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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哲學中的認識論問題
詹 康
【摘

要】本文從認識論的角度研究韓非哲學中的相關議題，包括知識與感情的分際與互相作用，不同認

識對象的特性，四種認識的方法與知識的判準等。韓非的政治問題可以從認識論的角度重新詮釋，政治
改革與治國工程的成功有賴于確定而有用的知識，
而統貫一切知識的道是事實加上想象而擬構出來的。
【關鍵詞】法家 想象 效用 實踐 感官 融貫

壹、序 言
韓非的認識論是其哲學的重要部份，大陸學界對此事的認知早已確立，而臺灣學界則還遠遠不如，這個
大差別可以從兩方面看出。首先是從中國哲學史教科書來比較，臺灣教科書對韓非哲學的解說並不包含認
識論（認識論在臺灣稱爲知識論），而大陸教科書則包含。臺灣最新的中國哲學史教科書如張麗珠（2007）、蔡
大陸教科書的情况舉例如下：
仁厚（2009）、曾春海（2010）的韓非之章都不含認識論①，

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册第 23 章第 7 節爲“韓非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②（本書上一版爲 1963

年，內容相同。
）

2.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編《中國哲學史》第 14 章“韓非”
第 2 節爲“認識論”
。③

3. 馮達文、郭齊勇編《新編中國哲學史》第 9 章第 3 節爲“『參驗』之說與『矛盾』之辨”
。④

4. 張豈之編《中國思想學說史：先秦卷》第 5 篇第 4 章第 4 節是“韓非的天道觀和認識論”
。⑤

另也可從認識論的教科書來比較，寓目的臺灣認識論教科書僅趙雅博之《知識論》
（臺北：幼獅，1979 年）

有約一頁篇幅介紹韓非，較其他先秦諸子爲短⑥，大陸方面可舉夏甄陶《中國認識論思想史稿（上卷）》爲例，其
兩者多寡差別甚巨。
第 11 章爲“韓非『緣道理以從事』的認識論學說”
，有十八頁之多⑦，

雖然整體而言臺灣對于韓非認識論的注意程度遠遠落後于大陸，但亦有個別突出的研究。王曉波《〈解

老〉、
〈喻老〉：韓非子對老子哲學的詮釋和改造》論文闢有“韓非知識論的建立”一節，說明韓非認爲人的認識
能力有感官感覺和理性思維兩種，前者是靠感官天生的能力以認識外物的客觀性質，而認識的正確與否牽涉
到“嗇”，即不耗竭感官的能力，至于理性思維則以道理（客觀的規律）爲對象，人的主觀意志必須服從客觀道
理纔能成就事功。王曉波還辨析了“前識”的概念，指出“前識”的條件是“先物行、先理動”，若善用感官取得
對于事物的經驗，加以判斷和參驗，便避免了“先物行”，而若是“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的聖人之見，對感
① 張麗珠：
《中國哲學三十講》，臺北：里仁書局，2007 年；蔡仁厚：
《中國哲學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 年；曾春海：
《先秦哲學
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10 年。

②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册，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分有限公司，1991 年。

③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編：
《中國哲學史》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
④ 馮達文、郭齊勇編：
《新編中國哲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⑤ 張豈之編：
《中國思想學說史：先秦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
⑥ 趙雅博：
《知識論》，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9 年，頁 40~41。

⑦ 夏甄陶：
《中國認識論思想史稿（上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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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經驗加以理性思維，從而推論出事理的必然，則避免了“先理動”。①比起大陸學界率皆說韓非的認識論是
“唯物主義的”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也就是以感官經驗和實踐效果爲兩個主要內涵，王曉波主張韓非
的認識論是實在論（並將老子的客觀觀念論扭曲成實在論）和實驗主義的立場 ② ，較能和西洋哲學術語相溝
通，
且對于道理和理性思維的重視是大陸學界有所不足的。
由于諸教科書與學者專門研究對于韓非的認識論已做了基本的描述與深入的探討，本文不想要再重複
同樣的工作，所以我想以更嚴格挑剔的角度，檢討其內外的問題，包括知識對其他事物的關係，認識上的困
難，與韓非在求知方法上的不一律。韓非的求知法以感官親見親聞與實踐辨別真僞爲最醒目，但在此之外，
他還以有用無用作爲判別知識的準據，依歸于效用而以靈感構想“道”，以將知識統攝于道、理、治道治術之
下。本文會陳述，不同種類的知識對認識有不同的疑難，所以應在認識時多加留意各種致誤的情形，而有些
認識論問題還超乎感官親證與實踐驗證的效能，需要引入其他方法來妥善認識。

貳、基于知識與基于感情的兩難
休姆認爲，人的行爲是由情感推動的，理性是情感的工具，並不推動人的行爲。實踐科學也應探求情感
的根源，社會倫理概念多以功利性爲基礎。
“休姆討論知識問題，諸如觀念聯合、命題分類、因果概念、乃至自
我觀念等等，乃是爲了澄清理性功能的限制性，俾便建立情感優位的人性科學”
。③
韓非和休姆相似，意識到情感與知識的區別，並告訴我們一般人受感情所驅動，例如寧願信任自己兒子
而懷疑鄰居：
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
“ 不築，必將有盗。”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
子，而疑鄰人之父。
（
《說難》242，
一樣的故事又見《說林下》521）④

又例如寧願信任巫者而不信兒子之智：

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疑“而”誤〕不窕〔tiǎo，細。二字：力有餘〕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
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使母親相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
復决之于蔡嫗也。
（
《外儲說右上》867）

在這兩則故事裏，遭竊的宋國富人對自己兒子和鄰人之父有其固有的親疏之情，因而聽了同一建議卻有
不同判斷，感到自己的兒子有智慧，卻懷疑鄰人之父是竊賊。接下來應該做的是求證，查明鄰人之父是否真

爲竊犯，如果是真的，則先前的想法就成爲經過證立的真實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也就是知識，而若查證
發現他是清白的，則就知道原先的懷疑不是真的，需要另行調查。⑤衛國上卿薄疑的母親極喜愛家裏的巫婆，
雖然自己的兒子才大智高，既任國之重，則决斷家事綽綽有餘，然而家事卻不信任兒子而信賴巫婆。她也應
① 王曉波：
《〈解老〉、
〈喻老〉：韓非子對老子哲學的詮釋和改造》，收入《道與法：法家思想和黄老哲學解析》，臺北：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2007 年，頁 32~40。

② 同上，頁 37~38。

③ 傅偉勛：
《西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65 年，頁 369。

④ 本文引用《韓非子》是據張覺：
《韓非子校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引用時注明篇名和頁碼。
⑤ 李澤厚：
《新版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頁 84 對這則故事的解讀是：

“難”
並不在于道理難明、知識難得或講不清楚，總之不是純粹知識的問題，難在于如何處理知 識、運用知識，
在于如

何估計它的實際結果將如何〔。
〕
此解說是根據原文：
“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
（
《說難》244）特別著重于“處

知”二字。可是這是將原文讀錯了，
“此二人”指的是鄭國大夫關其思和宋國富人的鄰居，他們有了正確知識，而一人爲鄭武公

所戮，另一人在宋國富人遭竊後見疑，所以擁有知識以後如何處置此知識，是應審慎决定的問題。
“處知”雖可泛指處理和運用
知識並估計其實際成效，在原文中只是擁有知識以後要不要說出來而已，如果說出來對自己不利，則應該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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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撇開感情，不得專信一人，而應如同法家的理想國君般，按形考實，采行兒子和巫婆的意見並觀其成效，施
行升黜獎懲，以求家中井井有條，家業日隆。但是衆人的毛病就是如此，經常不能求取客觀的知識，而由自己
的感情主導他們的作爲。
韓非有見于治國的重大危機來自于君主有其親愛之人，包括后妃、幼子、親戚、公子、近習、重臣等，過于
親愛他們便會忽視政事的客觀成效，聽信他們則失敗的會相信是好的，所以韓非要求君主摒除私情，勵行查
核，嚴守法律，公平獎懲。這也就是說，求取確實的知識是克服感情蒙蔽的良方。
不幸的是，即使我們願意這麽做，這世上仍有許多事情超乎容易的驗證。受韓非推崇爲至聖的商湯，對
于伊尹勸導他的話過了七十次也没能聽懂（
《難言》50），我們對此只能肯定伊尹所說的一定没有求證的方法，

