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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古「中和 j 學說的演變
王慶光＊
摘要
宇宙與社會的關係古稱「夫人之際」，自然哲學敬畏氣候多變，找出

陰陽兩氣相反相成。「交通成和」這項生長規律來，人類導引行氣，則體

內陰陽詢和，健康愉快﹔人類舉行「寧風」、「宣氣」之祭把儀式，則宇
宙間風調雨順，物車民豐 o 戰國精氣說更以至大無外、至小無內，莫非精

氣感應所至，出現〈莊子〉、〈管子〉「內聖外王」的君術。社會哲學崇
尚人文化成（人化自然），轉化陰陽調和、養神積精的氣一元論，開創

「盡己之性，然後盡人之性，盡物之︱主」的中和學說，認為以禮樂修身、
治圈，才是對宇宙間人類、萬物的貢獻，〈中膚＞「合外內之道」總結出

以人為主體性的天人合一。
關鍵詢：以合神人、陰陽調和、和平用均、致中和。

sl 言
「中和」是古代音樂教育的境界語，藉以表達人格涵養的極致，「中

和」（或「和」）概念歷經殷周樂宮、戰國諸子，到秦漢黃老三段演進，

從其中又明分為神人和諧、人文化成兩型對峙，神人和諧的中和學說，對
氣十分重視，陰陽、四時、五行構成大氣宇宙，「形體保神（神氣）

J

（莊子天地）構成人類生命。自然界「調和陰陽 J ’人體則「沖氣以為
和」（老子 42 章），氣的功能廣大精微﹔人文化成的中和學說，憑「
誠」心守仁 義、遵禮儀自修人格，移易風俗 ，推動社群倫理，參贊天地的
化育。

＊中興大學 共同學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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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殷周宗教神人和諧學說
自然界氣象的預測，殷商甲骨←辭有豐富記錄，我們發現殷民族相信
氣象是由上帝（或帝）主宰，風、雨、雷均由帝下令始生，對帝的「臣」、

「使 J 一風神、雨神一的祭品巴，以及析求「帝受我祐 J

、「不惟帝豈歲年

（帝不會給年成降下災害？）」。←辭「風」最初借自「鳳」鳥之形，鳳
鳥飛翔，「能生風氣」’故因而稱風神、風神鳥。殷人崇信風神是「帝 J

的屬臣之一，有甲骨文為證，說：「辛未料，帝風不用雨（帝的屬臣風神
不令降雨？）（註一）。又有東、西、南、北四方風神之名，證明觀察風
向頗仔細：←辭當中「寧風」屢見，學者以為以音樂安寧風神，饒富趣
味，丹：以甲骨文三則為證，它說：

甲成←，其寧風，三羊、三犬、三家？
癸茵←，巫，寧風（命巫舉行祭（義）
庚成←，其四（方四方之風）寧，其五犬？（註二）

殷商文化事物專家被周朝眼收，「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大雅文
王）即其例。殷商祭紀儀節也未大變，「肇稱殷禮，咸秩無紊」（尚書洛

諾）即述之。且看氣象、生產、君﹛患有什麼聯繫？土地是生產之母，樂官
聽風向，（并同看天象的太史，聯合決定春耕的準確時日，號文公說：「先
時五日，薔（盲樂師）告有協風至，王即齋三日，裸~（以香酒灌地）．．．
薔帥音官以風土（以音律省察風向土氣），鷹（糧倉）籍（籍田）東南，

鐘而藏之，而時布（分發種子）之於農」（國語周語上）。「音官審風

土」貝IJ 涉及古人與大自然打交道特有的觀念及做法，觀射父論神的精明、
以及若人類紀神虔敬，貝lj 「神降之嘉生，禍災不至，求用不直」（楚語
下），這源於殷商民族的氣象崇拜、認定君主的「貌言視聽思」感應著自

然界的「雨喝煥寒風」’君主思「睿而聖」’則有「時風」﹔君主思「
蒙」（昏暗），則將「值風（風刮個不停）」（商書洪範）（註三）口人
問君主順從 可 通天神的巫閱、祝宗，

「 自公以 下 至於庶人，其 誰 敢不齊肅

恭敬致力於 神」、「神是以能有明德，民是以能有忠信」（楚 語 下）

~

108 ~

中國古代「中和 J 學說的演變 3

面對日趨腐敗的周政權，周景王以（前 5_22

）年，殷商樂師一直宣悅

音樂對君民和諧、神降嘉生的重大作用，音樂的「和平之聲」足令「神是
以寧，民是以聽」’「凡人神以數合之，以聲昭之」’這原始數術信仰有

三項要義，述之如次：
-,f聿呂和諧即天道和諧：「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醫考中聲而量之
以制，廈律均鐘，百官軌儀．．．．．．天之道也。六律：黃鐘、太簇、姑
洗、耗賓、夷則、無射，六呂：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

鐘。律呂不易，無奸物（沒有邪芽、災禍發生）也 D

二、八音呼應八風：「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
聲。金石（鐘碧）以動之，絲（琴瑟）竹（簫）以行之，詩以道之，
歌以詠之，報（笙字）以宣之，瓦（ J賞、各）以贊之，革（鼓）木

（祝）以節之．．．．．．聲應相保日和，細大絲木，越（穿鑿）之砲竹，節
（調節）之鼓而行之，以遂（中目應和）八風（八方之風）。於是乎．．．．
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干lj ......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

