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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子維 

《這個智慧我們用了 2300 年：孟子》 

（台北：宇河文化，2008） 

 

 

中語 3A 1023019 陳香君 

 

    孟子他雖然與孔子一樣提倡「仁義」但是孟子他跟孔子不一樣的是，他會舉出實例，會把他心

中的理念解釋的很詳細，或是以他的行動來表達他要告訴大家的道理。孟子他所注重的中心思想是

「仁義」、「仁政」，由「民貴君輕」就可以作為「仁政」的代表，因為孟子認為實施「仁政」才可以

一直統治國家，也因此曾一度被朱元璋刪《孟子》，因為朱元璋反對孟子的「民貴君輕」之說，除此

之外，「義」也是很重要的，是人的原則最高標準，因此也有了「捨生取義」，其意義與「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有異曲同工之妙。 

    孟子他的對話錄中有許多理論都是可以套用在現代社會中，像是主管階級的人就可以理解到用

人的方法，也有教我們要遵守自己做人的原則，不要因為利益就捨棄自己的原則，這樣可能會得不

償失，還有告訴我們要懂得知錯能改，不要因為自己愛面子或是自己的自以為是，就不聽從旁人的

勸諫及自省，因為這樣自己或許會錯失成功的機會，其中《孟子》裡有幾篇就是舉一些小故事或是

行動來表達上述那些大道理，另外，歷史上有些國君或大臣他們因為懂得這些道理並且有遵守實施，

因此得到國君的重用、人民的愛戴，相反的，那些不懂的運用的統治者們，他們的下場就沒有很好

了，因此有了前車之鑑，我們就可以知道孟子他所認為的那些思想對於現在多多少少還是有用的，

畢竟現代與當時的時間已經隔了很久，有些價值觀已經不太相同了，我們就必須要自己來選擇那些

是對我們有用的，可以拿來當基礎的思想。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其主旨是尊重有賢德的人，任用有知識有才能的人才，並且要懂得會運

用他們的能力以及把他們放在正確的位置，否則雖然擁有了但是不懂得用也只是徒然，就如同項羽

對待范增一樣，雖然范增他很有能力但是項羽卻並沒有理會他，這也是項羽會失敗的其中一個原因，

「治國靠賢士」與「尊賢使能俊傑在位」有點相同，都是要尊重賢才，因為賢才也是有自尊的，如

國在上位者不懂得尊重賢才，那賢才們也不自取其辱的繼續位在上位者服務，因為天底下那麼大，

一定會有懂得尊重他們的在上位者並且重用他們，所以在對待嫌士們的態度千萬不要隨便。「不忍

人之心」是再說一個統治者要實施仁政，因為如果實施暴政那麼人民可能會有反抗的行動，再說以

暴制暴並不是很好的方法，如果一個國君不忍傷害人民有惻隱之心的話，人民也會愛戴國君的，再

者，孟子認為人必須有四端才稱得上是「人」，否則就跟禽獸一樣了，而這四端就是惻隱、羞恥、禮

讓、是非之心，而「不忍人之心」是孟子的思想核心，與他的「性本善」相呼應。「天時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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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說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現今的話來說就是要團隊合作，並且要有仁義之心，這樣才

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來幫助，反之，如果是個聲名狼藉的人，到最後一定會眾叛親離的，最後就只剩

下自己一人而已，雖然天時和地利是要靠運氣的，但是人和是我們自己多少可以掌握的。「王饋兼

金一百而不受」主旨是可以接受合理的贈禮，但是不行接受沒有任何理由的贈禮，否則這就是賄絡

了，只要動機是合理的不管禮物的多少，都是可以接受的，孟子是著重在動機而不是禮物的多寡，

因為如果有合理的理由卻不接受禮物我認為這就是矯情了，現代不管是政治人物或是執法人員常常

出現賄絡的行為，這是讓人不恥的行為，如果我們喜歡吃一個東西，但是我們卻因為想要得到更多

的錢而去收賄，最後卻因為收賄不僅丟了工作還要坐牢，甚至以後都不能再吃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嗎？「聞善則拜」、「寡人之罪」都是在說知錯能改，還要懂得向別人學習優

