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捌章  繼孟學或承荀學之辨 

 

清儒在人性內涵上所賦予的新貌、性善的證成，以及道德的修養

工夫，如前所述，實已展現出與宋明儒者相當迥異的進路，但有趣的

是，無論是宋明理學家或清儒都以繼承儒學正統自居。清儒在此前提

下，於論述中批判理學家涉入佛、老，尤其突出地表現於心性的討論；

甚至採取了更徹底的手段，即以重新詮釋孟子的方式來強調自己才是

儒學道統的傳承者；換言之，取代而非延續宋明儒者在傳統儒家道統

的地位，成為清代心性論述的重要特色。其中表現最為鮮明者，莫過

於戴震所作《孟子字義疏證》及焦循所作《孟子正義》，從其著作標

舉「孟子」之名，即可清楚看出所預設的孟學基本立場，更遑論其內

容的表述上均以孟學為依歸，儼然孟子的真正傳人，這種意圖在論述

的字裡行間表露無遺。然而，細審戴、焦，甚或多數清代思想家的心

性論，卻極易察覺其悖離孟子思想脈絡以解孟子的情形，不僅使得其

所闡揚的性善論不符孟學的性善軌範，甚至是趨向於荀學的理路，對

此，如果以孟學為儒家唯一思想價值體系做為衡量標準，則清儒企圖

以重釋孟子而爭得儒學道統的策略顯然並沒有成功，在此意義上，清

儒的心性論甚至是清代的義理思想對儒家並無太大的實質意義
1；但

若能跳脫過去尊孟黜荀的價值觀，那麼，清儒實際上是復興了長久以

來處於邊緣化的荀學思想，未嘗不是發展、豐富了儒家在孟學單一思

想體系之外的另一種不同的理論建構。 

 

第一節  否定宋明理學的正統性 

對於宋明理學的抨擊，自清初顧炎武，以至乾嘉時期的戴震、焦

循，至中葉的凌廷堪、阮元，其所表現的態度是相當一貫的；諸多批

評的內容，在第陸、柒章各節中實已涉及，包括對於「理」、「道」、「性」

等範疇的理解，以及由此所建構的成德工夫，均可看出與宋明理學截

然不同的立場，而抨擊宋明理學的論述，更是隨處可見。其中，必須

                                                 
1 最具代表性的意見，應是牟宗三所說：「夫宋明儒學要是先秦儒家之嫡系，……
自劉蕺山絕食而死後，此學隨明亡而亦亡……是故自此以下，吾不欲觀之矣。」

參見氏著：《從陸象山到劉蕺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年），序文，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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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說明者，則是被許多學者納入朱學譜系的顧炎武，以及否定宋

明理學學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戴震。首先就顧炎武而論。由於顧氏在《日

知錄》及其《文集》中俱以明代社會國家敗亡歸咎於王學末流，甚至

溯及陽明，儘管這樣的觀點恐怕將失之於亡國之痛的情緒反應，而導

致有過分簡化、忽視朝代興衰的整體因素之嫌，但由此卻不難領會其

對於王學的態度，自不待言；在此必須要說明的是關於顧氏對朱子理

學的向背問題。顧氏曾言： 

 

六經所傳，未有繼往開來之哲。惟絕學首明於伊雒，而微言

大闡於考亭，不徒羽翼聖功，亦乃發揮王道，啟百世之先覺，

集諸儒之大成。
2

 

今之語錄幾于充棟矣。而淫于禪學者實多，然其說蓋出于程

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陸氏之言，以

別其源流，而衷諸朱子之說。……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夫聖

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
3

 

由上面這兩則引文中，確實顯示顧炎武推尊朱子在儒家經典知識探求

上的成就，這是不容否定的。而正由於這樣的推崇，加上顧氏自身博

學多聞的工夫及重視經典的主張，使二者所呈顯的學術範式看似有若

干的一致性，因此自清代中葉起，即有顧氏之學本於朱子之說
4，直

                                                 
2 顧炎武：〈華陰縣朱子祠堂上梁文〉，《顧亭林詩文集‧文集》（台北：漢京文化

事業公司， 1984 年），卷 6，頁 121。  
3 顧炎武：〈下學指南序〉，《顧亭林詩文集‧文集》，卷 6，頁 131-132。  
4 如（ 1）章學誠：「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識，寓約禮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

實而難……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為勉齋、九峰，……五傳而為寧人。」又言：「顧

氏宗朱，而黃氏宗陸。」參見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朱陸〉、〈浙東學術〉，《文

史通義校注》（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三刷），卷 3，〈內篇三〉，頁 264；卷 5，
〈內篇五〉，頁 523。（ 2）唐鑑：「先生之為通儒，人人能言之，而不知先生之所

