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共同體與公議的公論性
——以茶山(丁若鏞)二律背反的儒教共同體論爲中心
全 聖 健1

中文提要
本文主要是以指出儒教共同體的兩個方向和摸索未來發展方向爲寫作目的。
首先解釋了茶山(丁若鏞)所提出的儒教共同體論的兩個模式，並解決了其具有的
“二律背反”矛盾。其次將其兩個模式應用於鄉村中心的朱子學和君權中心的茶山
學，進行比較和探討。本論文還提出，儒教共同體確立依據“公議”的“公論” —— “公
共性的確保”，是具有現代意義的，我們需要以堅持而緩慢堅定的方式，即以積極的
消極性的方式來努力使其與現代相適應。
關鍵詞：儒教共同體，君權，民權，公共性，公共的合理性，積極的消極性

* 全聖健 : 國立安東大學東方哲學系助教授(haoxue@anu.ac.kr)
** 本論文通過審查委員的指正並接受各位評審委員的意見，修正、補充了以下內容：一、將
題目和目次上的“積極的被動性”修改爲“公議的公論性”。二、對於民本和民主、君權和臣
權等概念補充仔細說明，還具體地解釋此概念之間的關係。三、補充說明前近代儒教共同
體提出的公共性的現代意義。此外，校正了文理不通的地方。謹在此向對各位評審委員
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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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縱觀朝鮮儒學史，茶山(丁若鏞，1762-1836)可以說是能夠代表所謂“經
世致用、利用厚生、實事求是”的人物。這是因爲茶山不僅提出了國家改革
的藍圖，還爲恢復民生引進各種先進技術，同時又以實證性爲基礎追求合
理的事實。1 所以，稱茶山爲“朝鮮後期實學的集大成者”也不爲過。
茶山身處的朝鮮後期是在清朝的考證學及西方的天主學、自然科學的
影響下，性理學的秩序漸漸地崩潰的時期。當時，由於帝國主義的出現，不
止朝鮮國內的政治，國外的政治形勢也十分的不安。在這樣的時代下，茶山
爲了使國家安定而重新建立國家體系；爲了聚集叛離的民心而提出了強有
力的君主論。以此爲基礎，茶山構想以禮治使國家煥然一新，以立足於家
2
禮、鄉禮、邦禮等的儀禮再造朝鮮王朝。
但是茶山計畫的國家再造理念和現實之間是存在著很大間隙的。這個
間隙正是本論文要探討的“君權和民權的二律背反”。茶山的〈原牧〉和〈湯
論〉等著作是立足於民本主義立場，認爲天子和諸侯的地位應該是隨著百
姓的意願而提升或降低的(即推舉和罷免)。但是，在茶山的《經世遺表》和
《牧民心書》等當中，卻又存在著與前者相反的見解，即“辨等”的視角。3 茶
山主張必須通過對辨等的討論，嚴格地區別身份和地位的差異。同時，這種
視角暗含了強調作爲皇極(帝王統治天下的準則，即所謂大中至正之道)的
君主權，這一“君權邏輯”將百姓們設定爲“愚民”。
積極援用茶山“推戴論”的民本主義立場的研究，主張以茶山“下而上”
的邏輯作爲將“民權的優先”擺在首位的存在論或者價值論，並稱之爲“茶山
思想暗含的民主主義屬性”。4 但是與此相反，將君權的邏輯擺在首位的研
究，則是立足於茶山“辨等論”，站在“過時與保守”的立場看待茶山的思想，
反對強調茶山思想的“近代與進步”方面的研究。茶山政治論和社會改革論
從根本上來看可以稱爲“君主制的爲民論或重民論”，但是卻不能用“民主主
義的民主論”來評價。5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出茶山的文章當中是存在著
很多邏輯上的“矛盾”和“兩難”的。6
1
2

