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5 

通識研究集刊  第  五  期 

2004年 6 月  頁175∼236 

開南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宋孝宗及其宰相王淮 
 

 王  明? 
 

摘 要 
宋孝宗為南宋第二代君主，也是南宋諸帝中表現最為出色的一個。由於在皇

子期間，儒學思想與為君之道的洗禮下，他的性格作風、政治作為及言論思想，

均有許多可稱之處，稱得上是「賢明之君」，南宋諸帝無出其右，甚至比起北宋

太祖、仁宗等人也不遑多讓。只是生不逢辰，在位時為盡孝思，處處遷就太上皇

（高宗），而難以完全施展抱負。只能在高宗所形塑的框架之下，作出有限度的

努力。即位之初，起用張浚銳意北伐，湔雪前恥，無奈符離之戰鎩羽而歸，此後

雖不輕言「恢復」，但迄未一刻或忘，從其諸多言行記錄中可知。歷來已有不少

論文、專書討論，本文就尚有未論及的部分，此加以補充，包括其作為中的弱點

與缺失，以呈現孝宗更完整的一面。 

王淮（字季海）是孝宗後期的宰相，於淳熙二年（1175）九月晉任執政，淳

熙八年（1181）八月拜相，至淳熙十五年（1188）五月罷左丞相，從執政到宰相

長達十三年，在孝宗朝可謂異數。有鑑於高宗時秦檜專政十九年，故孝宗朝的宰

相均不久於任，而獨王淮拜相達六年餘，何以如此？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

世界》裏提出解釋，王淮受到重用係出於高宗的提拔，他的拜相又因為孝宗的國

家政策從積極轉趨保守。而淮之下台，則是在高宗死後，孝宗重新企圖「恢復」，

王淮的保守政策無法滿足孝宗的需求。余書中有相當篇幅討論，然整部著作係以

朱熹為論述核心，有關王淮的部分，大都側重在其對於朱熹及道學派的對立與打

擊行動，對其相關作為，多從反面角度觀察立論。指出認為王淮拜相多年，施政

的重心以保持政局「安靜」為名，因循茍且，無所作為，故指為「失政」，批判

頗為嚴厲。然就王淮生平文獻所見，所歷職務事蹟並非「尸位素餐」之人，有其

一定的貢獻，應予以較為平衡的敘述與評論，不須一概抹殺，筆者認為有必要提

出討論。 

本文以孝宗的人格作風思想作為，稍加評述，兼及優缺。并王淮生平經歷、

任相政績、君臣互動為兩大主軸，加以分析研究，亦涉及當時政局變化。 
 

關鍵詞：宋孝宗、王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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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Xiao Zhong And His Prime Minister 

                  Wang  Huai 
 

Wang, Ming 
 

Abstract 
 

Song Xiao Zhong was the second emperor of Southern Song and he was also the 

most outstanding emperor among all Southern Song’s emperors. Due to the baptism 

of Confucianism and sovereign doctrine he received when he was a prince, he can be 

regarded as a judicious emperor for many of his praiseworthy points on terms of 

characteristics, personal styl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as well as his words and thoughts. 

No other emperors of Southern Song exceeded him. Even compared with Tai Zu and 

Ren Zhong of Northern Song, he was also by no means inferior. However, he was 

unlucky to be born at such a time and tried to be loyal to filial piety on the throne. He 

indulged the former emperor (Gao Zhong) all the time and fa iled to give full play to 

his ambitions. He could only make his limited efforts within the frame set by Gao 

Zhong. In the early stage of enthronement, he appointed Zhang Jun to start 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o avenge the former humiliation, but failed in the war of Fuli. 

Although he did not easily say “recovery” later, he at no time forgot this event, which 

can be reflected in many records about his words and behaviors. There are lots of 

disquisitions in history to explore this theme. This paper hereby supplements what has 

not been discussed, including his weak points and shortcomings in his behaviors to 

reveal a more complete aspect of Xiao Zhong. 

 

Wang Huai (his alias was Ji Hai) was the prime minister in the later stage of Xiao 

Zhong. He took office in September of the second year of Chun Xi (1175) and became 

the prime minister in August of the eighth year of Chun Xi (1181). Then he was 

demoted as the left prime minister in May of the fifteenth year of Chun Xi (1188).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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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rare in Xiao Zhong dynasty that it had been almost fourteen years since he took  

office to the time that he became the prime minister. Because of Chin Gui’s despotism 

for nineteen years during Gao Zhong period, prime ministers during Xiao Zhong 

period did not take a long time. While Wang Huai held the post of prime minister for 

six years. Why? Mr. Yu Yingshi explained in The History of Zhu Xi that Wang Huai 

was put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because he was elevated by Gao Zhong. The reason 

why he took the post of prime minister was that the state policy of Xiao Zhong was 

turned from active to conservative, while he quitted after the death of Gao Zhong and 

Xiao Zhong tried to “recover” again. The conservative policy of Wang Huai failed to 

meet the demands of Xiao Zhong. He took a long discussion in his book. However, 

the whole works took Zhu Xi as the theme. As to the discussion about Wang Huai, he 

paid attent ion to Wang Huai’s opposition and strikes to Zhu Xi and his Taoism school. 

As to his behaviors, he almost discussed at a negative angle and pointed out that 

during Wang Huai held the post of prime minister for years, his administration 

focused on keep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peaceful”. He fiercely criticized and 

regarded him as “failure in politics” because of his conformism and non-achievement. 

However, in other history literatures about Wang Huai, he was not a man who “holds 

down his job without doing a stroke of work”; instead, he had made certain 

contributions. We should discuss him equally without complete obliteration. I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put forward a discuss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about Xiao Zhong’s personality, style, thoughts and 

behaviors, giving attention to both of his strong points and weak points. It holds the 

life experience of Wang Huai, his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as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inter-effect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prime minister as two principal axes to start 

analysis and research, and involves in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at time.    

 

Keywords：Song Xiao Zhong、Wang H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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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及其宰相王淮 
 

王   明 
 

壹、前  言 
 

   宋孝宗（原名為伯琮，後改名? ，在位二十七，1162-1189）係宋太祖七世孫，

由於高宗絕嗣，太宗後代悉數遭金人俘虜。因而得以高宗養子名義進宮，九歲開

始接受教育，最後憑其堅忍的性格，高度的自制力，傑出的表現，終於打敗強勁

的對手伯玖（後改名璩），也打動高宗的心，立為繼承人，三十六歲即位，成為

南宋第二代君主，。由於皇子期間長期受到儒學思想與為君之道的薰陶下，他在

即位之後，性格作風、政治作為及言論思想，均有許多可稱之處，稱得上是「賢

明之君」，也是南宋朝帝王中表現最為出色的一個，甚至比起北宋太祖、仁宗等

人也不遑多讓。只是生不逢辰，在位時為盡孝思，處處遷就太上皇（高宗），而

難以完全施展抱負。只能在高宗所形塑的框架之下，作出有限度的努力。即位之

初，起用張浚銳意北伐，湔雪前恥，無奈符離之戰鎩羽而歸，此後雖不輕言「恢

復」，但迄未一刻或忘，從其諸多言行記錄中可知。歷來已有不少論文、著作論

及孝宗。如王德毅師的＜宋孝宗及其時代＞；柳立言的＜宋高宗陰影下的孝宗

＞；蔣義斌的《史浩與南宋前期的政局》等，而余英時先生的著作《朱熹的歷史

世界》1，更深入分析探討孝宗的內心世界。 

王淮（字季海）是孝宗後期的宰相，於淳熙二年（1175）九月晉任執政，淳

熙八年（1181）八月拜相，至淳熙十五年（1188）五月罷左丞相，從執政到宰相 

                                                 
1 王德毅師著：＜宋孝宗及其時代＞，（《宋史研究集》，第 10輯，國立編譯館，台北，民 61年），

頁 252-264；柳立言著：＜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陰影下的孝宗＞，（《宋史研究集》，第 19輯，

國立編譯館，台北，民 78年）頁 203-251；黃俊彥著：《韓侂冑及與南宋中期的政局》，師大史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 65年；蔣義斌著：《史浩與南宋前期的政局》，文化大學史研所碩士論

文，民 69年；余英時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允晨文化出版，台北，民 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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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達十三年，在孝宗朝可謂異數。有鑑於高宗時秦檜專政十九年，故孝宗朝的宰 

相均不久於任，而獨王淮拜相達六年，何以如此？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

界》裏提出解釋，王淮受到重用係出於高宗的提拔，他的拜相又因為孝宗的國家

政策從積極轉趨保守。而淮之下台，則是在高宗死後，孝宗重新企圖「恢復」，

王淮的保守政策無法滿足孝宗的需求。2余書中有相當篇幅討論此一議題，其相

關論証細膩，情節跌宕，恍若觀賞一齣情節曲折的戲劇，尤其王淮的罷相過程，

每一細節都作詳細生動的描述。作者治學精勤，論證詳實周密，旁徵博引，可欽

可佩，整部著作係以朱熹為論述核心，有關王淮的部分，大都側重在其對於朱熹

及道學派的對立與打擊行動，對其相關作為，多從反面角度觀察立論。王淮拜相

多年，施政的重心以保持政局「安靜」為名，因循茍且，無所作為，故指為「失

政」，批判頗為嚴厲。然就王淮生平的相關文獻所見，所歷職務事蹟並非「尸位

素餐」之人，有其一定的貢獻，應予以較為平衡的敘述與評論，不須一概抹殺，

筆者認為有必要提出討論。 

    比如《朱熹的歷史世界》說： 

            趙雄是助孝宗謀「恢復」的最後一任宰相，淳熙八年繼他相位的便

是王淮。所以孝宗不談「恢復」，轉求安靜，必在趙、王交替之際。這

是一位屢遭挫折的皇帝任用一位「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宰相。孝宗

的政治風格也從事必躬親變成無為而治了。 

如果書中所言屬實，那麼孝宗因心態上轉趨保守，而起用王淮為相，正符合

當時的心理需求及時勢所趨，則王淮何罪之有？又該書全從「恢復」的角度，來

看王淮的「主靜」政策，對之多所批評。然而論史有時不必完全固著於一端，如

更換角度來觀察王淮的作為，便未必都屬負面，王淮本人也未必都如書中所指，

如此的「昏庸無能」。 

本文以孝宗的人格作風思想作為，稍加評述，兼及優缺。并王淮生平經歷、

任相政績、君臣互動為兩大主軸，加以分析研究，亦涉及當時政局變化。 

 

貳、宋孝宗評 
                                                                                                                                                                                                                                             

                                                 
2 《朱熹的歷史世界》，上集，頁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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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得的賢君，從許多宋史學者論著中可以得到如此的印象。他是太祖七世孫，經

過高宗挑選進宮，他的表現受到高宗青睞，最後贏得信賴與皇位。即位後對高宗

及太后極盡孝道，故以「孝」名留青史，一旦知道臣子有不孝之行，即予以最嚴

厲的處分。某官隱匿丁母憂之事不報，孝宗甚至想殺之以為懲戒。 

壽皇以孝治天下。有大理寺孫寺丞，失記其名。匿服不丁母憂，壽

皇怒，欲誅之，奏知德壽云：「孫某不孝，欲將肆諸市朝。」德壽云：「莫

也，太甚。遂黥面配廣南，數年得歸。」3 

孝宗即位後對高宗「奉親之孝，極盡其意」。4卻長期生活在高宗的陰影之下，

5為承歡膝下而必須委屈求全，事事遷就太上皇而自我壓抑，使他有志難伸。但

他並非庸才昏君，無法得過且過，因此心裏的抑鬱可想而知。參考《宋史全文續

資治通鑑》、《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等史料，便可知他的作

為。他極重視吏治，懂得選拔人才，注意民生問題，軍事訓練等，此外他還有極

為人性的一面。以下列為諸端，逐項描述。 

（一）人格作風 

1.自奉節儉心念百姓 
    乾道四年（1168）十月，汪應辰面對，讀劄子至畏天愛民。孝宗道：「朕日
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6且取尚書中所載天事，編為兩圖，名之曰「敬天
圖」朝夕觀覽。孝宗自奉節儉，曾自言：「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為百姓。」7「自
奉節儉，未嘗妄用，只為百姓」可說是他從政以來的寫照。孝宗說：「朕於內帑，  
無毫髮妄用，茍利百姓則不惜也。」又說：「二十八日恰是議放稅時，朕之本心 
 

                                                 
3 宋‧張端義撰：《貴耳集》，（逮津秘書，第八函，《百部叢書集成》，藝文印書館印行）卷下，
頁10下 

4 前引書，卷上，頁6下 
5 參閱＜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陰影下的孝宗＞，頁203~231 
  淳熙十四年十月乙亥高宗駕崩，翌年四月葬於永思陵。孝宗下詔：「朕昨降指揮，欲縗絰三年。」
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禮典，心實未
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參閱不著撰人：《宋史全
文續資治通鑑》，（以下簡稱《宋史全文》），（《宋史資料萃編》第二輯，文海出版社，台北，民
58年），卷27，頁2203，淳熙十五年四月丙戌條。是時大臣多主張「易月之議」，孝宗獨排眾
議。獨沈清臣上書贊成君主的決定。 

6 不著撰人：《皇宋中興兩朝聖政》，（以下簡稱《中興聖政》），（《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文海
出版社，台北，民 56年）卷 47，頁 9，乾道四年十月辛卯條 

7 《中興聖政》，卷 47，頁 5，孝宗日常生活相當嚴謹，無甚嗜好，惟以寫字自娛。參閱《中興
聖政》，卷 50，頁 2；《宋史全文》，卷 25，頁 1978，乾道七年正月癸未條；又同頁，己亥條，
載：「朕近日朝夕觀覽，以自儆省。名之曰『敬天圖』」；亦參閱《中興聖政》卷 50，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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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欲連歲豐稔，物價低平，百姓家給人足，茲為上瑞。」8孝宗在與群臣對話屢

屢提到百姓，可知他心心念念的，都是如何使百姓生活富足，不虞匱乏。他生活

嚴謹，無他物欲，更不好聲色狗馬，公餘之暇惟有以讀書寫字自娛。9所謂「風

行草偃」，影響所及，宮禁中亦不敢舖張浪費。改變奢侈之風，先從自身做起，

及於宮禁，再傳至貴近之家，最後普及於民間。 

上云：「珠玉之屬，乃就用禁中舊物，所費不及五萬緡。」龔茂良

等奏云：「若不因宣諭，無由得知支用如此不多。」上云：「朕安肯於此

妄有所費。」上因宣諭「近來風俗如何？莫大假假奢侈否？」奏云：「輦

轂之下，近以稍侈，皆由貴近之家倣效宮禁以故流傳民間。⋯彼若知聖

意崇樸，亦必觀感而化。」上云：「若要革弊，當自宮禁始。」⋯上喜

云：「此事誠當始於宮禁。」茂良奏：「中宮又以儉德聞，何患不革？」

上曰：「然。」10 

皇后即「以儉德聞」，故孝宗稱許道：「家道如此，深以為喜」。 

    孝宗深知讀書的樂趣與好處，一則啟發智慧，二則鑑古知來。曾自言：「朕

於機務之外，猶有暇時，只好讀書。唯讀書則開發智慮，物來能明，事至不惑。

觀前古之興衰，考當時之得失，善者從之，不善者以為戒。」11。某次宰臣趙雄

上奏提及光州復置中渡榷場官一事，孝宗回應道： 

御前自來不曾差人。在淮上買物如淮白北果之屬，毫髮不曾買，宮

中並無。唯遇太上皇帝賜來則有之。向來劉度守盱眙，嘗獻淮白，卻而

不受。近蒙太上皇賜得數尾，每進膳即食一小段，可食半月。記得元居

實知盱眙軍初之任日，朕慮其在任，輒獻北物，再三戒敕令供責文狀，

不得買物以獻。其狀留尚書省，卿等可取以觀之。12 

這是孝宗所言，可得以下幾點：其一，孝宗稟性節儉，不好物欲；其二，公開宣

示禁絕臣子獻物之陋習；其三，白淮應是高檔食物，得太上賞賜，視同珍品，每

頓飯只吃一小段。其言除對事實的描述之外，還含有宣示之意。 

                                                 
8 《宋史全文》，卷 26，頁 2104，淳熙七年正月甲寅條 
9 《中興聖政》，卷 50，頁 1，乾道七年正月癸未條 
10 《宋史全文》，卷 26，頁 2046，淳熙三年九月；又同卷，頁 39，同年十月己卯條，提及孝宗
皇后平居即以節儉聞名，「天資恭儉，誠為盛德，且比見陛下齊家之效。」 

11 前引書，卷 26，頁 2103，淳熙六年十二月辛亥條 
12 前引書，同卷，頁 2087~2088，淳熙六年正月癸未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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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道七年（1171），一日孝宗與宰臣對話：「… 朕以敵讎未復，日不皇暇，如宮中

臺殿皆太上時為之，朕未嘗敢增益。太上到宮徘徊周覽，為之興歎，頗訝其不雅

飾也。」13 淳熙六年（1179），封樁庫有見錢五百三十萬餘貫，年深貫朽。趙雄

奏：「陛下儉德冠古帝王，未嘗一毫妄取於民，而府庫充足。」孝宗自己也說：「朕

不敢毫髮妄用，所以有此，以待緩急之用，實前此所無。」14孝宗貴為君主而懂

得節省公帑，均以百姓為優先考慮。淳熙七年孝宗再次強調自己不曾妄用內帑，

且都用來上奉二親，下則犒勞軍隊。後苑所養如胡羊、鵪鶉之類禽畜亦不得妄殺。

15孝宗是個能夠超脫迷信思想的務實皇帝，他說：「世以鳳凰、芝草、甘露、醴泉

為佳瑞，是皆虛文。不若使年穀屢豐，公私給足，此真瑞也。」16他認為「祥瑞」

的標準是能帶來風調雨順、五穀豐登，這是孝宗愛民，更是務實的表現。孝宗終

歲憂念百姓，擔心農民收成會受到旱澇影響，直到秋收以後，農事了畢才能放心。 

           （淳熙四年二月，1177）龔茂良等奏：「近日雨暘順序，物情熙熙，

米價甚平，可以少寬聖念。」上（孝宗）曰：「朕終歲憂念百姓，自初

布種以至收成，其間少有旱澇，未嘗不惕。然念之每歲常到十月以後，

農事一切了畢方始放心。」17 

他常要想法子為黎民百姓紓困。淳熙六年九月，孝宗就宣佈： 

祖宗時取於民，止二稅而已。今有和買及經總制等錢，又有無額

上供錢，既無名額，則是白取於民也。又立賞以誘之，使之多取於民，

朕誠不忍也，可悉刪去。18 

又，孝宗曾言：「前日觀卿（指漕臣沈度）所奏鹽事，已盡蠲十五萬緡以寬民力。」

又說：「朕意欲使天下盡蠲無名之賦，悉還祖宗之舊以養兵之費，未能如朕志。19 

諸多史料皆足以證明，孝宗時刻心念百姓是否富足？民力是否受到無名之賦的 

刻剝？ 
                                                                                               

                                                 
13 同註 9 
14《宋史全文》，卷 26，頁 2092，淳熙六年五月甲子條 
15 前引書，同卷，頁 2118，淳熙七年十一月壬申條 
16 前引書，卷 26，頁 2064，淳熙四年七月戊午條；另參閱不著撰人：《四朝名臣言行錄續集》（宋
末刊本），卷 14，頁 2  

