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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孟「聖王之道」及其願景初探
   撰文／陳丁立  屏東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聖王之道」，即實現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之道。本文以「孔孟

對『聖王之道』的詮釋」為主軸，先從《尚書．洪範》釐定「王道」之義，

繼而以《論語》、《孟子》孔孟祖述「二帝」（堯舜）、「三王」（三

代聖王）的史料為素材，探討「聖王之道」的義理思想及其願景。

《尚書．洪範》的「王道」，是指聖王治理天下愛民尊賢的大中

之道，《論語》記載堯帝告誡舜繼任帝位後，要執守此一「中道」，

舉用賢能之士，仁愛天下百姓。《孟子》從人的「不忍人之心」出發，

推行「不忍人之政」，而施行「仁政」首在照顧失怙貧苦的百姓，讓

人民生活富足，進而教導孝悌、忠信之道，營造家庭、社會與天下的

和樂，成就「王道」，無敵於天下。

廿一世紀開展至今已歷十年，重「利」的價值觀已讓全球危機四

伏。孔孟「聖王之道」，以「仁」為核心價值，旨在追求世界大同的

實現，是締造人類福祉最好的願景。孔孟「聖王之道」邁向世界大同

理想的願景如下：

一、建立符應真理的價值觀及其態度

二、建立中西經典文化教育、交流機制

三、建立各宗教、各種族友善互助平台

四、建立邁向世界大同政經文教之運作機制

從價值觀的根本改變，將通達寬闊的經典教育，從兒童時期開始

紮根。建立友善互助的平台，減少各宗教、各種族不必要的誤解與紛

爭，繼而攜手合作，謀劃溫馨、有效的政經文教等運作機制，期能促

成世界大同的理想早日實現。

關鍵字：聖王之道、王道、孔子、孟子、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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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何謂「聖王之道」？狹義而言，是指「二帝」（堯帝、舜帝）「三

王」（夏禹、商湯、周文武王「三代聖王」）治理天下之道；廣義而言，

則指孔孟「五經」「四書」所代表的文化道統。總括而言，所謂「聖

王之道」，即是實現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之道。

孔子所傳授的六門學問，前漢 1 稱為「六藝」，又稱「六經」，傳

承伏羲乃至二帝三王的文化道統。相傳《樂》亡於秦火，所以才稱為

「五經」。孔子五十六歲 2，獲魯定公及季桓子的倚重，任大司寇兼攝

相事三月 3，魯國大治，期能實現天下太平的理想。齊國畏懼魯國強大，

以女樂文馬離間而破局。孔子周遊列國，倡導「仁道」，志在實現「聖

王之道」。其後，曾子以「忠恕之道」繼之；子思作〈中庸〉，以明

聖王之道的「體」「用」；孟子力求「仁政」，以成「王道」，發揚

孔學，居功厥偉。南宋程朱 4 明此，將《禮記》的〈大學〉〈中庸〉，

合於《論》《孟》，以成「四書」儒經。故就先秦 時代，實現「聖王

之道」的關鍵人物而言：孔子以前，「道在君相」；孔子以後，「道

降師儒」。

1.「前漢」，即「西漢」。「後漢」，則為「東漢」。

2.《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
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瀧川龜太郎：《史
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1986 年 9 月），頁 750。

3.《史記．伍子胥列傳》「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史
記會注考證》，頁 873。

4.「程朱」：程子與朱熹。

壹、前言

貳、《尚書．洪範》的「王道」之義

參、《論語》對「聖王之道」的闡述

肆、《孟子》的「王道」思想

伍、孔孟「聖王之道」的願景

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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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的「聖王之道」遍及四書五經，內容浩瀚博大，無法在單篇論

文中詳述。本文論述的焦點，則以「孔孟對『聖王之道』的詮釋」為主軸，

先從《尚書．洪範》釐定「王道」之義，繼而以《論語》、《孟子》孔

孟祖述「二帝」、「三王」的史料為素材，論述「聖王之道」的義理思想。

二十一世紀，是「復興中華固有文化」、「實現世界大同」最關鍵

的新紀元。資本主義講「利」，從十八世紀下半葉至今 6，風瀰全球。孟

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7 當全世界的人都醉心逐利，全球化
8 效應便將資本主義所引發的環保、經濟等危機 9，蔓延到世界各地。換

