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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管子》與荀子的學術背景及其與黃老之學的關係 

《管子》與荀子貌似不同系統的學說，但何以能將兩者作對比？

兩物需有相同的立基點才能做對比，且其對比也才有意義可言。那

麼，《管子》與荀子之間也必然有共同點，兩者的比較方能成立。在

這一章裡將探討《管子》與荀子之間在思想背景上的共同點，以此共

同點為基礎，才能展開對兩者進行思想上的對比。  

第一節  《管子》為稷下黃老學的代表作  

在這一節裡將有關《管子》的時代背景及其思想學說略作梳理。

一部著作的寫成或編成，都有一核心思想或共同的目標作為中心，才

得以成書，而且每一部著作背後都含有其時代背景的需要，不論是為

國君服務，還是刺諷時政、力挽狂瀾等等，都是寫作的動機、促成思

想學說出現的來源，因此對著作、思想歷史背景的了解，也是在研究

過程中不可或缺的環節；反之，也可從思想主張中探知其時代背景的

需求。總之，時代與思想是緊密相連在一起的，可以說是一體兩面的

相即關係。 

在這裡是由時代來看思想的產生背景，並以此思想為核心，造就

中國思想上一不朽之作，這一作品又能成為當時候的時代環境及其思

想特色的代表性著作。 

一、《管子》的時代背景與黃老學的出現  

《管子》書的出現產生於天下混戰的戰國時代，是一個謀略、武

力盛行的時代，卻也是思想最蓬勃的時代。在田齊的政權下創立稷下

學宮，將天下各家各派的思想匯聚於此，只是因為田齊政權想藉此以

實現雄霸天下的野心，也為百家爭鳴的思想激盪提供一個完美的契

機，又由百家爭鳴所擦出來的火花，誕生一個新的思想，名為黃老思

想或黃老學。 

這一小節中所要處理的即是由稷下學宮的創立所引發的百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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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以致黃老思想的出現形成學宮的主流思想，將這一連串的歷史背

景作一簡略的說明，並且也對黃老學的思想內涵略加整理。 

（一）稷下學宮的興起與衰敗  

稷下學宮創始於戰國時田齊桓公午，這是多數學者所接受的時間

點。當其戰國之時，各國之間兼併戰激烈，在各國勢均力敵情勢下，

要想稱霸天下已非僅止於軍事強大，而是謀略的勝出；又在西周以前

的社會結構是由宗族制所形成的，「士」處於宗族制度分封下最低的

階級，受六藝教育的訓練，必要時也持刀戈以衛社稷。春秋時，天子

尊嚴蕩然無存，宗法制也隨之衰落，宗族關係也不再緊密，從宗族散

落下來的士無以為生，只好靠其知識技能謀生，也促成私學的興起，

而謀略就從這些沒落的士身上而來，《論衡‧效力》：「六國之時，賢

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爲趙趙完，畔魏魏傷。」從此一斑可

見士之出處，在當時已經成為國力強弱甚至存亡的關鍵。  

早在春秋時期的齊桓公已意識到這一點，在管仲的輔佐下以優厚

的待遇招徠四方之士，聽取他們對於國政的意見。桓公聽從於管仲的

建議設立「嘖室」聽取各方之諫，以效法「黃帝立明臺之議者。上觀

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不蔽也。

禹立諫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武王有靈臺之

復。而賢者進」， 1桓公爲維持霸業可謂戰戰兢兢，不僅禮賢下士，更

設立納諫機構，成為以後稷下學宮形成的藍圖。齊桓公便是重用厚待

賢士才得以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禮賢下士之風，春秋時已開其端，到戰國時始有稷下學宮的創

立，起始於哪一位在位君王？有說是桓公午，有說是威王，亦有說是

宣王，各據有史料可資為證， 2但今多從桓公午創立稷下學宮之說，

據徐幹《中論‧亡國》：「齊桓公立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

                                                 
1 見《管子‧桓公問》，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台北：世界書局，

民 44，頁 302。以下有關《管子》之引文皆以此本作為出處，除有他引將詳注之。 
2 有關稷下學宮創立時間的論爭，參考白奚著，《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
自由與百家爭鳴》，北京：三聯書店， 1998 年，頁 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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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游於齊。」 3但於其時，田氏代齊不久，齊國

剛結束內亂，國力尚未完全恢復，學宮還只是草創規模而已。  

到田齊威王、宣王時期，學宮規模才興盛起來，應劭《風俗通義‧

窮通》中記載其事：「齊威、宣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崇之，若

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眾，號曰列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刺世」，

4稷下學宮之能興盛不僅是時代需要，亦與國君之雄心有很大的關

聯，田齊威王自鑄青銅器《陳侯因敦》銘文中：「皇考孝武桓公，

恭哉，大謨克成。其唯因，揚皇考昭統，高祖黃帝，邇嗣桓、文，

朝問諸侯，合揚厥德。⋯⋯」5可知威王的雄心遠溯黃帝之治的目標，

近則繼承齊桓公、晉文公之霸業，富國強兵、變法革新便是成就雄心

的必要途徑，稷下學宮的發展無疑地在威王時期仍在草創之時。  

宣王也有威王的壯志，在《孟子‧梁惠王上》記載王之「大欲」

為「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宣王在前人奠定的規

模基礎上更能發揮學宮輔佐的功能，因此學宮也在宣王時達到鼎盛，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所記：「宣王喜文學游說之士，自如騶衍、

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六人，皆賜列第，為上大

夫，不治而議論。是以齊稷下學士復盛，且百千人」，這些稷下先生

在學宮裡可說是備受寵待，官至上大夫卻不用做官職任內的工作，只

是「議論」，據白奚先生之考察「議論」一詞，並非現在所使用的「商

議」、「討論」之涵義，是接近「批評」、「非議」之義， 6且這些稷下

先生不侷限於齊國人，慎到是趙國人，而環淵是楚國人，這樣的養士

之風在《管子‧霸言篇》中又可得一佐證：「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

得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禮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

均分以釣天下之眾而臣之」，學宮之盛況更甚於威王。  

                                                 
3 徐湘霖校注，《中論校注》，巴蜀書社， 2000 年，頁 273。  
4 見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台北：明文書局，民 71。頁 322。  
5 轉引自胡家聰著，《稷下爭鳴與黃老新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6。  
6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孟子‧藤文公下》）、〝法立則私議不行〞（《慎子‧佚文》）均可以為證。可參

閱白奚著，《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北京：三聯書店，

1998 年，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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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百千人盛況的稷下學宮歷經桓公、威王與宣王的苦心經營，

卻在閔王時受到重創，《鹽鐵論‧論儒》中記述齊閔王為「矜功不休，

百姓不堪，諸儒諫不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

卿適楚。」 7閔王任內因好大喜功長年征伐，勞財傷民，百姓在不安

定的環境中生活，國家也禁不起長時間人力、物力的消耗，國力日下，

稷下先生們的諫刺絲毫不起作用，許多先生們各自走散，以致閔王末

年燕國起兵伐齊，齊國幾乎滅亡，學宮也因此而衰落，風光不再，雖

襄王時田單復國，亦有心重振學宮，當其時使「荀卿最為老師，齊尚

修列大夫之缺，而荀卿最為祭酒」 8，當其時田駢之輩大多已老去，

雖以荀子為首號招天下之士，但齊國在社會環境、政治力量上威風已

今非昔比，學宮之風氣也大不如前；到齊王建時，身為祭酒的荀子受

讒，被迫離開齊國，其他的稷下先生也相繼離開，學宮日薄西山，到

秦王政滅六國統一天下，稷下學宮也結束約一百五十年的歷史

（ 374~221B.C.）。  

（二）百家爭鳴的空前盛況  

西周時期的教育都掌握在貴族身上，用來培養貴族子弟成為政府

官員，以宗族的血緣關係來鞏固國家權力的安定，所有的學術、文化

都為官廷所用，是所謂「學在官守」，春秋戰國以前的宗族社會是政

教合一也是官師合一，平民、奴隸無權享受教育，即「禮不下庶人」；

宗族共同體倒塌，從宗族散落下來最多的階級是士，主要靠出賣其文

化知識為生，官府之學流散於民間，使得庶民也有機會享受文化教育

的薰陶，聚徒講學之風由是興起，周官外流促成學術教育不再高級

化，《左傳‧昭公十七年》形容這種現象為「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失官指的是官府不再能壟斷學術教育，四夷指文化下移流傳於四方，

隨之而來的是社會階級結構也不再如西周時期那樣地穩固，開始有所

流動。  

周天子勢力衰微，相對而來的是諸侯在自己封地權力的擴張。雖

                                                 
7 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定本），北京：中華書局， 1992 年，頁 149。  
8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台北：天工書局，民 74，頁 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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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法制下諸侯對於自己封地也有相當的權力，如世代承襲的統治

