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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孔子是很早就将“勇”作为道德德性之一的人，而先秦儒家“三达德”中就

有包括“勇”。根据《论语》中孔子的论述，“勇”代表了勇敢、无惧，我们根据

它与“义”之间的关系可以间接得知，“勇”的基础就是“仁”。此外，“义”又

与“礼”有密切关系，因此“勇”也与“礼”有关，它需要受到“礼”的约束，

否则就会出现“乱”的现象。在受到“礼”的约束的同时，“勇”的表现也需要

符合中庸之道才是孔子所提倡的勇德，这是因中道可以协助掌握当“礼”约束“勇”

时所应具备的分寸。为了能将孔子提倡的“勇”实践在生活上，因而需要将勇德

好好修炼，其中本文以 PDCA 循环为基础，从而提出“勇”的修养方法：好学、

力行、内省和改过。由于现今报章出现许多令人唏嘘的事件，因此希望可通过对

德行之一的“勇”的探讨，发挥其在生活上的实用性，让社会能变得更加和谐安

定。 

 

【关键词】勇、仁、义、礼、中庸、《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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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绪论 

 

 

《论语》中的“仁”、“义”、“礼”等都是从以前到现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

但“勇”却很少学者研究，它的研究空间还很广，因此《论语》中的“勇”就作

为了这份研究报告的对象。此外，笔者也希望可以通过撰写这篇论文，让自己在

“勇”的表现中可以变得越来越精进，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的个人修养变得越来

越好，因而最终选择了以《论语》中的“勇”作为研究主题。 

 

（一） 研究意义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一直广受人们的阅读甚至作为研究对象。《论

语》中主要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并且较为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

道德观、伦理思想及教育原则等。目前学术界中只针对《论语》中的“勇”作为

研究对象的属非常少数，笔者根据 CNKI 的网站所找到的相关论文只有 9 篇。其

余学者更多的是研究《论语》中的礼乐制度，或是通过《论语》来探讨孔子的教

育原则，甚至研究《论语》中的核心思想：仁。 

以上是笔者目前在学术界中所看到的情况，因而触发了笔者决定将《论语》

中的“勇”作为研究对象。笔者以《论语》中的“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

是若是将范围扩大成儒家思想，或是将《论语》、《孟子》与《荀子》三者相提并

论，这会无法更好且更深入地叙述与探讨究竟儒家的奠基者——孔子所提出的

“勇”它的内涵是什么，因而决定将范围缩小为研究《论语》的“勇”。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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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学术界的近十年来才开始有更多的学者研究“勇德”，笔者认为在这方面

还有许多的研究空间，因此希望可以借助前人的研究来进一步分析与阐述个人观

点，使更多学者能提出更好的观点或看法，在研究《论语》的“勇德”中能越来

越好。 

除了因为这研究对象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外，另一因素是笔者希望可以通过

探讨《论语》中“勇”的类别与内涵来增进自己。笔者总是认为自己缺乏了勇气，

因而常常容易错失机会，但机会只有一次，一旦错失了得来的只有后悔。可是世

界上没有后悔药，因而希望可以通过探讨“勇”，学习圣人在“勇”这方面的精

神，让自己对“勇”更加了解，培养自己的“勇德”并且让自己更精进。大家都

习惯将“勇”字与“不惧”、“勇敢”、“勇气”相联系，但“勇”不应该只是包涵

了勇气或勇敢而已。所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因此希望通过这几道问题：

“‘勇’是什么？‘勇’与‘勇德’的差别在哪里？如何学习修养‘勇’的精神？”

来让自己对“勇”更了解，并且使自己与身边的人更加进步，德行也越改越好。 

 

（二） 文献综述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最早将“勇”作为德行之一，并加以

提倡和论证。孔子在《论语》中就有将“勇”与“义”、“仁”、“礼”相联系，例

如“见义不为，无勇也”、“勇者不必有仁”、“勇而无礼则乱”等。虽然现今学术

界也开始出现许多关于“勇”的研究，但与“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

的研究相比，学术界对于“勇”的关注的确较为少见。 

对于“勇”的探讨，学者们大致都认为“勇”必须建立在“仁”、“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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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勇”。其中黄建跃在《“好勇过义”——兼论<论语>中

的“勇”及其限度》就认为孔子在论“勇”时应分为“积极的勇”及“消极的勇”。

“积极的勇”是指“勇”是君子不可或缺的德行之一，其具体内容即“不惧”。

因为“勇”居于三达德之一，由此看出其重要性。黄建跃也认为因孔子力图将“勇”

给予限制，若缺乏“礼”、“义”的制约，就会出现“乱”的后果，因而将此“勇”

归类为“消极的勇”。 

学者们在分析“勇”的内涵时，各自有不同的看法。刘彤的《析<论语>、<

孟子>中的“勇”的内涵》与曹圆杰的《<论语>中的“勇”字的用法考察》都有

相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勇”的内涵中具有“匹夫之勇”、“血气之勇”、“无谋

之勇”，而这三种“勇”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勇”，这些只能算是“小勇”。“勇”

