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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從”與“尊賢”﹕

對“君為臣綱”的兩種理解路徑

秦鵬飛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摘要  對於“三綱”，學界存在兩種理解路徑：一種認
為“三綱”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強化統治的思想工具，
強調對君、父、夫片面的人身服從，而這一理解路徑下
的“三綱”被目之以“吃人的禮教”，自近代以後遭到
了猛烈的批判；另一種認為“三綱”是由“五倫”觀念
發展而來的對社會關係的界說，“五倫”到“三綱”的
發展，在行動倫理上也完成了由“相對”的“對人”的
義務到“絕對”的對“理念”的職分的轉化。本文以 
《韓非子》和《孟子》的相關文本為主要依據，以“君
為臣綱”為切入點，以君臣能否易位為案例，希圖對這
兩種路徑進行探源性的理解。研究發現，法儒兩家對 
“君”的預設不同，也導致了不同的“尊君”的要求。
法家的“中材之君”必須以威權保障自己的地位，故強
調對君的無條件服從；儒家的“德盛之君”則沒有否認
君臣易位的合法性，“尊君”實際上對處於“君臣關
係”的雙方都提出了相應的倫理要求，是“尊賢”原則
的衍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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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1776年，乾隆下詔命令國史館修《貳臣傳》。節錄之：

昨閱江蘇所進應毀書籍內，有朱東觀選輯《明末諸臣

奏疏》一卷及蔡士順所輯《同時尚論錄》數卷，其中如劉

宗周、黃道周指言明末秕政，語多可采。因命軍機大臣將

疏中有犯本朝字句，酌改數字，存其原書。……蓋崇獎忠

貞，即所以風勵臣節也。

因思我朝開創之初，明末諸臣望風歸附。如洪承疇，

以經略喪師，俘擒投順；祖大壽，以鎮將懼禍，帶城來

投……今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以勝國臣僚，乃遭際

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授命，輒複畏死幸生，靦顏降附，

豈得複謂之完人……朕思此等大節有虧之人，不能念其建

有勛績諒於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後人原於既死。今為准

情酌理，自應於國史內另立《貳臣傳》一門，將諸臣仕明

及仕本朝各事跡，據實直書，使不能纖微隱飾，即所謂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此實朕大公至正之心，為萬世

臣子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癉。
1

所謂“貳臣”，即既在前朝為仕，又在本朝做官的人。儘

管洪承疇、祖大壽等在清軍入關時頗有戰功，也難逃被指名列入 

《貳臣傳》的命運；相反，乾隆大力褒獎的劉宗周和黃道周，卻

都是為前朝死節之臣。作為政治統治者的乾隆，把是否變節，也

就是能否不事二主，作為劃分忠臣貳臣的標準，自然無可厚非：

為君王者，總希望臣子們能把“為主盡忠”的信條貫徹到底。褒

獎劉、黃，貶斥洪、祖，在乾隆看來正是為了樹立道德典範，為

臣子“植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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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乾隆並不能左右劉、黃二人的意志，二人死節之事，也

是實實在在地發生過的。據《明史》記載，劉宗周在杭州失守

後，“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絕食二十三天而死。黃道周在

江西兵敗被俘，清軍將其押送至南京，“臨刑，過東華門，坐

不起，曰：‘此與高皇帝（朱元璋）陵寢近，可死矣’”
2
。若

非深植其心的價值信念，很難想像劉宗周能夠出於一時的激情，

絕食近一月；也很難理解為什麼黃道周一定要選擇離朱元璋陵寢

最近的地方就義。而就二人的政治生涯來看，為明王朝死節似乎

也沒有必要：劉宗周一生三度被革職，崇禎帝評價其“迂闊”；

黃道周也曾被崇禎以“偽學欺世”之罪下獄充軍 —— 崇禎對二

人的待遇顯然不值得他們來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來報答；就二

人的身份而言，劉、黃二人除去政治上為仕，還兼具博學鴻儒

的身份。
3
 —— 這似乎更加印證了儒家所謂“君為臣綱”的道德

信條，成為了君王強化其統治的有效工具，並對臣子充滿了道

德上的強制力。

可是，君王無道時臣子不離不棄，似乎又與儒家經典有抵

牾之處。如亞聖孟子就明言“君有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

去”
4
，這似乎賦予了臣子相當靈活的行動選擇。熟諳儒家經典的

劉宗周與黃道周，對此絕非視而不見。就儒家思想的內在邏輯而

言，“君為臣綱”與“不聽則去”這兩種看似截然對立的訓誡有

無其內在的邏輯關聯？這構成了本文試圖探索的問題。

二  對“三綱”的兩種解釋路徑

“君臣”在儒家關於人際交往的思想中，是最重要的關係範

疇之一。君臣關係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抽象的關係範疇，是因其

不僅指涉了現實存在的具體的君臣關係，也代表了特定的倫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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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並由此獲得了普遍的性質。眾所周知，儒家關於君臣關係的

理論闡述包含在“五倫”和“三綱”這兩種表述不同的話語中。

這本身就構成了一個理論上的問題：對同一社會關係為什麼要用

兩種話語去界說呢？對於“五倫”，當前學界的主流意見還比較

溫和，並已經開始探索其對本土的社會學理論所具有的重要意

義；
5
 而“三綱”則早已被視為專制統治的代名詞，受到了猛烈

的批判。而這些批判，源自於對“三綱”的不同理解。

（一）“暗張慎韓”：吸收了法家思想的“三綱”說

值得注意的是，對“三綱”說批判聲音有兩個比較顯著的

特徵：其一，最早見諸於近代以後：1899年，何啟、胡禮垣合寫 

《〈勸學篇〉書後》（簡稱《書後》），
6
 首次明言反對“三綱”： 

“三綱之說，非孔孟之言”，
7
 而此前的儒家學者對“三綱五常”

的使用，幾乎是不加反思的；其二，“三綱”說遭到的批判是全

面性的：除了徹底否定儒家名教的學者
8
 之外，肯定儒家思想價

值的學者的普遍意見，同樣也只願意肯定“五倫”的意義而反對 

“三綱”。如《書後》中說：“五倫者……本之於天也；本之於

天者，公也。三綱者……操之自人也；操之自人者，私也”，
9
 又

如梁啟超先生：“儒家只有五倫，並無三綱”。
10

何啟、胡禮垣或梁啟超等先生之所以肯定“五倫”，是因他

們認為五倫是孔孟基於人的自然情感和自然差別，對社會秩序做

出的安排：“外國當孔子之世，凡尚理學如希臘等國，亦莫不以

五倫為重，是中國亦不得獨為中國也。然而孔子獨能於情理精思

殫慮而出之以極公，故中國聖人以孔子為冠”；
11
 梁啟超先生也

說：“君如何使得為君？以其履行對臣的道德責任，故謂之君。

反是則君不君。臣如何始得為臣？以其履行對君的道德責任，故

謂之臣，反是則不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然，若是者謂之

五倫……五倫全成立於互相對等關係之上，實即‘相人偶’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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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式”。
12
人有天生的差別，例如，一個人在面對自己的父親和