3
4
5

通過茶山所著的一表二書可以確認這一點，特別是“齊禮監”和“利用監”等監察機關的新
建，可以更好的說明這一點。
參照與茶山的“家禮”相關的全聖健，〈《四禮家式》研究〉；與“鄉禮”相關的白敏禎，〈丁若鏞
經世書的鄉禮規定和共同體運作的特徵：以《經世遺表》和《牧民心書》的鄉禮問題爲中
心〉；與“邦禮”相關的金仁圭，〈朝鮮後期《周禮》的接受和國家禮——茶山(丁若鏞)的《周禮》
理解和國家禮〉。
《牧民心書》卷8：“禮典六條，辨等。辨等者，安民定志之要義也。等威不明，位級以亂，則民
散而無紀矣。
”
張勝求，〈茶山丁若鏞與民主主義〉，頁69-70。
李容周，〈‘經世實學’的知識實踐——以茶山與明末清初經世論的近代性問題爲線索〉，頁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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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並非沒試圖去解決這種邏輯上的矛盾。在茶山的君主論中同時存
在著“下而上的政治觀”和“強有力的君主論”這兩面，但是，這二者之間並不
是完全割裂的，反而在邏輯上有高度一貫性。即，將政治權利集中在國王手
中，使“強有力的君主論”得到“力量”，之後，再重新將這個力量用在“下而
上的政治觀”的發揮上。7
本文在提出上述問題意識的同時，也試圖簡略整理茶山帶有二律背反
性的君權與民權邏輯。以帶入的方式來研究分析二者之間的差異，即把從
這種邏輯中派生的問題，帶入到茶山構想的儒教共同體論中，來研究分析
民權主義“下而上”的政治觀與君權主義“上而下”的政治觀，所描述的儒教
共同體的模樣之間有怎樣的差異。
另外，在研究這種儒教共同體論時，還有一種可以參考的邏輯。即性
理學國家秩序所具有的鄉村中心的上向式方式和國家中心的下向式方式。
如果說前者適用於“下而上”的方式，那麼就可以說後者適用於“上而下”的
方式。朝鮮王朝是以宰相爲中心建國的，8 在士禍以後，發展爲以士林爲中
心的政治秩序。宰相中心的政治論或士林中心的政治論，從限制君主的權
利這一點來看，都可以說是下而上的政治論。但茶山在現實世界的政治論
卻是與此不同的，反而強化了老論中心的宰相權力，因此，可以說是對權力
的專橫問題起到了反作用。

二、君權和民權的二律背反
爲具體瞭解茶山對君權和民權的觀點，這裡首先以茶山相對較早的著
作〈原牧〉和〈湯論〉爲中心來分析。這些著作是被公認爲展現茶山學術中
“近代性”或者“進步性”的作品。
邃古之初，民而已，豈有牧哉? 民于于然聚居，有一夫與鄰鬨，莫之
決，有叟焉善爲公言，就而正之，四鄰咸服，推而共尊之，名曰里正。
於是數里之民，以其里鬨，莫之決，有叟焉俊而多識，就而正之，數里
咸服，推而共尊之，名曰黨正。數黨之民，以其黨鬨，莫之決，有叟焉
賢而有德，就而正之，數黨咸服，名之曰州長。於是數州之長，推一人
以爲長，名之曰國君；數國之君，推一人以爲長，名之曰方伯；四方
9
之伯，推一人以爲宗，名之曰皇王。皇王之本，起於里正。

茶山認爲，人類的問題是從紛爭開始的。最初人們是在自然的狀態下
聚居在一起的，因爲發生了紛爭，需要尋找能調解紛爭的人，而這個人需要
6
7
8
9

安外順，〈茶山(丁若鏞)的政治權利論的性格〉，頁92-93。
朴賢謨，〈丁若鏞的君主論：以與正祖的關係爲中心〉，頁7。
都賢喆，〈鄭道傳的政治體制構想與宰相政治論〉，頁184-190。
《茶山詩文集》卷10，〈原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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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強的判斷能力，讓問題的當事人都認可。當找到這個能夠公正地對待
問題的人之後，這個人應該尋找方法給出公正的判決。接下來，因爲他可以
公正地解決紛爭，人們便賦予了統治的權利，作爲村子的一把手“里正”。用
以上的邏輯，延伸到整體社會，“里正 → 黨正 → 州長 → 國君 → 皇王”等
最高權力者便被人們認證了。
那麼，對於茶山而言，政治權力的初始目的就是通過調整糾紛來維持秩
序。而調整糾紛主體的基本資格是“善爲公言”。同時，這個人又要隨著共同體
範圍的擴張新增必要的能力——“俊而多識”、“賢而有德”。簡言之，“推舉”和
“下而上”的邏輯是反映民意而選出掌權人的方式。然而，這個掌權人自身有
問題的情況該如何處理?通過民意真的能夠降低權力者的許可權和地位嗎?
其云侯戴者何? 民聚而求其長，長列而求其帥，各立一帥，名之曰
侯。侯之中有翹楚，相與會議以戴之，名之曰天子。【柳宗元之意】天
子之子若孫不肖，諸侯莫之宗也，亦安而受之，有奮發以中興者，諸
侯復往朝之，亦安而受之，不問其往事也。有暴虐淫荒，以殘害萬民
者，則相與會議以去之，又戴一翹楚者，以爲天子，其去之者，亦未
嘗殄其宗祀，滅其遺胤。不過退而復其原初之侯位而已。10

