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法」之間的慎到

張玲芳

〔提要〕

由於受到〈莊子﹒天下〉和〈漢書﹒藝丈志〉、《苟子﹒非十二子〉等的影

響，歷來學者對慎到到底該歸屬於道家呢？還是歸入法家？議論紛耘。但此論題

發展到近代，大致已有初步的結果，就是多數學者對於慎到的歸囑，已不再孤注

一擲，而漸漸地發展出一個共識一一亦即把慎到定位為「由道入法」的過渡性人

物。慎到既然被公認為是過渡性人物，則其道法思想，與老莊道家及韓非法家自

然有著密切的關係’亦即須是「脫胎於老莊道家又為韓非法家催生」。因此，本

文分兩個部分，嘗試分析慎到的思想，一為慎到的道家思想，二為慎到的法家思

想，並從中探討慎到「由道入法J 的內j函所在。

〔關健詞〕：樓到、道家、法家、由道入法

46 



前言

↑真到，東周趙人，曾為齊之樓下先生，其學本於黃老道德之街，因學有所

得而著十二論，發明序其指窟。

慎到曾出仕於齊，齊宣王時賜為上大夫2，至滑王才離齊他去3 ，椎一生之中，

大部分的時光都是在齊樓下渡過4 ，因此深受到稜下的思想影響，更產生了「道

家思想」與「法家思想J 相互滲透與融合的現象。也因此而造成了歷代學者對於

慎到的學派歸屬問題，產生兩種分歧的看法一一或歸為道家，或歸為法家。如﹛漢

書﹒藝丈志〉即將慎到列於法家，但〈苟子﹒非十二子〉卻批評慎到「尚法而無

法」﹔而〈史記﹒孟苟列傳〉則說其學本於黃老道德之術’儼然又像是一個道家

人物。但是這一切疑難，已隨著近代學者將慎到定位為由道入法的過渡性人仰，

終於迎刃而解了。

慎到之書今已亡候大半6 ，而有關慎到的思想資料，僅能從現存的〈莊子﹒天

下〉及〈慎子〉中探討。近代學者一般認為〈莊子－天下〉保留了慎到的道家思

想，而《慎子〉則是其法家思想的著作，但是若仔細加以比較，即可發現〈莊子﹒

天下〉及〈慎子〉文中所謂慎到的「道家」和「法家」思想，是與原始的道家7一一

老莊’和集大成的法家一一韓非有所不同，他是「脫胎於老莊道家叉為韓非法家

催生」的，此正是道法融合的過渡性表現。本文即依據〈莊子﹒天下〉及〈慎子﹜

〈史記﹒孟子茍卿J!Jv專﹜： f 自擒衍與齊之樓下先生．．．．．．慎到，趙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

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三論，．，．．．．皆命日列大夫。」劃起等注譯〈全注全譯史記〉（下）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第一版），直 2250-2251 ° 

2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慎到、環淵之徒七十d六人，皆搗列第，

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 J （全注全譯史記〉（下），頁 1766 。

3 ﹝西漢﹞桓寬〈鹽鐵論〉（論儒〉第十一：「及福王奮二世之餘烈．．．．．．慎到、撞子亡去。 J （北

京：中華書局， 1991 ，第一版），頁的。

4 胡家聰（種下學宮史鉤沉）：「宣玉、滑王時期：公元前 319 ← 284 年。」（〈文史哲） ' 1981 ' 

第四期）那麼從慎到於宣王初年蜴為上大夫至潛王末年離去算起的話，約有三十五年的時間﹔

又攘王曉渡〈先秦法家思想史諭〉：「慎到到種下，當是成年以後的事。 J （台北：聯總出版

社， 1991 ），頁 237 。故可得慎到一生的黃金時期幾乎是在種下渡過的。

5 侯外盧〈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慎于是由道到法的過渡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 
第一版），頁的1 。陳啟天﹛中國法家概諭〉說：「他的思想就兼有道家和法家兩部分。』（台