17《中興聖政》，卷 55，頁 5，淳熙四年二月丁亥條 
18《宋史全文》，卷 26，頁 2098，淳熙六年九月丙寅條；孝宗所言「二稅」係指夏、秋二稅。 
19《中興聖政》，卷 47，頁 1，乾道四年二月甲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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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有民胞物與的胸懷，甚至及於馬匹。 

            （淳熙三年五月，1176）王淮進呈步軍司相度牧馬去處。上（孝宗）

曰：前日牧馬官辭，朕戒以愛護馬當如愛護己身，饑飽勞佚各隨時調節，

若己身所不能堪者，馬亦不能堪之。但馬不能言，告訴不得耳。20 

身為皇帝而能「愛護馬當如愛護己身」，對於馬匹尚且懂得珍愛，可見不僅是賢

君，亦是仁君。 

2.人性領導竭誠待下 

    孝宗的對待臣僚採用人性與溫情的方式，頗能設身處地為臣子著想，可謂深

得領導術的個中三昧。 

（淳熙十一年三月，1184）太湖知縣趙傑之有言其不丁繼母憂者。

上諭宰臣王淮曰：士大夫一被此名，終身不可贖，不須明言其罪，止

降一官。上之忠厚如此。21 

說明孝宗既維護孝道，又兼顧趙傑之的仕途生涯，故以「不須明言其罪，止降一

官」的方式來處分。 

孝宗與臣子論事能充分溝通，即使遭受批評也不以為忤。 

            起居郎胡銓奏曰：（略）。銓又奏：「側聞道路之言，近日台諫論事，

陛下謂為賣直。」上曰：「非也，朕近謂台諫論事，要當辨曲直，故近

日與張闡說此語，非賣直也。」然非卿不聞此言。銓奏云：「臣事君猶

子事父，若於君有隱，則子於父亦有隱，非忠孝也。」上曰：「卿言甚

善。」22 

    胡銓的幾句話甚為得體，不僅將君臣與父子，兩者關係相互連結，抑且讓孝

宗有自我辯解的機會，將輿論對君主不利的批評加以化解。最重要的是孝宗有接

受批評的雅量，面對批判不慍不火。文中提及張闡，據《宋史‧張闡傳》載：「時

數易臺諫，（張）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孝宗說：「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 

直聲而去。」闡說：「唐德宗疑姜公輔為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為鑑。」 

此段對話係在孝宗與胡銓對話之前。其後，孝宗與張闡論議和時，孝宗又提起「賣 

                                                 
20 前引書，卷 54，頁 18；《宋史全文》，卷 26，頁 2044，淳熙三年五月癸亥條 
21 宋‧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叢書集成新編》，第 116冊，新文豐文化公司，台北，
民 74年），卷 10，頁 127；參閱《宋史全文》，卷 27，頁 2155，淳熙十一年三月 

22《宋史全文》，卷24，頁1868，隆興元年八月癸未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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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之事，且說：「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非耳。」張闡於是說：「聖度

當如天，奈何與臣下爭名。」孝宗答：「卿言是也。」23 

史稱張闡「論事無避」24，係北宋末進士，紹興議和之際，闡便力主「關中

必爭之地」，素來直言無隱。對孝宗的口氣用語，如「奈何與臣下爭名」，更是毫

不避諱，有點長輩責備晚輩的意味，而孝宗以君主之尊，卻能坦然接受毫不動氣。

張闡、胡銓之例並非特例。在許多文獻裏，孝宗面對臣子建言頗能虛心接納，而

無專制君王驕橫跋扈的氣習，如此表現，必須具備寬廣開闊的胸襟氣度方能做

到。又如面對陳俊卿嚴厲的指責時，仍能心平氣和的與之對話。25故朱熹亦說：「某

嘗謂士大夫不能盡言於壽皇（即孝宗），真為自負，蓋壽皇儘受人言，未嘗有怒

色，但不樂時止與人分疏辨析爾。」26 

孝宗處理李顯忠之事亦兼顧人性與教化二層面。 

（淳熙六年，1179）六月戊戌，進呈臨安府勘到李顯忠諸子師說等

無禮於繼母王氏，令其子師古行財傾陷異母兄弟等事。上曰：「師說兄

弟呼母為侍婢，苦可謂悖禮，其母多出財貨以傾之，豈為母之道耶？母

子皆當抵重罪。朕念顯忠昔日歸朝頗著勞效。今歿未久不忍見其家門零

落。朕欲來日批出悉赦其罪，聽其自新。庶幾仍有母子之情，自今專務

協和，如或不悛，即寘典憲未晚。」27 

孝宗如此人性化的處理方式，可謂用心良苦，不獨「可以保顯忠門戶，亦有補於

風教。」28還可以「感激諸將忠義之心」。（趙雄用語） 

關於對待臣子，孝宗的態度是：「朕每於臣下，未嘗有一毫輕侮之心，皆待 

以禮。」29身為高高在上的君主，能以禮待下，誠屬難得。魏徵的＜諫太宗十思 

疏＞中有「竭誠以待下⋯.，則胡越為一體。… 」、「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 

                                                 
23 元‧脫脫撰：《宋史‧張闡傳》（鼎文書局，台北，民 67年），卷 381，頁 11747；宋‧李心傳
著：《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以下簡稱《朝野雜記》）（《叢書集成新編》，新文豐文化公司，台
北，民 74年）甲集，卷 5，頁 7亦載有此事，但最後幾句話略有出入，「忠簡曰：『陛下當受
垢納污，若校曲直是非，便是拒諫。』上改容納之。」 

24《宋史‧張闡傳》，卷 381，頁 11753  
25 參閱拙著：＜正色立朝的賢相‧陳俊卿＞（《通識研究集刊》，第二期，開南管理學院通識教
育中心，91年 12月），頁 153-154 

26 宋‧黎德靖編：《朱子語類》（正中書局，台北，民 71年），卷 127，頁 15 
27《宋史全文》，卷 26，頁 2093~2094，淳熙六年六月戊戌條 
28 同註 27 
29 前引書，同卷，頁 2103，淳熙六年十二月辛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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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真正做到了。如此君主，不可多得。 

    所謂「待人待心」，乃為領導統馭最上乘的功夫。其先決條件厥為對屬下必

須相當了解，否則僅是空談。而孝宗對若干大臣的個性便能充分了解。乾道七年

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焞為國子司業兼太

子侍讀。前此孝宗曾徵詢宰相虞允文的意見。虞允文乃推薦：劉焞、李彥穎、王

十朋、陳良翰等人。而孝宗對此輩早有認識。 

            上曰：「焞有學問，彥穎有操履，兩人皆好。卿等更選取數人。」

及進呈。上覽之曰：「王十朋、陳良翰此二人皆好。十朋舊為小學教授，

性極疏快，但臨事堅執耳。」允文奏：「賓僚無他事，惟以文學議論為

職，不嫌於堅執也。」上曰：「十朋、良翰誠為忠蹇，可並除詹事。」

上又曰：「劉焞兼侍讀，李彥穎卻兼侍講，何也？」允文奏：「李彥穎既

兼左諭德，以侍講無人，併令兼之。」上曰：「侍講可別選人。」乃命

焞為司業兼侍讀。30 

顯示孝宗任官極為慎重，對大臣知之甚深，評論時已成竹在胸，與宰相反覆討論

後，方才定案。 

3.不任意破壞祖宗成法 

    淳熙二年，淮南轉運司進呈濠州鍾離、定縣巡檢耿成再任案。孝宗認為「祖

宗成法，惟監司及沿邊郡守方許再任。耿成雖有勞效，已經再任，不欲以小官差

遣壞祖宗成法。」且說：「國家承平二百年，法令明備，講若畫一，儻能守之，

自足為治。」31張默係秀王夫人親堂姪，先是中使傳旨，欲授予添差監當，是否

違反規定？按制度：「惟宗室戚里及歸正人方得添差。在法稱戚里者，謂三后四

妃之家。」方得授予。孝宗云：「朕正不欲先自廢法，可勿行。」因此除國子監

書庫官。32此二例均說明孝宗雖身為君王，懂得遵守法制，而不濫用權力。另有

一例，登仕郎張聞禮為太上皇后姪女夫婿，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趙雄奏：  

「在法雖戚里文臣未經呈試，並不許陳乞添差。」孝宗答道：「豈可以戚里而廢 

公法，卿等理會得。是可留下文字，今後有似此等事，切須執奏。」33可知孝宗 

                                                 
30 《中興聖政》，卷 50，頁 7 
31 《宋史全文》，卷 26，頁 2037，淳熙二年閏九月壬戌條 
32 《中興聖政》，卷 54，頁 18，淳熙二年五月癸亥條 
33《宋史全文》，卷 26，頁 2088，淳熙六年正月甲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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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自己是皇帝而任意破壞法制，即使戚里亦不應享有特權。 

    遵守法制的積極作法便是編纂法令，俾便各級官吏遵行。孝宗的想法是：「朕

欲將見行條法令敕，令所分門編類。如律與行統、敕令、格式及續降指揮，每事

皆聚載於一處。開卷則盡見之，庶使胥吏不得舞文。」34宰相趙雄進一步解釋：「士

大夫少有精於法者，臨時檢閱多為吏輩所欺。今若分門編類，則遇事悉見，吏不

能欺。」故下詔：敕令所將見行敕令、格式申明體仿吏部七司法條總類，隨事分

門修纂，別為一書。若數事共條，即隨門釐入，仍冠以淳熙條法事類為名。（同

前註）    

4.好以下棋作比喻 

    孝宗好以奕碁作比喻。孝宗在與張栻面對時，用下棋比喻治國。他說：「奕

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定規乎？」35某次與宰執討論鹽政時的對話：    

上諭宰執二廣鹽事當併為一司。王淮等奏：「外議又更一說，併司

後恐廣西漕既不預鹽事，即無通融，錢物或至支吾不行。」上曰：「如

此，亦須更商量。蓋天下事全在致思，思之須有策。窮則變，變則通。

譬如奕碁，視之如無著，思之既久，著數自至。」36 

文中透露，孝宗不只是好碁，更長於思考，並從下碁悟出處世哲理與治國之道。

天下事全在「致思」，思則有對策，窮則變，變則通，往往在山窮水盡處，常有

柳暗花明時。 

    又有一例。提及孝宗以射射鐵簾提昇士氣一事，引發唐代大將輩出的感嘆，

國朝與之相比，顯得人才凋零。此時王淮等奏：「人才遇事乃見。但中外多事，

用兵不已，亦豈是美事。」孝宗則回以：「事全在人區處。譬之奕碁，到窘迫處

自別有轉身一路，只是思慮不佳。」37而此處又見孝宗以下棋打比喻。王淮原意

只是要替孝宗緩頰，未料惹來一個軟釘子。方有開輪對，上奏三劄。其一申論荊 

襄要害，其二論天下國家，其三言國家經費，皆切中要旨，孝宗欣然聽納，稱善 

再三。且說：「朕於創業、中興、守文三事，皆身任之，守文粗可觀，其外二事

不能無媿。朕之聽治不為不勞，然屑屑細務，每聞而厭之，惟樂大計所在耳。荊 

                                                 
34 前引書，同卷，頁 2090，淳熙六年二月癸亥條 
35《中興聖政》，卷 49，頁 2；乾道六年六月丁卯條 
36《宋史全文》，卷 27，頁 2175，淳熙十二年八月丁巳條 
37 前引書，同卷，頁 2185；淳熙十三年二月癸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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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居天下中，有如弈棋，肥邊不如瘦腹。」38孝宗再度以下棋比喻國政。 

（二）政治作為 
1.留心政治招徠人才 

   孝宗即位之初便極留心朝政。早朝時間過短，難以盡興，便殿坐論，則可不

受時間限制，這是求治若渴的表現。 

           （隆興二年冬十月，1164）詔：「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

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

聞，期躋于治。」39 

乾道七年，孝宗又有類似舉動，說法雖略有不同，其意則一。孝宗此舉不外乎想

多與大臣，在寬裕的時間下詳論治道。 

（二月）丁巳，上宣諭曰：「祖宗時數召近臣為賞花釣魚宴，朕亦

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飲一兩盃。」虞允文等奏：「陛下昭示恩意，得瞻

近威，從容獻納，亦臣等幸也。」上曰：「君臣不相親則情不通，早朝

奏事止頃刻間，豈暇詳論治道，故思與卿等從容耳。」40 

    淳熙十年（1183），孝宗和宰執對話時，仍說：「朕欲天下事日往來胸中，未

嘗釋也。」41他在上任二十年後對治國仍然毫不懈怠。歷史上幾位雄才大略的君

王，如漢武帝、唐太宗、唐玄宗者流，莫不是在後半生志得意滿驕奢淫逸，如孝

宗貫澈始終者如鳳毛麟角，難能可貴。 孝宗對於言論切直之士念念不忘。某日

詢問執政魏掞之何在，龔茂良回奏掞之已然物故。孝宗說：「其人直諫，方欲稍

加擢用，不謂已死。朝廷不可無直諒之士。」接著孝宗又提到鄭鑑，「議論亦甚切

直，觀其所言，似出於肝膽，非矯偽為之者。」42 

讀鄭鑑劄子之時，頗思念魏掞之，贈以宣教郎直秘閣。（同前註）而對鄭鑑所

                                                 
38 宋‧孫應時撰：＜淮南西路轉運判官方公行狀＞，（《燭湖集》，《四庫全書珍本》四集，商務
印書館，台北，民 62年）卷 11，頁 17~19 

39《宋史全文》，卷 24，頁 1893；隆興二年十月乙亥條 
40《中興聖政》，卷 50，頁 5；乾道七年二月丁巳條 
41《宋史‧施師點傳》，卷 385，頁 11838 
42《宋史全文》，卷 26，頁 2045，淳熙三年六月甲午條；《宋史‧隱逸傳》，卷 459，頁 13468：
魏掞之任太學錄，數度上疏建言皆不報，曾慨歎「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意。」
又對曾覿「累疏以諫，移疾杜門，遺書陳俊卿責其不能捄止，語甚切。」罷為台州教授。年
五十八卒。鄭鑑，據《淳熙三山志》（《宋元地方志叢書》續編下，大化書局），卷 30，頁 6
下，載：鄭鑑淳熙元年太學兩優釋褐，字自明，自興太學始，再見釋褐，授左承務郎國子正，
召試除校書郎，遷著作郎，兼史院，官太子侍講，除著作郎權郎官，終宣教郎，知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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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館職策，孝宗評為：「議論切直甚可取」。「因問今合除何官？龔茂良等對曰：『前

此學官召對，往往止除正字。』上曰：『可除校書郎，賞其盡言。』因曰：『策中

之言，或是或非，大率剴切，不易。』」（同前註）孝宗對鄭鑑加以超擢的原因，

一為策論剴切，頗為不易。一則極可能也是一種移情作用，想到魏掞之欲加重用

之時，斯人已逝，故重用目前尚存之人。 

孝宗雖廣招人才，但也不是隨便採用，先予以初步考核，再進行複試，以此

作審慎選擇。 

            樞密院進呈畢。上曰：「陳良祐薦莊治應賢良，卿等見其詞業否？」

王淮等奏：「已見之。」上因問鄭建德。上又曰：「李垕為文無氣慨，如

蘇輔真是難得。今莊治可與試。」淮等奏：「試時莫亦須有三兩人？」

上曰：「既降指揮，不限年月，亦不須限人數。」43 

    在孝宗觀念裏，人才分為君子之才與小人之才二種。在和劉夙奏對論「朝廷

不當顓以才取人」的對話中，孝宗說明：「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

有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於辨邪正。」44招人才固然重要，人君對於人才

的分辨能力也是不可缺的。這便是留正所謂的「察才之道」。（同前註） 

2.察納雅言 

    宋代言官包括御史臺與諫院，合稱臺諫，地位重要。孝宗以為舊設兩省言路

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則「正於未然之前」；臺諫「敕於已然之後」，故

「天下事無不理」。於其詔令說道：「今任是官者，往往以封駁章疏太頻，憚於論

列深未盡善。今後給舍臺諫凡封駁章疏之外，雖是事之至微，亦毋致忽，少有未

當，更可隨時詳具奏聞，務正天下之事。」45此詔認為現任臺諫給舍未能善盡言

官職責，孝宗引為憾事。 

    孝宗曾廣徵建言，對臣僚諫言大都能從善如流。 

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并犒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

（李）彥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   

陛下方有意恢復，茍用之不節，徒啟他日妄費，失封樁初意。」上矍然曰：  
                                                 
43《宋史全文》，卷 27，頁 2176；淳熙十二年八月丙寅條 
44《中興聖政》，卷 47，頁 8；乾道四年九月癸未條 
45《中興聖政》，卷 48，頁 9；乾道六年五月戊寅條 
 



 190 

16                     通識研究集刊  第五期 
                                                                      

 