權、制定法律、頒定政令的權力，保持當地風俗文化習慣等，但諸侯

還是受周天子的統治，周天子對於諸侯是有相當的統治力量，教育大

權尚把握在周天子手上；之後王室威信漸減，對諸侯的約制力不再能

發揮相當的效力，加以宗族關係的鬆弛，諸侯的向心力自然削減，開

始在自己的封地內建立權力中心，甚至擁地、擁兵自重，與其他諸侯

國互相較勁，併吞鬥爭日益萌芽。  

既然周天子已無力約束諸侯，對於天下的統治權也無力把持，各

諸侯國蠢蠢欲動，覬覦周天子的地位，因此勢必要先鞏固自己的地

位、壯大自己的聲勢，以此做為出發點，首要之事是有才能的人建立

制度、重整秩序，而士作為一個新起的階級，人數眾多、具有強大的

生命力，又不附著於土地上，流動率大，出現「晉才秦用」、「齊才吳

用」的人才大交流局面，成為各諸侯競相爭奪的對象，於是萌芽了養

士之風，「得士則昌，失士則亡」已成為諸侯間的共識，「得士」的手

段不外乎優渥的物質環境使之衣暖食足、以禮相待、採納建言，春秋

時齊桓公以管仲之建議，「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車馬、衣裘，多其

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昭天下之賢士」； 9越王句踐徠賢士「其達

士，絜其居，美其服，飽其食。⋯⋯四方之士來者，必廟禮之」， 10戰

國時孟嘗君之食客三千也是養士風氣下的產物。  

而這些士的思想內涵也不盡相同，因各地理環境之殊、風俗習慣

之異，使得當地人們的生活形式、思考模式受到很大的影響，卻也發

展出各家各派不同系統的思想，如東方的魯國發展出以孔子為主要代

表人物的儒家，且因平原之地，土壤肥沃農業發達，也發展出以許行

為首的農家思想；在南方的楚國「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

耨。果陏蠃蛤，不待賈而足，地埶饒食，無飢饉之患」， 11生活之無虞

全仰賴自然的賜予，也使其文化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其俗

                                                 
9 《國語‧齊語》，易中天注譯，《新譯國語讀本》，台北：三民書局， 2004 年，
頁 179。  
10 《國語‧越語上》。，易中天注譯，《新譯國語讀本》，台北：三民書局， 2004
年，頁 511。  
11 《史記‧貨殖列傳》，台北：天工書局，民 74，頁 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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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樂鼓舞，以樂諸神⋯⋯」，12但因地形的阻隔，

學說發展之初、形成都只固守在自己的思想裡，諸侯爭霸招攏天下賢

士恰好提供一個思想交流的場所，中國思想文化的高峰即是在這樣動

盪的背景下掀開布幕，在與各種思想的激盪下，自家自派自覺到自己

學說的不足與優越之處，也吸收融合其他學說的優點以彌補自身的缺

失，期能提供給上位者最好的治國方針，稷下學宮便是最能代表這個

時代思想交流、雄俊豪傑崛出的場所。  

稷下學宮即是在各家思想都已成形之際，廣為招攬各家派之賢士

匯集於此，在這裡的學士們主要的工作是「不任職而論國事」，雖有

任列大夫之位卻無職事之實，只是爲諸侯稱霸天下的雄心提供最穩

固、最便捷的途徑，於是眾學派的政治思想彼此較勁，處於相互對立

又是相互攝取，在稷下學宮發展成百家爭鳴之前的諸子學說不是處于

河水不犯井水的不搭線，如儒家與道家，就是火水不容的排斥，如儒

家與法家；此外稷下先生們也立說著書爲自家學說吸取學士， 13淳于

髡死時曾有三千弟子服喪，現已無法得知這個說法是否符合事實，卻

可窺知稷下先生們對學士的吸引力之大，而在他們的思想中也參雜了

其他學派的優越點，如黃老學的「道」吸取改造道家老子的「道」，

使其法在形上學的建構下深化其合理性的根源，《管子》的成書是在

這樣思想交互激盪的盛況下所集編而成的。  

（三）何謂「黃老之學」？  

在稷下學宮中進行的百家爭鳴，誕生了一個對後世政治主張上重

要影響的學說，尤其是在西漢初年，這個學說爲著名的文景之治奠下

基礎，即是「黃老之學」。  

《史記‧孟子荀卿列傳》中也提到當時在稷下學宮中著名的人

物，如慎到、田駢、環淵等人，說他們「皆學黃老道德之術」，〈老莊

申韓列傳〉：「申子之學本於黃老而主刑名」，申不害是戰國中期人，

                                                 
12 《楚辭章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灣：商務出版社，第 1062 冊第 17
頁。  
13 錢穆先生說：「遊稷下者稱學士，其前輩稱先生，尤尊推老師」，見《錢賓四先
生全集‧先秦諸子繫年》，台北：聯經出版社， 1998 年，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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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最晚在戰國中期時已有黃老之學，白奚先生說：「黃老之學是先

秦百家爭鳴時期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學術思潮」，14蒙文通先生也對黃老

學有所描述：「百家盛於戰國，但後來卻是黃老獨盛，壓倒百家」。15由

於西漢初年著名的文景之治將黃老思想的應用推到高峰，極盛於當

時，因而自古以來黃老學被定位在漢初的思潮，這樣的定位也就否定

在漢以前有所謂的黃老之學；就在上個世紀 1973 年於湖南出土的文

獻改變了黃老學的定位，馬王堆漢墓出土了《黃帝四經》與《老子》

的合卷本，亦稱為《黃老帛書》，這使得司馬遷對申不害等人的思想

描述重新被重視，在《黃老帛書》出土前，先秦時期的文獻中都沒有

「黃老」一詞的記載，司馬遷的記載也就沒有被看重，出土後，有關

先秦時期的黃老思想研究開始蓬勃起來，也重新找出黃老思想在先秦

時期的思想源頭。  

早在《黃老帛書》出土前，《管子》的部分內容與《國語‧越語

下》裡頭的范蠡之言有思想上的關係已被注意到，但《管子》是北方

齊國的作品，而〈越語〉是出於南方楚國，二者之間似乎找不到聯繫

之處，《黃老帛書》出土後，這三者之間的思想聯繫被找出一個關鍵

人物，即是范蠡，一些學者認為范蠡是開後世黃老學之濫觴，如陳鼓

應先生即認為「范蠡上承老子思想而下開黃老學之先河」。 16

黃老學的特點是，其一可從其名稱上望文生義，即是黃帝與老子

思想的結合，黃老學裡的「黃」意指「黃帝」，這是有史料證據可供

證明的，例如在《史記‧外戚世家》中說道：「竇太后好黃帝、老子

言，帝及太子、諸竇不得不讀黃帝、老子，尊其術」，可見黃老之學

在其時流行於皇家，上至帝王、太子與整個外戚，莫不研讀黃老之學，

且其學說不單只是學說、主張，更有一套將理論學說落實的操縱方

法，確實是合了上層統治者的口味，統治階層的人莫不趨之若鶩。此

                                                 
14 見白奚著，〈先秦黃老之學源流述要〉，《中州學刊》 2003 年第 1 期。  
15 見蒙文通著，〈略論黃老學〉，載於《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學徵微》，巴蜀
書社， 1987 年，頁 276。  
16 尚有魏啟鵬先生在〈范蠡及其天道觀〉中也認為「范蠡學術思想已略具黃學與
老學之長，北傳則成為老子與稷下黃老學派的津樑。」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

研究》第六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 89，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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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論衡‧自然》中對「黃老」之所指也有明確的說明：「賢之純者，

黃、老是也。黃者，黃帝也；老者，老子也」，因此黃老之學說為黃

帝與老子思想之合流，應是無誤。  

這樣的結合之所以會成為「稷下黃老學」的特點，馮友蘭認為與

「高祖黃帝，邇嗣桓、文」有相當大的關係，「黃帝是當時傳說中的

一個養生成仙的帝王；齊桓、晉文公是春秋時期的兩個執行法家路線

成功的霸主。齊威王要把養生和成霸結合起來。⋯⋯這兩句話雖然不

是對『稷下先生』們說的，但他的這個願望，可能為他們指定一個方

向，⋯⋯這就是『黃老之學』的要點」， 17之所以要高祖黃帝另外的原

因，是爲田齊的政權尋求自古而有的合理性，黃帝是姬姓，而田氏本

為陳國貴族是姬姓之後，姜齊是炎帝姜姓之後，傳說中黃帝戰勝炎帝

而有天下，以此說明田氏代姜齊古已有之，並非篡奪他人之國，而黃

帝與老子結合是因為老子也是陳國人， 18黃老之結合看似是田齊牽強

地爲自己的政權辯護，又結合老子的道爲其施行的法找到根源，卻因

此發展出政治哲學上輝煌的「人君南面之術」。  

其二之特點為道法結合、援道入法，使得法的來源有一形上學的

基礎，對於君王的社會統治上採取「虛無為本，因循為用」的無為論，

並兼納百家之長，而在漢初司馬談〈論六家要旨〉中將其納入「道家」，

描述為「⋯⋯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

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立俗施

事，無所不宜，指約而易操，事少而功多」，從中可看出這一時期的

道家有別於老莊之道家，爲迎合當時代各國君王謀求富國強兵進而王

天下的需要，融合老莊道家的修養論、儒墨的德治、與法家的刑名法

術，於內則治身養生，向外擴則成為治國之道，這可視為黃老學之第

三特點：融匯百家，這一特點蒙文通先生有清楚的說明：「是稷下各

派學者集合（或融合）而形成了黃老一派，⋯⋯不是黃老之學在先，

                                                 
17 參見顧頡剛著，〈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載《文史》第六輯，
頁 214。  
18 見陳鼓應著，《黃帝四經今註今釋》，台北：商務印書館， 1995，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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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百家融為黃老，⋯⋯黃老之學是由各種學派漸趨接近的結果」，19