以通，不在外而在內，不在制度典禮，而在學問思辨也。是以乎心察理，事事求

實，凡所論述，權度惟精，往往折衷於朱子。」參見氏著：〈崑山顧先生〉，《清

學案小識》（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69），卷 3，頁 47。（ 3）全祖望：「故其
本朱子之說，參之以慈谿黃東發《日鈔》，所以歸咎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

參見氏著：〈亭林先生神道表〉，《鮚埼亭集》（台北：華世出版社， 1977 年），卷

12，頁 144。按：以上三則引文中，章學誠、唐鑑之說是從顧炎武的治學範式言

其本於朱學，而全祖望則認為顧氏是以朱學的立場來抨擊王學末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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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現代仍有學者持相同的主張 5。然而，要判定一個學者是否源於某

一學者或學派的主要依據，不能只是考察二者在學術主張中的單一面

向有無對立或一致之處，否則，即使在某些見解上表現出高度的相同

取向，但仍不足以斷定二者在哲學立場上是同一系統；應該是由其本

體思想出發，尋繹其學術各個面向的拓展動因及終極目的，如此方能

釐清其真實的面貌。據此來看朱、顧異同：顧炎武在哲學本體的主張

上是以「氣」為萬事萬物的根源，「理」存在於具體的人事言行文章

之中，而非獨立存在於「氣」之外、之上
6，因此追求儒家本旨（「道」、

「理」）即在於傳統經典及日常具體的倫常規範中，其本身即是目的；

至於朱子的「理」則是建構在超越實體實事之上，為一切倫常規範的

終極根源，是故，客觀世界知識的追求並非目的，只是體悟這個終極

根源（具超越意義的「道」、「理」）的手段而已。顯然，朱、顧在哲

學根源上即已存有巨大差異，而由此推展出的其他哲學面向，必然亦

有諸多的不同
7，容或因朱子對於儒家經典知識的探求上獲得顧氏的

敬意，致使顧氏批判朱學的論述顯得隱晦 8，但卻不能因此而將其學

術思想歸諸於朱學系統；而其否定的理學，亦不僅止於陸王，實亦將

程朱納入範圍。 

                                                 
5 如（ 1）錢穆：〈顧亭林學述〉中認為顧炎武「其平生學業志氣精神所注，血脈

所自，端在朱子，信不誣矣。」參見氏著：《中國學術思想論叢（八）》（台北：

素書樓文教基金會， 2000 年），頁 61-84。（ 2）牟潤孫：〈顧寧人學術之淵源〉，

收於《中國哲學思想論集》（台北：牧童出版社， 1976 年），頁 63-79。（ 3）何佑
森亦認為顧炎武本於朱子教人的治學方法以治他所謂的「古之理學」。參見〈顧

亭林的經學〉，《文史哲學報》，第 16 期，（ 1967 年 10 月），頁 183-205；〈顧亭林

與黃梨洲—兼述清初朱子學〉，《幼獅學誌》，第 15 卷第 2 期（ 1978 年 12 月），
頁 60-74。（ 4）余英時：「至於亭林，儘管後人把他當作漢學的開山大師，又有

人說他是清初反理學的先鋒，事實上他在學術思想方面是屬於朱子的系統。」參

見氏著：〈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歷史與思想》（台北：聯經出版公司，2001
年二十二刷），頁 147。  
6 顧炎武：〈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子之教人文行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

又〈修辭〉：「典謨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論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

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不外乎是。」參見：顧炎武著，徐文珊點校《原抄本日知

錄》（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79 年，以下書名簡稱《日知錄》），卷 9，頁 195；
卷 21，頁 554。  
7 趙剛：〈告別理學：顧炎武對朱學的批判〉一文中，及分析朱、顧二人在理學、

經學態度之迥異，後者包括：（ 1）朱重《四書》，顧重《五經》；（ 2）治經出發點
不同；（ 3）治經方法差異。《清華學報》，新第 25 卷第 1 期（ 1985 年 3 月），頁
1-25。  
8 如顧氏於〈友人論學書〉中譏諷言心言性者「置之四海之窮困不言，而終日講

危微精一之說」，實已暗指言「危微精一」為儒家十六字心傳的朱子了。引文見

《顧亭林詩文集‧文集》，卷 3，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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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清初顧炎武在否定宋明理學正統性上的簡化及略顯單薄