上文是茶山的後期著作《梅氏書平》中的一段，可以說完整保存了〈原
牧〉和〈湯論〉中看到的儒教共同體的理想—— 通過推舉來選舉諸侯和天
子。問題在於，被選出的人當中會有荒淫殘暴危害百姓的人，這時該怎麼
辦?結論是：要反映民意，去掉那個人，再重新推舉優秀的人物作爲諸侯和
天子。而被去掉的人，也只是被降級，他的宗祀和遺族不會滅絕。
只有以強有力的民權爲前提，才能依靠民意來做出決定。但是，在茶山
的其他著作中，存在著與這個結論完全相反的主張。即，強有力的君權意識。
故天下之田，皆王田也。天下之財，皆王財也。天下之山林、川澤，皆
王之山林、川澤也。夫然後王以其田，敷錫厥庶民，王以其財，敷錫
厥庶民，王以其山林、川澤之所出，敷錫厥庶民，古之義也。王與民
之間，有物梗之，竊其斂時之權，阻其敷錫之恩，則皇不能建極，民
不能均受，若貪官、汙吏之橫斂，豪商、猾賈之榷利者，是也。11

天下的田地和財物，甚至山林和川澤都是王的所有物。王只要扮演好
將這些東西分給百姓的角色即可。茶山將“人主”描繪成在他的國家當中最
富有的存在，是具有讓百姓們均等生存的絕對權力的人。如〈洪範〉中所
說，“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茶山舉了很多這樣的例子。12

10
11
12

《梅氏書平》，〈逸周書克殷篇辨〉。
《經世遺表》卷11，〈地官修制賦貢制五〉。
《經世遺表》卷11，〈地官修制賦貢制五〉。“天下之物，誠有此數，然天地定理，人主宜富，下
民宜均，故古之聖王，立經陳紀，凡天下富貴之權，總覽在上，降德于兆民。《洪範》曰皇建
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之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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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種君主形象與性理學的君主形象是有所不同的。主張“無爲之治”
的性理學的君主形象，是將君主權力包括在聖學論體系中的，這是爲了限制
君主過度的獨斷。13 而茶山認爲，君主是擁有絕對的許可權的，他反而把百
姓當作愚昧的人，降低了他們的價值。這其實是暴露出了一種愚民意識。14
茶山在〈原牧〉和〈湯論〉等短文裡，宣揚了“推舉”和“下而上”的邏輯，
並且提出了“民意的同意”做爲政治權力的正當性的根據。但是，他的後期
所寫的“一表二書”，即被認爲包含了具體現實政治制度改革論的著作當
中，卻看不到對這種“民意的同意”的論述。茶山反倒探討了爲恢復君主權
的邏輯。那麼，在茶山的著作中看到的這種二律背反，該如何理解呢?
茶山的國家規劃藍圖是以確立預置系統和再造朝鮮王朝爲焦點，用與
國政的規劃相關的《經世遺表》、與鄉政的運作相關的《牧民心書》、與家政
的執行相關的《四禮家式》等整理出來的。他的這些著述活動可以說是確立
邦國體制改革的一個計畫，即是以王道政治理念爲基礎，從中央政府到民
間社會整體改革的，具有“行王的問題意識”。15
將此帶入茶山整理自己一生的〈自撰墓誌銘〉所提到的“六經四書與一
表二書的本末論”當中，可以做出如下解釋：茶山通過六經四書復原古制的
原型，斟酌和變通今制—— 即朝鮮王朝的政治體制和運作制度，提出考慮禮
治系統的新制。16 將此重新帶回我們的討論中來看，〈原牧〉和〈湯論〉等提
出的儒教共同體的理想面貌，是茶山發現的古制原型；一表二書中提出的
儒教共同體的現實面貌，是斟酌和變通了古制和今制的新制。
將儒教共同體的兩條路稍加現實化，則有如下兩種形式：用“下而上”
的方式擴張的鄉村中心的儒教共同體；用“上而下”的方式整理的國家中心
的儒教共同體。前者可以說是以士林(民權)爲中心的；後者則可以稱爲君
主(君權)中心的。17
下一章通過對比晦庵(朱熹，1130-1200)和茶山各自認爲的儒教共同
體，分析二者之間異同，並從現實的意義當中探究儒教共同體的前進方向。