點，就如同孔子所說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從別人身學習優點之外也可以把別人的錯誤當借鏡，

畢竟每個人都會有失誤的時候，再來就是知道自己錯了就必須要改，這才是最重要的，就如同唐太

宗與魏徵，唐太宗是個會聽的諫言的國君，再加上魏徵他勇於指出唐太宗的錯誤，儘管魏徵直話直

說，但是唐太宗只要被糾正了就一定會改，因此也造就貞觀之治這個盛世。 

 

 

中語 3A 1023022 洪嘉翎 

 

    身處於混亂與敗亡的戰國時期，紛亂的眾家思想出現，求利而無義的說客眾出，孟子卻在這亂

世中試圖標舉出新的價值觀念，並且把當時迷惘的人民重新導正到儒家安身立命的正規上。孟子從

性善的前提下建立了完整的功夫論，以「不忍人之心」開始執行「仁政」，並且提出了完整的「民

本」思想，他在價值觀紛亂的時代中重新定義了「義」、「利」之別，在這兩千多年之久也不曾失去

它的價值。 

    孟子認為性善是人的天賦本能，與生俱來的，所以不論是賢者或愚者，性都是相同的，若結果

的善惡不同，則是後天環境影響所造成的問題，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

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這是說人的本心，學問之仁道沒有其他的方法，只要把放失的心求回來，孟子凡是教人要反

求自心，不可因為私自利欲而失去了存養，其實人一旦能自覺，不為物欲所蒙蔽、反求諸己，本心

便會順著自然返回呈現。因為人有良心，所以就能捨生取義、與人為善，這是一種崇高的道德修養，

是可以從內在下功夫的，平常與人相處難免會有摩擦與誤解，面對一些小過錯或失誤，透過包容和

諒解，一個淺淺的微笑就能化解缺失，達成聖賢的學問。 

    人只有在逆境中奮鬥，才能激發出強烈的進取精神，「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孟子除了重視教

育，也強調了客觀環境對人的影響，「人皆可以為堯舜」是對每個人的價值給予肯定，關鍵在於怎麼

去執行，也就是能與不能的問題，從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做起，持續完善目標，「有為者辟若掘井，

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孟子善於使用比喻，他從生活常見之事中體悟道理，以挖井為

例，人的修養能夠持之以恆才算有成，在奔向目標的過程中，樹立起立志向善的信心，同時努力培

養堅毅的道德情操，最終成為一個有所作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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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所提出的「仁」、「義」、「禮」、「智」確實有可貴之處，我們應該把握孟子在思想義理上的

觀念，擁有依循的方法去適應時代的變化，重新充實孟子的思想內容，同時保有「推己及人」的仁

心，發揮自己正向的本性，讓自己能在這變換多端的新時代裡找到安身的場所。 

 

 

中語 3A 1023026 陳宜 

 

    這次孟子的讀書會，我報告的主題主要都是探討孟子的治國之方。從孟子跟不同的君王對話，

能了解他不只是從不同的層面來分析，對一個國家他不只是顧慮到百姓，更從國家背景與外患方面

下來層層的分析。記得有一篇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孟子提到了選拔國家的賢臣人才，如果大夫們、

百姓們、左右賢臣都說不好，國君不能因而造著他們的想法來做，是需要根據他們的意見，加上自

己的分析，經過了總總的觀察後才能夠確定該不該被受用。從這邊看孟子談民本思想，我們能夠進

一步的了解到民本思想不單單只是要關心老百姓、同時也要根據老百姓的意見來傾聽、解受他們的

想法，這才是一個民本國家君主應該做到的行為。就像是諸葛亮的名言：「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之

已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諮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

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其之以事而觀其性。」我認為孟子此思想不

只能夠套用在國家治法之上，在我們的團體生活當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一個團體中的領導如果

