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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與法的政治性悖論：朱利安的問題

劉紀蕙

Joyce C. H. LIU

前言

　　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於 1997 年出版的《功效論：在中國與

西方思維之間》（Traité de l’efficaté），延續了他在 1992 年關於「勢」

的論點（La Propension des choses, Pour une histoire de l’efficaté en 

Chine），以功效論的角度切入，指出無論是儒家的道德改造，或是法

家的「勢」的力量分配，都是對於社會秩序的操縱、配置、部屬以及

內在性的根本治理。朱利安根據韓非〈揚權〉篇所說明「聖人執要」

以及君王「勢位」的「環中」概念，指出只要每個人各司其職，這個

治理「機具」（apparatus）便會自動運行，而世界四方都會向其貢獻

與效力。朱利安所關注的問題，在於「勢」之將發未發的醞釀張力如

何朝向了「形」的完成：只要在發展之初，使其含帶潛勢，並且而「求

之於勢」（obtenir du potentiel）、「乘勢」（s’appuyant sur la propension）

發展，效果便會自然發生。在朱利安的敘事之下，從韓非、鬼谷子、

秦朝的集權統一，到社會主義中國文革時期江青與四人幫所推波助瀾

的評法批儒，這一套治理邏輯似乎一脈相承。

　　朱利安對於「勢」（la propension）的論點以及對於「法家」的分

析，引起讀者的疑惑：對於這個求之於勢與順勢而為，並且進行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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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權謀之術，朱利安的褒貶位置在何處呢？畢來德（Jean-François 

Billeter）也在《駁于連》（Contre François Jullien）以及一系列的論著

中進行批駁，指出他既不批判體系之最終目的，也不批判中國的內在

性以及帝國專制政體，畢來德認為朱利安的曖昧態度甚至使得功效操

縱與企業管理出現了共構邏輯。 其實，在《功效論》一書之中，朱

利安雖然以近乎著迷的方式描述中國法家的治理術，分析中國道家

「無為」思想如何逆轉而發展為法家之操縱邏輯，我認為他已經相當

尖銳地分析了這種獨裁政體的內在性治理邏輯。不過，我也認為在分

析這些治理術的同時，朱利安也透露出他對於「勢」與「法」的詮釋

視野之內在悖論。

　　我要指出，對於「勢」與「法」的詮釋，在章太炎處有更為根本

的深刻分析，也提示了解決朱利安悖論的路徑。本文以下列四個面向

探討這一系列的問題：首先，本文將針對朱利安所提出的勢與法的問

題進行分析，討論朱利安的詮釋為何出現了內在的曖昧與悖論，以及

為何此悖論正好指向中國七十年代儒法鬥爭的關鍵問題；其次，本文

將透過朱利安對於「虛位」的詮釋立場分析他的悖論，也就是說，本

文將指出朱利安關於「機具的核心」之詮釋視角如何顯示出「機具之

虛空」與「聖人之虛空」兩個位置的疊合：誰佔據此「空虛」位置，

誰掌握此功效，誰決定「幾」之「勢」，順勢與逆勢之關鍵在何處發

生， 便都反映了治理操作的關鍵；第三， 本文將採用朱利安的「間

距」（écart）策略，繞道章太炎，回到二十世紀初的思想家面對革命

以及民國初期的政治局勢，如何透過莊子、法家，而回應他的時代。

本文將透過章太炎的〈原道〉、〈道本〉、〈易論〉、〈尊荀〉、〈訂孔〉、

〈原法〉、〈秦政記〉等篇，思考章太炎如何重估道、易、法與秦朝政

治，如何重新面對儒法鬥爭的問題，以及我們重新評估法家的意義；

第四，對於我來說，最重要的問題在於，重新思考「勢」與「法」

所具有的政治性，是否可以回應當代問題？中國思想內在的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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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處？本文將提出如何重新思考勢、法以及虛空的問題，以便建立

一個政治性介入的位置。

一　朱利安對於「法」家的雙面評估

　　朱利安的《功效論：在中國與西方思維之間》，集中處理幾部相

對於「道德主義」思維的「現實主義」著作，包括老子、孫子、韓

非、鬼谷子，探討這一系列關於「勢」的思維脈絡所發展出的功效觀

念。朱利安指出，無論是道德主義者或是現實主義者，強調「內在

性」（immanence）的功效思維是中國歷來不同流派思想所全體共有的；

也就是說，無論是儒家所講求的道德改造，或是道家所著重的「勢」

的力量分配，雖然採取不同路徑，卻都是對於社會秩序的操縱配置以

及從內在性出發的根本治理，甚至道家所展開的法家治理術，也早已

內在於儒家體系（《功效論》，頁 140; Fr. 120）。

　　朱利安指出，不同於西方以理型投射出發的思考模式，中國思

想以內在的方式引導，在流變之中「任由事物變化之傾向來承載自

己」，順勢而行（《功效論》38-39; Fr. 32）。根據朱利安的解釋，中國

古代「形」與「勢」這兩個成對的意念，說明了情境狀態的組合（形）

（configuration），以及含帶於情境之中潛在的傾向（勢）（potentiel）。

形態的組合已經銘刻了傾向，因此效果會自然而然地發生（《功效論》，

頁 40-42; Fr. 33）。朱利安借用孫子的兵法概念，說明兵無定法，因勢

而成，「勢者乘其變者也」（王皙），只須要「求之於勢」而「任勢」，

進入了演變發展（déroulement）的邏輯，隨著情境中勢態的演變，適

應變化，並且隨著兩極之間的互動而變化（《功效論》，頁 44-48; Fr. 

36-41）。

　　在朱利安的詮釋脈絡下，「勢」的概念所指出的，是任何相關條

件都是情境潛勢的一部分，在過程中相互轉化而演變。朱利安不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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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這是情境潛在的發展動態，更指出「時機」（l’occasion）的「雙重」：

在一個可能性發生的時間點之前，有另外一個位於時機上游的「身

影」（s’en profile une autre）。正如鬼谷子所提出的「幾之勢」（potentiel 

de la situation）（揣篇第七），這是個動態而幽微的開端，是進展時序

的起點，孕育潛勢的初生狀態（《功效論》，頁 102-104; Fr. 87）。 這

個最初的「幾」，不是先置的秩序，而是最初受含帶並且呈現規律的

持續轉化。最初之「點」（point, bout）是重要的時刻，只要勢態一

旦開啟，便會自行發展而流變。朱利安特別指出，這個最初受「含

帶」（impliquée）而「自化」（se transformer）的過程，讓萬物自己前

來，「自己化成」（laiser advenir），牽涉了老子所謂的「無為而無不為」

（《功效論》，頁 133; Fr. 113）。根據王弼註釋，「無為而無不為」是指

「可因而不可為」，自然化成，「不為而成」，並且「自化」：「無為」因

此也意味著「無所不為」。從此處開始，隨著變化發展之「勢」，任其

作為，百姓便都會認為這是自然態勢，而自己來到我這裡，正是所謂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王弼注老子）。「相依相成」、「為天下

