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宣導．，

「古

一一、依據事物內藏的特性待它，遵守客觀狀
、況與時機辦事．，

三、貴重生命與幸福之覓求，藉民眾自覺與
順其本性推行政教’，

龔態。

王慶光

徵引繁劇，詮說疏狂，管頭蓋制

竅奧’僅近期治學心得報告而已。
一、行不言芝教

管子內業篇講修養內心和保持精氣的工夫，
道、德、精都指向人的生命活動﹒，「夫道者所以

，恐難調其

六、政府運任樸厚廉能的人才， 精準客觀地

效．，

五、君主以清明寧靜領導，群臣竭智盡力報

四、重閻明技衛與工具，遵話公正
平等立法規

道家無為觀念的詮釋
ni司

空道家哲理向來稱「玄」’老子十五一軍
明一般人對道家哲理之感受。准南子主術訓

圍之善為士者，撤妙玄遇，深不可識。」也可以說
i

六方面介述「無為」

說明「無為」在道家哲理核心地位之事實， A寸就

一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用無窮。」又

..

..

一、精誠相感是超語言的人際溝通，德化重

..

克形也，而人不能固」

解活 動

「敬贊其充，是謂內得

「種道不離，民因臥知」

「德成而智

「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也

態為嚴容畏敬，精氣靈活來佳，須貞定使之停駐

。「內靜外敵，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則又接

及作者對精氣能定性之肯定。總的說來，齊國接

下道家發展精氣說確使哲學命題明朗化，使道德

經的道與德脫離若干神秘氛閏﹒，不過有關精氣的

請命題雖配合養生科學（醫學）顯題 化，其「得

精氧化的道、德是人君重要修養 準則，所謂

道」內在歷程仍然不易提摸。（一）

「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睦堅固，可以為精舍

「謹服性命之情」即養神、催德、順 性以敬迎精

氣，讓精氣，而非理智，決定並指揮 其行為方向

，人與人之溝通、瞭解在沒有語言、 知識之前已

經在進行了，呂民春秋精諭篇記孔子 見溫伯雪子

不言而出，他告訴于責說．，「若夫人者目擊而道

其人而心與志比自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

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 知其志，見

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

言哉？」（草莊子由于方篇略同）乃

。

」呂氏春

借孔于之口

，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德）之而的舍，耳

l

稱讚得道之人－ 至言去言，至為無為

秋之君道在此著墨甚多，試舉數例
君守篇說﹒．

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

人，理丞而毛泄，胸中無敗。」這是精、神、氣

..

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

，其大無外，

目不淫。」叉「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

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

這麼密切的關連，如何能守而勿失呢？「有神自

也，精氣之極也。」精氣之保持跟生命與智慧有

重思之，思之而不過，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

乃恩，恩乃知，知乃止矣。」叉「思之思之，又

。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導）乃生，生

以「精」對認知理解之決定最醒目，文中說

出，萬物畢得」

..

人。」以第三例最明白。道、德、精也都闡明理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

（通於「德」字）。然而不反，此生之式」

..

、靈、德、道互通的辭例興描述，得邁的心理狀

......

2

..
..

..

..

君道 也 。

天之大靜，既靜而文寧，可以為天

大聖無事，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敬之

無為而無不為，偉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不過不透過精氧相感遇，很難理解它話中奧義，

下正 。

「老子相信偉大的人格足以感染惡人，壞蛋可受

教化為善男信女，做種素樓純淨的天

性，此乃道

敬，無言之詔。
任數篇說，．

儒道兩家皆視 被愛優於被

家型態的性善論。

至智去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

「太上，下知有之（ 人民僅僅卸

里，道葷的特色在祖相忘優於相愛。 」（二）道

勿躬篇說

道它的存在），其次親而譽之，其次 畏立，其次

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一莒（悠閑

，卻貴值其言）。功哇事遂，E姓皆謂在自然。」

1

c

一（道德經
心

景，道家認為「道可安而不可傅（莊 子太宗師）

7
日
主－章）也。「貴
－」另有「得意忘言 」的觀念背

令，何則？－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即，在上位者若誠模有所不足，則百 姓巧詐矣，

這四則其實都在積釋道德輕二章

「聖人虛
「道常

..

......

不足多也。」天地說

「至治之世﹒端正而不知

孝梯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

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息，

..

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

夫君也者，虛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 ，懷接「道」可藉語言文字傳遞而不 失真，天運
夫
反無佳，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無為 篇說 「夫至仁向矣，孝固不足以言之，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芝，通乎君道者也。

分職篇說﹒．

官己治矣，點一川首巨親矣，名號已章矣。

用則妾，動則晴，作則倦，妻、晴、倦三者非君

〔精〕

..

是故有道之書，位辭立其議，貴樟他 的發言與出

......

道也。﹒挂口為君者，持（謹）服性命之惰，而百

人之重萄善，雖不知可以為量。

..

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

以知 則 公

......

德經十七章說

0

去聽無以間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

...

，無言無恩，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喂者膀。

......

無為 之 事 ， 行 不 言 之 教 」 ， 以 及 卅 七 一 章

..

3

......

......

...

當而不知臥為信，蠹動而相使，不以為朋（行其
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

德目之「實」而不知其「名」），是故行而無跡
，事而無傳。

人無己。」約分之至也。

多元價值較能符應現狀的接雜性，有道的人

沒有名譽，大德的人沒有所得，偉大的人沒有自

己 。這可算是把性的分量收做到最小 最微的程度

，因為道德標準或尺度固定難硬性劃定
的 ，甚至推

－－知者不 廣穗敢也常違背質樸靈活的天性，在這 種考量之

「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
Oi

干，他只好「行不言之教」了。
中庸說

精通乎民也

故君子 誠 乎己而發

。

呂氏春 秋 精通篇說

「不誡無物，未有誠而不
動者也。一

文化為「先王之陳跡」、「古人之糟臨」’「止

這就頓接近道家下面的話了
「聖人
．，

其 效果自然

若 「無為」就

？

是精誠感動對方，若預期著熱烈回饋 、甚至加倍

竭力宣傳（「一盤說」）所能企及

字，人君以精誠感動臣下及民眾，

之不可為倪。間日

「道人不間，至德不得，大

勸，裁、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立不可為分，細大

辟異．，為在從束，不賤侵諂 。世之爵祿不足以為

一惟彼君逼得命之情（案即一一雌性命立

..