需要建立在“仁”、“义”、“礼”的制约之下才能算是真正的“勇”，也就是“大

勇”。曹圆杰甚至认为“勇”的内涵中也具有了“理性之勇”，也就是为公义而努

力的“勇”。潘小慧在《儒家哲学中的“勇德”思想》与涂可国的《儒家勇论与

血性人格》都认为“勇”具有不同的形态，其中可分为三种即勇力、勇气及勇德。

他们强调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表现出了“勇德”为贵、“勇气”次之和“勇力”为

轻的三重意涵。勇力体现在主体内在的忍耐力与对外的抗击力，也就是主体的举

止；勇气是对外在的危险或困难等不感到畏惧，且也“不动心”；勇德则是必须

符合“义”、“礼”且好学之“勇”，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勇”。虽然潘小慧与涂

可国认为“勇”有不同形态，但实际上“勇力”与“勇气”可算是前文提到的“小

勇”，而“勇德”则可归类为“大勇”。 

潘小慧认为“勇”的特性可分为不惧、知耻与耐力这三种，拥有知耻因而能

勇敢面对自己的错误，而“知耻近乎勇”；勇也具有百折不挠与愈挫愈勇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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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看出了“勇”具有耐力的特性。涂可国根据潘小慧给予的论点，在其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认为“勇”的特质反而应该分为不惧、敢为与中道才对。涂可国觉得

勇而不惧表现在两方面，也就是不惧外在环境与自身内在所处的危险、痛苦或困

难；勇而不惧只停留在精神层面是不够的，而是应该付与行动，因此就必须敢作

敢为；过犹不及都不算勇，反而会是懦弱和鲁莽，因此只有做到“中道”才符合

伦理理性。 

除了探讨“勇”的内涵之外，也有学者提出了“勇”的修养方法，那就是“知

耻”。所谓“知耻近乎勇”，冯婕在《<论语>君子三达德思想研究》中认为以“义”

为质，也就是不只有“勇”，也必须要有“仁义之心”，还有就是要以“礼”来制

约“勇”，就可以达到“知耻”。李振纲《<论语>中的“勇”与子路“好勇”》则

认为君子之“勇”除了与“义”、“礼”、“仁”相关之外，也必须体现在知此“耻”

字上，因为“知耻”，故君子在言行上从不苟且。吴兵兵在《先秦儒家三达德研

究》中也提出“勇德”的实践方式就是“知耻”，因为作者认为只有“知耻”，才

能建立正确的观念，从中认识自己的过错。尹春光的《先秦儒家勇德研究》叙述

了孔子的其中三位弟子——颜回、子路、子夏如何实践“勇”，以及他们的“勇”

实践的途径。颜回的“勇”体现在对真理的追求与正义的坚持；子路的“勇”表

现为敢于行动的能力，但这不是完善的德性；子夏的性格与子路相似，性格爽朗，

做事勇敢，但子夏的“勇”表现在不畏惧大国君主和不受其侮辱的精神上，他也

注重“礼”与“勇”的融合。 

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所以在收集有关着重探讨《论语》中的“勇”这方面的

书籍中，只找了 19 本书籍，其中有 8本是专书，11本是论文集，但在专书中找

不到只探讨“勇”的课题的书籍；在这 19本书籍中就有 11本书在讨论“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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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其他的则较多在探讨“义”与“礼”。这 11本论文集中，只有一篇论文是

主要在探讨《论语》中的勇，也就是陈立胜的《<论语>中的勇——历史建构与现

代启示》。这些书籍是从 1963 年一直到 2015 年，但从以上数据可看出，学术界

中着重探讨“勇”的书籍或文章是少之又少，尤其从 19 本书籍中只有一篇论文

研究了《论语》中的勇就可发现这情况。我们通过收集的学术论文、期刊论文与

书籍可以发现，以往的学术界都较多关注“仁”、“义”与“礼”，一直到近十年

才开始越来越多学者着重研究“勇”这课题。 

笔者通过自己所收集有关着重探讨《论语》中的“勇”这方面的书籍、学士

论文与期刊论文发现，在论文中将《论语》中的“勇”作为研究对象的只有 4篇，

但其中三篇都不只是在探讨《论语》的“勇”，他们还将其他人物或经书来相比

较，真正只针对《论语》中的“勇”作为研究对象的只有一篇论文；而书籍中只

有一本论文集里有收录了一篇有关《论语》中“勇”的研究，因而笔者认为学术

界中对于《论语》的“勇”的研究还可更深入，尤其笔者认为“勇”应该还要秉

持中庸之道，但大部分学者都没提出这论点，因此笔者将在论文中进一步论述秉

持中庸之道的“勇”究竟是什么。此外，大部分学者都没有讨论“勇”的修养方

法，只是在探讨“勇”的内涵与类别，但笔者认为“勇”的修养方法也很重要，

学习“勇”的修养方法才能将它用在生活上，因此也会在论文中论述“勇”的修

养方法。 

 

 

 

 



  6 

 

（三） 研究方法 

 

自己在撰写“勇”的修养方法时，以 PDCA 循环作为参考对象，因为它带给

了自己启发。PDCA 循环就是计划(Plan)、执行(Do)、检讨(Check)和调整(Action)

四个环节周而复始地进行，而这让笔者想到在《论语》中也有相似的方法，它与

孔子提出的论述不谋而合，因而 PDCA 循环给予了自己有益的参照与思考。除此

之外，在撰写的过程自己也使用了以下两种研究方法分别为： 

 

1.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需要获得原始文献，搜集、鉴别和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

研究将以此作为研究基础或分析目标的研究方法。笔者将会尽力搜集相关的文献

资料，将其进行分类与整理，然后根据自己论文写作的需求来进行筛选，并且通

过参考所整理的文献，来进一步探讨与分析究竟《论语》中的“勇”与其他儒家

思想者的异同点在哪，让自己可以对《论语》的“勇”有更全面的认识。 

 