否則商湯豈有明見其真實有效而不信從的道理。這些可能是什麽事，
會在本文後面逐步討論。

商湯無法信從任用伊尹，這個障礙後來靠伊尹卑身受辱，去當商湯的厨子，和他“昵近習親”，建立深厚感
情，然後商湯雖是仍然不懂伊尹的謀畫，但出于親昵之情，便采用了。韓非自打響亮的嘴巴子，因爲他比任何
人都清楚指出君主受感情左右而做决策是政治失靈的重要原因，可是法術之士晋身無由，必須循與君主建立
感情的路子，那麽韓非與他所嫉惡的佞臣便没有兩樣了。這樣我們就看到，雖然以知識取代感情是正路，可
是韓非不能完全封住歪路，法術之士出任官職不是一己之榮，乃是身繫國家的存亡，所以他必須有時而容許
君主受到感情之蒙蔽。

叁、認識的對象：
有形與無形的
韓非的形名參驗法適用于有形的事物，然而世上還有無形的事物，所以光是形名參驗不足以應付所有情
况。以下將事物對象分爲五種來談其特性。
（一）有形之物
先秦人所說的“物”，不僅是今日有實體之物體的意思，還包括事情、語言、思想、概念、鬼神、道等，故其指

涉範圍甚廣。韓非所說的“形”，也不僅是今語中物體的形狀之意，例如他說“事之形也”
（
《揚搉》136）、
“起事
于無形”
（
《喻老》422）、
“禍福得失之形”
（
《三守》304）等，這些“形”字大致可以以今語的形迹、迹象代之。所以
對他而言的有形之物應該包含今日的物與事兩大類。

韓非對于我們所說的物體有明確的主張，那就是它們完全可以爲我們所知，且它們不會對我們造成不屬
于知識的幻覺。韓非提出的“理”有些時候是指物體的各種物理性質：
理者，成物之文也。
（
《解老》388）

凡理者，方圓、
短長、
粗靡〔細〕、堅脆〔同脃 cuì：柔軟，
纖弱〕之分也。
（
《解老》393）
短長、大小、方圓、
堅脆〔同脃 cuì：
柔軟，
纖弱〕、輕重、
白黑之謂理。
（
《解老》402）

他曾說一切物理性質是從長度來的，有長度便有體積，有體積便有形狀，有形狀便有硬度，有硬度便有重
量，有重量便有顔色，這是一個素樸的因果鍵結，不需太在意其是否講得通：

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同脃 cuì：柔軟，纖弱〕，有堅脆則

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
（
《解老》402）

任何物體都含有這些物理特性，而物物之不同即係物理特性之不同所致，例如馬之非牛、此馬非彼馬，以
至于天下没有兩個雙胞胎完全相同，都是基于實體上的差异。
有迹象的事就如同有實體之物一樣，可以分析出一些特性供人得知，而這些特性也同稱爲“理”，或稱“事
理”，如說：

思慮熟則得事理，
得事理則必成功。
（
《解老》400）
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
（
《外儲說右下》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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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迹象的總合，一件事的迹象有其始終、過程①，所以事理是關乎動態發展的，人可以從事情的迹象去
推究其理，進而理解事事終始相銜的關係：
因天之道，反形之理，
督參鞠之，
終則有始。
（
《揚搉》130）

韓非的“理”概念既可用于今日所謂的物也可用于今日所謂的事，既涵括物理學上的性質與變化也涵括
一般意義上的始末和變化，它是人類知識中最廣泛的部份。
（二）無形之物
上言有形之物包括今日所說的物和事兩大類，此外則屬無形之物。他明確提到的無形之物有道、鬼魅、
事、好惡四種。道無形之說，見：

夫道者，弘大而無形。
（
《揚搉》132）
凡道之情，不制不形。
（
《解老》389）

鬼魅無形之說，見：

鬼魅，無形者。
（
《外儲說左上》724）

事有無形之事，見：

起事于無形，而要大功于天下，
是謂微明。
（
《喻老》422-423）

好惡可有形，也可無形，
見下文，
“形”
與“證”
（或“徵”
）對文，
是形諸賞罰之意：

《管子》曰：
“見其可，
說〔讀爲悅〕之有證〔
《管子·權修》作徵〕；
見其不可，
惡〔wù〕之有形〔證與形，
皆指實際

的賞罰〕。賞罰信于所見，
雖所不見，
其敢爲之乎？見其可，
說之無證；
見其不可，
惡之無形。賞罰不信于所見，
而求所不見之外〔遺弃。本句：
要求人們在察見不到的地方不幹壞事〕，不可得也。”
（
《難三》1012）

《管子》之意爲君主的喜惡必須與賞罰互爲表裏，纔能對臣下産生效果，倘若喜惡只有形諸音容而未采行
賞罰，則不算把“形之”
的作爲貫徹到底。
以上各例的“無形”貫穿了形體之義和形迹之義，即使在道和鬼魅二者上面，雖似偏重形體之義，但以形

迹、迹象來理解也通。對韓非來說，鬼魅能在人類身上造成病痛和禍難（
《解老》380），所以病痛禍難是鬼魅的

事迹，而生病禍難的發生經過則是其形迹，鬼魅、病痛禍難、病痛禍難的形迹是三階的關係。再者，鬼魅雖有
能力在人類身上造成病痛禍難，但反過來說，病痛禍難不一定皆由鬼魅所造成，因此病痛禍難並不能作爲鬼
魅存在的充分證據。再就道而論，韓非承老子而說道常周行，
然此周行仍是玄虛無迹而不可聞見的：
聖人觀其玄虛，
用其周行，
强字之曰道，
然而可論。
（
《解老》393）

人之于道，只能從道在世上的“功”來推知它的存在，此時雖然可以說看到了道之“形”，然而這其實是事
與物之形，這裏道、事物、事物之形仍然是三階的關係：

今道雖不可得聞見，
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
（
《解老》392）

〔道〕功成天地，和化雷霆，
宇內之物，
恃之以成。
（
《解老》389）

道無形而有功，與前面引文對“微明”解釋爲起事于無形而有大功于天下，如出一轍，故“功”與“形”爲不
同的概念，我們是基于事物的形而推測其爲另一物（道、鬼魅、聖人的微明）之功，
最終推測出其物的存在。②
關于推測作爲求知的一種方法，會在後文論述。
① 韓非說：
“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
（
《解老》401）盛衰、弛張皆有始終之意。
② 我以“物”或“事”爲“形”之總合，而韓非對“功”與“事”有區別，見：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

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
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弃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
（
《八說》1152）
其中對“事”所舉的三例是戰争、沐浴、治病，這些事情會産生有利有害的後果，如果利多于害，則利害相減後所餘的利纔
稱爲“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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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史
歷史記載的是過去的事物，患于時間不能倒流，過去的事物雖然也有形體和形迹，可是驗明歷史知識的
真僞有其特別的困難。韓非很鄭重指責了歷史知識難以驗明的缺點，
與他人對歷史真相争議不休的困境：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
歲〔儒家據周公，周公在殷末周初，距韓非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墨家托于夏禹，禹當虞末夏初之世，
至韓非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于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
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
誣也。故明據先王，
必定堯、
舜者，
非愚則誣也。
（
《顯學》1234）

歷史應該只有一個，怎麽會儒家和墨家有不同的說法呢？韓非用了一個故事來闡明歷史說法的歧异，他
說有兩個鄭國人在争執誰的年齡長，一個說“我和堯同年”，另一個說“我和黄帝的哥哥同年”，兩個人争執不
休，最後以先停嘴的輸，後停嘴的人得勝：
鄭人有相與争年者，一人曰：
“吾與堯同年。”其一人曰：
“我與黄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决，以後息者
爲勝耳。
（
《外儲說左上》722）