各家各派的學說特點都巧妙地融匯在同一個學說中，黃老之學也可算

是集百家之大成的了，又並非是雜亂地將百家放入同一主張中，而是

以道家之「道論」為其理論基礎，擷取百家之長。  

但是對於某一思想是否畫入黃老學之列，這樣的特點卻不足以提

供適合的評判標準，例如《莊子》雖言黃帝、老子，卻不是歸於黃老

學，而《慎子》不言黃帝，卻被視為典型的黃老學之作，《管子》裡

〈白心〉等篇亦未提及老子，卻也是研究黃老學的重要著作之一，可

見得「言黃老」這一特點並不適用於分判學派的準則；再者，黃老學

之論「道」、「法」亦是其學說特點，同樣也不能以此作分判，例如《韓

非子》中既談法治也說道論，但《韓非子》卻是法家的典型代表，因

此，對於某一思想是否該畫入黃老學之列，得需要找出黃老學異於各

家的鮮明特點，且又足以代表黃老學的特色。  

以道論法、兼采百家仍是黃老學的理論特點，在這之中又可抽繹

出有別於他家的學說特點。首先，積極提倡法治是與老莊道家可區別

之處，《老子‧第五十七章》明確點出「法令滋彰，盜賊多有」，越是

強調法律條文的約制性，偷盜賊人反而會增多，這是老子的辯証思

維；而黃老道家卻不依從老子的一貫思維法，反而從形上的「道」推

演出法令在社會上實行的合法性與合理性，法令的生出與萬物的生長

同樣都是由「道」而來，法令的設置有了一深厚的合法性，如此，有

了法令，而其施行也就合理了；兩者不同的思維方向，是區別兩學派

的最大不同處。  

其次，黃老學的「以道論法」，賦予「法」一理論高度的來源，

是與不重視理論論證的三晉法家相異之處，使法治思想獲得一個前所

未有的深厚來源；再次，黃老之學的兼采百家之說，也是一顯明的特

點，尤其是吸收了儒家重視道德教化之說，國之法雖有「道」作為其

根基，但道德教化也不能偏廢，就這一點上，又可與「嚴而少恩」的

                                                 
19 參見蒙文通著，〈略論黃老學〉（遺稿）載於《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四輯，北京：
三聯書店， 1998 年，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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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晉法家區別開來，也正是黃老之學吸取百家之長，也彌補百家之

失，才能成為戰國中後期流行的學說，且大盛於漢。  

由此，所說之「黃老之學」實是爲國君提供一治國的良好方術，

且具有深厚的理論根基，從「道」的高度推演出一套順應「道」之無

為而無不為的治國之術，且以法家、儒家等學說為其輔佐，將組成一

個國家的各個面向都能兼顧到，諸如法治、教化、生產等等，莫不有

說，如此才能真正稱之為「君人南面之術」，而其代表作是於 1973 年

出土的《黃帝四經》為其主張之核心，有關《黃帝四經》之詳細，見

於後章。  

二、《管子》之成書及其與黃老之學的關係  

一般我們對中國經典的子書都有一既有的成見，可以從其書名來

推知其作者，如《韓非子》即為韓非所作，但是這樣的對應關係卻不

適用於《管子》上。從《管子》的書名來看，似乎可從書名來推知其

作者即是管仲，這樣的推斷恰恰是錯誤的，《管子》的作者並非是管

仲，《管子》的成書有一段時代的淵源，也正是最能代表戰國稷下學

宮時期的著作。這一小節中就《管子》的成書過程與其作者的問題，

做一簡單的回顧整理，但是又何以能說《管子》是學宮的代表著作？

這與形成於學宮中的黃老之學有密切的關係，因此對於《管子》與黃

老之學的思想關係也作一略整。 

（一）《管子》書的出現  

《管子》書是否真為春秋良相管仲所作？自晉傅玄已有說：「管

仲之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說管仲死後事」，唐孔穎達也說：

「世有管子書者，或是後人所錄」，以後不再將《管子》視為管仲所

著，全書的確切作者已不可考，大概只能就各篇思想、寫作理路來推

測或為某派之人所作，羅根澤先生著有《管子探源》即就各篇的思想

舉證分析出有戰國秦漢間的陰陽家、儒家、法家、道家、兵家等，故

說《管子》書為「各家學說，保存最夥，詮發甚精，誠戰國秦漢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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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寶藏也」。 20

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思想交流在《管子》中流露無遺，但年代過

於久遠文獻散落，有關《管子》的作者一直有所爭論： 21

晉代以前，《管子》為管仲所撰似無疑問。《韓非子》最早指出：

「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韓非之意在言法，

但法既可藏，則必載之書籍。《淮南子‧要略》言：「桓公憂中國

之患，苦夷狄之亂，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

故管子之書生焉」，指出了《管子》產生的時代背景，或者說，

桓管業績是此書的基礎。稍後的司馬遷則親讀過《管子》的一些

篇章，他在《史記‧管晏列傳》中說：「吾讀管氏《牧民》、《山

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

見其著書⋯⋯」，明確記載了管氏著書。再後的劉向奉命校書，

他把散見於各處的署名《管子》的書蒐集起來，去其重複，定著

86 篇，也未懷疑作者的問題。《漢書‧藝文志》則載《管子》八

十六篇，在道家。  

晉代以降，《管子》書的作者開始出現異說，傅玄謂：「管仲之書，

過半是後世之好事者所加，乃說管仲死後事，其《輕重》篇尤鄙

俗。」（《王應麟《困學紀聞》卷十引》）唐代孔穎達則說：「世有

《管子》書者，或是後人所錄」，杜佑云：「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

公之言，疑後人續之」。總之是疑信參半，承認其中有管仲之作，

亦有後人「所加」、「所錄」、「續之」。  

至宋，對《管子》作者則出現了否定管仲的傾向，葉適云：「《管

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習學紀言》

卷 45）朱熹則更說此書「只是戰國時人收拾仲當時行事、言語之

類著之，並附以他書。」（《朱子語錄》卷 137）  

《管子》書的作者大致說來從晉以後開始有疑點出現，有說是部

                                                 
20 見羅根澤著，《管子探源》，台北：里仁書局，民 70，頁 6。  
21 以下爭論之文引出自張玉書著，〈《管子》與齊文化〉，《淄博師專學報》， 1996
年第 3 期。  



12  第一章 

份管仲著，也有說非管仲著，這一說在南宋時已有，朱熹云：「仲當

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閑時又有三歸之溺，絕不是閑功夫著書的

人。著書者是不見用之人也」， 22當今學者大都已接受《管子》書非一

時之作，亦非一人之著，且託名管子，成書於齊國稷下學宮時期似無

可疑，所著之地既無誤而作者也可說是稷下學宮裡的老師、先生或是

學士，每一篇文章都沒有署名清楚地交代是一人所作或是多人合力完

成的，因此不僅是《管子》的作者不確定，連每篇的作者都很有爭議，

既無可確定作者為何人，即有顧頡剛先生認為《管子》「是一部稷下

叢書」，23馮友蘭先生認為是「稷下學術中心的一部論文總集」，24白奚

先生卻認為「這些概括過於籠統，⋯⋯若《管子》果為稷下先生的「論

文集」，則這些稷下先生中自然應包括司馬遷列舉的鄒衍、慎到、田

騈、尹文、接子等人，⋯⋯這些著名的稷下先生們均有自己的著

作，⋯⋯劉向編訂《管子》時，這些書均未亡佚，民間所獻之《管子》

不會包含這些人的作品，劉向博覽群書，也不大可能將這些人的作品

編入《管子》」， 25白奚先生的看法應從劉向編訂《管子》之時來看，

劉向蒐集各種《管子》版本刪其重複定著 86 篇，26這裡可有兩種解讀，

一是刪不同版本《管子》裡重複的篇章？還是刪除鄒衍、慎到等人著

書裡與《管子》的重複篇章？  

劉向《管子書錄》說：「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

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篇，臣富參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立書十

一篇，太史書九十六篇：凡中、外書五百六十四。以校除復重四百八

十四篇，定著八十六篇。」可見劉向刪定的是各種版本中重複的篇章，

在劉向定著的《管子》八十六篇中收錄有慎到等人的作品，與《慎子》

書所著錄的，似乎並不衝突，這種情形在今日也不少見。但總歸說來，

                                                 
22 《朱子語類》 137 卷。  
23 見顧頡剛著，〈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載《文史》第六輯，
頁 16。  
24 見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台北：藍燈文化，民 80，頁 214。  
25 見白奚著，《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北京：三聯書店，
1998 年，頁 218。  
26 劉向所刪編成的 86 篇迄今篇目仍有 86 篇，但其中十篇有目無文，實存 76 篇，
這十篇是〈王言〉，〈謀失〉，〈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

乘馬〉，〈輕重丙〉，〈輕重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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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這些爭議是因為我們對那個時代還沒有完整、通盤的掌握，提供