要兼顧所有事物，不只是在討論事情上得聽大家的意見，更要視每個事務為視角，來觀其動靜，經

過觀察再做審查。我們往往會因為別人的意見而來影響自己對事物的想法，但不能夠因此這樣而忽

略了自己對整討事務的想法，因此孟子說的對，不管是君主選拔人才，對於任何的領導者，我們都

應該學會：偏信則，兼聽則明。 

    孟子所處的時代是當時正值紛亂的戰國時代，政教不彰，義理之風日漸衰退，人人皆以利來爭

鬥。他從商湯王放逐夏桀王、周武王討伐商紂王來與齊宣王討論治國之方。這是一篇很難得的文章，

因為站在孟子儒家思想的角度來看，他討論了歷史上有名的「湯武革命」，並且肯定了「湯武革命」

的價值。因為儒家思想所提出的「君君臣臣」與「湯武革命」是不同立場的。但是孟子提出，當一

個君王讓他的百姓痛苦、整天荒淫不堪、陷害仁義時，這樣一個陷害仁義的君王就是殘君，不得百

姓的心，又眾叛親離，人人是都可以造反的，這就是孟子所以出：「聞殊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的道理所在。 

孟子不只是從他的言論當中告訴我們治國之方，更將他的性善說帶入主題內。孟子告子下曰：

「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

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領導者必須要心存仁愛，尊循義

理，處事公平公正，即可化解諸多衝突與歧見。因此，領導者必須修養心性，合乎道義，那麼統合

諸多道德特質所發揮出來的功效，將更能提高領導的效能與影響力。 

    孟子的哲學思想雖然是古代社會必須的產物，但是從現今的生活眼光及角度來看，能夠發現他

有無數的價值所在，得到的不只是他言論背後的價值、更有非常多他的自身經驗及教訓、智慧。這

次的讀書會，讓我了解到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的影響力，從孟子的治國之方以及它其他種種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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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便能夠了解古代與現代其實秉持著同樣的道義所在，我最喜歡就是孟子嘗試以對方觀點來看

事物，瞭解對方的意願、目標與價值觀的生活態度，不只是用於古時的治國之方，對於我們往後在

群體之中相處之道也是非常值得參考的一個理論。 

 

 

中語 3A 1023028 陳詩涵 

 

孟子是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學派的大師。由於其在儒家中的地位僅

次於孔子，所以被後人尊稱為「亞聖」。孟子是孔子思想的繼承者，他認真、執著、熱情宣揚儒家的

仁義道德，向人們講解儒家的王道思想，推行儒家的仁政措施，建立儒學在中國的正統地位。 

《孟子》一書是孟子的代表作，由孟子及其弟子公孫丑、萬章等人編著，完成於戰國中後期。

該書詳實地記載了孟子的思想、言論和事跡。《孟子》一書為語錄體，以答問方式展開，主要論證方

法為駁論。其內容主要體現了三方面的思想：一是「制民之產」，即讓百姓有一份固定的田產，讓他

們不飢不寒，養生喪死而無憾；二是「與民同樂」，要統治者注意民心向背，體恤民意，贏得民心；

三是「謹庠序之教」，即建立人倫模範，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 

孟子的論述有許多都是與國家有著密切的關係，以現代的角度來看，或許會覺得很不實用，但

我讀後覺得這都是做人的道理，同樣的道理也可以用在人際關係、與人相處上，以下我就舉幾篇印

象深刻的篇章，來探討如何應用在人際關係上及我讀後的啟發： 

一、固守之道 

故事當中的滕文公因滕國是小國，想請教孟子該侍奉齊國好還是楚國好呢？孟子要滕文公將護

城河挖深，鞏固好城牆，跟著百姓一起固守此城，百姓們寧現出生命也不逃離，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在人際相處上也常在心裡想，到底該跟誰要好，尤其在班上女生較多、小圈子較明顯的班