北：中華書局， 的船，第三版），頁 6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緝﹜第二冊 ：「是道家思想

向法家轉化的一個例讚」（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第二版），頁 186 。

6 徐漢昌﹛↑真子校注及其學說研究〉﹔「慎子之有著作，始見於史記孟苟列傅： r慎到著十二論。』

漢書藝丈志有↑真子四十二篇．．．晴志及兩唐書均著錄有？真子十卷．．．至南宋時， 己只餘五篇矣。」

（台北：嘉新水泥丈化基金會， 1976 ），頁 3恥35 。

7 本文所謂 r原始的道家」是指老莊而言，其年代約與孔孟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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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論證慎到確實是「介於道法之問」的過渡性人物。本文首論↑真到的道家

思想，次論？真到的法家思想。

一、慎到的道家思想要酒

慎到之書，今已亡候大半，僅存七篇及逸文若干而已8，如以此推求其旨意，

白不能得其全貌，況且〈慎子〉思想，後人多以法家視之。惟〈莊子﹒天下〉於

批評慎到之文，卻與道家者流並提，故下文便以〈天下〉為探討對象，期能以他

山之石，而對慎到的道家思想、有所了解。

（一）〈天下〉篇中的慎到思想

1齊萬物以為首：

（天下〉曰：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輩革於知，

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衡有在於是者。彭蒙田耕慎到聞其風而說之，

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

能包之而不能辯之，如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遺則不緒，教則不

至，道則無遺者矣。』 J 9 

萬物之不齊，乃是自然界必然的現象。因此，慎到等主張用「大道」的觀

點以觀萬物，就沒有是非得失可言，因為「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蹲之」。叉「萬物

皆有所可，有所不可」’ 若對事物加以區別而有所選擇取捨的話，必顧此失彼，

得一端而遺全體，亦即所謂「選則不績，教則不至」。因此，慎到主張打破人為

主觀對於客觀事物相對差別的界限一一「齊，萬物以為首」，如此，才能視萬物為

平等齊一而廣包無遺。誠如〈呂氏春秋﹒不二〉說：「陳騏貴齊」’此正與（天

下〉評慎到與彭蒙、回耕的「齊萬物」思想不謀而合。

萬縷徐漢昌〈慎子校注及其學說研究﹜認為消錢熙昨氏守山閣本有集前人大成及較為通行之價

點，故本篇引丈皆採錢氏校本 。

9 本文〈莊子﹒天下〉篇探用黃錦懿註譯〈新譯莊子讀本〉（台北：三民書局， 1996 年 2 月，

第十三版），頁 3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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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棄知去己

（天下〉曰：

「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推而後行，曳而後

往，若諷風之遷，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隨，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

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

以終身無譽。」 lO

慎到認為人的知識會對事物做區別，唯有「棄知」才能對事物不起分別之

心，也才能「於物無擇J ﹔沒有個人的意見，人就能跟外物一樣，「推而後行」’

「曳而後往」’動靜全憑自然，如此一來，就不會有過失產生，終身也就不會有

毀譽了。

3.無用聖賢，塊不失逍

〈天下〉曰：

「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復鄰傷之者也，吉美蘇克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

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說斷，與物宛轉，會是與非，苟可以兔，不師知

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聖賢，

夫塊不失道。」 II

世俗以為人的知識愈大，其為聖賢的地位也愈高，但聖賢自己尚有不能知其

所不知者，何況，聖賢之知亦不足以恃’唯有徹底的「棄知去己」才能完完全全

地「捨是與非」、「與物俱往」而「終身無譽」。故慎到非議聖賢的主要目的，

就是為了要棄知去己，以達到「無知之物」的境界。因此，主張當人無知無識到

像土塊一樣，毫無主見時，就可與道相合了，此即其所謂的「無用聖賢，夫塊不

失道」的意涵。

（二）慎到與老莊道家思想相近之處

JO 同註9 ，頁 372 ~ 

II 同註9 ，頁 3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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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真到會？遊樓下「學黃老道德之術」，因此〈莊子﹒天下〉所記載的慎到