這些問題的解答也是零零總總，全都持之有故，究竟哪一種說法才是

最符合原貌？也許在不久的將來又有新出土的文獻足以支持某些論

點。  

現存《管子》分為八類：〈經言〉九篇，〈外言〉八篇，〈內言〉

七篇，〈短語〉十七篇，〈區言〉五篇，〈雜篇〉十篇，〈管子解〉四篇，

〈管子輕重〉十六篇，被認為是在劉向刪定《管子》時所分，而據以

所分之由，現已無法得知。至於《管子》的成書時代也是各有說法，

郭沫若先生說：「它大率是戰國及其後的一批零碎著作的總集，一部

分是齊國的舊檔案，一部分是漢時開獻書之令時由齊地匯獻而來

的」， 27認為《管子》大致是戰國至漢這一時期所匯集而編冊成書的，

羅根澤先生也以為是戰國秦漢之間的作品， 28此後《管子》的年代不

離戰國迄漢這之間。  

（二）《管子》與黃老思想  

儘管《管子》的許多問題尚未落定，仍可窺究書中之主幹思想，

是以「齊法家」為其中心思想， 29並吸收、粹取各學派經世治國之思

想。黃老之學形成於稷下，是當時學宮中的主流思想，而《管子》成

書於稷下應是無疑，有胡家聰先生謂：「從稷下『百家爭鳴』的角度

看，《管子》是爭鳴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也可以說是百家爭鳴的投

影」， 30因此《管子》書中可見各學派思想主張的篇章， 31當然也少不

                                                 
27 見郭沫若著，〈宋鉼尹文遺著考〉，《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 1 卷，北京：新華
書店， 1982 年，頁 552。  
28 見羅根澤著，《管子探源》，台北：里仁書局，民 70，頁 6。  
29 所謂之「齊法家」依余敦康之說：「有別於商鞅、韓非的三晉法家，其區別之
處主要在於對待宗法制的態度上。以孔子為首的儒家主張建立一個以周王室為中

心的宗法制度社會，共尊周天子並實行禮治；三晉法家則全盤否定宗法制，主張

君主握有絕對統治的主權，以法代替禮，作為唯一的標準規範；齊法家則折衷這

兩個主張，調和宗法制與絕對的統治權，把禮治與法治結合起來，既以法律來加

強王權，也重視禮的道德規範」。見余敦康著，〈論管仲學派〉，《中國哲學》第二

輯，北京三聯書店， 1980 年。另有關「齊法家」名稱的幾個問題，可參考黃漢
光著，《黃老之學析論》中第四章的詳細討論（台北：額湖出版社，民 89），在
這裡所用的「齊法家」，是以余敦康先生所說之調和禮治與法治溫和走向為其主

要內涵。  
30 語見胡家聰著，《稷下爭鳴與黃老新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
年，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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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有黃老思想參與其中。  

《管子》書中有些許的篇章展現出黃老思想的特點，有〈心術

上〉、〈心術下〉、〈內業〉、〈白心〉、〈形勢〉、〈宙合〉、〈樞言〉、〈水地〉

等篇， 32說這些篇章也是展現出黃老學的思想，主要是表現在其思想

內涵與黃老學有謀合之處，這些相同思想在此僅列舉三點。  

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維取向。《管子‧重令》中說道：「天

道之數，人心之變。天道之數：至則反，盛則衰；人心之變：有餘則

驕，驕則緩怠」，以天道之變數來說明人心之變，人心也如天道一樣，

當人富有時便睥睨驕傲，驕傲則鬆懈怠惰，是以天之循環往復說明人

事之起落。這樣的思想可於《四經》中找到相同的說法，《黃帝四經‧

經法‧四度》云：「極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李（理）也」，

事物一旦進行發展到最高峰的境地，便會開始走下坡，極盛時就會開

始衰落，就如花開，花苞開放到最盛開之時，便逐漸凋零，這是天地

間的自然規律，以此規律來推說人事也是如此。 

國君之治國也應效法於天道，《管子‧版法》云：「法天地之位，

象四時之行，以治天下，四時之行，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

武」，同樣也是展現出順應天地自然以治國的思想，國中之分級地位

是效法天地有上有下，於社會中亦有君上臣下、貴賤之分，如四時之

春秋冬夏，有寒有暑，國內也應有生養、權殺，生、殺並行，國方能

治。而《黃帝四經‧經法‧君正》亦有云：「天有死生之時，國有死

生之正（政）。因天之生也以養生，謂之文；因天之殺也以伐死，謂

之武。文武並行，則天下從矣」，自然中有生長衰敗，國亦有存亡之

                                                                                                                                            
31 依胡家聰之說《管子》書中有：「與齊法家政治思想體系相聯繫，有『因道全
法』為主要特點的道家黃老之作〈心術〉、〈宙合〉、〈樞言〉、〈白心〉、〈內業〉、〈水

地〉、〈勢〉、〈正〉等篇；有『務時而寄政』為特點的陰陽家之作〈四時〉、〈五行〉

等篇；還有追述桓、管遺聞軼事的〈小問〉、〈小稱〉等篇，滲透著齊法家政治思

想；〈問〉篇作為社會調查提綱，其引首亦屬法家政治，專論農業科技的〈度地〉、

〈地員〉，，也同齊法家重農政策的推行緊密聯繫著；而〈輕重〉諸篇財經思想

體系，並不脫開，而是包容在〈經言〉的齊法家政治思想體系內」，可見《管子》

書中學派色彩之多元。見其著，〈論《管子》書系學派著作〉，《管子學刊》 1997
年第 3 期，頁 12。  
32 轉引自陳鼓應之說，見其著，《管子四篇詮釋─稷下道家代表作》，台北：三民
書局， 2003 年，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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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順應自然中生長的時令以種植畜養萬物，這就叫做「文」；應從

天之衰敗的時令以懲治，這就叫做「武」，國君之治國能並行文武，

則天下莫不從君。 

二、以道論法。以「道」來論說「法」的來源，給予遵守法令這

件事情一個合理的解答，這是黃老學的主要特點之一。三晉法家只是

制法並強制要求全民從法行，不說為何要遵法。在《管子》中也常見

到「道」、「法」並說，如〈君臣上〉：「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

將「道」與「法」置於治國的兩個同等重要的地位，隱含了黃老學的

「道」、「法」關係論，而在〈心術上〉清楚地說明「道」、「法」之間

的關係：「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原指秤錘，引申

有衡量之意，可作為衡量事物的尺度，而「法」之出是來自「權」，

意味著「法」也有可以作為衡量人事物標準，因此「法」可以作為判

別是非曲直的公正性，以這樣的「法」來衡量事物也是具有權威性的；

而「權」又是出自於「道」的，意指效法天道不偏私一物，在天地自

然中稱為「道」，在人文社會中稱之「法」。在「法」的推演上，《管

子》與「援道入法」的黃老思想是同出一轍的。 

三、天、地、人的一體論。33《管子‧君臣上》有稱：「天有常象，

地有常刑（形），人有常禮，一設而不更，此謂三常」，天、地、人都

有恆久不變之事，既是恆常的，只要能掌握到其中的運行規律，便能

應萬物之變，其所變也只是在現象上的變化，仍不出內在規律，王之

治天下亦是如此。 

在《四經》中同樣也有把天、地、人一起並舉的思想佐證，並且

用「恆」來表達，例如〈經法‧道法〉中就提到：「天地有恆常，萬

民有恆事」，又如〈經法‧六分〉：「王天下之道有三，有天焉，有地

焉，又（有）人焉」，天地自然之間有著恆常不變的規律，萬民也有

各自從事的工作，這給國君之治國提供一個方向，使萬民皆各在其

位，行其之事，天下怎能不治？！故〈六分〉中說，王天下不出三道，

                                                 
33 此點轉引出自胡家聰著，《稷下爭鳴與黃老新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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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知天時，下知地利，中以明人事，天時、地利、人和一手握，天下

國家近在咫呎。 

從以上三點大略可以看出，黃老學在《管子》書中所論述的君王

之道，是頗有份量的，也因此《管子》被視為研究黃老思想重要的文

獻之一。 

三、《管子》四篇的作者  

《管子》全書雖無統一之作者，卻有一貫穿全書的中心思想，胡

家聰先生以為「《管子》全書並非雜亂無緒，而有其主導思想，這主

導的思想即是齊法家「道、法、儒」融合的思想體系」，34而將《管子》

書系說為「管子學派」， 35或有稱為「管仲學派」， 36都是以《管子》書

中經世思想所稱說。春秋時齊桓公首霸天下，得力於管仲的輔佐，管

仲任內將齊國全面進行改革，成功地幫助桓公建立起霸業，管仲之名

不脛而走，也因此形成管仲思想的追隨者。  

韓非在《五蠹》中所稱「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其中「管

法」即是以管仲成就桓公霸業所施行之法而稱，也稱為「齊法家」，

齊法家與以商鞅為代表的商法家最大不同處，就在於齊法家「兼重法

教」。戰國時期儒家主張的以德治國與法家的以法治國曾展開激烈的

鬥爭，儒家主張「為政以德」、「為國以禮」並且重視道德教化，在這

基礎之上建立具有倫理秩序的社會國家，而法家卻與儒家截然對反，

主張「以法治國」，排斥文化學術，韓非更以為「仁義不足用」，走向

「嚴而少恩」的法家治國手段；齊法家便調和了兩者的水火不容，兼

納兩家的優點，《管子‧牧民》中「⋯⋯四維不張，國乃滅亡。⋯⋯

何謂四維？一曰禮，二曰義，三曰廉，四曰恥⋯⋯」，四維能徹底實

現，君令便能暢行，另一方面在《管子‧立政》中又說「憲既布，有

                                                 
34 見胡家聰著，〈論《管子》書系學派著作〉，《管子學刊》1997 年第 3 期，頁 11。 
35 另有張岱年先生亦認為「《管子》一書是齊國推崇管仲的學者依託管仲而寫的
著作的匯集，可稱為〝管子學派〞的著作。這些推崇管仲的學者可能亦是稷下學