「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絕不支。46「矍然」是驚視之貌，從此二字

推測孝宗的表情應是相當吃驚，在此情況下猶能當機立斷，聽從大臣意見，作出

明智決定，顯見他的心胸開闊。 

3.北伐中原矢志恢復 

   孝宗早在紹興三十一年（1161），立為太子後，金人犯邊時，便曾主動「請率

師為前驅」。47顯示他無法坐視宋朝任由金朝欺凌。即位之初便矢志北伐中原，起

用素來主戰的張浚，無奈竟發生符離之敗，令孝宗有志難伸，但對「恢復」一事

從未忘懷。連所作詩詞都充滿了恢復的意圖。據《貴耳集》載： 

            壽皇未嘗忘中興之圖。有新秋雨霽詩云：「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

在，豈惜嘗憂勤，規恢須廣大。」曾作春賦有曰：「予將觀登臺之熙熙，

包八荒之為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洒然若膏雨之萌芽；生生之德，無

時不佳，又何羨乎炫目之芳華。」48 

李心傳在《朝野雜記》裏，列舉孝宗五次校閱軍隊的行動，說明孝宗極為重視軍

備。目的便是積極準備，有朝一日能湔雪前恥。 

            隆興二年（1164）五月，孝宗將閱武於近郊，既涓日矣，會雨作而

止。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始幸白石校場，上登臺，親御甲冑，指

授方略，令殿前馬步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野，師眾歡

呼，坐作擊刺，無不中節。上大悅。四年十月，又大閱於茅灘，時冬日

可愛，士民觀者如堵。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逵，因奉觴稱壽，上嘉獎之，

加賜諸軍中，金四十鎰，錢十餘萬緡。淳熙四年（1177）十二月，又大

閱於茅灘。十年（1183）十一月，又大龍山。49 

據文中所言，孝宗實際舉行校閱是四次，分別在乾道二年（ 1166）、四年（1168）、

淳熙四年（1177）、十年（1183），隆興二年那次（1164），由於天雨而作罷。校

閱時且能「親御甲冑，指授方略」。同時他也留意軍政，對於軍情戰略頗為內行， 

分析重兵駐紮之要旨。如《宋史全文》記載：  

                                                 
46《宋史‧王淮傳》，卷 386，頁 11866 
47《宋史‧孝宗本紀》，卷 33，頁 617 
48《貴耳集》，卷上，頁 4上 
49《朝野雜記》甲集，卷 3，頁 48，＜大閱＞條；另《朝野雜記》乙集，卷 4，頁 401~403，＜
乾道淳熙五大閱＞條，對孝宗親自校閱的情形，有較為詳細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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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興二年八月）丁巳，淮西宣諭使王之望奏：「同諸將分定把截關

隘，戰守屯泊去處。」上曰：「可分明劄下，王彥、王之望等雖地分各

有所管，然兵不可太分，如要逐處控扼，使虜人不過，兵家無此理，卻

要逐人回奏，須用持大兵於重害之地也。」又曰：「使諸將各認地分，

則可。若有緩急，豈宜如此？將兵力分在數處。」湯思退等奏：「聖鑑

如此，兵見機要。」50 

平日若無留意軍政，不可能提出如此深入精闢的見解。王佐擒捕陳侗，皆出於孝

宗宸筭。顯示他深諳軍情，方能作出正確指令。51 

《朝野雜記》乙集「孝宗善馭將」條，言「孝宗天資英武，尤善馭將。」並以李

顯忠、趙撙、邵宏淵等大將為例，說明孝宗「賞罰必行，號令明肅，繇是諸將咸

服英斷矣。」52他不僅對大將如此，甚至對於中下層軍官也能相當了解與掌握。 

           （隆興二年五月）癸卯，進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奏神勇軍權統領

官劉洪近已致仕，乞改差左軍統領王明填闕。上曰：「王明病目不可用。

仍戒諭王琪近所差劉洪年老軟弱，今果死，止是主帥作人情。」湯思退

退而嘆曰：「陛下留意軍政，下至偏裨皆知能否，真大有為之君也。」53 

他即位之後矢志北伐，非但平日不忘習武，甚至要求「輔臣留意習射」。「淳熙元

年（1174）九月，遂幸玉津園講燕射之禮，賜皇太子使相、侍從、正任御宴酒。

三行樂作，上臨軒，有司進弓矢，上射中，太子進酒，率群臣再拜稱賀。次太子

及環衛官蕭奪里懶射中，上再射復中的。 」54孝宗此舉頗有隨時為北伐作準備的

寓意，而他本人射箭一中再中亦非偶然，而是平時勤練的結果，同樣具有強烈的

宣示意味。 

淳熙六年（1179），孝宗強調：「朕不忘恢復者，欲混一四海，效唐太宗為府 

                                                 
50《宋史全文》，卷 24，頁 1884，隆興二年八月丁巳條 
51 前引書，卷 26，頁 2092~2093，淳熙六年五月丙戌條，記載有關王佐捕陳侗之事，云：  

    趙雄等奏乞旌賞，因曰：「今日成功皆出宸筭。蓋王佐初時奏事已云束手無策，止日夜俟荊鄂
大暈三千人至。陛下亟降宸翰，令將本路將兵禁軍義丁土豪，無慮四五千人，自足破賊。宸翰
又云：『諸路養兵皆出民力，小寇不用蓄兵，何為卿為帥臣焉不知此？』王佐得此訓戒，方知
驚懼，遂專用本路鄉兵等不復指準大軍，今日擒陳侗等皆鄉丁，非大軍也。宸翰所料明矣。非
陛下明見萬里，則王佐成功必不如此之速。」 

52《朝野雜記》乙集，卷 3，頁 381，＜孝宗善馭將＞條。 
53《宋史全文》，卷 24，頁 1883，隆興二年五月癸卯條 
54《朝野雜記》甲集，卷 3，頁 48，＜燕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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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之制，國用既省，則科斂民間諸色錢物可悉蠲免上收之稅，以寬民力耳。」55在

其觀念中，行府兵既能寬解民力，又可增強軍力，更能達成「混一四海」的目標。

雖然孝宗北伐之志曾受重挫，而在遭到太上皇的警示後，56表面上絕口不提，但

骨子裏不曾忘懷，曾說：「朕豈一日忘此仇哉！」57且欲仿傚唐朝採取府兵制，一

則可遂行其宿志，一則又能節省經費，寬解民力。不過茲事體大，難以實現，恐

怕又留給他另樁遺憾吧！  

     虞允文、趙雄先後於乾道五年、淳熙五年拜為宰相，即因兩人都主戰的緣

故，孝宗要為北伐作準備。淳熙四年龔茂良罷執政，手疏恢復六事，孝宗大怒：

「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又說：「福建建子不可信如此。」58所謂「恢

復六事」乃指：「論恢復之具，⋯曰天意、曰人事、曰財賦、曰將帥，而所以用

之者，曰謀，曰時。」加上龔茂良其他罪狀，遭責降英州安置。何以孝宗見其奏

疏會勃然大怒，對其作出嚴厲處分。59，即因孝宗恢復故土的企圖心至為強烈，

見茂良平時反對恢復，去職前夕倒一反常態，極力主張恢復，顯然別有所圖。孝

宗之怒適正說明其恢復之意圖如何的熾烈。 

    陳俊卿曾針對孝宗好鞠戲，一再上疏力諫。其實孝宗愛鞠戲有其深意。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鴆，躬御鞍馬，以習勞事，仿陶

侃運甓之意，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帟，布沙除地。群臣以

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60 

乾道五年（1169），孝宗曾經因為射箭，以致弦斷傷眼。康復後，陳俊卿上

疏進諫，孝宗勤於騎射，雖是為圖恢復，但關鑑在「任智謀之士，仗武猛之才， 

                                                 
55《宋史全文》，卷 26，頁 2098，淳熙六年九月丁卯條  
56 參閱宋‧葉紹翁撰：《四朝聞見錄》乙集，（《叢書集成新編》第 84冊，台北，新文豐出
版公司，民 74），頁 47＜孝宗恢復＞條：「上每侍光堯，必力陳恢復大計以取旨，光堯至
曰：『大哥，俟老者百歲後，爾卻議之。』上自此不復敢言。」  

57 宋‧王應麟撰：《玉海》，（至元三年慶元路儒學刊本，華文書局發行，民 53），卷 58，頁
38，＜淳熙四繫錄＞條：「（淳熙）三年，權禮部侍郎李燾進四繫錄，記女真契丹起滅，自
紹聖迄宣和、靖康，凡二十卷。上曰：『朕豈可一日忘此虜哉！』」 

58《宋史‧龔茂良傳》，卷 385，頁 11845 
59《宋史全文》，卷 26，頁 2066，淳熙四年七月；此時臣僚復論茂良四罪，言：茂良行丞相
事，首尾三年，臣僚奏對有及備邊利害必遭譏罵，陛辭之日方有所論，凡數百言，此可
誅一也。… 頗有火上添油的作用。 

60 宋‧岳珂撰：《桯史》，（《叢書集成新編》第 87冊，新文豐文化公司，台北，民 74年）
卷二頁 3，＜隆興按鞠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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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賞罰，恢信義」，才是中原大業的正途。 

初，上御弧矢，有弦激之虞，以致目眚，至是康復。陳俊卿密疏曰：

「（略）⋯陛下憂勤恭儉，清淨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能免者，一切屏

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蓋神武之

略，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陛下誠能任智

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才，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

以懷歸附。⋯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61 

   周必大也曾提出類似諫言。 

            上日御毬場，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

屬在聖躬，願自愛。」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銜橛之變乎？正

以讎恥未雪，不欲自逸爾。」62 

雖然在此事後，必大便升官（兼侍讀，又改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大有嘉獎

的意味。但孝宗意念堅定，必大之言並未聽進去。 

    乾道七年（1171）孝宗與輔臣對話，仍念念不忘恢復，並以用兵不及漢唐允

為憾事。 

            （孝宗）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敵讎

未復，日不皇暇。」⋯輔臣奏：「陛下不以萬乘為樂，而以中原為憂，

早朝晏罷，焦勞如此，誠古帝王所不及。」63 

此輔臣即虞允文，孝宗重用允文原因之一即為他素來主戰。「上（孝宗）嘗謂允

文曰：『丙午之恥，當與丞相共雪之。』⋯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

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64由此一事即可知孝宗多麼

急切地企圖恢復中原。 

（三）言論思想 

1.喜以漢唐為殷鑑  

    孝宗自幼在高宗的教導下熟讀《資治通鑑》，故常以歷史為殷鑑。與臣子對

話，也不時以古人為例，凡事均好與漢唐相比。曾說：「本朝文物家法遠過漢唐， 

                                                 
61 《中興聖政》，卷 47，頁 16；乾道五年六月戊戌條 
62 《宋史‧周必大傳》，卷 391，頁 11968 
63 《中興聖政》，卷 50，頁 1；乾道七年正月癸未條 
64 《宋史‧虞允文傳》，卷 383，頁 11800；又見《朝野雜記》乙集，卷 8，頁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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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用兵差為不及。」65又於淳熙十一年六月，此時進呈王渥所奏「小路蠻擊虛狼

之事」，說道： 

國家兵威不及漢唐遠甚，所恃者其天乎？澶淵之役、辛巳之役匪天

而何？66 

語氣中充滿無奈，深知武力不如漢唐甚遠。又《宋史全文》載： 

            上曰：「聞射鐵簾，諸軍鼓躍奮勵，誠是作成士氣。」⋯癸酉，上

曰：「射射鐵簾與轉官資，作多少士氣。」又曰：「朕觀唐世大將得人頗

多，蓋緣內討方鎮，外有吐蕃、回紇，無時不用兵，所以人皆習熟。國

朝仁厚不動兵革，餘三五十年，所以名將少。」67 

孝宗話中雖然透著無奈，經過分析，結論是唐代大將輩出的原因在於外患

多。南宋初年自紹興和議簽訂後，大體上偃旗息鼓已有多年，因此人材凋零。雖

替本朝找了下台階，仍不免感到遺憾。 

    甚至連過宮侍宴之類的事，都要與漢唐相較。        

上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寶冊，太上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

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68                                                                                 

又喜好評論漢唐君主，諸如：漢文帝、唐太宗、德宗、文宗等。 

       （1）論漢文帝：孝宗曾說：「自唐虞而下，人君知道者少，唯漢文帝稍

能知道，專務安靜所以致富庶。自文帝之外，人君非唯不知道，亦

不知學。」69認為自唐虞以降，只有漢文帝能「知道」，這是極為推

崇之詞，言下之意亦有些自喻的味道。 

       （2）論唐太宗：孝宗不僅師法太宗，亦及於太宗名臣。 

            乾道三年（1167）三月，起居舍人洪邁、給事中王曮等上（乾道同

符正觀錄）。序云：「臣等三月七日蒙宣召至選德殿，講論古今帝王

之道。且曰：『唐三百年，惟太宗為可尚，齋心敬慕，每事取法，

宜為朕采正觀時事。以今日觀之，摭其所近似，求所未至。』臣等 

                                                 
65《宋史全文》，卷 26，頁 2049，淳熙三年十月己卯條 
66 前引書，卷 27，頁 2158，淳熙十一年六月甲子條 
67《宋史全文》，卷 27，頁 2185，淳熙十三年二月癸酉條 
68 同註 63 
69《宋史全文》，卷 27，頁 2168，淳熙十二年二月丁卯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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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太宗之治，固為可慕，然要者無出諫行言聽。⋯』」（同註 56） 

               （淳熙五年十一月，1178）上諭宰臣曰：「卿等皆朕親擢，凡是

盡心當官而行，勿有所畏。朕既深知卿等，則讒毀之言，無自而入。

朕觀魏徵、王珪之事，唐太宗凡有所言，亦未嘗每事皆從，彼皆終

其身事太宗。卿等當以魏徵、王珪為法，不得輕為去就。」70 

孝宗此言當是意有所指，要求大臣應當學習魏徵、王珪以服

侍太宗為終身職志，切勿輕言去職。可是當論及太宗晚年時，孝宗

一樣不客氣的加以批評：「人君富有天下，易得驕縱。」71隱約有些

自我警惕的意味。淳熙六年，孝宗強調：「朕不忘恢復者，欲混一

四海，效唐太宗為府兵之制。」前已言之。對此前代帝王，孝宗是

相當欽佩的。 

       （3）論唐德宗：淳熙九年（1182）四月某日，孝宗說道：「朕每見陸贄

論（唐）德宗事，未嘗不寒心，正恐未免有德宗之失，卿等可各條

具闕失來上。」又說：「德宗彊明，不肯推誠待下，雖更奉天離亂，

終不悔悟。所以知其不振也。」72又說：「德宗不明，不能壓服臣下，

故當時藩鎮敢爾妄作。」孝宗最初說「德宗彊明，不肯推誠待下」，

又說「德宗不明，不能壓服臣下」，德宗對待臣下的態度是錯誤的，

而其失敗的關鑑則不懂得「推誠待下」。在另一次談話中孝宗再論

德宗：  

             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陸贄論諫諄複不已者，正欲德

宗知而行之。如魏徵於太宗，則語言不甚諄複。且德宗禍亂此何時

也。而與陸贄論事，皆是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當面反覆詰難

猶恐未盡，投機之會間不容髮，中人傳旨，差了多少事。朕每事以

太宗為法，以德宗為戒。73 

德宗與大臣陸贄論事時不願面對面，而由中使傳旨，在傳遞過   
                                                 
70 前引書，卷 26，頁 2085，淳熙五年十一月戊寅條 
71 同註 69 
72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以下簡稱《宋會要》）（新文豐出版公司，台北，民 65年），崇
儒 7之 15；亦見於《宋史全文》，卷 27下，頁 26，繫於淳熙十三年五月己卯條。按：《宋會
要輯稿》繫於淳熙九年四月，兩者時間差異甚大。 

73《宋史全文》，卷 27，頁 2186，淳熙十三年二月丙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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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原意往往受到扭曲而失真。孝宗頗不以為然，故以之為戒。

對前列所言德宗「不肯推誠待下」恰是一次具體的說明。同年三月

君臣之間又有一次討論德宗的對話，大臣蕭燧將德宗之愚與孝宗之

賢作了鮮明的對照。末了孝宗的結論是：「德宗不明，不能壓服臣

下，故當時藩鎮敢爾妄作。」74 

       （4）論唐文宗：淳熙五年（1178）六月，孝宗與宰相史浩論政。孝宗云：

「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朋黨難。』朕常嗤其言何至於此？

朋黨本不難去，若人主灼知賢否，所在惟賢是進，不肖是退，弗問

其他，則黨論自消。」75「漢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以至禍

亂。朕常歎之其患盡在人君之無學，所以聽納之不明也。」（同前註）

孝宗譏唐文宗「無學」，不知如何「進賢退不肖」，故而難以消弭朋

黨。言下之意，對於自己的施政用人頗為自負，沒有唐文宗的缺點。 

2.識人與用人 

    孝宗自有一套用人哲學，他心目中的理想宰相，應該是「須胸次大，乃能容

物。」76宰相與執政關係，「當和而不同」。77宰執論政時各抒己見，主張可以不同，

但相處應該和諧。理想的士大夫應該從讀書之中體悟「道」理，可惜當今士大夫

「能文者多，知『道』者少，故平時讀書不見於用。」（同前註） 

    孝宗的「識人」論，由一段對話（淳熙六年九月，1179）可知。 

            進呈徐存劄子陳乞宮觀。上曰：「徐存胸中狹隘，不耐官職。向因

輪對，嘗識其人，可與宮觀」。趙雄等奏曰：「陛下知人之明，過於堯舜。

臣下凡一經奏對者，輒知其為人，以一字褒貶，無不曲盡。」上曰：「立

功業，耐官職，須有才德福厚者能之。荀卿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

不如擇術。』朕每於臣下觀其形以知其命，聽其言以察其心，相形、論

心蓋兼用之。」78                                                                      
 

                                                 
74 參閱《宋會要》崇儒 7之 16 
75《宋史全文》，卷 26，頁 2078，淳熙五年五月庚子條；又《宋史‧葉衡傳》，卷 384，頁 11824，
亦有類似記載，但有小異，有：「朕嘗笑之」之語。 

76 前引書，卷 26，頁 2035，淳熙二年九月己亥條 
77《宋史‧周必大傳》，卷 391，頁 11969 
78《宋史全文》，卷 26，頁 2098，淳熙六年九月庚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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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每在臣子奏對之時，認真觀察臣子的言行舉止，「觀形知命，聽言察心」，

使臣子在孝宗眼裏無所遁形，由此可見其知人、識人的透澈。「觀形知命，聽言

察心」八字，便是孝宗的識人哲學。 

3.論為君之道 

    孝宗曾說：「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二句。人君豈不知，自是不能行。」（同註 73）我們從此言可以