對自己的兒子時，行為方式不可能完全一樣，而“五倫”正是對

這些行為方式的高度凝練，這是肯定儒家思想價值的學者們比較

能達成一致的地方；

與“五倫”相比，“三綱”則充滿了強權與壓制的色彩。

何啟、胡禮垣認為，“三綱”把原本對關係雙方都提出道德要

求的、“互相對等”的“五倫”，改造為要求對地位較高的君、

父、夫的無條件順從，君、父、夫則掌握了臣、子、婦的生殺大

權：“民臣不言義而言綱，則君可以無罪而殺其臣……父子不言

親而言綱，則父可以無罪而殺其子……夫婦不言愛而言三綱，則

夫可以無罪而殺其婦”；
13
且“三綱”的優先性亦高於“五倫”， 

即在日常生活中，以對君、父、夫的“服從”為先，在滿足了 

“順”的要求之後才能去追求“君臣有義”、“父子有親”、 

“夫婦有別”的道德要求：“立為三綱之說，意謂比五倫為尤

重，使人以不得不從也”。
14
 這在何啟和胡禮垣看來，是偏離了

先秦儒家的本意的，並把對“三綱”說的闡發歸罪於漢儒董仲

舒、班固、王肅等人。
15

這一判斷自有其歷史的依據，因為“三綱”這一詞匯，最

遠也不過只能溯及到西漢，首見於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16
；清

儒皮錫瑞說：“三綱大義，名敎所尊，而經無明文，出《禮緯·

含文嘉》”
17
，《禮緯》是西漢時的書籍，有“君為臣綱，父為

子綱，夫為妻綱”之辭；及至“三綱”及其內容的正式確立，

已經到了更晚的東漢時期，是《白虎通》成書時候的事情了
18
。

不過，《書後》也指出，“三綱”說在漢儒的思想體系中並不是

孤立的，這在“君臣”一綱中體現得最為明顯。《書後》中說：

五常（倫）之道，天性使然也，奚以三綱為哉？漢

之儒者不明此旨，既以災祥之說脅其君，又以三綱之說

制其民。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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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是“君為臣綱”除了對臣民加諸於一個必須順從君王的

要求之外，漢儒著墨甚多的陰陽讖緯之學、災異之說，也對君王

做了限制。但是《書後》因其論戰的目的，對此語焉不詳。當代

學者對“三綱”的探源性研究，可謂繼續支持了上述的“三綱”

偏離先秦儒家本意的觀點，並把董仲舒等人闡發“三綱”的知識

源泉繼續上溯到法家思想上。例如孫景壇就認為，韓非子的“三

順”
20
 的思想是董仲舒闡發“三綱”說的直接來源，“三綱”

的意思是，一方對另一方的絕對服從
21
。李存山的研究則認為，

董仲舒以“屈民而伸君”來闡發“君為臣綱”的思想，用以確

立君王對臣民的絕對主從關係；強調“屈君而伸天”，則是要

用“‘天神’的權威和‘陰陽災異’來節制君權”—— 後者正是

董仲舒繼承先秦儒家“崇尚仁道”和“以民為本”思想的體現。

這也是董仲舒區別於韓非的最重要標誌，因為“屈君而伸天”是

無法推出臣子對君主無條件服從的要求的，而是要求君王服從仁

道而愛民 
22
。

是為理解“三綱”的第一種路徑。也即認為“三綱”說是經

由歷史建構而成的、隨著大一統國家建立而吸收了法家思想的一

種道德訓誡。對於這種視角下的“三綱”，蕭公權先生的批評最

具代表性：“不知儒法二家同道尊君而其旨根本有別。大唱“三

綱”之教，自命承統於洙泗 
23
，實則暗張慎韓，‘認賊作父’。

且又不能謹守家法，複以尊德貴民之微言與專制之說相混淆”。
24

在這種視角下，“君為臣綱”意味著臣子所侍奉的是“超級

君王”，臣子對君王無限盡忠的做法是正當的。換句話說，君的

角色就成了為臣者共有的、至善的“神”，是君臣關係這一範疇

中至高無上的超越性價值，臣子對於君要負無限的責任。明確了

這一前提之後，為了“愛民”、“貴民”，再引入“天”的概念

來代表“仁道”，用以制約君權 —— 這似乎既把“君為臣綱”的

發明者董仲舒看成了一位“智力高超的唯物主義者”，因為董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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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只是出於限制君權、警示君王不要任意妄為的考慮，才要大談

讖緯災異的，並且君王也需要以宗教式的熱情去相信這套災異之

說；又難免把所謂“君為臣綱”的踐行者，如前文提及的黃道

周、劉宗周，看做了被支配的傀儡，雖然他們本身就是熟諳先秦

儒家經典的學者。更加難以解釋的事實是，從“三綱”說形成的

漢代到近代以前近兩千年的時間，沉浸於儒家經典的學者不計其

數，卻從未出現過批判“三綱”的聲音，即如批判君權最激烈的

黃宗羲，也不過是將“三代以下有亂無治”的原因歸結於“以我

之大私歸為天下之大公”，
25
 即批評君王個人的私欲，也非對“君 

為臣綱”這一結構性的設計所擁有的合法性的質疑。這一認識矛

盾的實質是，因為“君”之外還有一個更優先的、至善的“天”

或“仁道”的緣故，那麼對“君”無條件的服從便不具有合理

性 —— 我們可以說“仁”是道德領域中至高無上的道德原則，

卻無法對“君”盡忠和行仁道完全等同起來。

（二）“五倫的最高最後發展”：進一步抽象的“三綱”說

“暗張慎韓”的“三綱”說的知識來源，皆本於《韓非子·

忠孝》篇（即前文所謂的“三順”）。但是儒家經典中涉及“三

綱”內容的經文亦不在少數：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

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

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26

孔子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

物從之矣。
27

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

尊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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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為夫。傳曰：夫至尊也。
29

所引文本成書年代皆早於《韓非子》：《易》《儀禮》、 

《禮記》等儒家經典，準確的成書年代已不可考，但《序卦傳》

相傳為孔子所作，為《十翼》之一；《儀禮》相傳由孔子弟子子

夏作傳；《禮記》作者眾多，相傳由孔子弟子、再傳及三傳弟子

共作。

就內容來說，子夏《喪服傳》中言及“至尊”者，亦只有

父、君與夫三人；《白虎通》論及“三綱”時，與“六紀”連

用，並稱為“三綱六紀”。“六紀”與孟子中所言的“五倫”在

句式上極為相似，潘光旦先生亦把“六紀”作為“五倫”演進中

的來源之一。
30
《孟子》中說：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
31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

