眾」的聖人明主，也因此，《尹文
子》認定的理想政治就不是停留在〈大道下〉所說的「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
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
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能」之政治理解，也不是落在袛在意「窮獨貧賤」之治與否的形
態，一如〈大道下〉所說：「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
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
治。」對於《尹文子》而言，理想的政治應該就是那種人人得到妥善安頓、「處上者何事哉」
的政治秩序：

蓋天下之物，固各有其分，物而各當其分，則天下固已大治矣。〈大道上〉

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
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大道上〉

這是分定與職能相應的對稱運作，正是一種「定分」之後的政治秩序，也是一種「無事」的
政治秩序，我們可以這樣說，《尹文子》追求的正是這樣的政治秩序，一種既可以是世俗又可
以是神聖的政治秩序，而一切都伊始並完善於「名定分明」。於是乎，原先「道不足以治則用
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的政治秩序，就可以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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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的政治秩序，
從中也適度體現了《尹文子》「以無事取天下」的治理思維。

結語
整體來說，今本《尹文子》一書（其實就是《大道》一篇）基本上是一套觀念的系統陳

述，內容上言，並不存在著太多的扞格，反而是比較完整的理論建構，關於這點，陳復也認
為「〈天下篇〉著重的是尹文子動態的風格描繪，〈大道〉篇著重的是其靜態的理論建構。一
個是由自風格來看思想，一個是由思想來顯風格。」（陳復，１９９４：４２）本文以為，後
人或許不必一定得從就《尹文子》一書論證其思想派別及歸屬，從思想內容本身入手其實就
是一種思想的研究途徑，同時也傳遞了某種旨趣。

就內容言，《尹文子》的基本思想軸線貼著「名定分明」一詞，從名形關係入手，藉由名
形關係的釐定，進而發動正形名與正名實的活動（特別是透過政治權威發動），以勘正名實不
符的亂象，追求政治秩序的重建；整個政治論述，說穿了就是以「正名定分」為核心活動的
政治理解，同時也是一種由道而人世秩序的對應追求，這點其實與《黃帝四經．道原》所言
「分之其分而萬民不爭，授之以其名而萬物自定」的理解相近，在名定分明的基本理解下可
以開展出諸多面向的政治生活及其期待，這應該就是《尹文子》寫作的原始關懷才是。也與
《文獻通考．經籍考》中引《周氏涉筆》所說：「劉向謂其（尹文）學本老莊，其書先自道，
以至名，以至法，以名為根，以法為本」之說相近。

思想自身有時候往往呈現出一種核心清晰、邊界模糊的特性。在閱讀《尹文子》時，其
實會自然而然地喚醒我們對於黃老學、名法學、儒學或是老莊學的想像。不論《尹文子》成
書於何時又是否為多人增刪所成，大抵，呈現出各個學術集團核心思想的集合，似乎是很明
確的；如果真要論斷學術思想的歸屬，那麼，本文以為就秩序的舖陳面向來說，《尹文子》的
確帶有相對濃郁的黃老或是道法品味，而在名分關係的論述上，則與《荀子》由禮發論的「定
分」思想相對接近，關於政治秩序，在《荀子．君道》中也有與《尹文子》相似的描述：「故
職分而民不探，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
能而後敢受職．．．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
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胑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這樣的陳述，或者就可視為
思想匯集的反映。進而，我們是否可以權宜地理解，這是關於周文化思想內容的整理（先秦
王官之學透過私學勃興所產生的重整），也是《莊子‧天下》中所言「道術將為天下裂」之後，
在思想領域的重新接榫！這樣的接榫提供了古代中國由封建進入帝國的統治能量以及建制的
基礎（林俊宏，２０００：５７）；面對著不同的時代以及政治格局，《尹文子》反映出一個
時代的集體想像，並朝向一個相似且聚合的思考前進，我們發現，為治的基本主張或是質素
幾乎沒有變動，袛是加上了「時間」這個變數而已，而「與時俱變」或是「因時而變」往往
也袛是層次差異的轉詮，這種因應時間因素所產生的細微差異，使得各個思想集團並不是簡
單且截然不同的光譜排列而已，不時出現的交融與對立，看來正是一種常態化的現象，《尹文
子》的「名定分明」思想或許就是如是地呈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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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Yin Wen Zi》

Abstract

Lin, Chun-Hung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Yin Wen Zi》.We leave the question of academic
school belonging and the question of when this text had been written down open.

We find the core thesis of 《Yin Wen Zi》is to make clear boundaries in all dimensions of the
public affairs. We also realize that the understanding above dwelled in the epistemological concern
of 《Yin Wen Zi》.Taoism, accompanied with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 was taken as the basic
foundation of this text. 《Yin Wen Zi》argued that adequate dialogue and correct interaction between name
(Ming 名)and reality (實) formed the good governing. Emphasizing on the fusion of Taoist philosophy with
legal philosophy, 《Yin Wen Zi》 constructed a natural political ruling system within the ruling system of
monarchy for the emperors that searching for a good (even the ideal) political order.

Keywords: Yin-Wen; name and reality; name and figure; Huang-Lao; convergence of though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