推論，孝宗的自我期許極高，也正因如此，在他所定的高標準之下，自古以降的

君主大多不合要求。他的標準便是「知道且能行道」。所謂「道」者，便是「為

君之道」。歸納孝宗言行，大略可以得到下列四端： 

       （1）以自然循環喻治國：孝宗用自然界四時循環來譬喻治國，順著自然

循環施政治國，而不能違逆自然，否則便受其害，頗蘊含道家思想。

他說：「大抵治體不可有所偏正，如四時春生秋殺，乃可以成歲功。

若一於肅殺，則物有受其害者，亦猶獨治天下者文武並用，則為長

久之術，不可專於一也。」79他強調「文武並用」才是長久之術，

較之宋代開國以來「重文輕武」的國策高明。 

       （2）以中庸之道論賞罰：孝宗認為賞罰應該洽當。他說：「矯枉而過直，

則復歸於枉矣。故矯枉至於直可也，過於直不可也。猛本所以濟寬，

然過於猛則不可；蓋過於猛則人無所措手足，濟寬而過於猛，猶矯

枉而過其直也。惟立表亦然，所立正則影直，所立過中則影亦隨之。」

80矯枉不可過正，至於直即可；濟寬以猛，但不可過猛。這是很簡

單易懂的道理，孝宗用此謹守賞罰的分際，分寸拿捏適可而止，絕

不能過度。他說：「朕守此甚久，一賞一罰決不使之至於過。」（同

前註）宰相趙雄的解釋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舜事也。」此

即儒家的「中庸之道」。觀孝宗對臣子的賞罰處分，確能得到印證。

又進一步闡述心目中的「中道」，便是「適當」，適當乃合於中道。

對待臣下以理性，而非以「喜怒好惡」。 

中者，朕朝夕所常行，至官使人才，譬之置器。須置 

                                                 
79 前引書，卷 26，頁 2049，淳熙三年十月己卯條 
80 前引書，卷 26，頁 2101，淳熙六年十一月戊寅條 



 198 

24                       通識研究集刊  第五期 
                                                                      
 

得適當，乃合於中，若置之失宜，則非中矣。朕之於臣下，

初無喜怒好惡。（同前註） 

孝宗所言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故其賞罰乃「隨事而應，

不得不賞罰耳，初無毫髮之私也。」（同前註）「賞、罰」是人主的

「二柄」，使用得當可以充分發揮領導統御的效果，真正達到「以

德服人」的境界。從一個專制君主的立場而言，孝宗無疑是位仁君，

考其言行大體相合，他的確不會任意處罰大臣。他常守兩語：「愛

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故雖平日所甚親信，茍有過失，必面

戒之，而? 遠小臣，或有小善寸長，則稱獎不一。」（同前註）要

之，選拔適當人才，放在適當位置，給予適時、適當賞罰，這是合

於中道的，用人的最高境界。 

       （3）擇人才為治道之急：淳熙十一年（1184）十二月，孝宗論擇人，說

道：  

選擇人才，治道之急者。州郡若不得人，雖諄諄日降

詔令亦是徒然。卿等今後每遇一闕須是遍選，終竟有得。

81 

為治之道，重在擇人，慎選官吏，而州郡官員的選拔又是孝宗

特別重視的。若是選得適當，則中央下達地方的政策便可貫澈執

行，造福鄉里。因此格外需要慎選。在另一次與王淮對話中，特別

強調監司的重要並不亞於郡守：「天下全賴好監司，若得一好監司，

則守令皆好。」孝宗接著說：「先擇監司為要，若郡守亦當選擇得

尤好。卿等今後為朕除授監司須是留意。」82先得好監司，才會有

好郡守，監司的選拔更須留意。因此他又說：「近日來郡守亦勝如

已前，若是資序已到，其人不足以當監司郡守，則監司且作郡守，

郡守且作通判，亦何害？」（同前註）要之，得到好的地方官，中央

政策方能有效推動，否則一切都是枉然。 

他對監司、郡守的重視，不僅口說，更有具體的作法，「孝宗 

                                                 
81 前引書，卷 27，頁 2165，淳熙十一年十二月丁卯條 
82 同註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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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選德殿於御座後，作金漆大屏，分畫諸道，各列監司、郡守為

兩行，以黃簽標示，居官者職位、姓名，其背為華夷圖云。」83如

此可以隨時留意各郡守、監司的作為，而地方上郡守、監司也不敢

胡作非為了。還有一例：「進呈知州軍除目，上逐一問其人才如何。

至劉  知滁州，魏敏哲知濠州。上曰：『淮郡不可輕此二人，更契

勘。』」84孝宗重視地方官的遴選，絕不只是說說而已。 

（4）談治道當取其大要：觀察孝宗言行思想，合於現代管理學理論之要

旨。從下列文字可知： 

進呈司農寺已分委西倉糴事。上（孝宗）曰：「此等文

字便可自劄下，凡指揮須教人信而畏，若是玩瀆何補於事？

當取其大者、要者留意，至於小事，姑從闊略。如除授監

司、太守，卿等須當反覆留意。」上又曰：「少降指揮，不

唯事簡，又且人信，所謂一舉而兩得之。」85 

治國應掌握重要大事，小事可以「闊略」。這也符合現代所謂

「工作簡化」的原則。孝宗中的要務厥為「擇人才、正紀綱、明賞

罰」。其餘之事，則「不須多降指揮，徒見繁碎」86。但若為「除授

監司、太守」，便是大事，「卿等須當反覆留意」了。 

（三）朝政闕失 

孝宗堪稱「賢君」，史稱「⋯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
87但他終究只是「賢君」，而非聖人，故仍有若干值得檢討商榷的闕失。列舉如下： 

1.賞罰不明之失 

    茲舉一例： 

           （隆興二年，1164）先是，（湯）思退與王之望堅主和議，罷張浚兵

柄，（胡）銓爭之尤力，於是大臣皆不悅。遂命銓以本職措置浙西、淮 

        東海道。命下即趣行。時金寇將西，淮東郡邑皆望風退避，高郵守陳敏 

                                                 
83《朝野雜記》甲集，卷 5，頁 6 
84 同註 81 
85《宋史全文》，卷 27，頁 2190，淳熙十三年十一月甲寅條 
86 前引書，同頁，甲寅條 
87《宋史‧孝宗本紀》，卷 35，頁 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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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之謝陽湖，而大將李寶駐師江陰不肯援敏，銓檄寶出師，寶先取密詔

為自安計。銓劾奏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今寶逗留，視

敏弗救，若謝陽失守，大勢去矣。」寶懼，與敏犄角退敵兵，時大雪河

凍，銓親持鐵椎冰，士皆奮發。銓與尹穡同出使，穡使浙東，置家於安。

銓使江淮，蓋受敵之地，攜帑北行。言者併指為罪，與穡俱罷。88 

胡銓搏命演出，尹穡貪生怕死，兩人的功過表現差距如此之大，卻同遭罷黜，

孝宗顯然犯了賞罰不明之失。 

    淳熙中，王抃兼樞密都承旨，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籍，請各募三千人。

殿司因而捕捉市人充軍，號呼滿道，軍士乘機掠民財物。孝宗卻只歸罪於殿前指

揮使王友直，反而命抃權殿前司事。89此又是一個賞罰不明的例子。 

2.信任重用近習之臣 

孝宗重用近習，雖滿朝文武曾為此紛紛上奏大加撻伐，孝宗仍知迷不悟，幾

位近臣雖曾因此暫時遭到黜陟，卻長期受到孝宗眷顧。90淳熙五年（1178）九月，

曾覿以使相領京祠，王抃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甘?為入內押班，三人相與盤

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91 

《宋史全文》引＜大事記＞： 

            曾覿、龍大淵、王抃、甘?四人，憑恃恩寵，招權納賄，

然四凶之寡，不能以勝元凱之眾，故曾覿、龍大淵之始用事，雖劉度、

張震、胡沂、周必大、金安節，諸公爭之而未勝，而終以陳應求一言而

去。⋯曾覿復以俊卿一言而去，王抃以趙汝愚一言而去，甘?以朱熹一

言而去。於此見孝宗之英明，塵翳終不能以宰太清也。於此見乾、淳君

子之多，稂秀終不能以害嘉禾也。92 

                                                 
88《宋史全文》，卷 24，頁 1892 
89 參閱《宋史‧王抃傳》，卷 470，頁 13694 
90 關於曾覿、龍大淵之受寵，及遭受朝臣批評，《朝野雜記》乙集，卷 6，頁 7-8，＜曾覿＞條有
詳述，諫議大夫劉度首先發難，論曾、龍二人，孝宗非但未予接納，反將二人升職。之後中
書舍人張震、殿中侍御史胡沂、給事中金安節、周必大、參政張燾、侍御史周操、王十朋、
右正言龔茂良、著作郎劉夙相繼上章彈劾，均無效果。雖說近臣之重用背後實有高宗的影子，
故《矩山存稿》有孝宗曾感嘆「為家老子，誤我不少」之語。但若將孝宗長期重用近臣的責
任，完全推給高宗，恐怕難以令人信服。 

   參閱＜正色立朝的賢相‧陳俊卿＞，頁 128、150 
91《宋史全文》，卷 26，頁 2082，淳熙五年九月壬申條；《宋史‧甘? 傳》，卷469，頁 13673 
92 前引書，同卷，頁 2083，淳熙五年九月壬申條，引＜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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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正對孝宗之評論過諛了。雖然最後「四凶」先後被逐，終究是曾經受到孝

宗重用，「憑恃恩寵，招權納賄」之事實已造成對朝廷的傷害，其中固然有來自

於太上皇的壓力，但需要眾臣一再上疏論劾，才遭罷黜，這是孝宗用人、識人方

面的瑕疵。 

    乾道六年（1170）陳俊卿罷左相，去職之前，曾有一段與孝宗的對話。 

俊卿曰：「前此陛下出（曾）覿及（龍）大淵，中外無不歎仰盛德，

今外間竊議以謂覿必復來，願陛下捐私恩，以伸公議。」上稱善久之。

俊卿既去，覿復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有敢

言者矣。93 

對於陳俊卿臨去職之前，如此再三叮嚀的凱切言詞，孝宗僅以表面回應「稱

善久之」。但回過頭來卻予近臣加官進爵，甚至躋身保、傅的待遇，孝宗這種表

面敷衍實則陽奉陰違的作法，恐令真正有心為國的臣子感到遺憾與失望吧！這不

應全都歸咎於高宗的壓力，孝宗本人亦須負責。 

    任用近臣的結果，除了這些受寵近臣招權納賄外，還造成「御前多行白劄子，

率用左右私人齎送。」（同註 92）其影響是「或失時機，即便施行，則真偽不分，

豈不誤事？況祇稟文字，只付差來人，或令回申元承受處到之與否，不可得知，

此於事體尤為非便。（陳俊卿言）」（同前註）君主威信乃至朝政的正常運作，亦大

受影響。又如劉珙在淳熙五年病重時遺表中所言： 

            今以腹心耳目寄此曹，故士大夫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饑其

軍，牧守倚之以賊其民，朝綱（疑漏字）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

皆在，是願亟加以擯退，以幸天下。94 

其次，還有一現象，「廷臣多以中批斥去」，「臣下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

知獲罪之由以為戒。今譖毀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得伸，善

類喪氣，非盛世事也。（李彥穎於淳熙初年之言）」95若以今日用語便是「黑箱作

業」，孝宗任用近臣掌握人事，對朝臣士氣造成沉重打擊。陳俊卿上奏時為淳熙 

五年（1178）九月，孝宗當即有所醒悟，便降手札，「獎諭愧謝之言」96，而劉珙 

                                                 
93《中興聖政》卷，48，頁 10；乾道六年五月 
94《宋史全文》，卷 26，頁 2087，淳熙五年十二月 
95《宋史‧李彥穎傳》，卷 386，頁 11866 
96 同註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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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年十二月上遺表時，仍然提到近習之事，顯然孝宗只是敷衍俊卿，事實並未

改變。 

淳熙七年（1180）四月，朱熹時任知南康軍亦上疏亟論重用近臣之不當，言

辭極為激切： 

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

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

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

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

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

貨賄。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

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

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議者，乃

略能驚逐其黨徒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

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

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

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

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復，宗廟之讎又何時

而可雪邪？」97 

近臣之重用，君主之權威被侵奪，朝廷綱紀亦漸次腐壞，整個朝廷逐漸受到

侵蝕，影響之大，不容小覷。儘管朱熹之言如此慷慨激昂，孝宗並未因此停止重

用近臣。故淳熙八年（1181）朱熹入對，復論近習：「士大夫之進退有時，而近

習之從容無間。」「近習便嬖側媚之態」，「足以蠱心志」。98而孝宗依然故我。 

雖曰重用近習，頗受高宗影響所致，然孝宗本人也不能辭其咎。試看： 

            時（王）抃與曾覿、甘?相結，恃恩專恣，其門如市。著作郎胡晉

臣嘗論近習怙權，帝令執政趙雄詢其人，雄憚抃等，乃令晉臣捨抃等， 

指其位卑者數人以對，晉臣竟外補。校書郎鄭鑑、宗正丞袁樞因轉對，  

 

                                                 
97《宋史全文》，卷 26，頁 2110，淳熙七年四月癸卯條；《勉齋集》，卷 36，＜朱子行狀＞，頁

9~10 
98 前引書，卷 27上，頁 11，淳熙八年十一月；《勉齋集》，卷 36，＜朱子行狀＞，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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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帝言之，帝猶未之覺也。99 

吏部侍郎趙汝愚甚至上疏說：「今將帥之權盡歸王抃矣。」（同前註）平日遇

事明敏的孝宗皇帝，為何碰到「近習」便遲鈍了呢？雖然（甘）?乃「德壽宮所

薦，謂有才耳。」（《宋史‧甘? 傳》），如孝宗能適時知奸，總能想辦法加以處置，

故如此說詞實難自圓其說。 

        知閤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張）栻草疏極諫不可，且上朝堂，質問宰

相虞允文：「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

又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

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張說的人事令方才打消。然而

宰相陰附張說，明年出栻知袁州，重申張說前命。100 

乾道八年（1172）二月，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周必

大上奏：「昨舉朝以為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復出。

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孝宗批道：「王曮疾速譔入。濟、必大予

宮觀，日下出國門。」於是濟除溫州，必大知建寧府。101孝宗並未因群臣反對而

改變其初衷，只是暫緩而已。 

3.不能容忍諍言 

    雖然孝宗頗有接受臣子批評與建議的雅量，可是從史料中卻也發現不少反面

的例證。 

    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等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奏。（楊）萬

里上疏力詆，主張張浚當預，且批評洪邁此舉無異指鹿為馬。孝宗覽疏不悅，說： 

「萬里以朕為何如主！」 

                                                 
99《宋史‧王抃傳》，卷 470，頁 13694；另《宋史‧甘ㄅ一ㄢˋ傳》，卷 469，頁 13673，也說：
「時曾覿以使弼領京祠，王抃以知閣門兼樞密都承旨，ㄅ一ㄢˋ為入內押班，相與盤結，士
大  夫無恥者爭附之。」 

100《宋史‧張栻傳》，卷 429，頁 12773；亦見《中興聖政》，卷 50，頁 8；據《宋史‧張說傳》，
卷 470，頁 13692，載：「（乾道）八年二月，（說）復自安遠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簽書樞密
院事。」又《宋史‧宰輔表》，卷 213，頁 5579，顯示：張說於乾道九年正月同知樞密院事，
同年十月知樞密院事，至淳熙元年七月罷，實任執政一年半。（按：《宋史‧宰輔表》漏列張
說復簽書樞密院事時間「乾道八年二月」。）張說非但未因群臣攻擊而下檯，反而於次年復拜
簽書，並節節高昇。「中外諠譁，說竟以謫死」二句，過分簡略，容易讓人誤解。據《宋史‧
張說傳》，卷 470，頁 13693：張說罷職係因孝宗「廉知說欺罔數事，命侍御史范仲芑究之」，
而罷為太尉。諫官湯邦彥「又劾其姦贓，乃降為明州觀察使，責居撫州。」七年，卒于湖州。 

101《宋史‧周必大傳》，卷 391，頁 1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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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以直秘閣出知筠州。102淳熙七年夏，大旱，孝宗下詔求直言，朱熹應詔

上封事，是為「庚子封事」，計三千餘言，其中提到： 

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

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

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

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所惡則密行訾

毀，⋯所盜者皆陛下之財，⋯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名為陛下獨斷，而

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

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103 

據《朝野雜記》記載：「上（孝宗）每與大臣言之，輒動容變色。丞相因從

容言于上曰：『欺世盜名，陛下惡之是也。雖然，上疾之愈甚，則下譽之愈眾。

以天子之貴，而切切焉反與之角，若惟恐不能勝者，無乃適所以高之乎！不若因

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自露，謬偽自乖，虛名敗矣！何必仰勞聖慮，

若擯而不用，則徒令以不遇藉口耳。』上以為然。」104孝宗每與大臣對話動輒色

變，似與許多文獻所顯示的寬容大度，察納雅言頗有出入，還須宰相趙雄盡心紓

解，方使孝宗心頭塊壘釋然。以上數例，都說明孝宗其實也有無法容納臣子諍言

的時候，他同樣會發怒，會受自己的情緒左右，而處分官員。 

            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周）必大奏曰：「昨

舉朝以為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

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孝宗）批：「王曮疾速譔入。濟、

必大予宮觀，日下出國門。」（同註 101） 
必大之言，代表多數朝臣意見，孝宗竟不顧輿論反對，一意孤行，且立即將

兩臣遣出國門。還有一事，亦見孝宗有時氣量並不大。 

            公（汪應辰）以忠言直道，受知壽皇。自蜀還，為天官兼學士，嚮

柄用矣。近習多不悅之，朝夕伺間。一日內宿，召對。天顏甚喜，曰：

「欲與卿欸語。」方命坐賜茶。汪奏：「臣適有白事。上欣然問何事？」

時德壽宮建房廊於市廛，董役者不識事體，凡門闔輒題德壽宮字，下至 

                                                 
102《宋史‧楊萬里傳》，卷 433，頁 12868 
103《宋史‧朱熹傳》，卷 429，頁 12753~12754 
104《朝野雜記》，乙集，卷 8，頁 446，＜晦庵先生非素隱＞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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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巷廁溷皆然。汪以為非所以示四方，袖出劄子極言之。且：「陛下方