三耳納和聲，恩員會、純固：「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
和則聰，聽則言聰（諜言不在~ ），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

於民，民故而德之，則歸心焉．．．．．．夫耳納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
令，而布諸民．．．．．．民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若視聽不
和．．．．．．於是乎有狂悸之言．．．．．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 Ill頁時，民有
離心，何以能樂？」（國語周語下，單穆公伶川鳴諜周景王鑄大鐘）

~;t 述原始數術音樂思想，又有兩點引伸。第一、傳說中有「以鳥名
官」’就在伶川、lh息，單穆公進諦前五年，周景王 18

（前 527 ）年知子訪

魯昭公，說起少自辜氏設置歷官，排定鳳鳥氏為歷正（正，主事者之稱〉
玄鳥氏為司分，伯趙氏為司止，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人們解釋：
「分」是指春分、秋分，「至」指夏至、冬至，「啟」指立春、立夏，

「閉」指立秋、 立冬 。這是指 二 十四氣中，最重要的八個氣（註四），這

與伶州鳩敘 述十二律呂的作用，其中六個明言「宣氣」，有一 致 性，「以
遂八風，於 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厚次，風雨時至，嘉 生 繁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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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蕃殖之財」’樂工掌「律呂 J

，太師掌「！歪令」，雙方合作累積氣象觀

測的知識，建立氣象科學，值得尊敬。第二、音樂是「和平之聲」，要符

合中音、中德、中色﹔伶州鳴說：「古之神醫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夫

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日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夫政象樂，

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
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 ff,;可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

是以聽」（周語下），已為後來道、儒兩派的「中和」學說奠立基礎。

貳、穩逸道士導引行氣的「形神和合」學說
孔子說：「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每中（符合）清，廢中權」（論

語微子八），又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先進），由「仁」源於東
夷習俗觀之，或由殷民六族為魯國被統治者觀之（註五），「野人」被周

禮等級制排除、卻獲孔子肯定，是「文野」二分之變例。周禮從殷禮蛻
變，降為被統治者的殷遺民可能抗拒周禮堅持殷禮，隱逸田園又是宋人的

莊周，豈非素來提倡自然天道、力返「至德之世」？「天之君子，今之小

人」（莊子大宗師）豈非訴說今日宗法道德區分「文野」二分之荒誕？
「時命大乖．．．．．．聖人雖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莊子繕性）又暗藏一
段悲情。以下擇陰陽詢和、形神和合兩端撮述淺識。

一、外在世界的「陰陽調和」學說
陰、楊分為由地面上升、由空中下降的兩股「氣」’「陰陽者，氣之

大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莊子則陽、田子方）。大自然千
變萬化的氣氛，是「陰陽」互滲推移的結果，謂之「陰陽、四時運行，各
得其厚」、「陰陽和靜．．．．．．四時得節」（其日北游、繕性）。鴻蒙、雲將在
樹梢相遇，雲將說：「天氣不和，地氣鬱結，／＼氣不詢，四時不節。今我

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在有）反映隱逸修行書認為四時有序何等重

要。由反面 論述的辭例亦引二節。〈漁父〉篇：「陰陽不和， 寒 暑不時，
以傷照物， 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 窮 置，人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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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筋，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它極誇張地將農林虞牧的產值減
少，戰亂與暴虐對人民形成殘害和社會倫常顛倒，齊計入「陰陽不和」的

眼簿。＜外物＞篇：「陰陽錯行，則天地大駭，於是乎有雷有霆．．．．．．乃焚
火愧。有甚憂兩陷．．．．．．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於是乎有價然而道盡 J

。即

說：若陰陽不調和而「錯行」’雷霆焚愧，心憂若焚，遂使自然與人心均
失其常規了。

音樂乃「和平之聲」，可產生「繁殖之財」（伶州鳩語），〈莊子天
運〉謂之「至樂，調理四時，太平﹝﹞萬物，四時送起，萬物循生．．．．．．一清一
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透過在洞庭湖畔之野地此場名為「咸﹔也」的
奏樂，又謂之「天樂」’是「宣氣」的傑出例證，它分三個階段，第一段
奏「雷霆」之樂。使大地中的「贅蟲始作（活躍起來）」﹔第二段奏「高
明」之樂曲。即「奏之以陰陽之和」’「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

「滿谷滿坑」，「使日月星辰行其紀」﹔第三段奏「自然」之樂曲。使人

物我兩忘的「無殆之聲 J

’描述風逐叢林使之快樂、幽昏微光襄揮布而搖

曳，終於「無言而心悅」。三段樂曲的審美心理則為：「樂也者，始於
懼，次之以怠，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末句
顯示作者已將「陰陽」觀念納入道論及宇宙物質生成論之中，〈呂氏春秋

大樂〉說：「聲出於和。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亦屬道家莊子
陰陽調和說之有力後勁。＜古樂〉一段話亦印證音樂對風向、溫度、濕度

之感應力：「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
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我們認為殷商「寧
風」祭典儀式與〈莊子〉、〈呂氏春秋〉陰陽詢和說，是有內在聯繫的。

〈天運＞篇那段「咸池」演奏實際發生過，並被認為賦予萬物實質生機，

「陰陽謂和」結係道家型「贊天地之化育」。

二、內在世界的「形神和合」學說
「道」 是萬物運演普遍規律，「德」便是萬物（尤其是人 類 ）一己之
運演規律﹔

「道」的功能表現在陰陽調和、化育萬物，「德」 的 功能便是

得到「道」 又呼應「道」’稱為「以天合天」（違生）一以天 德 合天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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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旨意義是與氣功的生命體驗聯結的，醫經說：「上古之人，其知道