谿，常德不離」，虛實的相互對立與相互依賴也是核心概念，策略在

於知道如何「含帶」功效，在上游就使得情境進入過程，而使所欲求

的功效「自然地」發展出來（《功效論》，頁 135-138; Fr. 115-118）。

　　此處，我們便面對了朱利安論點所呈現的第一個悖論：「無為無

不為」以及「四方來效」的自發性，是指向個性的勃發，抑或個性的

內在配置與操縱？

　　這個悖論的核心在於：從上游就使其含帶可續發的潛勢，因此

「無為」被整合到策略性的視野中，使得配置（dispositif）的自動性

與內在性從根本處完全發揮其效果。朱利安指出，鬼谷子之外交謀略

與道家的無為之間，保持了一種「令人憂心（變態的）關係」（quel 

rapport trouble （pervers?））；他並且指出，這個悖論的延伸，便是「無

為」所啟發的獨裁思想。朱利安認為中國法家的「政治威權主義」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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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於道家，而中國「法家」在設立威權體制時，原本的超越性便

被「翻轉為純粹的內在性」（se renverse en pure immanence）（《功效論》，

頁 144, 146; Fr. 123, 125）。

只要它分佈所有地方及所有時刻，使得所有人都受到最嚴苛的

限制，已成為極權主義的威權主義權力，便不需要點散式的作

為。。。。它所強加的制約是一次施行就永久有用的，因而它不必

再使用意志或施力，臣服便會不斷不停地流出。。。。暴君便不必

作為，只要讓效果自行發生就好；對於他的臣服是自發的，達致

了完美的反應性，而它的超越性被推抵頂點，翻轉為純粹的內在

性（《功效論》，頁 146; Fr. 125）。

　　透過「配置」的概念，朱利安進一步指出，法家所分析的權力

不必自我呈現：權力的保有者本身只要保持「空虛而無為」（vide et 

sans agir），「任由權力自行發揮」（laisser opèrer），君上利用「每個人

本能的恐懼與利益之反應」，也利用「精細構成的集體責任制度、相

互抗衡和多重檢驗來將全體人民綁在一起。」（《功效論》，頁 146; Fr. 

125）在這種「純粹的配置」（un pur dispositif）驅動之下，「君王不

必費力氣，獎懲是自動化的。不必再辛苦監控，因為告發是系統化

的。到了極致處，當這個政體已被完美地內化時，甚至不必再施罰，

因為每個人受到其內在的慾望和厭惡所推動，會自發地遵守被強加的

律法。」（《功效論》，頁 147; Fr. 126）朱利安說，所謂權力的「空虛」

（vide），也就是君主任由手上的權力配置自行運作，不加干涉；「一

旦裝置完成，所有齒輪便自動運作」。正如韓非〈揚權〉篇所說，只

要「聖人執要」，每個人各司其職，世界四方都會向其貢獻協助（《功

效論》，頁 148-148; Fr. 127）。

　　我認為朱利安所討論的源自於道家思想的中國法家思維，徹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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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有效地揭示並且補充了從傅柯到杭席耶（Jacques Rancière）以及

阿岡本（Giogior Agamben）的 「機具」 （apparatus）、「機制」（régime）

與「配置」（dispositif）的概念。這套機具可以自動運作，而且是以

一種完全而純粹的內在性運行，以致於不留任何抵抗的空間。然而，

朱利安雖然指出了這種「令人憂心（變態）」的逆轉，以及完全治理

的內在性，卻似乎並不打算進行直接的批判。

　　畢來德在《駁于連》中曾經批評朱利安完全接受適應權力與潛勢

發展的策略，使他對於「中國模式」的「內在性」，以及既定體系與

其固有的最終目不予任何批判，也不批判中國內在性以及帝國專制政

體，甚至讚揚這種順勢而為。畢來德指出，這就是效率邏輯與企業管

理邏輯共有的視野，事實上權力與利潤所服從的，都是市場需求的變

化（《駁于連》，頁 55, 58-59）。  畢來德也批評朱利安無視於中國文

革時期以及當前的現狀，過於接受牟宗三所銜接的宋明理學，而附和

帝國意識型態的「內聖」理念，甚至讚揚中國人不願意表態的中庸態

度為較高等的智慧等等（《駁于連》，頁 65, 70, 115）。

　　雖然畢來德針對朱利安前後論著提出了他的合理質疑，但是，我

認為朱利安在《功效論》一書中，其實相當尖銳地指出了這種帶有悖

論的內在性治理邏輯，也並沒有掩飾他底層的距離，或者，我們應該

說，他流露出了一種既有欽羨著迷亦有嫌惡距離的曖昧態度。朱利安

的論述顯然是有針對性的，他主要的對象便是毛澤東以及其展開的獨

裁政權，但是這個問題是更具有曖昧性質的。

　　朱利安於 1974 年至 1975 年前後在中國的經驗，對他有深遠的影

響。在馬爾塞司與朱利安對話錄《（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

遠西對話》中，朱利安清楚指出，毛澤東是孫子的繼承人。毛澤東在

長征時期充分利用曲線進軍的策略，經由迂迴的路徑而使形勢轉變為

對他有利。毛澤東並不以史詩英雄形象出現，也不以直接對抗的姿態

面對困難，而僅以退卻、躲避、忍耐而求自保，但是最終則利用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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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的潛力，掌握全局。這種迂迴並且以退為進的謀略，也是朱利安對

於鄧小平的評價。  

　　朱利安逗留於中國的 1974 年至 1975 年間，正是評法批儒席捲全

中國的時期。他所能夠接觸的中國經典著作，除了魯迅與毛澤東之

外， 就是法家。朱利安特別說明，「 法家」， 不是「法」（la roi），

而是「準則」（la norme）。當時，透過領事館的圖書，朱利安讀到了

帕斯卡里尼（Jean Pasqualini）的《毛囚徒》（Prisonnier de Mao），這

本書對他造成了一種震撼的效果。帕斯卡里尼描寫中國勞改營「通過

勞動進行改造」的特殊發明：「蘇聯人從來不明白而中國共產黨一直

懂得的是：假如囚犯是被強迫或嚴刑烤打而勞動，那麼這種勞動就永

遠不可能是有成果或有經濟效益的。中國人首先掌握了激發犯人勞動

熱情的藝術。這就是勞改的全部意義所在」。對此，朱利安評論說，「這

裡涉及的－除了調動積極性的藝術之外－正是中國思想所清楚

表明的，而且是與操縱思想並行不悖的：是調解條件的決定性功能」。

他也說，這就是「主體 / 境遇」的問題，「境遇作為『預先條件』起作用，

緊接著作為『機制』進行運作」。

　　主體隨著境遇而變化，整套過程是一種運作中的「機制」。在這

一套機制運作之下，甚至可以不必考慮信念、變節、誠實、謊言等內

心活動的區隔，而僅僅遵循形勢所趨而行動。文革時期一致性的公社

生活，毛主義充斥群眾的思想，擴音器處處播放著毛語錄，凡事不會

有直接的反對意見，順從形勢、自我操縱、自我批評而自我改造，使

人在勞動時高興地保持沉默，並且由內心相信這種行為，而使操縱獲

得絕對的合理性 ── 這些現象似乎是使得朱利安不解而開始思考的問

題起點。他說，他開始思考「思想不再是多樣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也迂迴地展開了關於潛勢、操縱與功效的漫長探索路徑。 

　　朱利安所描述的孫子兵法以及鬼谷子的《捭闔》篇，都與毛澤東

的戰略書寫有明顯的親近性。毛澤東的著作於六十年代翻譯為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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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學界普遍接觸到了毛澤東的思想，朱利安亦不例外。毛澤東在

