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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人性考察一直是王鼎鈞創作的一大重鎮，民國八十六年，他出版了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作

品——《隨緣破密》，而且作者還向讀者叮囑：「如果你買了這本書，別讓你的老闆知道。」似乎

在這本書中他要向讀者透露重大的天機，洩露心中自得之秘，帶領讀者進行一場人性與藝術的探

險之旅。這本書是對人性深沈黑暗面的最澈底揭露，這就緣於他長久以來對人性的考察與思索的

執著，也是他勇敢面對自己，真誠地寫下他的所洞悉人性各種面向後的「心法」，以自己一路行來

的觀察與思考為讀者揭露另一方人性天地。這本書對於人性與環境的關係、人性的善惡兩元、人

性與歷史的發展，都有深刻而獨特的挖掘，可視作《人生三書》的另一面向之思考。《人生三書》

是從正面的角度來揄揚人性，鼓舞人們朝著修養砥礪節操的光明面邁進，它可以讓我們成為一個

循規蹈矩的公民，但卻無法成為英雄或君王之類的「能人」；而《隨緣破密》卻從負面來看人性，

讓我們理解英雄國王與聖賢典範形成的背後所經歷的曲折歷程。《人生三書》與《隨緣破密》雙向

圓成，異流同歸，王鼎鈞的人性考察才算基本完整。 

本文即針對此書的創作動機、主題思想、精神風貌做一番分析。 

Exploring the human nature has long been the focus of Ding-Chiun Wang’s literature 
works. In 1997, he published a work called ‘uncover secrets randomly’, which 

illustrated completely new impression. He reminded readers not to show this book to 

the boss, because he wanted to disclose the secrets of heaven to readers by touring a 

journey of human nature and arts. This book has exposed the deepest and darkest side 

of human nature resulted from his profound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es. It 

demonst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good and bad, and 

mankind and history. This book can be viewed as the supplement of his previous book 

冷峻哲思下的人性解碼： 
王鼎鈞《隨緣破密》析論 

Decoding Human Nature via Ruthless 
PhilosophicalThinking Exploring Ding-Chiun Wang’s 

Uncover Secrets Rando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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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d three principles in life, which admire human nature from positive perspective 

and encourage people to march toward bright future by polishing one’s moral fortitude. 
The book of three principles in life can only turn someone into a law-abiding 

civilian, in stead of a capable person such as a hero or an empi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book of ‘uncover secrets randomly’ see human nature from negative side, 
therefore, readers can realize the complications of rulers and sage men. The three 

principles in life and uncover secrets randomly reach the same destination by 

different route, and complete Ding-Chiun Wang’s human examination. 
 
【關鍵詞 Keyword】 
 王鼎鈞；隨緣破密；人性論；道德；功業 
 Ding-Chiun Wang; Uncover Secrets Randomly; Humanism, Morality; Achievements 
 
壹、前言 

所謂的人生哲思，並不是關在哲學

家的書房裡，或高等學府的課堂裡，而

是深深地扎根在實際的生活之中。追求

和分享一種智慧的人性觀測，是一個誘

人的理想和一門深奧的藝術。民國八十

六年，王鼎鈞出版了《隨緣破密》，這

部書在爾雅出版社的書目中被歸屬於

「人生觀察的哲理散文」。依作者在自

序中所言：「此書早在民國七十八年就

已經寫成，當時沒有出版，大部份文章

也沒有發表，卻遲至八年後才出版，是

否可以面市，也還有些許猶疑。」這對

於一位長年筆耕的專業作家而言，是非

常奇異的事。為何遲遲發稿？因為作者

覺得太敏感了，讀來好像隨時都有可能

會為自己帶來麻煩或誤解的困擾，且作

者還向讀者叮囑：「如果你買了這本

書，別讓你的老闆知道。」似乎在這本

書中他要向讀者透露重大的天機，洩露

心中自得之秘，帶領讀者進行一場人性

與藝術的探險之旅。 
人性考察一直是王鼎鈞創作的一大

重鎮，而《隨緣破密》直擊人性陰暗

面，且多數是對於人性深沈黑暗面的最

澈底揭露，取向並非教條式地以儒家信

條下的仁義忠孝的道德觀為最高標準，

而是以最能對社會歷史的正面發展的變

通為上。此書的獨特意義在於作者成功

地消解了苦難對生命主體的侵擾，而採

取了通觀悟道的人生態度，深刻地表現

了作者對個體生存問題的思考深度。一

直以來，表現人性真相如要透澈，恐怕

只有小說才能深入方便，而王鼎鈞卻做

了這麼一個大膽的嘗試，以表現人生真

情實感的散文體裁來揭發人性的詭詐陰

暗面，甚至冒著可能受到他人指責或誤

解的危險（註 1），這就緣於他長久以

來對人性的考察與思索的執著，也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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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面對自己，真誠地寫下他的所洞悉

領悟人性各種面向後的「心法」，他願

意以自己一路行來的觀察與思考，為讀

者揭露另一方人性天地。筆者想透過對

本書的探究看它比前人新發現了什麼？

或比別人多發現了什麼？從生活中再發

現了什麼？真正優秀的作品，都是對生

活、人生有獨特的發現。本書對於人性

與環境的關係、人性的善惡兩元、人性

所有潛力、人性與歷史的發展，都有深

刻而獨特的挖掘，可視作《人生三書》

的另一面向之思考。如果說《人生三

書》是從正面的角度來揄揚人性，鼓舞

人們朝著修養砥礪節操的光明面邁進，

它可以讓我們成為一個循規蹈矩的公

民，但卻無法成為英雄或君王之類的

「能人」；而《隨緣破密》卻從負面來

看人性，讓我們理解英雄國王與聖賢典

範形成的背後所經歷的曲折歷程。《人

生三書》與《隨緣破密》雙向圓成，異

流同歸，作者的人性考察才算基本完

整。 
《隨緣破密》的書名也非常獨特，

以佛教術語來蘊含文字的不傳之密，佛

教講因緣，認為事物的產生都是因其具

備了一定的條件，也就是說它的最終發

生是當然的，是由因而後才形成的果。

其根本精神是體認個體存在的生活方

式，「隨緣」是一種自在，「破密」是同

情與理解，我們不一定要隨俗浮沈、與

世合流，但可以通過理解而豁然通達。

惟其「破密」，在「隨緣」時才能更加

自在而無糾結，無憾恨。惟其「隨

緣」，在「破密」之後才能不致於因太

大的驚駭而亂了分寸。本書既帶領讀者

「破密」，又教大家「隨緣」。更重要的

是理解，理解人性的複雜面乃人生的常

態，能以平常心視之，並學習如何處在

這種擺盪詭譎的人性亂流中，找到前進

的方向，不因看到陰暗的一面而全盤否

定人生的價值，也不會因為固守教條而

僵化自誤。作者以超然的智慧寫深刻的

人性，本文即針對此書的創作動機、主

題思想、表現手法、精神風貌做一番分

析。 

貳、《隨緣破密》的創作動機
與背景 

由於時代的動亂與烽火的洗禮，早

就讓王鼎鈞有足夠的判斷力去理解世態

炎涼、人情冷暖。許多在讀者眼中顯得

觸目驚心的人生面向對他而言，卻已是

司空見慣的人性污點，或許是苦難的經

驗早就化作對人性的深沈理解。如果

說，個人的人生經歷幫助他認識了解人

性，並更多地給他提供了在人物面臨絕

境時所揭示種種冷靜地看客觀現象的方

法的話，那麼他所受到的宗教信仰又更

多地使王鼎鈞學習如何使人物處於絕境

之時做適當的取捨。然而，王鼎鈞的超

越在於，他從滄桑經歷、人事變遷中找

到了宗教式的覺悟，他以自己的創作，

構成了二十世紀現代散文中的一道獨特

風景，那道風景中有哲人的冷靜，有智

者的領悟，有仁者的悲憫，更有聖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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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懷。隱地在〈心回台灣〉（註 2）一