級裡更是，誰都怕沒投靠誰便會一個人，雖然這裡孟子強調的是要施行仁政得民心，但我認為，以

個人來說，是要對自己施行「仁政」，將自己的德性培養好，保持已有的優點、改善不好的缺點，「堅

守自己的國家。只有這樣才會有國家的尊嚴。」不要去看別人的臉色，要勇敢做自己。 

二、稽大不理於口 

貉稽因被人毀謗而向孟子傾訴，孟子引詩經的典故曉以大義：「不能夠去消除別人的怨恨，但

是也不能失去自己的名聲。」如果平常的個人道德修養是好的，就算有人毀謗也不用怕因為大家都

相信你的人品。而要是平常就是很壞的，不需要別人毀謗大家也會對你避而遠之。 

在上半年，我也遇過相同的事情，有人在網路上匿名謾罵我，裡面內容多不屬實，當時的我很

難過，但漸漸的我想通了，別人怎麼說我無法管，我能管的是自己的情緒，無須為了一些不是事實

的東西而難過，我要用行動與時間證明，我不是他們所說的那樣的人，無論結果成功了沒有，在這

段過程哩，我學會了很多是、看清楚很多人，對我來說這就是一件好的事情。 

三、不輕信他人 

魯平公本是要去拜訪孟子的，但聽信了臧倉的讒言，便取消了去拜訪孟子的打算。乍看之下，

是小人從中在作梗，實質卻是一國的國君不經詳查而輕信他言，其意志又不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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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資訊流通、交換容易，網路通訊軟體又盛行，我們也時常犯了聽到什麼就相信的毛病，更

嚴重的是，現代人多用通訊軟體溝通，許多人早已不習慣面對面講話，導致有疑惑時總是不願直接

問當事人，而是問他身邊的人，或者道聽塗說，沒有人比他更了解他自己的事情，有問題時應當直

接訊問當事人。聽到的任何事都應當保持保留的態度，要求證，不可人云亦云，這才是與人相處正

確的觀念。 

 

 

中語 3A 1023035 陳子晴 

 

    《孟子》一書是儒家思想的經典代表作，內容主要記載孟子周遊列國時與君主論政的對話錄。

而其每一篇的基本主張是「仁義」。在《孟子》中所謂的「仁」多體現在政治方面，在孟子的思想中，

「民貴君輕」是相當重要的核心之一，他認為君主唯一的統治之道就是要施行「仁政」，統治者要多

為人民的生存條件著想，才能成為真正成功的君主。而所謂「義」則主要體現於個人態度或行為上，

孟子認為義圈個人行為準則的最高標準。像這本書中的第一篇就選了「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的主題曲來闡述孟子這方面的思想。在孟子與梁惠王談話之中可以看到孟子相當反對唯利是圖的態

度，他認為人們相互爭奪利益，會導致最終的悲劇發生。相反的，如果人們都能秉持著「義」的生

活態度相處，那麼國家便能安定和睦。這個道理一直到現代社會也適用，人們常常因私利而產生貪

念，進一步做出傷天害理之事，導致國家社會紛亂不安定。例如某食品工廠只為了取得利益，而不

顧廣大民眾的健康，製作出黑心食品，這樣的行為不僅令大家撻伐，也可能因為利益而毀了自己。

因此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我們都不要把利看的太重，特別是眼前的小利。 

    書裡的其中一篇講的是「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的道理。「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心腹；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以上是孟子告訴齊宣王

的話。他言論的重點在於想要告訴齊宣王，如果希望臣子對自己效忠，那麼自己必須先真心誠意地

善待臣子，要把他們當成手足，他們也才會將君主視作心腹。我想這個道理不只適用於執政上，在

現在的社交生活上，它也具有相當大的教育意義，如果想要別人尊重你，首先你要尊重別人；想要

別人真心待你，那麼你必須先懂得善待別人。現代社會很多負面事件的發生，就是因為人們不懂得

互相尊重，才會常常發生反目成仇、導致兩敗俱傷的難堪場面。這個流傳幾千年的道理看似簡單明

瞭，一直到現在卻還是有很多人無法用這樣的態度與人相處，也正因如此，孟子的這些道理在現代

社會中更增添它的重要性。 

    從古自今，不論是在個人行為、交友、家庭、經商或從政，如果懂得孟子所講的這些道理並加

以實踐，相信我們人生的路途會更加順遂，甚至能因此找到人生的價值方向。 

 