1935 年所談論的游擊戰略與 1938 年所提出的持久戰，展現出一系列

精采的戰略智慧，包括後發制人，誘敵深入，以波浪式的發展，打就

走，化整為零，轉移陣地而沒有固定戰線，強調戰略的持久，戰役的

速決，注意內線戰爭與外線戰爭的關係，採用全面觀點，並且考慮勢

力不平衡對峙的各種方面，反對不讓寸土的陣地戰，也反對消耗性的

戰爭等等，都呈現了他對於孫子兵法與鬼谷子的熟悉。  

　　朱利安顯然著迷於毛澤東靈活的戰略智慧，不過，他的確也

指出，靈活的戰略最後反轉而成為專制獨裁政體，是一種「背叛」

（trahison），「出賣了無為的本意」。原本道家的無為在於「使個性

勃發」，「由規則和禁令中解脫」；君上的「空虛」以及「虛以待之」，

是要任由手上的權力配置自行運作，不加以干涉，不加入任何屬於他

個人的事物或是感受任何偏愛，因為他的主體具有的偶然性會傷害配

置運作的完美性。但是，朱利安指出，「法」家的獨裁（les despotism 

‘legistes’）卻行使了「相反」（inverse）的角色，「為代表國家的一位

獨夫奴役所有人」，「以人為方式組織權力」，期待這個人為的設置能

夠「自行運作」，使社會秩序自發的運作，服從也自然產生。在這個

結合內在性與功效的「機具」運作之下，權力之機制則成為「隱微」

而不可見。中國的獨裁者不再相信老子所主張的「小國寡民社會」，

而更在意於「如何使其國君在各敵對國家之中獲得最大的力量，並以

對他最有利的方式統一中國」（《功效論》，頁 149-150; Fr. 128）。

　　朱利安進一步分析中國效力觀的兩個主要特色：首先，效力被視

為是間接而來自制約的；其次，真正的效力使我們免除消耗，真正的

暴君可以指揮一切，而不必任何勞動或個人的投入。「法」（loi）的嚴

峻產生了絕對的權力，君主不需要作為或下令指揮，不必尋求權威；

權威會由所設立的政體中不可避免地流出。權力的配置使得人們由內

在自發地以他們的能力為君主服務：這就是「法」的「內化」（assimil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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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無所不在。朱利安認為，中國建立了一個超越於馬基維利的政治

操縱理論，透過權柄，而使臣民自動自發地服從（《功效論》，頁 212; 

Fr. 185）。朱利安直接指出，依照此思考邏輯，我們就不難理解四人

幫將「法家」視為進步份子的策略，也可以知道如何衡量毛澤東主義

是否忠實於此一傳統的問題。（《功效論》，頁 212-213）

　　顯然，朱利安認為毛澤東背叛了此一傳統，而納入了操縱術的法

家傳統，也認為四人幫充分利用了「法家」，而執行他們批鬥劉少奇、

林彪與周恩來的謀略。其實，朱利安的批判立場應該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我認為朱利安的問題並不在於他是否批判這種內在性的治理機

具，而在其他兩個關鍵的面向：第一，朱利安將「中國」視為一個思

維模式的整體；第二，朱利安將「環中」作為「機具的核心」，疊

合了「機具之虛空」與「聖人之虛空」這兩個位置。我將在下一節繼

續展開這兩個問題的相互關係。

二　朱利安的「悖論」關鍵在於中國的「一體性」以及「虛位」 

　　的詮釋立場

　　朱利安在 1992 年《勢：中國的效力觀》一書中指出，他要「通

過各個領域－從戰略操縱到最無私的藝術創造過程－從整體上

去捕捉中國文化的一致性」（《勢：中國的效力觀》，頁 51）。朱利安

並且指出，中國傳統思想兩極相生、彼此抗衡而相互作用的應和關

係，產生了順應兩極互相作用而變化的封閉體系，也產生了接受「時

勢」之所趨的心態。「在連續轉換的過程中，它的言說布置，使它不

斷地超越自己」（《勢：中國的效力觀》，頁 133）。朱利安認為，這種

順勢而為的概念早已經內在於儒家與法家的體系，例如君臣、男女、

虛實、 濃淡，「猶如由布局而牽引出的生成之趨勢，並且變化使一

切『事實』得以繼續出現，不論其形式為何。」在這種脈絡下，中國

傳統思想無法產生出政治性的批判思維，只呈現了順應兩極互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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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的封閉體系」（système close évoluant）（《勢：中國的效力觀》，

頁 231；Fr. 234-235）。在朱利安的詮釋框架之下，中國思想所呈現的

體系性是封閉的，中國人不趨於思辨，不懷疑，傾向服從，沒有悲劇

性的對抗，也沒有批判性思想的衝突性。中國人關注勢的必然性。認

為接受了相互關連應和的對立，衝突便會消失（《勢：中國的效力觀》，

頁 233-234；Fr. 237-238）。

　　中國人沒有批判思想，沒有對抗性，沒有衝突，沒有政治性：朱

利安這種一體性的描述與定見，顯然是有問題的。我不打算針對朱利

安的論斷列舉反證，因為例子不勝枚舉。我要從他的思想指出問題所

在，而我認為關鍵的問題，是他受到了自己對於「勢」與「法」的詮

釋視野的所制約與局限。

　　我們要先回到朱利安關於「勢」與「法」的詮釋進一步分析。

　　朱利安認為四人幫藉由「法家」而奪權，以及中國超越於馬基維

利的政治操縱獨裁體制，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法家」利用了道家所著

重持續演化而不斷前進的「勢」，並且從「上游」考慮效果，進行操縱。

透過不消耗能量的模式，使朱利安所指出的根本悖論延伸為整套配置

的自動性，而完成了法家模式的政治威權體制。中國的獨裁者因此

「出賣了無為的本意」，將其「翻轉」為相反的發展，並且扼殺效果，

使其枯乾（《功效論》，頁 146, 149-150, 178-179; Fr. 125, 127-128, 153-

154）。

　　朱利安的分析的確凸顯了中國道家思想中的三層悖論：其一是關

於內在性的治理，其二是關於起源的問題，其三是關於「空虛」的詮

釋。朱利安指出，源自道家思想而兼有「機具」、「機制」與「配置」

的中國法家治理思維，不是「可見效果」之治理，而是「不可見

上游」之治理。由於功效所著重的，「是使其到臨並使其實際形成

者」，因此，這不是生產的邏輯，而是作用中的效力，是「到臨的邏輯」

以及「虛空所駐在的效果」：既受「承載」，也會「展佈」，「像是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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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永不耗盡」（《功效論》，頁 174; Fr. 150）。

　　這個持續作用而即將到臨狀態的根本「操縱」（manipulation），

是效果的「不為而成」，「不見而名」，「不召而自來」（老子，七十

三章）。這種根本操縱，不僅暗示了內在的感化召喚，使世界自動歸

屬而自動到來，更揭示了一種從「最初的起點」開始「操縱」的策略。

中國的思想不會猶豫於如何在過程上游來進行操控，因此也是無

法察覺的操縱，因為在這個階段，一切仍舊是平滑的，柔軟的，

人們如此容易受掌控，不致於產生抵抗－人們不受良心干擾

（《功效論》，頁 196; Fr. 169）。

在這個過程中，臣民不會抗拒，反而會自動自發地遵循，而完成了一

種內在性的治理，或是我所說過的「心的治理」。 

　　此處，我認為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最初的起點」一旦被操縱

與含帶，是否後續的發展便無法逆轉？「虛空」的意義，顯然在不同

情境之下，可以有不同的詮釋角度。朱利安所討論的「虛空」的位置，

是任其自動運轉的機具核心，還是被主觀意志所操縱的「勢位」？我

們要如何思考「虛而待物」的空虛核心？ 

　　朱利安說，「虛」的效果在於「上德若谷」 ：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大盈若充，其用不窮」。老子的「虛空」是運動而持續回轉的狀態，