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導引行氣術），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

勞（過度勞累和房事），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上古有真人

者，提掌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視聽八達之外．．．． ． ．處
天地之罪日，從八風之理」（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莊子〉

「天和」說近之，〈天道＞：「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與天和者．．．．．．為之
天樂，知天樂者．．．．．．靜而與陰間德，動而與陽同波．．．．．．其鬼不崇，其魂不

疲，一心定而萬物服」，今學者解釋「陰陽 J

’說：「莊子從人體氣功參

驗中，悟出陰陽氣化運動中，陰靜而凝合，陽動而散發，陰的凝合表現為

r 德』’惕的散發表現為 r 波』’這對以後陰陽學說的深化與發展，具有
重要的啟示性意義」（註六）。

〈莊子〉「天和」說與醫經「形與神（具 」 一樣聯繫著「神」與人的交
往，＜知北遊＞：「正汝形，－；＇女視，天和將至：攝汝知， － i女度，神將
來舍。」可見「天和」即「神來舍 J

，唯專 … 尋「道」者可以得到此身心

至高悅樂（「天樂」），但它同時能憑藉感應與萬民心靈溝通， ＜ 天道
＞：「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 天 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

天下也 J 。再者，「畜天下」指「天下足、萬物化、百姓定 J

（天地）

關於此，＜天下＞篇是說：「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
和天下，澤及百姓」。總之，天下之萬物及百姓莫不仰賴「配神明」的君

主，其條件在「形與神俱」、「神將來舍（心）」。「神以精明臨民，神
降之嘉生」（觀射父）的命題於〈莊子〉得到深化，外在環境及活動與內
在心靈，以共具「氣」的綠故，而相互感應和隨時溝通著，故得「道」者

氣「和」：「玄古之君天下，原於德而成於矢，天德而已矣，〔君〕無為
也」’一言以蔽之，君德貴「和」：「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德者，

成和之修也」、「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知與恬交
相贅，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莊子在有、德充符、山
木、繕性）

，「和理」，即〈莊子〉一書中和之道理。

我們有 兩個申論。第一、莊子打通人體內、外的「氣」’ 以 醫學做哲

學之基礎， 以人心變化感應氣候變化論證「得道」者才能「調 理 陰陽，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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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萬物」，有參贊天地化育的功能﹔又以「寒暑不和」解釋生病之故。但

後者已「巧妙地利用了自然現象的陰陽轉換成為一切人等都應遵循的最高
行為準則．．．．．．尤其要求了君主的行為應合於天地的行為，否則必將擾亂大
自然的陰陽，致使國家遭殃」，它的思維方式可以＜在有＞一段話為例做
說明：「人大喜邪？因此（偏）於陽﹔大怒邪？雌於陰。陰陽並因此，四時不

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它未直說大喜大怒足以傷害身心
的平衡，象現代醫家常說的那樣，卻要引申出「陰陽並因此，四時不至，寒

暑之和不成」’所謂環境生態遭到破壞，「像是故意限讀者繞圈子，要先
投射到冥冥之中去，然後再折返回（人世間）來，這種天人感應的色彩，
暴露出道家脫胎於古巫的母斑，儘管它在體系上似乎已經很成熟了」（註

七）。第二、莊子把陰陽作為宇宙本體，其本性和特徵，用一個「和」字
概括，秦醫名字叫「和」’談晉平公病因，說：「天有六氣．．．．．．分為四
時」（左傳昭公元年），與〈莊子在有〉：「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一

致，並將六氣做群生的生存條件。春秋名大夫與史官也用象徵「差異的統
一」的「和 J 評論錯謬的施政作為，警惕君主重視人民意見，鄭國史伯告

訴鄭桓公：「今王棄高明，近頑童，去和而取間也。夫和實生物（和實在
地創生百物），以他平他（以不同的物、事互相配合、克制）謂之和，故

能豐長而物（借目前百姓）歸之．．．．．．聲一無聽，色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
不講（只看物、事，忽略抹煞別個，不能做評價）（註八），王者食兆

民，周自II 而能用之，和之至也！」（國語鄭語）齊景公親護臣，晏嬰嚴正

的評斷，說：「和與同異，和如冀焉．．．．．．宰央和之，濟其不及，以洩其
過。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

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平（ ） 巴），民無爭，心．．．．．．先玉和五
聲，心平，德和，若琴瑟之專壹〈唯有一聲），誰能聽之？同（讀臣的奉

迎）之不可也如是！」（左傳昭公二十年），「和聲」學輾轉的運用，
「陰陽調和」變化為君民調和，是糾君 i監權及聽信護臣、拒絕異議的機智
表現，背後 卻是周宗法貴族遠離了賢臣及廣大民眾的嚴重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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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市民社會的「天時、地利、人和」學說
城市的興起改變周王朝大業，首先是鄭國公布成文法，驚動宗法貴族
（前 536 年），「鄭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膚次 比竊以艾殺此地（新鄭）

斬之蓬萬藝贅，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 J

（左傳昭公十六年）。

齊國乃是另一個範例，且為時更旱，作用尤鉅。姜齊「桓公踐位十九年
（前 667 ），她關市之徵，五十而取一。賦祿以栗，案由而稅」（管子大

匡），又「 ;m 癸乙於周下原，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均調富簣，
「好，心貝lj 萬物可因」論備載〈管子〉專論輕重之術的第一篇論文一＜輕重