言之，世道人心已到了不得不變的地步，人類必須正視過度謀「利」的

後果，重新省思、擘劃地球村的藍圖。而孔孟「聖王之道」，將是人類

邁向世界大同，締造最高福祉的理想目標。

貳、《尚書．洪範》的「王道」之義

《中庸．第 30 章》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

襲水土。」申明孔子遠宗堯舜、取法文武之道，效法天道的運行，順應

山川地理之性，聖人、聖王之德，可比天地。《尚書正義．尚書序》提

及孔子教《書》（即《尚書》）的重大意義：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定禮樂，明

舊章，……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

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

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10 

6. 未來學者托佛勒（Alvin Toffler）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提出了波浪式變遷的理論，認為農業革命開啟了人類的文明，是人類社會
進化的「第一波」；工業革命創造了經濟繁榮，也帶動了社會與政治的改變，是為「第二波」革命。托佛勒認為，工業革命主
宰人類的生活達三百年之久，面臨單調的生活方式、能源無節制的耗用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問題，引發社會的反思。而工業主
義崩潰，新文明崛起，稱為「第三波」文明。張緯良：《企業概論》（台北：華泰書局，1998 年 2 月），頁 457。

7. 錄自《孟子．梁惠王上》。

8.‘global’一字的出現已逾四百年，1980 年代學界才認知到全球化概念在學術上的重要性，1990 年代，全球化概念在社會學
界流通，羅伯森（Robertson）功不可沒。Malcolm Waters 著、徐偉傑譯：《全球化》（臺北：弘智文化，2000），頁 1-2。

9.「環保危機」，如溫氏效應造成南北極冰山融化，導致海平面上升。又如臭氧層破洞對地球生物所造成的危害等問題。「經濟
危機」，如 1970-80 年代生產設備過剩問題，1990-2003 年代股市大漲大落，以及 2008 年以來所發生的能源價格暴漲、世界
金融危機等。另從「醫療」的角度來說，「癌症」便是廿世紀文明所帶來的疾病，直接威脅人類的生命。近幾年美鈔大量印製，
導致美金貶值、通貨膨脹等問題。

10. 孔穎達：《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2007 年 12 月），頁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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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將〈三墳〉〈五典〉所記載「三皇」「五帝」之道 11，以及夏、

商、周三代之書，彙整為《書》的教材，將唐堯、虞舜「二帝」，以

及三代聖王「三王」的「聖王之道」，教育三千弟子，成為漢武帝以

後歷代皇帝治國所仰慕、效法的楷模。

《尚書．洪範》記載，武王拜訪大賢請益治國之道，箕子陳述上

天賜予夏禹的「洪範九疇」12。九類大法之中，第五「皇極」13，即指

治理天下的「大中之道」，要而言之，亦即愛民尊賢之道。〈洪範〉云：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14 

真誠的愛護百姓，體恤孤苦失怙的良民；敬重賢能的人，讓他們

能夠充分發揮長才。天子若能遵行此道，邦國、天下自可繁榮昌盛。

關於「王」、「道」二字的字義，〈洪範〉云：

無偏無陂 15，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尚書正義》注云：「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

以治民。」「言無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王」，指「先

王」，亦即古代之聖王。「道」與「路」互通，為歷代聖王治民所行

的正義之路。進而言之，「王道」合為一詞之詞義內涵，可從接下來

的經文加以探求，〈洪範〉又云：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11.「三皇」：伏犧、神農、黃帝；「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孔穎達：「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
2007 年 12 月），頁 4-5。

12. 即治理天下的九類大法：第一、是「五行」；第二、是恭謹地做好五件事情 ( 敬用「五事」)；第三、是勤勉地施行八種政
務 ( 農用「八政」)；第四、是調合五種天象時令 ( 協用「五紀」)；第五、是建立君主的法則 ( 建用「皇極」)；第六、是治
理民眾要用三種德行 ( 乂用「三德」)；第七、是用卜筮來解決疑惑從而達到明哲 ( 明用「稽疑」)；第八、是要認真考查天
的各種徵兆 ( 念用「庶徵」)；第九、是要用五種幸福勸勉人們，用六種懲罰規諫人們 (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13.「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注：「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上海：上海古籍，2007 年 12 月），
頁 449。