思想內容，與老莊思想、相近的部分不少，例如：

慎到的「齊物」思想，與莊子（逍遙遊〉之「將旁磚萬物以為一J 12 、〈齊

物論〉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 13相似﹔領到的「棄知J 思想，與老

子「常使民無知無欲J 14 、「絕聖棄智 J 15和莊子（養生主〉之「吾生也有涯，而

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己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16 、（德充符〉之「故

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聖人不諜，惡用知？」 17 、〈大宗師〉之「點聰明，離

形去知」 l＆等相似，都是以主張辦棄人為的心智為重心﹔慎到的「去己J 思想，

與老子所謂的「貴大唐、若身」 19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泊，和莊子〈逍

遙遊〉之「至人無己J 21 、〈齊物論〉之「今者吾喪我J n相似﹔慎到的「笑天下

之尚賢」、「非天下之大聖J ’與老子「不尚賢，使民不爭」鈞相似，兩者均站

在否定聖賢的立場上﹔慎到的「願自然之理」’與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 24和莊子（養生主〉之「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諮相似。

從以上數例來看，足證慎到的思想的確有不少地方與老莊的義理相近，因此

我們可以說，在慎到的主張中確實是有道家思想的影子存在。

（三）慎到與老莊道家思想相異之處

從（天下〉篇譏笑慎到「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其所謂道非道」、

12 同註 9 ，頁 53 。

”同註 9 ，頁ω 。

14 余培林註譯〈新譯老子讀本〉第三章（台北：三民書局， 1990 年 11 月，第九版），頁訕。

”同註 14 ，第十九章，頁 44 。

16 問註 9 ，頁 77 。

17 同註 9 ，頁 99 。

”同註 9 ，頁 111 • 

”同註 14 ，第十三章 ， 頁 34 。

”同註 14 ，第七章，頁 27 。

:ZI 同註 9 ，頁 52 。

n 同註9 ，頁ω 。

”同註 14 ，第三章，頁 21 • 

”同註 14 ，第二十五章，頁 51 • 

”同註 9 ，頁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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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泊之言，叉可看出慎到之道與老莊之道是有所不同的。