2. 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对物与物或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

性进行对比，并且探究它们之间的规律的研究方法。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笔者

将通过对于《论语》中“勇”的类别进行比较，并且探讨这几种类别的“勇”之

间拥有什么关系，使论文内容能更有系统且全面地论述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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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勇”的基础与类别 

 

 

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者，在儒家经典中可多次他认为的道德标准：仁，这可

透过《论语》中“仁”这字出现的次数即 109 次来证明，而“仁”又必须透过其

它方式来表现。那《论语》中的“勇”可说是“勇德”，在书中被提了 16 次。“勇”

的意思可以说是勇敢、敢为、无所畏惧，它也是君子必须有的德性之一，那“勇”

与“仁”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在这一章节里，笔者将会探讨“勇”与“仁”之间

的关系，由于“勇”和“义”在《论语》中经常被相提并论，例如：“见义不为，

无勇也”、“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等等的，由此看出它们有较为明确的关系；

相反的，“仁”与“勇”在《论语》中的关系除了可通过“仁者必有勇，勇者不

必有仁”发现之外，其他方面都较难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第一节中将通

过“勇”与“义”、“义”与“仁”的关系来进一步证明“勇”的基础就是“仁”。

此外，笔者认为“勇”又必须受“礼”的约束，这是因为《论语》中有说“君子

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证明“礼”与“义”是相辅相成的，而“义”又与“勇”

有关，因此可认为“勇”与“礼”也具有密切的关系。“勇”也需要合乎中道，

因此将在第三节提出中道对“勇”的重要性。若“勇”若缺乏礼仪与中道将演变

成“无德之勇”，逐渐偏离孔子所推崇的“勇”，因而将在第四节中通过各种例子

描述何谓“无德之勇”以及其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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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勇”的基础 

 

在开始说明勇的基础是什么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义”这字的意思。一般上

我们都认为“义”的意思是公正合宜的道理，或是合乎正义的事情。那在《说文

解字》里，“义”的意思为“己之威仪也。从我、从羊。”（许慎，2007：1099）根

据《说文解字注》对这段文字的解释是：“威仪出于己、故从我。董子曰：仁者，

人也。义者，我也。谓仁必及人，义必由中断制也。从羊者、与善美同意。”（许

慎，2007：1100）从这我们可以将“义”解释为它与“善”是同意，且它是“我”

必须做的正确合宜的事情，即为“义”。《论语·里仁》中有一章句对“义”解释

得很透彻，那就是“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朱

熹，2017:70），也就是说君子对天下的事情，并没有规定要怎么做或不要怎么做，

只要合乎“义”即做的恰当合宜，就可以了。 

那“勇”与“义”又有何关系？我们先来看《论语·宪问》所记载的：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

“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

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朱熹，

2017:145） 

 

在春秋时代齐国的权臣陈桓将自己的国君齐简公杀了，对孔子来说这是一件很重

大的事情，从《论语·先进》中就可看出。在该篇中孔子曾说具备相当才能的臣

子，是不会“弑父与君”，因为这就违反了君臣之义。（朱熹，2017:122）因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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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孔子虽然已经没担任官职，但一听说此事便决定告诉鲁哀公，让鲁哀公出兵

讨伐陈桓。孔子虽不再担任官职，却仍然“不敢不告”国君，表现出了他对此事

不敢丝毫怠慢。这份勇气又是从何而来？那就是因为“义”，前文已说明只要做

事合乎“义”，就可以去做。孔子会勇于将此事禀告国君，正是因为对他来说，

将臣弑君此事禀告国君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因而触发了他的勇气。由此可见“义”

的重要性，而合乎“义”的勇，也就是“义理之勇”，才是孔子所推崇的勇德。 

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曾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

仁”（朱熹，2017:153），这句话可以解释为：志士仁人不贪生怕死，而是勇于牺

牲自己来达到仁，也就是“舍生取义”以达到“仁”。《礼记·礼运》提到：“仁

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王文锦，2005:305）也就是说“仁”是“义”

的根本；孟子则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朱熹，2017:312），他认为“仁”

是人的良心，“义”是人的正路。将上面两个句子的意思结合起来，可以解释为：

人所走的正路或所做的事情，必须依靠良心，以良心为根本，也就是“义”以“仁”

为根本，才是孔子所认为的“义”。 

在之前曾提过：合乎“义”的“勇”，也就是“义理之勇”，才是孔子所推崇

的勇德；而“义”又必须以“仁”为根本，才是孔子认为的“义”。其中孔子曾

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朱熹在《论语集注》里的解释是：仁者，心

无私累，见义必为。勇者，或血气之强而已。（朱熹，2017：140）从这里我们可

以认为，心中有“仁”之人，必定是见义勇为之人，否则有“勇”，心却无“仁”

与“义”，就只是血气方刚、鲁莽行事而已，这就有别于孔子所认为正确的“勇”。 

因此根据“勇”、“义”、“仁”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总结出孔子所认为的“勇”，

它的根本就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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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礼义之勇 

 

在上一节已经提到，“勇”必须合乎“义”才是孔子认为的“勇”，而“勇”