高亨先生說），此之謂全人

」凡以精誠親愛待

。

情 」亦即正靜修德自省）任天下而不墮（通僵，

守軍說

為利，不臨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 的報答，不就是←無不為一嗎？這或 許 替「無為
借人，不多盒乎力．，不接貪污，行碟乎俗，不多 而無不為一尋得一合理合惰的詮釋， 呂 民春秋君

大人之行也，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

真俗，道家君子輕視權貴，並鄙夷庸俗的教條，

內蘊豐富哲理。道家常一百．，知有大小，德有 乎人，豈必直說乎哉？ 」精與誠成了 可 以互換的

......

「不言而諭」’一定獲得十分熱烈的 回 饋，豈是

。

......

但絕非沒有他們行事為人之準則，莊子秋水篇說

上

湖」，要人們「相忘乎道術」’超於是非功名之

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欲效「魚相忘於江

言，言者不知。」這是攻擊詩書禮樂見諸文獻的

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天道 篇 說

出，俗言勝也。（黃鐘不響，而瓦拉山雷鳴也）」

......

..

..

4

..

言之教」，因挂民心協問鼎助，建設事業也會增

下人忠心擁戴，事情推腥一定順利，故既「行不

別人，瞌勁綿綿不絕，若為君者如此，其將獲天

。」說明順應自然法則就是「無為

者，不且自然也，所謂無不泊者，因物之相然也

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也，所謂無泊

要悼件，准南原道訓說，，「所謂無為者，不先物

遵循客觀現
首

囡擂，掉了順應規律的意思， 又有掌握變化

的要求，古先哲王面對宇宙人生都 尊宿客觀規律

。原道訓說

‘故捷連睦目標，大自然偉大，人 頭掌握規控辦

事，推究因果必然闢悍，才桂哇功

萬物之塵不可

0

軌道要之柄，而造扭扭車立地 ，是故天下之

事，不可為也，因其白無而推立也

：﹒故達於道者，不以人島天

－則六 A口不足

n
ve

－－﹒：偉（通

究也，秉其要歸之矗（掌握因果之間必趨之原則）

i

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
－

均也。（六 A口內之事不由得不調和 ）是故禹立法

7

置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鞋也 ，因苗以為教

兩木相摩而嘿，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輯

先讀觀察、睡解，以器桂、設施輔佐自身，「若

「為主峙。日（推南子催務訓）
自然界蘊聽著豐富法則，這些自然法則亟待

，竅者主淨，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南阱

九疑

，生育萬物，羽者摳伏，毛者孕克，草木柴華，

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盟成長。

......

夏 直 而 hK
肢L
，因高為田，閣下為池，此非吾所謂

夫水之用舟，吵之用鳩’泥之用蝠，山之用車，

額在宇宙中生存，如何應付危勵與適應環揖

、無治」，它

加績妞，不正是「虛無為之事」嗎可呂覽伯明篇

可發生巨大效應，因此可達「無不為 、無不治」

因天地主自然
「其術以虛無為木，

「大聖無事，千官盡龍。」也就不全是徒託空言
－
7

司馬議論六軍要旨說

，因資而立權一可挂最適切明白了

可挂入選．，若畫一個簡明的解釋，「循理而舉事

主咽口一若選擇一個詞彙代替「無為」’「因循一

以因措為用丁文說，．一無為者矗立常，因者君

..

努力發現，順應、遵重它們是人頓生存華鹿的必

,...

5

.

律來辦事情，順應環境、條件確立應變方法。人

..

..

rJ1

刺舟，因之也。雁門之北，狄不穀盒，賤長宣壯

像鱗蟲’短緒不縛，以便涉游，短快擅卷，以便

之南，陸事事而水事眾，於是民人被置丈身，以

的結果。准南子主術訓說

富諒嘉惠民生，逞一己之知能齒莽從事則得相反

’掌握事物特性與其運動變化之軌帥，可以開發

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孟子稱做「行其所無事」

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

，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 智 不足臥治天

不 因道理之數

，俗悶氣力，人不拍耳，馬不解勒，便之也。故
禹之棵間，解哀而入，在帶而出，因之也。
這裡「因其自然而推之」、「因天地之自然」
盔，以便刺舟，因之也」（江南）、「人不抽弓

具體事物所自然的原理，兩者均指 運 動規律性。

圍說，「道」是天地萬物的總原理 ，「德」乃是

下也。「道理之數」即道理之必然 ，就宇宙論範

、馬不解勒，便之也」（塞北），顯示先王敬畏

韓非子解老篇說

「道者萬物之所然 也，萬理之

自然與尊重地理民惰，且歷經磨轉而變得更堅強

、「因水以為師」、「因苗以為教」、「短棋擅

......

..

水文以疏導之大智慧，這科學方法與原理的知識

與無私地包容。對驚險患難之度過，表現禹研究

。故日『道，理之者也。』（道者 ，無非是把錯

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 之所以成也

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

有理不可自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 （注度也）。

理化罷了

綜的萬物，作綜合的整理，使它們 都 條理化、合

，則智亦大矣。夫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苛求其

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 稽 萬物主理，

「禹

故，千盧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禹使水運行，

，道家歸之于「無為」’儒者孟子也說過

因勢利導，不違反水之所以然而努力實行，那就

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諜 。 （不要固執
常規、不要權概地墨守老一套。）無常攘，是以

）物有理，不可以相薄 （入也），物

有大智慧．，天極高，星辰極遠，只要能推求其所

死生氣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對消

0

以然，以後一千年的冬至，都可以坐著推算出來

長著的氣都承受，對萬樣的智慮都斟酌地采納，

6

..

。（ 2一）推求物理之所以然，道家稱為「福道理

..

對各種事情誼興辦的就興辦，一該廢除的就廢除。）

」（四）將現象背後的原理精準掌握，自然與人
事將因符合規律而達成預定的目標。「數」的簡
「無道至則以為神，

人事法之時代？

「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

管于七法篇給規律（「則」）下了一個定義
，說

有焉，而未嘗

變也，謂之則。」就是說，規律是 依存於陰陽 二

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甚多，皆均

以為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由此可知

氧的，現律是天時、土、植物、動 物以及人頡等

s

各種事物中共同的穩固不變的東西 。自然規律是

1

（六）

話透露「聖人二

3

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人要 暉醒自然，不
是改造自然

，謂之法。」
規矩也、衛石也、斗制們也、角量也

管子t 法始注下定義

「尺寸也、繩墨也、

「聖人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音。青
立謂情也，生於道理。夫能酋也’是從於道而服
於理者也。（愛惜精神，不急爆，也是遵照道理

來行動的。）一文「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

－

工具儀器如何稱之一 法」？因為它 們象當「法」

的公正、去平、公開？像模子威德 篇

眾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

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五）道家堅持

以立公識也，權衛所以立公正也， 書要所臥立 公

「曹龜所

「從於道而服於理」’雖有伸天而屈人之特定價

吱。

..