甲＞。由氏先掌官府手工業，後穩定物價，

i- 山不如市，弗加於山：魚鹽

蜜蛤，弗加於海」（左傳昭公三年），終於在工商支持下賽取齊政（前

386

）

。 在首府建樓下學宮，講勵知識，修 法 督奸，經貿發達 。

〈管子〉

是稜下學術論文集（註九），集結第一流學術智慧。自櫻下道家提倡無為

君術，托國事於「道法」，再度捶擊積弊良深、等級統治的禮泊。

〈管子〉七十六篇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法及經濟問題，而且有將近二
分之一主要是研究經濟問題的，這在先秦諸子著作中絕無僅有．．．．． ． 它將國
家政治緊緊地與經濟結合在一起﹒．．．．．甚至將許多抽象的倫理概念賦以具體

的物質內容．．．． ．． 在作者看來， 經 濟又是人類生活最大的道德內容，這不蕾

也是對古典道德觀念的最大突破（誼十），〈管子〉稱經濟學為「輕重之
術」’輕重學派對貨幣價格、市場職能、經貿賦稅多有所見，如要政府靈
活調控幣值、穗定穀慣，說：「五穀票者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民
之通施也．．．．．．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準（物價水準）守歲之滿虛

（年成豐欠），乘民之緩急（人民購買力），正其號令而御之以準，故貴
賤可謂而君得其利（增財政收入）」（國蓄），「人君操穀、幣、準衡

（掌握住糧食和貨幣，對市場進行價格調節）（註十一），而天下可定
也」（山至數）。〈管子〉對市場職能，言短而精警動人，「市也者，天
地之財聚， 而萬民之所和而利也」’「無市則民乏矣」（問、 乘 馬），對
升斗小民 極 其關注，透過賦稅等措施「奪富予貧 J

（揍廈）， 透 過供需調

節穩定物 價 ，安「和」樂「干IJ 」就非奢談。孔子「博施濟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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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餘補不足」、墨子「兼愛交利」之均富理想還得靠市場經濟落實！以下

自人和、地利、天時撮述〈管子〉中和學說。

一得人之心而為紀
「幸﹝﹞ J 的對立面是「怨」’〈道德經〉七十九章：「和大怨，必有餘
怨」。〈管子〉非常重視「民怨 J 此問題，由相關辭例可見一斑＜權修＞

說：「賦斂厚，則下怨上」：「地有時，民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
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上好詐謀，臣
下賦歉，使民偷章，則百姓疾怨 J

。凡五言之，密度頗高，其中有四次指

賦斂，一次指下情未達。＜版法解＞說：「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
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

以明君之事眾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

則眾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和」上下之辭例：＜形勢＞：「上下
不和，雖安必危」、「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解＞文說：「君臣親，
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
君主施政必認識「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明君順人心、
安惰性，而發於眾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留），刑設而不用。先王

善與民為一體．．．．．．則民不便為非矣」（君臣下、上），「憲之所及，俗之
所被，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立政），要君上平等對待國民，一
體同仁，國民與君上之溝通像體內槽氣流行不鬱積，與儒學「君民一家」

是接近的比喻。但比儒家更順民意，君主沒有「師」的身分，倒有「僕」

的傾向：「先王畏民... ; ..民重而名遂，民之觀也察矣，〔君〕不可遁逃以
為不善．．．．．．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自」（小稱），市民的議論常為

合理，「雖有聖人之德，復合於南人之言 J

（君臣上）。國民好利乃天

性，只宣順眾而行：「凡眾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

之，徒愛而不利，則眾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悅君臣、悅朋友、悅兄

弟、悅父子 」（版法辭））「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 善 〔為君〕
者執利之在 ，而民自美安」（禁藏）。如此看重「民手IJ
「足其所欲 ，瞻其所願」（揍度）的徹底自由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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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修德則寡欲養生：「明主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

樂也．．．．．．意定而不營氣情（「禁止聲色之淫」’戒篇），氣情不營則耳目
穀（耳目聰明）、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怨無有，上

下相親，兵刃不用矣」（禁藏），此於＜內業＞可得詮釋，君主向內煉養

則生命力充沛，則改變待人態度，是身心兼修之術，就「心」來說：「凡
心之形，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勿煩勿亂，和乃自成」、「凡人之生
也…．．．和乃生（藏精於氣淵，其氣「浩然和平」，不和不生﹔察和之道，
平正擅胸，淪治在心，此以長壽（註十二）」。就「身」來說：「凡食之
道．．．．．．充攝（飽飢）之間，此謂和技﹔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態度方

面：「全心在中，不可蔽匿，知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兄
弟﹔惡氣迎人，害於我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意念散播極速）．．．．．．氣

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君主修心可和諧族群免除兵刃，正是
精氣感通而致。

三得天之時而為經
（→天時與實業發展

天地之財即萬民之利，認識天時變易之節律才可能開發天然資源以養
民，「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四時），「知時」才能
盡人力，「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

今日不為，明日無？

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乘馬）。就農村經濟的

四季活動，〈管子〉規午三農民勞動重點：「春，治堤防，耕耘樹藝，正津

梁，修溝潰。夏，時雨乃峰，五穀百果乃發。秋，萬物乃收，使民毋殆。
冬，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時）。國家要做農民貸款等工作，（采租
械器，種積糧食，畢取購於君．．．．．．春賦以斂繪鼎，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
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國菩）