人的出生年月日是過去的歷史事件，古代不像現在有出生證明文件和登記制度，所以關于人的出生年月
日只能聽每人自己的說法。故事中兩人號稱有一、兩千歲的高壽，韓非不能率直斥爲吹牛，因爲古代有長壽
的傳說，這兩人說不定就屬于長壽的族群。韓非對兩人争執的評判是以後死者爲勝，這話完全說中了歷史記
載的命運。古史异聞湮没者衆，即便有後世重新發掘出土者，如西晋的《竹書紀年》或當今重見光明的戰國史
册，其與傳世的史說法有矛盾處，史家均不敢率爾輕信，仍然優先尊重傳世幾千年的說法，這便是由于傳世的
史說獨盛已久，史學傳統難以撼動之故。
韓非引導我們反思，我們所知的古史說法，焉知不是古人胡謅出來的。古史的史料來自于傳世的經典、
考古的器銘，韓非卻懷疑這些材料是不是古人自己捏造的：

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
皆播吾之迹、
華山之博也。
（
《外儲說左上》697）

播吾山和華山是說趙武靈王（趙主父）和秦昭襄王（秦昭王）的故事：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
“主父常游于此。”
（
《外儲說
左上》735）

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
“昭王嘗與天神博于

此矣。
”
（
《外儲說左上》735）

這兩位國王將自己的神仙事迹勒石，寄望銘文在他們身後繼續代他們發言，可以說是符合“以後息者爲
勝”的勝負規則而有的作爲。韓非推而廣之，則先王與卿士的謨誥，也可能自吹自擂，不可盡信。這麽一來，
歷史記載的真實性就要動搖了。
歷史是過往的陳迹，很難如同現在的事情，可以參驗真僞，這造成張純和王曉波主張，韓非對歷史說法是
完全不信的，並指責任何人相信不能參驗的說法爲非愚即誣。①這一見解不盡然正確，因爲雖然參驗是韓非
最常挂在嘴邊的方法，卻不是他檢驗真假的唯一方法。按照真理觀有符應、融貫、實效等三種見解，符應觀與
參驗法相應，然而參驗歷史說法是否與歷史事實相符合是不可行的，理由是歷史說法之外別無歷史事實。不
過，我們還可以檢討歷史說法是否與其他已經確定的知識相融貫，和歷史說法是否對我們有用，來判斷歷史
說法是否爲知識。
（四）未來
未來尚未發生，只有一種情形是我們對未來可以有知識，即未來的事件于今已經萌發。例如重症不是突
然爆發的，通常經歷一段時間的潜伏或發展，醫生經過精密的診斷可以發現初期的疾病，治療起來也容易得
多，而如果任其發展，則最後患者將喪失性命，所以醫生對于未來的死亡有相當確定的知識：
① 張純、王曉波：
《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年，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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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鵲見蔡桓公〔疑是蔡元侯〕，立有間，扁鵲曰：
“君有疾在腠理〔汗毛孔〕，不治將恐深。”桓侯曰：
“寡
人無。”扁鵲出，桓侯曰：
“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
“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
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
“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
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故意〕使人問之，扁鵲曰：
“疾在腠理，湯〔熱水，指
用熱藥湯浸泡〕熨〔同

wèi：用藥物熱敷〕之所及也；在肌膚，鍼〔金針〕石〔石針〕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

〔火煎的藥劑。齊、劑，古今字〕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
五日，桓公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
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
故曰：
“聖人蚤〔早〕從事焉。”
（
《喻老》427）

這則關于名醫扁鵲的故事在古籍中多有記載，告訴我們善于察出疾病初期最微小的癥狀非常重要，而且
喻意廣泛。
這個道理引申到政治上可有多方面的應用，首先對韓非最緊要的，是明君要能對臣下奸心初萌、奸行初
作趁早察覺而予以誅罰，待奸臣勢力坐大、黨羽養成後，便難以對付。秋毫之細需要目光之明纔能看到，小奸
也需要識見之明纔能燭察，這是韓非反復强調，希望君主能做到的：
明君見小奸于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責〕于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于其所易也，爲大者于其所
細也”
。
（
《難三》998）

知下明則禁于微，禁于微則奸無積。
（
《難三》999）

明不能燭遠奸，見隱微，
而待〔對付，
防備〕之以觀飾行，
定賞罰，
不亦弊〔被蒙蔽〕乎！
（
《難三》1013）

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群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
也。君明而嚴則群臣忠，
君懦而闇則群臣詐。知微之謂明，
無救赦之謂嚴。
（
《難四》1024）
君明則誅〔責〕，
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
此見微之情也。
（
《難四》1026）

韓非還將臣下的奸術取名爲“六微”
，點明奸術有規模小的特性。

第二，警覺國家危亡的徵兆。
《亡徵》篇寫出四十七種削弱君權或滅亡政權的徵兆，韓非比喻爲樹倒之前

的蛀洞和墻塌之前的縫隙，範圍雖小，然而傾折倒塌肇因于此（
《亡徵》299）。此外他還不時有其他事例與評

論，例如箕子見到紂王做了象牙筷子而害怕，因爲象牙筷子要配合犀牙角或寶玉杯子，那種杯子要盛旄牛、大
象、豹子的胚胎，飲食華美的話，則穿衣必錦衣九重，宮殿必高臺廣室。推論下去，天下也不足以供養紂王的
欲望，賢臣是以害怕。韓非說“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便像箕子那樣，聖智能從小事推知國家將受的
影響（
《說林上》474）。

再如今日的朋友會變成未來的敵人，對這種情形應該慎加防備，甚至違背仁義，下手殺掉今日的朋友。

他連著講兩個故事，一是晋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文公不禮之，大夫叔瞻（
《國語》、
《左傳》作叔詹）認爲重耳一
定會成爲國君，勸文公加禮，文公不聽。他又改勸文公殺掉重耳，公文又不聽。重耳得國後“舉兵伐鄭，大破
之，取八城焉”。①再是晋獻公贈璧于虞國，借道以伐虢，大夫宮之奇諫虞君以脣亡齒寒之理，虞君貪璧不聽，
晋滅虢，班師滅虞。韓非這兩個故事是接在扁鵲問診之後，將叔瞻、宮之奇比喻爲政治上的扁鵲，他們所進言
的是隱微的“腠理”，也即現在微弱無力，未來卻會致命的禍患，可嘆“腠理”難明，鄭、虞失地亡國，亦似蔡恒侯
延誤病情而殞命（
《喻老》431）。

第三，看破奸臣野心而保身。弒齊悼公、簡公又盡殺齊國鮑、晏諸族的田成子將有大事，大夫隰斯彌往

見，兩人登臺四望，三面都通暢，唯向南望有隰家的樹擋住視綫，田成子没說什麽話。隰斯彌歸，便命家人伐
樹，做了以後，又想到此舉會令田成子得知他窺中了田成子心中的微意，恐會危己，便停止伐樹（《說林上》
480）。這則故事道出不附從權臣的大臣需要有見微知著的智慧纔能保全自身。

① 張覺指出《左傳》記載與韓非不同，是晋秦聯兵圍鄭，而秦鄭結盟，晋國罷兵，見《韓非子校疏》，頁 432 注 3。故史實可破韓非之
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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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對于未來知識的關注較集中于未來的禍患，並告訴我們，凡人不能預見未來禍患的原因在于智慧不
足，因此補救的方法是聽從聖人對未來的判斷。可是，以衆人之愚而欲其跟從聖人之智，這本就難于實現，愚
人聽了聖人之言，與其震驚而恐慌，倒會怨怒聖人危言聳聽：

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强以其禍〔疑“過”誤〕敗適〔通讁 zhé，讁同謫：譴責，責備〕之，則怨。
（
《解