國道理之數」的密訣，它說

－因道理乏數」具備極高理論內涵，解老篇有民

要解釋見臣民春秋觀表篇

..

信也，度量所叫立公審也，法制體 籍研且立公 義

有歐脅。
三、任法而弗躬

規律意識與工藝技術在晚周十分發達，分別
以「則」、「權衡」試予介述，印證彼時天地自

然為知識分子論人事之歸依，可謂係宇宙觀決定

莊子天下篇說「悽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己，冷

的心態推廣權衡等「械數」這些大自然的賜予，

等是道在人間生活的實錢，他是以虔敬甚至膜拜

對慎子來說還有一層更深的旨意，就是「權衡」

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此殷所 表達的？至少

..

7

..

..

向，實一暗古今所謂「依科學方法辦事」於吾人頗

......

下和矣！」值于對自然法則與具體技街之研究精

種客觀的存在，並以浮力原理說明「勢」’慎于

。

他認識「勢」是一

汰（聽任）於物，以為道理。」叉「無知之物，
至於若無

到，這有助他設計依法治國

故日

。

無建己之息，無用智之累（沒有慮患輿牽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

「燕鼎之

，

知之物而巴，無用賢里，夫塊 （土塊）不失道。」

與蚯蚓間，則失其所乘也

「騰雲遊霧，飛龍乘雲’ 層E
－
罷霧霄

他是執著土塊以及「權衡」等因為彰顯「道理之

重于千鈞’乘於真舟，則可以濟， 所托者，浮道

威德篇說

數 」 ’較之世俗尊尚的賢聖對人類具更高的價值

也 。」叉「行海者，坐而至越，有

舟也’，行陸者

」俠文說

或敢豪。人智「專己之能，「有為而累」’天道

，立而至蠢，有車也﹒’秦越遠途也，安坐而至者

」工且理性確實因技術立 大幅長成而引

。

假借器械昭示盧理人際種種爭議，故敬謹接安，

o

，械也

（七）慎到尊敬「循道理

乃謂之「無為而尊」

﹒州八君苟任臣而切自躬，則臣事事矣！
」這

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 之道，行由窮
。

一厝鈞

也是工具儀器史上的大事，模子扶文說

樓子對權衝、鈞石（天平、挂碼）的發明，

流衍。

故尊。」由浮力原理之徵引，可姐 係值于學誼之

，天下一力以共戴之，故安，東同 心以址（立之，

之告，故曰明主 。」叉「千鈞得船 則淨，人主者

成

自動，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 位則不進而名

「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 人心則不趣而

起廣泛留心，也做一示若平政治認識。韓非子功名

。

他同時也創造「舍己而以
。

篇說

之數，因天地之自然」一條無為守則，輯用于開
臣事事，而君無事． 君
， 逸樂，而臣

闢符合 「無為 」精神的君臣關係’民雜篇說

。

..

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法之所加，各以

「大

..

石，使禹察指錄之重，則不識也﹒’懸於權衡，則

，這又便是虛君立憲制的富型，君人篇說

工具，猶如將虛無無形的道託付給人世間的君王

物為法」的道法融合路線，將遁的公正注入物的

是責任內閣制的摺型

已

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

「君臣之道

..

其分蒙其賞罰，而切望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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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耗髮之不可差，則不待禹之智，中人之知，莫不
足臥識之臭。 」他文頡比權衝鈞石達屁之準確致

，所以為信也

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

衛石稱懸者，所以為平也﹒斗刑敦概者，所以為

械數 （上述度量 器具的規定

，

或簡稱「數」）者，泊之流也，非 治之原也。 君

嘖（實際）也

輕重． 有
， 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

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轍，君子

一種論 「街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

姓對經濟問題比士大夫更關切， 公平交易與抑 止

一論法辟、衝 權 、斗餅、文劫

君子

。

：有符節、印璽 、血法、獎籍

「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嵩

以相接也，此明公道而減姦偽之 衛也 。」二則 說

官）之事究矣

，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如址則 吏畜夫（督 察

君臣上篇一則說

經濟犯罪可能是平準、書契佔要角 的原因，管 子

俗」），對 E姓高度重視為齊法蒙 特色之一， 百

應百姓日常生活之需求予以精確改 進（一取從 於

－

子、解蔽）旁證上述平準、券契等 一械數一都 是

養原。」他 責

可巧以詐偽。一科學立公開性、社會性也正是司

「衛石稱懸者，所以

凡因之道，

備慎到、田耕「尚法一固定「取從於 俗」、一歡 於

一
苟子君道

c

法公正的價值，權衡鈞石至於令天仍是司法院的

2

一衝設，平，無為而輕重自得

身與公無事

體

法而不知賢，由法謂之道，盡數矣 。」（非十 二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

......

標颺’較單立記載巨經是佳評如潮了﹒﹒申不喜大

率於司法公正，依文說

......
......

「明

為平也﹒土好禮盞，雖在小且不待衝石稱懸而平
。

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偽。」韓非子八說

，不逆天理，不傷惰性。 」

一寄治亂世法銜，託是非於掌罰，屬輕重於權衛

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權衡鈞石 ）也。」大體

主之圈，官不敢枉法，更不敢為私，貨路不行，

......

’模子威德篇則增書契、萄子君道篇反映平準、

濟發展之所需，上引管于七法皆屬 「平準之法」

則精約為「法生於蠱，義生於眾適，眾適合於人

惰性，而發於眾心之所聚。」准南主術訓將後一

口於市人之言。是斟明君順人心，安
武之德，種 A

具體技術法規，為基層民束之生計與商品經

..
....

..