與飽滿狀態相互關連，並不彼此對立。這種「虛空」的概念不同於西

方形上學視野的「存有」及「非存有」的對立，所謂「存在上的虛空」（《功

效論》，頁 159; Fr. 137）。朱利安認為「虛空」即是如王弼所詮釋的

「 通」，「允許效力通過者」，要以「負向的方式」理解，才能夠恰當

地掌握「虛空」。他指出，對於中國道家而言，「虛空」的邏輯是「功

能性的」，既不是精神主義，也不是物質主義，既不指涉身體的物理

學，也不指涉靈魂的形上學；這個「虛空」保持生動、任其流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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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通達，不斷滋生，「綿綿若存」，「虛而不屈」。（《功效論》，頁 162-

163; Fr. 140-141）

　　然而，朱利安也使用這個「虛空」概念，說明佔據統治地位的獨

裁者被「架空」，用意是與所有他人對立起來，以「環」與「圓」的

位置旋轉無窮，「轉圓而求其合」，聖人「旋轉」（tourne），如同

一個「圓」（boule），不以個人德性與價值介入，不讓貴族、大臣、

妻兒介入（《功效論》，頁 50; Fr. 43）。「聖人」的位置與「機具」的

核心疊合：這正是「地位的機具」發揮作用的根本原因。聖人即是君

王，君王的「勢位」是具有絕對充足功效的空虛位置。這個權威的位

置以及統治的藝術，在於使態勢「受含帶而自化」，並且「使他人奔

向我們的位置」。朱利安說：

中國的獨裁政權護衛者們將權力化約為此一純粹工具性的載體

（即地位）時，他們的目標是將它盡可能地去個人化⋯⋯儒家的君

王的影響力是以其智慧和所發散於身旁四周的良好影響；相對地，

法家君王的影響力則完全依存於地位上最大程度的不平等，以及

由此可以引發的潛在效能。（《功效論》，頁 54-56; Fr. 47-48）

根據朱利安的詮釋，這個絕對權威的「勢位」，就是「機具」的核心，

一個「虛而待之」的勢位：「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

自以之」。聖人 / 機具的「空虛」核心，牽動了整個勢態的動能，而

使其自發地完成整個程序：「一個程序一旦開始，便會自行展開，一

旦事情開始進行，便會流變」（《功效論》，頁 133; Fr. 113）。統治者

只要任其作為，主動的「讓」（ces laisser est actif），自然會功成事遂，

百姓也必然會自己來到我這裡（《功效論》，頁 136-137; Fr. 116-117）。

　　朱利安認為，中國人接受了「勢」的必然性，只會順勢而為（aller 

dans le sens de la propension）；所謂超驗的「天」，事實上是內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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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化（totalisation）與絕對化（absolutisation）（《勢：中國的效力觀》，

頁 233-234；Fr. 237-238）。然而，正是在此處，朱利安論述的內在悖

論也被凸顯出來。從一方面來說，朱利安以略微厭惡的心情，檢討道

家的「勢」以及「虛空」的概念如何提供了中國獨裁治理的邏輯理路，

如何滲透於歷代治理者以及民眾的心態，如何使得人民從來不直接回

應，而以共構的方式完成了一套召喚與服從的整全體制；另一方面，

朱利安似乎進一步穩固並且接受了「形勢」所造成的體系，甚至流露

出某種欽羨之意。

　　如同我們反覆提出的問題：既然已經在機具之中，如何逆轉從最

初便已經含帶並且持續自動發展的情勢？如何可能具有政治性的介

入？這個關鍵問題的反面問法，則是使機具運作之空虛核心到底在何

處的問題。

　　朱利安否定中國思想的批判性與政治性，他所提出的「幾之勢」

的雙重性，或是兩點之間的距離，已經被一種回溯式的固定視角所衡

量。朱利安指出，「聖人」的位置是可被佔據的空虛「勢位」，「機具」

的功效就是整套治理機制的「配置」及其運作效果；針對這個說法，

我們必須提出的問題是：「虛空」在「機具」的核心，還是在「聖人」

自處的位置？「聖人」等同於「機具」嗎？

　　回顧七十年代的評法批儒事件，的確凸顯了「法家」的悖論性格。

毛澤東批判儒家、肯定法家的言論，被江青以及四人幫接續，而引發

了「批林批孔」的儒法鬥爭史研究運動。「儒法鬥爭史研究」主要論

點在於尊法批儒，強調秦始皇執行法家路線，反對沿襲於春秋戰國時

期士家豪族所世襲的貴族階級以及裂土封侯，而強制將貴族世家遷至

首都咸陽。裂土封侯以及世襲爵祿正是私有制的早期形態，而秦始皇

終止這個制度，回歸「公」的法家制度，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制度

革命。儒法鬥爭史研究指出，從春秋戰國到秦朝的不同治理，基本上

是儒法之間的鬥爭，是兩種思想與兩種路線的階級鬥爭，已經延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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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時，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法家成為主導勢力，

壓倒舊時代的貴族階級，儒家被貶抑。秦始皇死後，代表儒家勢力的

趙高發動政變奪權，而打壓秦始皇時代的法家集團。漢元帝以降，漢

儒勢力興起，則使貴族階級再度被鞏固起來。典型的論點例如當時中

山大學的楊榮國以階級鬥爭的歷史來詮釋中國歷代貴族、庶族地主以

及農民之間的鬥爭，被四人幫高度傳播；江天、洪途《研究文藝史上

儒法鬥爭的幾個問題》以荀況所主張「法後王」的法家路線，區別於

儒家「尊先王之法」所服務的奴隸主貴族，並舉例說明韓非利用濫竽

充數、守株待兔、自相矛盾等寓言，譏嘲孔孟儒者之愚蠢，或是提出

賈誼、商鞅等人的盡地力、開阡陌等重農思想，也是普遍論述。這類

的論述除了在學術界擴展，也延伸為各階層群眾包括工人、農民都參

與的全國性運動。  

　　然而，後來的研究指出，這個運動的擴大，除了將學術研究導向

全國化的理論隊伍思想鬥爭以及影射史學的擴散，政治立場取代了學

術思想，實際上更涉及了江青及四人幫針對周恩來的權力鬥爭，也使

得周恩來陷入政治危機。我們需要區隔毛澤東與四人幫嗎？或者，毛

澤東與四人幫雖然並不屬於同樣的權力位置，但是卻同時構成了中國

儒法張力的悖論？

　　從評法批儒事件的始末，我們看到儒法不同思想如何被奪權的執

行者介入，原本是根據不同歷史時期進行實際狀況調查的階級分析，

在這個過程中，卻轉變為僵化意識型態之立場框架。本文以下的討論

將迂迴地繞道章太炎，透過章太炎對於道、易、法以及秦代政治意義

的詮釋與評估，進一步與朱利安之論點對話，以便最後重新思考關於

勢、法與虛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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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章太炎切入，重估道、易、法與秦朝政治的問題