129
孔孟「聖王之道」及其願景初探

從上一段首句「無偏無陂」至本段末句「歸其有極」，孔穎達疏云：

「無偏」至「有極」，更言大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

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為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

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

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

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

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

言人皆謂此人為大中之人也。16 

「王道」，即「聖王之道」，其義理內涵可從「體」、「用」兩

層面來探求：（一）「體」，即「大中之體」，為真理之本體（「道體」），

王者以天地之本心實踐治道，即是「王道」、「聖王之道」，亦即為

「大中之人」。（二）「用」，欲明「先王之正道」，須從道德「修養」

契入道體，建立符合真理的「態度」：不以個人好惡來干擾善惡的判

斷，方不致謬賞、濫罰；不以私利相互勾結，方能公心一片；不違反、

不偏離正道，方可使天下歸心。能明「先王之正道」，方能實現公平、

正直的「王家所行之道」，達「聖王之道」的「體」「用」。

《尚書．洪範》的「王道」，為歷代聖王治民所行的正義之路。

就其義理內涵而言，即不以個人好惡干擾善惡的判斷，不以私利相互

勾結，不違反、不偏離正道，為治理天下愛民尊賢的大中之道。天子

體行公平、正直的「聖王之道」，則為「大中之人」，天下歸心。

14. 語譯：「不虐待無依無靠的人，而敬重畏懼明智的人。臣民中有才能有作為的，就要讓他順利的發揮才能，國家就會繁榮
昌盛。」

15.「陂」，音ㄅㄧ ˋ，不正、傾斜之義。本作「頗」。《新唐書．藝文志》謂唐開元十四年，玄宗以義頗聲不協，詔改頗為
陂。「頗」，《說文》：「頭偏。」即「偏邪不正」之義。請參屈萬里：《尚書集釋》（台北：聯經，2006 年 10 月），
頁 121。

16.「唐」孔穎達：「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2007 年 12 月），頁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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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論語》對「聖王之道」的闡述

孔子祖述堯舜二帝，提及堯帝禪讓舜帝的誡命之辭，亦即「聖王

之道」聖聖相傳的心法，〈堯曰篇．第 1 章〉云：

堯曰：「咨 17 ！爾舜！天之曆數 18 在爾躬 19，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20」舜亦以命禹。

堯依照天意、民心傳位於舜，慎重告誡舜要執守「中道」，造福

天下蒼生。如何發用「中道」，安定人民的生活呢？進而言之，必須

舉用賢能之士，方能落實仁愛之心。因此，這段囑命之辭，可分為兩

項要點：「允 21 執厥 22 中」、「舉賢愛民」，可用以概括《論語》「聖

王之道」的要旨。

一、允執其中

「允執其中」，堯告誡舜繼任帝位後，「必須要執守此一中道」。

「中」，同時涵蘊「體」「用」兩層面，明「體」才能致「用」。〔清〕

劉寶楠《論語正義》以「用中」來加以注解：

「執中」者，謂執中道用之。《禮．中庸》云：「子曰：『舜其大

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而用中，舜所受堯之道也。

用中即中庸，故庸訓用也。中庸之義，自堯發之，其後賢聖論政治

學術，咸本此矣。23 

17.「咨」：「嗟」也。堯有所重誡於舜，故歎而後言也。

18.「曆數」：歲、月、日、星辰運行之法。王者，天之子，當法天而行，故堯以天之曆數責之於舜。[ 清 ] 劉寶楠：《論語正義》
（台北：文史哲，1990 年 11 月），頁 756。

19.「躬」訓「身」也。[ 清 ] 劉寶楠：《論語正義》（台北：文史哲，1990 年 11 月），頁 756。

20. 包 ( 咸 ) 注：「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 [ 清 ] 劉寶楠：《論語正義》（台北：文史哲，1990 年 11 月），頁
756。

21.「允」：信，誠然之義，副詞。

22.「厥」：此，即指此一「中道」。

23.[ 清 ] 劉寶楠：《論語正義》，頁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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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聖子思作〈中庸〉：「中」，為道體（真理），為聖聖相傳的

