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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家是春秋戰國時期諸家學派之一，以國家治理方式為主要研究對象。戰國時期，

天下爭雄，社會已非古法所能治。法家順應時勢，提出以法治引領社會，與儒墨

同為顯學。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慎到、商鞅、韓非等。 

 

法家發端於春秋時期的子產、管仲。到戰國初期，李悝、吳起、申不害、商鞅、

慎到等法家代表人物相繼出現，主要主張打破奴隸主世襲制，獎勵耕戰，強調君

主專權。韓非作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將法治與自然之道聯繫起來，強調

君權至上，提出一整套法（統治者制定統一的法律、法令、規章制度等，是眾人

都必須遵守的外在制約）、術（統治者對屬下的制馭、控制之術）、勢（君主的位

勢，即集中權勢而獲得的控制力）結合的君主專制治術。其法治思想在秦一統中

得到實踐，形成定位。 

 

韓非（約公元前 280-前 233年），生活於戰國末期，祖籍今河南新鄭，是韓國的

貴族，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後世稱他為韓非子。韓非所處的韓國，西有強秦，

東有齊國，北有趙、魏，南有楚國，生存於強敵縫隙中，是七雄中較弱者。韓非

主張改革圖新，多次上書不被採納，直至強秦進逼，才得以進見韓王安，被派往

秦國，力諫秦王不要攻打韓國。韓非來到秦國，曾同窗於荀況的李斯在秦為丞相，

妒忌韓非才華，設計將其毒殺。 

 

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首先，韓非總結先秦法家的思想，將其系統化、理

論化。他把子產、管仲到商鞅、吳起、慎到、申不害、李悝的思想仔細整理，比

較法、術、勢的關係，將法家思想發展到新的深度。韓非又吸收了先秦各學派的

思想，擴大法家思想的視野。他在與儒家思想的比較中，強調法治的必要性；在

與墨家的比較中，闡述了法治的務實精神。他還吸收了名家的思想，闡明法治的

名實關係，強調法的名當性。韓非通過比較諸家，提升法家思想的理論內涵。此

外，韓非亦吸收了道家的道體思想和商鞅關於法治思想的歷史哲學思考，從根本

意義上建構法家思想的理論體系。他的法家思想成為秦統一中國的指導思想和直

接推動力。當然，他思想的片面也迅速暴露出來。因為對法治強調過極，忽視了

民本、民權、民主的法制基礎，導致暴政、酷政的實踐。秦統一六國後貫徹了韓

非的思想，但專制暴政急速激化了那個時期的社會矛盾，最終導致秦二世速亡。 

 

除了思想上的貢獻外，韓非的著作中還有大量的史料、寓言。這些史料具有獨特

的史學價值，寓言也寓意深刻，具有獨到的論證意義。守株待兔、曾子殺豬、鄭

人買履、自相矛盾、濫竽充數等兩千年來廣為人知的寓言故事皆出於此。漢初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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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之學部分已受先秦法家思想影響。自董仲舒獨尊儒術後，兩千多年來儒學雖佔

統治地位，但政體基本沿用法家的法制，儒法兼得是中國大一統的文化根基。法

家的政治哲學在中國潛流傳承兩千多年，塑造了中國特有的政治文化，甚至影響

到現代中國社會的形成。我們研究借鑑法家文化精華，把其中崇尚法治、公平正

義的精神融入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建立一種法治文化形態和社會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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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韓非的一生  

 

韓非，約生於公元前 280年，卒於公元前 233年。祖籍今河南境內，出生於新鄭，

是戰國時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是戰國七雄韓國王室的公子。韓國轄今河南

中部陝西東部、河北南部地方，西有強秦，東有齊國，北有趙、魏，南有楚國，

生存於強敵縫隙中，是七雄中較弱者。韓非主張改革圖新，以法治國，多次上書

韓王，不被採納，直至強秦進逼，強索韓非，韓非才得以進見韓王安，被派往秦

國，向秦王鋪陳利弊，力諫秦王不要攻打韓國。 

 

小知識 

公子 

諸侯國中被選定繼承王位者為太子，其他王子都稱公子。 

 

早在韓非來秦之前，秦王贏政已讀過韓非的《孤憤》，曾慨歎：「得見此人與之遊，

死不恨矣。」韓非來秦，曾同窗於荀況的李斯在秦為丞相，妒忌韓非的才華，設

計陷害韓非，賜毒藥殺之。此前秦王似有所察，欲赦免韓非，但悔之晚矣。其實

韓非鋒芒畢露，不但不為李斯所容，也不為韓王安、秦王贏政所容。 

 

 
韓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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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的重要著作 

韓非的著作全部收錄在《韓非子》一書中，各篇涉及法治和用法、用術、用勢等

內容。其中關於自然之道與法治的關係、法治思想的論述，見《解老》、《喻老》、

《主道》、《大體》、《心度》、《人主》、《定法》、《二柄》等；《孤憤》、《難言》、《說

難》等論述當時有志於改革者，無以進言國君、無法推行改革的問題；《五蠹》、

《顯學》、《問田》、《飭令》、《難勢》等篇，批判儒、墨的思想脫離實際以及其他

種種有害於推行法治的行為者。其他大部分篇目闡述法治思想及法、術、勢等治

術思想，包括《揚權》、《制分》、《八奸》、《十過》、《奸劫弒臣》、《飾邪》、《難一》、

《難二》、《難三》、《難四》、《說疑》等篇目。《說林上》、《說林下》、《內儲說上

七術》、《內儲說下六微》、《外儲說左上》、《外儲說左下》、《外儲說右上》、《外儲

說右下》，則是為寫政論準備的古今各種史實材料、寓言的彙集。《韓非子》一書

不但是出色的政治哲學、歷史哲學書，且所記各種史實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其

文也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韓非子》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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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韓非的思想淵源 

 