天時與工程的關係：「春，干lj 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堤

大水之旁， 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水庫），為之堤防，樹以 荊棘，以
圓其地。 常 乏水官之吏，冬時佇堤防．．．．．．歲高其堤，所以不沒 也 ，春冬取
土於中（ 堤 內土），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度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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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時與賦稅的關係：「其在途者，籍之於衛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
（穀，麥始種）﹔其在萬物者，立貨（訂立價格合同）而行。故物動則應
之，人君操始（掌握在開始之時機）．．．．．．則利歸於君（充實國家財源）」

（揍度）

口五行系統的中和學說
天時圍以客觀規律為內容，亦涵星占意涵，不脫前兆迷信﹔陰陽、四

時不能安人，又配以「五行」此一強大意義網絡。「行」’活動、運行

（音 hsiung ）、行（音 hang- ）葉之複羲字、＜五行〉篇將七十二日做一

季，木火土金水依序當令，「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聾，以正五鐘．．．．．．五聲
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與伶川︱鳴「五聲昭德」（國語周語）

一脈相繫。各季均預示美景，如「土行御．．．．．．草木養長，五穀蓄實秀大，

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四時）對「土德」作

用如此描述：「中央日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士益力。士生
皮肌膚。其德和平用均，中正無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
收，冬閉藏。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謂歲德。歲掌和’和為
雨」’相對其他各季之具體「五政」，中央一「政」也無﹔相對各季各配

四時，中央是虛設。但中央之德「和平用均，中正無私」，最具博大寬弘

格局。各季「德」之名為星、日、辰、月，中央為「歲」’「歲掌和’和
為雨」，亦即預祝全年（歲）陰陽調和、風雨時至。此篇實為〈管子〉全

書談到天人精氣感應最具代表性的辭例，乃五行系統之中和學說，試由本
書做證：

1. 「中正無社」指君之存心，「和平」、「和為雨」指天之心，君心、
天心呼應感通。＜版法解＞說：「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
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欺）疏遠，則無隱利，無隱治（無

隱藏怨情），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財物不被棄置），欲見天，心，
明以風雨。

2. 「其德 和平用均，中正無私」，唯從槽氣之日日積存始克 有 成。＜內
業＞：

「精，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此氣．．．．．．敬守勿 失 ，是謂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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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彼心之情．．．．．．勿煩勿亂，和乃自成 J

。心即為「精舍」

「治心在於中」、「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心全於

中，形全於外」等辭例亦說明「中正」由治心而生。

3. 君主心靈修養能產生德行、智慧，精氣（又名靈氣，「靈氣在心，一
來一逝，其細無肉，其大無外」）帶著天地宇宙的各種訊息（註十
三），君主「導氣令和，引體令柔」（呂氏春秋古樂），即發動了體

內的「氣淵」’「淵之不徊，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遇。乃能

窮天地，被四海」、「遍知天下，窮於四極 J ，其效應之一：「氣意
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皆內業篇）。其效應之二：「天地
之精氣有五（指氣化的五行）．．．．．．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潛修其相勝
之德以相對待）（註十四），故有滿虛哀樂之氣，奪餘 j繭，補不足，
以通政事，以購民常。」（侈靡）亦即以道（精氣）修身，精誠感

人、動天’百姓安定，風雨和節，物產豐足，國家乃昌，四方乃服。

〈五行＞「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正五鐘．．．．．．人與天調，然後天
地之美生」訴說音樂帶來物物豐殖，與伶州鳩「夫有和平之聲，則有
蕃殖之財」當是一脈相承的。

肆、鄉大夫禮樂的中和學說
一孔、孟、茍 p：’和學說
墨子習稱「王公其人」、老子筆下「侯王」乃周文王以降世襲貴族之
稱，春秋晚期諸侯權力 γ 磅，貴族禮儀愈壞，孔子以「仁」為真性情重建

之，理想於「一日克己復禮，天 J 歸仁焉」（論語里仁））禮樂是「成

人」的標誌，「若藏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
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 12 ）。「禮之用，和為貴（學

而 12 ），為第一次出現的人際和諧頌辭，貴賤、長幼、親疏之間的和
諧，取代神 人和諧此一焦點關懷（「德音不衍以合神人」，國 語 周語下）

自然界化育 萬物的「風 J 也首度轉型為人文化成的「風」’孔 子 說：「君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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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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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懼」（論語顏淵）。孔子將史

伯、晏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內化為一個人的品格修養：「君子和
而不同」（子路 23 ），俗云﹔「不敢苟同」即龔之。孔子之後，惜遵周

王禮樂制度，比較重要而明顯酌後權者，是苟子。苟子，時人稱「孫卿」’
苟、孫為疊詢假借，「﹔苟卿」一名更適切。「：苟」為晉公旗，普文公作三

軍，中軍之將即晉國「正卿」’掌理國政，苟林父於文公三（前 631

)

年、靈公七（前 614 ）年、景公三（前 597 ）年擔任此職，苟首、苟庚、

苟（匿亦會出任此職。晉哀公四（前 452 ）年知伯瑤死，苟民滅，地被三分
（註十五）。到齊國櫻下講學，曾「三為祭酒，最為老師」的苟卿，是己
沒落的舊趙國公卿，此一身分之揭示有助於其思想系統顯題化，如＜禮論