的基础就是“仁”，但“勇”的内涵具有“仁”与“义”就够了吗？其实并不是

如此，而是还需要有“礼”。首先我们来探讨《论语》中对于“礼”的论述，孔

子曾感叹地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朱熹，2017:166）表示外在的玉帛

相赠，并不是“礼”的重要内涵。甚至在《论语·八佾》有记载孔子对“礼”的

论述：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

戚。”（朱熹，2017:62）从这两者的论述可知，孔子认为“礼”重要的不在形式，

而是贯彻其内的内涵与精神。 

“礼”的内涵和精神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仁”与“义”，关于“义”与“礼”

的关系，《论语·卫灵公》中有明确说明：“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朱熹，

2017:155）。这表示“义”是“礼”的本质，“礼”是“义”的表现，也就是说一

切生活秩序、制度、礼仪等都是以“正当性”——“义”为基础。孔子认为人们

在生活上的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范，都是每个人应该做的事情，但这种“应该”、

“正当性”又要如何界定呢？这又会回到上一节所提到的：若“仁”表示人的本

心、道德本体，“义”代表正确的事情，也就是说只要根据人的本心去做，就会

做出正确的事情，也就是“义”以“仁”为基础，而此时也可发现“礼”又与“仁”

有关系。 

“仁”与“礼”的关系，在《论语·八佾》中有明确的论述：“人而不仁，如

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朱熹，2017：62）他在此句中强调了外在的礼乐

制度，若没有以“仁”精神基础，那礼乐制度就只是外表形式，而没有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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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所以，“仁”才是最重要的内涵，而“礼”只是“仁”外在形式的体现。此

外，“仁”与“礼”又有里外相依的关系，孔子认为“仁”是作为“礼”的根本，

但反过来说人的内在本心又必须靠外在的礼乐制度来表现，正如《论语·颜渊》

所论述：“克己复礼为仁”（朱熹，2017:125），只有通过约束自己的欲望且遵循

礼乐制度的规范，才能复归到“礼”的根本——“仁”。 《论语·八佾》里有一

章句证明了“礼”必须以“仁”和“义”为基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素以为绚兮。何为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

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朱熹，2017:63）。在这里可看出，孔子认为子游说的

“礼后乎”正符合他所说的“绘事后素”，也就是孔子认同子游的想法，他也认

为必须先有“仁”和“义”且“礼”跟随其后，才能表现出真正的“礼”的本质。 

正如一开始所说的，勇有“仁”与“义”还不够，还必须受“礼”所约束。

一来受“礼”所约束的“勇”，能帮助人更好地成就“义”和“仁”；二来受

“礼”所约束的“勇”，才是《论语》中真正提倡的勇德。为何说受“礼”约束

的“勇”才是《论语》所提倡的？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例子来证明。“子曰：

“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朱

熹，2017：169）。孔子虽然没有说他为何“恶勇而无礼者”，但我们可以从中

知道孔子提倡的勇德，其内涵必须以“礼”贯之才是对的。孔子亦曾说“礼”对

“勇”的重要性：“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

绞”（朱熹，2017：99）。在这里我们可发现，“礼”的重要性就在于可以约束

自己，避免因为自己的“不惧”而捣乱闯祸。其中“勇而无礼则乱”正表现出了

这含义，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勇”却不懂“礼”，那便只是逞血气方刚之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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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而且一个大胆敢为却不受礼制约束的人，在处事上很容易鲁莽行事。我们可

以透过子路这人物来更了解这种现象：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路率尔对曰：“千乘之国，摄

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

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

言不让，是故哂之。”（朱熹，2017：123-134） 

 

孔子对子路的志向似乎并没反对，但他“哂由也”的原因就在于子路说话毫不谦

虚，因为子路自夸自己治国三年，便可让人民人人有勇气而且明白道理。可是孔

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讲求礼让，但子路却毫不犹豫第一个发表他的看法，正是其

不受“礼”的约束，促使他说话毫不谦让。从中可知“礼”对“勇”的作用极其

重要，“礼”可以约束“勇”的行为，从而让自己走向正确的道路，因此每个人

应该拥有的“勇”是“礼义之勇”，而非“血气方刚之勇”。  

 

（三） 中道之勇 

 

在上一节中有提出，“礼义之勇”才是君子本身应该具备的勇德，但依靠“礼”

的约束就可以成就“仁”与“义”了吗？“礼”的约束又该如何掌握分寸？这时

就需要中道的帮助，也就是“中庸之道”。朱熹对“中庸”二字的解释为：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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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颐则解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

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2017：19），而中庸就是

“适量守度”的意思，也就是适度、合乎中道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无过与不

及。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

则师愈与欤？”子曰：“过犹不及。”’（朱熹，2017:120）从这里可知任何事

物都有其必须达到的“度”，超过“度”就是“过”，达不到就是“不及”，“过

犹不及”都是不好的。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朱熹，2017：86）。“质”的意思可解释成“本质”、“本心”，也就是内在

的仁德；“文”即文采，可将其解释为“礼”，只有具备“仁”的内在修养，同

时合乎“礼”地表现方能成为“君子”。 “质”与“文”的关系正如“仁”与

“礼”的关系，而这里体现出了中庸思想：不主张质胜于文，也不主张文胜于质，

因此中庸也是达到“仁”之最高境界的方法。 

《论语》虽然从未明确指出合乎中道的“勇”，是孔子所提倡的，但我们可

以通过《论语》中的一些例子来证明。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

斯可矣。”（朱熹，2017:79）在这里可看出，孔子似乎觉得季文子过于谨慎因

而缺乏了勇气，所以孔子劝季文子在做事时要大胆、勇敢一些。难道孔子不认同

做事情要“三思而行”吗？其实并非如此，季文子向来行事以谨小慎微著名，据

《左传》的记载：秋，季文子将聘于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其人曰：“将焉用

之？”文子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杨

伯峻，2000：549-550）从这可看出凡事都要做到有备无患是季文子的性格特征，

因此孔子才会认为季文子过于小心而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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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好勇的性格，却是正好与季文子相反，因而不被孔子所认同。子谓颜渊