以下養，有司無狀褻慢如此，下後世，將以陛下為薄於奉親，而使之規

規然營間架之利，為聖孝之累不小。」上事德壽謹，汪言頗過激，聞之

變色曰：「朕雖不孝，殆未至是。」汪曰：「臣愛陛下至切，不欲使陛下

負此名，故及此。」上終不懌。奏畢請退，上頷之，不復賜坐，自是眷

顧頗衰。會德壽宮市蜀燈籠錦，詔求之不獲。他日，上詣宮言其故，太

上曰：「比已得之。」上問所從來。曰：「汪應辰家物也。」上還，即詔

應辰與郡。蓋近習揣上意，因事中傷一作之。君臣之際難矣！105 

從上文可得以下幾點： 

a. 汪應辰所奏，出於一片赤忠善意，孝宗非但不能體會，反生誤解，

完全無法接受。顯示孝宗對於諍言的接納是有選擇性的。不僅應辰

所受眷顧從此不再，且孝宗對於此事鯁鯁在心，他日應辰復遭近習

中傷，前後二事併發，因而補外。 

b. 近習小人，一旦得罪，便想盡辦法報復，應辰便是受害者，如此之

例應不算少，對於朝政頗有不良影響。 

c.「德壽宮市蜀燈籠錦」一事，宋史載為「水銀」，兩者頗有出入。（參

閱《宋史‧汪應辰傳》） 

   或者，孝宗對臣僚諫言的態度，應該放在整個南宋史裏去看，孝宗在南宋諸

帝之中的表現算是最好的一個。處理朝臣的言論問題，他的作法雖已較其他皇帝

開明得多，但基本上並未超脫宋代君主的一貫作風。劉子健先生在＜南宋君主和

言官＞一文便提到周必大雖受孝宗賞識，仍舉出二例，因言事而離開中央。一是

隆興元年（1163）攻擊近習曾覿、龍大淵，無效而去。一是乾道八年（1172）又

因反對外戚張說，稱疾而歸。106 

再舉一個孝宗因小事動怒，而將官員貶謫之例。 

            壽皇議遣湯鵬舉使虜。沈詹事樞在同列間發一語，操吳音曰：「官

家好獃。」此語遂達于上。大怒，差四從官審責沈，曾與不曾有此語。 

                                                 
105 宋‧周密撰：《齊東野語》（《叢書集成新編》，第 84冊，新文豐文化公司，台北，民 74年），
卷 1，頁 11，＜汪端明＞條 

106 劉子健著：＜南宋君主和言官＞（收在《兩宋史研究彙編》，聯經出版社，台北，民 76年），
頁 17；文中引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集》，卷首，（一八四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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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云：「臣有此語。」即日謫筠州。107 

孝宗的整體表現，贏得宋史「聰明英毅」的美譽，然其用人施政上仍有不少

缺失，值得檢討。比如楊萬里於乾道初作＜千慮策＞108，上奏朝廷。便直率的批

評朝廷腐敗無能，並提出一套振興國家的方針。他大膽批評孝宗經符離之敗後，

（1）他提到：「前日之勇一變而為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為鈍」。把孝宗在位前後

作比較，以往的勇被怯所取代，以往的銳也被消磨變鈍了。（2）其次尖銳批評朝

廷的對金之策略「蓋亦不出於『應』而已」，應就是消極應付，他主張「守而取」，

就是要牢固防守的前提下，待機進取。（3）提醒孝宗要注意愛護人才，皇帝左右

的讒人設計「千機百阱」來坑陷人才，而「為人主者奈何恬而不察，察而不懮耶？

此臣所以流涕而深言之。」（4）揭露中下階層官吏種種惡劣行徑，以各種苛稅名

目壓榨人民，「民何以堪？」因此人民「怒而不泄者，惟無發也，一發則必極於

大亂而不可止。」（5）他竭力主張裁減冗官、取消祠官、嚴懲贓吏、改革選法。 

楊萬里特別注意現實政治制度中的弊病，上至孝宗，下至將相官吏都遭到有

力的揭露和批評。109淳熙十四年（1187）楊萬里任秘書少監，七月孝宗因乾旱下

詔求言，楊即上疏對皇帝聚斂殘民、縱容內監、剛愎拒諫、賞罰不公等闕政，提

出直率批評，還舉許多例子。在＜旱暵應詔上疏＞中道： 

            小民絲粟十百之逋，官捕而笞之，繫之，鞭血流地，陛下不得而見

也，號呼澈天，陛下不得而聞也，然則財之在官者豈可妄用哉。如往歲

之雪寒，如邇日之火災，陛下皆發帑藏以賜軍民，誰不悅服者？至於史

浩之賜金，至以千計焉，夏侯恪之賜錢以買宅至以萬計焉，途之人皆曰：

「此民之膏血也，是二人者何功而得此也？」110 

萬里赤裸裸的道出許多地方實施猛於虎的苛政，而朝廷不察。賞賜大臣動輒

巨萬，而與先前標榜的尊重體制又有相互矛盾之處了。 

     

 
 

                                                 
107《貴耳集》，卷上，頁 8下 
108 宋‧楊萬里撰：《誠齋集》（四部叢刊本，第 55冊），卷 88~90＜千慮策＞；分為君道、國勢、
治原、人才、論相、論將、論兵、馭吏、選法、刑法、冗官、民政等三十六篇。 

109 參閱周啟成著：《楊萬里和誠齋體》（萬卷樓圖書公司，民 82年 4月初版），頁 30-33 
110《誠齋集》，卷 62，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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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沈清臣、朱熹，或上章、或奏對，於朝政作出嚴厲批評，反映孝宗朝之

缺失尚多，亟待改進。111 

 
參、王淮的仕宦與為人 
 
（一）身世與早期經歷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其祖先出於太原，五代時期為避戰禍遷至婺州之

鳳林，後徙金華。曾祖本，祖父登，官承議郎、湘潭知縣。二伯師心官至吏部尚

書、顯謨閣學士。父師德官宣義郎，翰林學士何溥曾為其撰寫墓誌銘。 

淮生於靖康元年六月（1126），出生之後半年，開封城破，徽、欽二帝被俘，

北宋滅亡。南宋繼起，幸而王淮家鄉未受波及。淮「自幼警敏，寡笑與言，表和

裏正」112，年二十登紹興十五年（1145）進士，為台州臨海縣尉。郡守蕭振便見

他器識不凡，辟為幕僚，「郡事多委公裁決」極為倚重。113 

自紹興二十三年至三十年（1153~1160），七年間遍歷國子監書庫官、主管吏

部架閣文字、樞密院編修、秘書省校書郎等官職，仕宦經歷極為豐富。兼吳王、

益王府教授期間，「屏遠人事，益讀未見書，假休亦入，抵暮始歸。」（同前註）

可見其讀書之勤，用功之深。他先後獲得湯鵬舉、朱倬等人的薦舉，也曾受到史

浩、虞允文、陳俊卿、劉珙等名臣的雅相器重，說明王淮歷任官職表現傑出，方

能得到眾臣青睞。 

在朱倬的推薦下，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保祿，執

政以緘默為智，引去為高，願陛下匡正朝廷，以正百官，禮遇大臣勿假以權，刑

賞黜陟專于上，使號令齊一，官吏久任，則其他將不革自去。」（同前註）對朝政

的批評與建言深受高宗嘉納。宰相湯思退、吏部侍郎沈介、宰士方師尹、大將劉 
 

                                                 
111 有關沈清臣之奏章，參閱《宋史全文》，卷 27，頁 2206，淳熙十五年五月；陸心源輯：《宋史
翼‧沈清臣傳》，（鼎文書局，台北），卷 14，頁 161。沈清臣於淳熙十五年五月輪對。針對孝
宗即位以來所任宰相多有批評。有關朱熹於淳熙七年四月之奏疏，參閱《宋史全文》，卷 26
下，頁 42-44；淳熙八年十一月，朱熹入對，參閱《宋史全文》，卷 27上，頁 11。朱熹之批
判更是全方位的。 

112《誠齋集》，卷 120，＜左丞相魯國王公神道碑＞，頁 21 
113 宋‧樓鑰撰：《攻媿集》，（《叢書集成新編》，第 64冊，新文豐出版公司，台北，民 74），卷

87，＜魯國公致仕贈太師王公行狀＞， 頁 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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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等全遭其論罷。114展現其「遇事必言，言之必盡」的處事態度，稱得上是「克

盡厥責」。其關心的議題相當寬廣，舉凡「兩淮之互市」、「七閩之鬻鹽」、「諸道

之預買折帛」、「淮漕之奪民榷酤」115等，鹽、酒、折帛、通商，以及攸關民生的

各種弊端，均加奏除。 

          時高宗更化之初，興滯補弊，公（王淮）所言無非經綸要務，嘗謂

道揆正於上，則法守明於下。乃者，用是之臣，持己私以專國柄，四方

奏請，有送部當看詳措置之類，當處以無心，總要聽成以詔廢置而已。

今乃⋯⋯ 變舊章而惑觀聽，有司失其守而名實亂矣。欲望明詔大臣令

各以成法來上，盡去宿弊，或依違遷就，則坐以違制。116 

   王淮的表現令高宗激賞，留下深刻印象，故樓鑰說：「此實公之相業也，眷遇

日隆，且將大用。」（同前註）此處埋下日後大受重用的伏筆。 

    隆興元年（1163），王淮任福建轉運副使，「除科鹽之宿弊，洗滯訟之冤枉，

治最上聞。」曾上奏自治之策：「治內有三：曰正心術，曰寶慈儉，曰去壅蔽；

治外有四：曰固封守、曰選將帥、曰明賞罰、曰儲才用。」孝宗「賞歎」，並且

說：「卿居言責，有補治體。」（同前註）凡此，顯示王淮無虧職守，不僅獲得高宗

青睞，孝宗也親見其作為，加以讚賞。不久除秘書少監，才不過一個月，又兼恭

王府直講，再兼國史院編修官。此時，執政錢端禮欲「私謁於公（王淮）」，為淮

所拒，得罪了端禮。（同註 115）適值恭王生子，淮建議宰相：「乞討論典禮。」錢

端禮乘機進讒：「淮有年鈞以長之說。」孝宗道：「是何言也，豈不啟邪心？」117 

                                                 
114 參考《宋史‧王淮傳》，卷 396，頁 12070；《誠齋集》，卷 120，頁 21；《攻媿集》，卷 87，頁

1178等三種史料。獨宋史有「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盜名」，《誠齋集》，《攻媿集》均無記載。
查《宋史翼‧沈介傳》，卷 12，頁 7，在吏部侍郎任內，於紹興三十一年正月，上封事論備敵
之策，「… 論及劉寶手握兵柄至二十年，志得氣盈，傲視朝廷。 … 」沈介任吏部侍郎時並未遭
劾罷。三十二年知永州。乾道四年知信州，移潭州。去官之日，老稚扶攜隨行十餘里。此類
官吏應不致「欺世盜名」。《宋史‧王淮傳》資料不知其來源，顯然有誤。又《誠齋集》，卷
120，頁 21載：「吉州守魏安行虛增鬻公田之估，皆奏免。」《攻媿集》、《宋史‧王淮傳》均
未載。證諸宋‧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中文出版社，台北，民 72），卷 188，頁 8，
確有其事：「右正言王淮言：『… 蓋其始作俑，倡為欺罔者，魏安行其人也。安行初守滁州，
嘗以墾田數千頃邀賞于朝矣。就加覈實，輒復不然，其為戶部郎，嘗獻營田之策矣。試之維
揚，蔑聞成效，徒以口舌，僥倖得官。今又持節江東傲誕自如，恬不為怪，望錄其前後欺罔
之罪，特賜罷黜。… 』詔安行罷江南東路轉運副使，餘從之。安行在江東急於受賞，督迫州
縣鬻田甚峻。… 已而安行罷去，民卒得寬全。」 

115 參閱《誠齋集》，卷 120，頁 21 
116《攻媿集》，卷 87，頁 1178 
117《宋史‧王淮傳》，卷 396，頁 1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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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禮見縫插針發生效果，使淮出知江州。早在孝宗即位以前，孝宗以下的皇位繼

承權已經展開。孝宗在藩邸時，郭氏生四子，依序為鄧王?、慶王愷、恭王惇，

四子早么。乾道元年四月，恭王夫人李氏生子，六月，鄧王夫人錢氏亦生子，於

是發生「皇長嫡孫」之位的爭奪戰。結果恭王及其王府直講王淮、留正失敗；孝

宗及錢氏父親參知政事錢端禮、虞允文支持鄧王。錢端禮乘機排擠王淮，論其「傾

邪不正，有違禮經」，乃罷外官。118 

乾道四年（1168），改知建寧府，以節儉寬和理政，頗有績效，當地北溪湍

急，淮建造石橋，造福當地百姓，人民為立生祠。119六年，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

公事，任內有數十年不決的訟案均得到公平審理。入朝奏陳閩中利病等四事，孝

宗嘉獎。命皇太子以師儒之尊加以拜禮。根據《宋會要》記載，淮曾任提舉河渠

公事，於八年六月上奏，論姑蘇一帶江流形勢平緩，易生潦水之患。沿江有青龍

港、許浦、白茆、琴川、百家涇等，沙石填壅的結果，使「舟行則膠流，集必遏」。

今許浦水軍屯駐於此，建議主將命卒伍沿許浦一帶「疏而通之，浚而深之，使江

海之流相接。」不僅浙西之民可無水潦之患，亦為駐軍之利。此言引起重視，鎮

江兵馬鈐轄王澈、平江知府均提出意見，因所需規模太大而止。120 

自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至次年七月，轉官速度驚人，可謂平步青雲，短

短年餘，九次升遷，加官封爵。十一月，太常少卿。十二月，兼權中書舍人。九

年（1173）閏正月，兼權吏部侍郎。二月，兼太子左庶子。四月，兼權直學士院。

七月，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九月，兼侍講。十二月，兼太子詹事，轉左

朝請郎，封東陽縣開國南食邑三百戶。一年數任，顯然倍受孝宗青睞與睠寵。 

    淳熙二年（1175）閏九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次年八月，同知樞密院事，五

年（1178）三月，知樞密院事，十月，進樞密使。至八年（1181）九月拜相，仍

兼樞密使。故王淮在樞密院，扣除參知政事十個月（淳熙四年六月至五年三月，

1177~1178）前後長達六年。任職樞密期間，充分展現其軍事才幹。孝宗曾對錢

良臣（簽書樞密院事）言道： 

        向來大臣不知兵，所以用兵多無成功。今卿等究心軍務，朕復何憂？121 

                                                 
118 參考《宋史‧王淮傳》，卷 396，頁 12070；《宋史‧錢端禮傳》，卷 385，頁 11831 
119 參閱《攻媿集》，卷 87，頁 5；《誠齋集》，卷 120，頁 22 
120 參閱《宋會要》，頁 4935/3~4936/3 
121《攻媿集》，卷 87，頁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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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良臣曾轉告王淮郭棣之言：「蒙宣諭：王樞使在西府數年不曾錯了一事。」（同

前註）王淮處理軍事的能力極佳，也贏得孝宗的信心。淳熙八年（1181）八月拜

右丞相兼樞密使，次年九月升左丞相，直到十五年（1188）五月罷相，任相達六

年九月。為孝宗朝任期最長的宰相。 

（二）政績 

1.舉薦人才：王淮以用人為己任，差除官吏相當謹慎。曾說：「臣于人物，恐不

能盡記，自有手記，有繙閱十餘過而不得其人者，何敢輕也。」（《攻

媿集》，卷 87，頁 1184）故「用人」為其政績中之首要。綜合相關

史料，其所薦人才共七十三位，有文臣、有武將。所推薦時間自紹

興三十年（1160）至淳熙九年（1182），前後二十餘年。雖然余先

生認為他在拜相後所薦舉之人，只是表面上為了捐除朋黨派系之別

而有的舉動。122但他畢竟是為國舉才，姑不論被舉薦者未來平步青

雲成為名宦，或是表現汎汎籍籍無名，總之，為被薦舉者提供一個

入仕或受到重用的機會，算得上是王淮的一樁貢獻，不必完全抹

殺。且孝宗曾說：「今中外得人，前所未有，復見古風矣。」楊萬

里說：「故淳熙人物之盛，至今以為美談。」123即或稍有過譽，但

絕非無中生有。所薦舉人才表列如下： 

 

 

 

                                                 
122《朱熹的歷史世界》上篇，頁 474，引《宋史‧楊萬里傳》，卷 433，頁 12868：「王淮為相，
一日問（楊萬里）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為才？』即疏朱熹、袁
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這是王淮初上任之事，故有「宰相先務者何事？」之
問。此事與不去蜀士密相聯繫，構成他整體策略的一部分，以建立他的權位基礎。一方面表
示廣攬人才，決不結黨；另一方面則是向各方勢力表示他的開放性，以求爭取廣泛的支持。
筆者佩服余氏論史見解如此深入透澈，真正發揮「史識」。但若凡事過分強調「動機論」，是
否流於偏執？據楊萬里撰：《淳熙薦士錄》，頁 4473，載：「淳熙乙巳（十二年），誠齋（楊萬
里）為吏部郎中，時王季海為丞相，一日丞相問誠齋云：『宰相何最急先務？』誠齋答：『薦
士為先。』因呈薦士錄。」（《函海》，第八函，仿萬卷樓原本，宏業書局印行）淳熙乙巳年距
王淮拜右相已三年餘，應該不是「初上任」之時，與《朱熹的歷史世界》所言頗有出入。在
《淳熙薦士錄》中臚列名單有朱熹等共六十名。而實際列入王淮推薦名單（據《誠齋集》所
載）者僅有：朱熹、鄭僑、蔡戡、京鏜、劉清之等五人。 

123《誠齋集》，卷 120，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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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王淮薦用人才一覽表     
被薦者姓名 受推薦時間  受推薦原因 

及所薦官職 

王淮舉薦 

時之職稱 

受薦者未來最高官職或重要事

蹟 

陳輝、王傳 

 

紹興三十年

（1160，約） 

薦為郡 

 

右正言 

 

陳輝兩浙轉運使兼權知臨安府
124；王傳不詳 

鄭伯熊、李

燾、 

程叔達 

淳熙二年

（1175） 

 

以文學行誼薦 

 

翰林學士、

知制誥 

 

鄭伯熊官終直龍圖閣、知甯國府
125；李燾累官禮部侍郎、敷文閣

學士；程叔達累官華文閣直學士

126 

李塾 淳熙二年閏九

月 

堪應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科 

翰林學士

（與兵部侍

郎兼直學士

院周必大）

共舉 

 

吳拱、郭田、

張宣才 

淳熙二年 

 

薦蜀帥吳拱才可登

用 

郭田、張宣才堪為帥  

簽書樞密院

事 

 

吳拱利州路安撫使、知興元府；

郭田、張宣才不詳 

王淑簡 淳熙八年

（1181） 

淮力薦其文行，用為

博士。 

右丞相兼樞

密使 

博士 

蕭燧 淳熙八年 淮薦名儒蕭燧代王

抃為樞密都承旨（一

說待制） 

右丞相兼樞

密使 

參知政事 

留正 淳熙八年 薦為蜀帥 右丞相兼樞

密使 

光宗時宰相 

劉國瑞、李昌

國、 

趙汝愚、張

杓、 

淳熙八年 

 

薦劉國瑞可風憲、李

昌國（圖）可判曹、

趙汝愚可閩帥、張杓

可畿漕。 

 

右丞相兼樞

密使 

 