士，但只是稷下學者的一部份」，見其著之〈齊學的歷史價值〉，《文史知識》1989
年第 3 期，頁 10。  
36 如劉蔚華先生在其《管仲與《管子》》一書中所稱。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
2004 年，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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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行憲者，謂之不從令，罪死不赦」，不從君令者亦不寬容，德威並

進才是最理想的治國途徑。而後追隨管仲思想的學者受到其他學派思

想的影響，特別是黃老道家的思想，於是經世之法與黃老道術的結

合，形成稷下黃老學最大的特點。  

《管子》中〈心術上第三十六〉、〈心術下第三十七〉、〈白心第三

十八〉與〈內業第四十九〉四篇裡頭的思想與其他篇比較起來是有很

大的差異性。四篇中提出了精氣、清潔內心等諸說，是異於管仲思想

的全新命題，也被當作一系列討論有關《管子》「心」議題的整全觀

點，並獨立出來稱為「四篇」，而觀四篇的內容也有內在的相連性， 37

因而四篇的作者也就排除是管仲之遺著，其作者考更引人注目。  

首先爲四篇找到作者的是郭沫若先生，在其《十批判書》中把〈心

術〉、〈內業〉看作是宋鉼所著，〈白心〉則屬於尹文子的遺著， 38隨後

四篇的作者便成為爭議的論點，四篇作者考有以下幾個說法：  

四篇之作者 贊同者 

宋鉼、尹文說  

贊同這一觀點的有郭沫若、劉節、侯外盧、

孫開泰、李學勤等人外，還有余敦康、李

錦全、林之達。  

田駢、慎到說  

蒙文通、朱伯崑、裘錫圭等人曾經認為《管

子》四篇為慎到一派的作品，但現在他們

已經放棄了這一觀點。 39

稷下黃老學派的作品  主要代表人物有馮友蘭、馮契、李存山、

                                                 
37 其整全觀點之處可參考陳鼓應先生之說，《管子四篇詮釋─稷下道家代表作》，
台北：三民書局， 2003，頁 17-23。  
38 見郭沫若著，〈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收於《十批判書》，台北：古楓出版社，
1986，頁 154。  
39 裘錫圭先生在其〈稷下道家精氣說的研究〉一文中有說到：「現在看來，無論
把《心術》等四篇定為宋鉼、尹文學派著作，還是定為慎到、田駢學派著作，證

據都嫌不足。」見《文史叢稿》，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6，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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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文通、朱伯崑。  

稷下道家說  代表人物有吳光、徐立軍、裘錫圭 40。  

管仲學派 41 主要有張岱年、胡家聰。  

齊國稷下先生之作  

主要是白奚，認為稷下先生中有齊國當地

的學者，如淳于髡、田駢、尹文等，也有

非齊國本地的，像是宋鉼、慎到、環淵，

非本地的學者從天下各地聚集而來，同時

也帶進他們自己地區的思想，這一異地的

思想在學宮中形成一股龐大的潮流，這對

齊國原有的思想潮流產生很大的衝擊，因

此齊國當地的學者集結齊人收集、整理管

仲的佚事與遺說，託名管仲以成書。 42

孟子後學  

楊儒賓從〈內業〉、〈心術下〉兩篇的理論

內部考察，認為兩篇是屬孟子一系，年代

晚於孟子，都是孟子後學所作。 43

郭沫若先生在其〈宋鉼尹文遺著考〉提出四篇為宋尹之遺著受到

很多學者的支持， 44但也有學者針對這種說法提出辯駁，以下試著將

郭沫若先生的舉証與反對意見整理出來。宋鉼、尹文的主要思想都是

從《莊子‧天下篇》、《荀子‧正論》以及《韓非子‧顯學篇》中的記

載所得，其主要思想特點有：  
                                                 
40 以上一∼四說之整理轉引自張連偉著，〈論《管子》四篇的學派歸屬〉，《管子
學刊》 2003 年第 1 期。  
41 吳光先生認為將《管子》說為管仲學派似乎不可行，他說：「所謂『管仲學派』
的提法恐難成立。因為管仲既未講學授徒，也無著作傳世，《管子》書也非一個

學派的著作，所以算不上有個『管仲學派』」，見其著《黃老之學通論》，浙江：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頁 93。  
42 見白奚著，《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北京：三聯書店，
1998 年，頁 218-219。  
43 見楊儒賓著，〈儒家身體觀的原型〉，收錄於李明輝主編，《孟子思想的哲學探

討》，台北：中研院文哲所，民 84，頁 228。  
44 以下郭沫若先生之說皆引出自〈宋鉼尹文遺著考〉，《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 1
卷，北京：新華書店，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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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莊子‧天下篇》中說「宋子見侮不辱，救民之鬥」，《荀子‧

正論》亦說「子宋子曰：明見侮之不辱，使人不鬥。人皆以見侮為辱，

故鬥也；知見侮之為不辱，則不鬥矣」，宋子爲禁絕爭鬥而將受到欺

侮說為不是恥辱，這樣人們就不會產生爭鬥。  

二、《荀子‧正論》： 45「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

為欲多。是過也」，宋子認為人的本性其實是少欲的，而人們卻以為

自己的本性是多欲的，人之少欲才應是人的本性。  

三、《莊子‧天下篇》：「禁攻寢兵，救世之戰」，要使天下沒有戰

亂，唯有禁攻息兵。宋子的思想從這些資料中可看出，也是一種救世

的思想，其目的亦是要達到天下和平、無戰，而其提出的解決之道，

在人自身來說主張「見侮不辱」、「情欲寡淺」，在客觀環境上說「禁

攻寢兵」。  

《莊子‧天下篇》中說宋尹之思想是「願天下之安寧，以活民命。

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宋鉼、尹文聞

其風而悅之」，郭沫若先生以在《莊子》中出現的「白心」一辭，以

是宋尹學派的術語，即是《管子‧白心》篇名的來源，張岱年先生以

為《莊子》中所說的「以此『白心』」，是說「乃是以此來表白自己思

想之意」， 46與《管子‧白心》之意並不相同，其意是說「要使心保持

虛靜，『以靖為宗』」，47只是文字使用上的偶然相同，在其語意上卻毫

無相關。  

其次，郭沫若先生認為《莊子‧天下篇》中說的「語心之容，命

之曰心之行」，以其「心之行」其實就是心術，行與術都有道路的意

思。依徐復觀先生之論証：「⋯⋯『心之行』雖可與心術一詞相通，

但當宋鉼尹文時，『心術』一詞尚未形成。所以他們只用造詞甚拙的

『心之行』，而未用心術。⋯⋯『心術』一詞，乃流行於戰國末期。

由早期的『心之術』，可以通於較為晚出的『心術』，因而斷定《管子》

                                                 
45 引出自楊倞注，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考證》，台北：世界書局， 2000 年。
以下《荀子》各篇之引文皆以此本為引，不再詳述，除有他引將作詳細之注解。 
46 張岱年著，《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北京：三聯書店， 1982 年，頁 48。  
47 見張岱年著，《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北京：三聯書店， 1982 年，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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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心術〉、〈內業〉，為宋鉼尹文遺著，這是忽略了名詞自身的演

變，因而誤斷了著作的年代」。 48次從「心之容」的內容來說，「容」

應解為「寬容」之意，即為心的容受性，宋尹從這裡來言心，但〈心

術〉等篇是從心的主宰性來說心，例如〈心術上〉：「心之在體。君之

位也」、「心術者，無為而制竅者也，故曰君」。  

再者，張岱年先生從兩者所說的「情欲寡淺」，與《管子‧心術

上》所說的「虛其欲」、「去欲則宣」，說明兩者看待人之欲在意義上

的不同。「宋尹講『欲寡』，是認為人的本性就是要求不多，而《管子》

四篇中的『去欲』思想，卻是認為人應該『寡欲』，而不是本來『欲

寡』，『寡欲』的目的是要使心保持虛靜」， 49且「宋尹不求飽，意在不

忘天下；〈內業〉反對過飽，是爲了養生」。 50

又，郭沫若先生將〈心術上〉之「人之可殺，以其惡死也；其可

不利，以其好利也。是以君子不怵乎好，不迫乎惡，恬愉無為，去智

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看作是「見侮不辱」

的基本理論，徐復觀先生先生反駁說：「『好』『惡』和『利』，並不同

於『侮』；而『可殺』『不利』也不同於『辱』；因之『不怵乎好，不

迫乎惡』，及『其動也，非所取也』也不同於『見侮不辱』」。 51由此，

以郭沫若先生為主導的四篇為宋尹學派之說，已不成立。  

張岱年先生亦有駁斥四篇為慎到之作之說。「根據《莊子‧天下

篇》記載，慎到鼓吹『無用賢聖』。而〈心術〉上下篇卻稱讚聖人，

認為聖人是重要的。『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慎到的中心思想

是重『勢』，而〈心術〉等篇並無關勢的言論」； 52次由兩書文筆之不

同以為非出同一人之手；再者，《慎子》一書在北宋末年前一直是保

留完整，劉向編《管子》時沒有理由將《慎子》編入《管子》。  

《管子》書之作者雖已不可考，但卻無損其在學術思想上的重要

                                                 
48 詳見徐復觀著，《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商務出版社，2003 年，頁 448。 
49 見張岱年著，《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北京：三聯書店， 1982 年，頁 49。  
50 見張岱年著，《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北京：三聯書店， 1982 年，頁 49。。  
51 見徐復觀著，《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商務出版社，2003 年，頁 450。 
52 見張岱年著，《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北京：三聯書店， 1982 年，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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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仍有許多學者試圖爲四篇的作者及成書年代作一較為合理的推