韓非是戰國後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直接秉承他的老師荀子的「重法」思想，

同時也繼承了戰國前期的李悝、吳起、慎到、商鞅、申不害等法家思想。韓非的

法制思想，多從先秦黃老思想那裏確立哲學前提，他著有《解老》、《喻志》，從

「道」、「理」及其相互關係上，建立其法制思想的理據。他對儒家的思想，包括

其師荀況的「隆禮」思想，以及仁愛、義理皆持批判態度；對墨家的「兼愛」思

想也持否定的態度，以為那是無內容的虛說，是一廂情願。 

 

韓非的法家思想不是一般的治術之學，而是以天人之數、歷史哲學、社會政治思

想、理想社會主張的龐大邏輯建構來支撐的政治哲學思想。他的法治思想多受戰

國前期李悝、吳起、慎到、商鞅、申不害等法家思想的啟迪。他吸收了上述前期

法家的獎勵耕戰，富國強兵的思想，希冀以前期法家思想為鑑，結合韓國的實際，

推行強權經濟政治思想，打造一個兵強國富的新韓國。在法制思想方面，他直接

吸收和改造了商鞅的重「法」思想，申不害的重「術」思想，慎到的重「勢」思

想，形成了韓非法、術、勢集一身的治術思想。他說商鞅在秦國重「法」，賞賜

豐厚，刑罰也同樣嚴酷，秦國很快富強起來。但是商鞅不注意「術」，以至於不

能明辨「忠」、「奸」，不利於中央集權。他還認為申不害重「術」，但對「法」的

重要性缺乏認識，結果韓國的新舊法令自相矛盾，造成社會混亂。韓非在《韓非

子》各篇中，多處表達了對商鞅的崇敬之情。 

 

內蒙古赤峰市松洲法治文化公園內的韓非雕像（圖片提供：劉朔/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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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先賢的啟廸 

 

李悝 

李悝是戰國初期魏國人，曾在魏文侯手下任相，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實行變法。其

一是在政治上以封建官僚制度代替奴隸制、世卿世祿制。其二是在經濟上以「食

有勞而祿有功」代替「親親」宗法世襲制。其三是實行「什一之稅」，分土地給

農民，減少稅收，以鞏固新興的封建生產關係。其四是實行法治。著有《法經》

六篇，制定了各種律條，規範社會。這些法律制度、基本條文後來為秦、漢所沿

用。 

 

吳起 

吳起是戰國初期衞國人。先期曾與李悝有交，在魏文侯處一起實行改革，晚年到

楚國協助楚悼王變法。他提倡包括：其一廢除世卿世祿制度，這與李悝的作法相

一致。他認為舊貴族過了三世就應取消他們的爵位和俸祿。他將一些舊貴族遷移

到邊遠地區墾荒，發展生產，減輕民眾負擔。其二廢除不必要的官吏，精簡機構。

其三建立精幹強悍的官吏體制。這些思想都影響了韓非。楚國當時是比較落後的

國家，吳起主要從政治體制、官僚制度方面施行改革，這樣從亂到治必然觸犯舊

貴族的經濟及政治利益，他們對吳起懷恨甚深。楚悼王死後，貴族反攻倒算，將

吳起亂箭射死。吳起在經濟體制改革未見成效，新的經濟秩序還未穩定的時候，

就對政治體制、官僚體制作大改動，顯然是把改革想得過於簡單而操之過急。 

 

 

吳起像 



韓非與法家思想 
燦爛的中國文明 

 

9 
 

慎到 

慎到是戰國前期法家代表人物，趙國人，曾在齊國的稷下學宮講學。齊國稷下是

當時各學派爭論學術思想的地方，慎到在那裏名噪一時。他提出「去知去己」的

法治思想，就是說只要確立嚴明的法制系統，君主可以法律的律條為憑，無須事

事過問，一切即可依法而治。慎到特別強調抱法處勢，強調勢的重要性。他指出

「勢位」之治，遠勝於賢智。慎到認為，君主有「勢位」才能有效運用「法」的

工具，「法」與「勢」必須互相發揮作用。這就是他的「抱法處勢」、「無為而治」

的思想。據《漢書‧藝文志》所載，慎到著有《慎子》一書，共四十二篇，《崇文

總目》作三十七篇，現大部分已散佚，僅存七篇，收入《守山閣從書》和《百子

全書》。 

 

商鞅 

商鞅是戰國前期法家代表人物之一，衞國人，早年在魏相公叔痤手下做事，公叔

痤死前向魏惠王推舉商鞅，未被任用。公叔痤死後，商鞅投奔秦國被起用。商鞅

變法的內容主要有：一是政治上取消世卿世祿制度，明文規定舊貴族沒有軍功的，

不許再列入宗室名冊。二是在經濟上「開阡陌封疆」，打破奴隸制的井田制的土

地界限，取消奴隸主的經濟特權。三是鼓勵耕戰，鼓勵開墾荒地，有軍功者受上

爵。四是承認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買賣，從根本上改變奴隸制的土地制度。五是

實行郡縣制，中央集權，嚴刑峻法。 

 

 

商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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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變法，推行法制，以他的進步歷史觀為基礎。他明確提出「治世不一道，便

國不必法古」，強調「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認為治世之法，是隨社會歷史

變化而相應地變化的。這些思想對後來的韓非產生直接影響。韓非在戰國前期法

家中最推崇商鞅。商鞅變法觸犯舊奴隸主貴族的利益，為奴隸主貴族所忌恨。秦

孝公死後，商鞅遭車刑。 

 

小知識 

車刑 

即車裂，又稱「轘」、「轘裂」，俗稱「五馬分屍」。中國古代的一種酷刑。將人的

頭與四肢分別捆綁到五輛車上，同時驅駕五馬，將人體撕裂至死，死無全屍。 

 