文中說到王鼎鈞曾經傳真給他一句話，

要他把這句話放在第六印的《隨緣破

密》之前，那就是： 
好人為什麼總是碰上壞人？ 
為好人的不幸而不平的情緒流露其

中。把這句話放在書前最醒目的地方有

其特殊道理，那是全書發展的基礎。

「問題的提出是建構議論系統的前提，

其功能就是提出主要矛盾，揭示論理的

中心思想，為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指明

方向。」（註 3）因為人性中有善的一

面，也有幽暗的一面；有外顯的一面，

也有不為人知甚至不為己知的部分；有

利他的部分，也有自私的部份；有道德

作為社會的基石，但也有假道德之名，

行不道德之實的惡行；有透過不道德的

行為，完成為道德服務的目的……，

凡此種種，都是現實生活中不可避免要

接觸的試煉，如果不能解碼，就無法在

生活中找到平衡，就容易無來由的衝

撞，所以，王鼎鈞細心的為讀者解密。

在王鼎鈞的眼中，人類的苦難就是人類

的生存本質，人的存在是一種永無止境

的苦難歷程。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自傳性

散文《碎琉璃》中，就已表現了對苦難

的深沉感受。於是，當他滿懷情感敘述

人生苦難與不幸時，同時也表達了一位

優秀作家面對醜惡與陰暗的現實的價值

取向與基本立場。 
在人世間浮沈，恐怕沒有人沒受過

苦難、挫折和委屈。如果要把世間加被

於身的喜樂視為當然並不難，然而，要

做到把一切的打擊、失敗、屈辱、困苦

都視為理所當然卻談何容易。因為人的

心裡會不平：為什麼忠而被貶、信而見

疑？為什麼好人總得不到好報？為什麼

我的善良與正直卻不能在社會上立足與

生存？當人們對這些問題產生懷疑的時

候，很容易在精神上產生危機。因而在

這些橫逆面前以如何的態度取捨則是我

們立足於詭譎複雜的世間極為重要的關

鍵。王鼎鈞曾在廖玉蕙的訪談中道出創

作這部書的動機： 
我寫《隨緣破密》的時候，超出了

青年修養的疆界。我不能永遠局限

在它裡面。人生大致可分四個階

段，第一期是獸的時代，只知有自

己、不知有別人，只有慾望的滿

足，沒有道德上的滿足，像野獸一

樣；第二時期進入人的階段，長大

受教育，知道人倫關係，知道自

制，知道愛人，學習共同遵守的規

範。其中有些人能力特別強，便進

入第三階段：英雄時代。英雄為成

就他的事業，不能溫良恭儉讓，不

能像在合唱團裡唱歌，他另有一套

法則，那套法則和以往我們所受的

教育是不一樣的；等英雄成功後，

就必須轉型為第四個階段——聖

賢。如果英雄不能進入聖賢，就會

成為特別大的獸，正所謂「不為聖

賢、便為禽獸」。我的人生三書，

講的是怎麼做人，照那個辦法，當

不了總統，卻可以成為很好的公

民。但是，人間另外有一套，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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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顯，卻是存在的。《隨緣破

密》就是要點破那一套，希望第二

種人了解第三種人，也希望第三種

人做第四種人。「江山代有英雄

出，各苦生靈數十年」，他就是有

了！既然有了，總得有個辦法哄著

他、求著他，甚至威脅著他，叫他

升級。但願他頭上有天，性中有

善，知道長進（註 4）。 
王鼎鈞寫作《隨緣破密》的目的，

關注的仍是人的苦難，人的生存狀態，

其次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之下，生存方法

的問題。在蒼茫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人

性是牽動作家心靈最有力的力量，「所

謂人性，實際上就是人類所特有的、共

有的性質、功能。人性的產生，一方面

起於人的身、心、腦三者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外接於自然、社會和人的多層面

的相互作用。」（註 5）王鼎鈞對人生

的發展分為四階段性，此四階段的呈現

已說明人性是處在不斷的演化之中，當

人類從依賴本能生活轉向依據理性生

活，追求自我的完善，但也正是這種自

我完善化的能力，英雄必定要成為聖賢

的典範，否則就是大眾苦難的開始。

《隨緣破密》就是要引導爭逐權位成功

的英雄必須知道修養之重要，必須找回

道德之善。在這發展的過程中，使人顯

示了謬誤，但也顯示了智慧；既加深了

人的邪惡，也發展了人的美德。這發展

的本身，其實就是人性臻於豐滿完善的

體現。完整人格的實現就是對獸性的超

越，對人性的提昇，使人性中獸性向神

性，物質性向精神性的提昇。 
文學是人學，「文學是人性之學」，

「文學更是一門研究人的誠實的學科」

（註 6），誰也無法否認文學的最大功

能就在於對人的描寫，對人豐富精神世

界的表現，對複雜深奧的人性的揭示。

分析人性，有助於政治和教育的改善。

人是什麼，人怎樣，不僅政治家要考

慮，教育家也要考慮，文學家更要關

注，人的問題弄清楚了，才能給政治的

改良、教育的改善前提和基礎。政治家

才知道如何利用人性為人服務，教育家

才知如何去規劃人的身心發展目標，文

學家才能藉著文字提供給讀者在這虛

無、殘酷的時空中繼續前進的力量。 
《隨緣破密》以「人性」的剖析為

主軸，看道德及不道德的分際、看人們

如何看待道德與不道德、看道德與不道

德如何圓成功業，或是道德與不道德如

何被錯用踐踏以致壞事。全書不以激勵

引導的方式教導讀者迎向人生，不以人

生美好的面向誘導讀者積極奮進，反而

是教你看出事件背後的事件、問題背後

的問題。人性是一個謎，只要能識破

它，可以幫助我們化解苦難。王鼎鈞正

是以自己豐富的閱歷與飽經挫折滄桑的

個人體會揭開事實的矛盾發展，用自己

獨有善於思索的知性優勢描述著一個個

豐滿深沈的個體，帶領著讀者感受到一

個個如宇宙般廣闊、豐滿、深邃而神秘

的世界。人對外部的世界改造得以成

功，即要從認識中的「求真」為前提，

正是在「求真」指導下的活動，才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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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建立合理的關

係，說穿了，王鼎鈞創作這本書的目的

即在於追求一份至真之理。這一份「真

理」，凌駕於「善」與「美」之上，它

顛覆了道德的完善與人格的修美，但或

許這才是適合在複雜詭譎的大環境中建

功立業的一套權宜與機變的生存哲學。 

參、《隨緣破密》一書的思
想內涵 

一、對人性二重性異質同構的發現與探

討 
道德與不道德之「正、反、合」的辯

證關係 
人，不一樣就是不一樣。有人見了

道德想遵守，有人見了道德想背

反，有人見了道德想利用。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有人為道德犧牲，有

人使道德為他犧牲（註 7）。 
王鼎鈞把道德與人之所用的關係用

幾句話就涵蓋了。「人性」一詞是我們

容易了解但卻很難解釋的一種神秘的東

西，它不是外在得來之物，而是發自內

心的東西。它是獨一的、個別的、自我

的外在跡象，也可以是一個人真正自我

的自由、完整的表達。在中國傳統的思

想中，關於人性的善惡論爭始終都沒有

跳出道德的範疇，孔子提出「仁」的學

說，孟子在繼承孔子思想的基礎上，進

一步地提出了個人都天生具有仁、義、

禮、智萌芽的人性論。在儒家看來，道

德的正當性優先於政治上的利害性。

孔、孟的政治理想都寄希望於君王的才

德兼備，實現理想教化。但是，在社會

急劇變動的春秋戰國時代，他們所談的

仁義道德雖然博雅恢宏，卻是陳義過

高，缺乏具體可行的辦法，故孔子周游

列國，執著於理想，卻處處碰壁，最終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茫然無奈。而

王鼎鈞在《隨緣破密》揭發事實真相之

後，儒家所講的仁義禮智的主張反成了

弱點，孔子被視為不知變通的失志者，

因為作者更深地看到另一層面的問題。

他認為了解人性的目標在管理天下，而

不是為了判斷善惡。儒家的道德教化，

從理想人格的層面來理解人，或許有其

道德修養上的重要意義，然而，對於管

理天下人而言，就不切實際了。王鼎鈞

不願在人性和人的本質作抽象的道德評

價，而是把關注點轉到歷史政治的領

域，試圖在社會發展的客觀環境中認識

人的本質屬性。 
每個人都存在複雜而多層次的人性

面相，如果我們只從表面淺層的人性來

看，並對它加一價值上的善惡判斷，時

會有欠公正和正確之虞。「人性問題，

只能從『關係』角度來加以認識和理

解」（註 8），即觀察和研究人與自然、

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中的人所發揮出來

的功能。王鼎鈞思考的人性，即是從群

己、天人的相互作用關係的基礎上加以

考察，因此對「人性何所措」有一系統

的認識。例如他在〈四個國王故事〉中

說： 
成大功立大業的人，例如國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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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不能完全拘守道德，可是他也