仁道本體、本心；「庸」，指中體的實踐發用，「用中」方能造福天

下蒼生，成就仁道本體。「中庸」，舜受之於堯，傳之於禹，此即「二

帝三王」聖聖相傳的「聖王之道」。在道脈薪火相傳的過程，以「中」

為體，聖賢們為了天下的安定，傳承、發揚禮樂典章制度，形成了「文

化道統」。

孔子周遊列國，到了匡城，匡人以為是曾經對他們施暴的陽虎，

於是率兵圍之。孔子在造次顛沛之際，展現出有道聖者坦蕩無懼的氣

象。〈子罕篇．第 5 章〉云：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

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文」，即是聖聖相傳的文化道統的精髓命脈。孔子謙稱自己為

「後死者」，深信道在他的身上，如果上天要讓這道脈繼續留在世上，

即使遇到危及生命的困厄，也可以化險為夷，因此能夠從容面對。

衛國大夫公孫朝曾經請教子貢，問及孔子之學源自何處？〈子張

篇．第 22 章〉云：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貢說他的老師孔子學無常師，學問來自「文武之道」。文、武

聖王的禮樂典章制度，還沒墜地遺失，聖賢之人見識恢宏，對於聖王

之道的真諦，必能處處留心，傾力學習。

學習「聖王之道」，如何取法天道？如何治理天下呢？〈泰伯篇〉

有兩章的文獻，記載孔子尊榮堯、舜、禹的「法天」、「無私」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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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 24 焉。」

言及崇高，莫過於天，唐堯效法天道，建立了豐功偉業，傳下禮

樂文治典章制度。虞舜、夏禹雖擁有天下，但卻不會以此為樂。《孟子．

滕文公上》云：「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

為天下而得人者謂之仁。……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心哉？」唐堯、

虞舜、夏禹以仁心治天下，志在求賢安民，不為己憂，不為己樂。「無

私之德」，崇高如天，百姓瞻仰，無以言喻。

二、舉賢愛民

堯告誡舜「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如果天下百姓都過著困頓窮

苦的生活，那時上天所賜予你的祿位也就結束。劉寶楠《論語正義》

引包咸注云：「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25 將「困」解釋為「極」，指為政者能執守中道，窮極四海，天祿得以

長保。兩說義似相反，然旨趣相同，均在告誡舜帝，造福蒼生，是天

子的責任。《孟子．滕文公上》云：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堯獨憂之，

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

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唐堯之時，洪水四溢，氾濫成災，五穀無法收成，禽獸逼害人類，

若未妥善處理，很快地就瀕臨「四海困窮」的境地。於是，堯舉用舜

24.「與 ( ㄩ )」：通「豫」，樂也。

25. [ 清 ] 劉寶楠：《論語正義》，頁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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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處理國政，而舜又舉用伯益、禹、后稷等賢能的臣屬。伯益用火驅

散鳥獸，大禹排除淤積，疏通洪水。水患既平，后稷教人民耕種之方，

五穀豐收，人民才得到養育。所以《尚書．洪範》云：「天子作民父母，

以為天下王。」天子是照顧天下臣民的父母，因此才能成其為天下的

君王。而為政之道，必須以天下蒼生為念，舉用賢能之士，方可轉危

為安，讓百姓豐衣足食，過著平安、和樂的生活。

虞舜有賢臣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而使天下得以太平。

文王舉用姜尚，天下歸心；武王任用賢者十人，故能實現治道，安定

天下。〈泰伯．第 20 章〉云：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 26 十人。」孔子曰：「才

難 27，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孔子期許天下太平，非常珍視「人才難得」的關鍵作用，所以說

「才難」。唐堯、虞舜，重用賢臣，安定天下。文王知人善任，獲致

六州諸侯民心的歸服，三分天下有其二。雖身處亂世，動輒得咎，尚

能修德守禮，感化四方百姓，率眾服事於紂王，此即文王之「至德」。

一直到了周武王，人才鼎盛，治官賢者十人，其中一位是武王的母親

太姒，實際上共有九位賢能的僚屬，助他滅殷興周。因此，用中之道，

莫過於舉用賢能之士，從具體的作為，落實關懷百姓的仁愛之心。

26. 馬融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
「文母」，即太姒，為文王之妻，武王之生母。[ 清 ] 劉寶楠：《論語正義》，頁 309。