申不害 

申不害是戰國前期法家代表人物，鄭國人，生卒年約為公元前 385至前 337年。

曾在韓國任韓昭侯相十五年。他的法治思想特點在於強調「術治」，認為君主要

根據各官吏能力情況授予官位，根據所任官位的職責、要求來考核其是否稱職，

又根據官吏的業績情況給予獎懲。君主要掌握擢黜乃至生殺之權，以加強中央集

權。著作有《申子》，主要講法家刑名之術。《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稱有兩篇，

《漢書‧藝文志》稱六篇。現僅存《大體》一篇傳世，輯錄於《群書治要》第三

十六卷，《玉函山房輯佚書》輯錄其中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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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墨、荀的影響 

 

本於黃老之說 

韓非法家思想從根本上說是以黃老之學為依據。他在《解老》、《喻老》、《主道》

中，通過闡發黃老之「道」來為自己的法治思想尋找理論根據。他認為「道」是

萬事萬物必然如此，一定不變的法則。他說：「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

稽也。」（《解老》）萬事萬物各有其「理」，它們都因循「道」而成為它們自身，

又都受「道」的「稽」合。人文社會作為萬事萬物之一，其「理」也要合乎「道」

的必然性，這就是「法」。他說：「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

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韓非的法治思想，在具體內容上繼承了戰

國前期商鞅等法家的思想，而在以自己的方式闡釋黃老之「道」、「理」的體系建

構中，獲得關於法治的「道」體證明。 

 

 

老子像 

 

與墨家的關係 

韓非確信法治合「道」體，那麼這個法是一種天定之規，對一切人都是公平的。

他的嚴刑峻法的背後是以社會正義、公平、和諧為鋪塾。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

儒家是空講仁愛，也不同意墨家一般地講「兼愛」。但這並不意味着韓非沒有社

會仁愛，他的社會關愛是以明法來體現。從這個意義上，他對儒家的隆禮與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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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簡約簡從做了區分。他認為過度「禮仁」造成一種虛飾，是有害無益的。他對

墨家主張的「節葬」、「非樂」等則有所認同。 

 

韓非強調法治，但他強調過極，以至成為僵死的規定。法制如果抑止乃至扼殺了

社會上豐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就失去了它的活力，其生命力也就完結了。正義公

平的法治是社會需要的，自由、活躍的社會生活也是社會自身的本性，二者有矛

盾，但更是一致。 

 

受荀子的影響 

韓非是荀子的學生，與李斯為同學。《韓非子》中的一些文章，在當荀子學生時

就已寫出，而李斯亦已讀過。他的才識早為李斯所知，他的深謀大略又使李斯自

歎不如，這為其日後在秦時同門相煎埋下禍根。韓非的才華、與世獨立的學問不

為韓王安、秦王贏政所容。兩千多年來，也一直為世人所不容，直到現代，有些

人還說他是法西斯。這些都是他從深層上秉承師傳的結果，最明顯的是其一，他

繼承了荀子的人性惡的思想，並且推而至極。當然他是從現實社會的物質利益關

係上和從人的後天養成中來講人性惡，與孟子講人性本善是從不同角度出發。其

二，荀子講「隆禮重法」，韓非乾脆否認儒家的禮思想，而將「重法」推向極致。

不能不說韓非雖然有其深刻及敏銳的一面，但有失偏激，缺乏全面性。其三，荀

子講「天人相分」，將人類活動原則置於自然大法之中，已見黃老自然之道的影

子。韓非將法治思想的前提設定在天道自然原則之下，成為自然法。 

 

 

荀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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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法家的核心思想  

 

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領社會。他們的理論根據是萬物以道為原為本，法是

道在社會的體現。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國強兵。而為了富國強兵，

法家主張改革貴族奴隸主世襲制，強調獎勵耕戰，減輕賦稅。法家的法制思想是

有其現實依據，就是戰國時期天下爭雄，已非古法所能治，要「各當時而立法，

因事而制禮」。古禮只適合於古代，當其時必須實行法制。他們由是提出與其法

治思想一致的歷史觀：歷史是發展的，「不必法古」，「反古不可非」。不同的法家

思想家心中的法治思想，法治、術治、重勢思想各有側重：商鞅重法治，申不害

重術治，慎到強調重勢，韓非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秦始皇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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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基本精神及作用  

 

所謂「法」，就是由統治者制定統一的法律、法令、規章制度等。按照韓非的說

法，法是由官方來制定，是「著於宮府」。法律、法令是講賞罰，其實施的辦法

由政府公布，並要讓民眾知道，即「必於民心」。對遵守法令的就要獎賞，違反

法令的就要懲罰。法的最大特點是公開及客觀，是眾人都必須遵守的外在制約。 

 

法的性質 

韓非認為法的來源是道，是社會運行的必然法則，這種法則具體化為法律、法令、

一系列制度條文。韓非的法是社會之法，又是合於道的自然之法，其法制思想是

較深刻，有其合理性。這種法具有公開、公正、強制和必然的特點。他主張法律

條文要由官府定出而公布於民，讓民眾無人不曉，大家共同遵行，體現公正的一

面。這些都具有合理性，但韓非在強調法的強制方面則有法權為君主專制的傾向。

由批評儒家禮仁治國而忽視法度的一面，走向極權、專制的一面，忽視了民本、

民權、民主的法制基礎。其法成了絕對的外在強制。 

 

法制觀念 

韓非的法制思想有其深刻和合理一面，同時又十分強調君主專權，其結果是導致

暴政及酷政。他的法制思想是自相齟齬的。這種法制思想引領下的法制觀念，實

際上偏向了君主專權的一方。法的公開及公正被淡化，消弭於法制的強制中，法

作為治術無大作用，成為空文，突顯出來的是術治，尤其是位勢、權勢之法。這

種法制觀念，成為社會普遍的理念之後，留給傳統的是一副生殺工具，一口砍頭

刀。民眾在實際上沒有法權，當然也沒有法治保護下的民主、自由和平等。韓非

的法制觀點是尖刻、偏狹、片面及僵死。雖有其敏銳，但也有偏頗。 

 