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含文

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又曰： 

“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

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

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

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

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
32

“三綱六紀”之說，似乎表明二者所指，各有所重。《白

虎通》訓“綱”為“張”，是“大者”；訓“紀”為“理”，是 

“小者”，本於《詩經》：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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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儒鄭玄箋云：以罔罟喻為政，張之為綱，理之為紀。唐

代孔穎達疏說：“綱者，網之大繩……以舉綱能張網之目，故 

‘張之為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以喻為政

有舉大綱赦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34
 後儒言及綱紀時，

常以“綱”與“常”字連用，“倫”與“紀”字連用，
35
 似又一

並行不悖之證。“綱”與“常”各有所指，“綱”言天理而“常”

言人性；但“倫”則與“紀”卻意義相類。也即是說，雖然“三

綱”說的正式確立是相對晚近的事情，但其知識來源可能並非 

《韓非子》。因此，又有另一種對“三綱”的理解方式，認為 

“三綱”說是儒家思想固有的理論。代表者如賀麟先生，賀先生

同樣認為“三綱”說成立於漢代，但他認為“三綱”的思想由 

“五倫”演繹而來：

五倫觀念的最基本意義為三綱說，五倫觀念的最高最

後發展，也是三綱說。而且五倫觀念在中國禮教中權威之

大，影響之大，支配道德生活之普遍與深刻，亦以三綱說

為最。三綱說實為五倫觀念的核心，離開三綱而言五倫，

則五倫說只是將人與人的關係，方便分為五種，此說注重

人生、社會和等差之愛的倫理學說，並無傳統或正統禮教

的權威性與束縛性。儒家本來是與諸子爭鳴的一個學派，

其進而被崇奉為獨尊的中國人的傳統禮教，我揣想，應起

源於三綱說正式成立的時候。三綱的明文，初見於漢人的

《春秋繁露》及《白虎通義》等書，足見三綱說在西漢的

時候才成立。儒教正式成為中國的禮教也起源於西漢。而

中國真正成為大一統的國家，也自西漢開始。西漢既然有

組織的偉大帝國，所以需要一個偉大的有組織的禮教，一

個偉大的有組織的倫理系統以奠定基礎；於是將五倫觀念

發揮為更嚴密更有力的三綱說，及以三綱說為核心的禮

教，這樣，儒教便應運而生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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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賀先生看來，雖然“五倫”和“三綱”所描述的對象是一

致的，但二者在程度上仍有區別。“五倫”是“相對”的、不穩

定的，原因就在於五倫所言及的各種社會關係能夠得以正常維持

和運轉的前提，是互相以對方為導向的：也就是說，身處某一社

會關係中的“我”，踐履相應的倫理規範，要看對方有沒有履行

他的義務，如果對方的義務沒有完成，那麼“我”也就沒有必要

去維持這段關係了。其結果是“五倫”視閾中的社會關係，仍然

是一種“相對的循環報復，給價還價的不穩定關係”
37
。只要關

係還存在著潛在的不穩定的可能，儒家思想求安定的社會理想就

談不上真正實現。“三綱”則是試圖從根本上消除所有不安定因

素的嘗試。賀麟先生說：“三綱說要補救相對關係的不安定，進

而要求關係者一方絕對遵守其本分，實行單方面的愛，履行單方

面的義務”
38
。這也就是賀先生所謂的“片面”的意思。也即是

說，三綱是對五倫所具有的相對性所進行的絕對化處理，把臣對

君、子對父、婦對夫應盡的責任確定為忠、孝、貞的絕對義務，

臣子盡忠、兒子盡孝或妻子守貞，不再以具體的君、父或夫的行

為作為前提。

賀先生認為，“片面的”“三綱”使“五倫”所具有的普遍

性得到進一步擴展。“五倫”是具有普遍性質的道德學說，已經

能夠把現實存在的、形形色色各種社會關係化約成五種基本的關

係要素，而三綱的貢獻在於，把對這五種基本的、具體的、富有

情境性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勸導，轉化為人對理念、對名分的

追求與貫徹。也就是說，臣子所盡忠的，並非是作為人的君主，

而是“君主”這一抽象的名：“三綱說認君為臣綱，是說君這個

共相，君之理是為臣這個職位的綱紀。說君不仁臣不可以不忠，

就是說為臣者或居於臣的職分的人，須尊重君之理，君之名，亦

即是忠於事，忠於自己的職分的意思。完全是對名分、對理念盡

忠，不是作暴君個人的奴隸。”
39
 這樣，三綱就不再局限於具體

的偶然情境或某一對特殊的關係，而是擁有了超越性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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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先生的研究，指出了儒家思想在五倫之外再別出一個三

綱的道德原則的原因，並頗具洞察力地解釋了歷史上並不罕見的

忠臣孝子和他們苦心孤詣、悲壯義烈的行為的動機。但是，賀先

生對“五倫”到“三綱”的轉化過程的論證，在義理的演繹上還

不夠完整。在賀先生看來，“五倫”能夠演變成“三綱”，不過

是出於從根本上消除社會不安定的因素的需要，因而在邏輯上有

其必然性。
40
 一方面，這種解釋方法並沒有超出功能論的範疇，

且在邏輯上仍然有缺陷：儘管賀先生的研究能夠解釋劉宗周、黃

道周死節的行為，但是與前述“暗張慎韓”的“三綱”說相比，

只是將具體的“君”抽象為具有普遍性的“君名”，仍然暗示著 

“君臣”尊卑地位的恒常不變。也就是說，曾經被孟子稱讚過的

湯武討伐桀紂的行為，並不能被賀先生所謂的“忠於抽象的君之

名”解釋。關於此事，西漢時的儒生轅固與道家學者（黃生）曾

在漢景帝面前辯論過，黃生就認為作為臣子的湯武，其行為是不

折不扣的“弑君”，而轅固則認為湯武是“與天下之心而誅桀

紂”，是“受命”
41
。也即是說，“天”作為最高的主宰，賦予

了湯武易桀紂之位為君的正當性。換句話說，抽象的“君名”與

作為最高價值的“天”，對臣子施加的道德要求可能會有不一致

的地方 —— 這並非是賀先生有意規避的，只是賀先生的研究旨在

檢討“五倫”而非“三綱”，沒有進一步的論述。另一方面，賀

先生也指出，“君為臣綱”的意義有兩層，一是尊重對方的君之

理念型，一是忠於自己的臣之職分。只是他著重用力的地方多在

前者，對後者卻語焉不詳，只有一個師生的例子作為佐證
42
，並

無邏輯過程的推演，而這一點又極易遭到忽視。

總結而言，對“君為臣綱”的理解，上述兩種理解路徑都

不夠完整。對於前者，需要進一步檢視法家思想究竟有無生髮出 

“三綱”說的可能性；對於後者，需要我們回到儒家經典中，以

嘗試是否能夠找到文本的依據將賀先生的邏輯補充完全，而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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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的目標在於，一方面應當能夠調和“君”和更高的“天”所