書契在當時之流行，他說．，「A口符節、別契穿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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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無所告訴。大臣比園，薇上為一，隨相善而陽相

」群眾意願興惰性之所趨，設

心，此泊之要也

惡叫一本無私，相為耳目且使主隙。」刑名法術之

o

計國家體制的的確應于遵噩，值到興齊法家重經

士面對虛偽腐化的朝政尤其響往公正無私，「道
篇

道法萬全

「夫搖鐘不得為明，搖衛不得 為正，法之謂

法」取代「禮刑」就是這船形成的，韓非子飾邪

濟而輕教薑’或為對春秋以前貴展文化之反彈。
「任挂而弗躬」在體于君臣篇有細部解說﹒’
「為人君者不多輯，攝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

之一一一白，不聽於耳．，無法之勢，不圖於功．，無也
聲。
之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

，智能多失。聽衛而知平，設規而 知圓，萬全之

，明注制，去

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適壁，上下無事

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
私盟。」

。

道也，明主使民飾於法，知道之故 ，故快而有功

o

，唯法所在。」觀得失定功過用人才都交給「法」
’於是「上下無辜」

「道法」一詞出現次數之頓蟹，加上道、法
象，在他們看來，法也就是道，是萬物普遍法則

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

法治問題，管子任由

論的高度談論

的大「道」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且體表現，因而

，然使身快而天下拾。」叉「君臣 上下貴賤比白發

齊法草更槌哲學世界觀和方法

「法」也是社會政治價揖中的「大道」、「至道」

（古通「法」，按法、遵守）焉， 故日法。」叉

並舉於相鄰二旬之辭例，是道家與法家融合之跡

’普遍法則之「道」不可崖，司法機構為社會公

「君臣上下貴體告提法，此謂為大 治」

「大君任挂而不任智，任

道要求提棋信心保譚，且目法家贊成君主集權是為

君說度置，置懂法，的天地之里， 如列星之固’

的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圖，無故令往而民礎之。一

o

叉「聖

道而不任小物

7抑制宗法舊貴脹、要破封建舊等單，韓非于備

「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且

明法解

「明主者，有法壁之制，故群臣皆出於

哇大辜者，未嘗不准尊宜之臣也．，而法令之所血

內篇說

..

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奸。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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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備，刑罰之所斟誅，常於卑賭。是以其民絕望，

..

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

的突破，將道、法統一、走向科學法治主義，
度落實。

「任法而弗明」是「無為」觀念指引下重要的制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

法與更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
故明法曰

四、因萬人之所利

欺其主，
以詐偽。（草此句實本於前述模子快文，明法與

棋據自然怯的原則確立人間秩 序，造成一股

麓，若磨石之隨」’與物勢、時機一間變化，動

，「推而陸行，曳而後佳，若飄風之遣，若羽之

觀事物之理，不穿鑿於「智 」 ，不固執有「我一

性，體會大道周遍盡至而無所造，復主張隨順客

為一皆曾有間。一他們主張因任自然生命各自特

作者雖護言聲聲、田耕、樓到「不知道」’亦許

「人』的理想也僅僅作為人的哇，級驗
經來要求。

一「人』的概念僅僅作為人的具體活動來看待，

感官物質利益去說明道禧

益只是一件科學事實，

他學說的要旨是一人只是一個感覺 體，而個人利

個體多於群，又在看重感官滿足多 於服務犧牲，

想潮流的第一控混頭。楊朱跟墨子 之別，在重視

思想潮流，生命貴重與生民平等的 覺醒文成為恩

靜不離於道理之數，全然混除私智回歸道法。

利

c

他用不甚準的一個一一利」字

對 個人的生命有

這種利益決定人頭事物關保的 意義與價值。

︱

......

目的。如果章『物』或「天下』東和人身相比，
1

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
，一親戚可蝠，至法不可閥也

治國之理念，捐棄宗法恩情，自覺努力做出哲學

。」（九）呂

『論其輕重』’則生與身為重，而物與天下為輕

，它僅是利己的手段，而不包括個人以上的社會

『物』是感官情欲的來源，也是一 己利益的東源

︱

楊 朱派認為，

這一命 題堅持從人的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

......

」他肇事闖膺以法

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

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

所下決心

（八）一鼓樓子做文或許描述樓子信念轉換之際

莊子天下篇為晚周恩想發展提供珍貴實錄，

明法解徵引並註解它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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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生人而使有章有欲，欲有

自為，不用人之為哉，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

追求自我的幸福（「用人之自為」），呼籲當權

氏春秋情故篇說

情、情有節。聖人節以止欲，故不過其情也。故
有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立欲五昧，情也
。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肯欲之若一，雖神農

者重視百姓的天賦人權。由「因

人 之情」進到

人情，對人情體貼（「因人之情」），成全個體

謂因。」尊重各差異性格的人，這是天規定下的

黃一帝其與槳約同。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

「因萬人之所利」’一個為全民眾擁 戴的政府的

「懂，至巧也，人不愛僅立指，而

概念就清晰浮現在眼前，准南子主 俯 訓說
人主覆之間德，不行其智，而因 萬人之所利

..

」他自具體

厭，崖人之舉事也，豈能拂道理

立數、詭自然

之性，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

1

親切的個體感受出發，估單存在的意義，尋覓生

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 也 ，而無智之

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用矣。

是故先王見不安祿者不臣，誰不厚者不與入難。
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敢用焉。故用人之

足人民一切願欲。在這個前提下，愛民利民就一

，便是創立政府時應存的終極關懷，政府理應滿

由股一貴生了成全人民對生命幸福立追求

地享有政權的。

地之自然」，在民眾熱烈回饋之下 ，必長期成功

體貼人情的政權，即是「循道 理 之數、因天

？

未 嘗 不因其資而

存的基本權利，「在氏族宗法的人我關係之外，

所為，無不成也！

在慎子手上獲有存有論的基礎，慎子因措篇說

（十）「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一命題

發現個人的存在，這就反映出些國民的一意識。 」

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

之珠，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麓，爵為天于，不
。夫舉瞳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 之上而弗重
足以此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足以易芝．， 也，措之前而弗周也，舉之而弗高 世 ，推之而弗

愛己之措，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漠

。重己篇說

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

..

一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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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被提起。呂氏春秋本生篇說

「始生之者，天

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切櫻之，
謂之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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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欲篇說

「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

「善為下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之可得用亦無窮
也。」聽言篇說

「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

「觀莫大於無天子，欲為天子，民之所趨不可不
察。」行論篇說

意為故。」民間社會力量、意志、才能無窮盡地

蘊藏，不只是國力資源，也是主權 政府所以成立

的最主要原因，換言之，君道立所 以立，乃由於
群眾之利益所促使而然，「取之於社會，用之於

社會一的意識高扭著，恃君篇說

群之可聚也，相盟（利之也 c利 之出於群也，
君道立也

，亂世乏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

顯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立欲憂無首者不可

（生計設備可以完整享有了）

3

－－自上世以來

原初不明白整個計割的好處，興工之初就想殺史

故廈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 道何如

7

利而

角色釐清，令

凡足以舉給民用

勘當權者對老百姓要忠信、愛利，在思想史上首

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斬斷以

是以終身不盔、沒世而不倦

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而又示之以利，

人想起墨子節用中篇一王天下正諸 侯者，彼其愛

主體，政府乃公僕」之意味，主從

已有一人民為

切利焉。

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潭水，灌都一旁。絡古斥齒

，生之稻草！」
以愛民利民為施政綱領，為亂世之民所「願

見之，日夜無問」’是相當感性的陳述，人民、
呂氏春秋用眾甘情

辦眾、民間社會熱烈翹首一項新政治體制的到來
r1

「凡君之所以立，出乎眾也。」功名篇說

君道務在利民，而切以自利，

缸，戶寺一朮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日 灌都

，天下亡國多矣司而君道不摩者， 天下之利也。

Avi

君道立，則利出於群， 而人情可完也

不舊世，－一愛利、實惠之措施可以在農田水利見

之為道大矣。

..