不能完全違返道德，徹底反德縱能

一時成功，最後仍要失敗。 
必須有道德，也必須敢於不考慮道

德。「無德必亡。唯德必危。」 
盜有道，道亦有盜。成事者必有一

德，也或有一惡。（頁 3） 
人性在善與惡兩極對立與轉化中展

示了人的複雜性，歷史也在人性的兩極

化的交錯中發展。道德與不道德是相互

對立的兩個行為範疇，二者似乎界線分

明。其實遠非如此簡單。一個行為表現

之道德與否，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是正或

反，其定性判斷不是絕對的，而是受到

許多因素的制約。從人類發展的進步的

角度來看，一個犯過行為在通常的情況

下應是受到譴責的，並因而容易受到個

體道德標準的自我阻抑。但這同一個行

為，若在個體認知的結構中被重新組織

而發生性質的轉變，那我們可能要用另

一套標準來評價它。不道德的行為若有

益於社會歷史的發展，它應是被接受、

被肯定的必須。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人類某

些個性在某個時段或某些方面遠離人

性，甚至違失人性，但這並不表明人類

沒有人性。人類講道德，社會組織要向

著高層次發展，這個大趨勢是人性所決

定的。所以，指稱人的發展過程為人

性，並不排斥當中有某些時候、某些人

違失人性。人性，總要從發展過程來

看。善、惡與正、反交鋒所形成的

「合」正是歷史發展的原動力。真正成

大事的人，是能夠不拘執，不固守，能

同時掌握正、反兩面向而達到「合」的

境界。 
人性依違於光明與陰暗之中，善與

惡不是那麼容易被截然劃分，每一種人

性的本質，都具備截然相異的特質，但

卻被異向同流地統一在一個體之下，這

也正是「正—反—合」的辯證發展道

路，是成就功業者必然要走的路。 
道德與功業悖論的自然合理性 

向來「知人論世」地評價歷史人物

的是非功過，都關注其言與行的一致，

以及功業與道德兼顧。例如：劉知幾寫

正史人物、評歷史人物的目的，是為了

發揮史學的社會功用，即：「其惡可以

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註 9）這裡

說的「善」、「惡」，自然也包括功業與

道德兩方面。中唐時期史家李翱〈答皇

甫書〉（註 10）更進而提出：「富貴而

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于後；貧賤而道

全者，未必不煊赫于無窮」，也明確地

表明人們對功業和道德的重視。從現代

的眼光來看，所謂功業顯著和道德高

尚，都被認為是有利於社會歷史進步的

基本尺度。 
評價歷史人物，一般來說，多著重

在論定其功過得失。王鼎鈞亦透過中國

歷史人物的種種作為，藉以由古窺今，

以達古為今用的目的。然其論定那些在

歷史舞台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人物，論定

他們的善惡是非、功過得失的關鍵何在

呢？其關鍵在於，看他是「加速」了還

是「延緩」了，是「促進」了還是「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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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了社會的發展、歷史的進步來判

斷。 
遵守道德的是君子，違返道德的是

英雄，利用道德的是謀略家，三者

都是人傑。（頁 59） 
王鼎鈞乃以通觀的眼光去看待道德

與功業的悖論，並不以違反和利用道德

者為惡，反而肯定對歷史與社會發展影

響甚深的英雄與謀略家皆為人傑。由此

可見，人性所表現出來的惡，不獨有

用，而且是非常必要的。顯然，在一個

奔競爭逐的時代，為了圖強，甚至是為

了生存，人們必須以違反道德來保護自

己；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在一個歷史發

展迅速、社會變動激烈的時代，必須以

個體的人性的「惡」來適應它。王鼎鈞

對於人性的惡有著同情的理解。他理解

這樣的現象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

的。並且，這種理論還有它客觀的合理

性及對歷史發展的正面影響。因為人生

的事件發展，都不是孤立的，它們遙相

呼應，互為因果，「對某些人來說，要

作一件不道德的事，先要作幾件道德的

事」（註 11）：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屈不是

目標，伸才是目標。 
對某些人來說，「屈」是處處遵守

道德，「伸」是敢於違反道德。 
「屈」和「伸」都該是行為結構的

一部份，「屈」並不是即興的，下

意識的，不是莫之為而為的「性本

善」，「伸」也不是小人得志，虐待

狂或「好頭顱，誰當砍之」那樣的

自暴自棄。「屈」、「伸」乃是他們

的蓽路藍縷，先難後獲。（頁 47） 
我們一般人的思考，人心的黑暗是

不可遏制的，只要條件適合，人的獸性

就會突破文明的制約而釀成災難，而人

性的善良面可以戰勝黑暗，征服一切困

難；但王鼎鈞卻認為人性的黑暗不是破

壞與幻滅，而是一種社會發展的規律。

人們必須依靠自己的能力而生存和發

展，而能力也是實現人的價值的一種有

效方式，是左右社會發展和人生命運的

一積極力量： 
國王未必能居仁由義，但是他必須

談仁說義，這是受文化規範，看出

文化有多偉大的力量。（頁 11） 
作者認為文化給予成功者架設了的

框框材料就是「道德」。不管手上沾有

多少血污，或是口袋裏有多少骯髒錢，

最後得鑽進這個框框，才成正果。 
鑽進框框的人得先有個「入圍」的

資格，就是所謂「成功」，要掙到

這個資格卻不能依賴道德。他在奮

鬥過程中「不拘一格」，成功了再

「入格」。甚至，入格後有了重大

問題時臨時「出格」，問題解決又

回到格子裡。 
歷史上爭權奪利的過程中，有誰能

避免得了失德的行為？唐太宗的玄武門

之變，為了爭權奪位而殺兄，是謂「出

格」，得位後創造「貞觀之治」，是謂

「入格」。作者對這出格的行為是持諒

解的態度，當功業與道德不能並存時必

要「出格」，「出格」時只能立功不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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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但只要最後仍「入格」，以前種種