的論述，至乾嘉時代的戴震則明確得多，而欲取代宋明理學在傳統儒

家道統地位的意圖在此完全突顯出來，同時，這個明朗化了的意圖更

影響了焦循、凌廷堪、阮元在義理思想的取捨與走向。關於戴震對宋

明理學的批評，屢見於《原善》、《緒言》、《孟子字義疏證》及〈答彭

進士允初書〉、〈與某書〉等文中，過去學者亦已就其批評的內容作過

歸納及分析
9。大體而言，論者均已指出戴震所抨擊的內容主要有兩

個面向：包括援釋、道入儒，以及理氣二分、理欲對立，因此導致捨

棄人倫日用生生之事而別有所貴於道的傾向。當然，這兩個面向彼此

是相互融攝的，在以氣為本的立論前提下，心學派的陸王固然被劃入

禪學之列；在戴震的眼中，理學派的程朱亦是「出入於老、釋，故雜

乎老、釋之言以為言」，不僅「皆似而非，適以亂德」，其所造成的禍

患更有可能甚於申、韓
10，自然亦必須列入批駁的範圍。或許有鑑於

此，加上清初以來程朱之學在陸王之學式微之際的復興11，因此戴震

在批判宋明理學的內容中，程朱之學實為其主要對象，所佔的份量亦

遠大於對陸王之學的抨擊，關於這一點，也可由戴震之言得到證明，

他說： 

 

                                                 
9 如（ 1）胡適：《戴東原的哲學》（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6 年六版），頁

21-80。（ 2）馮友蘭：《中國哲學史》（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6 年台一版二

刷），〈第十五章  清代道學之繼續〉論戴震的部分，頁 990-1009。（ 3）勞思光：

《新編中國哲學史》（台北：三民書局， 1990 年六版），〈第八章  乾嘉學風與戴
震哲學思想〉論戴震的部分，第 3 冊（下），頁 826-884，尤其頁 856-868。（ 4）
張壽安：〈戴震對宋明理學的批評〉，《漢學研究》，第 13 卷第 1 期（ 1995 年 6 月），
頁 15-41。  
10 戴震：〈答彭進士允初書〉：「僕於《孟子字義疏證》辨其視理也，與老、釋之

視心、視神識，雖指歸各異，而僅僅就彼之言轉之，猶失孔、孟之所謂理、所謂

義。……苟自以為是而不可與入堯、舜之道，雖言理、言知、言學，皆似而非，

適以亂德。」見《戴震集‧文集》（台北：里仁書局， 1980 年），卷 8，頁 168。
又〈理〉：「宋儒出入於老、釋，故雜乎老、釋之言以為言。……嗚呼！雜乎老、

釋之言以為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程子、朱子就老、莊、釋氏所指者，

轉其說以言夫理，非援儒而入釋，誤以釋氏之言雜入於儒耳；陸子靜、王文成諸

人就老、莊、釋氏所指者，即以理實之，是乃援儒以入於釋者也。」見《戴震集‧

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74-275，頁 281。  
11 關於清初朱子學復興之概況，可參見鄭宗義：《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劉蕺山

到戴東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0 年），〈第五章  心學系統外的救正—
明末清初朱子學的三種型態及消長〉，頁 11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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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真病，乃發狂打破宋儒家太極圖耳。12

 

這裡所說的「太極圖」，指的當然是程朱理學。此外，再看清代以程

朱之學為宗的學者對戴震的譏評，如朱筠（1729-1781）認為戴震義理

之作毋須列入〈行狀〉中，言：「可不必載，性與天道不可得聞，何

圖更於程、朱之外復有論說乎？」
13已略可見戴震之學針對程朱之學

的意圖，又如姚鼐（1731-1815）言： 

 

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精深之旨所得為多。……然今世學者乃

思一切矯之，以專宗漢學為主，以攻駁程朱為能。……博聞強

識以助宋君子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不可也。
14

 

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

然程朱言或有失，吾豈必曲從之哉？程朱亦豈不欲後人為論

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訕父師也。

且其人生平不能為程朱之行，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

不為天之所惡？故毛大可、李剛主、程綿莊、戴東原，率皆

身滅嗣絕，此殆未可以為偶然也。
15

 

戴東原言考証豈不佳，而欲言義理以奪洛閩之席，可謂愚妄

不自量之甚矣。
16

 

翁方綱（1733-1818）亦言： 

 

                                                 
12 此為段玉裁引述戴震之言。見段玉裁：〈荅程易田丈書〉：「壬辰師館京師朱文

正家，自言曩在山西方伯署中，偽病者十數日，起而語方伯：『我非真病，乃發

狂打破宋儒家太極圖耳。』」《經韻樓集》，收於《段玉裁遺書》（台北：大化書局，

1986 年），卷 7，頁 1004。  
13 參見江藩：〈洪榜〉，《漢學師承記》，收於江藩、方東樹：《漢學師承記（外二

種）》（香港：三聯書店， 1998 年），卷 6，頁 117。  
14 姚鼐：〈復蔣松如書〉，《惜抱軒全集‧文六》（台北：中華書局， 1966 年），頁

10a-10b。  
15 姚鼐：〈再復簡齋書〉，《惜抱軒全集‧文六》，頁 15a-15b。  
16 姚鼐：〈與陳碩士〉，《惜抱尺牘》（北京：中國書店，影印宣統初年小萬柳堂