13
14

15
16
17

李敏禎，〈朴世采的皇極認識和君主形象〉，頁162。
《經世遺表》卷1，〈地館戶曹〉。“愚民可與享成，不可與慮始，一國其騷騷矣。然人主一心，
爲萬化之本，誠使聖斷，赫然如英考之於均役，則何患不成?”
李俸珪，〈通過與明、清的比較考察朝鮮時代《家禮》研究的特色和方向〉，頁247-248。
全聖健，〈茶山(丁若鏞)的經世學構造與其課題〉，頁20。
如果“下而上”可以說是積極地反映民意的方式，“上而下”的方式則是以君權爲強制執行的
方式。因此，民權和君權形成的對立關係，即是民主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對立。下一章正是
探討君主制下以鄉村爲中心的儒教共同體、以國家爲中心的儒教共同體，這便是臣權與君
權之間的對立。本論並非認爲民權和臣權是同等的，而在第二章提到了君權與民權的二律
背反，接著在第三章繼續探討君權和臣權的二重面貌，是爲了進行茶山政治學與朱子政治
學之間的比較，也爲了確認在茶山的政治體制裡，能夠確保臣權的強化引起的民權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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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教共同體的二重面貌
《論語》〈衛靈公〉當中，記載了孔子對舜“無爲而治”的評價。“子曰，無
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朱熹對此有如下的解
釋：“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 同時，在談到無
爲而治的時候，朱熹鮮明地提出了以下的觀點：“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
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跡也。”18
這裡所提到的“賢人”，用孟子所謂的“大人”來稱之也無妨。因爲朱熹
曾說：“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
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19
總而言之，對於朱熹來說，君主就是要積累自己的“明德”來教化百姓
的角色。朱熹認爲，選拔人才的核心方法，是選擇能稱之爲“大人”的“賢
人”，讓他接受並處理多種職務，使君主看起來無事可做。即，君主克服自
身的私欲，正心修德，掌握好賢人的位置，賦予他責任，這就是關於朱熹的
儒教政治論的要點。
朝鮮性理學者們無一例外的，都以朱熹的立論爲根據，將“無爲”作爲
“德的政治論”引入君主的理想形象，即“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
星共之。”20 同時做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
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21
但是從茶山的立場來看時，這是一種特別危險的想法，讓“聖君”的真
實形象被嚴重地歪曲的同時，又讓儒學者們陷入異端邪說。如同《尚書》〈洪
範〉篇所說：“皇極”佔據了“極的秩序”的中心位置，是給予所有權限、爲百
姓提供“福”的主體。茶山直接目睹了“極”被破壞的時代，對他而言，這種對
於君主的思考，不單是思想層面的問題，更與其自身在朝鮮現實世界中看
到的、感受到的經驗一樣，是一個嚴重錯誤的問題。
朝鮮社會的慘澹現實正是由這種思想上的弊端所引起的結果。茶山對
此有如下慨歎：“今之論治道者，率皆導人主，端拱玄默，無所猷爲。百度
頹墮而莫之整理，萬機叢脞而莫之搜撥，不十年而天下腐矣。禍難相承，凋
敝不振，而卒莫之開悟，皆無爲之說有以誤之也。
”22
茶山認爲孔子所說的“無爲”只是在得到優秀人才之後，舜對他自己的
興奮讚歎而已，並不是說舜在得到這種人物之後，實際上就“什麼都不做
(無爲)”了。23 茶山認爲以朱熹爲代表的朝鮮王朝性理學者們，沒有理解孔
18
19
20
21
22
23