..

其王不難矣，善本於義、本於愛（十一），愛利

..

之，真吱篇記魏聾王請史起引潭水灌都田，都民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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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周的民智不可再被低估
說

..

度倒置思君愛國之謹向價值宣俾
墨子以「利於

o

人」為號召，進尉成墨家的風崗，「利」為德目
「功，利且也」．，「義，

「天地

之前也必讀肯定他們的資宜，這又是「無為」眼

收禮樂文化的一個表現，准南于事族訓

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陸頤和而萬物生之。

利」也「忠，且為利而強低也（聲謙）」．，「季
聖人之治天下非自由民性也，肘措其 所有而推海之
，利親也」．，「言，口之利」也．，「利，所得而 ，故因則大、化則細臭。
夫物 有叫自然而使
喜」也．，「欲正，權利．，惡正權害。」「墨子雖人事有治也，
且有時色之性故 有大婚之禮，

之實質內涵，如墨經

..

。」（十一一）我們同時發現，今熟悉之「權利」

立『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更為徹頭徹尾而到竅

且使天下人得利而喜，故墨家之功利主義比邊沁

不求有用於己之利他主義。同時又主盡童天下人

乃是利他立功利主義，而且是不求報、不求得、

十足之功利主義，然其功利，非求一己之功利，

故長幼有序。然使催朝聘以明貴時 ，鄉飲習射且

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 而敬之以梯，

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車 室、樂妻子教

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 因其喜音而正

主之制法也，因民立所好而為之節

管絃之一置，有悲哀之性故有童桂英輔之節。故是

有飲宜之性故有大賽之誼，有喜樂 之性故有鐘鼓

丈者也。因其

一概念亦出自墨經上八凹，所欲而屬正當，必係

明長幼，時蒐扭扭以習用丘（也，入學庫序臥催人

，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 因其所喜以勸

法虛而教導之

車無為觀念之指陣，天下百姓以「得利而喜」為

善，因其所惡以禁辜，

國一致的行為模式，應揖輔導百姓完成他們自己

政府賈施教化，連店全

故因其性則天下聽，

自然天性，政府施故就要順著它，「令人得欲無
禮的現輯也必讀因插入的本性，聖人教百姓

窮一。

o

人之性，有仁義之宜，非聖王為立

權衡以為有利於人者，權利囂識顯包括「因萬人
「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應屬撞

偷。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 匠成也。

......

之所利」理念之中，「中天下百姓之大利」為墨

......

拂其性則告懸而不用」

家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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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換上尊重天然稟賦的人才培植（「撫循其所有而

成」），是批判虛矯、強制的君主專制教育，代

天性的觀點（一世告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

正自富及自樸’都是一種個體在其 中能充分發揮

之情哉！』都表現道家心目中治的境界。自化自

代以下者洶洶焉絡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

N
以及老子所說的『化貸萬物而民弗恃』’『自三

就並不是靠統治的命令所達成的， 而是靠人民自

涉，所以人民才能自化自正自富及 自模。這種成

自己才惰的世界。由肝、政治領袖無為，不進行干

推蕩之」）。

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三原則適用

可

經濟、教育、文化等各頓域，它保證一定能成功。
五、使東官盡其呵畢真能

己透還對自己及客觀環境的知識， 加且運用才能

好與意顆可才能使得全民自生自遷，各獻己力。

上的各種技攻，都得依賴自由才能 夠得以充分發

真理及自技發展研不可接缺的條件 。人額在文化

米爾于 72一三一一一
認由是發現
為）自

第二，國君讓賢，才放手表現，體訂事權責任之後

展。老在的自化所指的也正是這種 人的創造性的

達到的。＋

，國君貴乎總數，後而不先。第三，本著信賴與

c

同 時把組織視做

二十一二）部分因為貴生，道家平等
充分發展

c

託付，做好行政授權，國君只掌握決窮。第四，

地看待人頸（一人無棄人」）

不先，講求因材器使，借助他人擴 展己的能力，

有機整體’，部分因為養生，道家不 唱而髓，後而

的關係’由「心無為而制竅」推導出「君無為而

並注意發展國君影響力的模式。華官僚機構本身

變成一自發的秩序（ 「督名審霞，官使自司」）
。

政治

a

。試衍此中意旨如次

人心被當做智慧發源處，須有深藏智慧的

制臣」’由五官各有職司推導出任務取向的專家

道家將政府機能與君臣關係比喻為人與身體

準確因應人事情況，公正獎憊，端正風紀。

無為的管理哲學約有四項 第一，政府歡迎
各種人才事與建設行列，國君要完全撇開主觀偏

.....

君主，去統御全局，德化兆民，並積極地領導。
「老子第五七章中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樸’

、平等地看待人才，容許各自發展其長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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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于民雜
「大君者，太上也，下之所能不同

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宜，盡琶而
畜之，無能去取焉。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
所求者無不足也（由於不假定某一方面來要求人
材，因而所要求的人材沒有不鉤用的。）」尹丈

盡。」是說或訪求草自薦，依才能任用，各人自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軍

、運扭扭權，使組織鹿為分工合作的有機

管于心術上

b

動地從事各人的專職、自動地完成他們的任替。
體

楣理．，嗜欲充盈，目不見色，耳不 聞聲。故日 上
離其道，下失其事。

故書，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

故日﹒．

o

心術者，無為

間也

耳目者， 視聽之官也，

「所貴單人之洽，不貴其獨泊，貴其

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主（分臭。夫、心有

『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日

（廣大社會與國君共治共巧）

能鄙齊功，賢思等慮，此至泊之術也。」是說民

」這是比喻行政組織

之有機整體。君道虛靜恬說，去掉 私欲、雜念，

0

「虛靜臥待，令名自命也， AT

尤讀「不慌乎時，不迫于惡」（不 被置好之事所

而制竅者也。故日『君』

「聖人執要，四方來殼，虛

誘惑，不敢厭惡之事研脅迫）。如 此可保持清明

而待之，擅自以之。

事自定也。」揖權

聖人執一間靜，使名自

睿智，「虛宜（欲，神將入會．，掃除
不潭，神乃留

，值比自自定立。」呂民春秋謹聽 「禹

之而自治。」神明、神的駐留為心

思維之能源，

憧保持虛、靜始有。（十四）君與 道桔 A口設果頓

血禮
愉昌平靜以待

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

神奇，茲選二則以觀﹒白口民春秋審分 一清靜以

、僻連幽間之所，

必禮必知，然極其智能可

之，便失由得之，因僻的而無之，使夫自言之，

公，神通乎六告，德懼于海外，重觀乎無窮，耳目

......