「出格」都可以被隱諱或諒解。隋煬帝

與唐太宗不可同日而語——其原由在

於，一個是「出格」者，自身不正，固

有令不行；一個最終懂得以自身端正而

「入格」，所以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有人認為道德是虎，可以替人先行開

路，只要跟著道德規範走就無往不利；

而作者看法卻不同，他肯定「人」的智

慧與價值，成功的君王有不同於尋常人

的眼光與魄力，「道德不能自己走路，

得有『人』衝鋒陷陣為它開拓空間」： 
國王，各式各樣的王，坐著天使和

魔鬼並駕的車，跋涉長途，最後到

達「成功」旅館，進入「道德」套

房，是一種理想的人生。（頁 12-
13） 
理想的人生，是具有變通、不固守

的智慧。他可以使「道德」與「不道

德」異流同歸，以不道德的手段，進入

道德的境界： 
道德家發現，最後的道德效果，竟

然靠前面一連串不道德的行為來支

持來釀造，人為了實踐道德的目

標，竟然靠若干不道德的手段來達

成。（頁 35） 
道德一直被視為成功的催化劑。在

一個道德觀念已相當成熟的環境中，如

果一個人違反了規範，他的心靈和自尊

會受到傷害，周圍的人也會以各種方式

懲罰他。但通過王鼎鈞的分析，我們看

到楚漢相爭中劉邦屢次脫險與獲勝，恰

恰源於一些非道德、不正當的行為。儘

管人們可以從道德上對他的這些行為進

行為譴責，但事實上這些行為帶給劉邦

的更多的卻是打贏分。劉邦他打破了由

倫理道德規範的一切常規，拋棄了一切

束縳，恣意與項羽爭霸天下，從而在戰

爭中取得先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道德

與功業幾乎完全脫節的情況呢？在很多

情況下，群體之間的規範是不一樣的。

所謂的不道德的行為，往往是人們根據

自己的群體規範作出的判斷。但如果一

個人的作為被自己的群體所支持，他則

不需擔心其成員對他的行為進行讉責和

實行道德上的孤立。劉邦集團的構成決

定了其下屬對於對劉邦的不道德行為的

支持。如果當初劉邦為了顧念親情，堅

守道德，便會讓全體部下一同作愚蠢的

犧牲，人生在世跟上這種領導者，也算

倒楣。作者說劉邦「狠中自有不忍」，

所以，當劉邦對項羽說「請分我一杯

羮」時，漢軍將士的反應是非常感動，

這一舉，提振了士氣，收拾了人心。如

果從倫理道德的角度來看，我們固然可

以認為劉邦在楚漢戰爭中的不道德行為

是錯誤的，但如果因此認為其所做所為

是他成功的障礙，則無疑脫離了當時的

社會實際。在歷史上，真正能成為道德

與功業並駕齊驅的楷模又有幾人？劉邦

的成功在某種程度上，恰恰在於其對於

倫理道德規範帶有市井之氣的那份決

絕。甚至表明，在一個道德淪喪的混亂

社會裡，沒有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氣

魄，反而難成大事。 

由上述劉邦一例來看，強者與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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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難免做壞事，做壞事是為了達到成

功，正如王鼎鈞所言： 
壞事與錯事不同，兩者分別在事功

效果。有時候，「好事」恰是「錯

事」。（頁 109） 
「惡」是現實社會和人性中客觀存

在的事實，迴避、掩飾「惡」是一種自

欺欺人的愚昧行為，只有面對現實、承

認惡的存在，看到惡的歷史進步性與積

極性。歷代所有在心中堅持獨善的人，

由於厭惡污濁的世道和高潔的稟性難以

相容，自不免時運乖違、仕途蹭蹬。原

因很簡單，任何人首先必須維繫生命，

這是其他一切活動的前提，人不能餓著

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再來，人必須尋

求一種生存意義，生命價值的發展，這

是物質生存的基礎。作者在遵循著人性

對生存價值的需求的必然律之後，於

是，在好人與壞人之外，另外提出了

「能人」，所謂「能人」就是懂得變

通、圓融、達觀而得到成功的人。作者

在〈道德的儐相〉說： 
生活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還能冀

求甚麼呢？只要「不道德」能為

「道德」服務，也就算是盛世了。

怕只怕「道德」總是為「不道德」

服務。怕只怕道德是技術，是工

具，是權宜，是兵不厭詐的那個

「詐」，是粉飾太平的那盒「粉」。

（頁 40） 
作者並不高談闊論，因為知道，世

界並不存在著完美，因為無法達到完美

的理想，只能退而求其次——只要不道

德能為道德服務，對社會就有積極的作

用，也算是值得寬慰了。這是王鼎鈞對

社會圓融通達的觀照。在現代社會的鋼

筋水泥屋中，文學家無疑是第一個醒來

的人，他們要喚醒那些固守不通的人

性，「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他不能眼睜

睜地看著人性變成機械性的僵化模式。

那麼，該用什麼為此鳴鑼振鼓呢？人性

之惡無疑是最佳的選擇，惡是歷史發展

的動力，每一種新的進步與改變，都必

須用一反動的力量，表現為對一種高貴

神聖事理的褻瀆，此時人性之惡雖然從

道德評價上是為世人所不齒的，但從歷

史評價的角度而言，卻無疑是一種進步

的力量。只要「不道德」能為「道德」

服務，由「出格」進入到「入格」，進

入道德人格，對社會就有進步的意義。

作者並沒有背棄人性道德良善的那一

面，他只是把目光轉向更內在的追求，

或者說是更深層的探索。當他在文學中

對人性中惡的挑起，無疑是重新喚起人

們對本真自我的反省，這自然有其積極

意義。 
在追求功業的過程中，有時必須完

全以世俗的功利為標準而不給道德倫理

留下位置，但在功業達成後，君王又必

須以「道德」為餌號召另一批人。「以

道德為餌，極低的成本釣到極好的魚」

（註 12）。功業的追求一方面可能阻滯

人的道德精神發展，一方面又給人的道

德精神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王鼎鈞

對於人性惡的審視與挖掘，具有極大的

現實意義，為人性完善與社會進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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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具有自鑑意義的鏡子，從而彌補了

一般文學作品對「人性」的片面看法。 
二、人性經不住在絕境之中的考驗 
量變基礎上所產生的質變：正面發展

過度成為反面 
與種種人類的感情一樣，親情也被

王鼎鈞看到了它的虛妄與不可靠。作者

冷靜地看出了骨肉手足之情也是有條件

的，更具體地說，親情也是以自私自利

作為彼此考量的基礎的。從理性角度來

思考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法度模式，就是

只要是利於他人，即使遠方的陌生人也

能相處甚歡；反之，如果是以危害私人

利益為主，那麼，就算父子手足也會反

目成仇。〈故事裏套著故事〉一文講了

一個較為完整而具有波折的故事，後面

所講的故事都是由前一個故事的結局引

申而出。先講的故事較為具體實在：一

個少女在全家人幾至絕境的困頓中被迫

去到遙遠的大城市出賣靈肉，終於使得

一家人絕處逢生。她以完全自我犧牲的

沈重代價拯救了親人，卻成了一家人的

精神重壓，成了一家人心中的污點，救

星竟然成了災星，受到了可怕的怨責甚

至致命的詛咒。這個故事殘酷慘淡，成

了作家窺探現代人性嬗變的最佳觀點，

「套」出的故事或許是出自於作者的擬

想虛構，卻是作家對現實人生具體的個

案考察的有力的拓展和延伸。「假設越

多，意外越少」，正如文章副標題所揭

示，人們之所以要有種種假設，就是為

了要力避種種意外，也正因為生活中無

時無處不隱伏著意外，才會引起人們的

種種假設。但作者給我們說的那個具體

的故事結局無疑令我們大感意外，那個

十八歲的女孩子不是因為追求一己的享

樂而去到遙遠的大城出賣靈肉，而是在

一家人困頓至極，窘態百出的慘痛情境

中挺身赴難的。然而，那個少女的弟弟

卻出乎意料地由常態走向了人性的畸

變：他靠著姐姐的賣身錢上了大學，成

了知識分子，畢業後躋身上流社會，僅

僅因為姐姐所走的無奈而辛酸的生活道

路而把她當做是自己「前途上的地

雷」，並以有這樣的姐姐為「可恥」，進

而怨責她，詛咒她，「希望這姐姐馬上

死掉」，讀到這裡，也許讀者的心都要

糾結絞痛起來，感到渾身的氣憤沖騰，

還有比故事中弟弟這樣人性淪喪更讓人

痛心疾首的嗎？但王鼎鈞並未滿足於他

所講的故事所給予讀者形成的巨大情感

衝擊，他似乎分明在提醒讀者，這還不

值得驚詫，人世間像這樣情形哪裡會僅

此一例？類似這樣的故事說也說不完，

道也道不盡啊！於是，他充分發揮了

《隨緣破密》一書中獨具一格的小標題

提煉功能，全方位、多層次地開掘了那

個具體的故事的結局在世人的精神上形

成的發散效應，從而引導讀者超越那個

具體的故事，由感情的激憤進入理性的

沉思： 
過度的善良會摧毀它的本身。（頁

172） 
作者借哲人莎翁對人性的深刻思辨

來詮釋印證自己對那個具體的故事的超

越性感受，它具有對整個人性世界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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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穿透性和概括力。但世人卻對這富有