首先，我們從慎到所說的「塊不失道」可以證明他所追求的齊物，不是從

自己的精神對不齊的萬物作平等的觀照，以承認萬物的價值平等，而是一味地「去

己」，把自己的精神往下壓，落到跟「無知之物」的土塊一樣，而成為一種「沒

有個性的形式上的均齊」九然而人不是土塊，人有自覺心，所以慎到這種忽視

人向上修養的精神與老莊著重人格的自由伸展不同28 。王邦雄教授說：「慎到不

知老子虛靜玄同與專氣致柔的真用心，卒取消了人的精神自我，而轉成塊然一物

了。事實上老子所謂之自然，乃超麓的自然而非物理之勢的自然，是價值的自然，

而非生理之氣的自然。慎子但見老子的處下不爭，而不知其守柔常和，可以長久

而成其大之義，故天F篇謂其道非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 29徐復觀

先生也說：「慎到的 r去己』’乃是把自己的精神向下壓，壓到成為原始生物性

質的存在。」到

其次，↑真到「齊萬物以為首」的主張，（天下〉篇敘述其「舍是與非，茍

可以免」’可見慎到的本意是要「舍去J 種種是非辨別，認為如果沒有了是非的

歧見之後，那麼世間事物就根本沒有什麼叫做對和不對，高和低了，當然一切差

別也就從此不齊而齊了。這樣的講法，跟莊子所謂的「齊物」明顯地存在著根本

性的區別。徐復觀先生說：「在莊子說，乃是無意於齊物﹔但在其精神境界中，

物自然而齊﹔齊物乃 r喪我』後的自然結果。這只能說以『喪我』為首，而不能

說 r以齊物為首』」 31叉說：「表面上，他們（慎到）以道齊萬物﹔而實際上則

是以法以勢齊萬物﹔這是強制性的，沒個性的齊物﹔與莊子的齊物，有本質上的

分別泣。」

從以上所言 ，可知慎到的思想，和老莊的思路並不完全相同。因為慎到和

法家一樣相信人性是趨利不可信賴的，既然人為不可靠，那麼一定要去除人為而

像自然之物一樣﹔人為的制度不可信，所以要去遵從自然的物理，因為它是不受

喜怒主觀所左右的，最為客觀，此所以由老莊生命的「道」一轉為「物化的道」

26 同註 9 ，頁 373 ° 

27 徐復觀〈中圈人性論史〉先秦篇（台中：中央書昂， 1977 ），頁 433 。

”天下篇評老子曰：「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人皆取實，己獨取虛﹔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是
有「己J 而有所擇取。至於莊子則更愈達到「輿造物者禱，與天地之精神相往來」（天下篇）

的至人、真人、神人、聖人境界。可見，老莊著重人格的自由伸展。

”王邦雄〈老子的哲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1982 ），頁 184 。

”同註 27 ，頁 434 ° 

31 同註 27 ，頁 432 。

32 同註 27 ，頁 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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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客觀可遵循之法理犯。但慎子之學係由老子之道而來，卻是無庸置疑的，因

為〈天下）篇說他：「概乎嘗有聞者也」，而〈史記﹒孟苟列傳》也說慎到等人

是「學黃老道德、之銜，因發明序其旨意」。但既然是學黃老道德之衡，那為什麼

又會與老莊思想、相出入呢？原因就在「因發明序其旨意」這一句話，因為慎到的

思想並不是墨守成規，一成不變地因循老莊的思想，而是有所「創造」’換句話

說，就是用道家理論來「發明」其法家學說，故其思想就自然會與老莊的道家有

所不同了。從慎到所主張的思想來看，可發現他為了要使人們崇「法」而不生疑

心，乃主張要去私智，要人通通做到像土塊一樣沒有主觀思想，然後接受客觀的

「法」之約束﹔也唯有落到像「無知之物」’才能免去人為的是非。由此可見，

慎到是有意地轉變道家思想，配合當時的政治形勢，創造出更理想的思想體系以

合時用。

二、慎到的法家思想要旨

從今存的慎子書內容，可以看出它是一本專談圖君治理國家之事的政治書

籍。這不禁讓人聯想起慎到曾為「稜下先生」，而稜下先生正是齊王專屬的「智

囊團」’也是「不治而議論」”，專講一套個人認為最理想的治國之術，以供國

君參考之用。然而處在局勢不穩定的戰園中葉，道家的消極虛靜無為思想，顯然

已不合時宜，勢必要有所改變，因此在↑真子書中之所以會出現法家思想是可以理

解的，難怪〈漢書﹒藝文志〉將（慎子〉列於法家。本節僅從今存錢熙蚱校正

的〈慎子〉一番及逸文，以略述慎子的法家思想。

（一） 慎子書中的法家思想

1. 間，禁也﹔賞，使也：

33 陳鼓應〈老莊新論〉：「莊子的 r齊物』’是承認各人各物、各家各派都有同等的發言權，

可福容不同的價值內容 。 而慎到 、 田耕一派的 r齊物』 ’ 乃是建立一個客觀標準的均齊，這個

作為客觀標單的道，自然也可能化為客觀標準的法。這一客觀標葷的道或法的形式意義漸被注

重，則成為一塊然的存在。這就是他們與莊周思想的差別處。 J （香港：中華書局， 1993) ' 

頁 123 。

M ﹛史記﹒回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蜘行、．．．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

皆蜴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種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劃起等注譯〈全注

全譯史記﹜（下），頁 1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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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子說：「家富則疏族聚，家貧則兄弟離，非不相愛，利不足相容也。」站

叉說：「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站此說明了人天生就有

重「利」的本性，對「利J 趨之若驚﹔文「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 J 37此表明