重刑與治國 

韓非認為人都是自私自利。他說造車的人希望人們都富貴，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早

死，他們想的是賣車賣棺材以求己利。根據人皆自私的原理，他反對用仁義說教

來治國，主張用嚴刑重罰來治國。他說統治者要治理好臣民，只要掌握賞和罰就

可以了。其中他尤其強調要重刑重罰。臣民做事必須完全符合君主所交待的命令、

要求，有任何一點過分或不及，都要加重處罰。韓非認為只有君主充分地掌握刑

罰大權，國才能治。 

 

刑重才能國治，這是一個簡單的公式，實際上刑罰要準確、適中，重要的是民眾

自主、自立、自愛、自尊。重刑可以得逞於一時，獲得表面的國治，其實危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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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就會到來。秦雖統一六國，但二世而亡，「終為天下笑」就是例證。還是韓非

的老師荀子看得深入些：「民可載舟，亦可覆舟。」 

 

明刊本《韓非子》，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品（圖片提供：孔蘭平/FO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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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基本精神及作用  

 

「術」是統治者任免、考察、生殺官吏的權術。統治者根據官吏能力的不同而授

予官職；根據其所擔任的官職，稽考他的實際業績；根據官吏的業績，統治者可

以罷免甚至左右其生殺，眾官吏皆在統治者的考核、掌管之中。 

 

術的實質是統治者對屬下的制馭、控制之術。韓非認為術是不能公開的，是「藏

於胸中」、「術不欲見」。這樣屬臣揣摸不到統治者的用意，自然懾服於下。術將

群臣的命運歸於統治者手中，統治者操縱生殺大權，而其操作對大臣來說則完全

是暗箱式，屬眾無從知道。術的實質是權力絕對集中，群臣、下屬、民眾沒有自

主權，這與法的原道、客觀、公開是有衝突的。在法與術的關係上，術才是實質，

法只是眾人受制、受罰的一種口實。 

 

用人制度 

術在術治上是統治者的任免、賞罰、生殺之權術，通過術治，統治者有嚴密的控

制力，這集中體現在用人制度上。韓非認為「術不欲見」，就是通過君主讓臣下

不知道或任或免、或賞或罰、或生或殺的結果，戰戰兢兢，任君主掌握。君主要

將「術」藏於胸中，使群臣猜不透君主的想法，或吉或凶，或福或禍，命運完全

操縱在君主手中。這是一種用人制度，也是一種操縱控制之術。在術治之下，臣

民沒有一點自主、自立、自為的餘地，一切權力全部收歸於君主，普天之下，只

有君王一人作主。 

 

表面上看，作為用人制度，術治達到了高度的統一，全國一致，步調統一，很有

力量。其實，臣民完全喪失獨立性，成為被動的棋子，沒有一點創造力可言，這

種統一和集中是死的，並不可取。除奸是術治的重要內容。韓非以非常規的例證

來證常規之事，將常態的人引到人人自危的境地，這種術治必然留下社會災難。 

 

考核制度 

韓非講「課群臣之能」，是講對臣民的考核制度。韓非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考

核制度問題。他認為用人取賢，是否賢者，只有在實際官位上考核才能知道。他

舉例說一個人是否大力士，讓他舉一下鼎俎等重物即可知道。士之智愚，通過試

用，做實際的事情就可以考察出來。 

 

韓非關於課考群臣，以試其賢的思想，與其法以道為原的思想相聯繫，具有積極

意義，拋開君主極權的外殼，有其合理性。客觀地考核，用公平的尺度課考，是

建構合理、公正社會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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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罰分明 

賞罰獎懲是建構社會所必須，通過獎賞與懲罰，引導社會成員有所遵行與克服，

進而維繫社會。在韓非之前的遠古時代已有賞罰制度，《尚書》中著有唐堯之時，

三年考績，或擢或陟。韓非特別強調賞罰的社會示範引導作用，他借用君權，加

強賞罰的權威性，進而在全社會推行。韓非還強調賞罰的唯一依據是有功，獎功

行賞，無功受罰，在功過面前，賞罰一致，人人平等，賞罰要公平。在這裏，君

權只剩下外殼，實際上賞罰已成了社會維繫力量和組織結構的手段。韓非還強調

賞罰的公正性。賞罰不可有偏私，雖為私愛，有過必罰，雖疏賤，有功必賞。韓

非關於賞罰獎懲的思想是從法治與術治角度提出來，剝去其借用的君主專制之外

殼，有其合理性。特別是他既講罰，又講賞，從思想方法上講求全面性。這與韓

非的整體思想有所偏激不同。 

 

重賢與忌賢 

韓非說：「官職所以任賢也。」意思是官職本應由賢者出任。賢能之人管理社

會，這與韓非所希冀的理想社會——一統與法的社會是一致的。這也符合自然

大法之道的要求，但是每個賢能之人與各個時期的法制又不是無矛盾。比如一

個賢者並不能保證自己完全與法制配合，甚至犯法者也可以是賢者。特別當賢

者在一定歷史時期的法制社會裏提倡新法，便與現成的法相衝突，與君主的位

勢相對立。所以韓非說，賢、勢是不兼容。既要重賢，又忌賢防賢，就是賢與

法、術、勢的衝突。 

 

韓非從其道與法關係和法治理想出發，最終偏坐到防賢而強調法、術、勢的一邊。

結論就是在保證法治的前提下，韓非重視舉賢。法在前，人在後仍是一種僵死的

對待，這個法一般是扼殺人智及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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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的基本精神及作用  

 

「勢」是指君主的位勢，即集中之權勢的控制力。韓非說「位之至尊，主威之重，

主勢之隆也。」「勢」為君主專有，至高無上，「主上用之，若電若雷」。戰國前

期法家慎到重「勢」，韓非吸收了慎到的思想，將重「勢」思想發展到極致。他

認為虎豹其威，在於他的尖爪利牙，如果沒有尖爪利牙，就很容易被人制服。「勢」

就是君主的爪牙，君主之所以能夠統治臣民，在於他所處的地位。他還說桀能統

治天下，不在於他有高尚的品德與超人的才能，而是因為他有重權在手。堯很有

德行和才能，但如果不在主位，連三家都管理不好。韓非認為君與勢的關係是魚

水關係，一刻也不能相離。 

 