老》369）

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
不亦過乎。
（
《說林上》466）

然而聖人與凡人之間的差异還不止于聖愚智慧之懸殊而已，尚有韓非認識論的依據。關于這點，我們可
以拿蔡恒侯延誤診療之事來檢討。
没有人生病不希望痊癒的，蔡桓侯在得病的初期並不能自我察知，對扁鵲的專業判斷之反應是輕蔑的說
“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這真乃以庸人之心度聖賢之腹，可是返歸法家哲學來看，君主應該首先假定身邊的
人全都想欺君利己，這不是韓非反復所教的嗎！韓非不斷辨證人性利己，向君主提倡以法術勢爲治具最能因
順利己的人性，故最能不費力的達成治國的目標，蔡桓侯在這方面是法家的好學生。再從韓非堅定信仰的參
驗之法來講，扁鵲向蔡桓侯指出他得病了，是蔡桓侯自己無法驗證的，而設若他當時願意接受醫治，治療完後
他也無法驗證自己是否痊癒，所以從正反兩方面合參，他不信任扁鵲是有充分理由的，在這方面他也是法家
的好學生。這則故事說明了認識未來有多麽難，而故事的不幸結局很坦率的揭露，參驗的認識法是不足的，
有時必須讓位給高明之士之見識。
這就回到了前已討論的，法術之士不是憑說理來曉諭君主，而是以感情來建立君主的信任。聖君難逢，
凡君都是中人，他們的中等智能無從理解法術之士向他們疾呼“國家將亡”的理據，法術之士猶如國之良醫，
而有得不到知音之憾恨。觀其雲游說活動的終極决定因素不在理智而在感情，韓非固已明知，未來知識的地
位是極其不穩固的。
（五）自我
人類有身體也有言行，所以人類既有形體也有形迹，可是我們不能像看外物那樣的看自己。我們想看自
己時必須間接的看，例如藉助水面、銅鏡纔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可是我們的內在呢？我們思慮時是有自覺的，
可是我們所自覺到的思慮是不是真屬于我們的呢？而我們內省未曾自覺的到，
是否就不屬于我們的呢？這些疑
問牽涉到自我知識是否可能的問題，
韓非已觸及到這個問題，
並主張以道作爲認知自己時首要的參照物：
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
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
《觀行》523）

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
“自見之謂明。”

（
《喻老》445）

所引《觀行》篇的話固然著重于以道爲標準來正己的意思（這也符合學者對于韓非的道論之理解），可是

韓非入題的地方是自見和自知，接著提出以道的知識來明察我們的過錯和迷惑，换句話說，我們內在還有正
確的部份是尚未被我們所悉知與認取的，唯有以道入主我們後，纔能讓內在的正確部份取代錯誤部份，及以
清明取代迷惑。所以以道正己等于努力發現其他與道相融貫的知識，此時我們的自我知識就是一組由道所
融貫的知識。
後文會再說明在對外人、外在事物的求知上，韓非也主張與道融貫的知識。

肆、認識的方法與知識的判準（一）：感官求證
(一) 感官求證含入人類特性
感官求證含入人類特性，
，不是全然獨立離人的

感官求知與求證是韓非認識論裏最顯著的做法，人的初步知識來自于通過感官獲得外在事物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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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認爲心與五官各有其天賦的官能，例如眼的官能稱爲“天明”，耳的官能稱爲“天聰”，心的官能稱爲
“天智”。人運用這些官能以做感知和思維活動，所以以眼來視，以耳來聽，以心來思慮（天賦與活動的區別見
夏甄陶 1992：209）：
聰明睿智天也，動静思慮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視，寄于天聰以聽，托于天智以思慮。
（《解老》
373）

當人的感知思維器官向外在事物開啓時，不是囫圇的感知一個整體，而會盡量搜羅形體的各種物理特性
或事情的各部份迹象，也就是以理作爲求知的對象，此時求知是以天官去“緣”
理：
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絶也〔徑：動詞，陸地上不沿著路走。絶：動詞，不沿著河流
的方向，反而橫渡〕。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貌：動詞，前文曰：
“禮爲情貌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
貌。
”
〕徑絶而取緣理、
好情實也。故曰：
“去彼取此。”
（
《解老》364）

韓非主張以感官接收到的信息（經過處理後）爲知識，
會形成真理的符應觀，
亦即知識必須與外物相符。
一般認爲韓非主張感官求知法，因此他有客觀求知的精神。我想一方面韓非無愧于這樣的表揚，因爲他
很明白反對成見、喜惡污染我們的認知。可是在另一方面，感官求知法並不盡然就是客觀的。萬物雖然是客
觀的存在著，在自然的情况下有本身的屬性和規律，可是與人類遇合以後，會從人的眼光和人的需求産生出
新的屬性和規律，及創生新的事物。譬如事物的樣貌是它們生得如此，可是人類予以分別妍媸、品評美惡；長
度是自己如此，可是人類按著人類的需求而汰長去短，選用其適中者；温度是自己如此，而人類按照人類的體
温以界定冷熱。又譬如杞柳有可以爲柸棬之理，可是這個理若没有人類使用柸棬的需要，就不會存在，更不
會從杞柳造出柸棬。因此理雖然不得不依附于物，但又不完全是物在自然的情况下所擁有的，我們還需考慮
人文的因素。一面倒的表揚韓非有客觀的精神，未能包含“在客觀中融入主觀”
的細膩特色。
（二）類推的知識
支持以感官求知的人，鑒于世間事物無法盡察，會主張據已有的感官經驗概括同類的事物，而在遭逢否
證以前，類推而來的信念仍是知識。這個做法是基于實務上的限制，所以不能一概正確，韓非即曾舉例說，管
仲不爲前一個主人（公子糾）盡死命，不能類推爲他不會爲下一個主人（齊桓公）盡死命：
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
（
《難一》942）

此處“度”字有類推的功能，是將已知延伸到未知、將過去投射到未來。
韓非又主張，類推不如親自觀察，所以人應儘可能親自去觀察新出現的事物，此意見出于他對“前識”的

討論：
先物行〔háng，言，動詞〕、先理動〔感覺〕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
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
“是黑牛也而白題〔額〕。”詹何曰：
“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
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通攖：攪動〕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
“道之華也。”嘗試〔複
語，若〕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
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
是以曰：
“愚之首也。
”
故曰：
“前識者，
道之華也，
而愚之首也。”
（
《解老》362）

在討論本題之前，我想先指出韓非犯了文不對題的錯誤。按他所界定的前識，應是在感官絶對無從認知
時卻仍要胡亂猜想，例如一個人可以猜一副切好的撲克牌的第一張是黑桃皇后，或猜明日全北京市有多少嬰
兒出生，如果所猜爲真，則這個人就有前識。但是在韓非這則故事裏，詹何和弟子聽到牛的啼叫聲，然後從他
們過去對牛的啼叫聲的記憶裏，尋出相似或相同的聲音，以斷定現在的這頭牛是某一種牛。詹何和弟子不是
毫無綫索的預言一件感官尚未感知的事物，所以我說韓非文不對題。
即使是韓非對詹何和其弟子的批評本身，也有可議之處。這則故事雖然承認聲音和外貌有很强的關連，
可是韓非的批評是基于外貌是視覺的事，所以他譏笑詹何和弟子說，跨出門直接看，比用聽的更能辨明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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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就這則故事的具體情節來說，跨出門只是幾步路的事，比起師生在室內爲了外貌上的一點小差异推測半
天，對照起來難易是很顯然的，甚至造出幽默的效果。可是從哲學上推敲，韓非之批評等于否定了兩件事：一
是理與理之間的關連性對我們求知很有幫助；二是我們可以從已聞見的理去概括未聞見的理。詹何和弟子
是從過去已聞已見的牛的長相和啼聲，來類推當下只耳聞、未目見的牛應作何長相，如果把故事情節放到一
邊，這個做法並没有可笑之處，甚至在建立大規模、科學化的數據庫之後，
可望成爲有效率、準確的做法。
韓非的主張變成了只要能看到的就絶對不能用聽的工夫來取代，以及只要能看到的就一定要親自去
看。這樣的話，類推、歸納、否證等法所建立的知識，都不在他重視之列，
這個代價太高了。
(三) 證人和證言