哲理性詮釋來解脫已接受了善行而又無

法補報的心理重壓。如果說，世人僅僅

因尋求心理平衡而導致的這種人性失

調，還不致於對整個世界構成太大的負

面沖擊；那麼，這種心理失衡在以下的

種種惡性發展就將具有對人類與生俱來

的善良品性形成顛覆的危險： 
恩怨恩怨，恩能生怨，恩即是怨，

怨即是恩。 
這是王鼎鈞對這個故事結局的沉痛

概括，這不免令人驚訝：難道「惡」是

「善」逼出來的？很多正面的事發展過

度之後竟走到反面上去，正如老子所

言：「正復為奇，善復為妖」（註 13），
一旦受惠人在心裡把自己調整為受害人

之後，就能在自解自慰中使自己「以怨

報德」的惡行得到強烈的理由。縱觀現

代人類精神的嬗變軌跡和形形色色的人

性現狀，我們看到人性的「惡」正從

「隱」走向「顯」，並且以冠冕堂皇的

姿態為自己尋找正當的理由和藉口。

「知恩圖報」的觀念所建構的人倫大廈

已搖搖欲墜。然而，我們如果只是痛心

疾首和激憤填膺並無益於人性異化與惡

化。正如譚光輝在〈以怨報德的症候分

析和人性啟示〉一文所言：「因為善惡

的交鋒不單是一個感情層面的鬥爭，它

更是一個在理性層面上的吞噬與反吞噬

之戰。因此，它需要善者用理智而不是

感情，用方法而不是用簡單粗暴去戰勝

惡。然而，人們常常只會感受善惡，而

不會分析；只知判斷，而不善於理解；

只知站在一個角度評判，而不會雙向分

析，因此，往往很難從矛盾衝突中受到

啟示，調節行為。」（註 14）而王鼎鈞

永遠是善於用冷靜的頭腦分析與思索，

他在對人性本質進行重新的觀照時給了

讀者這樣的當頭棒喝： 
事情發展到這個程度，真是何必當

初！要怪只能怪你那不自量力的善

行，逼出別人的惡來！ 
弱者不可行大善，只能行小善。 
耶穌可以犧牲自己拯救別人，因為

耶穌是神。你是甚麼？（頁 178 至

179） 
王鼎鈞營造這個故事所呈現的人生

現實都在告誡我們：人在行善時要適當

調整行為，不要過度施善造成他人無法

回報的局面，而使善行成為他人負欠我

們人情債的精神負累，因為那樣的結局

可能有二：一是使受恩者成為終身都處

在還不完施者恩惠的精神奴隸，如果是

這樣，施者就未免殘忍；二是像《故

事》中的弟弟那樣由受益人調整為受害

者，藉以擺脫精神壓力，甚至像「絕

招」中的人那樣，將其付諸實踐而做出

傷害施者的事情而變為惡人，那施者就

成了「破壞」心靈環保的罪人了。如果

受者是個惡人，那施者所施之恩反而成

了助長他惡行的資本。相信在這些標準

的考驗下，許多隱藏在背後的人性都會

暴露。換言之，在這些人性的照妖鏡

下，上帝的終究會歸於上帝，撒旦的自

會歸於撒旦。 
基於上述原因，對善行的把握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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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智慧：「你來，是要改進自己

的命運，不是改進他的習性」，「不必犧

牲自己去改進別人的命運」（註 15），
犧牲自己而去改變別人的命運，只會適

得其反。當然，作者絕非是要鼓勵我們

在人性黑暗的摸索中自私自利、明哲保

身，更不是要我們拋卻樂善好施的人性

美德，而是要我們掌握分寸，正視人性

演變的複雜和為人的艱難。對人生有了

多種假設，我們才能在遭遇到不同情況

時不會大感意外，我們才能把意外降到

最低，王鼎釣是站在全人類精神健康發

展的高度來審視、把握。這些標準在當

今仍然具有相當強的實用性，這個故事

代表了千百年來人性的複雜變化，今天

仍值得我們借鑑參考。 
朋友的重新定義：因應「階級狩獵」

的調整之方 
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

友」，這種說法既說明朋友的重要，又

表明了朋友的價值在於被依靠。也有人

說：「患難見知己，烈火煉真金」，這對

友情提出了一種要求，企盼它在危難之

際適時出現。在《三國演義》中，劉

備、關羽、張飛桃園三「結義」，以

「金蘭帖」為證，取義「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已成

為我們心中對友誼的嚮往。依一般人的

看法，人在世上是不能沒有朋友的，沒

有朋友，會感到孤獨。王鼎鈞在〈牆後

的翹翹板〉一文卻從貴賤地位異勢的角

度重新去看朋友的定義，提出了令人耳

目一新的「階級狩獵」觀： 

人生在世有一個人事網，這個人事

網由他的各種需要構成。一旦環境

變了，地位變了，他的需要今昔不

同，人事網必須重組。此其一。 
人生在世都有「形象」，形象是

「別人眼中的我」，除了「別人眼

中的我」，還有一個「自己心目中

的我」，人奮鬥的目標是拉近兩者

的距離。人一旦富了貴了，改變了

「自己心目中的我」，也要把以前

留下的「別人眼中的我」消除。此

其二。 
由於一，當年他最倚重的人，今後

是他最疏遠的人；由於二，當年他

最親熱的人，今後是他最防範的

人。 
一個人升官發財之後，要用一套手

段把上述兩種人打到地平線下，這

在英文有個說法，叫「階級狩

獵」。 
發明「交還金蘭帖」的人真是聰

明，他把階級狩獵演化成優雅的儀

式，省去慘烈的過程。這智慧，恐

怕是經過無數痛苦才產生的吧。

（頁 185） 
「翹翹板」這邊高，那邊就低。隱

藏在牆後的「翹翹板」意即人與人的表

面祥和相處而背後卻因「階級」的高低

異勢而生發的種種類於獵人對待獵物的

冷酷狀況。人生有兩大問題，一個是自

我的追求，一個是我與他人的競爭，而

競爭是很激烈的，永遠不會停的。人是

很複雜的動物，朋友與朋友之間，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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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雜著許多說不清的關係與成份，就連

親如兄弟的朋友，也會因為暗中的較勁

而成為敵人。王鼎鈞在〈牆後的翹翹

板〉這篇文章的各段之前，一再重複： 
人是複雜的動物，但是，你如果了

解他，他也很簡單。 

似乎有意來為迷失在友誼歧路的人

們解開這其中難言的密碼。因為「階級

狩獵」而造成關係的巨大變化，朋友關

係結束，君臣關係就開始，當我失去了

沒有可被朋友依靠的實用價值之後，當

我的好朋友成為我的頂頭上司，一切被

我幫助過的人已不能算作是朋友。友

情，一拍即合，也一揮就散，從一個傾

心相談的起點，走向一個無言以對的結

局。過往的朋友情誼都隨著關係的改變

而黯然失色，「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

諧？」只要「階級狩獵」的關係發生，

就沒有一個朋友算得上「知音」。正如

俗語所說的：「你有我有，就是朋友；

你有我沒有，不是朋友」。不管你在其

中如何地感性，如何地待人以良善，終

究是徒勞，正如作者所言： 
經過「階級狩獵」以後，你們的關

係再也不能完好如初了，儘管打獵

的人偶然謙恭下士，假以辭色，儘

管被打下去的人受寵若驚，歌功頌

德，終究虛偽多於誠懇。獵人深明

此理，他內心永遠提防你。 
可以說，一旦你的朋友中間有一個

人高升，尤其做了你們的頂頭上

司，你的世界裡就有了地震、冰雹

和酸雨，難以遏阻的「環境污染」

潺潺而來。（頁 192） 
階級狩獵所造成「心的傷害」既已

成為一種不能改變的定律，一種自古皆

然、人人如此的群己問題，它就永遠是

普遍的，而我們能調整改變的永遠只是

自己的心境，能做的就是適應與接納這

種新的人我關係。如果不明瞭「階級狩

獵」所造成的必然傷害，仍然一味不明

究裡的朋友來朋友去，什麼兄啊弟地稱

呼，人生會加添多少虛假和脆弱。當人

與人的關係，隨著世代更替，而變得更

敏感與疏離之際，像伯牙、子期般相

知，幾成絕唱。或許也因為如此，我們

比以往的人更為直接、更加親密地面對

自我。我們會知道凡事都有其陰暗面，

人性如此，不必驚訝。雖然，我們曾在

陰暗中困惑過，痛苦過，但後來終於明

白，友情的降臨是一個探測器，告訴你

現在與原先進入的那個層面的真假關

係。人與人之間，因為有著利害的衝

突，才有了解真相的機會，也才能使彼

此有重新試驗情誼的高低深淺的機會。

如果有一天，你一直視為莫逆於心或生

死與共的朋友突然因地位關係的改變或

利害交關的發生而對你冷眼相對或構陷

重傷，那就意味著你可以離開這段友誼

了。開始時友誼是真的，只是到了後

來，面對利益的引誘，一方對另一方做

了不義的事，導致友情破裂。面對這種

情況，我們所採取的態度也是親疏隨

緣，不要企圖去挽回什麼，改變什麼，

更不要陷在已經不存在的昔日友情中，

感到憤憤不平。應該知道，一個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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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天性和環境的產物，這兩者都不是