以君權為核心 

關於韓非的法、術、勢的關係問題，學者多有爭論，有人以法為核心，有人以術

為核心，有人以勢為核心。其實韓非的法家思想結構較厚，總體上他的社會之法

依從於自然之道，任法而無為。法治社會是韓非的理想社會。這是問題的一個方

面，另一方面是法治的載體是君主集權，下面又分法、術、勢三個具體的治術，

這裏的法是法制，術是統治術，勢是君主的位勢。法制、治術、位勢都是為君主

所專用，維護君主絕對權威，目的在於有效推行法治。從君權至上的角度看，問

題要落實於君主的絕對權威，位勢是個基點。韓非接受慎到「重勢」的思想，強

調「抱法處勢」，他看到君主權威在建構法治社會中的作用。韓非強調君臣不同

道、君是法外之人，是法的仲裁者，君又是至貴者，威勢至隆，無有可倫比者。

君主是至貴者，可奪可予，若電若雷。 

 

與法術結合的治道 

按《禮記‧樂記》的說法，禮、樂、刑、政，皆為治道，韓非重刑罰，強調法、

術、勢結合的治術，是其刑罰以治的核心內容。從作為具體治術的法、術、勢三

者關係上來看，勢處於核心地位。法律、法規、制度、法令是由官府制定，寫在

紙上，能否令行禁止，在於君主威權的大小。勢重則法嚴，勢輕則法不行。反過

來，法的嚴格執行，樹立起法制的絕對權威，亦即樹立起國家與君王的威勢。術

與勢的關係也是一樣，暗箱操作的術，讓百官戰慄，完全聽命於國家、君王，術

治自身顯示出強大的力量，術治的威力，造成一種威勢，這就是國家、君王的位

勢。所以法律、法令、制度與位勢是互為的關係，最終落實到位勢的加強上；術

治與位勢也是同樣道理，最終加強統治者的威懾力，形成國家、君王的巨大威勢。

刑政離開禮樂，這種治道是有偏的，維繫社會不可能長久，當然只有禮樂而無刑

政，也無法維繫社會。韓非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忽略了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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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獨裁的獨道 

韓非認為道是唯一的，君主的權勢是至高無上，也是唯一的，明君必然是獨裁。

在韓非看來，君主的威權不能分屬，只能集中，這是從他的勢道裏得出的必然結

論。韓非關於君主個人獨裁的獨道論，是從君臣用權制威的關係上論證。他認為

君主與臣屬在威權關係上是你強則我弱，你活則我死的絕對對立關係。他說威勢

是君主用權制人的唯一依憑，是君主權力的泉源所在，也是君主至尊無上，即君

主之所以為君主的根本原因。 

 

韓非一方面看到國非君主一人能推動運行，又認為君臣關係你死我活，認為共主

共和是君道的死路，他自己在思想上陷入絕對矛盾、兩極相死的死胡同。他舉王

良、造父，不能同駕，田連與成竅不能同琴論證君臣不能共主。他例舉子罕取代

宋君和齊簡公為田常所弒殺的史實，論證君勢臣勢你死我活。韓非在思想上是極

端主義。從歷史發展上看，其實是獨裁短命，失位勢在一朝一夕，秦二世亡國便

是明證。 

 

權勢至上論 

韓非的權勢至上論接受了慎到的勢道思想，認為權勢對君主來說是決定一切的。

有了它就有了一切，喪失它就喪失一切。同慎到一樣，他認為賢智不足取，威權

就是一切。他認為權勢可以用人，君主有權勢才能居高臨下，馭使臣民。他還認

為權勢能制人，有了權勢，臣民就會任君擺布，可令其生亦可令其死；權勢能治

天下，有了權勢，偌大個天下也易使之，可以使臣下萬民絕對聽命，以實現君主

的意志；君主有了權勢就可以馭使賢者、能人，使他們就範。在韓非眼裏權勢是

忌賢之器，在權勢面前，賢智無能可言，一應聽命於君主。韓非重強權，看問題

偏激且表面化。其實權力只有反映民眾的心聲，代表歷史前進方向，才是真正有

力量。專權、強權是沒有好結果。 

 

  



韓非與法家思想 
燦爛的中國文明 

 

20 
 

第四章：法家思想的發展  

 

法家作為春秋戰國時期諸家學派之一，發端於春秋時期的子產、管仲。管仲輔佐

齊桓公完成霸業，用賢與法規來管理，初露客觀及系統的社會管理端倪。到戰國

初期，李悝、吳起、申不害、商鞅、慎到等法家代表人物相繼出現。此時期以商

鞅為法家的思想典型，他提出「事異則治變」的思想，確立了法治的合理性。此

期法家的社會主張主要是打破奴隸主世襲制，獎勵耕戰，以軍功行賞提擢，強調

君主專權。 

 

先秦法家思想由戰國後期的韓非集大成，他將法治與自然之道聯繫起來，強調君

權至上，提出一整套法、術、勢結合的君主專制治術。韓非的思想在秦統一六國

後得到貫徹，但專制暴政急速激化了那個時期的社會矛盾，秦二世速亡。漢初黃

老之學已部分受先秦法家思想影響，自董仲舒「獨尊儒術」後，兩千多年來儒學

佔統治地位，但發端於商鞅的郡縣制行政體制大體未變，政體基本沿用法家的法

制，儒法兼得是中國大一統兩千多年的文化根基。 

 

 

管仲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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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 

  

法家思想在戰國初期孕育成熟，並在戰國後期由韓非集大成。韓非以儒、墨為顯

學，其實法家在戰國時期也居於顯學位置。法家是自西周以來的士階層，是讀書

人又是奴隸主貴族的下層，在社會轉型時期容易接受新事物。戰國時期的法家首

先在政治上要求改革，以實際耕戰之功擢選人，取代奴隸主世襲名分制度；在經

濟上要求減輕民眾的捐稅負擔，鼓勵開墾荒地；在軍事上主張鼓勵戰功，論功行

賞。顯然這些改革都對社會下層有利。戰國時期的法家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借助

王權來推行法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主張，在王權至上的目標下，主張法、術、

勢合一的強權專制。這一點在當時天下列侯紛爭的情況下無疑是進步的，但留下

的不良影響就是抑制了民眾自立和創造精神。 

 