1　章太炎對於「道」的詮釋

　　朱利安以韓非作為老子主要的詮釋者，來說明關於「聖人執要，

四方來效」、「權不欲見，素無為也」的勢位，以及受其「乘載」而自

然完成之秩序。章太炎卻指出，韓非並沒有正確地詮釋老子。章太炎

認為韓非對於老子的「道」有其洞見，卻只見「國」，而不見「人」。

在〈原道〉一文中，章太炎引述韓非〈解老〉的幾個說法：

道者，萬物之所然，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道者，萬

物之所以成。

物有理不可以相薄。

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物常操，

是以死生氣稟焉，萬事斟酌焉，萬事廢興焉。（韓非子〈解老〉）

根據韓非的論點，「道」是萬物之所成的道理。萬物皆有其不同之理，

並沒有高下之別；「道」隨著萬物之理而變化，並沒有不變的「道」，

也沒有不變的「理」。章太炎解釋，「有差別」就是所謂的「理」，而

所謂的「道」則「無差別」；也就是說，死生、成敗都是「道」，是眾

人皆會面對與經歷的「道」，萬物各有其理，各有差別。「齊物」的論

點也正是由此處開始。  但是，章太炎指出，「道」的概念，對內而言

是「尊生」，對外而言是「極人事」，「道」並不是只有君主才遵守的

道理（「非獨君守矣」）。章太炎指出，韓非的問題是，他只著重於

「國」，而不著重於「人」，只看到「群」，卻看不到個人。如此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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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以「眾」而壓迫有節操獨行之人；如此的法律，只會以「愚」而

排除智者（《國故論衡》〈原道〉，頁 115）。

　　章太炎也認為，老子之書的確是關於「南面之術」。但是，韓非

雖然「解喻」完備，卻仍「未及於內心」。章太炎也說明何謂 「及於

內心」：一般人由於老子多次論及「無欲」，「患有身」，「寵辱若驚」，

以為老子所講求的是「舍身」，並且「期于灰滅」之退隱。但是，章

太炎以老子的〈寵辱〉篇，說明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

失之若驚」，也就是說，處於得寵的狀態不能夠沾沾自喜，反而應該

警覺若驚。至於何謂「貴大患若身」？章太炎說明，我之所以有「大

患」，是因為我「有身」，並且患得患失，如果「無身」，則何患之有？

但是，章太炎指出，並不是不要「身」，而是不以己身而患得患失，

要「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道本〉《章

太炎全集》三，《檢論》卷三，頁 428）。章太炎進而指出，墨翟與宋

趼，以繩墨自矯或是要求人情寡欲，都遠離了真實。章太炎強調，

君主如果「無欲」，則無法體覺人民之種種困頓憂戚。人情不能無寵

辱，原因是「人之情欲，若谿壑而不可盈」。雖知其道理，其身亦必

然「寵辱若驚」，而後超然返於大沖，先前所履涉之經驗則不會忘懷，

如此才能夠體度物情，這便是章太炎所分析的「內心」之理。章太炎

引述引莊子〈在宥〉篇，補充說明「施身及國」在於以身為天下的道

理，以便死生無變、哀樂不動於中。章太炎認為，如果仍舊有各種煩

惱障，則無法真正寄託天下。無身而無患，只是小乘佛教怖畏生死而

要遠離塵世的說法，大乘佛教則著重「身與患俱」而不會迴避。一般

人以為老子講求苟且自全，都是不曾理解老子之道的大體（〈道本〉《章

太炎全集》三，《檢論》卷三，頁 428-430）。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常道不可被陳述與規範，更不是不

變的法則，然而董仲舒卻宣稱「天不變，道亦不變」，因此章太炎譏

嘲董仲舒與老子之間「智愚相懸」甚巨（《齊物論釋定本》，《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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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六）》，頁 284）。章太炎認為，只有莊子才正確地詮釋了老子

的「道」：自然之理與天地之變，吹萬不同，使其自已，才能夠達到

不齊而齊的齊物之道。依照莊子的詮釋角度，聖人能夠理解「方生方

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的

道理，並且掌握「彼是莫得其偶」的「道樞」，也就是認識各自有其

獨一性的樞紐。只有如此，聖人才能夠「得其環中以應無窮」（〈齊物

論〉）。章太炎解釋，這意味著治理者要能夠「推萬類之異情」，使

其「並行而不害」，其基本原則在於區分「政」與「俗」，「無令干位」，

並且使其各適其欲、以流解說，各修其行、各致其心。若能如此，治

理之手段也只不過是經常性的指令，而律法所禁止的，只是針對「奸

害」而已（《國故論衡》〈原道〉，頁 115）。此處，從章太炎的角度

來看，「聖人」並不是無法逆轉機具勢態的「國」之器，而是能夠體

度物情、區分政俗、理解「彼是莫得其偶」，遵循不齊而齊之法，使

人各適其欲。

2　章太炎對於「易」與「史」的看法

　　章太炎關於「道」的觀念，也呈現了他對於「易」與「史」的理解。

章太炎指出，根據《易傳》的論點，《易經》之所以被寫成，是因

為作《易》者「有憂患」：「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易經所寫的便

是文王與紂王的事，這是為何易經的文辭充滿危急感。聖人的吉凶雖

然與人民同患，但是，《易》的寫作者卻要「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章太炎指出，《易經》「彰往而察來」，所謂的「易」並無實體，而

是以「感」為其載體，也是人情之所至。章太炎更指出，《易》本「衰

世之意」，「時亂故得失彰」：

若夫時有興廢，事有得失，則爻象之所包絡，可依以取捨也。卦

則為時，爻則為位。有時以觀百世變遷，有位以觀一人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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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不必優，敗不必劣，各當其時。（〈易論〉，《章太炎全集》三，

《檢論》卷二，頁 380-385）

換句話說，《易》之寫作有其時代脈絡。章太炎認為以卦與爻的「時」

和「位」，可以獲得觀察百世變遷與進退得失的方法。時勢之變化

興衰，各有其時，因人情之「感」而承受。閱讀《周易》，可以讓我

們理解歷史變遷盛衰之理，並且可以藉由「物類相召，勢數相生」，

而得以「彰往察來」。不過，章太炎強調，聖人所經歷的憂患以及卦

序所呈現的時物變遷，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不同，因此典章制度也隨

之改變，不能夠「以一型錮鑄」（〈訂孔〉下《章太炎全集》三，《檢

論》卷三，頁 426）。

　　顯然，章太炎延續顧炎武的論點，認為六經皆史。不過，他進一

步從時代性「印記」觀點提出他的詮釋：他指出，詩經、書經、易經、

禮經、樂經以及春秋等經書，都是歷史的「是非印記」。「仲尼有言：

夏德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

（〈尊荀〉《訄書》《章太炎全集》三，頁 8）。因此，從章太炎的角度

來看，不同的著作必然都有其歷史印記，也反映其歷史脈絡，並沒

有「通經致用」的不變法則，或是一貫解經的法統，也不應作為後世

法典（〈訂孔〉下《章太炎全集》三，《檢論》卷三，頁 426-427）。  

　　此處，我們看到章太炎最為激進的歷史化詮釋角度：將任何典籍

放回到其生產的脈絡，視為依循時代感受、串習以及偶然遭遇相互緣

起的機緣，而留下的是非判斷之印記，以及「鼓萬物」或是憂患危急

的不同感受性位置。同樣的，老子、莊子、韓非子、孫子、鬼谷子等

人的文本以及歷代的註釋者，也應該被視為不同時代脈絡面對不同政

治局勢而進行的書寫。同樣的詞彙，事實上卻如同語言學所談論的轉

換詞（shifter），會有截然不同的使用意義以及指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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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易」所理解的「史」，便是我在另外一篇討論章太炎思想