...

..

，使自事之．，因而于立，使將自舉之．，正與處之 虞。

..

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

......

去私母言，神明若存。紛 乎其若亂，靜

......

......

命，告事自定。不見其旱，下故素正。因而任之

韓非子主道

間社會人力資輝有待開發。

....

..

..

貴工值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

能與東共治
o

......

與眾共巧也

于大道上

..

..
..
......

流乎無止，之謂定性於大揪（實也、空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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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之日無有

」勿躬，．「神合太一，生無所屈，而

o

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
A
寸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誠信）

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福

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巧

詐也）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成而名弗有

。」似針對君主做決策之剎那心態 做提示，要他

。

，無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君

既順應民意﹒’亦掌握時勢及人才芝 客觀條件。等

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

如何藉海內之智萬民之力以境

事呢句－

一、莊子天道篇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

ai －－

到事情達成，「葦功與名，而還與 東人同一（白

朕躬

通於天地鬼神精氣，使人想起海禱於堯林

史來諒。－又一頤其天

者靜，靜者動，重則得矣。靜則無 為，無為也則

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賞， 實則倫矣。虛

氣於漠，暉物自然而無容私，而天下治。」要君

任辜者責矣。」似為老于四五一章「清靜為王下正

「游心於淡、合

主屏障小在臨順因應天下人之意願’這樣大公至

（無為清靜可以做王下的首領）」 之詮釋，實際

一天之大靜

正而無私心，天下必治平。天地自然養育天下的
安乎自然之所」的本意，管子白心亦言

包涵清靜儲蘊智慧，呂氏春秋君守

其天

」說得夠明白

，既靜而又寧，可臥為天下正。身 以盛心，心以

盛智，智本深藏，而實莫得窺乎。

了。君主由虛靜之中儲蘊之睿智，將它潛運以指

「若吾所謂

法，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

天不為一物在其

..

揮有機整體的官僚行政，這權在君、能在臣的區

－琶萬物者，莫大於天地
l

人，君主當普通公正對待天下的人，這就是「順

（審分）當即莊于大宗師所言

..

彼敬其德以遨神明降福兆民，此或君道信仰之歷

，墨子兼愛下）。為原始民族首領甜味介天典人， 心），將功名還與天地歸於百姓。

有罪，無以萬方圖，萬方有罪罪在眼躬（論語堯日

..

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
為」重要特嗤之一，准南子修務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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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萬物均、百姓平矣！」公而無私確是「虛靜無

......

......

分，試藉授權（（Eom58）比對之 「授權就
是上級長官或權力者委控於下級官吏一定的責任

..

督下得能相當自主的處理與行動。」叉「要建立

，故能使東智也．，智皮無能，故能使束能也’，能

有立，通乎君道也。夫君也者，虛虛業服而無智

一一、呂民春秋分職，，「先王用非其有，如己

合理的層組制度有兩項原則，其中之一便是實行

軌無為，故能使東為也

與軍權（「無為也則任草書宜亮。」）使在其監

分層負責與分級授權﹒﹒上級機關的過度工作和過

智者謀喪、能令勇者忠堯，能令辯 者語妄。」試

長的批示。屬員因此有充分的機會 ，發揮本身之

權處理其權貴範圍內的事務，不也 再事事呈轉首

0

「撞權之哇，被控權者 有充分的自主

〈）及激 發 潛能來闡述

－－－適于君道，則能令

重負擔，以其忙於現務無暇思考，法第難期正確

從充分自主權（

Oi

，反是削弱其體導權，真正的分層負責與運級授

「君道」

2ZECE

權，不但無揖於上級的權力，在實際反加強了其

價導督軍功能。」（十五）此即呂氏春秋的躬

「人君而好為人官，自為人官，自暗之精者也。

工作潛能及智慧。適當之授權並能

案 慎于民雖闕，

使屬員對本身

暐彗（掃蒂）日用而不藏於霞，故〔精〕用則畫

之工作更發生興趣，產生滿意。這 樣一來更促使

屬員得發揮潛力，攝張能力。」

，動則睛，作則倍。畫、晴、倍三者非君道也。」
捏權將可使君主從現事及照例的工作中得到解放

，無能去取焉

EE
適 合 的人來搪當

態度，及組織的有強溝通系統。

：現代的趨聾

的目標二權力的接受靠上純真屬員雙方的合作

之妥適）。潛在能力控街的撮葦，也是君主致力

（一靜則無為，無為則任事者責一 晉設組織結構

捏權，且使責任血事權託負

日
得依志廟分發’，自改府方面7
－，因事華人、單方

。」即依其專長授職，如理想的聯考入學試各人

「大君因民之能為查，盡琶而畜之

「休則虛，虛則宜，實則倫喪。虛者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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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俾有較多時間與精神虛理放軍性問題。天道篇
所說

靜者動，動則得矣。」及韓非于主道所謂「虛則
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及「虛靜無事，以

聞見血（僅陰暗的地方來華見群臣的毛病）也說
明君主作行政監督，以足鉤精神負起做庸泛樟視

0

之責任。（「在其監督下得能相當自主的處理與
行動」見前引語

...

..

「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

人的創造機會仍然保留著，得以發揮創造力。是

熱心．，儘管實際上其決定是受別人影響產生的個

仍然感覺是他們自己訣定如何行動，亦對其格外

感，因為他們是受到勸告、不是受到強制，所以

力、權力不間，受到影響的人仍然保留自我決定

的強制，制裁、壓迫等方式。」文「影響力與勢

在上級監督下相對自主地一展長才

環境，以相五信賴的精神委授權力 與責任，各人

。」政府提供最平等的工作機會及 最寬宏的發展

過畢力竭智也。」君守

司之事畢訂竭智矣。五帝三皇之君 民 也，下固不

軒服性命之情（指君養其神催其德）

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叉「善為君者

盡力竭能矣。」勿躬

臥主管人員要注意發展影響力的模式，因他與其

臣無不為」
民與政府通力合作之下，一－若無而為

是注重積極的勸告與要求等方式，而不強調消極

屬員的工作密切相關，自然他要仔細設計影響力

一命題，當獲致行政學家一致推崇

這樣，在全

「大聖無 事，千官盡能

百官有

中心。」（十六）又「不同的人被不同的誘因所

六、且其軍因為之名

戰國名辯思潮發達，名實問題

c

尤為熟門，墨

「夫

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 紀，明同異之

經
，小敢篇總結辯學的邏輯成說，它開頭說

值和具影響力，李克特博士（口門 a 自巴巴的 EE

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

以名舉

實，以辭持置，以說出故。」著重 概念與事實之

，：

Z ）相信這種期望承認載自我滿足，是激勵人們

..