＞三年之喪是周之子、諸侯之喪禮，如＜樂論＞「執其平戚．．．．．．行列得

正，進退得齊」乃「征誅」之武樂，均 1函學術訊息、：不可一日無君。
苟子全力整合仁義、禮樂內在的裂隙，他既批評孟子「不知隆禮義而
殺詩書」、「言性善則廢聖王、息、禮義矣」（苟子儒效、性惡），真實問

題發生於平民反對禮樂、漠視教化，竟然得大儒孟子之「善」褒。苟子創
出「中和」觀念克服貴族、平民對峙（註十六）、感性、理性反向的矛

盾，「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窮本極
變﹔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著誠去偽。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
（辨證統一），管（通）乎人，心矣！」（勸學、樂論）他又說明周文王開

始的人文化成理念是仁義、禮樂的中道，「先王之道，仁之陸也，比中而

行之，何謂中？臼禮義是也」、「禮義者，泊之始也，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始則格，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十莊于「環中」）．．．．．．人何以

能群？日分，分何以能行？臼義，故義以分則和（用禮義區分等級、親
疏，人們的關係就能協調起來）（儒效、王制）。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首度顛倒政、教的位！芋，「善政者如善教之得人

心也，善政，人畏之，善教，人親之」，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樂也，
而王天下 不 與焉」，「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 士 ，雖無文
王猶興」（ 孟子盡心 14 、 20 、 10 ）。孟子其實困而知之，自 言 ：「天之

將降大任 於 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 乏其身，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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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晶l 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12 ）。孟子對
楊、墨兩位思想家分別邁向「為我」、「為天下」有所評論，接著對子莫

（魯圍棋孫子莫，見說苑修文篇）評斷，說：「子莫執中（主張中道）
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靈活，︱生），猶執一（執著一點）也，所蔥、執一

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盡心上 26 ）。涵意是致力群體和諧
固然接近「中道 J

’時空狀況準確拿捏的智慧亦具關鍵。群體和諧乃最高

價值，攸關人類共生存共發展，「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孫
丑下 1 ），「人人親其親、長其晨，則天下平 J

（離實上 11 ），故孟子

的中和學說源自道德情感，「誡」的修養是夫人一貫之道理，「悅親有
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持有道，不明乎善（人性本善），不誠其

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末之有
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離賽上﹞ 1 ）。

三〈中庸〉的中和學說
櫻下道家講求向「心」內精氣凝聚，「意氣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
下聽」（管子內業）又論「君（心） {1fLf 者，無為而制臣（竅）」，因君主
虛靜去欲，則「神入舍．．．．．．神者至貴也」（心術上），此誇述精氣的感應
力量可以下傳臣、民，上達天神，亦可以遙感遙測境內重大隱藏事件。信
者言之鑿鑿，將傳說宗法禮樂修身正國學說視為其次，更提出「黃帝 J 此

民間傳聞之古神仙為典範（案莊子大宗師：「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禮下道家之論點多方面與五行系統互相滲透，鼓勵開發水利農耕、市場經

濟，本來此均符合「因臣之所利而利之 J

（論說堯日），但正如〈大學〉

指陳出來的：「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彼為善之（善於輕重之

術），小人之便為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指善於經濟管理），亦無
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註十六）。

理下道家是近年始為學術界集中研究，算彌補前賢忽略之失了（註十
七），此處 提對照之，以詮釋曾相與辯證的〈中膚〉兩則與中 和 學說相關
命題：

一、「合外 內之道」：稜下道家以「心」為精氣館舍，將「治 心 安心」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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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安國 J 之前提。相對於心，精氣為「內 J
部的精氣），是謂內德 J

，「敬發其充（充實在內

’「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

（內業、心術下），否定感官經驗的必須，本質與〈莊子人問世〉：「外
於心知，循自目而內遇，鬼神來舍，而況人乎」，沒有兩樣。〈中膚〉

說：「內省不疚，無惡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其
效應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掌握人際問誠意交流於無形，與前述孟

子「至誠而不動者，末之有也」文字敘述相同。儒者「修己以安百姓」
（論語憲問 42

），以六禮（冠昏喪祭卿相見）七教（見禮記主制）建立

人文世﹒界，〈中膚〉即由君子此番志業做為天地給他的使命，他的教化工

作是天地化育的一部分，自窮盡君子本世之善來說叫「盡其性」、叫「成

己」﹔就用智慧教化百姓來說，叫「盡人之愷」’就開發自然萬物使之服
務人類、供養人類來說，叫「盡物之性」’後兩者合稱「成物」，必須高
虔智慧才能有進境，總括來說，是：「日佐夫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盡人之

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誠者，非自成己而己也：所

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仁與其日皆自覺本心所
有），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三「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齊國覆下道家主張法泊，「事督乎

權，權出乎法，法出乎道」（ ｛.、術上），君主首德為公正無私，無個人好
惡，「君子不忱（亨︱誘）乎好，不迫（脅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

過其情」（心術上），對公務十分敬慎，戒除私欲慘入，但養生長壽話題

一直圍繞伴隨，譬如說：「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

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內業），又有一段說：「和以返中，形情
（精氣）相碟，一以無貳’是以知道」（白，心），「道」皆為養生之道，
我們的推測在殷商時期，長壽可能為吉祥徵兆，有悠久信仰，故說：「君

壽以致年（了士涵改「政」為「致」，據之），百姓不夭寓，六畜庶育、
五穀庶熟」、「以時事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