 

中語 3A 1023040 紀羽珊 

 

    孟子的中心思想分為四個論點:民本、仁政、王道、性善論。而這四個論點是息息相扣的，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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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等篇章中我們可以體會到關於仁政的某些觀點。 

像是：「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食，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是故明君製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亡。」、「尊賢使

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願藏於

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願出於其路矣。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民為貴，社稷次這二，君為輕。」、「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

敬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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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其心有道：所

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這些言論說到底，仁政也就是王道：「保民」。 

    王道之道在於民本，民本之源在於仁政，而仁政之心在於性善，性善論的本質在於有理性的分

辨，在年紀的漸增中我們體會到的事情道理逐漸變多，而我們也從這些事情中逐漸分辨出哪些是好

的、哪些是壞的。而在孟子想要推行仁政的前提之下，孟子的性善論-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仁政，

是強而有力的推論和必經之途。所以孟子不是輕視惡而只重善，我想他是因為想要重新舉標仁政。 

    孟子在戰國時代背負著存續道統的責任，又觀察到了人的確有為善的能力，進啽肯定人的性善，

並且把君主的仁心發揮出上行下效推己及人的思想。因此，孟子王道人政的思想是以「推仁心，行

仁政」開始，並且提到了「推恩行仁，尊德貴土，與民好同惡」，簡單來說，孟子的民本思想是把先

秦的天命傳承的道統性及其道德性體現定義在人民身上。 

    最後，孟子距離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有將近 2000 年之久，而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精神基本上就

由孔孟的詮釋和定義上繼續發展。或許我們現代已經轉型成為商業社會，所以當我們用近代的思想

和文化去試圖理解幾千年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型態所發展出的孔孟思想，一定會有落差，更遑論當今

設受到西方的文化影響有多少。但孟子所提出的「非行仁義，由仁義行」並沒有在西方衝擊下就毫

無價值。反觀現今社會許多的亂象，更證實了孟子提出的仁、義、禮、智，確實有可貴之處，因為

縱使時代和思想會改變，但人的本性並不會因為時代的推移而以全然的改變。 

 

 

中語 3A 1023044 金佩姍 

 

    孟子，為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張人性本善。在讀書會的討論中，印象最深刻的篇目無非是

其中---用仁義代替戰爭。孟子認為，愛好仁德的國君，必能天下無敵。他舉周武王為例，他在討伐

殷商時，對當地的百姓們說:「寧爾也，非敵百姓也。」百姓在聽到這番話後，紛紛以頭叩地。對於

孟子來說，並非所有問題都能以武力解決，倘若國君迷信於武力，不以仁政治理天下，國家必定無

法長久。世界上如果每個人都持有仁義之心，那麼就不會有戰爭的發生。 

    我們現今處於一個戰爭四起的社會，從一次世界大戰、二戰，直至現在國與國之間的紛爭、宗

教之間的衝突，現在雖然已經沒有古代的君主制度，我認為上位者的帶領，若能夠以仁義作意義為

優先考量，那麼或許真的能夠確實的減少戰爭。二十世紀，戰爭的源起大多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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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己身的利益受損害，又或者是得到的比別人少，就引起心中的貪慾。個人有個人的慾望，種族有