測。唐君毅先生對《管子》所持的觀點為：「《管子》書中各篇，成書

在何時初不易定，葉水心謂此書『漢初講習尤盛，賈誼，晁錯，以為

經本。』則此書當是晚周及秦漢之際之書。其中之心術內業二篇，則

多兼申老莊之義，而非只解老莊，而其特重養心之術，名為內業，即

別於外業。此可謂為意在建立一道家內心之學者」， 53其將《管子》成

書的時代定為兩個時期，一是晚周，一是秦漢之際，似乎認為《管子》

原本成於晚周，到秦漢之時又經後人之編排而成，漢初《管子》思想

風靡一時；也將〈心術〉上下、〈內業〉認為是道家之流，建立老莊

沒有深入建構的內心之說。  

另有張舜徽先生之說：「《管子》，叢書也。囊括眾家，罔不賅備，

蓋漢以上學者雜鈔彙集而成。⋯⋯今所存七十六篇之中，糅雜亦甚

矣。而言人君南面之術者，往往在焉，如〈心術〉上下、〈白心〉、〈內

業〉四篇皆是也。昔人每好取儒家正心養性之說以相傅會，而原意盡

失。若此數篇，固不出管仲手，要皆傳鈔舊文，裒集之以入《管子》

書耳。其間精義要旨，足與《道德》五千言相發明也」， 54從以上可看

出《管子》原本最晚到漢代劉向時已不復見，且作者也已無從得知，

其書之思想內容頗為多樣，不固定某家派之言，另張舜徽先生認為四

篇之思想應屬道家思想之發展，判為道家之支派。  

徐復觀先生談到的《管子》：「《管子》一書中的〈心術〉、〈內業〉

諸篇，因儒道兩家的互相影響，而將心的把握向前推進了一步，從人

性論上，通儒道兩家之郵，與以後之人性論以影響」， 55並說「《管子》

書中的〈心術上〉第三十六，〈心術下〉第三十七，及〈內業〉第四

十九，也是在『心』上找人生的根據；這應算是戰國末期道家思想中

的另一支派」，56亦將四篇判為道家思想支派，且是戰國末期，又突出

說四篇中討論到的「心」議題，雖屬道家思想，但其論「心」已與儒

                                                 
53 參見唐君毅著，《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一，香港：新亞書院研究所，民 62，
頁 428。  
54 參見張舜徽著，《周秦道論之發微》，台北：木鐸出版社，民 72，頁 199。  
55 見徐復觀著，《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商務出版社，2003 年，頁 418。 
56 見徐復觀著，《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商務出版社，2003 年，頁 444。 



22  第一章 

家之說有所融合，以此確立道家之「心」說，並影響後世。  

從以上之說大概可以得出，《管子》一書非一時一人之作，作者

遍於當時各學派中人，就目前的資料上來看，難以確定作者，既非宋

尹學派之作，也非田駢慎到；而其成書時間大約是在戰國末期到秦漢

之間，雖有各家之說，仍有貫穿全書的中心思想，以老子的道論為其

理論基礎，兼重法家的以法治國與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並輔以各學

派經世之思想，這也是司馬遷所說黃老之術的思想特點，因此《管子》

思想被列為研究道家支派—黃老思想的一個重要文獻。  

第二節  荀子為戰國末期儒學之異途  

孟子與荀子常被視為是兩個相對立的學說主張，最廣為人知的便

是其性善與性惡說。孟子長久以來被認為是繼承且延伸孔子學說之

人，自然與孟子相對立的荀子就被認為是非正統的儒家主張。儘管荀

子的一些基本主張異於孟子，比如人性論、天人關係，但這只是表面

上的不同，歷來學人們仍將荀子列於儒家之列，卻又不免對荀子有所

非議，如韓非說荀子為大醇而小疵。這一節裡試將孟荀學說的不同列

舉三點來做比較，從中可看出孟荀學說表面上的不同，與深層目的的

相同。 

一、《荀子》之成書  

《荀子》之成書紀錄，最早在劉向的《荀子敘錄》中說：「所校

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複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

篇，皆以定殺青簡，書可繕寫」，可見《荀子》在漢代時流傳的版本

也非單一本，從劉向手中搜羅各版本加以刪定，定名為《孫卿新書》，

凡十二卷，到唐代的楊倞分易舊卷，編為二十卷，並爲之注，更名為

《荀卿子》，簡稱《荀子》，即是今本所見之貌。  

而《荀子》在楊倞時已經有所懷疑，不過不敢說是後人博雜而成，

只是盡力彌補其中的思想不合之處，將一些篇章歸於是荀子的弟子所

作，例如〈大略〉篇目下有加注說明：「此篇蓋弟子雜錄荀卿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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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略舉其要，不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略也」，57〈宥坐〉篇則說：

「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58到清朝的王先謙在〈王制篇〉

裡的序官一節則說：  

〈樂論篇〉云『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

順脩，使夷俗邪音不敢亂雅，太師之事也』，則序官是篇名。上

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等語，及各篇分段，首句類此者，

疑皆篇名，應與下文離析，經傳寫雜亂，不可考矣。 59

王先謙此說則否定了《荀子》篇名與內文之間有相對應的關係，字句、

段落與篇名已混雜一起，原本之貌也已不可考；胡適在其《中國哲學

史大綱》中說：  

今本《荀子》三十二篇，連賦五篇、詩兩篇在內，大概今本乃係

後人雜湊成的。其中有許多篇，如〈大略〉、〈宥坐〉等全是東拉

西扯拿來湊數的。還有許多篇的分段全無道理：如〈非相〉篇的

後兩章，全與『非相』無干；⋯⋯大概〈天論〉、〈解蔽〉、〈正名〉、

〈性惡〉四篇全是荀卿的精華所在。 60

因此《荀子》一書不能完全推斷為荀子所作，不過仍有些篇章被認為

是出於荀子，如上述的胡適先生，尚有一些學者對於《荀子》的作者，

持一種較為保守的態度，沒有很正面的肯定說是荀子所作，只是說真

的是荀子所作的成分較多，例如楊筠如先生以為，〈正名〉、〈解蔽〉、

〈富國〉、〈天論〉、〈性惡〉、〈正論〉、〈禮論〉（起首幾段）幾篇，真

的成分比較多。 61

郭沫若先生在其〈荀子批判〉一文中有提到：「《荀子》全書反覆

強調禮字，⋯⋯不見禮字的就只有〈仲尼〉和〈宥坐〉兩篇。但自〈大

略〉、〈宥坐〉以下六篇乃『弟子雜錄』，早成定論，足見向來認為荀

子手筆的二十六篇之中，就只有〈仲尼〉一篇沒有禮字。⋯⋯故爾我

                                                 
57 見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1988 年，頁 485。 
58 見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1988 年，頁 520。  
59 見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1988 年，頁 166。  
60 見胡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54，第三冊頁 26。 
61 參見楊筠如著，《荀子研究》，台北：商務印書館，民 55，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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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定〈仲尼〉篇也是『弟子雜錄』」， 62雖然在一些篇章上的確是弟子

雜錄而成，不過就思想內容而言，與荀子本身的思想並無太大矛盾之

處。 

《荀子》書中雖有許多字句錯亂之處，甚至以為真正是荀子所作的

只佔些許的篇章，不過基本上仍是以《荀子》作為研究荀子思想的

基礎，其基本學說仍可從中掌握到，既然歷來研究荀子思想的學者

們，可以從《荀子》中判別出有非荀子所作的篇章，就表示荀子與

其他作者之間仍是有些可供區別的線索，以這些線索為準，從中剔

除非荀子思想的成分，大致上應該是可以窺得荀子學說之全貌的。

是故，仍不減《荀子》作為研究荀子思想的重要性。 

二、荀子思想之所以異於孟子的歷史背景  

《史記‧孟子荀卿列傳》未載錄荀子之生平，後多以汪中所作荀

卿子年表約為荀子之生卒年，起於趙惠文王元年，終於趙悼襄王七年

（ 289﹝也有 321 之說﹞ ~238B.C.），在這約莫六十年時間裡荀子究竟

在多大的年紀游齊，是最受矚目也備受爭議的問題。  

按《史記》所載：「荀子，趙人，年五十始來游學於齊」，以後劉

向作《孫卿書敘錄》也從司馬遷之說：「孫卿有秀才，年五十始來游

學」， 63但東漢應劭所作《風俗通義‧窮通》卻出現異說：「孫卿有秀

才，年十五始來游學」，是年五十？還是年十五？兩種說法各有擁護

者，支持的理由也都相當有論據， 64但在爭論中有一事情是確定的，

                                                 
62 參見郭沫若著，《十批判書》，台北：古楓出版社， 1986 年，頁 244-245。  
63 關於荀子之姓氏，在《史記》中都稱「荀卿」，而在《戰國策》、劉向、《漢書
藝文志》、《風俗通義》等書中卻都稱「孫卿」，其中的理由大致有三種說法：（一）

因避漢宣帝劉詢之諱，改「荀」為「孫」；（二）音同說；（三）並氏說；參見楊

筠如著，《荀子研究》，台北：商務印書館，民 55，頁 5。。  
64 今將年五十與年十五說法之論證引述於下，詳見李有林著，〈關於荀子游齊的
幾個問題〉一文，《管子學刊》， 1996 年第 1 期，頁 13-19。  