你能夠左右的，你只能把它們做為既定

事實接受下來。在難料的世事裡，或許

只能以隨緣不變的情懷，迎向這亙古沉

默的人性奧秘。 
三、建立人才競爭機制以發揮最大潛能 

在奔競的大時代，為了自己的利益

而進行鬥爭實不足為怪，同時在社會生

活中，為了生存，爭奪亦成為必要的技

能。社會給了人們實現自己價值的機

會，而人們也在不遺餘力的實現過程中

暴露出人性好利惡害的本性。關於此，

韓非子早已了解和掌握人性對治理天下

的意義：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

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

禁令可立，而治道矣（註 16）。 
韓非子認為，儒家從理想層面、高

貴層面來理解人，或許有其道德修養上

的重要意義，然而，對於治理天下而

言，就不切合實際了。因此，只有從現

實層面上來掌握人性才是管理天下的最

需要而又最有效的認識。要治理天下，

首先就要掌握人的性情所趨，從而根據

並利用這種人性之常，以達到治理天下

的效果。在韓非子的眼裡，人都是有好

惡的，而人的好惡是由現實上的利害來

加以考量的，也就是說，人都是好利惡

害的，這就是人的性情所在。雖然有論

者以為好利惡害是種自私而不高貴的人

性，然而，我們也不可否認，人是必須

爭取自己存在下去的可能，好利惡害就

是人的自我保全的本能趨向，這並不能

算是一種罪惡。在一個秩序混亂、社會

動蕩的環境中，除了極少數的君子，人

人都把個人利益看成高於一切，這是當

今社會小人充斥的原因。基於這種現

實，治國的方略只能根據小人的特性來

制定，而德治的方法不僅無益於改造小

人，甚至會使僅有的君子也成為小人。 
前人的哲學及心理學，如荀子、韓

非子的法家思想無異給了王鼎鈞拓寬視

野的啟示。王鼎鈞由此而思索的是「辦

公室的政治哲學」，即不為人知的「老

闆心理」和同事之間競爭的微妙關係。

很多新鮮人在投入社會之際，因不明白

老闆的心理，所以，在社會上撞得頭破

血流，最後還是不明白為什麼別人可以

大老闆的姿態呼風喚雨，而自己永遠只

是被擺佈的一粒棋子。原因在於我們的

社會本來就是弱肉強食，而老闆代表的

是「公平」，然而公平往往站在勝利者

的一邊。作者在〈某種遊戲〉中提到，

一個老闆通常會坐視同事之間的勾心鬥

角而不予排解，甚至有暗中安排強化的

情形。何以故？作者說： 
同仁之間，某種程度的不停的摩

擦，不停的排擠，是老闆樂於見到

的事。在老闆的眼裡這就是上進。

這些人在上進途中需要老闆支持，

因此雙方都對老闆加倍的體諒，加

倍逢迎，在老闆看來，這就是效

忠。（頁 73） 
老闆並不反對部下互相傾軋，在他

看來，如果部下親愛和睦，他們就

不會在工作上企圖壓倒對方。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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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反對部下互相告密，在他看

來，如果部下都隱惡揚善，為親者

諱，老闆永遠不知道每個單位、每

個業務的缺失。 
因為同事之間的嫉妒比較和勾心鬥

角可以提高公司的經營效率，所以

老闆樂見其成。因此，一對原本是

莫逆於心的好朋友有可能在同一個

公司裡反目成仇。（頁 89） 
這就是所謂的「老闆心理」，為了

讓人才發揮最大潛能，不惜製造同事之

間的心結而形成競爭關係。作者從各種

不同的角度勾勒出老闆的真面目： 
殺了說實話的人，也可能殺了說謊

話的人。 
大有為的老闆，他的經驗是，人都

會為自己的名利打拚，人都想比別

人領先一步、高出一寸。人都想自

己銀行裡的存款比別人多一塊錢，

即使「別人」是他的兄弟姐妹父老

諸姑。（頁 71） 
在大老闆眼中，只有「有用的人」

和「無用的人」，無所謂好人壞

人。 
大有為的老闆是何等樣人，他心裏

想的，決不在口中說出來；他說

的，決不做出來；他做的，決不寫

出來。 
老闆是「獅子與狐狸的綜合」，意

即殘忍與狡詐。尚須混入豺、狼、

鷹、鷂；無論如何不能像羊、兔、

豬、雀。 
老闆是製造競爭的工程師，使部下

彼此相爭，所有的傾軋排擠，都昇

華為對老闆的爭寵獻媚，於是老闆

覺得很安慰，也很安全—部下沒有

造反的可能。 
大有為的老闆，能搜集人的幻想、

熱情、忠誠而發揮之，同時激發人

的貪婪、虛榮、殘忍而挑逗之，大

則影響歷史文化的發展，小則左右

個人命運的形成。（頁 102） 
作者通過他對現實社會的觀察而得

出了這樣的結論：自私是人的本性，謀

取私利是人的一切活動的動機與目的。

因而，人與人之間都在自為自利的基礎

上，「各用計算之心相對待」。 
在上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就是

建立在利害矛盾上的。因而，統治者就

應該正好地利用人的自私自利，用賞罰

來統治下屬或老百姓。他順應人性的規

律來進行國家治理的觀念。既然利害相

交是人類社會的規律，那麼，人們為求

生存和發展就必須依靠「力」，即能力

加努力。人與人之間都是「競於氣力」

的，老闆他鼓勵私人競爭，以發展生

產。有如現代管理學所強調的的，適時

引入競爭和激勵機制，形成前進動力。

人的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個人的存在

價值，因為人才就在老闆的身邊，如果

建立合理的競爭機制，他們就能鮮明地

脫穎而出，發揮最大的潛能。 

本書所涉及的都是老闆駕馭下屬的

技巧，既有管理的技術，又有管理的藝

術，更有管理的權術。雖然，管理的權

術在道德上不可取，但在實際的管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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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卻為老闆所身體力行。通過權威