主張以感官驗證知識的人，對于感官無法盡知一切事物時的補充辦法，是信從他人的傳述。韓非在某些
時候也贊同這一做法，如：

人主以一國目視，
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
故聽莫聰焉。
（
《定法》1072）

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
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
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
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
不知因其勢者國危。
（
《奸劫弒臣》262）

甚至韓非還更進一步主張，當采信證人的證言比自己求知要來得容易或確實時，應該信從證人的證言，
不要耗費心力自行求知。他述說了子産從婦人哭聲中聽出恐懼畏罪之音，下令逮捕婦人，審訊證實婦人殺害
其夫，然後批評子産的做法錯誤：
子産之治，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奸者寡矣。不任典〔主管〕成〔調
解判决獄訟〕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奸，不亦無術乎？物衆而智寡，寡
不勝衆，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
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奸得。故宋人〔莊周，下面引文與《莊子·庚桑楚》類似〕語曰：
“一
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奸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
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
則子産誣矣。
（
《難三》1004）

韓非所說的“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遍知物”正中親身求知時一個不可逾越的困難，而他主張
“因物以治物”、
“因人以知人”也正是善于藉助別人的見聞。引文最後所說的“不修其理”的“理”不是聲音之
理，也不是陳奇猷所解釋的“法紀”
（2000：196 注 9，張覺從之，見張覺，2010：1006 注 8），從文義觀察應是指“因
人以知人”
、
“以天下爲之〔指子産〕羅”這一特定意思而言。
由于一人無法遍知衆人衆物，所以在使人任官的制度上面，必須采用上級官員對下級官員的推薦和考
核。趙襄子（趙襄主）親自考核了王登（
《呂氏春秋》作壬登）後，就信任王登對其他人的推薦而任命官職，不再
自己親自召見考察：
王〔當作“壬”
〕登爲中牟令，上言于襄主曰：
“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
舉之？”主曰：
“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
“中大夫，晋〔指趙〕重列〔位次〕也，今無功而受〔授〕，非
晋臣〔動詞，任命官員〕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
“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
之，是耳目人絶〔極盡，引申指永遠〕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
宅圃，而隨文學者，
邑之半。
（
《外儲說左上》745-746）

趙襄子對相室說明他的用人哲學是，他對王登已是親自召見考察過了，如果對王登所推薦的人又要親自
召見考察而後任命，那親自考察人材的工作可就永遠做不完了。無窮無盡的重複勞苦顯然對君主是不可欲
和不可行的，所以他對一級官員用眼睛，對二級官員便只用耳朵，這意思是聽憑一級官員推薦了他便任用，這
樣的話，信任關係是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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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任何做法變成僵固的原則都有弊病，韓非比任何人都瞭解這一點。絶對的信任證人的證言，有時會
被他人所害。韓非對君主提出多次警告，要他們不要輕易相信手下任何的人，這個警告不只對君主有益，對
任何人都可有益。請看他記載的一則關于宮闈嫉妒的故事，
新進宮廷的妃妾被舊妃妾陷害而割去了鼻子：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
“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美女
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
“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
“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悖然怒曰：
“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
（
《內儲說
下》664）

故事裏有三個信任關係：新來的美女信任鄭袖，楚王信任鄭袖，與御者信任鄭袖。新來的美女對宮廷規
矩完全不懂，只能信任主動對她友好的前輩。楚王信任鄭袖對新妃的說詞，省去了對每個新人一一從頭認識
的煩勞。御者是低微小官，對楚王愛妾交待的事項决不會起疑。看起來鄭袖處在權力核心和權力外圍之間
的位置，因而能作弄陷害他人，有其必然之勢，因爲權力核心的楚王和權力外圍的新美女與御者之間的距離，
真的會讓他們難以直接溝通，必須仰賴與兩邊有合理距離的中間人傳遞消息。韓非已說過，有的大臣能專有
君主，
使君令不下至底層，
臣情不上于君主，
其力不只能陷害自己的仇家或嫉妒者，
甚至能使君主死無葬身之地：
有擅〔專〕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竟〕，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
故有不葬之患也〔謂齊桓公〕。
（
《難一》942-943）

鄭袖嫉妒的故事告訴我們很多事：
信從證人的證言除了是認識論上的一個普通做法，
且還是人際關係太疏遠
時不得不采用的手段，
可是證人或居中傳遞消息者也可能違背忠實作證的使命。爲了不要冒險，
韓非便有相反主
張，是一切信念都要經過自己的檢證纔能算數，不要以別人的感受思維代替自己會得到的感受思維：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决于宰尹，則厨人輕君而重于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决于樂正，則瞽
工輕君而重于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决于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于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
制斷在下，托食于國者也。
（
《八說》1158）

韓非之所以主張不論是視聽或是思慮，都要自己來實行、自己做主，或許在知識的確定性上站得住脚，不
過更可能的理由是出自權力輕重的考量，也就是說，作證的一方對接受證言的他方來說享有權威，而法家哲
學不容許國君處于接受他人權威這樣的不利位置。這個考量已預見了現代“權力就是知識”
的主義。
如果再注意到韓非相信君臣异利，那麽他更没有信心讓國君接受別人所傳達來的知識。所謂人主以一
國視聽，將成爲口是心非之論，因爲人主一定要獨斷，
這是法家哲學不容退讓的立場。
綜合韓非兩方面的言論來看，韓非對于認識上應該親力爲之還是信任證人，是都贊成也都有所批評。日
本學者太田方對韓非的立場表達得最好：

去己智能而任人者，上道也；明主有時乎用己智能，是權道也。故曰“兼行上下”。
（張覺，2010：1182

注 3）

换成此處的術語來說，是以信任證人爲主要做法，
而以親自認識爲權道。
（四）感官和心慮的遲鈍化與節約使用
感官和心慮作爲徵知與驗證的承擔者不是一貫穩定的，它們有時會發生錯覺，有時會因疲憊而失誤。不
過這些過失不足以使人放弃它們作爲常用的徵知渠道，在常識上我們可以界定感官和心慮在正常效能下所
采得的經驗都是可靠的。
韓非注意到感官和心慮因疲憊而遲鈍的情形，他說：
視强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决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
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决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
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
（
《解老》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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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所說的也是常人的經驗，我們用眼、用耳、用腦過度就會疲乏，不再能有效的視聽思慮。不過，感官
如果得到足够的休息就可恢復正常水準，繼續可靠的履行求知的任務，韓非卻不回歸這個簡單的常識，反而
主張儘量比平常人少用感官與思慮，爲什麽呢？爲了養精蓄銳，等到真正重要的時機再使用它們來論斷大
事。他認爲感官愈不用就愈聰明，心慮愈静止就愈敏銳，聖人之所以能“論必蓋世”與“議必蓋世”，是由于“思

慮静”和“孔竅虛”的緣故（《解老》376、402）。感官和心慮有其大用，而如果平日“小用”不斷，便不能發揮大
用。
“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
”
（
《解老》351）
（五）感官和心念的貪欲侵擾

韓非又批評感官和心念挾帶了貪欲，這會危害客觀求知的使命。有的時候是感官和精神全都投入享樂
之中，以致再無其他部份負責認清事情的禍福：

耳目竭于聲色，
精神竭于外貌，
故中無主。中無主，
則禍福雖如丘山，
無從識之。
（
《喻老》439）

有的時候是貪欲助長了邪心，邪心會悍然背離事理：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絶，事經絶則禍難生。由是觀
之，
禍難生于邪心，
邪心誘于可欲。
（
《解老》385）

有的時候是貪欲引發憂慮，憂慮導致疾病，疾病造成智慧衰弱而不能對事物有正確的度量，以致舉動失
矩，
生出禍害，又再引發體內新的疾病：
欲利甚于〔則〕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
害至而疾嬰〔通攖：擾亂〕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集〕于腸胃之間，苦痛雜于腸胃之間
則傷人也憯〔cǎn=慘〕，
憯則退而自咎，
退而自咎也生于欲利，
故曰：
“咎莫憯于欲利。”
（
《解老》387）