疫」（侈靡 ）。（五行）篇說﹔「鬼神享其氣．．．．．．五穀鄰熟， 草 木茂實，
歲農豐年大 茂。」「（從遇到甲子主日開始，須按照木的德行應 時 治事，）

天子不賦、 不賞賜，而大斬伐傷，君危，不然太子危，家人夫 人 死，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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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子死」。天神司君命，君命繫民命，君主「其德和平用均，中正無私，

實輔四時 J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心），天植正．．．．．．明以風雨（以風

調雨順顯明天助）」（四時、版法解）。

學者以〈中膚〉多言鬼神病之，這是精氣論流行之緣故，「合外內之
道」是道家（含陰陽調和論）「內聖外王」說引生，〈中膚〉固有所回

應，人秉精氣以生，人天藉精氣溝通（准南子本經割︱：「人生之精通於
天J

），同類相應向氣相求．．．．．．等觀點，戰國及秦漢之際子書習見，此時

必有儒書予心理論回應，〈中膚〉：「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至誠
之道，可以前知」等可作如是解。關鍵在牢牢盯住周文王及其文教價值理

念，此一價值理念產生氣象磅磚精微弘通的「中和」學說。本旬乃儒學

「內聖外王」之說辭，教化既然是天地予儒者的使命，若孔夫子一虔遭呃

而嘆：「天生德於予，桓艦其如予何」（論語述而 23 ），儒學修養高的
聖人，「德配天地」，豈非「天地得其位」，萬民承教，乃「盡人之性」
人類和諧友愛之心延及禽獸草木‘這是「盡物之性」，也是「萬物育」

〈中膚） ~ l 「薦飛庚天，魚躍於淵」（大雅旱麓）說明「君子之道，可以
被任何尋常男女懂得，一點不深，不過君子之道博大精微處，上達于天
（如鷺飛庚天）下貫於地（如魚躍於淵），詩人哲人賞愛薦、魚生動活
潑，即是一個近例。（註十八）

伍、《海南子》的中和學說
西漢初 j佐南王劉安的賓客寫〈准南子〉一書，延續山林隱逸修道士的

學說，茲扣緊「中和」做一掃描。養生學及陰陽調和在准南子：
「被衣曰：若正女形，一女視，天和將豆。攝女知，正女度，神將
來舍，德將為女美，道將為女居，蠢如耕生之績而無求其故。」

（道應當，，，案襲莊于知北遊）

「 天 地之氣，莫夫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 物 ，春分而
生， 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陰陽相接，乃 能 成和。」
（ 氾論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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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精」’精氣之和也，「精氣藏於胸中，謂之聖人」（管子內業）
積存愈多精氣，生命力與智慧就愈旺盛，愈睿智，人世間精氣又與天地間

精氣發生感應作用，因為天地問精氣「灑乎天下滿，不見其塞」（管子自
心），聖人心中精氣及其向臣、民的感化溝通是使「天，心」滿意、化育群

生的關鍵因素。〈准南子﹒泰族訓〉說：
陰陽四時，非主萬物也，兩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天人精

氣接觸），陰陽和而萬物生。

天地回峙，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
這是略別於〈莊子繕性〉：「陰陽和靜，四時和節，萬物不傷」的，其中

加上聖人修養是否上應「天心」的問題，〈泰族訓＞說「立明堂之朝，行
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 i

’以及「心者身之本，身者國

之本．．．．．．今自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奈
夫下何？」均說明在制度、贅，︱全方面必付出的修行工夫。代表〈准南子〉
作者群「中和」學說的一段語出自〈准南子〉的序文一＜要略訓＞對＜泰
族訓＞主旨的這段隱恬：

泰棋者．．．．．．上明三光（日月星），下和水土．．．．．．乃原心街，理性

情，以館清平之靈，澄微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擁抱貼

近），所以覽五帝三玉，懷天氣，抱天心，執中舍和，德、形於內，
以若凝（凝結）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以陶治萬物，游化群

生」
它描述得道（得精氣）的聖人神清意平，貼近天和、懷抱天，心，他內心
「中和」才可發起陰陽，化育群生，這兼指自然界物產豐足，人類社會心
理安定，道家此一自然氣論「中和」學說之偉大感應效果令人印象深刻。

陸、《春秋繁露》的中和學說
西漢武 帝聽董仲舒天人三策而獨尊儒術，乃中國文化史大 事 ，〈春秋

繁露〉即董 仲舒撰寫，此著作融貫儒學、道、陰陽、五行、名 、法、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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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仍以中和學說做考察焦點。此書八十二篇中的第七十七篇一＜循天之道
＞一會將養生學、陰陽調和、情緒心理三方面的問題反覆陳說，並以「中
和」概括之，乃集成之作。茲分二項介紹。

一、以養生結結陰陽調和、兩性關係
作者引古之道士「形神和合」的導引行氣術，一再提示「精氣」之可
貴，「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促神而成，神促意而出．．．．．．君子閑欲止

惡以平意、靜神．．．．．．精神者，生之內充也 J

’與〈管子內業〉、〈准南子

泰旗自ii ）屬同一內修的思維方式。犬自然氣溫、濕度隨季節作規律性變
化，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自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一歲四起

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為，而必就於和．．，．．．和者，天之正也，其氣最良、

物之所生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莫〕美
於幸日，是故物生」’這與伶川鳴、莊子、管子「陰陽調和」說並無不同。