種族的慾望，國家有國家的慾望。這樣的循環，就造成了地球到處充滿戰爭。 

    近日，社會出現了因為石油的爭奪而發生的戰爭。一直以來，礦產的持有都是大家前後相爭的

資源，因為人口的增加，導致資源的不足，為求生存而去掠奪其他人擁有的東西。在這些戰爭中，

受傷害的幾乎都是一些弱小的族群國家，人民每天處在不安定的生活中，提心吊膽，擔心不知何時

又有轟炸，妻離子散，這實在是這繁榮社會中的一曲悲歌。當國家想要興盛，就必須侵略他國。孟

子曾說過，有所不為，才有所為。 

    學會放棄，才能做好需要做的事。當人類學會放棄「慾望」，才能夠達到世界的和平。從古至

今，發生的戰爭不盡其數，原因也就歸咎於「慾望」二字。倘若人們在攻取他人財產之前，能夠先

以「仁義」為考量，是否就不會有貪欲的產生，也就沒有戰爭的出現。孟子的仁義之政，是用以前

的社會為標準，將這套準則使用在現今社會，又何嘗不能通用。仁義之心，人人皆能有之，屏除對

於物質的追求，懂得以同理心待人，不要有種族宗教的差別對待，或許天下大同世界能有實現的一

天。 

 

 

中語 3A 1023060 王亭文 

 

    孟子給予後人很多啟迪，經過了幾千年之久，對於現代人依然有著很大的撫慰作用。比喻恰當、

說理清晰有力、邏輯推理層層遞進。字裡行間裡流溢著博大精深的思想光芒、睿智靈性的處世哲理，

留給世人一筆即為珍貴的精神財富。作者在孟子的思想基礎上，精選了六十一篇，編著了本書。而

這本書讓我們很快的可以理解孟子他所要傳達的思想，書中綜合融匯了歷代注家與當代學者的研究

結果，點評精闢的點出理論，與生動的故事結合，讓讀者在輕鬆的閱讀中，真正領悟了「仁義」、「性

善」、「浩然之氣」的涵意，吸收、體會到先人非凡的處事智慧。 

    人生在世，難免會遇到不幸和挫折，遇到挫折並不可怕，只要你學會在極端不利的狀況下，沉

著冷靜，積蓄力量，那你一定會走出困境，這就是孟子「固守之道」的道理。除了「固守之道」外，

浩然之氣的人格精神培養也有重大的作用。對自我修養的一種提升，配上道與義的長時間薰陶而成。

內在的俢為，發之於外則是言語行為，這其中是不可以揠苗助長的，投機取巧是不可能成功的。 

    「不忍人之心」可以說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孟子以有沒有「不忍人之心」來確定是不是可以去

施行不忍傷害人民的仁政，同時又用這個來定人獸之異。孟子認為「不忍人之心」是人的本質，是

道德的根源。惻隱之心、羞恥之心、禮讓之心和是非之心，這四種心是「仁義禮智」的開端，上位

者應擴充自己，那就可以安定天下了。孟子所宣導的仁政、王道等理論，都是以人性善這一核心理

論為基礎的。因此這主張是十分重要的。 

    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看出孟子對人民的愛護和尊重。民貴君輕也是他的理論之一，先養育百

姓，後而教之，施行仁政已得民心。用這些理論套用在人生中，其實是真的站在人民的角度上去思

考，而上位者如果皆有這樣的概念，用仁義代替戰爭，以道培養自我，天下就不會因利益鬥爭、慾

望無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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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不管在什麼方面都是需要為人處世的智慧。而在藏有各種變化和挑戰的

人生裡，我們慢慢的累積自己的視野和處世態度，不去挑戰、不去面對，這哪叫人生，但難免在這

漫長旅途中，需要解惑、面對挫折、使人沮喪，相信孟子的人生哲理，將受益匪淺，找到更多可能

和態度的價值方向。 

 

 

社政 3A 1023006 林妤舫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對於這段話，孟子說到義比利好，不過我認為利與義要見仁見智，