《論語集注》，〈衛靈公〉，朱子注。
《孟子集注》，〈離婁上〉，朱子注。
《論語集注》，〈爲政〉。
《論語集注》，〈爲政〉，朱子注。
《論語古今注》，〈衛靈公〉。
《論語古今注》，〈衛靈公〉補曰：“舜雖得人，未嘗無爲。此云：無爲者，極言得人而逸，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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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本心，錯誤的解釋了經典。因此，茶山極力批判24 道：“清淨無爲，即
漢儒黃老之學、晉代清虛之談，亂天下壞萬物，異端邪術之尤甚者也。”25
“君主行‘無爲之治’，” 從性理學的立場來看，應解釋爲發現自己“明德”的
“修德”，作爲牽制君主的禮治。然而，茶山用“有爲而治”對此進行批判，茶山
認爲，應該解釋爲提高君主地位的禮治。從這些解釋中可以看出，茶山提出的
“有爲君主”是執行“牧民者”的角色，是符合對國家改革再造焦點的角色。
總而言之，作爲推動朝鮮王朝建國理念的性理學政治論，在起用賢人
的同時，爲阻止王權的專橫，嘗試積極地活用諫官。士禍以後，隨著時間的
流逝，士林的許可權大幅強化，在野的士林政治以鄉村社會爲中心，實現了
“下而上”的政治。但是，又隨著時間的流逝，朝鮮王朝的政治家以“老論”爲
一元化的同時，性理學政治論發展成了勢道政治。生活在這種時代的茶山
認爲，打破它的方法就是大幅強化君主的許可權。所以，茶山規劃了君權中
心的“上而下”政治體制。
通過上述內容，我們可以確定一點，無論鄉村主導型禮治秩序或者君
主主導型禮治秩序，當它們成爲固定的制度之後，與佔有時空間的歷史所
展現的一樣，都會經歷硬化和變質的過程。所以，他們構想和規劃的學問體
系、禮治秩序，不是完整的理念，而是反應他們各自經歷的時代精神的結
果。我們將他們的規劃要分別理解爲完成儒教共同體的各自的提案。

四、公共性和公議的公論性
上文所提及的儒教共同體的兩個方向，離不開“立賢共治”和“君臣共
治”兩個脈絡。另外，上文說到的民主，與從現代意義來說的“民主主義”又
完全不同。因爲“民主”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君主制的範圍內被提出的。鄉
村中心的儒教共同體和國家中心的儒教共同體雖有共同點，但其共同體的
面貌並不相同。
如同緒論所說，上而下和下而上兩種方式，是隨著時代形勢而變化
的，是具有一定任意性的。在現在進行的層面中，儒教共同體的這兩條路，
互相衝突的可能性是很充分的。只是，儘管有這種不同，在兩種共同體同時
具有的有意味性的“公共性”的層面上，還是有共同性的。即，以所謂的共同
合理性爲基礎構成國家。
“公共的合理性”是以圓滿的溝通爲目的的，即目標在於相互理解。將
此目的與上述的儒教共同體的兩個方向連接的話，臣權和君權並不是對立

24
25

歡揄揚也。”
李俸珪，〈茶山的政治論：與朱子的距離〉。
《論語古今注》，〈爲政〉。“清淨無爲，即漢儒黃老之學，晉代清虛之談，亂天下壞萬物，異
端邪術之尤甚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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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是臣與君皆作爲溝通的主體，所以要以相互理解爲前提，確保溝通上
的合理性。
事實上，在東亞前近代社會裡，“主體”的問題是很受限制的。但茶山對
“臣、民的意思作爲與君主的意思相同”的希望，並不能說是不合理的。因
此，現代意義上的“公共合理性”應用到前近代的話，可以說是與“民心”或
“民意”相同的。
眾所周知，性理學是通過道德本性的覺醒，對從天子到庶人的所有百
姓都賦予了維持共同體的責任，這是堅信每人內心保有著虛靈不昧的道德
性—— 仁義禮智四端。26 但是，茶山則認爲仁義禮智等道德性是“行事以後”
才獲得的東西。綜合他們的想法，用現代的思維來理解的話，對個人禮義廉
恥的修身正是發揮虛靈不昧的明德，由其發揮的明德行事道德行爲是實現
正確社會的行事。
反而，茶山希望通過嚴格的官階秩序和身份等級的區分，糾正正在崩塌
的朝鮮王朝的秩序。茶山認爲，“辨等”是聖人的統治國家、安撫百姓的極大
許可權，因此要將辨等作爲當務之急。27 並且，這種辨等的原理是通過禮治
而具體進行的。茶山爲了強化百姓們的孝悌慈教育，強調通過“意識上的行
禮”和“行動上的有爲政治”這一點，可以看出茶山重視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
間的社會身份和序列。不僅如此，他的有爲政治中還蘊含著公共的合理性。
作爲儒學者，茶山認爲，儒教共同體的最佳理念是“王政”和“仁政”。王
政和仁政的理念當中，蘊涵著被稱爲“蕩蕩平平”的公共性意義。通過《書經》
〈洪範〉的“無偏無常，王道蕩蕩，無常無偏，王道平平。”等內容，將“蕩蕩平
平”作爲基準的王道，即，把確立皇極的政治理解爲王政。〈洪範〉中“五皇極”
是在存在論上的九州內，象徵著媒介天與地的運作原理的角色，而現實政治
中，作爲協調私心和私黨的紛爭，通過公議組成公論的政治運作基礎。28
茶山在〈原政〉中說：“政也者，正也，均吾民也。”包括各種物產、財
物、人才、許可權等社會資源的平均分配，是茶山認爲的“平均”。但是，在
《尚書古訓》中，茶山又說道：“政也者，正也，上以政正民，故謂之正。”最
終，將政治看作爲少數爲政者以政治端正百姓的行爲。