具有的超越性質，因為二者在經典中均是明文出現過的；另一方

面也應當對賀先生所指出的尊重“君”之理念與忠於“臣”之職

分這兩層含義有統一的、並在邏輯上自洽的處理。

三“皆法堯舜”﹕儒家的君臣之道

（一）儒法兩家對“君臣易位”之事的態度分歧

以湯武伐桀紂的事件為例：

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敎者也。堯

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為人臣而弑

其主、刑其屍，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43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

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

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

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44

在韓非子看來是亂臣賊子的湯武，在孟子眼中卻是萬民歸

心的聖人。兩家學說對湯武伐桀紂行為性質的判定，彰顯出二者

對“君”之認識的不同。

韓非子對儒家道德感化色彩濃重的治國路徑並不信服，而是

相信威權的力量：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

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

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



“服從”與“尊賢”：對“君為臣綱”的兩種理解路徑 177

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

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

聽於威矣。
45

正是出於政令應當得到有效堅決地貫徹的考慮，韓非子強

調“勢重”，也即君王與臣子間有一森嚴等級。就君王個人的才

能而言，韓非子並非不知桀紂不材，也絕不否認湯武賢德，只是

在他看來，一國之治與個人賢德並無直接的聯繫：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

上，下臨千仞之溪，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

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

也，位卑也。
46

“勢重位高”者為君的原則，尚不足以解釋“湯武為人臣而

弑其主”就是“亂君臣之教”，畢竟湯武所弑者是暴戾的桀紂，

而桀紂在韓非子眼中是絕不能治理好天下的：“今以國為車，以

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筴，使堯、舜禦之則天下治，

桀、紂禦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
47
 但如堯舜一般的

聖人或如桀紂一般的暴君的出現，在韓非子看來不過是小概率

的事件：“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桀、紂至乃

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
48
 絕大部分君王還是中材之資，是以

韓非子有“自然之勢”與“人定之勢”的界分：

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

之所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

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

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

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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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

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賢與無不禁

之勢，此矛盾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
49

材厚的堯舜為天子，則一定能實現天下大治的目的，故強

調“勢重”、森嚴君臣之等級的“君臣之教”便沒有必要；材

薄的桀紂為天子，則勢必陷入天下大亂的境地，桀紂也難免身

在刑戮的命運，即便君之地位高峭，也難以挽救。這都屬韓非子

所謂的“自然之勢”，是韓非子以“勢”釋君時已經主動排除的

極端情境。也即是說，韓非子言君臣之道，其君皆是介於堯舜和

桀紂之間的中材之人。中材之君的存在是常態，但他們既沒有以

賢造就勢的能力，又不至於出於私欲而做出傷民力、竭民性的惡

劣行徑，倘使有才能強於自己、又不如堯舜的臣子要做出易位之

事，那麼天下便會陷入無休無止的征戰之中。因此，便有“人定

之勢”的必要，以確立中材之君之為君的穩定地位。換句話說，

韓非子所謂的君只強調“勢重”，而徹底摒除了對君王個人才能

的考量，也否定了臣子以賢德削平君之“勢”的合法性，為人臣

者只需要盡力守法，忠於職守就可以了：

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

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
50

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

也……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

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

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

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
51

韓非子把治國與駕馬車做比，如堯舜者是駕車之良才，可

以日行千里；中材之君只能日行五十。良才罕見，若非要等堯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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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做君王，則無異於有人溺水卻非要讓千里之外的善泳者施救；

日行五十雖然相較千里甚遠，只要不出亂子，日積月累總能達到

千里的成就。
52
 因此，韓非子認為，保證中材之君的地位穩固，

亦即“君上臣下”的恒常性，是組織政治秩序最重要的原則。就

這一理論前提而言，則湯武伐桀紂的行為本身並沒有錯，因為桀

紂一定會被推翻，這是人力不能決定的“自然之勢”；但在抽象

層次上湯武身為人臣，卻“以賢危主”的做法若是被後世紛紛效

仿，便構成了對“人定之勢”的根本挑戰，這才是韓非子萬萬不

能接受的。

這與儒家思想中的“君”截然不同，因儒家學說中的“君”

所具有的“勢”，無法與天賦之“材”脫離干系，也正因如此，

君臣易位之事的發生便不如韓非子所認為的那樣罪大惡極：

對於三代之前初民社會部落群聚的史實，儒家學者的典型認

識，如元儒戴表元《伯夷、叔齊列傳》：“上古國以萬計。其各

國之所賢者，則自推以為各國之君。其眾國之所賢者，則共推以

為天下之君。雖堯之唐、舜之虞，其初不過萬國之一耳。惟其德

盛，故眾國環而宗之。宗之矣，而有不宗者在焉，則眾國環而攻

之。”
53
。堯稱陶唐氏，舜稱有虞氏，最初不過是諸多部落首領

之一，因為賢德，才由其他部落首領一起推為“共主”。孟子曾

經對其弟子描述堯舜繼替的過程，既可看做是“德盛而宗之”和 

“德衰則易位”的最好注解，又可當做詳盡梳理孟子所體認的君

臣之義的開端：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然則舜有天下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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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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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

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

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

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

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

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

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

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

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

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

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

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

子，是篡也，非夭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54

堯、舜相繼為王的事件一直被儒家學者們當做政治生活的

典範而大加讚揚，但二人繼替的過程卻並非如堯禪舜承那麼簡

單。一方面，堯雖貴為天子，但仍然不具備出於自己意志而將

天下授予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若舜出於私心對堯之禪位欣

然接受，在孟子看來，也會成為篡位之人。這是因為天子不能

私有天下之故：“天下推戴一人而為天子，而天下固非天子之

所得有。使惟其見為可與而與之，則與之者已妄，而為所與者不

能受。”
55
 不能私有天下，那麼治理天下的天子便不應該出於鞏

固王位的目的，以君之“勢重”來森嚴君臣之間的界限，也即是

說，韓非子所謂的“人定之勢”在儒家思想中並沒有合理性的基

礎，此其一；

其二，在孟子看來，舜繼位並非受堯之命，而是受天之命，

堯只是將舜“薦於天”。萬章對此的疑惑是顯而易見的：堯授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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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之時，有諮爾之文，有執中之訓，萬章以此為“諄諄然之

命”；天無形無象，那麼，堯是如何知道天將要把王位與之於

舜，舜又是如何知道天將要與之王位呢？孟子言辭古奧，答之

以“天子能薦人於天”，“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前者言堯

向天薦舜：天下既為“天下之天下”，堯不能私有，故不能對舜

是否踐位有予奪之權，只能進之於天，“以敬天而重天下之心，

慎選有德者薦之於天”
56
，“只是要付他事，看天命如何”