〈准南子〉執中舍和說做了演繹發展。譬如「天氣先盛壯而後施槽，故其

精固﹔地氣盛壯而後化，故其化良」’顯然意在詮說「生之於成，必得和
之精」（准南子氾論剖︱），對精氣的生命化生作用做出論述。有趣的是，

作者將夫婦兩性關係的適度謂節做為術生題材，「天地之氣，不致盛滿，

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精氣）而游於房，以體天也．．．．．．恣其欲而不
顧天數，謂之天并。君子治訝，不敢違天」’新婚十日、中年二十日、初

老四十日、中老八十日，衰老十月，是夫婦性生活最佳節律，「上與天地
同節」。

二、心理情緒的中和修養學說
＜循天之道＞重視君主個人心理情緒的修養，喜怒憂懼直接波及施政

賞罰，亦起無形的社會心理擴散作用，儒學的成分在此特別濃鬱而突現，
作者引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加上注腳說：「謂行必終禮，而
心自喜， 常 以陽得生其意也」’「心」的意識活動、情緒變化 ，則引〈公

孫尼子〉 俠 文論述，它列出寶、虛、熱、塞、勞、﹛失六種跟身 體 健康有闊

的「氣」

，又列出怒、喜、憂、懼四種跟心理情緒有關的「氣 」’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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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不和，故君子不可不返中和，

怒則返中而自說以和，喜則返中而收之以正，憂則返中而舒之以意，懼則
還中而實之以糟」，它與〈禮記中膚〉「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可以互相訓解。比＜中膚＞更多的新意，則在於＜循天之道

＞對身心互動的觀點，它說：「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
勞供居其中，寒暖無失適，饑飽無過平，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喜怒止於

中，憂懼返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其壽引而長。」
〈循天之道＞總的概括「中和」，而曰：「中者，天地之所終始也，

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者，天地之美達
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

r 不剛不柔，布政（憂﹛憂』’此非中和之謂

賦？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心中和養其身者，具壽極命」。
它顯然有助吾人理解＜中膚＞：「合外內之道（案養身為「內」’治天下

為「外」）」、「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蓋儒學受用宋漢初黃老道
家精氣論內聖外王的刺激與挑戰，以「中和」學說內聖外王做為回應，篩

去「精氣感應」的玄思，凸顯「至誠」可以上感動天、下化育民的參贊化
育論吧！

結論
「中和」學說的歷史發展：初期是殷商巫親以樂「寧風」’祈求
風調雨順的祭把活動，殷商巫史被整編後，祭儀及神明信仰其實實穿整個
問朝，周景玉鑄大鐘，樂官伶州鳩及大臣單穆公課止之，伶州鳩主張「道

之以中德，詠之心中音，德音不衍，以合神人，神是以寧（風神安寧）

民是以聽」’乃外在世界的「中和」﹔單穆公主張「耳目，心之樞機也．．．．．．
耳納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民從之不倦」’是君主修養情志的

「中和」

二、〈莊于〉重視「陰陽調和 」

，甚而藉「咸池 」 樂「調理陰陽，太

和萬物」（ 天運），可說是「八音和八風」（伶州鳩語）的字 宙論化，
「陰陽交通 以成和，而物生焉」（由子方），則為其萬物生成 論 ，「敬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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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辜，侮之而不怒者，唯問乎天和者為然」（庚桑楚）以及「德者，成
和之修也」（德克符）為情緒安寧恬靜之人格寫照。

三、〈管子〉將道與陰陽，甚至也與五行搭配構建宇宙自然及政經活

動之原理，其「中和」學說之內涵是：期勉君主「其德和平用均，中正無
私，實輔四時」（四時）的論述，是天（神）人精氣感應的較真代表性表

述，「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正五鐘．．．．．．五聲既調，然後天地之美生 J

、

「天時、地宜、人和，故風雨時，五穀賞，草木美多」（五行、禁藏）
表現出讓音樂帶來民豐物葷的強烈意願。

四、孔孟苟是文玉、周公文化理想的服膺者、推動者，將天（神）人

之際向人人之際轉換，孔子，「中！膏，其至德乎，民鮮久矣」、「和為
貴」的論述開創社會族群共生存共發展的人文理念。苟子「樂之中和也」

「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樂行而志清，．．．．．血氣和平，移風
易俗，天下皆寧」暢述禮樂喚起，凝聚並化育集體社會，已有集體潛意識
盡在禮樂的使命感。孟子對中道、人和的價值論證是與其性善學說一齊成
長的。（中膚）首虔將中和學說與萬物化育之關聯作出哲學說明，「合外

內之道」述儒家聖人內心之「誠 J 同時即是天地生物之客觀規律說：「誠

者非自成而己也，所以成物也」。與黃老道家之，極高明而非「中膚」
形成對照格局。（註十九）

五、 i莫初〈准南子〉延續〈莊〉、〈管〉、〈呂〉道家中和學說，其

宏大思想視域實穿天文、地理、人事，描述君主「懷天氣，抱天心，執中
舍和﹔以陶冶萬物，游化群生」（泰族首ii ），氣勢極磅禱。董仲舒〈春秋

繁露，循天之道〉有兩個要項，第一、以養生外調陰陽、四時，內調精氣

房中術﹔第二、怒喜憂懼皆「氣之害」’君子不可不「返中和」。可見董
仲舒才是對道家「養生、治國一理之術」（呂氏春秋審分覽、為欲、古
樂）及儒家「盡己之惶然後盡人、盡物之愷」’（中庸）兩條路線的兼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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