刑罰對人民有約束的作用，使之不敢偷越妄為。由此觀之，人的本性「好干lj 」、

「惡害J ，因此上位者在治理國家時，一定要善加利用人「好利惡害J 的天性，

來制定一套符合人心的規章。故慎子主張「罰，禁也﹔賞，使也。」 38 ，認為如

採取，恩威並施、嚴刑重賞的方法，治理國事必能得心應手且事半功倍。

2.立天予以為天下

？真子說：「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賞，則

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

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長也。 J 39↑真到認為天子、

國君，以致宮長，都是為了服務大眾而設立的，非天生之以宰制天下，更非由人

民推舉使之壓制百姓的。此已明確地道出君主與僚屬們，都是在為民服務的，人

民才是國家的主體。

慎到此種「君主之立在為天下」的說法，與今天民主國家所謂「政府官員

是人民的公僕J 同出一轍，頗具民本之思想。

3.勢位足以屈賢

慎子在（威德〉中說：

「毛蜻、西施，天下之至娃也，衣之以皮慎，則見者皆走，~之以元錫，

則行者皆止﹔由是觀之，則元錫色之助也，故者辭之則色嚴矣。走背踐踏

窮谷，野走十里，黨也，走背辭黨則足磨。故躊蛇過霧、飛龍乘霍、書罷

霧霉，與拉姆！同，則失其所乘也。故實而屈於不賞者，權輕也﹔不肖而服

於賢者，位尊也。堯4匹夫，不能使其鄰家，至南面而玉，則令行禁止。

由此觀之，賢不足以跟不賞，而勢位足以屈賢矣。」 40

35 ﹝消﹞錢熙辭校正﹛↑鼻子〉（北京：中華書局， 1985 .第一版），頁 14 。

“同註 35 ，頁 13 • 

37 同註 35 ，頁 10 。

”同註 35 ， 頁 11 。

3，同註 35 ' ＜威德〉，頁 3 。

ω 同註 35 ' ＜威德），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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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慎到舉日用尋常之事，如美人乘色之勢而美、走背者野走十里則乘

藥之勢等等，反覆陳述用「勢」的好處，進而言堯雖賢，若無勢則不能使鄰家，

強調「賢不足以服不倚，而勢位足以屈賢矣」’「賢而屈於不侍者，權輕也﹔不

向而服於賢者，位尊也。」目的在說明為政者要先有「哎，「勢J 就是勢位，

有了勢位才能享有勢位上的「權」，如此才能「令行禁止J ’所以有權的令有勢﹔

若不得勢，雖賢也只是徒然。

4.法雖不善，猶即令無法

君主雖有勢但治天下如無法的話，則誅賞予尊＆－、憑國君一人一時之好蔥、而

有所不同，如此則必會造成同功殊賞，問罪殊罰的情形發生，而導致怨聲四起。

為了使「臣下閉口，左右結舌」 41 ，那麼就要求之於法，而不能「以心裁輕重」”，

東問比才能避免「受賞者雖富，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約的情形發

生。因此，慎子說：「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判就是因為只有法才能齊一人

心。故為政不可廢法而治。

5. 臣事事而君無事

慎子曰：「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

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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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天

下人才濟濟，國君兼而畜之，以為己用，則君主不用事必躬親，自然能無為而治。

況且「君之智，未必最賢於眾也」’「若使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膽下則勞，

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返於不膽之道也。」蟋故慎到主張君主無為之道，即

的令能夠知巨任職。

（二）暢卡的法家思想與慎到相近之處

韓非是集法、術、勢三派大成的法家代表人物，其思想與重勢派的慎到必

“同註 35 ，頁 13 。

給同註 35 ' ＜ 君人〉’頁 7 。

43 同註 35 , ＜ 君人〉，頁 7 。

相同註 35 ' ＜威德 〉 ，頁 3 。

“同註 35 ' （民雜〉，頁 4 。

“同註 35 ' （民雜〉﹒頁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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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密切的關係，茲舉數例簡述之：

韓非「凡治天下，必因人惰。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

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J 47此與↑真至tl 「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J 倆人情皆好利惡