57
；後

者言天之所示：天命並非有形的授命或異象，而是在民眾“所共

見共聞”的舜“與天下相往來之行與事”
58
 中得到彰顯；

其三，故而孟子又說，舜之位並非堯與之，而是民與之，

堯只是將舜“暴（曝）於民”。因為天命落到實處，不過是看民

眾所服膺、認為有資格踐大位者是誰。堯薦舜於天，“使之舉行

天子之事，暴之以為可昭示萬方也，而賓門序揆之各得，見百姓

之安焉，其德盛之符，與愚賤而咸若也，人受之也”。
59
“人受

之”的結果是，儘管恪守臣節的舜在堯崩、服喪完畢之後避堯

之子丹朱於南河之南，而天下諸侯民眾朝覲、訟獄、謳歌者仍

然之舜而不之丹朱。能否踐大位在乎能否得民心，故孟子說“得

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

矣”
60
。《白虎通》中說：“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

61
，孟子

所云“胥天下而遷之”，皆是因堯舜之德盛的緣故，使“萬方之

心翕於一心”，
62
 眾推為共主之意。孟子從未否認過德盛而為王

的合法性，否則孟子便不會勸齊王、魏王行王政了
63
；

其四，堯舜除去天下共主的身份之外，還兼具“一國之君”

的身份。孟子有五等六等爵之論
64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

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

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65
 朱熹

注：“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66
 爵

即爵祿之義，明儒王夫之說：“以貴治賤，則存乎爵，以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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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則存乎祿。”
67
以爵之尊卑和采地大小作為秩次先後的標

準，則君在諸多封建國家中可分為五等，在一國之內又可以分

為六等。而天子不過是諸多封建國家中采地最大者：“天子之

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裡，子、男五十裡，不

能五十裡，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68
一國之內，前

述五等爵皆是國君，臣子又有五等，稱六等爵。天子除了作為

千里王畿之地的國君之外，同樣也是其餘四等爵之君。“君”是

泛指，“天子”只有一人，但天子是“君之君”，其作為君的性

質並沒有變；天子與其餘四等君並稱天子、諸侯。天子若欲使賢

者踐己位，則薦賢於天，天與之，人與之；諸侯若欲使賢者踐己

位，則薦之於天子，天子與之，一國之人與之。同樣遵循“德盛

而宗之”的道理 —— 這意味著“君臣易位”之事在儒家思想的邏

輯上是完全可行的。

行文至此，可先藉由韓非子和孔子的話就儒法兩家對“君臣

易位”之事的態度做一小結：

十仞之城，樓季
69
 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

牂易牧者，夷也。
70

孔子曰：“……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

童子登游焉，凌遲故也。今世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

踰乎？”
71

二語文辭近而意大殊。韓非子重視君位之高峭以及由此帶

來的合法的暴力與威權，尊君卑臣，森嚴君臣之間的界限，故強

調“樓季弗能逾”，君臣不可易位；孔子則認為民無踰不過是因

為仁義衰敗（陵遲），而“童子登游”，似乎正暗含著君臣之間

界限平緩、並非長久不變的隱喻。

實際上，韓非子對“君上臣下”的闡釋，在本質上與儒家

定名分以求安定的社會理想並無不同，法家學說
72
 也確實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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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個賀麟先生所謂的“君”之“共相”：法家言君，將個人

才能、德性的優劣之於為君的影響完全排除，以“人定之勢”

釋之，並以此徹底阻斷君臣易位的可能性。其結果是，法家之君

確然成為一至高無上的權威，臣子則成為無事不從君、無事不順

君、君死則殉之的傀儡；相反，以德盛德衰解釋君臣易位的儒家

思想，似乎更容易招致“名實分離”的批評：一方面，“德盛”

或“德衰”意味“君”的合法性是極容易喪失的，另一方面，儒

家公認的聖人如孔子、伯夷等，卻並未成為“君”的經歷。行文

至此，對兩家學說關於“君臣易位”之事的態度的梳理，並沒有

超出前文所述的學者們的研究成果的範圍；但是，若是說“君為

臣綱”因吸收了法家思想而偏離了孔孟的本意，卻未必如是。因

為法家的講“勢重”，只是為了對君“賦以至高無上專有獨斷

之權位”，
73
 而儒家思想在尊“德盛”之人為君的同時，也對為

臣子者的行動倫理做出了闡發 —— 後者才是理解“君為臣綱”

的關鍵所在。

（二）儒家思想中的“臣”之職分

仍從前文孟子的議論談起。後世學者常以孟子這段議論總結

出儒家思想“貴民”的結論（上文其三）。如蕭公權先生：“堯

舜禹湯之得天下……雖由‘天與’，實賴‘人歸’。若以今語釋

之，則孟子殆認為人民為最後主權之所寄”。
74

所謂“貴民”的結論，因可以直接解釋湯武伐桀紂的行為而

頗具迷惑性：桀紂失民心而失天下，故可易位。但這未免把君臣

易位之事看得過於簡單：舜有天下、桀紂不有天下是特殊情境而

非一般情境，如堯舜湯武一樣的材厚之君不常有，如桀紂一樣的

材薄之君亦不常有，這是儒法兩家都承認的、不可改變的自然事

實。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75
 反過來說，也正說明德盛

之人並不多見。那麼，倘若在一段時間裡，天下之民沒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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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德盛而宗之”的人，儒家思想是如何解決的呢？萬章曾

問過孟子：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

而傳於子。’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

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

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

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

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

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 

‘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

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夠承

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

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

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

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天下。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

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

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

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

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複歸於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

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

殷、周繼，其義一也。”
76

孟子這段議論承接上段議論，將君臣之義講述地更為明白。

萬章所問孟子之事，接上文言之，是說堯、舜為聖人，至公無

私，不敢以天下私自與人（上文其一），故向天薦賢，傳位於

舜、禹；那麼禹為什麼不薦賢於天，而傳位於子啟呢？孟子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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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孔子的話向萬章說明，王位之禪讓、傳子或者繼世所遵循