與儒家的比較 

法家重權重法，儒家重仁重禮，這是法家與儒家在政治上的不同價值取向。表面

上看兩家勢不兩立，其實他們在很多方面是殊途同歸： 

1. 二者都以上古三代為治世的楷模。儒家一般以三代為理想政治，韓非也不

否認堯、舜時代南面而治的情況。 

2. 二者都以君權為至上，儒家以君為本，在強調君權至上方面與法家不無一

致處。只不過是法家強調君權的強力推行，儒家則強調以民心為基礎，鞏

固君主權力。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都從社會組織運行角度，強調君權的重

要。在這個意義上，君權只是社會最高權力的借代。 

3. 二者都是有為的，在積極進取方面是殊途同歸，有明顯的一致處。秦漢以

後，法家思想逐漸滲入中國主流政治社會中，在漢初黃老之學中是這樣，

從董仲舒以後，獨尊儒術，其實是陽儒陰法，法家思想負載了全部中國政

治文化史。 

 

與墨家的比較 

韓非在《顯學》篇中將墨家與儒家同列為當時的顯學，可見墨家在戰國時期，有

一定的影響力，並且也被韓非所重視。墨家講兼愛，講不分差等地一般相愛。兼

相愛的表現就是交相利。交相利與韓非關於人的本質是趨利避害的思想格格不入。

韓非認為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社會本質上應由法的強權來維繫，必須實行賞罰

嚴明的法制。他對兼愛是不以為然的。墨子提出節葬、非樂等思想，反對儒家重

禮的思想。韓非認為墨家精神不錯，但做法卻未免消極。墨家是當時小手工業者

的思想代表，散漫、狹隘，不代表社會發展方向，因此兼愛是一般的平等之愛，

是一種抽象之愛。韓非等法家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具有較為開闊的視野，

他們很堅決不講愛，只講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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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書影 

 

與名家的比較 

名家是戰國時期的一個學派，又稱「辯者」，《漢書‧藝文志》將他們列入九流之

一，在當時也是重要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惠施。他們

的著作除《公孫龍子》外，都佚失無查。惠施的思想則在《莊子》中有引用。惠

施之辯主要強調「合同異」，他認為世間事物都有着相同之處。公孫龍強調「離

堅白」，對事物的差別及個性多有闡發。尹文子則強調「形名相符」，認為名是由

形實而來，實又因得名而實，名實是互為的。法家將形名相符的思想同法術聯繫

起來，形名又稱刑名。名引申為名分、言論、法令、所犯之事符合法令之名分就

是刑名，又稱刑名之學、刑名法術之學。刑名之學講求循名責實。韓非總結前人

的思想認為君主的一個重要的統治方法是「審合刑名」，臣下要陳述其職，君主

要嚴格按官位要求審核功過，根據其功過或賞或罰。 

 

  



韓非與法家思想 
燦爛的中國文明 

 

23 
 

秦朝時期  

 

秦王贏政有憾恨於不能與韓非一遊而死，當韓非真的來到秦國卻又將他賜死。韓

非死後，秦滅六國，實行中央集權的法治，制定秦律，實行法制。秦的術治也達

到極點，僅僅十幾年，趙高被殺，殺韓非的李斯也沒逃過術殺。秦始皇為君權勢

治，清除一切哪怕微小可能的威脅，他身側不留人。秦始皇可謂法家法治思想的

始實踐者。作為實踐者和法治利益的第一獲取者，秦始皇消解了韓非關於法原於

道的法治本根，又把法的公開、公正完全消解於殘酷的術治與極權之勢中。當然

讓韓非去實踐自己的法治思想，亦只能與始皇帝一樣，令社會危機驟至，幾近崩

潰。 

 

韓非對法家思想的貢獻 

韓非無疑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有研究認為他也是先秦諸家思想的集大成

者，這看法不無道理。首先，韓非總結先秦法家的思想，將其系統及理論化。他

把子產、管仲到商鞅、吳起、慎到、申不害、李悝的思想仔細整理，對法、術、

勢關係作比較，將法家思想發展到新的深度。 

 

韓非又吸收了先秦各學派的思想，擴大法家思想的視野。他在與儒家思想的比較

中，強調法治的必要性；在與墨家的比較中，闡述了法治的務實精神。他還吸收

了名家的思想，闡明法治的名實關係，強調法的名當性。韓非通過比較諸家，提

升了法家思想的理論內涵。 

 

此外，韓非亦吸收了道家的道體思想和商鞅關於法治思想的歷史哲學思考，從根

本意義上建構法家思想的理論體系。他的法家思想成為秦統一中國的主要思想和

直接推動力。當然，他思想的片面之處也迅速暴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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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以後 

 

秦二世亡，秦始皇的極權實踐不可能成功。但作為一種社會思想，法家思想以自

然哲學、歷史哲學為其深層底蘊，包含了許多合理的思想。漢初黃老之學表面上

是秦暴政後的休養生息之學，實際是部分接受了法家統一集中的社會思想。董仲

舒向漢武帝呈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策，其實他的新儒學中，以一統為大，強

調皇權比天的集權思想，頗有法家思想的影子。漢初也有類似分封的做法，結果

是出了七國之亂。此後皇權集中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生活的特色。 

 

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論》中總結，秦用商鞅之法，推行郡縣制，至唐代一貫未變

的史實，論述了法家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一直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的基本模

式。明清之際王夫之也在《讀通鑑論》中，闡述法家思想順應歷史「理勢」，是

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思想主流。 

 