等到內疾與外禍交迫發生，使人自咎反省，方纔認識到禍患的源頭來自欲利。人之所以追求欲利，與人
的感官身體追求享樂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最好能開發感官之外的求知途徑，以求擺脫感官易于沈溺于享
樂的缺陷，得到客觀正確的知識。
感官與心念因貪欲而致生認知錯誤的對治之道，自是減少貪欲，讓它們得以超出它們的缺陷而清明的認
識真相：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于好惡，怵于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
者，引于外物，亂于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

故曰：
“拔。
”
（
《解老》406-407）
此言恬淡平安，也就是虛静無爲之意。這麽看來，親身認識需要以工夫論爲先决條件，貪欲、邪念導致認

識外物時的偏頗，身心疾病造成認識外物時的錯誤，克服這些問題是親身求知的先决條件。

伍、認識的方法與知識的判準（二）：實踐
實踐是韓非第二個重要的求知方法與知識標準，以下分從三個性質來討論，第一個是它作爲感官認識的
補充方法，第二個是它作爲感官認識的改正方法，第三個是它作爲比感官認識更重要的方法。
（一）通過實踐向未能立即親身得知的事物求知
由于外在事物的很多特性或迹象不是人類感官能立即感知的，所以韓非提出實踐的方法以補充之。例
如劍的鈍利用眼睛不能分辨得十分清楚，馬的駑良用相馬術不能判斷得十分肯定，士人的才幹不能從儀容服
裝談吐觀察出來，這時就將他們付諸實用，那麽他們在各自用途上的效能優劣便顯而易見了：
夫視鍛錫而察青黄，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
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
伐，則庸人不疑于愚智。
（
《顯學》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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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又舉例說，大家一起睡覺時不知誰的目盲，一起都不說話時不知誰的喉啞，而一命令他們看、命令他
們說，就能分辨了。大家都說自己力大無窮，光聽其言未可獲得真知，而以鼎俎重物給他們試舉，則誰是大力
士也就容易知道了。人的愚智光憑言談還不足以鑒別，
若試以官職，
則不必費心鑒別就可明見結果了：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
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
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
事，
而愚智分矣。
（
《六反》1139-1140）

大陸學界好將韓非的實踐求知法稱爲唯物主義認識論，意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①，西洋文化似乎没
有一句響亮的格言可以和中國相比，然而可以統屬于真理符應觀之下，實踐法是找出什麽命題與“實在”可相
符應。
（二）通過實踐改正親身所得的知識
以上是從使用時機來區別感官親身求知和實踐求知，當人能直接觀察時采用感官，不能直接觀察時采用
實踐，兩者互相補充。但是兩者還有另一種關係，那就是當韓非不信任感官的可靠性時，便主張以實踐來獲
取正確的知識。
除開上面所述之感官本身的弱點，韓非主張以實踐更正感官求知，還針對外人的欺騙而來。人類會爲了
權力、利益或虛榮而美化自己和政績，當他人處心積慮的這麽做時，君主也要處心積慮的見招拆招嗎？
這麽做太費力，不符合韓非哲學的虛静、給感官心慮休息之旨。于是他另闢蹊徑，主張完全不必理會他人有
什麽僞裝，而要求將言談付諸實踐，檢驗言談和行爲、政策和結果是否一致，就可獲知誰誠實、誰有能力，而誰
是詐僞。
（三）實踐有立即的好處
韓非的功利心態促使他重視實踐，以致令人感覺（至少他令一些學者如此感覺，而學者再如此告訴讀者）
他心目中的認識方法只有實踐。
韓非對感官親身求知不滿的地方是它是漫游式的，只要耳目之所及，所見聞的一切都成知識，這樣的話，
知識的來源無限遼闊，這對他來說太涣散、太不正經了。他比喻說，任何的箭發射後都會射中一個小小的點，
然而如果預先畫好一個靶心，雖然靶心的尺寸比箭頭所需的小點大很多，可是要求命中靶心，可就需要射箭
技能了。我們的感知能力就好像向四面八方發出的箭，
雖然得到的是真知，
可是與功用無關，
弃之無足可惜：
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gòu，與的同義〕者也。夫砥礪殺矢〔二字：一種用諸田獵之矢〕而以妄發，
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
者，有常〔省“儀的”二字〕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
行，
不以功用爲之的彀，
言雖至察，
行雖至堅，
則妄發之說也。
（
《問辯》1056）

引文最後說的至察之言、至堅之行，並没有否認它們不是知識的意思，而是指責浮濫而無關緊要的知
識。即使韓非仍然承認有實踐檢驗之知以外的知識，也就是感官可直接得知的知識，但是實踐與感官親身求
知兩者有地位高下之別，這個分別不是從知識的可靠性來肯定前者與否定後者，而是從價值上推崇前者與疏
遠後者。

陸、認識的方法與知識的判準（三）：有用無用
知識的判準有感官親身求證與實踐求證兩種，大家對韓非的認識一般而言僅止于此，然而他的哲學中還
①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册，
頁 470；孫開泰：
《中國春秋戰國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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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知識不屬于這兩種求證性質，這是本文接著想要探討的。
（一）意想
“意想”是韓非用的詞，指創造性的想象。此詞出于韓非對老子的道的說法，他說當時已很少人看過活生
生的大象，可是從死象之骨可以想象有血肉的活象是什麽樣子，所以給人用來“意想”的東西皆可稱爲“象”。
道也是不可聞見的，和活的大象一樣，可是人可以“抓到”
它的“功”
，
進而使它現形：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
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
“無狀之狀，
無物之象。”
（
《解老》392）

這一小段話有不少可以争論的地方，像是我們怎能從這個世界“抓出”某些特色據以意想，這裏的取捨必
然要基于非經驗性的判斷，而這種非經驗性的判斷從何而來、如何爲其辯護，是個難題。再來是“意想”的正
確性，如果讓十個没見過大象的人，看著大象的骨頭想象大象的模樣，可能會得出十種大象吧？所以說，根據
這個世界來“意想”一個更廣大、更整全的道，恐怕也不會只有唯一一種方案。
基督教的上帝何嘗不是從死象之骨“意想”出的生象呢！韓非的“意想”說解釋了我們怎能在感官經驗不
充分的情形下得出道或上帝，但不足以在道和上帝之間抉擇出更加正確者。事實上，韓非確曾告訴讀者，
“意
想”可以有宗教的走向，比如說黄河之神可以從不尋常見到的大魚來“意想”
：
齊人有謂齊王曰：
“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
立之焉。有閑，大魚動，
因曰：
“此河伯。
”
（
《內儲說上》588）

這個故事不能簡單以騙局視之，理由是韓非亦明知鬼神不能以參驗來定有無，况且這裏“意想”大魚爲河
伯和他自己“意想”這個世界之上有道是同一種做法，
他無力禁止他人做自己可以做的事。
那麽，果然可以認爲“意想”無所不可嗎？答案卻是否定的，理由在剛纔已經出現過，那就是功用。道對
韓非而言有很大的功用，行事一定要遵循道（和理）纔會成功。認識論上有真理的實效觀，以能發生實用的見
解爲知識，這對我們應如何“意想”
道設下限制，必須是有用的意想纔能通過知識的判準。
(二)“意想
意想”
”
的政治運用

道和法術勢都對君主有用，其中術的操作可以令讀者恐駭。君主可以憑“意想”就將没有明確罪狀、不能
審判正法的人士，以下毒或交給其仇人的方式除之：

生害事，死傷名，
則行飲食；不然，
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奸也。
（
《八經》1169）

韓非主張這種濫殺，全然枉顧自己力主的法治，實在很自相矛盾，
可是他是認真的：
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
“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說林下》
500）