如果把這句轉移到現今社會中，人心難測，我相信每個人都會先看有沒有利可圖。就好比在職場上，

如果不在老闆上司面前阿諛奉承，勇於表現自己，在這弱肉強食社會中，只能等著被炒魷魚或是被

晚輩超越職位。因此，只要有利益可以謀取，不管道不道義，錢多就會讓人心動，而拋棄了最初的

心。從另一個角度想，君子在職場上工作，雖說是很負責任，但卻不知變通認為對就是對，錯就是

錯，不過每件事在不同角度來講，不會有所謂的對錯之分，大家在乎的只是自己利益是否受損。因

此在職場上，君子腦筋可能不太靈光，他有很多的堅持和固執己見，所以可能彈性不夠。相對來說，

小人則會無處不用盡心力，在開創性的業務領域範圍，這種人特別好用，在口才方面可以把死的說

成活的。總之，我覺得對於一些名句或是古人說的話，可以由批判性思考出發，不要一味的同意那

是對的，而這是錯的。就像現今的社會議題，並沒有所謂的對錯，只是各位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事情，

例如:長照應採保險制還是稅收制，老人可能會贊同保險制，因為他們是急需使用的，而青年人會偏

向稅收制，他們則是會認為他們現在又不需要為何要一個月就要繳保費呢?所以，在每件事情上都

要保持著反思，要自己思考後，再判斷此事件是否是值得我們去探討了解。 

   「寡人之於國｣這章可以從仁心與仁政兩方面來探討，以仁心為本。由仁心來說，梁惠王從功利

的角度出發，將百姓當成富國強兵的工具，在意的是人民的數量多寡而非其生活品質的好壞。而且

梁惠王認為自己努力救災，對百姓已經很照顧了，反而沒有從人民的角度思考，覺得只要有幫助到

百姓就好，而不管他們所不所需要。最不應該的是，梁惠王把人民的苦難全歸於天災，忘了身為國

君的責任義務，如富貴人家的豬狗吃掉了百姓的糧食，卻不約束節制；路上有餓死的人，卻不打開

糧倉賑濟災民。最要不得的是，老百姓死了，竟然說：「這不是我的罪過，而是由於年成不好。」這

難道不是國君應該負的責任嗎?在孟子看來，梁惠王只不過稍微多做了一些事，其實根本就是「龜笑

鱉無尾，鱉笑龜粗皮。」因此，我認為梁惠王應該改變施政方案，必須以人民為主，以愛民、養民

為目的，才符合王道政治的理想。例如:現今社會中，有些領導人則像梁惠王一樣推卸責任，會說這

是社會產生的問題，雖然這是社會的問題，但身為一國的領導人難道不應該解決問題嗎?領導人應

該多學習孟子的治國之道啊!如此才能贏得民心。 

在孟子萬章篇的「百善孝為先」，儒家最強調的就是「孝」，在此篇文章中孟子認為孝有差別，

雖說有差別，不過有孝總比沒孝來的好，在現今社會中，看到很多新聞報導，啃老族不去工作，在

家依賴父母，這就是大大的不孝了。不過，最近看到一則新聞，有別於二四孝古代孝親故事中的臥

冰求鯉，一位原住民中年男子為了高齡九十多歲的老母親因想吃「山產」，故拿撿到的獵槍，上山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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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結果重判三年半，然而在他入監前還惦記著老母親，這樣的孝道跟臥冰求鯉比算不上什麼，但

是換一個角度想，兒子為了母親打獵並不是做傷天害理的事，只是為了讓母親飽足一頓山產，於情

於理，我們都為此事感到惋惜。畢竟做兒女的孝敬父母是必須的，天經地義，當仁不讓，父母的養

育之恩是我們一輩子都還不起的。 

    在這六十一篇章節中，選出三篇我覺得有意思的篇章來討論我所看的想法，人活在這千奇百怪

的世界中，充滿了風風雨雨的旅程，沒有人能輕易意料到下一刻將有什麼阻礙，難免會遇到種種風

波及挫折，所以不斷在失敗的追逐裡和自己人生賽跑，我推薦各位讀完此書後，收穫將受益無窮，

而且還可轉換新的思維以不同角度看待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