現代社會 

法家的政治哲學傳承兩千多年，形成中國特有的政治文化，直至影響到現代中國

社會。法家思想在現代社會折射為大一統觀念，注重社會的協調一致；服從觀念，

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轉生出現代社會的全局觀念。這些觀念引導得法，

會形成與傳統接榫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等的和諧社會，但引導得不好，會引發

權力過度集中、官僚主義，直至由領導者利用民眾的信任而產生貪污腐敗等問題，

進一步敗壞下去則是權力性質改變，引出局部的專制與強權，欺壓下層百姓。 

 

韓非作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在秦一統中得到實踐，形成定位。

兩千多年來，中國社會不斷發展，法治思想也在發展，法律制度更為細密，法治

觀念豐富，形成中國特有的法治文化傳統。這包括了明清以來，特別是近現代對

西方法治思想合理因素的吸收。而先秦法家商鞅的歷史哲學，韓非以自然之道為

依據的法哲學，均是建構中國現代法治社會的一種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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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韓非子》中的寓言故事  

 

韓非的法治思想是深刻且廣博，但他一直沒有諫言之路，這正是他寫《孤憤》的

原因。為了闡述自己的思想，他收集大量史料、寓言等，使自己進諫有據。那些

史料具有獨特的史學價值，那些寓言也寓意深刻，具有獨到的論證意義，其中所

蘊含的哲理，兩千年來皆為人傳誦。 

 

守株待兔 

宋國有個農夫，在他的田裏有一棵樹。一天，有一隻兔子撞在樹上，脖子被撞斷

死掉。早上，農夫來到田裏，拾到這隻兔子，心裏很高興。他想：「有第一隻，

何愁沒有第二隻？」於是他把肩上的耒放下，坐在那裏等兔子撞樹。等呀等，一

連等了不知多少天。能不能等到兔子，大家可想而知了。這個農夫只等來了宋國

人忍俊不止。 

 

這是《韓非子‧五蛊》中的一個寓言故事。兔子撞樹已經事過境遷，還能等來第

二隻嗎？同樣道理，歷史已經發展了，情況發生變化，難道人們還應守先王之道，

像堯那樣南面而王嗎？韓非的結論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 

 

鄭人買履 

鄭國有個人想到市集買鞋。買多大尺寸的呀，得先量一量，買鞋也好有個準兒。

他把自己的腳量好了，把尺碼放在座位上。等他收拾停當到了市集，一找尺碼，

才知道是落在家裏的座位上沒帶來。他拿着選好的鞋，怔怔地站了好一會，鞋從

手裏掉到地上都不知道。賣鞋的攤主看這位顧客走神，問他是怎麼了。他這才回

過神來說：「我忘了把買鞋量好的尺碼帶來。」說着扭頭就推開門走了。那時日

已偏西，等他從家裏的座位上找到尺碼，又返回市集，正好趕上打烊。這一天的

折騰，鞋也沒買到，他好不沮喪。旁邊有人笑了笑問他：「您幹嘛不直接用腳去

試呢？」買鞋人還一臉無奈，很是認真地回答說：「我寧可相信量好的尺碼，不

願相信自己的腳。」 

 

這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裏的一個寓言。韓非主張「世異則事異」，必然堅

持從實際出發。韓非藉《鄭人買履》的寓言，批評、譏諷那些守舊道，不肯從實

際出發的人，和那位買鞋的人沒有分別：寧可相信尺碼，也不肯用腳直接去試鞋。 

 

濫竽充數 

齊宣王叫樂手們吹竽，非要三百人合奏不可。有位處士叫南郭先生，他請求為宣

王吹奏，宣王高興得不得了，對他賞賜頗厚。後來齊宣王死去，齊愍王繼位。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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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喜歡聽吹竽獨奏，就令樂手們一個一個單獨地為他吹奏。那位南郭立即溜之大

吉。原來，南郭先生根本不會吹竽，是混在三百人當中假吹冒充。這回愍王愛聽

獨奏，眼看南郭原形畢露，他不得不逃。 

 

這則寓言出於《韓非子‧內儲說上》。韓非的法治思想講求重罰，當然重罰要有

根據，那就得課考實績。臣下要根據君主的旨意定出業績保證，然後君主據以嚴

考，不得矇混充數。臣下無功而食祿，最大危害在於損害君主的威權，這要遠重

於一點經濟損失。那位南郭先生，要是撞上韓非，一定會被追查歸案。 

 

曾子殺彘 

曾子的妻子要去市集，兒子跟隨着她後面邊走邊哭。曾子的妻子對兒子說：「你

先回去，等我回來後殺豬給你吃。」妻子從市集回來，曾子就準備殺豬。妻子馬

上阻止他說：「我只不過是跟兒子開玩笑罷了。」曾子說：「不可以與兒子開玩笑。

兒子甚麼都不懂，他只學習父母的，聽從父母的教導。現在你欺騙他，這就是在

教育他欺騙人。母親欺騙兒子，兒子就不會再相信他的母親，這不是正確教育孩

子的方法。」於是曾子就煮豬給孩子吃了。 

 

這則寓言出於《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韓非透過曾子的故事，講出不論在教育

子女，還是做人，要注意言傳身教，不能做出欺騙行為，不能說謊。要做到言必

信，行必果。這樣才能獲得他人信任。 

 

自相矛盾 

楚國有一個人在市集上賣盾又賣矛。只見他賣力地吆喝：「賣盾，賣盾，嘿，賣

盾！我的盾堅固無比，任你是甚麼矛也刺它不透。……」停了一會，他又舉起自

己的矛，又叫賣了：「賣矛，賣矛，唉，上好的矛，我的矛尖利得沒得講，你是

甚麼盾牌，都擋不住我的矛來刺透。」這小販子拚力叫賣，聲音蓋過了左右。有

人在一旁遞過來話問道：「喂！夥計，假如拿你的矛去刺你的盾，哪個更堅，哪

個更利呢？」那個販子停住吆喝，可興致未減，想信口答出點甚麼，可欲言又止，

頓了兩頓，興頭便慢慢洩下來。他支吾着不知說甚麼好，眼皮搭拉下來，眼瞅着

地，不作聲了。 

 