的道理是同一的：

就“唐、虞禪”之事而言，堯、舜之子皆不肖，其德皆不足

以踐大位；而舜為堯相二十八年，禹為舜相十七年，是薦賢於天

又暴之於民久，“歷年既多，施澤於民既久，則天下安其治、馴

其教，舍舜、禹而無所適從；不能以感堯舜之心，棄愛養而推不

肖之子，故歸舜、禹”，
77
 舜、禹之大位實為民與之，已如前述。

就“夏后”之事而言，禹之子啟賢德，但禹也曾薦益於天，益為

禹相七年，在禹死之後也曾避啟於箕山，而“歷年既少，施澤於

民未久，故天下依禹之德，而未戴益之仁，舍夏后而非所是從，

不能順禹薦賢之心，忘恩義而歸箕山之相，故歸啟也”。
78
 換句話

說，天下歸於啟，實際上是天下尚未認識到益之仁時，感念禹之

德，從而歸於“禹之子”啟。這是一極其自然而然的推論：在天

下未能找到新的德盛之人而歸之之時，最可靠的做法便是推先前

的德盛之人最親近的兒子為天子，因為天子施澤於民也是從天子

之家開始，逐漸擴大範圍乃至於全天下的，受教化最深者，自然

應該是其子。《禮記·郊特牲》中說：“繼世以立諸侯
79
，象賢

也”。鄭玄注說：“賢者子孫，恒能法其先父德行”。
80
 因此，

唐、虞禪，夏后，尊賢的邏輯一以貫之，殷、周繼室同樣如此。

如民儒劉咸炘所言：“天下既無可改事者，先天子之澤猶存，即

戴先天子之子，苟得中才，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諸

侯各治其民，但有所稟奉，屬國之增減，視其德之盛衰焉耳。其

德未甚暴，而天下無德、力能一者代之，先王之德未忘，則傳至

數十世”。
81

孔子至聖，其賢德未必不如舜、禹而不王，是因為沒有能將

孔子薦於天之人；益、伊尹、周公之賢德同樣未必不如啟、湯、

武而不有天下，是因為所侍奉的繼世之君像桀紂一樣賊仁殘義者

仍是少數，仍然能夠或多或少地沿襲先王的遺俗善政，不可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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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故而就德盛之人少有的一般情況下，無可向天薦之人， 

“傳子”或歷經數代的“繼世”才是最普遍、最合理的做法。因

此王夫之說：“天欲開君道之盛，則薦賢以自盡；天欲定一統之

歸，則立子以象賢”。
82

明白了“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均服從尊賢邏輯的前

提之後，再反觀孟子的兩段議論：即便舜踐大位由“天與之、人

與之”從而具備為王的合法性，但舜在堯在世時作為堯之臣的身

份並沒有變，故而舜在堯死之後做法是“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無獨有偶，禹曾避舜之子，益曾避禹之子。這是因為，舜相

堯、禹相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攝政，幾位賢者為臣子

的身份是一樣的，王與不王都是“天命”，他們本身所做的事情

不過是恪守臣節，服侍其君，君死則繼續服侍其君之子而已。更

鮮明的例子如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

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83
 紂無德，而文王之德足以代商，朱熹集

注引範氏說：“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

也”。
84
 “至德”可謂孔子的最高評價，整部論語也不過出現兩

次。
85
 文王德盛，承天命順民心，足以代商，倘若文王時的天

子不如紂王昏庸無道，則文王不取天下只不過是如舜禹一樣的盡

臣道、守臣節而已，尚不能稱為“至德”。而文王面對無道的紂

王，可取天下、應取天下而不取，故孔子贊為“至德”。

就此而言，儘管“君臣易位”之事在儒家思想中有其邏輯合

理性，但儒家學者們絕不會讚揚所有“君臣易位”之事的發生。

以事而言，堯禪位於舜、禹傳位於子，很容易令後世產生天子 

“以天下為己物，而推以與人”
86
 的誤解，而君王手中的權力

和資源又很容易去踐行這種誤解 —— 孟子以此為“篡”而大加批

駁；以理而言，賢如舜禹周公，尚且恪守臣節 —— 但凡接受過一

點儒家思想薰陶的人，皆不敢自比於舜禹周公，又怎麼敢擅自踐

位呢！故孟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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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

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

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87

孟子之言即是強調君臣雙方有不同的倫理準則，為君者應

當像堯一樣愛民治民，而為臣者要學的，卻不是舜以臣踐位的事

情，而是為堯臣時侍奉堯的行跡。亦即前文述及的賀麟先生所說

的“忠於臣的職分”。孟子緊接著說：“道二，仁與不仁”
88
， 

學堯之為君、舜之為臣則是“仁”，不學堯舜則為“不仁”。

綜上所述，對於“君”“臣”，孟子從未否認過二者互相

易位的合法性，因為尊君本身就是為了“尊賢”；也正是出於 

“尊賢”的邏輯，禪讓或者傳子或者繼世，都是踐君之位的正當

途徑；但易位之事的發生，在儒家思想看來，應當是隨著民心向

背自然發生的過程，而民心之向背又被儒家思想當做“天命”的

表徵。盡君臣之道的最理想狀態，就是要“法堯舜”，君要像堯

一樣愛民，臣要像舜一樣為堯盡忠，如果說“君為臣綱”說是儒

家思想固有的演繹結果的話，那麼“君為臣綱”應當能夠包涵上

述的思想。“法堯舜”之說，又頗能解釋賀麟先生所說的“忠於

臣之職分”的內涵。

但需要注意的是，法舜而盡忠的方式體現於歷史事件中時，

絕不是對君的命令的盲目服從。《左傳》中記載，秦穆公死後以

當時秦國的三位賢臣殉葬，
89
 宋代理學家呂祖謙則斥責這三位賢

臣“是從君於昏也，是納君於邪也，是陷君於過也”
90
  —— 即使

肯“捨身”，也不一定是“就義”。在呂祖謙的眼中，君王並不

是臣子的“至上神”，順從秦穆公的旨意而為之陪葬的做法，絕

不能被稱作是忠君。換句話說，盡臣子的職分不能與服從君主的

命令等同起來，而是要法舜而求仁；也不能忽視具體的情境，依

據“君為臣綱”的教條，僵化地、唯結果論地去分析歷史上發生

的涉及到君臣關係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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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又有兩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解釋：第一，就臣道而

言，雖然儒家絕不贊同服從君主意志之說（呂祖謙對三賢臣為秦

穆公殉葬之事的批評最能體現這種見解
91
），但不論對“君”的

無條件順從是否有正當性，畢竟是一條可以具體執行的標準；

換句話說，法家思想視閾下的臣子以君主之意志為“標準”，那

麼，儒家之“臣”盡忠應當遵從何種“標準”，才可以被稱得上

是“法舜”呢？第二個問題與此相關，也更為關鍵：如果說“盡

臣道”即為“尊賢”，那麼為什麼要“尊賢”？也即是說，儒家

思想是如何建構起君臣關係的？

四 “百世可知”：君臣之道的義理基礎

（一）“為天下仕”：君臣共治

儒家思想並非抽離於物質性的、人群生活的“自然狀態”。

這種“自然狀態”是指，組成人群的個人有潘光旦先生所謂的 

“類別”的差異，並由此生髮出不同的社會關係
92
，這些社會關

係並非全部是歷史的或文化建構而來的；也有每個人無法抽離、

從而具有結構性特徵的社會關係
93
  —— 即“五倫” —— 儒家思想

所著重用力的，正是探索這些結構性關係所蘊含的、應然的道德

價值——也就是“人倫”。因為講人倫的群體生活，是人之所以

為人的最重要的事情，朱熹對《孟子》的一條注言頗能說明儒家

思想對講求人倫的重視：“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

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
94
 以對人倫的貫徹為途徑，便

可以實現“和”的群體生活。

就“人倫”的內容而言，儒家思想中，“君臣”關係的出

現被看作是群體生活，亦即“人倫”的內容達致完整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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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