叛亂是大罪，揭發尚未遂行的叛亂預謀必須掌握堅强的證據，慎重處理，豈能以一個人的表情不正常而
入人于大罪？公子糾與齊桓公兄弟争位，既由齊桓公得之，則公子糾是想繼續倚仗母家魯國的力量爲患齊
國，還是願意返國歸順于桓公，衣食租稅，安享貴族生活，尚未可知。公子糾與管仲以爲他們已射死桓公，不
意桓公詐死，捷足先登，入都即位，公子糾遭此意外扭轉，在魯國鬱鬱寡歡、心不在焉，是人情之自然反應。僅
據他新敗時的臉色心情而斷定他必不死心，現在即使尚無預謀而以後也必會謀攻齊國，這些其實都言之過
早，
然而這正是實踐韓非的“除陰奸”
。
我們研究認識論，有興趣于分辨這種對自己有用的懷疑，與前文所討論的對未來禍患之知識，有無异
同。後者有定理（貪欲與野心的滋長）依據，對未來做預設的準確性高，而前者則有如上段所分析，未便就是
未來事情的演變。然而齊恒公說了“必”，這是大力肯定未來的必然性，于是乎他處死親兄不是在知識不足時
以防萬一而爲的保險處置，而是確信自己所慮爲真後先動手爲强的正確反應。從真理的實效觀來看，齊查公
相信某件事情並對它反應，爲他未來的統治産生有利無害的效用，
故這件事儘可以是真的。
在君主得以將他的懷疑提升爲真知的情形下，大臣可以寄望于君主的“意想”而弋取他們非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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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國中有甲和乙兩個重臣互相頡頇，丙是外國來的旅臣，不喜歡甲，便暗殺了乙，而國君以爲是甲因恩怨
而下手的，于是責怪了甲，達到了丙想削弱甲的目的：
犀首〔魏官名，此爲公孫衍〕與張壽爲〔相〕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密〕殺張壽，魏王以爲
犀首也，乃誅〔責〕之。
（
《內儲說下》667）

韓非將這種情節稱爲“托于似類”，在這個範疇下還有其他情節結構，基本上都是有一些不成爲罪證的事
實，輔以君主“意想”出最可能的案情，自以爲是而處罰遭到陷害的無辜者。這類故事不符合參驗精神，可是
它們和“除陰奸”一樣，都是君主憑“意想”代替調查搜證，以自己以爲的爲真實。他們的“意想”對他們生出了
效用，因此“意想”提升成爲知識。

柒、認識的方法與知識的判準（四）：融貫
道是有用的“意想”，有了道之知識以後，可以以它爲根本，再推衍出許多知識，最後一切知識都需與道的
知識相融貫。與道、理、法所明文者相融貫，既可以鑒別真僞，
又可以提出新知。
（一）與道理法相融貫
認識的方法也是知識的判準，致知也就是識別真僞，不過每種方法與判準都有力有未逮的時候。感官親
證所不及，可以付諸實踐，或以有用與否來判定，而與其他知識相融貫，也是一個分別真僞的方法，現以三人
成虎的故事來說明（亦見《戰國策·魏策》
）。前面提到當耳目親證有所不逮之時，信從證人和證言是獲得知識
不可避免的手段，如果有三個並不互相串通、没有共同利益的人都說市街上有老虎，由于自己不在現場，趕去
現場也可能老虎已經走遠了，那麽在自己不能親證的前提下，相信證人的證言是可行的辦法。可是故事中的
智者（龐恭）說我們應有比證人更確定的知識，那就是老虎遠在城外山裏，不可能進入大城市，到街上亂逛，所
以再多人說市街上有虎都不可信：
龐恭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
“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
“不信。”
“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
乎？”曰：
“不信。”
“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
“寡人信之。”龐恭曰：
“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
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于市，議臣者過于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內儲說
上》595）

如果探究“首都鬧街不可能有老虎”何以成爲確定的知識，則它不是基于與事實符應（因爲尚未親證目
睹），也不是基于效用（有虎、無虎，與效用無關），只能基于它與其他知識相融貫，像是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的擴
張逼限了野生動物的栖地，老虎要抵達都城的鬧街需要穿過很多大街小巷，
實在無此可能等等。
换言之，首都鬧街不可能有老虎，是融貫了某幾條相關之理而得到的知識。道和理在韓非哲學中據有重
要的地位，對知識的構成來說，道和理就像規和矩一樣，規和矩原是用來畫直綫、畫圓形的工具，萬物都有它
們自己的形狀，而人用規矩來比一比，便能得知它們直不直、圓不圓。韓非用規矩來比喻萬物內在的理，知識
份子討論問題時需要謀求合乎萬物之理，聖人更是追隨萬物的理，
不敢捨弃理而直接感知萬物：
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張覺曰：這個“規矩”，是指規律，
也就是“理”
〕。議言之士，計〔謀〕會〔合〕規矩也。聖人盡隨于萬物之規矩，故曰：
“不敢爲天下先。”
（
《解
老》402）

值得注意的是韓非對萬物之理並不等觀，而是以功效來取捨。舉個例子來解釋：雜草茂盛的生長，和稻
草茂盛的生長，從自然的角度來看，兩者是平等的。可是人有了某種規矩觀念後，便得以判斷前者不是功，後
者纔是功，所以他說要有規矩觀念纔能讓萬事的功“形著”出來。這是功效與融貫二者相輔相成的情形，與道
和理相融貫的也會有實效，而這樣的信念就是知識。
道和重要的理可以明文化爲法律，提供給君主作爲審核一切人事言行的準則，不只據以判斷對錯，也區

韓非哲學中的認識論問題

·103 ·

別真僞。控御大臣是君主很需要做的事，君主在觀察他們的大臣時，看到聽到他們的表現有很多，但是看不
到聽不到的還更多，而且看到聽到的部份是不是真實的，也大有辨別真僞的空間。除了不可以辨別真僞爲煩
難以外，韓非還教君主以法數爲準，只問大臣的言行是合法合理的還是奸邪詐僞的，唯有這個纔是君主必須
知道的知識，其他都可以不理會：
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
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
得用其詐，險〔通憸 xiān：利口〕躁〔通譟：多言〕不得關〔用〕其佞，奸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

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
（
《有度》102）

用目、用耳、用慮屬于感官求證，這種方法用于君主查核官員是特別無效的，原因不是方法不好，而是裝
模作樣的情形太惡劣。這時就需改以法數來融貫，可以融貫的就是真知實行，
不能融貫的就是巧佞詐僞。
（二）人性論
韓非對人性的描述很矛盾，既曾說利他，也曾說利己，而他最著力最深的，乃是經過理性計算後審慎的利
己。①若從認識論來考察他爲何對審慎利己觀主張最力，則可發現，審慎利己的人會顧慮國家法令這一人爲
建置的賞罰機制而調整其言行，因此對統治最有用。對韓非而言，法令是因人情、得人情、盡人情、通人情而
創設的，若無人情爲基礎則法令將成廢紙，而法家哲學法術勢鼎足的結構將遭到破壞。所以他選擇宣揚審慎
利己的人性觀，是爲了可以與法令融合而對君主有用之故。
以下選擇他的三段討論，以見他如何運用人性論來融貫出新知。他記載管仲批評易牙和豎刁，易牙烹其
子以進饗齊桓公，豎刁自宮以當上齊桓公的內宮主管，由于人情莫不愛自己的身體和兒子，而易牙和豎刁竟
不愛，所以管仲推斷他兩人不會忠于齊桓公，然後韓非反駁說管仲對于人爲何想做官的心理完全理解錯誤，
人做官是爲了得到慶賞爵禄，管仲對于大臣爲奸惡的心理也理解錯誤，大臣爲奸惡是因爲君主没有用術將大
臣控御好：
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禄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奸，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
而刑罰必，故君舉功于臣，而奸不用于上，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禄以與臣
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奸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
私。
（
《難一》942）