激勵，然而一輯來說，我們有一項共同的內在需

......

的其他誘因之中心。」（十七）案呂民春秋肯定

要，即是期望承認（戶兮的】門。
問
2gmEEO）
2
O門
，即重要感，我們需要被我們接觸的人認為有價

..

....

君道激勵了潛在志趣與才能’，以「盡」、「喝」
間的符應，以及推理之必然。公孫龍著名實論，
、「畢」使用頡繁為例，謹聽．，「當令之世求有 倡邏輯與認識論的正名，他說
「天地與其所產

......
「人主

道之士，
分

..

無去車（君道之譬喻），則眾善

實其所實而不曠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正也

必體必知，峙的後其智能可盡」﹒’審 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實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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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物各有實，或萬物各有其所是，這是名實
他結實下的定義，

論裡提出來的理論削提。所謂認識，就是運用思

維能力去把握物立所是。

。

」這又顯示他主

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

民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稿若困

肯定

，

無能考

張實踐反對空訣，同時暗示趙惠王不懂得重用實

試間，沒有實質還要求人們的
。

才

穿了。

關在於抓住不過和不曠。正

這樣的判斷，

核還指望績殼，政壇的矛盾與絕望 全被公孫龍揭

。

「道治

」 ’對政治合理性籲求希

標榜一，理出於己，而已非理」的 「聖法立治一

，尹文子又名之

冀以「形名學說 」予以呈現，名和 形就是名與宜

」

（十八 ）名實論又說．，「正其所貨」’所謂的

」明顯 來源自公孫龍

的關係’「形名者不可不正

一該文末尾亟稱古代明主，

「正其所實」以及墨辯 「以名舉實 」。政府這部

。

」間接透露他關注政治合理、務

兼愛天下，不可以虛
。

A
寸有人於此，無禮惺易
－－－

政監督的角度試予詮說如次

一、「角色

一、形名互檢乏必

子從道家知識論構思出的一套形名學說，令從行

2di
－－三） 。尹丈
了一個成功的行政監督（已三）

功能一兩組配對﹒它 們 完美 無 缺的 符 應實即實現

這兩個步驟各別注及「才學角色

保持效率，通力合作之下，組織發 揮最大作用。

沒有爭功譯過﹒，其次檢查其人能否達成既定目標

作適當的分配、組織，使其各負其 責盡力竭智，

首先需對人才

能容忍思維的矛盾性

」跡府篇也說

機器，亦即規模目增之官僚體系，

而化天下焉

實的一面，自民春秋審應篇也到量這位邏輯學者
的政治傾向， 「趙蔥王謂公孫龍日 寡人事體兵

，

公孫龍 「欲推是辯（血染指白馬非馬），以正名實

語、命令），至失哉，古之明王！

「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一百

。

「不過 」 、「不曠 」 ，總起來一個 意
一 思，就是不

描述，並末增減任何成分，沒有過和曠的問題。

揭示了個別事物的善遍性，是對客觀事物的忠實

，正了實，名也就跟著正了

是 「正其所賈 』 ，如白馬的實不是馬，而是白馬

名 工作中的正，指的

.
......

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惺乎？公孫龍對日﹒﹒但

Oi

兵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
名為也，必有其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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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子大道上

也者正形者也。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

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
故亦有名以構形，

。

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
可不尋（循也 ）名以樟其差

1

一這是說名稱和

形以定名﹒，各以定事，事以樟名。察其所以然，
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體其理矣
二、政治上軌道宵賴 「正形名」

大道

質、檢查工期、保持效率、應用新知、發現人才

（十九）「得者由名

、掏汰亮才與謀求改造，以作為評判臣下（員工）

o

一個肢功的領導者必然是一個善

的優劣利弊，並加以獎懲
分軍 」亦即是

於運用監督技術的人。

＝

倒也可藉樓

q－

學者列 出四項種－遵

考核權戚據何產生
7

考按人員應有什麼工作修華？考 括如何經得
起考驗和批評

下道家之學說站出←些答覆

一、要頭路冷靜態度客觀 ，就實際事

壺據支持． ，
四、民主公闊的考核制 度 ，接結任何

的功過優劣，要拿出具體事實以為評 估的資料或

評價，吹毛求証與過分寬大都不惜當﹒‘一一一、員工

宜以為評價，二、抱公平態度以為 公 正的分析與

一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 守的原則

。

事物間之若干闢係’察清楚真相，不可誤怯浮面
表象
上

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

。

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

。

令萬物但存，不以名正之，則觀

可相亂，亦不可相無
，故名以正形

．，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

」

’

言之

後三項

事實與意見，防止費弊，使人心悅誠服 。（二十）

是，已詳第五節，下面「靜因」亦

名稱者，別彼此而憤虛實者也，自

不正也！

政者名，法是也，以名，

為切實、公開二以其形因為之名
。

「執其名

..

管子心術上說

。

一併論述於次

。

一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

為指導方針似涵「公開」

，務其所以成」計對「切實」這一原則，以「道」

」這是指適當分配工

句

前二項為客觀、公正，樓下道家要 心 －uE
靜一即
。

萬物所不能亂

，

得者由名分察

，

法治國

戶口 。白喜

作，並做 良
一 好的考核，一則要賢者在位能者有職
1 mEE

）．，二則做好目標控制、把握數
巾

..

，人員與工作配置貼切（
－mF
佇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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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至令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

......

..

......

..
..