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

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朱

熹，2017:92）。子路好勇直率的性格，促使他看见孔子称赞颜渊而问“子行三军，

则谁与？”，他认为孔子率军必定会因自己的好勇而选择一起共事。孔子也似乎

看出子路的心思，因而回答“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这不说明了

孔子在婉转告诉子路，他内心的“勇”已超过“度”了吗？子路在《论语·先进》

也体现了他的“过度之勇”。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

其闻斯行之？”……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朱熹，2017：

121）。子路勇于作为的性格，让孔子因而劝他必须要三思才行。季文子的“勇”

不正是显现了“不及之勇”，而子路则是“过度之勇”吗？由此可看出，孔子认

为“勇”也必须合乎中道，否则都是不好的。 

中庸是孔子所认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它的基本特征是不偏不倚，过犹不及，

并且要求人们准确把握“度”，但这些分寸却是如此难以掌握，因此孔子才会感

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2017:88）。这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达到，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当我们难以达到中道的时候，可以学习孔子所

说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朱熹，

2017:138）去结交狂狷，因为真正能做到中庸之道的人不多。“狂”可解释为激

进者，“狷”可解释为拘谨自守的人，狂者一意向前，狷者清高自守，不敢做坏

事，因此与他们相交可以互补自己的不足，从而让自己更易接近“中道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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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无德之勇 

 

根据前文所讨论的《论语》中对“勇”的叙述，可知孔子所推崇的“勇”是

以“仁”为基础，见义而为又必须受“礼”的约束，并且它要合乎中道。若缺少

了其中一项，就会出现“乱”的现象。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

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朱熹，2017：169）。这

里的“君子”是表示上位者的意思，孔子认为君子之“勇”，必须以义理为上，

若君子无“义”就不会分辨是非善恶，光有“勇”而不讲道义，最后因为自己有

权有势、有勇无义而出现捣乱造反，小人则会因而抢劫，使社会出现混乱。此外，

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朱熹，2017：60）。这句话可以认为是孔子对臣

子所说的，因为如以上所说的，若君子“有勇而无义”就会影响国家社会的秩序，

这时候身为臣子的就应该勇于进谏，不能怕丢官而选择缩头隐身，因而成为德之

贼，并且也会让自己变成引发国家暴乱的帮凶之一。孔子也曾说：“好勇疾贫，

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朱熹，2017：101），这里可以将其解释为

孔子对老百姓的看法，孔子为何说“好勇疾贫，乱也”？这是因为当时的老百姓

经常遭受权贵者的压迫和欺负，生活非常贫穷困苦。如果大部分百姓是懦弱之人，

他们就只会忍气吞声，接受权贵者的剥削；但如果这时百姓中出现一个勇敢的人，

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反抗，进而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天下就不能太平。 

“无德之勇”除了会让社会动荡不安外，它也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孔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

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朱熹，2017：161），人在壮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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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因为血气旺盛而好勇斗狠。血气方刚之人，除了喜爱好勇斗狠他们也很容易

冲动行事，因此其性情较急躁易怒。这种人在言语方面容易犯下过错，正如孔子

所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

色而言谓之瞽”（朱熹，2017：160）。“言未及之而言”即不到该讲的时候就讲出

来了，这叫做“躁”，正是因为血气方刚，容易心浮气躁，缺乏耐性。这不就好

像子路吗？孔子对子路的评价是“行行如也”（朱熹，2017:119），从这里可看

出子路的性格特征是好勇、直率刚强，但也因此他的性情也较为急躁，在《子路、

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中可看出，他在孔子说完话后就选择第一个直接发

言，这不正表现出好勇刚强之人，其性情也较为急躁吗？但孔子也曾说：“由也

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朱熹，2017:76），他认为子路好勇却不善于取舍裁决。

正因如此，孔子担心子路的未来而感叹：“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朱熹，2017:119），

而确实子路最终的下场很不好。当时卫国政变，卫出公势败，子羔曾奉劝子路离

开，但子路那勇于作为却不善于审时度势的性格，让他坚持入城阻止孔悝与蒉聩，

最终子路被剁成肉酱。因此若子路若懂得审时度势，或许他就不会受子羔的劝告

后仍鲁莽行事选择入城，而让自己落入如此可悲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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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勇”的修养方法 

 

 

根据上一章我们所讨论的内容，说明了“勇”必须具备“仁”、“义”、“礼”，

并且合乎中道，它们对“勇”而言是极其重要，否则就会出现“乱”的现象。那

我们又要如何将这勇德实现在自己的生活上呢？因此，我们将在这一章着重探讨

关于“勇”的修养方法。为了朝着孔子提倡的“勇”前进，最终达至“仁”的最

高境界，我们将分别论述“勇”的修养方法。笔者试图以 PDCA 循环1作为基础，

进一步提出“勇”的修养方法。P 计划(Plan)也就是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制定执