主張年五十之論據：（一）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亦有記：「荀卿五

十始來游學」，顏氏所見《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為訛字。  
（二）「始來游學」，審其辭義，蓋以荀子為晚學，顏氏也是如此理解，所以他說

荀子「猶為碩儒」，「早迷而晚寤」（《顏氏家訓‧勉學》），可見「始」字含有來遲

了的意思。若是「年十五」絕不用『始』字了。  
（三）年十五尚童年，絕難立於稷下學士之林。  
（四）考古有兩個信條：一是愈古的材料愈有價值，二是證據愈多的愈可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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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在齊襄王時已是祭酒之職，而祭酒是昔日饗宴酬酒祭神必由尊者

或老者一人舉酒祭地，遂謂位尊者或年長者為祭酒，此時的荀子應該

已有五十之年，甚或超過五十；而春申君時荀子確為蘭陵令，《戰國

策》亦有記載，65春申君死於 238B.C.，春申君死才廢荀子的蘭陵令，

約可推斷荀子最早與春申君死於同一年，最晚就是死於李斯相秦時或

更晚，而秦王政於 246B.C.即位，所以按《史記》的紀錄： 66

1.襄王時爲重建稷下學宮，請來荀子坐鎮學宮，時是襄王即位之

年 283B.C.，荀子肯定有五十歲或以上才能做祭酒。  

2.春申君死的那年，荀子尚在，時荀子已 95 高齡。  

3.若秦王政即位那年，李斯就當上宰相，荀子也有 103 歲了，則

荀子要麼這一年死，要麼荀子很高壽。  

在這裡並不是要探究荀子究竟是幾歲去齊國，或許荀子真的很高

壽，或許這樣的推斷與事實不符，但著重的是荀子確是在稷下學宮裡

有過很高的地位，從荀卿最為老師，可知荀子之學問與學識已是學宮

之冠，對於學宮的思想主流─黃老之學定有相當程度的了解，基於這

一點上，荀子思想或多或少有黃老學的色彩，是異於孟子思想在歷史

背景上的原因，然而這也是本文的立基點。 

                                                                                                                                            
準此，我們應相信《史記》和《孫卿書敘錄》，不應當相信《風俗通義》。  
主張年十五的根據：（一）「游學」二字說明荀子是專為讀書而到齊國的，他與孟

子游齊、梁，蘇秦游說六國不同。他來齊國游學必在少年時代。「始」字本義訓

為「初」，意思是荀子十五歲的時候，初到齊國來讀書。若五十歲來讀書那未免

太晚了。  
（二）「有秀才」者，少年英俊之謂也。若五十歲，則已學成為師，不得謂其「有

秀才」。  
（三）「始來游學」此對以後「最為老師」而言，謂荀子之始來尚年幼而從學於

稷下諸先生，而其後「最為老師」。且荀子於閔王末年去齊，至襄王時復來，則

「始來」者又對以後之重來而言。  
（四）自閔王末年下自秦始皇三十四年，亦已七十一年，若荀子其時年五十，則

亦必百二十歲方能見李斯之相秦，其說不可通。《風俗通義》作「年十五」似較

近真，而《史記》、《敘錄》皆傳寫誤倒。  
65 見李有林著，〈關於荀子游齊的幾個問題〉一文，《管子學刊》，1996 年第 1 期，
頁 15。  
66 這裡僅用《史記》的紀錄來推算，是因為《史記》是首見記載荀子生平的可考
文獻，以後的記載不管是與司馬遷同，或者牴觸，爭論皆由此出，這裡也以首見

荀子的紀錄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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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荀子與孟子之別異  

荀子學說的式微大致是從韓愈開始的。韓愈之前，荀子還是與孟

子並稱顯著於世，司馬遷作《史記‧孟子荀卿列傳》有學者認為此篇

可視為是稷下先生之傳，卻是放在〈孟子荀卿列傳〉，以此可說，孟

子與荀卿也曾是稷下先生之一員，而且唯獨是以孟荀合稱作為篇名；

班固撰《漢書‧藝文志》，諸子列舉，荀子也編入在內，並不別於孟

子，孟荀同做為儒學大師，地位不相上下；但是到了韓愈，荀子地位

開始有所動搖，韓愈作〈原道〉建立起儒家的道統，認為儒家的道統

應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不得其

傳焉。」儒家的道統上啟於堯傳到孟子便失傳，不將荀子之學視為儒

家體系的一部分，並批評荀學是「擇焉不精，語焉而不詳」，唐後編

纂的史書將《孟子》上列為經部，荀子仍列在子部。  

宋代以後各儒子皆尊韓愈之道統說，荀子地位益不如前。韓愈雖

把荀子排斥在道統外，至少荀子還只是「大醇而小疵」（《讀荀》），但

到了宋代，諸儒對荀子的評價完全是貶抑的，朱熹說荀學「使人看著

如吃糙米飯相似」（《朱子語類》卷 137），對待荀學已是「不須理會」

了（同上），總之在宋儒眼裡荀子不但不能納入道統，根本學說能不

能歸入儒家也成問題，朱熹說「荀卿全是申、韓」、「只一句『性惡』，

大本已失」（同上）。時至現今一些學者對待荀子學說也是反感的態

度，如勞思光先生說「⋯⋯荀子倡性惡而言師法，盤旋衝突，終墮入

權威主義，遂生法家，大悖儒學之義。學者觀見此處之大脈絡，則益

可知荀學之為歧途，固無可置疑者。」 67韓愈之道統說對荀子地位影

響竟是如此之大。  

既然如韓愈所說，儒家道統只傳到孟子，荀子不合乎道統的標

準，在這裡稍略整理出孟荀學說之差異。  

造成孟荀之間的差異就在他們所側重的問題上，孟子的理想是建

                                                 
67 見勞思光著，《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冊，台北：三民書局，民 88，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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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一個道德自發性的世界，人自身若能自覺，則其舉止行為便能合

宜，於此必須說人皆有道德本心，而對於人的本質孟子所把握的是： 

人之所以異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離婁下〉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惡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

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公孫丑

上〉 

孟子看到人之所以為人有別於禽獸者，只是那一點點的四端之心、不

忍人之心，僅僅只是這一點的發端便成為人的立基點，因此孟子所要

做的是教人培養這一點點的四端，並擴而充之以使「見於面，盎於背，

施於四體」，68就個人而言，四端心之發用，能使個人之言行舉止不待

外力之介入即能合於禮，而人人皆能發用四端之心，國家自然能平

治，而就理想人格言，是要成就「大行不加」、「窮居不損」的聖人。 

而荀子看待的人是：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曰。⋯⋯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

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非相〉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參。〈天論〉 

荀子認為人之所以為人者在於人有「辨別」的能力，是就人的理性上

說，是人天生就有的辨別事物的能力，通過這種能力，人可以掌握自

然間的天地萬物，也可以組織架構起人類社會中的秩序，國君之治國

若能掌握秩序中的內在條理，天下平治亦非難事。  

兩者對於人的本質把握上有基本的不同，其學說走向自然大異其

趣。  

（一）性善與性惡  

「人性」在中國哲學裡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人性」究竟是善

是惡？善惡皆是？還是不善不惡？這個問題的回答會直接影響到人

                                                 
68 《孟子‧盡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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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道德判斷上的角色。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說到性的，是孔子，

《論語‧陽貨》：「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認為人所本來之性都是相

似的，所以造成差異是因為外在環境的不同，尚未以善惡的價值眼光

來看待人性。  

孔子以後，孟子是第一人以價值角度來看待人性，認為人之本性

是善的，因此就孟子的主張而言，人自己就能做出在道德上善的判

斷，這樣的根據是由人性為善而來的。與孟子的主張看來似乎相對壘

的荀子性惡說，認為人性為惡，人自身無法做出在道德上為善的判

斷，需要外在的約束力量以使人之做為為善，但是孟子與荀子所說之

「性」其概念內涵實是大異，不能直接拿來做比較，否則荀子的真正

主張將不明。以下試就孟子與荀子所說之「性」作一簡要的釐清。  

孟子要將能做道德上善的事情，根源於人自身中，自然要說性

善。孟子從一個事例中引發出人皆有可為善的道德本心：  

今人乍見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

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惡其聲而然也。〈公孫丑

上〉 

孟子從這裡說當面臨到這種場景的時候，自然會湧現「不忍人之心」，

即是《易傳》上所說的「寂然不動，感而遂通」，這是不涉及到功利

與聲譽的，從這裡說性善，也正是仁義禮智的根源；孟子說性善，但

人之為惡又從何所出？孟子說人之所以為惡並非性之不善，是人放其

心去追求耳目之欲，「耳目之官不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

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不思則不得也」，69與不良環境的影響，

「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不可得矣」， 70只要

人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而思之，自然能為善，因為「仁義禮智非外爍

我也，我固有之」。 71

荀子不從人的道德自覺說性之善惡，卻從人之生而有的慾望衝動

                                                 
69 《孟子‧告子上》。  
70 《孟子‧藤文公下》。  
71 《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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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說性惡：  

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勞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性

惡〉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利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