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

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95

《序卦傳》的引文指出人倫的建立有先後的次序，夫婦、

父子關係形成之後便有了家；君臣則使關係擴展至家之外。清

儒章學誠說：

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啟閉其門戶，饔飧取給於樵汲，

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

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

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

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

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眾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

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

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

之意著矣。
96

章氏論述指出人群擴大（“什伍千百”，“而積至於千百”） 

之後，不得不有人群生活的秩序要求（“均平秩序之義”），亦

不得不有“君”之角色的出現，以“理其繁”，以“司其化”。 

“理其繁”者，如黃宗羲所言：“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

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

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

害，而使天下釋其害。”
97
“司其化”者，人在人群生活中形成

的關係有“天倫”，即在家庭中與有血緣關係的人形成的父子、

夫婦、兄弟的關係，亦有“人倫”，即在社會交往中與家庭之外

的人形成的關係。這些關係有遠有近，是以有“等差之愛”：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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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與子女之間的“愛”的情緒重於對陌生人的愛，是再自然不過

的事情。但是這種“等差之愛”的限度在一家範圍之內還比較容

易發現，例如愛父母勝於愛遠祖，愛近親勝於愛遠親等。及至人

群生活的擴大，個人交往的範圍不再限於一家之內，對待不同的

人的方式卻不容易明晰。故為君者需能夠“明人倫”，知道各種

社會關係中所蘊含的應然之理，身居大位而貫徹之，以政、教的

方式施德於四方，從而使所有人都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並與他

人相親相愛。
98

另一方面，“理其繁”、“司其化”的事情，又遠非君王一

人能夠勝任。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原臣》中說：“緣夫天下

之大，非一人之所能冶，而分冶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

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黃宗羲，1985：4）。
99
 

“臣”之角色的出現，原本就是為了幫助君王實施政教，絕非君

王個人的奴僕。
100

 黃宗羲繼而將君臣關係以拉大木做比：“夫

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

也”。
101 

也即是說，“理繁司化”的任務由君臣共同完成。故黃

宗羲又說：“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

吾在君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妾也；

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
102

以此觀之，與法家之“君”相比，則儒家之“君”之上，

確有一層更高的、更值得為之獻身的“道”（天下生民之教化） 

的存在。只是此“道”常常就是“先王之道”，是由堯舜禹湯文

王武王這類儒家思想中的聖君明主已經確立的，故或禪或後或繼

世之“君”（繼世之君為最多），也成為“先王之道”最正統的

繼承人與代理人。故而作為臣子應當盡忠者，亦有守“道”與

守“先王之道”的分野。或者說，有孟子所謂的“大人天民”

與“安社稷臣”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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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 

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

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103

“事君人者”與“安社稷臣者”或“天民大人”者有根本不

同。而儒家學者對此持強烈的批判態度。如朱子斥其為“阿徇以

為容，逢迎以為悅”的“鄙夫之事”，104王夫之則認為“斯其人

得君而事，見有君而不見有己，彼故曰臣職之當然也，而君何以

為神人之主，己何以當效職於君，不一計及也”。105後者則不

然。民儒劉咸炘說：“大人天民者，以天下為己任，師友之臣

也，伊尹是也……安社稷之臣者，不必有行道濟世之心，而已安

社稷為志……大人天民，志在行道，安社稷臣，志在定國，大小

雖殊，皆量而後入，終始其事者也……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

其不由其道”。106

孟子又嘗論“三聖人”：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

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

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

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

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

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

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

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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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

之和者也。
107

伯夷即是守“先王之道”者：伯夷是殷商之臣，武王伐紂

時，伯夷叩馬而諫。周定天下，善待殷朝遺老，而伯夷恥食周

粟，隱居陽首山，采薇而食，最終餓死。孟子贊為“聖之清”， 

“清”用張載的話來說，即“無所雜者”
108

：就臣子的身份而

言，“所必事者其君（紂），非其君，則雖可事而不事”，
109

 如

果君王有道，天下有治，則進；君王無道，天下大亂，則退。故

紂王之時，伯夷居於北海之濱，“待天下之清”之時複而出仕於

商；周室既立，則隱居首陽山，絕不出仕於周。

伊尹則為行“道”者：伊尹明瞭堯舜之道，欲施之於天下

之民（“使先覺覺後覺”），五次仕於桀，五次仕於湯，湯死後

的繼世之君太甲不賢，又將其放逐於桐宮，自行攝政，等到太甲

悔悟之後迎歸還政。孟子贊為“聖之任”，朱熹引孔氏注“任”

字為“以天下為己責”
110

：伊尹盡臣道的方式相較伯夷則更積極

進取一些，“事焉而正君德者在我，明主因而成之，暗主起而匡

之”
111

，天下有治時盡力輔佐，是進；天下大亂時力挽狂瀾，仍

然是進。故桀之時，輔佐湯“伐夏救民”；湯之時，輔佐湯治理

天下；太甲之時，以臣放君，以造就太甲一代之治。伯夷保守，

伊尹進取，都是為了盡為臣的職責，而伊尹也始終沒有踐位的私

心。孟子說“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112

 以此而

言，則伊尹的做法實不可輕易效仿。

柳下惠則又為守“先王之道”者：柳下惠賢德，但不為魯

所重用，三次見貶，仍不去故國。孟子贊為“聖之和”，對於 

“和”字，張載釋為“無所異者”
113

：無論君主有道無道，出

仕而不擇君。“雖汙君可仕而不羞，君可正則正之，吾未嘗從邪

也。仕不必重也，雖小官可就而不辭，職可盡而盡之，不可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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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未嘗廢業也”。
114

 亦即盡力做好君王所賦予的職權範圍之內的

事情，不被器重而不爭，亦不失己，惟盡臣道，不事二君。
115

伯夷、伊尹、柳下惠同為臣子的身份，雖然事跡大相徑

庭，但所行都不過是盡臣子的職分，孟子並而言之，以為“三聖

人”
116

，以闡述“法堯舜”、盡臣道之理同一而事可不同。也即

是說，儘管賀麟先生指出“三綱”或“君為臣綱”的道德訓誡是

片面的、絕對的，但對這一抽象的道德原則的理解，卻不能忽略

具體的情境。否則，伊尹之“任”便不能被視為君盡忠，引言中

洪承疇、祖大壽降清也不能以伊尹之事度之；而從伯夷之“清”

來看，則劉宗周、黃道周為明死節之事，與伯夷采薇首陽山之事

又頗為近似。

（二）資於事父以事君

明儒黃宗羲說：“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

責，則吾在君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

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
117

 臣子與君共治天下，故

仕於君，以君為友。
118

  “君臣如師友”並非黃宗羲的發明，而是

儒家思想中早已有之的東西。如《詩經》云：

朋友攸攝，攝於威儀。箋云：“謂群臣同志好者也。
119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云：“朋友，群臣也。”
120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箋云：“人君以群臣爲友。”
121

顯然，對君臣關係的體認，以“友”視之顯然遠比以“僕”

視之更為恰切，或者說，君臣關係的倫理中至少有一層“朋友”