害，故「罰，禁也﹔賞，使也。」的主張相同49 ﹔叉韓非「匠人成棺’則欲人之

夭死也．．．．．．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僧人也，和j在人之死也。 J 鉤，此人性好利

的看法與慎到相同，慎到云：「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川叉韓非「榮為天子，能制天F ，非賢也，勢量也 J 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

非不向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鎔錄失船則沉，非千鈞輕鎔錄重也，有勢之

與無勢也。」52此尊君重勢的思想、與慎到「賢不足以服不筒，而勢位足以屈賢矣。」

幻相同﹔文韓非「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

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鈍，此與慎到「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

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 J 釣同樣主張不管身份

的貴賤，都必須遵守法的規定﹔又韓非「使士不兼官，故技長」鈞、「明主之道：

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J 針，此與慎到「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

以事受和U/s相似，因為君主不能一人而治天下，需設置百官，但人民各有所能，

需依能受職，才能克盡職守。叉韓非「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

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J ”即慎到所謂「臣事事，而君無事」之意也。

從上例約略可以歸納出，韓非與慎到兩人思想、相同之處，有賞罰並用、人

性好利、尊君重勢、法必共守、設宮分職、君無為而臣有為等，但實不僅止於此，

這只能說是構成法家思想、中的一部份基本觀念而已。此處會以韓非為例來與慎到

做比較，乃是因為韓非是集法家大成之人物，如此的比較當更能具體地看出慎到

思想中的法家成分。

47 張覺譯注〈韓非子﹜〈八經〉（台北：古輯出版社， 1”6 年 6 月，初版），賞 1114 。

“同註 35 ' ＜因循），頁 4 0 

份參見本文第 7頁， r慎子書中的法家思想」的第 1 小點。

”同註47 ' ＜備內〉，頁 266 。

”同註 35 ，頁 13 • 

”同註 47 • （功名〉，頁 523 。

”同註 35 • （戚德〉’頁 2 。

”同註 47 • （有度〉，頁的。

”同註 35 ， 頁 17 。

%同註 47 ' ＜用人〉’頁 5”。

”同註47 • （難一〉’頁 891 。

”同註錯，〈威德），頁3 。

”同註47 ' （楊榷〉’頁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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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韓非〈難勢〉篇見其與慎到思想相異之處

如前所說，慎到乃是由道家轉入法家的關鍵人物，故兼有道家和法家性格

的慎到，自然與純粹為法家的韓非子不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韓非的〈難

勢篇〉見其端倪。

〈難勢〉篇主要是韓非針對↑真到在「賢智未足以服晨，而勢位足以屈賢J

中，強調「勢」的作用而發難的。因為慎到認為「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築為

天子，能亂天下」白的原因，就在「勢」的取得與否，因為權位（天子的地位）

本身就其有威勢（自然之勢），因此有權位者，一定比賢能而無位的人更具舉足

輕重，因此慎到主張重「勢」說。但韓非對此並不以為然，〈難勢〉篇曰：

「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其樂之勢也一一亂天下者也？夫

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賞者不用己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

賞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費者寡而不賞者車。而以威勢之利濟

亂世之不商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

使治而立亂者也。」 61

韓非此處「夫勢者，便治而立亂者也J 是說「勢J 既有利於治理好天下，也有利

於搞亂天下，況且天下以不向之人居多，慎到此舉只會「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

肯人」’助材為唐罷了。故韓非在〈難勢〉篇主張曰：

「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于自然，則無為言于勢矣。吾

所為宮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土

不及堯、會，而下亦不為槃、討﹔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 J 62 

韓非認為「勢」遇到堯舜或架討而一治一亂，這是人力所無法干預的，此乃自然

之勢，無須議論它﹔相反的，人設之勢是可憑人為的力量使它產生威勢，譬如樹

立法的權威性，如此不必待賢人來治，資質中等的人只要堅守法度、有了權勢，

一樣可以把國家治理好，此即韓非「抱法處勢則泊，背法去勢則撞LJ 的「法J 治

學說。職是之故 ，難怪苟子會在〈非十二子〉篇批評↑真到是 「尚法而無法」。

ω 同註 35 ，「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汀，頁2 ﹔「集約之有天下也， 四海之內皆亂。 J 頁