的樹立，從而達到孝悌有序，起居有

方，行止有度，賞善詈惡，人人各盡其

才的理想境界。 
四、弱肉強食的進化論下的自處之道 

大自然有一條強大的生存定律，強

者的追逐，弱者的奔逃，無處不隱藏著

危機，它所展現的是自然界中亘古又永

恆的「弱肉強食」的生存鬥爭現象。從

人性的角度講，掠奪性是人的心理狀態

之一，常人都有掠奪之心，只不過在社

會規則的制約下，都自覺地服從於一種

倫理道德，不去表達罷了。所以智者必

詐，勇者必狠，謀者必忍，這原也是符

合人性無奈的真實。人們靠實力確定自

己的地位，等級分明，沒有平等、公正

可言。有勢力者高高在上，為所欲為，

而芸芸眾生則在社會底層被愚弄。前述

辦公室詭譎的政治環境中，做一個大有

為的老闆，當然是夠狠夠冷夠陰夠詐

了，所以，居下游的上班族就可憐可悲

又可歎了。在這樣險峻的環境下想要存

活，必須要從中領悟一些自處之道，作

者為我們指示了幾條「明路」： 
你到了這個「大有為」的環境裡，

對所有黨同伐異、爾詐我虞的情況

必須拋棄道德判斷，注視其過程與

結果。直到你有一天十分熟悉遊戲

規則。（頁 93） 
怎樣「事暴君」呢？荀子的主張

是：崇其美，揚其善，違（避諱）

其惡，隱其敗（腐敗），言其所

長，不稱其所短。（頁 60） 

「事暴君」並不是背棄賢君、選擇

暴君，而是在不能選擇無可選擇的

時候，設法藉暴君的權利建構做些

事情。（頁 59） 
上班族的憲法第一條是，永遠不要

對老闆絕望。（頁 78） 
做一個成功的老闆不可愚，不可

懦，不可私，倒沒聽不能壞。他偶

然壞幾下，不可計較。（頁 109） 
以老闆為友者得大利，以老闆為師

者得小利。以老闆為敵者倒大楣，

以老闆為路人者倒小楣。 
天下無事時為奴才，天下有事時為

人才。（切忌天下有事時為奴才，

天下無事時為人才。） 
好部下長期伺候一個好老闆，到後

來會對老闆產生「孺慕」，綜合了

君臣、父子、夫妻、師生各種感

情。這是最奇特的關係，從老闆的

角度看，是最理想的關係。從部下

角度看，是最安全的關係。（頁

111） 
以上「老闆的真面目」和「員工的

自處之道」，莫不是作者洞悉人性、觀

測生活的經驗所得的智慧結晶。人們要

是想在上班這件事裡尋求自己的定位、

自己的價值，別人的肯定和別人的認

同，是需要智慧的。薪水光是用歲月去

換是不夠的，有時，你還得用靈魂去

換。《隨緣破密》走了一條全新的探索

人性道路，對人性惡的挑起，為的是重

新喚起人們對本真自我的反省，而這種

人性的探索，不僅與人道主義沒有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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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相反體現一了一種更為深層的追

求。 
或許有人認為在「伴君如伴虎」的

情境之下，身為部屬的只有忍氣吞聲，

隱忍負重，幾無自尊可言，甚至扭曲自

我，恬不知恥，不過為了生存，又能如

何？在此，作者於〈鳥兒、蟲兒、人

兒〉一文中說： 

鳥在天上，蟲在地上，階級森嚴。

蟲類只有努力繁殖，補充損耗，但

求在鳥們吃飽了、長大了、繁殖了

之餘留得一線命脈。蟲永遠比鳥

多，也必須比鳥多！（頁 213） 
老闆與下屬，永遠是強與弱的對

列，「蟲不可能進化成鳥，生了翅膀的

蟲仍然是蟲，無論飛到天涯海角，彼處

仍有鳥在，鳥也有翅膀，蟲仍然是鳥的

糧食」，弱肉強食，千篇一律，既然是

弱者，必須循規蹈矩，遵守道德規範。

這是生存的智慧，「智慧，讓人下人活

得容易些」。天下沒有愚蠢的員工，只

有裝傻的員工。 
歐宗智認為：「若說王鼎鈞《隨緣

破密》是新厚黑學，也不盡然」（註

17），原因在於《隨緣破密》比李宗吾

的「厚黑學」（註 18）更強調在不同情

況下的隨緣變通，它除了讓不黑不厚者

精明一些，另一目的是讓「厚黑者」黑

得更厚。讀者在感受作者一針見血的真

知灼見的同時，必定會自然地聯想起那

些他周圍的人和他所經歷的事。甚且在

其中找到醫治上班恐懼症的藥方。 
五、規則與變通並重 

變通以適應詭譎複雜的人性 
王鼎鈞考察人性最常用的方法就是

將人物置於極境來進行他的人性試驗，

也就是讓人物全無出路之時，再去看人

物自身的表現以及周圍人物的種種表

演。實驗所得的人性污點或許會讓我們

感到觸目驚心，甚至悲觀絕望。然而，

這種黑色地帶的表現，在王鼎鈞眼中卻

化作對人性基色的理解與容受，他的骨

子裡典藏的人格風範永遠是一個看破人

間的長者、透澈一切的智者，在他有條

不紊的敘述中，人性之惡已然化為人情

之常。人情之常乃因為變通，變通是為

了能在這個社會上更好地活下去： 
面對規則時要心冷，但是不能心

死。（頁 118） 
人若不了解規則的彈性，若不能適

應規則的變奏，他在社會上可能成

為一個孤獨的唐吉訶德，對他、對

社會未必是好。（頁 126） 
每一個機構都有規則，每一套規則

都造就兩種人：狂者過之，狷者不

及。（頁 128） 
如果說在前人的作品中，人性善惡

兩元的展現是以惡來反襯善的美，突顯

善的可貴，從而體現人性的完整而豐富

的話，那麼在《隨緣破密》中，作者冷

靜地揭示著人性的異化，人際關係的異

化，人存在的荒誕與畸變，人性的惡在

這本書的篇章中被淋漓盡致地展現，人

性的惡則成了一種揮之不去的主要格

調。或許有人以為人性在作者的筆下陷

入了絕境，然而，在王鼎鈞的意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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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之惡從道德層面評價是為世人所不

齒，但從歷史評價的角度而言，卻無疑

是一種進步力量。歷史是變化的，所以

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不知變通，就像

守株待兔一樣愚蠢可笑。作者啟示我們

思想必須適應新的情況，體制內的人們

不被被體制所規範，前已述及，君主在

建功立業過程中違反道德是一種必要的

變通，那麼，臣子的變通之道呢？「人

主在創業時需要人才，成功後需要使用

奴才」，「與人才相處是很累的，與小人

奴才相處則輕鬆愉快」，「功臣的自全之

道是在適當時機自動變為奴才」（註

19），這就是變通。變通就要不斷了解

人性的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哲

學的本性在於求實和創新，給人以智

慧，它教人尋找一種新的人生、新的文

化理念和新的價值觀念。在歷史醞釀的

巨變背後，如果個體不去努力適應它，

就不免被社會拋棄。王鼎鈞對於人性的

惡有著同情的理解。他理解這樣的現象

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並且，

這種理論還有它客觀的合理性及對歷史

發展的正面影響。 
道德永遠是最後的盔甲 

《隨緣破密》全書展現了文明世界

的真善美之神話蕩然無存，剪除異己、

避開忌諱、察顏觀色、以力服人、熟悉

政治、戰略手腕、黑暗、爭鬥、機心，

一次再一次赤裸裸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作者通過精心設計的藝術表現手法，進

而深掘人性醜惡的一面。德行成為我們

的弱點，讓他人有隙可乘，忍讓是美

德，卻招來別人的得寸進尺。體諒別

人、自我犧牲是美德，結果是別人對我

們以怨報德。「今人正以驚人的速度消

耗美德的資源」，這不禁使我們思考，

拋棄道德是否可以讓我們更容易生活？

或許讀者會以為全書對人生和社會前途

充滿悲觀的色彩，或者認為《隨緣破

密》是本新厚黑學，其實不盡如此。在

王鼎鈞筆下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希望的

暗無天日的世界。作者的真正意圖在

於，通過對人性惡的描述，揭露人本身

固有的缺陷，進而喚起人們了解自己的

本性。雖然「變通」是適應複雜多變的

人性的生存之道，但是，事物發展仍有

自己的客觀規律性，我們只有遵循客觀

規律，才能達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如果

違反了它，必然要失敗，他在〈是虛線

還是絆馬索？〉一文即在闡明這樣的道

理： 
一個人，當他自己駕駛汽車的時

候，他就是一個老闆。而一個老闆

領導員工推進業務時，也好比在駕

駛一部汽車。他們都不能絕對遵守

規則。 
誠然，他們時時違犯規則，可是他

們也不能完全拋棄道德，規則時時

刻刻在他們心裡，不管他是如何大

開大闔，他仍然圍著規則打轉。他

長袖善舞，舞姿萬千，但始終維持

重心。（頁 135） 
老闆和駕駛人一樣，他完全了解規

則，他審度情勢隨時調整對規則的

態度，他違反規則的時候也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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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習規則的時候。所以，世界上雖