27. 正義曰：「才難」者，古語。《廣雅．釋詁》：「才，道也。」古之所謂才，皆言人有德能治事者也。[ 清 ] 劉寶楠：《論
語正義》，頁 311。



134

肆、《孟子》的「王道」思想

孟子言必稱述堯舜 28，並以效法孔子 29 為其畢生職志，對於「聖

王」、「先王」史蹟的追述，以及聖王之道內涵的詮釋，均能深刻而

周延。孟子重視每個人與生俱來良心善性的推擴，仁愛之心的落實，

進而主張推行「仁政」，讓每個人的善性都能充分的朗現，化解一切

紛爭，不樹立任何的敵對者，仁風遠播，人我和諧，此即「仁者無敵」

之義。孟子的「王道」思想，可歸納為「王霸之辨」、「王道之始」、

「推行仁政」與「仁者無敵」等四項要點。

一、王霸之辨

「王道」的實踐，首須辨明《孟子》「王」、「霸」的區別。〈公

孫丑上〉云：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

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

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商湯施行仁政，討伐不仁的夏桀，以七十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

之地行仁，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德率眾服事商紂，至武王滅商而興周，

解百姓倒懸之苦。「霸道」，以力服人，對方力不足以對抗而暫時屈服；

「王道」，以德服人，心悅誠服，表裏如一。兩者相較，所需的外在

條件與實質內涵皆有所不同。

雖然「王道」、「霸道」在動機、條件和內涵上，均有明顯的不同，

但孟子認為只要能躬行仁道，對世道人心仍是有益的。〈盡心上〉云：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28.《孟子》一書，稱「堯」58 次，稱「舜」97 次。楊伯峻：《孟子詞典》，（台北：漢京，1987 年 1 月），頁 432、440。

29.《孟子》，提到孔子 81 次。《孟子詞典》，頁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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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舜二帝施行仁政，源自仁厚的天性；商湯、周武王，躬行仁道，

拯救蒼生；春秋五霸，則假「王道」之名，而行「霸道」之實。無論

是出自天性，或者勉力而為，二帝三王造福黎民百姓之德業，昭如日

月。至如假借仁德之名，用以稱霸天下，若能終身履行仁德，領略王

道仁政之真諦，也算是勉力而為啊！

二、王道之始

「聖王之道」實現的基礎，可從「精神」、「現實」兩層面來說。

首先，從「精神」層面來說，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不忍心看到

別人挨餓、受凍，這樣的「惻隱之心」，就是「仁心」產生的開端。〈公

孫丑上〉云：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

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古代的聖王，不忍心看到黎民百姓在生活上遭受到任何困境，故

而舉用賢能之士，共同尋求克服困境的方法，故有「不忍人之政」。

聖王從仁愛、惻隱之心出發，施行關懷蒼生的政令，締造仁厚善良的

風氣，啟迪人們的良知良能，故能使天下得到良好的治理。

另外，從「現實」層面來看，讓百姓衣食無憂，是實現聖王之道

的基礎，〈梁惠王上〉云：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人類的形軀，必須依賴衣食才得以生存。因此，照顧百姓的衣食

生活，是推行王道仁政的基礎。相對而言，百姓衣食沒有匱乏，能夠

感受主政者的「不忍人之心」，就會支持政府。所以，〈離婁上〉云：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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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低窪的地方流動，是水的特性；向空曠山林奔走，是野獸的本性。

而人性，普遍希望受到別人仁善的對待，所以，善良的人民對施行仁

政的政府，即能心悅誠服。

三、仁政施行

堯舜之所以成能其為「聖王」的關鍵因素，在於施行「仁政」。

夏商周三代的「聖王」，因「仁」而得天下；亡國之君，均因「不仁」

而喪失天下臣民的擁戴。〈離婁上〉云：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

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 30；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31。

禹、湯、文武聖王，均因仁心施行仁政，獲致天下民心的歸服；

而夏桀、商紂、周幽王喪失天下，均因不仁之心施行虐民之政。不僅

天子如此，舉凡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不仁，往往會將自己推向滅亡

的境地。

以不忍人之心施行仁政，首先必須照顧鰥、寡、孤、獨等失怙貧

苦的百姓。〈梁惠王下〉云：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

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幼年喪父，家中的經濟缺乏父親的支持，年老無子或喪失配偶，