26
27

28

這一點通過《大學章句》和《孟子集注》可以確認，尤其是《大學章句》，〈序言〉。
《牧民心書》卷8，〈禮典六條〉。“服章有等，旗斿有等，車乘有等，屋霤有等，祭祀有等，飲
食有等，秩然森列，上下以明，此聖人馭世安民之大權也。吾東之俗，辨等頗嚴，上下相維
持，各守其分，近世以來，爵祿偏枯，貴族衰替，而豪吏、豪甿，乘時使氣，其屋宇、鞍馬之
侈，衣服、飲食之奢，咸踰軌度，下陵上替，無復等級，將何以維持聯絡以之扶元氣而通血
脈乎?辨等者，今日之急務也。”
《尚書古訓》卷4，〈洪範〉。“民之嚮會于皇極，如三十輻，共向于一轂，如百川萬淙，共向于
大海。私相嚮會者，皇則惡之，淫朋相聚，或推一人以爲長。比德相讚，或戴一人以爲賢，
黨同伐異，負私滅公，則其國必亂，豈所謂建極乎? 大抵皇之所以爲皇，以五福之權在皇
也，此權下移，皇極乃亡，淫朋比德，權之所以下移也，玆所以首戒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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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理學的立場來看，性理學建立的政治立論是阻止君主的專橫而強
調臣權，以更順利地經營國家爲目的的。茶山的立場，則是爲了阻止權臣的
橫暴，主張強有力的君權來確保儒教共同體的公共性。尤其茶山爲王政的
目標而提出的“孝悌慈”觀念的省察，使我們在與他人的相互關係中，重組
新的公共價值、公共性的意義的時候，可以提供有意義的思維模式。29
儒教共同體的公共合理性可以說是從“孝悌慈”出發，也是從互惠性的
原則上出發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並不是單方面的行爲，而是所有垂直、
水平關係之間互相實踐的原則，即是儒教共同體的原則。
如上述分析，儒教共同體的兩條路的面貌和形象雖然不同，但還是存
在共同原型的。就是隨著所謂公議的公論的發揮。用現代語言來說便是公
議的公論性。茶山將儒教的核心——“仁”，解釋爲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即，
將父子、兄弟、君臣、牧民官與百姓等，互相盡本分的關係看作“仁”。30
天下的所有存在，難免要經歷生老病死。不管性理學的鄉村中心或“下
而上”的政治體制，還是茶山提出的國家中心或“上而下”的政治體制，都無
法擺脫時代性職責，但是它的持續性，使它難免要經歷自身硬化和腐蝕的
過程。在茶山看來，修身爲主的朝鮮性理學在發展的同時陷入了空虛的邏
輯，把君主變成了無事可做的人，他的批判雖然也有一定的說服力，但是茶
山提出的君權中心的邏輯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因爲雖然有君主地位，但是
在歷史上有聖德的君主並沒有那麼多。
到現在爲止，對於儒教共同體的討論是查找其現代性意義的一個環
節。儒教共同體的基本構思是與“如何組織國家體系”有直接或間接的關
係。可以看出，基本上儒教共同體的方向是要從性理學提出的方向發展
的。因爲儒學所說的君主形象當中，道德力量是更重要的。在防止權力和財
力的獨佔化方面，也不例外。
雖說如此，本文中提出的儒教共同體的現在性，是在“積極的消極性”
的脈絡中被解讀的。這裡所說的積極的消極性，是指對民主主義和資本主
義兩手抓的現代人解釋儒教共同體意義的時候，既要逐漸地接近(消極
性)，又要堅持努力、毅力而做到的(積極性)意思。
通過朝鮮王朝的歷史展現可以看出，君主權的弱化暴露出勢道家族的
政治獨斷，反之，君權的強化暴露出君主制的獨裁權力。在現代的脈絡中，
所有共同體都要通過公議來建立公論，並以此爲基礎構築合適的系統，在
牽制公權力濫用的同時，通過強調權力者的道德性方向而前進。這便是儒
教共同體和積極消極性之間的關係。
29
30