易牙、豎刁一人烹子、一人自宮是衆所周知的事實，然而管仲與韓非對人性的看法卻分道揚鑣，管仲所感
知到人情是愛己身和愛兒子，而韓非所感知到的人情是貪利避害，所以他看易牙、豎刁兩人就成了因貪圖功
名富貴而殘害自己的身體和兒子，並且這是不需責難的。後來這兩人成了大奸，也不是因爲他們的心腸本來
就比別人狠，而是當君主無術時，大臣的貪婪性格就可得到無限發展，换別人當大臣也會如此。這兩個案例
的辨證讓我們見識到韓非的術論如何與一種特定的人性論相融貫，
而這一人性論又如何反駁別的人性論。
法家哲學宣揚人是自利的，尤其人做官的心理更是自利的，所以君主就應該以這種知識來認定他下面的
人的心態：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衛出公與吳王夫差積怨，在西元前 483 年〕，曾從子曰：
“吳王好

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
“子爲之是也〔子之言固是也〕，非
緣義也，爲利也。吳强而富，
衛弱而貧，
子必往，
吾恐子爲吳王用之于我也。”
乃逐之。
（
《說林下》474）

這位衛國國君外樹强敵，卻將自願效勞的才士趕走，他提防臣民追求大利的警覺性很符合法家的人性
論，可是這位自告奮勇的曾從子就在他面前，他不思設法瞭解此人真正的動機，不用參驗，徑自以成見斥走此
人，這又該怎麽說呢？故在韓非的認識論中，道與理的融貫凌駕了以感官和實踐來參驗形名的方法，對故友
新交不必實際認識他們的爲人，而代以法家的人性論認定人是如何，
與將來行事會如何。
① 詹康：
《韓非論人新說》，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26 期，
2008 年，頁 9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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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用他的人性論推知古代聖王禪讓天下的真相，是由于苦多于樂、害大于利，所以對于失去天下毫不
吝惜：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cí，屋蓋〕不翦〔通“剪”
〕，采〔櫟木〕椽不斵，糲粢〔糲：粗米，整粒的劣等米。粢
cí：稻餅，用整粒米做成的餅，用來指稱粗劣的食物〕之食，藜藿〔藜：一種嫩時可食的蔬菜，當類似今之紅

莖野莧菜。藿：豆葉〕之羹，冬日麑〔幼鹿〕裘〔指薄而保暖性能差的獸皮衣〕，夏日葛〔葛麻。葛布粗糙〕
衣，雖監門〔管門者〕之服養〔衣服與口養〕，不虧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chā，挖土用的鐵鍬，
同“鍤”
〕以爲民先，股無胈〔bá，白肉〕，脛不生毛，雖臣虜〔二字古代皆指俘虜，以俘虜爲奴隸〕之勞不苦于
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讓天子之位〕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通“故”
〕傳天下而
不足多也。
（
《五蠹》1199）

戰國時代對于禪讓制度有蓬勃的討論，儒墨、商鞅（
《商君書·權修》
）認爲禪讓的精神是薦賢舉能，莊子認
爲是全生（
《莊子·盗跖》
），韓非卻獨排衆議，主張是去貧苦就安樂。①他的想法來自于他的人性論，如果人性
趨向富貴，那麽古代的天子一定不是富貴之位，堯舜纔會毫不戀棧。韓非是以其人性論來融貫得出古代政制
和聖王心態，以之爲正確之事實，反駁各家說法。

捌、
結 論
從韓非的本心來說，他的認識論是爲他的政治哲學來服務的。本文刻意避免了這一層考慮，特由認識論
的興趣來審視韓非的哲學，發掘其中的認識論議題與旨趣。這種做法有豐碩成果，令我們從多重角度探韓非
哲學中與認識論有關的多項意義，而隨著研究探討的進展，我們也發覺韓非的政治問題可以化做認識論的問
題而重新詮釋。
道作爲世界的依據與法則，是對不完備的事實輔以想象而予以認識的，與能親證或實踐證驗的理、法串
成一張大網，將世間一切事物收繫起來，有序而不亂。偏離此網的，
是謠言、邪說、亂紀犯法的行爲。
通過道、理、法而融貫的一切知識，具有對有人益的效用。這些效用是極爲狹隘的，徹底排除精神性、育
樂性的目標或奢華的享受。爲了將知識界定在他想要的範圍裏，他指望政治權力打倒社會上的其他知識權
威，像是學者、長輩、君子、古書等，他們贊同的知識和韓非贊同的不一樣。韓非經常抱怨社會價值觀比對君
國有利的價值觀還要流行，所以在他當時，社會上的知識權威比君國更有權威，他想倚勢來使其他知識權威
噤聲，將有一場長期戰要打，其勝負也就牽連到法家改革的成敗。
即使韓非已將效用侷限于狹隘範圍，在此範圍內仍有重大效用不能容易認識，這時只有訴諸感情，否則
無知將導致危亡，更別說成功立業。然而韓非將感情和知識設爲矛盾，造成了他在兩者上進退維谷，此意爲，
雖然目標是落實知識光明而完全根除感情用事，可是有些重要的知識不能爲人所理解，需要倚賴人際感情來
盲目接受。韓非的哲學想推廣知識而又突破不了無法普及的限制，永遠需要感情以補足最後的無知間隙，所
以想削除感情而又不能失去感情的助力。知識與感情的矛盾不是個應分出勝負的關係，而應是兩者各有其
受到保障的範圍，不互相侵越，這樣既得到知識的效用，
也在認識達到限度時任感情遞補。
（作者單位：
臺灣政治大學哲學系）

① 詹康：
《韓非論禪讓：淵源與融合》，
《政治科學論叢》第 60 期，2014 年，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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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temological Issu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an Fei
ZHAN Kang

I cover a broad range of epistemological issues raised or triggered by Han Fei ( 韓非), including the counteracting of

knowledge and sentiments, the various natures of the objects to be known, four ways of knowing and criteria of knowl⁃
edge, etc. Political issues plaguing Han Fei can be reinterpreted as epistemological issues, since political reforms and
statecraft depend on ascertaining certain and useful knowledge which is organized along Dao, an inventive knowledge
that is facts and imagination combined.

Textual Studies on the Anthology of Wang Wei
Edited and Commented by Liu Chenweng
HOU Yawen

Anthology of Tang Poems commented by Liu Chenweng ( 劉辰翁) w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book for the reading

and commenting Tang Poem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uri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re were many ver⁃
sions which recorded Liu Chenweng’s comments on Tang poems. In this article, research focus is on the case studies:

Liu Chenweng’s comments on Wang Wei’s poems. In this article, it’s argued that (1)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
tween different versions; (2) Some parts of the lost comments by Liu Chenweng could be found; (3) Through the analy⁃
sis of differences, we could find the vicissitudes of Liu Chenweng’
s view on poems.

Gong Xiang’s Fu Zhai Man Lu and Gong Yizheng’
s Jie Yin Bi Ji
HUANG Qifang

This is an textual studies on two book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book Fu Zhai Man Lu（復齋漫

録）was quoted in many books, such as Hu Zi (胡仔)’s“Tiao Xi Yu Yin Cong Hua—Hou Ji”《
( 苕溪漁隱叢話·後
集》) and Wu Zeng（吳曾)’s Neng Gai Zhai Man Lu（
《能改齋漫録》
）, but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was not known un⁃
til today; (2) with meticulous studies, it’
s inferred that the author of the Book Fu Zhai Man Lu may be Gong Xiang (龔

相); (3) Gong Yizheng (龔頤正) was the son of Gong Xiang, his book Jie Yin Bi Ji (芥隱筆記) could be regarded as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for the book Fu Zhai Man Lu; (4) Some commentaries on the book Fu Zhai Man Lu.

Publish and Transmission of Huang Tingjian’s Poems in Japan
QIU Meiqiong and ZENG Suyun

Since Kamakura ( 鐮 倉, 1185- 1336) and Muromachi ( 室 町, 1336- 1573) periods, Huang Tingjian’s poems were

transmitted into Japan and got published. The main series of transmission and publication are as follows: (1) Series of
Poems; (2) Series of articles; (3) Collected works, some of them had commentarie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poems of

Huang Tingjian reflected Japanese’s acceptance of Huang Tingjian’s Poems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
na and Ja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