又缺乏家人的照顧，天子施行仁政，必先以不忍人之心，主動訪求，

30.「宗廟」，卿大夫有采邑然後有宗廟，所以這宗廟實指采邑而言。楊伯峻：《孟子譯注》，頁 166。

31.「四體」，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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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照顧，締造仁厚的社會風氣，讓人心善良，懂得知足、感恩，這

便是施行仁政的開端。

施行仁政，必須要有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及其具體作為，尤須周

延的計畫，以及長遠的考量，對社會風氣、國家安全與民生、教育等

問題，須作通盤之規劃。〈梁惠王上〉云：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 32，壯者以暇日修其

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 33 以撻 34 秦楚

之堅甲利兵矣。

「深耕易耨」，鼓勵人民勤於鬆土、鋤草等農事，增加農作物的

收成；「薄稅斂」，減輕賦稅，能多享有自家努力的成果；「省刑罰」，

設置刑罰的本意，在於保護善良人民，因此必須儘量減免，不可傷及

無辜。施行仁政，必須尊重人權，照顧民生，進而教育百姓孝悌、忠

信之道，營造家庭、社會的和樂，同心協力保衛國家。

天子施行仁政，舉用賢能之士，不但可以振奮人心，鼓舞士農工

商百業的士氣，更能吸引天下賢才前來歸附。〈梁惠王上〉云：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立於王之野，

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巿，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加者，

皆欲赴訴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尚書．洪範》云：「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天子的仁厚胸懷，讓有能力、有作為的臣民，充分發揮所長，國家就

會繁榮昌盛。換言之，國家的繁榮昌盛，端賴賢能之士的共同努力，

舉國人才得以發展所長，其他國家受到抑制的人才就會競相歸附。在

仁厚信實的風氣下，百業人才濟濟，就可國強民富，無敵於天下。 

32.「深耕」：翻鬆泥土須深入。「易耨」：易，快速。耨，音ㄋㄡ ˋ，鋤草。

33.「制梃」：制，製作。梃，音ㄊㄧㄥ ˇ，棍棒。

34.「撻」：音ㄊㄚ ˋ，抗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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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仁者無敵

孟子認為，王道的實現，不在國土的大小，也不在人數的多寡，

而在國君的決心。〈梁惠王上〉云：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

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

〈離婁上〉又引用孔子之說：

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國君好仁，施行仁政，國富民強，不但足以自保，於必要之時，

更可救民於水火。眾望所歸，故能無敵於天下。

「仁」，為天地之本心。順乎天意，施行仁政，萬眾歸心，國家

終必昌盛，風行草偃，莫之能禦。〈公孫丑上〉云：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無敵於天下者，天吏 35 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存乎天心，施行仁政，即為順應天意的「天吏」。順天者昌，自

可無敵於天下。「聖王之道」，本於天心，體行仁道，沒有時間、空

間之區隔與限制，〈離婁下〉云：

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

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先聖後聖，其揆 36 一也。

35 趙歧注：「天吏者，天使之也。為政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漢〕趙歧注：《孟子注疏》，頁 65，藍燈。

36「揆」，尺度、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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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與舜帝，東西相隔千餘里，前後相距千餘年，履行「聖王之