白敏禎，〈《經世遺表》的政治哲學：公共的權利和王政的理念〉，頁119。
《論語古今注》卷1，〈學而第一〉。“仁者，二人相與也。事親孝爲仁，父與子二人也，事兄悌
爲仁，兄與弟二人也，事君忠爲仁，君與臣二人也，牧民慈爲仁，牧與民二人也。以至夫婦
朋友，凡二人之間，盡其道者皆仁也，然孝弟爲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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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儒教共同體對確立孝悌慈的人倫秩序是有貢獻的。此人倫秩序的進展
方式是從家庭擴大到社會，再從社會擴大到國家。它不但適用於性理學，也
適用於批判性理學政治論的茶山。不僅如此，茶山的經世學規劃，可以評價
爲依下向式方向展開的。
這種依靠茶山的強有力君權的政治體制，是和荀子在〈禮論〉中所說的
邏輯相似的。因爲有無限欲望的人類對有限財貨的所有欲，而產生了紛
爭，爲了解決這種紛爭，需要堅定地執行身份秩序和位階秩序的禮學秩序
—— 禮治。即，茶山經世學討論的整體發展方式是不擺脫荀子禮學的秩序
的，只是茶山通過這種禮治秩序的確立而追求富國強兵的根本立場，是與
國富的積累和國防的強化相連的，所以蘊藏著脫離儒教共同體的“經國濟
民”理想的危險性。
儒教共同體“經國濟民”的理想是指經營國家和救濟百姓；“救濟百姓”
是指使百姓的日常生活穩定，即通過賦稅減免以達到維持家計爲目標。如
果說將維持家計理解爲齊家的家政層面的話，儒教共同體的正確面貌應該
是包括士大夫、士庶人的百姓們的日常生活的穩定，即是提供維持婚喪嫁
娶的程度上的家計生活。總而言之，儒教共同體的面貌，不在於積累資本而
發展的，而在於實現人論秩序上，即毫無疑問地實踐婚喪嫁娶的。
眾所周知，19世紀是朝鮮王朝的解體時期。面臨三政(田賦、軍政、還
穀)的紊亂、兩班(官宦)的過剩、帝國的出現等，國內外都難以經受的磨難
的時期。朝鮮王朝失去了政治和經濟上的自主能力，不斷地受到外勢的掠
奪，這種情況下無法尋找突破內憂外患的方法。
從這點來看，茶山的邦國規劃是有一定成果的。但是，這種經世濟民
的努力卻無法適用於當代，這也是事實。他的規劃在當代沒有被靈活運
用，在半個世紀以後，發展爲朝鮮學運動，又在半個世紀之後，發展爲祖國
近代化運動，但如何看待這個事實仍舊存在疑問。
■ 投稿日：2018.01.29 / 審查日：2018.01.29-2018.07.09 / 刊載決定日：2018.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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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Community and the Positive Passivity
JEON Sungku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bility of the Confucian community with the concept
of positive passivity. It will be argued that positive passivity is the key to op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nfucianism to contemporary Korean society. This paper utilizes
Kantian antinomy to examine Jeong Yak-yong’s 丁若鏞 (1762-1836) political theories,
which are seen in his works such as Wonmok, Tangnon, Gyeongse yupyo.
Jeong’s antinomy refers to conflict between the power of the king which focuses
on a highly centralized system of government, and the power of people which focuses
on regionalization. Although his political theory contains conflicting views, his political
views deserve publicity,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as public rationality. We should think
of the concept of positive passivity when modernizing Confucian communities. Modern
Confucianism should require public rationality for its survival in modern society.
Keywords: Confucian community, power of the king, power of people, publicity,
public rationality, positive passiv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