61 同註 47 • ＜難勢〉’頁 997 。

ω 同註 47 ，頁 999～1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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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真到「勢治說」演變到韓非「法治說」的路線來看，不僅看出法家思

想、規模逐漸完具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若兼採道家的角度看↑真到，便可以理解

其「勢治」學說的用意。因為道家認為任何錯誤都從人為而來，故只要把架（人）

取消，亂就不存在了，剩下「天子」（自然之勢）就不「亂」了，此即道家「回

歸自然J的思考模式。另外，若堅決視慎到為法家人物，將慎到「勢治說」的「勢」’

解釋成權力意志的統治，那是錯誤的。因為慎到是反對用強迫的力量來治理國家

的，他說「弩弱而增高者，乘於風也，身不肯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 63 「弩

弱」之所以能「增高」﹔「身不向」之所以能「令行」’是因為「乘於風」、「助

於眾」’是大家承認他的位置，給他力量，力量白人民來，不是由君上來的。故

慎到的勢治說，勢是虛位，而非實權，不同於中央集權的法家思想。因此，郭沫

若在〈十批判書〉說：「法家在慎到這個階段是還適應著社會變革的上行期，還

在替人民設想，而沒有專替新起的統治者設想一一韓非便和這相反一一是還富有

進步性的東西。 J “叉說：「韓非子的思想，雖然主要是由慎到學謝情發展，

但它是發展向壤的方面，．．．．．．使慎到的法理完全變了質。」“

綜上所述，慎到的法家思想，顯然是不同於純粹法家的韓非子所主張的法

治說（人為之勢），因為慎到的法家思想乃是以道家思想、作出發點，是「以

道變化“的，放？真到是一位道法兼具的思想家。

結論

綜合以上各點，似乎可得具體的結論如下：

一、↑真到曾為齊「不治而議論J 的稜下先生，想占1最好的政治之術’供國

君參考之舟，但每個樓下先生的觀點不同，因此稜下學風就出現百家爭鳴的現

象。在彼此相互辯論與截長補短之下，稜下學風隨著政治形勢的需要，乃由黃老

而轉入名法，形成由道入法的趨勢。因此，處在種下學風之下的慎到自然會受到

影響。

a 同註 35 ， 頁 2 • 

“郭沫若〈十批判書〉（中和，古祖出版社， 1986 ，初版），頁 1的。

“同註 64 ，頁 164 ° 

“同註詣， r以道變法者，君長也汀，頁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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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莊子﹒天下〉篇記載有關慎到道家思想，可歸納出「齊萬物以為

首J 、「棄知去己」、「無用聖賢、塊不失道」等三點。如與老莊相比較，可知

與老莊道家是有關係的﹔但卻把道家棄智思想發揮太過，要人如無知之物一樣，

這種「物化」的傾向與道家回歸自然的意義並不相悶，故↑真到身上的「道家」思

想，是與純粹道家之老莊不同。

三、〈慎子〉書中的法家思想、與韓非子的法家也不同。慎到的法治，實際

上是「勢治」’此「勢」乃是取消人為的「自然之勢」﹔而韓非子的「勢」則是

「人為之勢」’兩者截然不同。慎到處勢的君主是為服務天下而立，具有理想性，

與韓非純從現實現狀的考量，功利集權的趨向也迴然相異。故慎到與純粹之法家

韓非不同，也可說是具有道家色彩的法家人物。

總之，↑真到的「法家」思想、並不同於純粹之法家，其「道家」思想也不同

於純粹之道家，而是一種道法兼具的思想型態，我們可以說慎到是處在道法轉變

關鍵時期的重要人物。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

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

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為刑名，此其轉欄。所以申、韓

多稱之也。」白這正闡明了慎到此種道法雙重之性格及其重要的地位。

的同註 35 ＇頁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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