從「萬物皆種以不同形相禪」的概念所展開的「緣起本體論史觀」。

我認為，章太炎的緣起本體論史觀根本地否定了第一因的說法，取消

本源的假設，並且帶出了歷史持續變化的運動狀態。「動」本身便是

生滅成毀之因。物質轉化，生滅不斷，章太炎以「前有後有，推蕩相

傳」，「展轉相生，有無窮過」，以及「作」與「緣起」的相互關係，

說明了歷史過程「依自不依他」以及持續變化的道理。  既然沒有第

一因，前有後有，輾轉相生，歷史變化的動態過程便會隨著物物相會

而改變路線。以章太炎的論點展開，朱利安所說的決定一路流變發展

態勢的「上游」的最初的「點」並不存在，或者應該說，並沒有單一

的最初的「點」或是「第一因」。從一點到另一點，每一點都是一個

變化中的「上游」，都是含帶潛勢之「幾」，也都受到交會的「點」之

相互緣起，而改變發展的路徑。

　　如何參與路線的改變，讓每一「點」都可能成為不同發展之「幾」，

自然便是章太炎會提出的批判性立場，也是他不會同意朱利安所認為

最初便含帶而無可逆轉的勢態之說法。

　　逆轉機具態勢的關鍵，就在於如何能夠針對既定的「道」與「法」，

提出質疑。章太炎說明，「道本無常， 與世變異」， 如果執守一時

之見，「以今非古， 以古非今」， 或是「守舊章順進化」， 則是「未

喻斯旨」、「一孔之見」。此外，章太炎強調「各有時分」、「與時差異」、

「以名為代」的基本概念，指出「代無定型」，而歷代延續的名教串習

與舊章制度，都必須進行歷史化的檢視。章太炎進而指出，史書所記

之事都是昔人是非之印記，代代不同，若以漢律來論斷殷人，或是以

唐代的標準來判斷秦朝官吏，都犯了不知如何判斷的錯誤。

　　章太炎以「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的基本觀念，強

調「道不過三代」；就連三王五帝所依循的，也依循不同的禮與樂。

同樣的，歷代所制定的法律契約，反映出了不同朝代的興衰以及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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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也不應該沿用於後世，後世更不應該盲目遵循古禮古法（〈訂孔〉

上《章太炎全集》三，《檢論》卷三，頁 424-425）。章太炎並引荀子

的說法指出，「文質之興廢，若畫丹之與墨，若大山之與深壑，雖驟

變可矣」。聲色械用「不過三代」，因此反對「法古」或是「法先王」，

並強調「法今」與「法後王」；「法先王而足以亂世」，而所謂「後王」，

不是文武先王，而是作新法「譏上變古易常」的《春秋》（〈尊荀〉《訄

書》《章太炎全集》三，頁 8）。

3　章太炎對於「法」的看法以及對於秦代政治的分析

　　章太炎對於「道」、「易」與「史」的觀點，自然發展出他對於「法」

的看法。章太炎說，古代的法家也講求自然。皋陶擔任舜的「理官」，

掌理刑法，被稱為中國司法之始祖。他曾經自稱「予未有知，思曰：

贊贊襄哉」，章太炎解釋其意思就是輔佐萬物之自然，而「以百姓心

為心」。「舉如木禺，動如旋規，謂之未有知」。章太炎說，歷代質文

與時更迭，器械服御之體制改變，各種矯飾偽詐隨之出現，而皋陶所

說的「贊贊襄哉」，以百姓心為心，則是顛撲不破的道理。慎到、申

不害與韓非等人，雖然舉「自然」為說法，卻無法「以大患商度

情性」，以至於導致慘酷少恩的治理模式（〈道本〉《章太炎全集》三，

《檢論》卷三，頁 431）。

　　章太炎認為近世律法繁苛，其實並沒有遵循法家的原理，而更靠

近儒家的體制。章太炎指出，《七略》將管仲列為道家，但是根據韓

非〈定法〉的說法，商鞅貴憲令，主權術，其實都是始自管仲。管仲

提出了法家區分法、律、令的根本精神：「法者，所以興功懼暴；律者，

所以定分止爭；令者，所以令人知事」（管仲〈七臣七主〉篇）。至於

近世律法，章太炎指出都是奠基於戰國時代魏國儒者李悝的《法經》，

而《法經》由漢初丞相蕭何的《九章律》所承襲並傳世。  漢朝追隨

蕭何者，有叔孫通，魏晉隋唐也仿效此法，並不純粹是法家脈絡。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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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刑法志〉陳群說，「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因

此廣為篇章，辨其名實，別其異同（〈原法〉《章太炎全集》三，《檢

論》卷三，頁 435）。

　　漢儒開始「法律繁苛」，以「刑」為「治」，並不遵循法家與道家

的原理。漢儒考信舊官，廣徵因革，各種禮制文繁不厭，法家也依照

名家而展開其制度。因此要探究禮制苛法，仍舊要回到名家禮官的脈

絡。晚世名家禮官已經不再執行，而統歸於儒，而規範律則多重在薦

舉鄉紳。董仲舒引經附法，以春秋公羊治獄，他的斷獄四百條，比起

漢孝文帝蕭何的九章，或是叔孫通的十八章，要繁複數百倍。但是，

這種強調「文質」而「興刑措之治」，導致「法律繁苛」，以猜度察

探「無徵之事」，只會擾民。章太炎因此認為董仲舒既不依循道家也

不依循儒家，只是「佞臣」而已。章太炎強調，「立法之意，止於

禁姦，使民有偽行，慚德而已。欲以法令化民，是聞檃括以揉曲木，

而責其生楩柟聆風，民未及化，則夭枉者已多矣」。至於董仲舒援

附經讖，折獄二百三十二事，使得後來之廷尉「利其輕重異比，上

者得以重祕其術，下者得以因緣為市」。因此，章太炎批評董仲舒是「經

之蟣蝨，法之秕稗」，甚至評斷「仲舒以來，儒者皆為蚩尤矣」（〈原

法〉《章太炎全集》三，《檢論》卷三，頁 436）。

　　章太炎並不反對著書定律的法家，而是反對漢儒捨棄法律明文，

甚至「援經誅心以為斷」。無論是繁文縟節，或是自由心證，都顯示

出漢儒的問題。章太炎強調，古代為法者，「為治不同，要以法令明

符為質」。老子說：「有德司契」，所謂「契」，是指「刻條之在刻朸

者也」。

　　「法家」與「法吏」的差別，對於章太炎而言，也是關鍵的問題。

所謂法家，就是「箸書定律」者；至於法吏，則是「聽事任職」者（〈原法〉

《章太炎全集》三，《檢論》卷三，頁 436-437）。章太炎引述桓範《世要》

對於不同等級次序之法吏的詳細評論：商鞅、申不害、韓非等人「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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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譎詐，務行苛克，廢禮義之教，任刑名之數，不師古始，敗俗