行的计划；D 执行(Do)则是将计划实践出来；C 检讨(Check)也就是检查执行计划

的结果的好坏；A 调整(Action)是总结执行计划的结果，对成功的经验加以肯定，

对于失败的教训也要引起重视。（章围国，2015：6-7）PDCA 循环所提出的理论，

其实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提出相似的想法了，《论语·述而》中曾记载：“子以四

教：文，行，忠，信”（朱熹，2017:95），“文”也就是读历代文献，而 P(Plan) 

是制定之后要执行的计划，要制定执行“勇”的修养的计划，不正是要通过阅读

才能策划吗？“行”也就是实践，这不正与 D(Do)一样的意思吗？此外，C(Check) 

也可以说是反省，A(Action)是对结果进行处理，也可说是改过自新，而反省和改

过很早前在《论语》里就有提到，如“三省吾身”和“过则勿惮改”都是说明反

                                                             
1 PDCA循环是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明(Deming)提出，故又称“戴明环”。PDCA 循环通过计

划(Plan)、执行(Do)、检讨(Check)和调整(Action)四个环节周而复始地进行，一个循环结束，解决

一些问题，未解决的问题进入下一次循环，从而形成一个螺旋上升阶梯式持续改进的循环模式。

（章围国，2015：1-2）PDCA不但可以用于任何一个组织管理，在自身的学习上也可以使用。根

据“2012 年华文独中董事校长交流会”上各校老师提出的意见，他们认为 PDCA 有助于学生的

成长，并且也发现部分学生因为使用了 PDCA循环，从而开始表现出自学、自觉、自律的学习态

度，因此可总结为 PDCA 也可用于自身的修养。（林昌平，2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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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和改过。由此可看出两者所提出的内容是不谋而合，甚至在孔子时代已经提出

了。因此，笔者根据 PDCA 循环所提出的方法，甚至参考了《论语》中所论述的

修养方式，进一步提出“勇”的修养方法为：好学、力行、内省、改过。 

 

（一） 好学 

 

在《论语·述而》中有这么一章：“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

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

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朱熹，2017：165-166），“仁”、“知”、

“信”、“直”、“勇”与“刚”这六个方面是道德，都是好的；可是因为不好

学，就会让自己走偏了，失了中道而产生弊病。通过学习，我们才能知道怎么做

才能符合“仁”、“义”，让自己找回“仁义之心”的方法。从这里可以看出，

学习是多么的重要。因此，好学是作为“勇”之修养方法的第一步。我们将《论

语》中关于孔子对学习的看法概括为两点：学习的态度和学习的方法。 

首先我们先讨论孔子认为学习应具有的态度。他认为，追求学问的态度首先

在于爱学、乐学。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朱熹，

2017:86），这是因为只有爱学习、为学习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要达到

乐学这一境界，那就是要培养自己的兴趣，也就是努力培养自己对知识的积极追

求。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让自己积极学习，使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产生较高的求知

欲。此外，孔子也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要勇于坚持到底，因为他

曾对冉有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汝画”（朱熹，2017:85），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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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冉有不是能力不足，若能力不足那就会在中途停顿，可是冉有现在以能力

不够来限制自己，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坚持到底的原因。再者，孔子也提倡要做

学问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朱熹，2017:78），而他也曾对子路说：“知之

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朱熹，2017：59），也就是在提醒子路要虚心

学习，不要不懂装懂，养成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由此可知，我们在学习过程中

要时刻保持虚心学习、不耻下问的态度，才能学得更多。 

另外，在《论语》中也记载了许多孔子提出的学习方法，如 “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朱熹，2017：58），正是强调学了之后必须经常复习，从中获得

新的知识或理解，就能做他人的老师了，否则学了不复习很快就会忘，那就没意

义了。孔子也很重视学思并重，这是因为他通过自身体验，而逐渐明白开始认识

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从何见得？因为他曾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

无益，不如学也。”，正是通过自身体验才开始注意学思相结合的重要性。他亦

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朱熹，2017：58），即只读书不思考

就会感到迷茫，孟子亦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朱熹，2017:341），就

是在说身为读者要善于独立思考，不要只是拘泥于树上的知识；相反地，只一味

思考却不学习，则会因为知识的匮乏而一无所得。因此从中可知，只有把学习和

思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学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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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力行 

 

孔子曾说：“文、行、忠、信”（朱熹，2017：95），《中庸》亦曾记载：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朱熹，2017：32），这两句都说明

了学了之后就要实践。而在前文中有提出，好学是“勇”的修养方法的第一步，

孔子又说学了知识后就一定要去实践，因此通过以上提出的论述，间接说明了“勇”

的修养方法的第二步就是力行。当我们掌握了知识之后，就应该要将它实践在自

己的生活上，正如孔子说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

对，虽多，亦奚以为？”（朱熹，2017：135）也就是说，一个熟读《诗经》三百

篇的人，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好；让他出使到国外，又无法独立做主应对；

这样的人虽书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由此可见，学习不在于死记书本内容，而

是在于学以致用。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更清楚明白“勇”的具体表现应该要怎么

做才对，毕竟理论与现实还是有差别的。孔子也曾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朱熹，2017：49），这句话是说将之前学到的东西应用在生活上，难道不是值