的意涵在。但同樣，黃宗羲也沒有否定“君父臣子”這一類比的

合理性：“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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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過也”。
122

 那麼，君臣之間的朋友之義又如何得以體現？

孟子說：

友也者，友其德也。

晉平公之與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

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

舜尚（上）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

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

尊賢，其義一也。
123

亥唐為晉國賢人，晉平公對待亥唐可謂畢恭畢敬：“唐不與

講揖讓延升之禮，命之入則入，弗待逡巡也；唐不為修先入為席

之文，命之坐則坐，居然侍坐也；論說久而當食，唐不與行躬執

饋獻之儀，命之食則食，無所推讓也。其食也，歲疏食菜羹，未

嘗不飽，屢食焉而無厭心。夫平公其果能甘此哉？其必飽也，蓋

不敢不飽，唯恐富貴之色稍形而唐不悅也”。
124

舜為匹夫而上見天子堯，堯感其德而友之。“乃其初相晉

接之時，先與講朋友之禮……舜自溈汭而進見於帝，帝欲與治

天工，而不遽臣之也，館之於貳室，若與己並崇焉。舜見，而堯

以饗禮禮之；堯亦見舜於貳室，而舜亦以饗禮饗堯焉。從容獻酢

於堂階之間，以大禮周旋，而堯不見豐，舜不見嗇……則將來舉

大任而授之舜者，皆此心唯見有德者，忘此際誰為天子，誰為匹

夫…天子而友匹夫，王公之尊賢，道應然耳”。
125

晉平公禮遇亥唐，和堯禮遇舜，兩個事件的同一性在於君對

臣的做法，即孟子所言“用上敬下”，即尊賢。同樣還有“用下

敬上”，即“貴貴”。“貴貴”與“尊賢”，所遵從的邏輯都是

一樣的。“貴與賤，皆天之所自授也，故下不得不敬上……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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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職，則君尊而臣卑”。
126

“貴貴”則體現於臣子對於君之間的各

種紛繁複雜的禮制上。一言以蔽之，如《禮記》所言：“資於事

父以事君”。《中庸》說：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

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127

行仁即要“愛人”，“愛人”的起點在於家庭之內的親親之

情；義即處事恰當，處事恰當的頭等大事即要尊賢，而賢之大者

是君。“親親”與“尊尊”（尊賢）正是仁義的最主要的體現。

仁義並稱不代表二者是互不相干的：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
128

注：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

恩者仁也，理者義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
129

，義之大者

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130

家庭中不是沒有尊尊的關係，而因其是“天倫”，故強調

親愛之情；家庭之外的社會交往也不是沒有類似親親的恩情，

只是因為身份有別的緣故而更要強調相互之間“恰當”地對待對

方，否則這一關係便有終止的危險。而在義理上，對君的“義”

或者“尊尊”的來源，正是父對子的尊尊之道。
131

 孫希旦解釋 

《大傳》“尊尊”說：“尊尊，謂正尊之服”。
132

 “正尊”即為

自己的父母。像尊敬自己的父親一樣尊敬自己的君，便是對君

行義；而像愛自己的家人一樣愛民，便是行仁。因此，清儒焦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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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法堯舜”時說：“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

盡也”。
133

 就此而言，“君為臣綱”只是對“尊尊貴貴”之道
134

 

的另一種表述而已。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135

在《論語》中，子張問孔子能否預知將來之世，孔子曆陳

三代之因革，以禮釋之。對此，顧炎武的解釋是：“記曰聖人南

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

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其不可得

變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

與民變革者也”。
136

 這由陳來對“禮”和“儀”做出的區分來

看也許更容易理解：“儀”是儀節度數，“禮”則可以被看做是

抽象化了的、組織社會政治秩序所依賴的原則或精神。137 也即

是說，在孔子看來，三代交替的歷史進程中，“儀”是有所損益

的，但“禮”的精神 —— “親親”與“尊尊”—— 卻一脈相承，

甚至在十世、百世以後也不會更易。朱熹則直接以將之與“三綱

五常”劃上了等號：“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

而不能變”。
138

五 餘論

茲引民儒劉咸炘的議論，作為本文的總結：

近世多排
139

 三綱之說，辯護者則謂出《白虎通》引

《禮緯含文嘉》，非孔子之言，此魯莽不甚解之誤也。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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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綱者張也，

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此固明明責君、父、夫之

詞，豈務尊上而抑下哉？
140

陳寅恪先生更是把“三綱六紀”當做“中國文化之定義”：

吾觀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

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

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

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

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

事。
141

筆者初讀陳先生的文字時，十分疑惑不解。這篇文章只是希

望能為賀、劉、陳三位先生的研究做一小小的補充， 希冀能通過

分辨加諸於“三綱”說的無妄的批評，梳理其本身的邏輯。所做

的梳理多言孟子一派，同樣未必能夠窺見儒家思想的全貌。就全

文本身的邏輯而言，仍然有許多問題未能解決。例如，“三綱”

只言君臣，則夫婦、父子與君臣之間的邏輯關係仍未能厘清；只

言理而不言情境，便容易陷入“見林不見木”的陷阱，而忽視人

際交往中互動的複雜性。這些問題仍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但是，正如劉咸炘先生所說：“夫工有都匠，商有儈魁，

丐亦有首焉。謂工皆都，商皆魁，丐皆首者，必小見也；謂工

可無都，商可無魁，丐可無首者，亦小見也。去君臣之名而不

去君臣之實，德服邪，力服邪，不可知也”。
142

“君為臣綱”的

道德信條，也許時至今日，仍然發揮著隱秘的影響。回到引言中

乾隆修《貳臣傳》的例子，洪承疇、祖大壽降清的做法非但引起

了乾隆的反感，斥之為“畏死幸生”，時的文化精英乃至普通民

眾，均對洪不抱好感。如李光地的記載，崇禎元年的進士金聲，



198 秦鵬飛

在抗清被俘後“搖扇回翔，步於洪承疇大堂前，指斥駡之。言金

（聲）、黃（道周）皆稱老爺，而洪或稱名，或稱洪亨九，或稱

洪老” 。143時過境遷，及至新中國成立後，仍有根據洪承疇的故

事創作的京劇《洪母罵疇》（1960）。對洪承疇“失節”一事的認

同，倘若在大眾中沒有一定的基礎，則這出京劇也就不復有創作

和存在的必要了。也正因如此，對“君為臣綱”做出探源式的梳

理與解釋，也許會對理解儒家關於社會秩序的思想有所助益。

注釋

1  王先謙，《東華錄·東華續錄·乾隆八十六》。

2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6573–6603。
3  詳見《明史·劉宗周黃道周列傳》。

4  《孟子·萬章》。

5  可參看潘光旦，〈說“五倫”的由來〉，載於潘先生所著《儒家的

社會思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66–318；周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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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7，246–247。
12  同10，106–108。
13  同7，247。
14  同7，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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