、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膛，，簡物、小大一道

物謂之禱，君臣立于人間之事謂之義，壺降揖謹

訣定名分），「應」指「循名責實」（隨職位賣

「因」指控實定名（按才能選定職位，或接事實

－－－事督乎挂，挂出于權，權出乎道。」 君用斟考棍、控制群臣的術數。誼之韓非的學說

成事權，或隨名分賣求事功表現），這是封建國

Oi

（繁簡、大小的事器都用道東畫一）體懼禁誰謂
之法

，﹒君主「虛靜自待，令名自命也A
，
甘寧自定也。

E

的生活行動，以道為最高的指導。同篇靜因之道

過柚驗，證明所表現和所說而符合 7 ），君乃無

統括禮、義、法、權於矗立下，自調攝千頭萬睹
的形名學說，為「心術」理論在政治上的運用，

事焉。」（韓非于主道）（二一）

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垂同（經

即指君主制御群臣的術數，其中的「靜因之道」

形名譽同用之於言論、承諾，棒 及人格誼信

的制試，應當職位者往往虛誕掙詩， 各家言論流

’簡言之即保持「虛靜」的精神狀態（指「心」

的主體），進行「因應」的認識活動（指反映

萬淫放，均在柚視之列，自皮質樓厚 實。呂民春

「至泊之世，其民不好 空言虛辭，

不好淫學流說，買不肯各反其宜，行 其情，不雕

秋知度篇說

「物」的客體），而與「揖實定名，種名賈寶」
「物固有形，形

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故必知不言立言，無為

其素﹒’輩厚純樓，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抽愚智男

的形名學說結成一體。它強調

之事，畔的後知道之紀。」何謂「無為之事」？篇

。應也者，且其為之者人也。（所謂應，是因為
它的創造者是別的人）執其名，務其所且成（指

何謂「不言之言」？篇中解釋「不言之言，應也

也。斟其形（即實）因為主名，此因之情也。」

頓，無使故障（方悸，相悸逆也）。

實而審其名，且求其情（真實）

此二者審，則無用立言不入於朝矣。

安其職，不聽其議，，無職若責其實，以驗其辭，

......

名不正

聽其言而事其

，．「正名審分，是泊之曹（撞駝立且），故撞其

一審分篇說

寶），此應之道也。」由此事知，靜因之遁的

中解釋

懼可得斟故品官，日由官則各當其任妄。故有職者

..

「無為之事，因也。因也者，無損無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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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者，主（此義邪 1．故至泊之聲，在於正名 0名

名學說要佔一席地，它是領導強化與 授權實踐的

覽審分）都指明「無為」的觀念中靜因之道的形

同，君乃無事」（韓非于主道），「名正，則人
，別人主憂持動苦，而官職個亂悸逆裳。圍之亡
也，名之倡也，自此生長。白之顱盆里爪，求之愈 主不噩揖矣，不憂聲則不傷其耳目之主。」（呂

正則人主不憂持矣。不．量持則不傷其耳目之主

齊都臨溢的種門之下設學 宮，私人著

層次不同，挂者尤為更高依歸。

安全蟬，﹛匕屬行政監督、司法調查的 欖壩，法術
（心、精神也）」（二二）。由語氣之幢急即可
覺察「正名」一誼預期之鉅殼。民國六二年巨星砂 家講革唱以肢事功，道德軍以正名實 返模歸厚，

馬王堆出土之黃帝四經中之輕、法篇專講一形名」

一末一則是說

」

（二一一一）虛言誼語
註

註一

，要語如一連肝、名實之應，盡知情偽而不1
惡
一’， 註解
←「唱名究理立所之一
「酷名立，則黑白之分己’1
，
c

．，「事也有言，言有害，日不信，日不知墨人，
日自誣’日虛夸，且不足為有餘

昔日的害處 一、是說了不算顱，不守信用．，二

o

、是說話騙人，不知道人們是可里的，士一、什麼

是「自誣」呢？「有一言，無一行，謂之誣

o

（十大經〕就是自己吹噓，說了不做．，四、是偉

寺（詩），把不足說成有餘

之普遍融蝕了政治與道悟，它自接近民間的口語
講得很清楚。
君主「名正法備，聖人無事」（管于白心）

述和講學之風首度創興， 東斬、尹文

、華蒙、樟到、田研、接 子、幸真屬

撞車學摳，世時最盛。管 于心情上下

、自心、內業、宙告、摳 －一昌、九守、

下等八篇為道家作品。種 下道家斟闡

華「道、法一融合的黃老 學說為特擻

，學界密集研覽中。

一一主煌，韓非于立體擂，悔改諸前驅及

曲解老子，新亞書陸學術年刊，一七期
，民六四年。

一二楊伯峰，孟于譯註’頁一九六，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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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當謂之聖人」（管于心術上），「形名譽

註

..

「國際中國哲學研討會」’七四年十一月。

場的。

1

可以稱之為氣，

五八 年），行政

依己意改之。

註十八

註十七 主蜀光，前引書，頁一四二 、一四五。

九。

張潤書，前引書，頁六一二、六八、六

’頁八十、八一。

龐樓、公孫龍子研究，木 醬，七一年

陳畏瓏，墨辯研究，頁二三二，學生

印本頁十三，台灣大學哲學系籌辦

石元康，自壺的秩序與無為而治，抽

’六六年。
註十九

.. ..

，七六年，頁四九。

張潤書，行政學，下冊， 華視出版社

王蜀光，前引書，頁十三 、三五．，又

一一一。

究所論文，五七年十二月 ，頁四、十

組織中授權之研究，政大公共行政研

王蜀光（民國三十

五年，頁五六、五七。此 轉引自亡兄

張金鑑教授，行政學研究 ，商轄，五

’頁二六二。

稱之為精，稱之為神。見「
青銅時代」

這道

內業和心術的基調是站在道家之

郭抹若著「宋研尹文遺著考」于文指

註十四

..

出版社。

果做雄，韓非子淺釋，頁→五八，學

..

出

註十五

......

註四

「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

為而累者，人道也。」

馮契，管子和黃老之學，中國哲學十

註十六

......

生，七三年。

註六

向前，頁一四九、一四六。

註七

一輯，頁五。
賽考唐亦男教授，莊于天下篇院釋，

盾功大學學報，八期，三二六﹔一四
六。

侯外膛，中國思想通史一，頁三四五

註十一

同前，頁三五一。

註十二

..

..

呂民春秋聽言篇本作「不於愛」’暫

註十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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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

註八

.. ..
莊子在有

註九

..

註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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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二十
註二十一

張潤書，前引書，頁六九、七十。
胡家聰，管子中道家黃老之作新探

，主審頁二九．，正文譯文藝趙守正，

管子注譯，下冊，七六年，廣西人民
出版社。

陳奇獻﹒臣民春秋集釋，華正，七

四年，頁一零三七。
註二十一二 鍾肇鵬，黃老吊書的哲學思想，文

註二十二

，中國哲學史研究，七六年，第四期

..
物，六七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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