得高兴的事情吗？这不证明了只有将学到的知识加以实践，才是真正修养的方法

吗？ 

当然在力行的过程中，要注意避免自己犯下一些过失，如总是将大道理挂在

嘴边，真正实践的时间却很少。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朱熹，2017：

146）也就是说君子觉得可耻的是说得多，做得少。他也曾说：“君子欲讷于言

而敏于行”（朱熹，2017：73），也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要谨慎，并且“先行其

言而后从之”（朱熹，2017：58），做了以后才说出自己做过的事情，人家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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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自己信服。因此在实践的过程中避免犯下这种过错，要少说多做，才可以将真

正的“勇”实践于生活上。此外，我们也可学习子路对于力行的方法，即：“子

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又闻”（朱熹，2017：78），当我们在一个时间段集

中学了一个方向后，就要将其加以运用、执行，确保自己完全掌握了知识，才再

继续学新的知识，否则到最后，自己将无法学得扎实，并且也无法将学到的知识

完全应用在生活上，这就变成事倍功半了。 

此外，我们也要确保在力行的时候是符合正道的，因为《中庸》里也有说：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朱熹，2017：19），也就是要让自

己在力行的每一刻都离不开正道。要确保自己在力行的过程中，每一刻都不会离

开正道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需要有自我约束力、自我监督的精神，这种精神

就是“慎独”。正如《中庸》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

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朱熹，2017：20）也就是说在自己一

个人独处的时候，更是要小心谨慎，因为往往从最隐蔽、最细微的言行上就能看

出一个人的品质。因此在力行的过程中，无论是人前人后都要时时问自己是否有

愧对良心，才能确保自己不会偏离正道。 

 

（三） 内省 

 

我们在力行“勇”的过程，难免会出现做得不对或不够好的情况，这时候我

们就需要通过反省自我，来让自己变得更好、更进步。孔子曾说：“已矣乎！吾

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朱熹，2017：81），孔子说他没有见过会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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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错而真正内心责备自己的人，他实际上是从反面来强调内省的重要性。孔子

其实认为内省是提高修养的方法，因此可知内省也是个人修养中很重要的一环，

对于“勇”的修养来说内省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通过张飞的例子来证明。根据

《三国志·张飞传》的记载，张飞是“雄壮威猛”的一个人，且他崇敬有才能的

名人而对部下十分粗暴。刘备曾告诫他这种做法会引起祸端，但张飞没听取劝告

也没反省，最终张飞被其手下将领张达和范疆给杀害。（陈寿，2006:563）由此

看出，有“勇”之人也必须懂得反省，且还要听取他人对自己的劝谏，否则容易

带给自己麻烦。 

我们可以将内省分为两个层面，第一种是通过对自身行为的反省。曾参身为

孔子的弟子之一，就是做到了对自身行为的反省，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

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朱熹，2017：50）。他每天都

在反省自己，为人办事是否不忠？与朋友相来往是否守信用？是否有经常复习老

师传授的知识？孔子对曾参的评价是他较为迟钝，但这样一位愚拙的人却被后世

尊为“宗圣”，原因何在？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三省吾身”，也就是他经

常自我反省自己的行为，才让他因此变得更精进。 

关于内省的另一个层面，则是通过观察别人的恶性，来达到反省并且警惕自

己，不要犯下那种过失。这就如孔子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朱熹，2017：72），看见贤人就要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就要自我反省，是

否有跟他一样的问题或毛病？孔子亦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

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朱熹，2017：95），几个人走在一起，其中一定有能

作为我老师的人；选他的优点来学习，看见对方的缺点就自我反省，然后改掉它。

从这里可发现，观察别人的行为，从而反省自身行为的过失，也是一个很好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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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在实践的过程没有什么过失，甚至会觉得自己做得

对。可是通过观察别人，我们可以知道自己在力行的时候，是否犯了一些毛病，

但自己却不自知的，通过这方法来反省自己，也可以借着别人的行为带来的影响，

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 

其实自我反省了还不足够，还要让自己的心达到“不疚”。反省自我很多人

可以达到，但要让自己的心达到“不疚”就不容易了。要达到“不疚”，就要确

保自己的日常行为都无愧于心，而要让自己日常行为无愧于心的方法，就是做任

何事都需小心谨慎。此外，要让自己达到“不疚”的境界的前提是，要常常自我

反省。通过自我反省才能更认识自己的过失，从而知道如何改善自己的行为，最

终达到无愧于心。让自己的心达到“不疚”，也就是无愧于心，就可以让自己在

未来做任何事情都能无所畏惧，就如孔子说的：“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朱

熹，2017：127），从而达到“勇者不惧”了。 

 

（四） 改过 

 

改过，就是改正过失或错误。通过自我反省，可以知道自己的过错在哪；知

道自己的过错后还懂得去改正，就是一种“勇”的表现。《中庸》里有说：“知

耻近乎勇”（朱熹，2017：30），意思就是知道羞耻就接近勇敢了，而知耻并勇

于改过，更是值得赞赏的行为。《论语·子罕》里有一句：“过则勿惮改”（朱

熹，2017：109），有了过错，就不要害怕去改正，朱熹也为此注释：自治不勇，

则恶日长，故有过则当速改，不可畏难而苟安也。（朱熹，2017：109）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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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不可因害怕困难，而选择了苟且偷生。《左传·宣公二年》中曾记载晋灵