傷化」，但是他們所強調的「尊君卑臣，富國強兵，守法持術」，仍

有可取之處。漢代之甯成、郅都等人不遵循商鞅、韓非之法，專事殺

伐殘暴，對於人主，只會順應迎合其旨意，趨利附會，任意行事，而

背離了商鞅、韓非的方向。但是，他們貶抑豪強，撫助孤弱，謹守廉

節，嚴禁姦行，背私立公，也有可取之處。晚近之世所謂有能力的人，

則干犯公家之法，依附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臨時苟辨，則不僅背

離了申、韓等人的法，也背離了甯、郅之法。章太炎指出，一般為政

者卻仍就會選用此類官吏，原因在於其所持之勢力。「聽聲用名者眾，

察實審能者寡」，因此各級官吏多有不適任甚至違法者（〈原法〉《章

太炎全集》三，《檢論》卷三，頁 437）。

　　法家與法吏的差別，或是立法者與執法者之間的斷層，是章太炎

重新檢視秦代政治的主要探討關鍵，也顯示出他對於這種斷層的敏銳

觀察，更是他據此而分析批評民國初年政體弊端的依據。章太炎指出，

法吏苟且辦事，耽誤百姓事務，是因為其依仗舊有勢力，而藉由公家

之法擴張私門之勢。章太炎指出，古代先民「平其政」者，沒有比秦

代更為徹底的。若以法家觀點論之，秦皇「有守」，原因是秦政不僅

只是「刑罰依科」，用人也是依法辦事。章太炎認為，唐宋之治雖然

尚稱合理有序，法度卻不如漢代之明平。漢代之法，賞賜不會遺漏平

民百姓，誅罰則不避親戚，這才是所謂的「直」。但是秦始皇統一天

下之時，遵循商鞅之法，不假以虛惠結人，雖然六國的公卿貴族散居

於閭巷之間，也不讓公族恢復宗廟，不使其世襲官位爵祿。章太炎指

出，「人主獨貴者，其政平，不獨貴，則階級起」。為了不使官吏皆為

既有權勢者所把持，秦皇不偏信於黨羽親信，後宮之親屬或是所寵幸

的嬪妃，都不會舉薦自己人任官。他的手下都是有能力的庶人，其所

任命之將相，例如李斯、蒙恬等，都是功臣良吏。秦皇刻意貶抑其公

子與側室，只有天子一人高高在上，用意正是不要犯了韓非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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姦》所指的執政弊病，也就是不要使妻妾、親信、父兄參與議政，以

免不同勢力試圖謀求私利而介入，並造成新的階級。此外，秦始皇也

不使人民專愛君王。章太炎指出，「人主獨貴者，政亦獨制。雖獨制，

必以持法為齊」。章太炎以韓非所舉昭王之例，說明人民買牛為昭王

祝禱，昭王說：「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

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章太炎解釋說，「愛」，反而徇私，一

切必須依循法律，而不應該依賴人民對於君主之愛：「要其用意，使

君民不相愛，塊然循于法律之中」（〈秦政記〉《章太炎全集》第四卷，

71-72）。

　　如果「法」是一整套機具，那麼這個機具是為私還是為公？從結

構面來理解，章太炎所強調的，是「法」所執行的「公」。他所界

定的「法」，不應受到任何勢力之「私」所介入與壟斷。章太炎對於

秦代政治的重新評估，顯示出君主之獨貴，意義實則在於維繫「法」

之為「公」而不徇「私」。秦始皇廢除裂土封侯與世卿世祿，不以親

族黨羽建立世襲貴族階級，不以親信同床或是父兄內戚之意見參與國

政，都是不徇私。所謂「獨」，是獨尊於「法」，而抵制貴族或是親信

子弟形成新的封建階級，不使其將國土國家攬為私有，以便使整套

「法」的體制得以運行。無論是黨派勢力或是地方權貴，只要是以私

人利益介入「法」之機具，這個機具自然都會被法吏所操縱轉移，而

服務於「私」。

　　「法」與「吏」之間的斷裂，正在於執行「法」的「吏」不遵循

「法」，而以私利擴張勢力。早在 1908 年，章太炎已經犀利指出，國

會議員必然集中於土豪，最後仍舊是有權勢以及財富者獲得選舉支持，

「豪右據其多數，眾寡不當則不勝」，並且「傅其羽翼」藉以擴張

勢力，使得「民權不借代議以伸，而反因之掃地」。因此，代議士以

其既有的財力與權勢而被選舉，無法直接代表人民，而國會成為「封

建之變相」，沿襲了封建體制貴族與黎庶之階級區分（〈代議然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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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11）。「中央集權，借款賣國，駐防貪橫，浚民以生」，是章太炎

對於中央集權的嚴厲批判，也是對於中央被官吏之私欲介入，佔據這

個以應無窮的「環中」，而成為私器。章太炎在革命成功之際以及民

國初年，屢次提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政府三權分立、大總

統處於「虛位」，以及虛置中央政府，避免中央政府權力過高，販售

地方礦產土地而地方政府無法制衡，都顯示出章太炎對於中央樞紐之

「空位」與「環中以應無窮」的構想。  

四　如何重新思考「勢」、「法」以及「虛空」位置的問題

　　無論是老子的「大成若缺」、「大盈若充」、「上德若谷」、「功成而

弗居」，或是莊子的「唯道集虛」、「聽之以氣」、「虛而待物」、「得其

環中以應無窮」，這些關於「虛空」的概念如何被書寫者以不同的方

式使用，如何指向不同的對象以及意義脈絡，是我們必須仔細分析的

問題。韓非與鬼谷子不過都是一時一地之人，其書寫所回應的，也是

當時當地的歷史時代問題。韓非或是鬼谷子的操縱策略與老莊的思想，

相距甚遠；所謂「法家」的思維，也並不被韓非與鬼谷子之流所代表。

　　我們便必須面對「法」與「勢」具有張力關係或是同構關係的問

題。朱利安所說的機具核心的「虛空」位置，究竟著落於何處？機具

之運作為何使得「法」與「吏」發生斷裂？所謂「虛空」的位置，是

在「機具」的核心，還是在個人自處的位置？「虛空」的位置如何成

就或是逆反「勢」與「法」的態勢？

　　關於「勢」的概念，La propension des choses，朱利安說明，在

歐洲思想中唯一相類同的理念，便是力學中關於「情境中的潛在

能量」（《功效論》41）。如果態勢之發展流變，在最初之時便已孕育

其發展之潛勢，所謂「幾之勢」，並且受到具有充足功效卻是空虛位

置的君主「勢位」含帶與自化，這一整全的「機具」，便會自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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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就根本操縱與內化的獨裁集權體制。但是，正如章太炎所主張

的 「萬物皆種以不同形相禪」，歷史本身便是相互緣起、展轉相生的

變化，每一點都是含帶潛勢之「幾」，而沒有決定一切的「第一因」。

此處，身體遭遇對象而產生的感受與思想，是促使自身行動的內在的

「因」（cause）， 也是章太炎所解釋的萬物皆種的「緣起」以及「種」

的概念。

　　納格利（Antonio Negri）曾經討論斯賓諾沙論點中有關「力」

（power）的內在張力時曾經指出，斯賓諾莎不僅處理了作為物質自身

屬性的內在構成，也處理了物質如何外延而與現實連結的問題（Negri 

16-19）。連結，意味著被動地承受外在世界所遭遇之物，也同時重組

了自身，而構成了可能性（Negri 51）。納格利並且指出，斯賓諾莎所

討論關於物質發生的原理（axiom），是一個類似發動機（motor）一

般的物質構成動力概念。  這個物質構成動力的「發動機」概念，也

就是朱利安所討論的孕育潛勢的「幾」，或是章太炎所討論的「緣起」

之「種」。納格利認為，這個事物存在狀態的動態構成因素（constitutive 

dynamic of being），涉及了「力」居於變化構成（potential）與穩定擴

張（potestas）之間的悖論：

具有能動性的「力」Potentia，是「多」中之「獨一」的構成動

力，構成了身體的心靈力量，也構成了必然性中的自由，這是抵

制穩定權力（Power）的力量（power）；至於具有宰制威權的「權

力」（potestas），則使眾多、心靈、自由與力量從屬於自身（Negri 

190-191）。

納格利由斯賓諾莎的論點展開，指出社會是構成性的政治意義。社

會是由不同的存在所構成，每一個存在都具有本體性發生轉位

（ontological dislocation）的可能性，也會造成社會的不斷重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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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變化並不是階級對立的辯證關係，而是每一個存在的「本體性