出過多少英雄奸雄梟雄，做了多少

離經叛道的事，但人世的若干基本

規則不朽。（頁 136） 
作者仍然認為「人世的若干基本規

則不朽」，此規則就是道德。道德價值

對於中國古代士人階層來說，始終是最

主要、最核心的精神價值。當作者在承

認人性惡的同時，仍然在呼喚著人性的

復甦，呼喚人性的淨化。在這本書的末

篇〈我將如何〉，其副標題「道德是永

遠不散的筵席」： 
拋棄道德並不等於掌握罪惡，結

果，既受道德的壓力，又受罪惡的

壓力。 
進入罪惡並不等於能享受罪惡，結

果，不願做道德的祭品，反而做罪

惡的祭品。 
一個人，倘若沒有能力享受道德，

他一定更沒有能力享受罪惡。（頁

239） 
「好人」如果厭倦了自己的角色，

改充「反派」，他會發覺：他空出

來的位置被對方迅速占據。（頁

241） 
作者仍然肯定道德的重要性與積極

性，如果每個人都能自覺地從事主觀上

的淨化，努力地抑制乃至根除人性邪惡

的因素，那麼，每個人就能成為被周圍

所信賴的人，整個社會就會少受挫折，

加快進步的節奏。這就是曾經以不道德

為手段而達成目的的「出格」者，最終

必要「入格」，「在道德的盛筵中，他們

絕不會缺席，不過往往遲到，而我們先

到一步，有什麼好抱怨的？」作者是一

位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要批判人性弊

端；同時，他又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堅

信人類最終會克服自身的罪惡，在未來

的社會中達到自我完美的實現。 
王鼎鈞人性的理解不是只停留在純

粹的善或純粹的惡上，人性的善中不全

盡是善，惡中也不全盡是惡。每一種正

面的人格特質同時隱含著反面，而任何

反面事物，必然有其正面價值。作者認

為：「一個社會維持它的價值的標準，

靠真君子的身教和偽君子的言教」（註

20），因偽君子的優越性，乃為真小人

所不及。偽君子越虛偽，他所用的言詞

越生動周密，效果也越好，「有言者不

必有德」，有德與無德人做的事各人不

一，但說的話卻一樣，不論世界如何黑

暗，道德為上的一線光明搖搖不墜： 
眾生平凡，平凡的人需要道德，所

以，大大小小的「王」，除非他特

別愚昧，仍然要把道德形象還給人

民。他是羊群裡走出來的虎，最後

還原為羊，回歸羊群。否則，眾

生，在他眼中牛一樣的眾生，就是

恢恢的天網。所以，善良的人並沒

有排錯隊伍。無論如何要堅守下

去。（頁 248） 
道德，產生於人的需要，它不是處

處限制人們、束縳人們，而是一種使人

生活得更美好、更完善、更符合人道目

標的必要條件，或者說是達成成功目標

密切相關的手段。王鼎鈞他肯定了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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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善具有主導作用，他要通過人性之

善，去戰勝、取代那人性中的惡，要讓

受到惡的誘惑和迷亂的人性重新復歸為

善，他認為即使在極大的惡人身上，也

能表現出人性的閃光。在全書結束前，

他特別引了席慕蓉的〈備戰人生〉的詩

句「美德啊，你是我最後盔甲」，此更

流露出作者對道德回歸的一絲希望與期

待。由此我們可見，作者對人性之善仍

充滿希望，仍一直在污濁的社會環境中

追求那「善」的人性微芒。因此，儘管

現代化的人性特徵繁雜，但其主體仍是

道德的弘揚，道德的發揮。 

肆、結論 

解析生活中的種種對立對應的現

象，揭示人性的複雜性與多重性，是

《隨緣破密》這本書成功的所在，也是

耐人尋味的主要原素。王鼎鈞的創作始

終具有長遠的思想魅力的原因之一，是

由於其意味深長的哲理內涵。文學作

品，從一個角度看，可以劃分為喜劇與

悲劇兩類。喜劇一般以人性善為依托，

描寫人類社會生活中的真善美。這種藝

術表現手法，給人以美的享受，給人以

力量和希望，其藝術效果易於在讀者心

中產生共鳴。悲劇往往以人性惡為創作

基礎，所揭示的顯然不是真善美，而是

社會生活中黑暗與邪惡的一面，但這並

不意味悲劇是低品味的。不僅如此，以

人性惡為題材的作品，經常比以人性善

為題材的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更為深刻。

對於這部作品，如果我們認真地品味，

同樣會領悟其中獨具特色的藝術美，只

不過這種藝術美不是浮在顯而易見的表

面，而是潛存在回味與反思的深層。

《隨緣破密》以惡為創作母題，將社會

真實人生赤裸的一面，大膽地展在人們

面前，既為散文創作開拓了新的題材領

域，又為人們重新認識思考「惡」，提

供了契機。 

附 註 

註 1 廖玉蕙「到紐約，走訪捕蝶人——

散文家王鼎鈞先生訪問記」一文提

到訪問王鼎鈞；「從開放的人生、

人生試金石、我們現代人 的所謂

「人生三書」開始，一直到 隨緣

破密 為止，您一直在文章中不諱

言人間的詭詐虛偽。雖然有人以為

文章真實的呈現世界，有助於年輕

人及早認識世界是可喜的現象；可

是，也有人因此批評您提早教導年

輕人世故是殘忍的行為，讓他們太

早失去天真。」由此可見王鼎鈞的

人生哲理著作，對於不能深究的讀

者也許容易誤解作者寫作的原意，

見廖玉蕙 走訪捕蠂人 （台北：九

歌出版社，2004 年）。 
註 2 隱地，「心回台灣」 見王鼎鈞 風

雨陰晴——王鼎鈞散文精選 （台

北：爾雅出版社，2002 年 7 月），

頁 2。 
註 3 引自雷耀發、盧曉光著，議論的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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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89 年 4 月），頁 54。 
註 4 同註 2。 
註 5 引自李和平「我的人性論觀——從

古代人性討論中的問題說起」 江
西教育學院學報 1994 年第 1 期，

頁 58 至 64。 
註 6 歐金尼奧‧加林，義大利人文主義 

（北京：外國文藝出版社，1998
年），頁 72、48。 

註 7 見王鼎鈞，「脂粉比血肉美麗」 隨
緣破密 （台北爾雅，1997），頁

58。 
註 8 同註 6。 
註 9 劉知幾，史通‧人物 （台北：世

界書局，1978 年 2 月）。 
註 10 見 全唐文 卷 635。 
註 11  隨緣破密 （台北：爾雅出版社，

1997 年），頁 44。 
註 12  隨緣破密 ，頁 52。 
註 13 老子 道德經 下篇五十七章，樓宇

烈校釋：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 
（台北：華正書局，1983 年 9
月），頁 149。 

註 14 譚光輝「以怨報德的症候分析和人

性啟示——讀王鼎鈞的故事裡套著

故事」 名作欣賞 （2002 年第 4
期），頁 16 至 18。 

註 15  隨緣破密，頁 180。 
註 16  韓非子‧八經，見梁啟雄 韓非子

淺釋  （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121。 

註 17 歐宗智，「揭開事實的矛盾——評

王鼎鈞隨緣破密」 書評雙月刊 33
期，頁 6-9。 

註 18 李宗吾（1879-1943），原名李世

銓，後改為世楷，字宗儒。二十五

歲時，創立了厚黑學說：「李宗吾

欲成為英雄豪傑，但讀遍二十四史

而不可得。偶然想到三國時幾位風

雲人物，靈機一觸而悟出成功之

道，不外乎『面厚心黑』，因而創

立『厚黑學』」。他認為：「儒教不

足為我師，與其師法孔丘，不如師

法自己」，故改名「宗吾」，號「厚

黑教主」。自從民國元年李宗吾在

四川正式發表「厚黑學」，揭發古

今英雄豪傑之所以成功的秘訣，距

今已九十多年了。九十多年來，

「厚黑學」始終風靡不衰。因為，

「厚黑學」三字不只是一個名詞，

而是處世競爭中克敵致勝的無上絕

學。厚黑學實質之內涵，在於：才

華再高，臉不厚心不黑也難成氣

候。相反地，才華加厚黑等於天下

無敵。 
註 19  隨緣破密 ，頁 147。 
註 20  隨緣破密 ，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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