公无道，滥杀无辜，他的臣子进谏，晋灵公立即表示他知错，一定要改过。（杨

伯峻，2000:657）晋灵公那反省自我，懂得认知自己的错误的行为，根据《中庸》

所说的可算是“勇”的表现，可惜他言而无信，选择苟且偷生，最终被其臣下所

杀害。这是因为不改过，会让自己的恶行越来越严重，或是让自己处于同一过错

一犯再犯的情况，就像晋灵公一样。由此看出“勇”的修养中，改过也是很重要

的，只懂得勇于承认过错却不改过可是不行的。若等到对自己或他人产生严重的

影响了，才愿意去改过就太迟了，而且比起一过即改，其难度自然变得更加艰难。 

改过其实就是在积极纠正自己行为，我们要像孔子的学生子路一样“闻过则

喜”，只有通过不断改正，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其实我们在力行的过程或许

会犯错，但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知错而不改，那就是一种过错，正如孔

子说的：“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朱熹，2017：156）。《左传》上也记载：

“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杨伯峻，2000:657），犯了错还能够认识

并改正错误，就是最好的事情，由此看出古人都认为改过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

通过《论语·子张》进一步证明孔子也非常重视改正错误，认为改过是修身的重

要方面之一。孔子的弟子子贡曾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

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朱熹，2017：178），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

被人看的很清楚：他犯了过错，人们都看得见；当他改正了错误，人人都会仰望

他。孔子自己也曾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忧也”（朱熹，2017：90），自己的品德不去培养，遇到缺点不去改正，都是让

他感到担忧的事情，更何况我们呢？相反的，如果自己知错不改，甚至还加以掩

饰，那就变成了小人，因为：“小人之过也必文”（朱熹，2017：176），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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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只会让自己为人所不齿而已。由此看出，改过真的很重要，不断改过才能让自

己具有高尚品德，更像是“正人君子”的人，从而成为被人赞扬、景仰的对象。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最重要的是懂得去悔改，我们可

以效法颜渊的行为。孔子曾说颜渊：“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朱熹，

2017：82），遇到过错不逃避不转嫁，选择勇敢面对它，甚至知错能改，不让自

己重蹈覆撤，这是很难得却又值得赞赏的行为，也因为颜渊如此的行为，因而获

得了孔子对其很高的评价。由此看出，孔子的确也认为人要改过，改过也是自身

修养的功课。历史上除了颜渊，也有其他人因为及时改过而成就自己，如楚庄王。

根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初登基时，总日沉浸酒色，不理朝政。后来

他的臣子伍举以“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来启发他，甚至另一臣子苏从以死劝谏，

最终楚庄王愿意反省改过，认真处理朝政，使楚国变得强大起来，而他自己也成

为了“春秋五霸”之一。（司马迁，2014:2051）由此看出，过而能改的人，其修

为必定如日中天，进步很快如颜渊和楚庄王，因此我们在反省后就要懂得去悔改、

改过。当我们改过之后，再回到第一节所说的：好学，通过学习让自己获得新知

识，定下一个新目标，从而让自己在“勇”的修养方面变得越来越进步、越来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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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 

 

 

本文通过一系列的考察和论述，初步完成了对《论语》中对于“勇”的看法

和修养方法。我们可以通过《论语》发现，孔子认为真正的勇德不但需要无惧的

心理，而且这“勇”还必须要符合礼制、义理和仁心，缺少一个都不是君子该具

有的勇德。此外，“勇”还必须符合中庸之道，太多太少都不好，失去平衡就会

让身边的人或社会变得混乱。以上说的都是理论，我们可以尝试用社会新闻来看

是否真是如孔子所说的。 

今年 2月 21日在中国福州就发生了一起“赵宇见义勇为后反被拘”的案件。

这事件引起网上许多人的讨论，原因在于年轻男子赵宇，为了施救被性侵的女子

而出手打伤了施暴者，结果施暴者因伤重住院，但没被警方扣留，反倒是赵宇因

自卫而失手伤人遭到逮捕。许多网民认为警方做得不对，应该赞赏赵宇的行为，

而不是因为打伤施暴者而被囚禁十四天。我们只针对赵宇的行为来看，他遇到一

位女子被人性侵，毫不犹豫地救下她，这的确是很好的行为，他的确符合孔子说

的“见义勇为”。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为了自卫结果失手伤人而被逮捕，这是

为什么呢？这或许就是因为他的“勇”虽然符合“义”，但他没掌握好那尺度，

所以导致他过于勇猛而失手伤人。在事情发生的当下，或许会很难控制那尺度，

但这不正表示勇德也是必须要靠平常的修养才能建立起来的吗？这也就是为什

么在本文里会提到“勇”的修养方法的原因。或许有些人的性格就是较为勇猛、

大胆，但不去好好修炼它，只会变得鲁莽、冲动行事而伤害了自己或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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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的功夫的确不是一夕一朝就可以练成的，但只有坚持下去，才能确保自己无

时无刻都能在勇于做一件事的时候，不会为了自己的敢为而带来严重的后果。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所以可能存在对《论语》或其他儒家经典的理解或解读

不到位的情况，致使在撰写的过程中或许会有些遗漏，而使研究达不到好的效果。

可是笔者仍希望，这篇研究能带给自己或身边的人一些影响，让大家明白勇德的

重要性，甚至将其实践在生活上，这也是这份研究被撰写的原因之一。笔者愿意

不断学习，提高知识与学问，以期能够为学术界带来更深入的研究，甚至让自己

或身边的人都能因此逐渐朝着圣人的脚步前进，品德修养变得越来越好。有志于

此，心诚求之，虽不中亦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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