轉位」，而改變了原有的社會狀態（Negri 194）。如果否定獨一個體可

能發生變化的力量，那麼一個具有整全統攝的穩定狀態必然會延續。

　　無論是斯賓諾莎與納格利，或是莊子與章太炎，他們所強調的都

在於物質本身的持續構成性變化。納格利說，構成性的思想坐落於特

定的「點」之上，這是不被片面的主觀位置所局限而具有批判思想張

力的「點」。因此，從「一點」到「另一點」的過程並無法被預定或

是限制，世界也因此而持續處於重新被構成的過程中（Negri 212-3）。

莊子則說，「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彼

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齊物論》）。章太炎也說，萬物皆有所差別，

「各有時分」，應該「以百姓心為心」，而不應依循固有律法契約。章

太炎在〈國家論〉一文中，甚至以河水為比喻，說明所謂河床只是「空

處」，雖然河床千百年沒有改變，其所容受的水則日日不同，國家的

制度法律也歷代不同，國家便是容受日日不同的水之「空處」。國家

「以空虛為主體」，主體本身便是「空」與「非有」。然而，這個空虛

之「空」與「非有」，並非一無所有的靜止僵固，而是持續變化的動

態組織。章太炎以線縷與布帛來形象式地說明人民與國家的關係：「經

緯相交，此為組織」，國家本無實體，人民在動態關係中組織成國家。

國家作為動態之組織，是容受日日不同之人民得以萌發之「空處」。

作為國家樞紐之「環中」如何能夠不被佔據而成為私器，如何能夠成

為轉圜無窮而以百姓心為心的公器，關鍵問題在於「虛空」位置如何

既是作為公器的「環中」，亦是持續轉圜開闔並且虛而待物的「心齋」；

換個角度來說，聖人自處之位置如何是持續開闔並且虛而待物的「心

齋」，如何同時也是可以介入作為公器的「環中」，而扭轉無可逆轉卻

又具有壓抑性的大勢：這便是政治性的問題。

　　章太炎在〈齊物論釋〉中說明， 莊子的「心齋」就是第八識，

是「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的樞紐，也是觸受與成心之間的轉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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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莊子提出聽之以氣、虛而待物的「心齋」概念，「如戶有樞，

旋轉寰內，開闔進退，與時宜之，是非無窮，因應亦爾」，是認清

「彼」與「此」並無定分，而「齊物」的概念也使得「野者自安其陋，

都者得意於嫻，兩不相傷，乃為平等」（〈齊物論釋〉頁 64，77，

120）。章太炎引用《大乘入楞伽經》，解釋「不齊而齊」的齊物平等：

「法平等性既不可說， 亦不可知。除平等性， 無法可得。離一切法，

無平等性」（〈齊物論釋〉頁 63）。莊子的「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的「道

樞」，以及章太炎所詮釋的「如戶有樞，旋轉寰內，開闔進退，與時

宜之」，都是承認「物」所「各有時分」，各自擁有「莫得其偶」的獨

一性，治理者應「推萬類之異情」，而不應「干位」。這個「莫得其偶」

的獨一性，首先是承認了觀點不同，長短不一，「竟無畢同之法」。若

要「強為契約，責其同然」，「以尺比物，定其長短」，便是以主觀判

斷而要求萬物之同一。

　　朱利安所引用鬼谷子同樣使用「開闔」的意象，卻指向了完全

相反的意義。鬼谷子以「捭」（分開）與「闔」，說明藉由操縱、配

置、部屬，而使他人開顯自己：「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

者，異其誠也」。朱利安解釋說，「打開」（ouvrir）是鼓勵對方自由地

說出他的思想，以便瞭解他的感受是否和我們相同；「封閉」（fermer）

則是走相反方向，迫使對方反應，以便確認他是否說真話（《功效論》

221；Fr. 192）。這個虛實有無的探測，「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

其情，隨而牧之」，正是朱利安所分析的內在性治理原則－透過內

在的配置（ses dispositions intérieures）而進行引導，如同牧人對待其

羊群（《功效論》227；Fr. 197）。

　　鬼谷子與老子、莊子所揭示的道家原理，實際上是南轅北轍，關

鍵則在於居於樞紐的「環中」是被誰所佔據以及由誰所估量操縱的問

題，也就是「功效」是屬於「誰的功效」的問題。

　　朱利安延續他對於中國與希臘修辭法發展之不同的分析，指出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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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以邏各斯對邏各斯，以修辭進行相互攻防的辯論駁倒對方或被對方

駁倒，但是中國則意識到言說的困難，總是進入對方的邏輯，著重聆

聽者，旁敲側擊，基本上不發展針鋒相對的修辭辯論之術。中國甚

至會如韓非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揚

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功效論》

231；Fr. 201）。朱利安此處的論調，呼應了他在另一本談論「勢」的

書中所說，中國對於語言的不信任，是中國無法發展出批判思想與辯

論傳統的主要原因。

　　但是，相反的，章太炎的論點揭示了最為根本的批判思想，對於

表象的質疑以及對於語言的不信任，起源於更為根本的「諸法平等」

的概念，以及滌除名相以便平等對待的信念。諸法平等，萬物各有其

差別之理，物物皆種，以不同形相禪，而相互緣起。既沒有第一因，

也沒有必然與唯一的發展趨勢。所有相會之物，皆可能帶來不同的潛

勢，也會有不同發展的可能性。

　　章太炎透過「虛空」所展開的思考路徑，正是透過滌除庸眾共循

之串習與名相，其中所透露的批判力與政治性，是延續自老莊的以接

納萬物為起點並且以不齊為齊的齊物平等觀。因此，章太炎所討論的

「虛空」，是動態的持續開闔，解離名相束縛，以便得以重新接待未來

者，而開啟生命與思想的動力。以持續開闔的虛空，來面對交會之

物，才有可能逆轉既有之「勢」，不以私欲佔據公器。當機具之虛空「環

中」，以及聽之以氣、虛而待物的「心齋」，此二者重疊，才有可能質

疑既定之法，使得治理的機具得以真正的運行無礙。

　　章太炎的《訄書》初次結集出版，是在 1899 年，當時他 32 歲，

正值戊戌變法失敗，避難暫居台灣之際。〈訂孔〉、〈原道〉、〈原法〉

等篇的初稿，當時已經完成。1903 年到 1906 年間，章太炎因蘇報案

被捕，開始閱讀佛教典籍，結合儒釋道不同觀點。出獄後，多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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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性文章已經呈現獨具一格的觀點，包括 1907 年完成的〈國家論〉。

1915 年，因政治立場衝突而再度被袁世凱幽禁期間，章太炎根據《訄

書》編定《檢論》，刪除部分文章，除了根據《訄書》重新寫定文

章之外，其餘則是新寫文稿。《齊物論釋》、《國故論衡》這兩部重要

著作最初撰稿於 1910 年前後，同樣在被袁世凱幽禁期間大幅度修訂。

當時章太炎已經 48 歲，經歷了辛亥革命，共和國成立，親賭革命黨

成為執政黨，內部派系鬥爭，中央政府濫用權力，官吏以公器逞私欲

等種種政治權勢之操縱，而有透徹的觀察。這些先後發展的論著，結

合了老莊以及佛家思想的觀點，展現了明確的批判力與政治性。對照

朱利安所詮釋的「勢」與「法」的悖論，我們更能夠理解章太炎展開

的批判思想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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