道」，功成於中國，先聖、後聖依循的準則都是一樣的。「聖王之道」，

造福天下，不分古今中外，對於廿一世紀人類的未來，更具有決定性

的影響力。

伍、孔孟「聖王之道」的願景

西方工業革命至今，已三百餘年。機械的大量生產，和資本主義

充分結合後，物質文明科技日益提昇，人類追求金錢的狂熱，對官能

享受的依賴，日甚一日。廿世紀之時，科技的發展，讓人們自信「人定」

可以「勝天」，幾世紀以來，重「利」的價值觀，風瀰全球，造成當

前的政治、經濟、環保、醫療、能源等問題，加速蔓延。近廿年來的「全

球化」議題，多以資本主義的「經濟」觀點為主軸，貫串著全球化的

進程，不斷地將歐美經濟問題擴散，並且讓分配不公的現象日益加劇。

人類瘋狂逐利，媒體為了收視率，想盡辦法滿足人們的感官刺

激，甚而是幸災樂禍的好奇心，導致物慾橫流，對事物的關注日益

「形式化」，逐漸喪失對精神內涵的體認。個人主義過度的發展，

更容易導致我行我素，浮躁而勢利，不懂得關懷生命、尊重他人。輪

船與飛機的科技，讓人類有了愈來愈多的接觸機會。網際網路科技

發達後，地球似乎變得愈來愈小，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也愈來愈方

便，關係也愈加密切。因此，全球的禍福，任何人都很難置之度外。

當廿世紀落幕，人們以無比雀躍的心情期盼新世紀的來臨之時，

詎料為廿一世紀揭開序幕的，竟然是如同電影情節般的九一一攻擊事

件。賓拉登炸毀代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顛峰的世貿大樓，和代表美國

國力的五角大廈，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千年血仇，以此次

大攻擊為歷史的最新註腳。今年，美國射殺賓拉登，是否代表千年血

仇的終結呢？中東局勢，對全球的能源、經濟問題，屢有牽一髮而動

全身之勢，甚至是軍事衝突的引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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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堯曰》首章，記載堯帝傳位於舜帝，以及舜傳位於禹的

誡命之辭，「聖王之道」的內涵，即以「仁道」為體，舉賢愛民，造

福天下黎民，與《尚書．洪範》所言的「王道」互通，亦即治理天下

愛民尊賢的大中之道。《孟子》以「不忍人之心」，作為推行仁政的

基礎，更具體歷代聖王施行仁政的具體作為，據此提出「省刑罰，薄

稅斂……暇日修其孝悌忠信」為願景，在東周戰國時代的亂世，為梁

惠王提出治國、平天下之道，亦即二帝三王一脈相承的「聖王之道」。

當前全球亂象所源有二：（一）核心價值的偏差；（二）基督教、

回教的宗教衝突。孔孟「聖王之道」，以「仁」為核心價值，旨在追

求世界大同的實現，是締造人類福祉最好的實踐之學。面對上述問題，

以孔孟「聖王之道」的內涵，實現世界大同願景的方略如下：

一、建立符應真理的價值觀及其態度

當前最嚴重、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核心價值的問題。全世界醉心

逐「利」，更使人類瀕臨危殆。儒家，以「仁」為根本精神。孔子說：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37 用「仁」來安頓生命，人生才能

圓滿完善。仁是實現一切價值的關鍵，有了「仁心」的展現，金錢、

才能、權力等價值，方能造福人群；如果喪失「仁心」，任何價值都

可能危害國家社會。《論語．八佾》云：「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人而不仁，如樂何？』」仁愛之心，是人類待人處世態度與思想言行

的依據。人人好仁行仁，從一切的制度、言行，展現充分關懷尊重他

人的風範，溫良敦厚的堯天舜日方能重現。

二、建立中西經典文化教育、交流機制

中國儒、釋、道三家的經典，與天主教 38、基督教所推崇的《聖

經》，以及回教所依據的《可蘭經》，都是符應真理，促進人心和善

的經典。五教經典的研究與會通，彼此的瞭解、欣賞、學習與交流，

37.《論語．里仁篇》首章。「里」，安頓。「美」，圓滿完善。「擇」，選擇。「知」，明智。「擇不處仁，焉得知？」義即「如
果不能將選擇為安頓生命的處所，怎麼能稱得上明智之舉呢？」

38. 天主教研讀《舊約》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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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透過教育、交流機制的平台來落實。中西方經典、文化的教育，

從兒童時期學習語文時期開始紮根，在每個成長階段，都能學習相互

關懷與尊重，透過經典教育，培養每個人謙遜、包容的忠恕風範。

三、建立各宗教、各種族友善互助平台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問題，則在基督教與回教的相處問題，具