疾惡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

色焉。順是。故淫亂生而禮義文理亡焉。〈性惡〉  

造成爭奪、淫亂、辭讓亡、忠信亡的社會大亂，追究其根源是來自於

人的自然之性，好利疾惡、耳目之欲與好聲色等，這些都是人天生固

有的本性，若順從這樣的本性發展，就會導致社會的混亂，因此從這

樣的本性中自然引導不出為善的因子，仁義禮智更不可能由性出，要

想使社會合於禮義之善只能依靠外在的規約，使其行為合於禮義，因

此荀子認為人之能為善是後天人之所為的，得出了「人之性惡，其善

者偽也」這樣的結論。  

孟荀所說之「性」，都是從實然的事實上來說，因此堯舜之性與

平頭百姓之性並無二異，唯其所抉擇的觀點不同。孟子有時也將耳目

之欲稱為性：「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

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72孟子也認為五官之欲是人自然而

有的，與四端之心一樣，皆是內在於人的，且皆為「莫之致而至者」，

但是兩者最大的不同處就在於，五官之欲的實現還需有外在條件的配

合才能得到滿足，四端之心發用與否是無待於外的，人自己就可以決

定是不是要讓四端之心顯發出來，所以孟子把五官之欲改稱為「命」，

人真正之「性」是四端之心。  

然而荀子完全是由經驗上的考察來說人之性。荀子說：「性之和

所生，精合感應，不事而自然，謂之性」， 73「性之和所生」王先謙認

為當應作為「生之和所生」，74人有自然而有的慾望，也就是荀子所說

的「生之所以然者」之欲，加以五官官能的能力，與外物相合感觸，

                                                 
72 《孟子‧盡心下》。  
73 《荀子‧正名》。  
74 見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1997 年，頁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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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滿足人之慾望，這是不必經過人為的構思就自然而成的，也是可以

從經驗中直接把握得到的，將此認作人之性。  

以此看來，單就孟荀所說之性，只是側重的角度不同而已，並無

矛盾衝突之處，而且將兩者放在人身上來說，都是人所擁有的兩個側

面的「性」，因此孟荀之性善與性惡說之對立也就無從立基了。  

（二）存心養性與隆禮重法  

孟子肯定人的本性就是屬於道德屬性之性，因此由性善開出以性

善而說的功夫修養論，以使人之道德屬性完全勃發出來；荀子則從人

之慾望而發出沒有節制的行為，所造成社會之動亂，主張要由外在的

約束使人的行為不踰矩，從而開展出以禮法來約制的管理機制。  

按上述孟子之性善說，做道德上善的行為根源只在人自身中，準

此，孟子的功夫修養就是要發展、培養仁義禮智的種子，使其欣欣向

榮；依牟宗三先生說：「客觀地言之曰性，主觀地言之曰心」， 75心性

是相即不離的，成就聖人的功夫就在「盡心知性」、「存心養性」：「盡

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也。」 76孟子是從其天人合一的觀點來論其修養，人之性是由道德的

天而來，且心即是性，性也即是心，心之外無性，性之外無天，心、

性、天實則一貫相通，才能說「盡心、知性，則知天」，心內在於性

中，能擴充一分的心，就能多一分的知道性，也就能多一分的了解天，

因此知天、事天在孟子看來，並不是經由理性的認知，或是透過宗教

儀式的途徑來達成，只是透過存心養性的修養功夫，以實現人內在的

本質，以其了解道德性的天。  

而知天、事天的基礎就在於心的存養，就消極方面說，是要求放

心，把陷溺於小體之官能的慾望中脫拔出來，恢復心之思大體之位；

積極方面則是養心、存心，養心是要培養僅是一點的四端之善，心才

有善的存放，而養心的方法就在於寡欲：「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

                                                 
75 牟宗三著，《心體與性體》第一冊，台北：正中書局，民 79，頁 42。  
76 《孟子‧盡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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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寡欲，雖有不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77心

的作用會被耳目的慾望所遮蓋、壓倒，因此要恢復、發展心的作用，

便要減少慾望的產生，前述已提到孟子也說人有五官之欲，但不主張

根除，只是說減少，能寡欲即能養心，能養四端之性，進能知人性之

根源—天，人能知天也就是道德本心完全地發見，也就不會有惡的產

生。  

而荀子既然認為人自然之性只是慾望，而又順其慾望而行，便會

產生一連串的行為惡果：「⋯⋯欲而不得。則不能無求。求而無度量

分界。則不能不爭。爭則亂。亂則窮」， 78為要避免爭、亂、窮，人的

行為必須要受到約束，在人自身中沒有可以為善的種子，又不能自我

約束，只好用外在力量來規範之，禮就由此而起，〈性惡〉中說「⋯

必將有師法之化。禮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理。而歸於治」，

若要使社會群體平和，就要依靠外在的禮義與法律的約束作用，禮的

功用就在於「制禮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79而「禮者。

法之大分」，禮不僅能滿足人的慾望、供給人的需求，亦能以禮為最

高準則制定出一套可施行之法，使賞罰有度，若社會沒有禮之教化、

法之治理、刑罰之懲惡，將是強害弱、眾暴寡，天下將悖亂而亡。  

由此，孟子是主張藉由本心的發見以實現人的道德本性，進而表

現在其道德行為上，以個人來說，是道德修養的功夫，於社會群體來

說，卻是使社會祥和的便捷之道；荀子不由道德自覺的路來實現平治

的理想，而是從外在的約束力來現實之，並且認為孟子所說的道德本

心之自覺既是不能經驗到的，也是不能證明的，在〈性惡〉中抨擊孟

子說：「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不可設，張而不可施行」，而在

外禮義與法的約束是能收立竿見影之效的，應以此施行於國。  

然在現實上，孟荀兩路是缺一不可，內在自覺與外在約束應該要

同時並重，外在的約束力可以限制內在自覺不足之人，使之不敢越雷

池之步，而對於充分自覺之人是不相妨礙的，因此不能以孟廢荀，以

                                                 
77 《孟子‧盡心下》。  
78 《荀子‧禮論》。  
79 《荀子‧禮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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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棄孟。  

（三）天人合一與天人相分  

在中國人的思維裡，一向不把天與人的關係看作是兩個不同的範

疇，而是將天與人看作一個整體，由天道推演到人道，如張岱年先生

所說：「中國思想家多認為人生的準則即是宇宙的本根，宇宙之本根

便是道德的表準」。80殷商時代，天還是處於支配人類的最高權威，從

個人的行為乃至國家之興衰，皆是天命所為；到了周代發展出「天命

靡常」的觀念，天命對於國家的興衰所扮演的角色，不再是唯一的決

定性關鍵。  

因此，在中國思想裡講天人關係，也就是在探討人在自然環境中

所處的位子，是宇宙論與人生論的綜合議題，各家各派各依據其思想

主張基點的不同，以不同的側面來探討天與人的關係。孟子與荀子也

就各自的主張特點對天人關係展開不同的論述。  

在孟子所說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

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這裡的天不是在人之外自然意義上的天，

也不是具有神秘色彩宗教意義上的天，孟子指的是落實下來成為人性

的天，是與人內在道德性相貫通德性化的天，若能完全實現盡心知性

則亦能知天，也是達到「萬物皆備於我」、「上下與天地同流」最高的

修養境界，由此，人也能「贊天地之化育」，孟子是就這個意義上說

「天人合一」。  

荀子卻不如此看待天人關係，其主張天人相分，天有天職，人則

有人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天是存在於人之外的客

觀對象，人之治與不治與天無關，因為「天不為人之惡寒也輟冬」，

天也不會因為人之不治而降臨災禍，人之災禍全是因為人沒有應自然

規律實行措施，才會招致禍亂；因為荀子所認為的天只是做為自然意

義下的天，所以人不僅可以用人的認識能力去掌握天運行的規律，更

                                                 
80 引出自張岱年著，《中國哲學大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 年，
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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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利用這個規律來滿足生活上之所需，荀子這種看待天的眼光，破除

了人對自然現象的畏懼，「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

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

非也。」 81因此，與孟子那種尋求與天相合、實現道德本心不同，荀

子是要在自然環境中展現出人的理性能力與價值。  

荀子雖然強調天人相分，但也說人之中有天，荀子稱人的情緒、

感官、心知為天情、天官、天君，天與人還是有聯繫之處；再者，荀

子論禮的本源時說到：「禮有三本。天地者。⋯⋯先祖者。⋯⋯君師

者⋯⋯」，82禮是人類文明發展的象徵，但是禮也不能脫離天地萬物而

獨自存在，依荀子說禮的制定也象天地而有；此外，國君之治也是不

能完全斷絕與天之聯繫而論治國之道，在〈天論〉中有說到：「天有

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參」，人能以其治理的能力，

同樣也能達到如天地化育萬物之效，天地是生長、涵養萬物而成自然

世界，而人之治卻是能化成文理昌盛的人文世界。  

孟荀各自從不同的面向來說人性，以致其學說主張相差十萬八千

里，儘管孟荀的主張差異之大，從上面三方面來考察，的確孟荀是格

格不入、相互排斥的學說，但那也只是因為出發點的不同所導致的差

異，事實上不能拿來相提並論；就以社會安定的需求來說，孟荀其實

是可以處於互補的需要上，孟子將道德根源置於人自身中，表示人皆

有為善的可能性，但是不是人都能發揮他的道德良心呢？這就不具有

必然性了，所以孟子也承認人會有為惡的時候，當他尚未「求其放

心」、「從其大體而思」的時候，荀子外在禮法的約束便展現出它的功

能性，當人為惡的時候可以適時地制止，不致於破壞社會整體的安

定，這何嘗不是彌補當孟子的性善說無法完全實現之際的一個止痛藥

呢？  

 

                                                 
81 《荀子‧天論》。  
82 《荀子‧禮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