劉國瑞不詳；李昌國（圖）工部

侍郎；趙汝愚宰相；張杓端明殿

學士、知建康府 

                           

                                                 
124 元‧潛說友撰：《咸淳臨安志》（《四庫全書珍本》十一集，商務印書館，台北，1981），卷 47，
頁 12：「隆興元年六月二日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兼權知臨安府。七月三日，
除直敷文閣。二年四月四日，改知建寧府，又改知湖州。」 

125《宋史翼》，卷 13，頁 6下 
126《誠齋集》，卷 125，＜程叔達墓誌銘＞，頁 1；亦見《新安文獻志》（明弘治十年原刊本），卷

82，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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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克家 淳熙九年

（1182） 

梁克家久外，淮誦言

其賢，拜右丞相 

右丞相兼樞

密使 

右丞相 

李椿、朱熹127 淳熙九年 謂李椿之老成、朱熹

之練達，可以寄民命

（《攻媿集》謂知南

康）。 

左丞相 李椿帥長沙，知南康，官至吏部

侍郎、敷文閣直學士；朱熹浙東

常平使者（浙東提舉） 

鄭丙、芮輝 淳熙九年 

 

鄭丙之剛正、芮輝之

文學，可以侍經幄。 

左丞相 

 

鄭丙為天官； 

芮輝為侍講 

余端禮、曾逮 余端禮之精密、曾逮

之風力，可使充民

曹。 

余端禮寧宗時官至知樞密院事

兼參知政事；曾逮戶部、刑部侍

郎、敷文閣待制  

葛邲、熊克128 

 

淳熙九年 

 

葛邲之行誼、熊克之

文詞，可使登法從。 

 

 

 

 

左丞相 

 

葛邲紹熙中拜左丞相； 

熊克以薦直學士院，後出知台州 

                                                 
127《朱熹的歷史世界》稱王淮於淳熙七年八月薦朱熹為兩浙東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是別有用心。
實則，同年三月已除此職在先，待次。參閱宋‧黃榦撰：《勉齋集》，（《四庫全書珍本》二集，
商務印書館，台北，民 60年）卷 36，＜朱子行狀＞，頁 10，閏三月乃去郡東歸。七月除直
秘閣，三辭。故余先生對王淮已生偏見。 

128 據《齊東野語》，卷 8，頁 101，謂：「熊克字子復，博學有文。王季海守富沙日，漕使開宴，
命子復譔樂語，季海讀之稱善，詢司謁者曰：『新任某州熊教授也。』自此甚見前席。… .及
改秩作邑滿，造朝謁光範。季海時為元樞，詢子復曰：『近亦有著述乎？』子復以兩編獻。一
日後殿奏事畢，阜陵從容曰：『卿見近日有作四六者乎？』時學士院闕官，上不訪之趙丞相而
訪之季海，於是以陸務觀等數人對。上云：『朕自知之。今欲得在下僚未知名者爾。』季海遂
及子復姓名。上云：『此人有近作可進來。』季海退，以所獻繳入。翌日，上謂季海曰：『熊
克之文，朕嘗觀之，可喜。蓋欲置之三館兼翰苑也。』季海奏云：『如此恐太驟，不如且除院
轄，徐召試，使克文聲著於士大夫間，則人無間言。』阜陵然之，遂除提轄文思院。他日，
趙丞相進擬。上曰：『朕自有人。』趙問：『何人？』上曰：『熊克。』又曰：『陛下何以知之？』
曰：『朕嘗見其文字。』又問：『陛下何從得其文字？此必有近習為道地者。』上曰：『不然，
季海雖知由己所薦，以上既不言，亦不敢泄。』而趙終疑之。 … .」此文字正可證明《誠齋集》
所言王淮舉薦人才非假。其次，透露孝宗此時較為信任王淮重於趙雄。而《宋史‧熊克傳》，
卷 445，頁 13143，謂：「嘗以文獻曾覿，覿持白于孝宗，孝宗喜之，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
宰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苑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眾論，請自朝廷召
試，然後用之。』上曰：『善。』乃以為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兩段文字差距頗大，尚
待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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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鏜、謝深甫、

鄭僑、何澹、袁

說友、呂祖謙、

尤袤、謝諤、閻

蒼舒、羅點、范

仲藝、洪邁、沈

揆、陸游、倪

思、莫叔光、宇

文介（价）、謝

師稷、王正己、

趙思、趙汝誼、

何萬、鄧驛、陸

九淵、劉? 、趙

鞏、詹亢宗、吳

燠、陳仲諤、詹

騤、周頡、黃

黼、蔡戡、.林

枅、李璧、.鄭

鍔、趙彥中、.

豐誼、詹儀之、

方有開 

.  

 

淮言儒學政事之臣，

如：（人名略）皆一時

之選 

（淮拔其尤。如：羅

點、陸九淵、彭仲剛、

劉清之，並與職事

官；《攻媿集》） 

（上令先及侍從薦舉

人。淮拔其尤。如：

莫叔光、趙鞏除刪定

官。《攻媿集》） 

 

 

 

京鏜慶元中拜左丞相；謝深甫慶

元中拜右丞相；鄭僑寧宗朝拜知

樞密院事 

；何澹寧宗拜知樞密院事；袁說

友嘉泰官至參知政事；呂祖謙官

至秘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尤袤

官至禮部尚書 

；謝諤官至御史中丞；閻蒼舒官

終龍圖閣待制知潼川府；羅點官

拜簽書樞密院事；范仲藝官至龍

圖閣直學士 

；洪邁官至端明殿學士致仕；沈

揆官終禮部侍郎；陸游寶章閣待

制；倪思官歷禮部尚書；莫叔光

官吏部侍郎兼秘書監（一說刪定

官）；宇文介官起居舍人知襄陽

府；謝師稷官至集英殿修撰知平

江府；王正己官太府卿，以秘閣

修撰致仕；.趙思官中大夫；趙汝

誼不詳；何萬官著作郎；鄧驛歷

官左司諫、集英殿修撰知泉州；

陸九淵官知荊門軍；劉? 官至寶

謨閣直學士；趙鞏官秘閣修撰（一

說刪定官）；詹亢宗官著作佐郎；

吳燠官起居郎；陳仲諤官不詳；

詹騤官至龍圖閣學士知寧國府；

周頡官福建轉運使；黃黼官侍御

史；蔡戡官淮西總領；林枅歷官

知信州、江西運判；李璧官參知

政事；鄭鍔官屯田郎；趙彥中官

權直學士院；豐誼官戶部郎、湖

南運判；詹儀之官吏部侍郎、知

靜江府；方有開官至戶部侍郎 

 
 



 214 

40                       通識研究集刊  第五期 
                                                                      
 
 
李處全、錢象

祖 

淳熙九年 

 

淮薦李處全、錢象祖

為郡守 

（淮為閩漕時，侍御

史李處全嘗論淮，召

命。至是淮奏起知處

州。《攻媿集》） 

 

左丞相 

 

李處全官至朝請大夫、郡守（一

說知處州）；錢象祖官至左丞相 

 

周極  周極有才，人多議其

輕，公言跅弛之士，

緩急能出死力，上遂

用為郡守。 

左丞相 郡守 

辛棄疾129  辛棄疾有功，而人多

言其難駕御，淮言：

「此等緩急有用。」

上即畀祠官。 

左丞相  

周嗣武 淳熙八年

（約） 

 

版曹闕貳，俾淮擇

才，因薦曾逮、周嗣

武 

右丞相 

 

周嗣武官至權戶部侍郎 

彭仲剛、劉清

之 

淳熙八年-九

年（約） 

 

上令先及侍從薦舉

人。淮拔其尤。如：

羅點、陸九淵、彭仲

剛、劉清之，並與職

事官。 

右丞相 

 

彭仲剛知亳州；劉清之知袁州 

 

 

附註：（1）表列之人是自王淮從政以來所有薦舉者。 

（2）所有被薦舉者，其後所任官職，經統計數量如下：宰相七人，執政七

人，尚書三人，侍郎九人，轉運使二人，知府六人，知州六人，殿閣

學士（或直學士）五人，言官二人，修撰二人，安撫使、博士、提舉、

侍講、編修、中大夫、著作郎、著作佐郎、起居郎、總領、屯田郎、

轉運判官、待制等各一人。以上七十餘人之中先後在孝宗、光宗、寧  

                                                 
129《貴耳集》，卷下，頁 13上，載：「王丞相欲進擬金幼安除一帥，周益公（必大）堅不肯。王
問益公云：『幼安（辛棄疾）帥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凡幼安所殺人命，在吾
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復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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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三朝任職，對朝政的影響力不為不大。 

2.軍事才幹：王淮的軍事政績大致有以下兩方面： 

（1）人事方面：禁止各軍任用不符資格之人任職；將體力未衰軍人改為合入差

遣；禁黎州所部邀功生事；招撫草羌肇事罪犯；措置歸正添差

員闕及冒名等弊端；安置邊鄙懷柔遠人；所選授之中外將帥、

邊臣均各稱其職。 

（2）軍務方面：值江西賴文政、郴寇、陳峒、李接之變、淮陰劫寇等緊急軍事

文書接踵而至，號令賞罰，明審平當，豪釐不差。雖千里之外

各方軍務皆處置得宜。（同註 121） 

3 .抑制近習：對於近習佞臣之抑制，不餘遺力。 

（1）龍大淵：淳熙元年，龍大淵「贈太師，仍畀儀同三司恩數」，淮將詔書封還。
130 

（2）張說：淳熙元年，孝宗知張說欺罔而罷為太尉，提舉玉隆宮。淮力陳其不

可，竟遭罷，而奉外祠。131 

（3）王抃：王抃為樞密都承旨，恃寵為姦，軍機邊事輒用白劄子，直接得旨行

下，朝廷又不預知，士論籍籍無敢斥言。淮面奏極陳，孝宗方才開

納，並說：「非卿盡言，朕不聞此，當為卿斥之。」數日後復上奏，

謂：「近習弄權，人主鮮不以此受謗，一旦斥去，中外無不服陛下

之明斷。」孝宗立即斥去。淮又薦蕭燧代之，小人屏跡。132 

（4）張去為：宦官張去為請以自己的官職轉讓給其子，王淮駁斥道：「其子已為

遙郡，法不應遷。」133 

4.保全人才： 

（1）存蜀士：右丞相趙雄罷相，朝中有謠言欲以此撼蜀士，故均有意離去。淮

為撫平情緒，「皆以次進遷」，于是「按堵」，且免除了結黨之虞。

134 

                                                 
130《宋史‧王淮傳》，卷 396，頁 12070。按：《宋史‧佞幸傳》，卷 470，頁 13690云：龍大淵死
於乾道四年，而《攻媿集》，卷 87，頁 6，言「致仕」，時間上有誤。 

131 參閱《攻媿集》、《宋史‧佞幸傳》。而《宋史‧王淮傳》云：「封還詔書」。兩者記載有出入。 
132《誠齋集》，卷 120，頁 26 
133《誠齋集》，卷 120，頁 28 
134 參閱《宋史‧王淮傳》，卷 396，頁 1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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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故相：故相陳俊卿請老，趙雄請祠，梁克家因病求去，王淮先後為三人

請命，不應因年老而聽任求去。135 

（3）章? 輪對，孝宗批評他「言涉沽激，全無根蔕」，欲予以外任。王淮從旁緩

頰，奏道：「頃以象緯失度，陛下畏天求言，搢紳當不諱之朝，以言相高，

恥不相若，雖入于激訐而不自知，士風如此，良亦可賀。或加阻抑，則有

諱言之謗，莫若獎其切于治道者，好名無實，置而不問，以示優容，則各

自安分矣。」孝宗稱善不已。136孝宗嫌章? 論事狂直，有意將之貶黜，亦

為遏阻「妄肆臆說」（同前註），以免相沿成習。卻因王淮一席話而巧妙化解，

孝宗亦轉怒為喜。由此見到王淮展現智慧之處。 

 

肆、君臣之間與淳熙政局 
 

（一）王淮長期重用的原因 
王淮於高宗朝受其青睞、賞識，因而得以重用。孝宗即位後，王淮充分展現

其才幹，而逐漸受到孝宗器重且長期重用，故能平步青雲而至宰相，且久於其任。

據《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的解釋，王淮之受重用，一則是高宗的支持，二則基

於「國是」轉為「安靜」，因而選中與孝宗「異趨」的王淮為相。余先生的說理

論證均極精闢詳實。但令人疑惑的是，＜王公神道碑＞、＜王公行狀＞兩篇文字

載有極多關於王淮正面而且具體的事蹟，有頗多受到孝宗的讚美稱許，難道都是

溢美過諛之詞？而余書中也引用不少裏面的資料，這又如何解釋呢？筆者以為余

先生提出的理由固然有理，但王淮長期仕宦生涯裏所作貢獻，也不宜一筆抹殺。
137茲略為分析他受孝宗重用的原因如下： 

1.王淮適時展現說話技巧，流露智慧，屢屢贏得孝宗嘉許。 

     如章? 論事狂直，前已言之，孝宗原本極為不悅，欲加貶黜，卻因王淮一番

言語，非但化解孝宗憤怒的情緒，亦停止貶官的處分，令孝宗稱獎不已。成都

帥出闕，孝宗徵求人選，淮推薦留正。孝宗對出生泉州的留正有些疑慮：「非閩

人乎？」淮答道：「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 

                                                 
135 參閱《誠齋集》，卷 120，頁 29；《宋史‧王淮傳》，卷 396，頁 12071 
136 參閱《宋史‧王淮傳》，卷 396，頁 12071；《攻媿集》，卷 87，頁 1183~1184 
137 參閱《朱熹的歷史世界》上篇，頁 482。不過同書，頁 485，對王淮倒是有正面稱贊：「王淮
在處理行政事務方面，一方面謹守『法度』，另方面又相當明快。」這是少數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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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孝宗稱善。138

這番話讓孝宗毫無反駁的餘地。楊萬里在其所撰＜王公神道碑＞中，描述王淮

說話「吶吶恂恂，言徐色夷」139，余英時先生引用此史料，認為王淮的口才並不

便給。但從前述對答中，看到王淮一旦說話，邏輯清晰，條理分明，不僅口才

極佳，且思路流暢，反應靈敏，雖然平時看似「吶吶恂恂」，但在緊要關頭，便

充分發揮說話技巧，否則英銳如孝宗，如何輕易被說服，還對王淮「稱善」。故

王淮完全具備宰相所應有的智慧及口才。 

2.擔任樞密期間，頗多政績，深獲孝宗讚美。 

王淮任職樞密期間，政績卓著，前已言之，不再贅述。淳熙二年（1175），

王淮為簽書樞密院事，孝宗曾言：「樞密臨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

（同註 117）又曾顧謂簽書樞密院事錢良臣：「王某臨事至公，遇事不曾放下。卿

宜協贊。」140「樞密每事詳審，有未合法度處，必將上理會，甚善。朕亦從容多

暇。」又稱：「遇事無私，詳練謹密，深賴協濟。」141王某就是王淮，孝宗不只

一次稱讚王淮「臨事盡公」、「遇事無私」，指其處事公允不會徇私。王淮曾說：「授

官當論賢否，不事形跡。誠賢，不敢以鄉里故舊廢之；非才，不敢以己私庇之。」

142「人臣須是徇公，不當邀權。」（同註 141）這便是「臨事盡公」的最佳註腳。淳

熙七年（1180），黎州寇被平定後，孝宗說王淮：「昔陳康伯雖有人望，至於處事，

皆不及卿。」143此言對王淮的表現是極大的肯定。史稱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

事明斷」。於高宗晚期及孝宗即位之初任相，極受高宗稱許，說他「真宰相也！」，

紹興三十一年（1161）完顏亮大舉南伐之際，康伯坐鎮朝廷，指揮若定，對穩定

軍心士氣，產生極大作用。144《宋史‧王淮傳》提及辛棄疾平定江西寇，王佐平

湖南寇，劉焞平廣西寇，幾次戰事淮都能處置得宜，論功允當。孝宗欲令三衙建

康主帥相度聞奏（觀察估量後聞奏）。王淮回應：「若令主帥相度，孰不願置此軍，

恐內有肘腋之虞，外有尾大不掉之患。（韓）世忠等輩，當艱難日，握兵于外， 

                                                 
138《宋史‧王淮傳》，卷 396，頁 12072 
139《誠齋集》，卷 120，頁 20 
140《攻媿集》，卷 87，頁 1181 
141 前引書，卷 87，頁 1180 
142《宋史‧王淮傳》，卷 396，頁 12071 
143《誠齋集》，卷 120，頁 25 
144《宋史‧陳康伯傳》，卷 384，頁 11825；又參閱拙著：＜陳康伯與南宋初期政局＞，（《實踐學報》第 34
期，實踐大學印行，92年 6月），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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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背嵬等軍，以募死士。今無事而置此，他軍必謂主帥自有私人，不肯為用，又

請受賞給，勢須加厚，怨望日生，萬一有警，使之擇勇敢、出死力，亦何不可？」

孝宗稱道：「卿任腹心之寄，長慮卻顧如此，真善謀者也。」145王淮思慮周延，

孝宗對他的能力是肯定的。 

3.盡心國事，獻策於上，克盡其職 

王淮於乾道改元之際，召赴行在，奏監司、郡守數易，及內治、外治之策（其

內容在「早期經歷」中已言之，不再重複）尤詳。孝宗賞歎。且說：「卿居言責，

有補治體。」146乾道四年知建寧府入對，奏陳四事者，厥為「擇將、備器、簡兵、

足食」。又言：「差役、關征、賦籍、榷酤、水旱、義倉、典獄、御軍之要。」（同

前註）乾道六年，遷浙西提刑，陳述閩中之利病四事甚詳。（同註 119），因獲孝宗

褒嘉。   

4.懂得謙遜，而不居功，君主信賴，料事準確，「真廟謨矣！」 

    歷來有許多「功高震主」而見殺之例，韓信即為典型。王淮久經宦場，深諳

此道，故其不居功，「歸美君主，毫無矜伐之色。人望愈歸之。」使孝宗「眷意

益厚」。（同前註）又曾讚道：「卿直道自將，知無不言，朕所信用，卿而不宜，尚

誰宜者？」又說：「卿等朕所倚信，當盡言無憚。」凡此，皆是孝宗對王淮表現

的肯定與嘉許147（淳熙）十一年（1184）冬，邊吏言：「北主歸朔庭」。淮言於孝

宗道：「敵之情偽未可知也，或中原毫傑起而圖之，為我驅除，亦未可知也。所

宜先者，擇將帥、嚴守備、明斥候、峙糗糧耳。」邊吏又言：「敵境檄稱其主巡

行故國，南朝來歲賀正旦生辰使暫輟一年。」孝宗說：「彼止吾使，若彼使至則

如之何？盍亦遣使郊勞乎？」淮答道：「彼既止吾使，亦必暫止彼使。」未幾，

邊吏再言：「敵境有檄，果亦云然。」孝宗再三嘉獎說：「卿言於前乃驗於今。真

廟謨矣！」148 

長期觀察王淮從政的表現，確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且能受到孝宗長時間的

重用，並非尸位素餐的庸碌之徒，從前面所述其政績即可知。 

 