這則寓言出自《韓非子‧難勢》。韓非寓意詔告、明示的東西不可前後矛盾，不

相一致，賜人以口實。韓非認為法律、法令要明示於民眾，但必須前後一致。他

評論申不害重術，但不善於法制，法律法令前後矛盾，影響君主的威勢。 

 

新褲故褲 

鄭國有個叫卜子的人，要妻子給自己縫製一條褲子。妻子很認真，也很願意給丈

夫縫，夫妻恩重嘛。她問丈夫：「你想穿甚麼樣的褲子呀？」她和顏悅色地問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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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就要和我那條舊褲一樣的吧。」丈夫隨口答了一句。妻子於是扯了塊布，

費了好些工夫給丈夫做好了褲子。她又拿丈夫的那條舊褲子比了比，布料、大小、

款式都沒甚麼兩樣，可就是舊褲子裂開幾條口子，和新褲子不一樣。她思忖了好

一會，拿了把剪刀，比量着舊褲子給新褲子豁了幾個口子。口子的大小、樣子都

和舊褲子相差無幾了，她舒了口氣，才罷手。 

 

這則寓言出於《韓非子‧外儲說上》。法家都是改革家，甚或有些激進，韓非在

這裏譏諷那些墨守成規的人，竟然那樣不識新舊，那樣呆板，好端端的褲子被剪

破。 

 

郢書燕說 

楚國郢都有人夜裏給燕國丞相寫信，其時燭光幽暗，不便書寫，便命令下人舉燭。

那人這麼念着，下意識地竟把「舉燭」兩字寫在信上。信寄至燕國，丞相讀着信，

讚賞道：「舉燭就是崇尚光明，崇尚光明就是選用賢人。」燕相把這件事告訴燕

王，燕王非常高興。結果燕國果然大大舉用賢人，國家治理得很好。 

 

這則故事出於《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國家選用賢人就能治理好，這不是信中

原有內容。韓非看到當時有些人被任用，不是因為他們賢能，而是承襲富有的家

宗，還有一些鑽營進來者等等。 

 

白馬非非馬 

宋國有個叫兒說的人，能言善辯，他強辯「白馬非馬」，舌戰齊國稷下地方的辯

者，幾乎是天下無敵手。這一天，他騎着一匹白馬路過一處城關。任他怎麼搖唇

鼓舌，解釋「白馬不是馬」，守關的人還是按馬類標準向他收關稅。 

 

這則寓言出於《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韓非引了這段寓言評論說，僅憑虛浮

的言辭辯論，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可到了實際生活裏，「白馬非馬」一關都過

不去。韓非的法家思想是注重實際，有務實之風。他重實效、實功，這是一種優

點，但片面強調也會成為缺點，不然怎麼會釀成秦二世而亡？理論思維、嚴密的

思辯還是需要的。從不同角度看，「白馬非馬」、「白馬非非馬」各有其理。 

 

畫鬼畫易 

有個畫匠為齊王作畫。齊王問他說：「畫甚麼最難？」畫匠略想一下說：「畫狗畫

馬最難。」齊王又問：「那畫甚麼最容易？」畫匠不假思忖說：「畫鬼最容易。因

為犬與馬是人們日常所見到的，牠們的秉性及姿態，人人都見過，人人都知道，

畫得稍有不準確的地方，人們都很清楚，所以頗見造詣的畫工也得精心去畫，那

也保不準為眾人挑眼。畫鬼就不同了。誰見過鬼？畫得怪就是鬼，隨便你奇想怪

畫，誰也挑不了你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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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寓言出於《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韓非是指說話做事符合實際是不容易的。

亂說一通，不需要根據，很容易，可那有甚麼意義呢？ 

 

無怨女無曠夫 

有一次，齊桓公微服私訪，打聽到一個叫鹿門稷的人，七十歲了還沒錢娶妻子。

桓公回來問管仲：「怎麼才能讓老而未娶的曠夫討上妻室？」管仲回答說：「我聽

說上面有積財腐爛，下面就有百姓受窮。宮中有怨女不能及時出嫁，百姓中就會

有娶不上妻室的曠夫。」桓公應了聲：「說得對！」於是將宮裏許多未嫁女嫁出

去，並命令男丁二十歲娶妻，女子十五歲須出嫁。從此宮裏沒有老而無嫁的宮女，

百姓中沒老而無妻的曠夫。 

 

韓非詳記此事，管仲是他心儀的法治幹才，而百姓的疾苦亦在韓非心中。韓非的

法、術、勢是冷酷的，而他的血是滾熱的。 

 

渴馬不馭 

造父是齊王副車的馭手，他用不給飲水的方法馴服馬匹。過了一百天，馬匹訓練

好了，齊王前來觀看試訓情況，讓造父在園圃裏試車馬。園圃中有水池。那馬百

日來缺水渴極，見了池中的水，便狂奔過去，一代馭手造父也駕馭牠們不住。 

 

韓非在《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裏引了這事件，話鋒旁引說齊簡公長期以嚴刑峻

法管束他的臣民，田成子卻在一旁給百姓一些小恩小惠。田成子就是在向百姓展

示自己園圃裏的水池。就是說君主威勢萬不可旁落，要以術治集權於手中。其實

這裏也說到了渴馬不馭，法峻極反的道理。 

 

紳之束之 

宋國有個書獃子，死啃書本，死扣字眼。古書上有「紳之束之」的話，就是說人

要經常約束自己。這個書獃子照字面的意思，用兩條衣帶紮住腰，「一紳一束」。

別人問他，這是在做甚麼。他頗認真地說：「古書上這麼教導的，我當然應這麼

去做啦。」 

 

韓非的這個寓言批評、譏諷那些死守舊章的人，不肯改革，不肯接受新事物。他

看到了理論可以被歪曲到非常荒謬的程度。韓非自己的法家思想就可以轉化為與

秦王嬴政、李斯他們完全不同的實踐結果。問題在於理解得深，實行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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