體地說，即是以色列與中東回教國家互動的問題。以經典教育為根本，

打破各行其是的鴻溝，繼而建立各宗教 39、各種族友善的平台，建立真

誠、仁厚與互信的情誼，了解對方的善良與友善，就可化解許多不必

要的誤解和紛爭，繼而可以整合彼此的力量，締造人類福祉。

四、建立邁向世界大同政經文教之運作機制

人類在廿世紀時，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大戰前後的政治、軍事、

經濟的管理模式，基本的立場多為圖謀各國私利而設。欲邁向世界大

同，則須以「仁」為核心價值，重新調整政治、教育、經濟、文化、軍事、

法律、藝術、醫療、慈善等運作機制，充分照顧弱勢族群，有效培養

才德兼備的領導人才，甚至是提昇日常生活休閒活動的藝術品質等。

當仁風能夠遠播四海，人們的行事風範，懂得為別人設想，具備高度

效能，而又讓人備感尊重，締造溫馨、祥和的人間淨土，都是將來可

以共同努力的目標。

陸、結語

何謂「聖王之道」？即是實現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之道，亦即孔

孟「四書」「五經」所代表的文化道統。本文以「孔孟對『聖王之道』

的詮釋」為主軸，先從《尚書．洪範》釐定「王道」之義，繼而以《論

語》、《孟子》祖述「二帝」、「三王」的史料為素材，論述「聖王之道」

的義理思想，繼而探討其現代意義：

39. 世界宗教史大師休斯頓．史密士探討人類的各大宗教總有：印度教、佛教、儒家、道家、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宗教、
原初宗教。請參休斯頓．史密士著、劉述先校訂、劉安雲譯《人的宗教》（台北：立緒，200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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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尚書．洪範》的「王道」之義

（一）「王道」一詞的字義

「王」指「先王」，即古代的「聖王」；「道」與「路」互

通，為歷代聖王治民所行的正義之路。

（二）「王道」的義理內涵

「王道」即治理天下愛民尊賢的大中之道，不以個人好惡干

擾善惡的判斷，不以私利相互勾結，不違反不偏離正道，方能實

現公正、正直的「聖王之道」。

二、《論語》對「聖王之道」的闡述

（一）允執其中

「中庸」，舜受之於堯，傳之於禹，此即「二帝三王」聖聖

相傳的「聖王之道」。在道脈薪火相傳的過程，以「中」為體，

聖賢們為了天下的安定，傳承光大的禮樂典章制度，形成了「文

化道統」。

（二）舉賢愛民

孔子期許天下太平，非常珍視「人才」的關鍵作用。用中之

道，莫過於舉用賢能之士，落實關懷百姓的仁愛之心。

三、《孟子》的「王道」思想

（一）王霸之辨

「王道」，以德服人，心悅誠服，表裏如一；「霸道」，以

力服人，對方力不足以對抗而暫時屈服。兩者相較，所需的外在

條件與實質內涵皆有所不同。然孟子認為只要能躬行仁道，就算

「久假而不歸」，對世道人心仍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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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道之始

「聖王之道」實現的基礎，可從「精神」、「現實」兩層面來奠基。

1.「精神」層面：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不忍心看到黎民百

姓在生活上遭受到任何困境，故有「不忍人之政」。

2.「現實」層面：照顧百姓的衣食生活，是推行王道仁政的基礎。

（三）仁政施行

1. 首先必須照顧鰥、寡、孤、獨等失怙貧苦的百姓。

2. 施行仁政，必須尊重人權，照顧民生，進而教育百姓孝悌、忠

信之道，營造家庭、社會的和樂，同心協力保衛國家。

3. 天子施行仁政，舉用賢能之士，不但可以振奮人心，鼓舞士農

工商百業士氣，更能吸引天下賢才前來歸附。

（四）仁者無敵

「聖王之道」，本於天心，體行仁道，沒有時間、空間之區

隔與限制。「聖王之道」，慈悲沒有敵人，造福天下，不分古今

中外，對於廿一世紀人類的未來，更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四、孔孟「聖王之道」的現代意義

（一）建立符應真理的價值觀及其態度

（二）建立中西經典文化教育、交流機制

（三）建立各宗教、各種族友善互助平台

（四）建立邁向世界大同政經文教之運作機制

從價值觀的根本改變，將通達寬闊的經典教育，從兒童時期開始

紮根，減少各宗教、各種族不必要的誤解與紛爭，繼而攜手合作，建

立溫馨、有效的互動機制，齊心邁向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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