                                                 
145《攻媿集》，卷 87，頁 1182 
146《攻媿集》，卷 87，頁 1179 
147 前引書，卷 87，頁 1183 
148《誠齋集》，卷 120，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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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臣關係 

   王淮在朝中任職極久，與孝宗必然有密切的互動關系。兩人有和諧的一面，

也有彼此摩擦的一面。分述如下： 

1.君臣和諧的一面 

    王淮與孝宗論政，不從正面與孝宗衝撞，表達不同意見時，便使用迂迴曲折

的方式達到目的，既給皇帝留了面子，自己又得了裏子。茲舉一典型的例子。 

（淳熙四年三月，1177）辛酉，進呈：「楚州捕賊推賞，內隨從捕

獲人欲支錢三十貫。」上曰：「與五十貫如何？」王淮等奏：「凡支折資

錢，每一資折三十貫。今隨從獲未該一支，若支五十貫恐太多。」上曰：

「是。」王淮等奏：「與五十貫亦不足惜，但懽喜者不過被賞數厚，而

不平者千萬人也。」上曰：「此論甚善。亦如朝廷與人官爵盡歸至公，

人誰敢怨。若循私輕與，得者固喜，而怨者必多，惟至公可以無怨。朕

與卿等交修，當謹守此法。」149 

王淮之言迂迴宛轉，技巧甚高，令聽者較易接受，同樣達到目的。而孝宗絕

頂聰明，一點就通，當即同意王淮的主張，且能舉一反三，無論何事，「至公」

則無怨，是一切行政的最高原則。 

君臣在對話之時，王淮有時表現柔媚、順從，甚至刻意討好奉承的態度。當

孝宗提到群臣應詔言事，「並無及朕過失」，王淮便說：「陛下憂勤如此，更有何

過失可指？」150當盛夏酷暑，王淮問孝宗：「兩日酷暑，聖躬得無煩鬱？」孝宗

答以：「朕自有道以處之。但懷閭閻之民不易度耳。」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

王淮回應：「陛下隆寒盛暑，每以百姓為念，真三五帝王之用心。」151君臣談論

人才。孝宗言：「若是平穩無才略，人不難得。須是有材而不刻，慈善而不謬。」

王淮回奏：「陛下二語可謂盡用人之要，大抵有材者多失之刻，詞善者多失之謬。」

（同註 150）當臣子上劄乞遵仁宗皇帝之制，宜採司馬光之言，覈實浮費，量加撙

節。王淮便奏道：「節用裕民之本，陛下常以祖宗為法，天下之福也。」（同前註） 

淳熙十年（1183）九月，內侍之子賈俊民代筆案，大理寺奏降一官，勒停。孝宗                        
 

                                                 
149《宋史全文》，卷 26，頁 2058~2059，淳熙四年三月辛酉條 
150 前引書，卷 27，頁 2143，淳熙十年七月癸未條 
151 前引書，卷 27，頁 2139，淳熙十年六月丙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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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考慮免其勒停，改降官一級，但又思及其餘人等若要比照辦理，恐不可行，

思前想後說：「人有一點私心，法便不可行。」由此言可以揣摩孝宗必然經過一

番思索，做與不做之間，都有難處，最後法與理佔了上鋒，而將人情暫放一邊。

淮等奏：「陛下用法如此，可謂至公。」孝宗的回應頗有禪意：「不怕念起，惟恐

覺遲。然人之所以未免一念之起者，正以修行未到。」王淮奏道：「陛下每言唐

太宗未嘗無過，只是覺得早，陛下可謂覺得早矣！」152孝宗頗通佛法，平時勤於

修練，日常言動進退之間便流露出來，融會於行事風格之中，而王淮則顯示處事

圓融的一面，也讓我們看到他曲意承歡的心思。淳熙十一年（1184）六月，孝宗

因臣子奏呈小路蠻擊虛狼一事，感歎國家兵威遠不如漢唐，只好說：「所恃者其

天乎！澶淵之役、辛巳之役，匪天而何？」王淮趕緊緩頰：「人君平時仁心厚澤，

固結民心，我無失德，而天之所助者順，蓋以理勝，不在力勝。」153淳熙十二年

（1185）八月，孝宗諭宰執二廣鹽事當併為一司。王淮回奏恐怕合併後廣西漕既

不過問鹽事，錢物等事或生窒礙。孝宗拿出下棋道理，說明天下事全在「致思」，

窮則變，變則通。王淮奏道：「臣等終日思之，陛下乃一言而決，此無他，虛則

明耳。」154 

2.君相之間齟齬的一面 

根據《朱熹的歷史世界》，王淮受重用係高宗的影響，因此高宗去世是王淮

與孝宗關係前好後惡的關鑑。照余書的邏輯推演，高宗死於淳熙十四年十月，於

此之前，兩人關係良好，十四年（1187）十月之後關係應有明顯變化。試看下面

一段文字，可知當時兩人的互動與余大師所言並不相符。事實上王淮在拜宰相後

不久，君臣意見就曾相左，這是否就表示兩人關係生變呢？ 

            （淳熙九年，1182）五月丙子，內出御筆手詔宣示宰臣王淮等曰：

「朕惟監司郡守，民之休戚繫焉。察其人而任之，宰相之職也。茍選授

之際，惟計履歷之淺深，不問人才之賢否，則政治之闕孰甚於斯。今後

二三大臣宜體國愛民精加考擇，既按以資格，又考其才行，合是二者始

可進擬。夫然後事得其宜，用無不當。故傳曰『為政在人』，卿等其謹 
 

                                                 
152 前引書，卷 27，頁 2147，淳熙十年十月丁未條 
153 前引書，卷 27，頁 2158，淳熙十一年六月甲子條 
154 前引書，卷 27，頁 2175，淳熙十二年八月丁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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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毋忽。」155 

此詔大體在訓示宰臣任用監司、郡守攸關百姓民生，不可不慎，尤其不能草

率，應有一定資格及考核方法，施政之良窳，用人得當與否最是關鑑。孝宗如此

叮嚀，似乎反映王淮用人只問資歷深淺而忽視才能高下，失之僵化。詔令用詞雖

很保留，隱約可見孝宗對王淮施政表現的不以為然。 

    淳熙九年六月，周必大除知樞密院事時，孝宗說：「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

卿以數語決之。」156此時王淮任宰相尚不及一年，而孝宗出此言，明為稱讚必大，

卻暗藏些微貶損宰相的味道，即使不是在公開場合，史官能載入史書，宰相也必

有所聞，想來他心裏一定不是滋味。此時孝宗出此言，是否又是一個兩人關係生

變的訊號呢？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然因史料不足，不敢妄加揣測。 

    孝宗與王淮關係的變化有時可從字裏行間推敲揣摩，比如在淳熙十年十一月

孝宗大閱於大龍山之教場。《朝野雜記》有一段記載頗值玩味。 

            自戊子（乾道四年，1168）以後，凡犒士之費，皆出於左藏南庫，

戶部不與，最後南庫已歸戶部。宰相王季海（淮）猶以故例請。上曰：

「處分已定矣。何必別項支用，止令內藏庫支用可也。朕之樁積此錢者，

初無他用。」157 

乾道四年，犒士之費皆出於左藏南庫，如此改變，戶部非但沒有參與，且毫

無所悉，相臣應更不知此事。王淮於淳熙二年（1175）拜簽書樞密院事，距乾道

四年已有七年之久了。他不諳此事應是正常的，然於此時（淳熙十年十一月，1183）

作出這樣的建議，難免予人身為宰相卻在狀況外的印象，當時的他應是有些難堪。 

    淳熙十一年（1184）四月，孝宗諭宰執：「殿試上三名，舊皆待闕。… .」又

說：「朕既試以藝文亟欲觀其政爭。今歲殿試上三名，可特與添差，差遣仍釐務。」

王淮等奏：「往日指揮乃唱名後，所以有嫌，今先期降旨，不知何人得之，人亦

何言？」孝宗回以：「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事亦須避嫌，若先降指揮，何

嫌之有？」158兩人討論在公佈錄取名單，究竟指揮與唱名孰先之問題上有了爭

執，孝宗言詞之間，似有若無，君臣異夢的感覺。 

                                                 
155 前引書，卷 27，頁 2133，淳熙九年五月丙子條 
156《宋史》，卷 391，頁 11969 
157《朝野雜記》乙集，卷 4，頁 402 
158《宋會要》，選舉 2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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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孝宗因王渥上奏「小路蠻擊虛狼事」（淳熙十一年六月，1184），再次感歎

本朝武力上不及漢唐遠甚。王淮勸慰孝宗一番：「人君平時仁心厚澤，固結民心， 

我無失德而天之所助者順，蓋以理勝，不以力勝。」搬出以「仁道」服天下的理

論，企圖緩和孝宗內心的遺憾，王淮的用心可見。孝宗卻說：「漢武帝時兵威震

懾萬里之外，又何可當？但失之已遠。」（同註 153）孝宗的回應雖不一定造成王

淮的難堪，但語氣中並不認同他的意見。 

淳熙十二年（1185）四月，知鎮江府耿秉奏呈：「遇亢旱聽民車河水。」孝

宗說：「河水豈可不令百姓灌田。」王淮等奏：「尋常人使來時恐水淺，所以不聽

人戶車水。」孝宗頗不以為然：「稼穡事大可依耿秉所請。」159關於是否讓百姓

使用河水一事，君臣意見再度相左。孝宗使用「大可」二字，頗有強化語氣的效

果。 

淳熙十三年（1186）二月癸酉，由於射鐵簾之事，再次引發孝宗將宋與唐兩

朝大將多寡的比較和感歎，王淮原本是想稍稍安慰孝宗的情緒，孝宗卻說：「事

全在人區處。譬之奕碁，到窘迫處自別有轉身一路，只是思慮不佳。」言下之意

似乎對這個宰相提出不滿，讓王淮又碰了軟釘子。言詞之間孝宗對王淮的語調似

乎不甚客氣。同年五月，孝宗謂王淮等：「聞總司糴米皆散在諸處，萬一軍興而

屯駐處卻無米，臨時綱運如何來得？豈不誤事。可便契勘如要害屯軍去處。有樁

管米若干，大抵賑糶米可逐歲循環，以備凶荒。若是樁積米須留要害屯軍所在，

庶幾軍民皆有其備。」160從孝宗之言可以感覺，不滿於現行糴米散於各處的做法，

一旦戰事爆發，便會有遠水難救近火之虞，應將樁積米留在駐軍處，以備不急之

需。王淮身為宰相首當其衝。 

淳熙十四年（1187）四月，已經相當接近王淮被罷相的時間。此時平江守出

闕，淮提出張礿、張子顏二人，均遭到孝宗否絕，似乎已見孝宗用宛轉的方式否

定王淮的意見，表達對王淮的不滿。161 

上列所舉均顯示君臣之間相處不夠和諧的一面。從「君臣關係」的文字看來， 
 

                                                 
159 前引書，食貨 61之 131 
160《宋會要》，食貨 41之 11 
161 參閱《宋史全文》，卷 27，頁 2193，淳熙十四年四月戊寅條：「宰臣王淮等奏：平江闕守臣。
上曰：『卿等商量，須得資望稍高者為之。』淮等奏：『張礿。』上曰：『礿在鎮江洽好。』又
奏張子顏，上曰：『亦不須得，在彼猶在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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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與王淮的互動關係，似有頗多相互牴觸矛盾的地方，然從兩人對話，可以揣

摩孝宗的為人，是就是，非就非。另從王淮擔任宰執超過十三年的角度思考，君

臣二人的關係之深，遠非其他官員所能相比，兩人有和諧、也有齟齬，當君主見

到王淮表現好便予以肯定稱讚，遇不善之處亦予以或直接表達，或宛轉示意。從

以上史料觀察，似乎君臣關係生變並不明顯。 

（三）淳熙朝的朋黨之爭                             

    針對朋黨議題，孝宗曾說：「漢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以至禍亂。

朕常歎之其患盡在人君之無學，所以聽納之不明也。」162他認為漢唐朋黨的存在，

大抵由於「主聽不明，而其原始於時君不知學。」；「朕觀漢唐之末，時君心術不

明又偏聽是非，故奸臣得投其隙以立黨與，遂成禍亂，甚可憐也！」163；「朋黨

本不難去，若人主灼知賢否，所在惟賢是進，不肖是退，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 

    依據孝宗所言，朋黨所以形成，主要肇因於君主（1）不知學，（2）聽納不

明，（3）不能進賢退不肖。孝宗認為自己既然沒有這些缺失，朝中當不致有朋黨

之爭。他說：「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哉？」（同前註）其實他對朋

黨看法過於簡單，朋黨形成因素複雜，豈是君王個人主觀意願就能左右控制得

了？ 

淳熙四年（1177）五月，言官謝廓然言：「陛下臨御以來，動鑑家法而治效

猶未進，豈朋比之習容有未革。望敕臣下合謀輔治，毋黨同以伐異，毋阿比以害

公。⋯」164反映當時朋黨已有年矣，也間接否定孝宗「何朋黨之有哉？」的說法。 

    如龔茂良於淳熙四年五月罷相，出知建康府。由於言官謝廓然指責龔茂良「矯

傳敕旨，斷遣曾覿之直省官。」（同前註）廓然乃是曾覿一黨。165而曾覿是孝宗長

久以來重用信任的近習之臣。再者，曾懷之去職亦是受到朝臣構陷，爾後自顯於

孝宗，化解誤會後才又恢復相位。其間的權力鬥爭至為明顯。此二例均說明孝宗

一朝朋黨的確存在。 

（四）聯合言官攻擊道學派 

    王淮攻擊道學派，由打擊朱熹而起，據《宋史‧朱熹傳》載： 

                                                 
162 前引書，卷 26，頁 2078，淳熙五年五月庚子條 
163 前引書，卷 26，頁 2079，淳熙五年五月庚子條 
164 前引書，卷 26，頁 2062，淳熙四年五月己卯條 
165《宋史》，卷 385，頁 1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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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 

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

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

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

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

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

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

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

166 

王淮為迴護唐仲友，對於朱熹彈劾之章，始則隱匿，繼則指使臺諫攻擊朱熹，

企圖用釜底抽薪之計詆毀之，並牽引道學派，甚至否定道學地位，此舉是無可辯

解之過。這是歷來乃至今日對王淮此舉的一般看法，也是最受史家詬病的地方。

《宋史‧王淮傳》謂：「王淮為偽學之禁，毒痡善類。」167甚至說：「其後慶元偽

學之禁，始於此。」將慶元黨禁之過，一併歸咎到王淮身上。 
    當王淮介入處理唐仲友彈劾案時，將此事巧妙地導引為「程學與蘇學的學派
門戶之爭」，王淮上奏孝宗，稱之為：「此秀才爭閒氣耳。」168熹氣忿淮明顯偏袒
唐仲友，故在淮任相之期，屢不赴召。觀《齊東野語》＜朱唐交奏本末＞敘朱熹
劾仲友的緣由，其動機乃出於私忿。169韓元吉曾致函朱熹，在＜答朱元晦書＞中，
針對「朱子答韓尚書書，力辭薦召，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之事，勸其 
 

                                                 
166《宋史‧朱熹傳》，卷 429，頁 12756。 
關於此事《朝野雜記》敘之甚詳。陳賈於淳熙十年六月上＜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疏中
有言：「近世搢紳士夫有所謂道學者… .相與造作語言，互為標榜。… 植黨分明，漸不可長。
夫朋黨之始，不過相與為媒，彼此矛盾而已。萬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以相勝，欺君
罔上，其術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參閱宋‧李心傳編：《道命錄》（叢書集成
新編，第 100冊，新文豐出版公司，台北，民 74年），卷 5，頁 43；疏中指控朱熹等人相當
嚴厲，指其為「朋黨」，還說這些道學派「欺君罔上」。 

167《宋史‧王淮傳》，卷 396，頁 12081 
168 朱熹對唐仲友的彈劾，見陳俊民校訂：《朱子文集》（德富文教基金會出版，2000年，陳俊民

校訂），第 2冊，卷 18，頁 619~621,622~634,卷 19，頁 636~663＜按唐仲友狀六則＞；「此秀
才爭閒氣耳」見宋‧周密：《齊東野語》（叢書集成新編，第 84冊，新文豐出版公司，台北，
民 74年），卷 59，頁 227 

169 據《齊東野語》，卷 17，頁 20，載：「蓋唐平時恃才輕晦庵，而陳同父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
相下，同父遊台，嘗狎籍妓，囑唐為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邪？』
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飢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為
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見。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
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為信。立索郡印，
付以次官，乃摭唐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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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過分執著，他說：「不知元晦平日所學何事，願深攷聖賢用心處，不應如此

忿激，恐取怒于人也。」韓元吉的勸說並未發生作用。170說明朱熹性格的偏執。 

    由彈劾唐仲友的事件逐漸演變成王淮與朱熹的對立，乃至於王淮一黨對道學

派發動攻勢，使得二人勢同水火，積不相容。為此，不論當代、後世在相關論著

中，幾乎一面倒對王淮及其黨羽大加撻伐，同聲譴責，而對朱熹及所屬「道學派」

率表同情與支持。王淮援引鄭丙、陳賈攻擊道學派的作法固有可議，但若一味地

抨擊王淮一黨，而全不檢討朱熹一派的問題，似有不甚公允之處，也失去客觀立

場。陳登原的《國史舊聞》，即表示「朱熹劾唐仲友全無慈祥之意，大有肅殺之

心，唐恃才，朱負氣，故掀起此案。」171言下之意，朱熹在此事件之中亦非全無

責任。又同書引《宋元學案》，卷 60，＜說齋學案＞：「晦庵稟性卞急，兩賢相

厄，遂至參商。」凡此皆指明朱熹性格是造成二人衝突的重要因素之一。 

    朱熹於紹熙二年（1191）致書留正，堅持應將忠邪嚴格區分。 

            熹恐丞相未能不以朋黨為慮，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己任。⋯.

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

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己

任。⋯.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

為黨而不憚也。172 

朱熹性格偏執，黨派意識鮮明激烈，從其言行可見。他完全無法與所謂的「姦

邪小人」和平共存，當為遭受反道學派攻擊的主要原因之一173。而其偏執激烈的

性格言詞，又往往激怒當政者，人的性格、作風有其一貫性，這便可以解釋何以

最初孝宗見其奏章時會勃然大怒了。道學與反道學的黨派紛爭，王淮固然要負相

當的責任，朱熹亦難辭其咎，爾後演變至寧宗時期的「慶元黨禁」，中間又有繁

複曲折的過程，又豈能完全歸咎於王淮呢？ 

 

 

                                                 
170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叢書集成新編，第 63冊，新文豐出版公司，台北，民 74年），
卷 13，頁 252 

171 陳登原：《國史舊聞》（明文書局，台北，民 73年），下冊，卷 37，＜唐仲友案＞，頁 1117~1119。 
172《朱子文集》，第 3冊，卷 28，＜致留丞相書＞，頁 1080 
173 參考《韓侂冑與南宋中期的政局變動》，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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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 語 
 

    本文以兩條主線分別論述宋孝宗施政作為的得失，及其宰相王淮的生平、事

蹟，前已言之。孝宗是太祖七世孫，本為平民，憑其過人的表現，而能承繼大統。

在位二十七年中的表現出色，而為南宋諸帝之首。他懂得飲水思源的做人道理，

奉親（高宗、太后）至孝，並標榜以孝治天下。其人格作風方面，在他就任以來

便時刻以百姓為念，或擔心農民收成會受天候影響，或以蠲賦紓解民力，平日自

奉甚儉，生活嚴謹，以讀書寫字自娛，絕不妄用內帑，均以之上奉二親、下犒軍

隊，再不然便是觀覽「敬天圖」，以示「畏天愛民」。並以身作則，改變奢華不正

之風，影響所及，皇后亦「以儉德聞」，後苑畜禽不得妄殺。他以人性、溫情的

方式對待臣僚，以虛心接納的態度，面對臣子的直言不諱，如張闡、胡銓、陳俊

卿；以同理心處理臣子的問題，兼顧臣僚的立場，如趙傑之、李顯忠。他任用官

僚極為慎重，首先對大臣的為人個性，深入了解，充分掌握，再與宰臣反覆商討，

方才定案，如劉焞、李彥穎、王十朋、陳良翰。孝宗尊重制度成法，不因特殊之

事任意破壞，如鍾離、耿成再任案。也不因宗室戚里而廢公法，如張聞、張默。

為伸張法令，抑制舞弊的積極作為，便是下詔編纂法令，要求各級官吏奉行遵守。 

    孝宗好以下棋作比喻，他勤於治國，長於思考，從下棋體悟處世哲理與治國

之道，往往在山窮水盡之處，尋得柳暗花明之徑。他訓示臣僚亦以奕碁為喻，事

在人為，於窘迫處自有轉身之路。他回應方有開論「荊襄要害」奏劄，答道：「荊

襄居天下中，有如奕棋肥邊不如瘦腹。」顯示孝宗深諳奕碁之理，且推廣於治國

上。 

    孝宗治國極其用心，嫌上朝議政時間過短不能盡興，令大臣可坐論便殿。史

上雄略之君後期多半驕奢怠惰，孝宗則勤政愛民始終如一從不懈怠，更見可貴。

他招徠人才，過程則極審慎，廣徵建言，諍言多能聽從。對於言論切直之士尤其

青睞，追懷魏掞之，超擢鄭鑑，即為明證。即位之初便矢志北伐，起用張浚，無

奈符離之潰，予以重擊，但並未忘懷「恢復」，其詩賦中便透露如許訊息。為示

積極準備，曾五次大閱軍隊「親御甲冑，指授方略」。平時即留意軍政，對軍事

了解頗深，能「分析重兵駐紮要旨」，並善馭將，甚且及於中級軍官。王佐擒捕

陳侗，亦多出於孝宗宸筭，捕賊方能順利成功。他非但平日習武，射藝極佳，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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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輔臣留意習武。曾因射箭，弦斷傷眼，又好鞠戲，陳俊卿、周必大等人即曾

告誡孝宗，其實都與準備北伐有關。雖遭到太上皇的警示不再提起「北伐」，但

從未遺忘。起用虞允文、趙雄為相，即因二人主戰之故，而對執政龔茂良去職前

的北伐六事，勃然大怒，質疑茂良的誠信，何以在職時絕口不提恢復，此舉正反

映其「恢復」之圖的急切。 

    孝宗熟讀資治通鑑，嫻於歷史，凡事均好與漢唐相比，不止一次提到國威、

兵力、將才等皆不如漢唐，引為憾事，惟「過宮侍宴」為以往所無，頗感自毫。

他喜好評論漢、唐諸帝，他所欽佩的如漢文帝，是個真正知「道」者，論唐代則

惟太宗善於聽言納諫，是可以效法的對象，希望大臣均以魏徵、王珪為榜樣。對

德宗則多所批評，不懂得以誠待下之道，致使藩鎮變亂蠡起；文宗則聽納不明，

而飽受朋黨之擾。孝宗從上述諸帝的表現中自我警惕，避免重蹈覆轍。 

    孝宗對大臣的任用自有一套哲學，每當與臣子接觸，總會認真觀察言行舉

止，「觀形知命，聽言察心」，使官吏在其眼中無所遁形。他認為好皇帝要能「知

道且能行道」，「道」者即「為君之道」，大略有四： 

   1.順著自然循環之道，治國施政，而不違逆自然。 

   2.無論賞罰，應以中道為之，「賞、罰」是人主馭下的「二柄」，是不得已的

手段，適當即止，不宜過度。此即儒家的「中庸之道」。 

   3.治道莫急於擇人才，尤其重視州郡、監司等地方官吏的選拔，選才得當，

中央政策方能有效推動。在其御座後有大屏，標示各地方官吏，隨時留意。 

   4.治國當取其大要，小事則姑從闊略。所謂「大事」者，厥為「擇人才，正

紀綱，明賞罰」。 

   孝宗雖稱「賢君」，但非聖人，朝政仍有賞罰不明、重用近習、不容諍言等之

缺失。隆興二年，金人入侵，胡銓、尹穡同時受命出使，二人表現猶如天壤之別，

事後卻同遭罷黜。? 熙中王抃因招募軍士引發變亂，孝宗卻歸罪於殿前指揮使王

友直。 

   孝宗寵幸近臣曾覿、龍大淵、王抃、甘? 四人，「憑恃恩寵，招權納賄」，影

響朝政不為不大，雖與高宗不無關係，但孝宗本人亦犯了不能「遠小人」之過，

而難辭其咎，劉度、張震、胡沂、周必大、金安節、陳俊卿、朱熹等眾臣均上章

力爭，孝宗雖因輿論壓力而不得不將之暫時貶黜，等事過境遷，卻又恢復其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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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而言，效果不彰。更嚴重的是君主權威被侵，朝綱腐壞，孝宗卻似受到催眠

一般，大部分的時間，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整體而言，孝宗識人、用人的過程

慎重，有系列完整措施，但何以面對近臣時就變了調，令人費解。 

    孝宗很能虛心納下，但在相關史料中卻也看到反面的例子，諸如：楊萬里批

評洪邁指鹿為馬，孝宗不悅，外放筠州。淳熙七年，朱熹的庚子封事，孝宗大怒，

熹請祠，不報。孝宗每與大臣論政，動輒色變，賴宰相趙雄盡心紓解，方才釋懷。

張說除簽書，周必大、莫濟杯葛，立予宮觀，遣出國門，毫不留情。對於汪應辰

的諍言無法接受，且因此寵衰，復遭近習中傷，因而補外。沈樞因偶出「官家好

獃」之語，竟謫筠州。孝宗的表現雖為南宋諸帝之首，但亦有諸多瑕疵。此外，

整體而言，孝宗雖然懃勤懇懇，毫不懈怠，然其政治仍多待改善之處。楊萬里就

曾上＜千慮策＞，指出政治中的各種弊病，淳熙十四年又在＜旱暵應詔上疏＞中

道出許多地方政治，苛政猛於虎，反映仍有尚待改進的缺點。                                                                                                                                                                                                                                                                                          

    孝宗後期的宰相王淮，任期長達六年九個月，算上執政則為十三年之久，特

別是就不願宰相久任的孝宗朝而言，算是異數。卻是個頗受爭議的人物。尤其是

為維護唐仲友而與朱熹反目，授意黨羽攻擊朱熹，進而打擊道學派一事，飽受批

評。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中，便對此事大肆抨擊，將之論為罪

無可逭的過失。 

    王淮自入仕以來，歷經各種官職，先後受到蕭振、史浩、虞允文、陳俊卿、

劉珙等名臣的青睞與器重。朱倬就曾推薦王淮為監察御史，首先彈劾湯思退、方

師尹、劉寶等人，使此輩全遭罷職。就兩淮互市、七閩鬻鹽、諸道預買折帛、淮

漕奪民榷酤等，各攸關民生的議題與弊端，均竭盡心力，提出批評與建言，令高

宗激賞，也使他日後得以大用。於孝宗即位之初，上自治之策，孝宗歎賞，除秘

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後因皇位繼承權之爭，受執政錢端禮排擠而出知江州。

以寬儉治理地方，建造石橋，平審訟案，奏閩中四事，頗多績效。乾道八年十一

月起，年餘之間九度升轉，淳熙二年自簽書而同知，而知院，而樞使，期間六年

展現軍事才幹，贏得君主信賴。人事、軍務均有可觀，對於各地接踵而來的變亂，

俱能處置得宜。淳熙八年拜右相起，任期六年九月。他最重視用人，任官前後三

十年當中推薦人才多達七十三人，雖然余英時先生認為，他只是表面上蠲除朋黨

之別的舉動，但畢竟是為國舉才，且孝宗稱讚「中外得人前所未有」，楊萬里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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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淳熙人物之盛，至今以為美談。」 

    王淮對抑制近習頗多著力，如封還龍大淵贈太師之詔書；撤消張說宮觀而奉

外祠；反映王抃之奸因而斥去；駁斥張去為轉讓官職於其子。凡此均令近習之企

圖難以得逞。他對人才之保全不遺餘力，安撫並保存蜀士，不因趙雄之罷而去職；

對陳俊卿、趙雄、梁克家等前相，皆為其請命，予以保全；化解孝宗怒意，並遏

止章?因言論過激而遭致貶黜。 

   余先生認為王淮之受重用，一方出於高宗支持，再者基於「國是」轉為「安

靜」所賜。筆者以為此固然是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尚有其他因素： 

1.王淮言論思想充分流露智慧，高度發揮說話技巧，屢獲孝宗嘉許。 

2.擔任樞密期間頗多政績，思慮周延，深得孝宗器重，多次稱獎，說他「臨

事盡公，人無間言」。 

3.盡心國事，多次獻策，克盡其職，孝宗嘉納。 

4.懂得謙遜，而不居功，君主信賴，料事準確，「真廟謨矣！」 

  王淮在朝任職既久，和孝宗之間必然有長期且密切的互動關係。兩人相處有

和諧的一面，也有摩擦的一面。王淮善於使用迂迴曲折的方式表達意見。在君臣

對話之時，王淮有時表現柔媚、順從，甚至刻意奉承討好的態度。在《朱熹的歷

史世界》書中，認為王淮的重用係高宗的影響，因此高宗去世是王淮與孝宗關係

變化的關鍵，然從史料中觀察，與余先生所說並不相符。換言之，兩人關係的好

壞和諧與否，無法從對話獲得明顯的訊息，也與時間因素沒有直接關係。 

  孝宗非常注意朋黨問題，據他對漢唐的觀察，簡單的歸納出幾個形成的因

素，全在於人主的身上：1.不知學 2.聽納不明 3.不能進賢退不肖。他的看法過於

單純，朋黨的存在與消失，絕不是帝王主觀意願就可以決定的。事實上孝宗朝的

朋黨存在已久。王淮最受詬病的，便是因為維護唐仲友而起的對朱熹的攻擊，進

而緣引鄭丙、陳賈攻擊道學派，乃至於否定道學派的地位，王淮固然有過，但如

一面倒抨擊王淮一黨，且連後來在寧宗朝發展的「慶元黨禁」，也一併歸咎於王

淮，這種說法便不甚公平。 

  最初朱熹彈劾唐仲友，係出於私忿，加上朱熹性格偏執言詞激烈，黨派意識

極其鮮明，完全無法與其所謂的「姦邪小人」和平共存，方致此事無法收拾，因

此王淮固應負責，但雙方的衝突，朱熹的性格因素亦不無責任。而王淮是否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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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所言的「小人」，從前面所敘述可知。 

  宋孝宗在南宋的君主中，表現最為優異，在為君的觀念及作法上；領導統馭識

才用人；個人生活嚴謹勤政愛民等，諸多可觀之處。但他也有不少可以改進的闕

失。王淮雖頗受後人批評譴責，但從其一生仕宦的歷程看來，仍有許多足以表揚

稱道的政績，否則精明如孝宗何以長期重用，長達將近十三年。僅用「高宗提拔」

一項理由，是缺乏說服力的。 
 
附表二：王淮大事年表 

 

 
 
 
 
 

年代 功名或官職 大事記 備註 

靖康元年

（1126） 

 六月七日出生 一歲 

紹興十五年

（1145） 

登進士第  淮二十歲 

 左迪功郎 

台州臨海尉 

郡守蕭振一見，即以公輔器之。  

左從政郎 蕭振帥蜀辟以自隨，已而召還。 二十八歲 紹興二十三

年（1153） 國子監書庫官   

 主管吏部架閣文字   

五月之前，省試點檢

試卷官 

 三十二歲 

充樞密院編修官 五月，由湯鵬舉推薦  

紹興二十七

年（1157） 

冬，兼檢詳諸房文字   

改左宣教郎  三十三歲 紹興二十八

年（1158） 

 

七月，遷秘書省校書

郎 

 《攻媿集》作「八

月」；《南宋館閣

錄》作「九月除」 

紹興二十九

年（1159） 

兼吳王、益王府教授  三十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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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御史 再考省試。 

四月，高宗命中丞舉可為御史者，朱倬舉淮，除之。 

六月，右正言 監察御史王淮守右正言。 

  

左正言 十一月辛巳，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傅知建州，

用左正言王淮薦也。 

紹興三十年

（1160） 

右正言 劾罷宰相湯思退、吏部侍郎沈介、都司方師尹、大將劉

寶。 

正月，左奉議郎  紹興三十一

年（1161） 四月癸丑 丁父憂。 

 服除 隆興元年

（1163） 冬，直敷文閣、福建路

計度轉運副使 

除科鹽之宿弊，洗滯訟之冤枉，治最上聞。 

四月，秘書少監 

 

五月，兼恭王府直講 

六月，兼國史院編修官 

 

 

 

乾道元年

（1165） 

恭王府直講 六月乙酉，詔恭王府直講王淮傾邪不正，有違禮經，可

與外任。 

閏七月，左承議郎  乾道三年

（1167） 十一月，知江州  

乾道四年

（1168） 

知建寧府  

乾道五年

（1169） 

八月，左朝奉郎  

六月，改兩浙西路提點

刑獄公事 

（入奏）奏事畢，上令一至東宮，皇太子以師儒之重加

以拜禮。 

乾道六年

（1170） 

冬，轉左朝散郎  

十一月，太常少卿  乾道八年

（1172） 
十二月，兼權中書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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閏正月，兼權吏部侍

郎 

 

二月，兼太子左庶子  

四月，兼權直學士院  

七月，中書舍人兼直

學士院 

 

九月，兼侍講  

乾道九年

（1173） 

十二月，兼太子詹事

轉左朝請郎 

封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四十八歲 

《誠齋集》：兼

中書舍人、吏

部侍郎太子左

庶子，未幾西

掖為真。兼知

學士院、侍

講、太子詹

事。俱無〝權〞

字） 

淳熙元年 十二月，翰林學士、

知制誥，兼侍讀，依

舊太子詹事 

訓詞深厚，得王言體 四十九歲 

知禮部貢舉 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三人皆被進擢。 

張說罷樞密，除太尉，在京宮觀。力陳其不可，

竟奉外祠。 

三月，轉朝奉大夫  

四月，兼修國史兼實

錄院修撰 

《南宋館閣錄》置於三月 

淳熙二年 

（1175） 

閏九月，端明殿學

士、 

簽書樞密院事 

進爵開國伯 

五十歲 

 

四月，轉朝散大夫  

 

淳熙三年 

（1176） 

八月，授中大夫，除

同知樞密院事 

郊祀，充儀仗使。禮成，進爵開國公。 

五十一歲 

 

 

 

淳熙四年

（1177） 

六月，除參知政事  五十二歲 

淳熙五年

（1178） 

三月，同知樞密院事

（《攻媿集》作：知

樞密院）、參知政事 

六月己未，時宰相久虛，淮與李彥穎同行相事

（《攻媿集》繫於四年六月） 

五十三歲 

《宋宰輔編年

錄》：王淮知樞

密院事，自參

知政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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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擢知院事、樞密使 

（《宋宰輔編錄》：王

淮自知樞密院事遷

中大夫除樞密院

事。） 

十一月丁丑，時辛棄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

寇、劉鯙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允。

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則不及

卿。」 

《攻媿集》：十

月拜太中大

夫、樞密使 

四月，轉通議大夫 日曆書成 

八月，轉通奉大夫 會要書成 

九月，充禮儀使  

淳熙六年

（1179） 

十二月，進正議大

夫，食邑實封滿萬

戶，封信國公 

四朝正史書成。 

執政累年，謹守成憲，執內降之難行者。 

五十四歲 

 

 

淳熙八年 

（1181） 

九月，拜右丞相兼樞

密使 

（《宋宰輔編年

錄》：自樞密使、信

國公除光祿大夫兼

樞密使，進封福國

公。） 

八月，趙雄罷相，蜀士在朝者皆欲去。淮謂：「此

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

遷，蜀士乃安。 

八月，兼提舉國史，又兼提舉編修國朝會要《南

宋館閣錄》 

五十六歲 

淳熙九年

（1182） 

 

 

拜左丞相 九月，兼修國史《南宋館閣錄》 五十七歲 

淳熙十五年

（1188） 

罷左丞相 五月己亥，除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兼管內勸

農使依前特進、魯國公 

六十四歲 

淳熙十六年 

（1189） 

薨 上哀悼，輟視朝。贈少師，諡文定。 六十五歲 

資料來源：《攻媿集》、《誠齋集》、《宋史‧王淮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南宋館閣錄》、《南

宋館閣續錄》、《宋會要》、《宋宰輔編年錄》等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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