刊本），卷 6，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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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休寧戴震……乃其人不甘以考訂為事，而欲談性道，以立

異於程朱，就其大要，則言理力詆宋儒，以謂「理」者，是

「密察條析」之謂，非性道統挈之謂。反目朱子「性即理也」

之訓，謂入於釋、老「真空真宰」之說，竟敢刊入文集，說

「理」字至一卷之多，其大要則如此。
17

 

方東樹（1772-1851）亦言： 

 

然戴震非能有老莊玄解，不過欲堅與程朱立異。……今移此混

彼，妄援立說，謂當通遂其欲，不當繩之以「理」，言「理」

則為「以意見殺人」，此亙古未有之異端邪說！而天下方同然

和之，以蔑「理」為宗，而欲以之易程朱之統也。
18

 

考戴氏生平著述之大，及諸人所推，在《孟子字義疏証》及

《原善》。《孟子字義》，戴氏自謂「正人心」之書。余嘗觀之，

轇轕乖違，毫無當處。《原善》亦然，如篇首云云，取〈中庸〉、

《論》、《孟》之字，標舉古義，以刊正宋儒，徒使學者茫然、

昏然，不得主腦下手處，大不如陳北溪《字義》。
19

 

姚鼐對於戴震的攻擊，極可能因私人之怨而失諸理性
20，導致有「身

滅嗣絕」之言。然而，姚鼐言戴震的義理之學有「跨越宋君子」、「與

程朱爭名」、「奪洛閩之席」的意圖，翁方綱、方東樹本諸程朱之學，

嚴厲批判了戴震義理思想中有關「欲」、「理」的主張，視之為異端邪

說，直言其「立異於程朱」、「欲以之易程朱之統」，從這些論述中，

                                                 
17 翁方綱：〈理說駁戴震作〉，《復初堂文齋》（台北：文海出版社， 1969 年），卷

7，頁 321。  
18 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中之上，頁 279-280。  
19 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中之上，頁 283。  
20 據章炳麟：〈清儒第十二〉言：「（戴）震為《孟子字義疏証》，以明材性，學

者自是薄程朱。桐城諸家，本末得程朱要領，徒援引膚末，大言自壯，故尤被輕

蔑。（姚）範從子姚鼐，欲從震學，震謝之，猶亟以微言匡飾。鼐不平，數持論

詆樸學殘碎。其後方東樹為《漢學商兌》，徽章益分。」《訄書重訂本》，收於《訄

書  初刻本  重訂本》（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1998 年），頁 160。按：
由此可知當時任四庫館臣的姚鼐欲拜師於戴震遭拒，於學界有失顏面，故日後對

戴震之學予以猛烈抨擊，甚而影響其門人方東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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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但可更進一步確認戴震所攻詰的主要對象為程朱，甚至由姚、翁、

方等人的反駁中亦可看出這些尊崇程朱的學者已感受到戴學對程朱

之學撼動的力量是不容小覷的。而方東樹作《漢學商兌》一書，強力

批判了戴震、焦循、阮元、凌廷堪等在義理思想上與程朱相左的學者

21，尤其針對戴震，不但再三痛斥其所言之「理」22，且貶低《孟子字

義疏證》及《原善》之價值。對此，本文所關注的焦點不在於衡定方

氏的批評觀點正確與否，亦不是在於論斷程朱之學與戴學的優劣高

下，而是要指出方東樹這樣的做法，在某種程度上恰恰反映出了戴震

哲學及其追隨者的鉅大影響；事實上，方氏亦描述了戴學盛況，言： 

 

數十年來，此風遍蒸海內，如狂飆蕩洪河，不復可望其澄鑑。

在上者，其勢位既足以軒輊一世，風會所尚，一時高才敏疾

之士，有群趨附之。平居談論，若不畔程朱，即非學，言有

偶及之者，輒差恧若將浼焉。若不共戴天之仇，義必如是，

而後為丈夫者。
23

 

這段文字充分表露出方東樹對於戴學盛行的憤懣不安之感，顯示戴震

挑戰程朱之學的實質成效。若追究戴氏反程朱之因，義理思想的差異

固然是基礎，明道方法的不同及時代背景亦是不可忽略的外緣因素

24，但若細審姚鼐等人所說「跨越宋君子」、「奪洛閩之席」、「易程朱

之統」等言論來看，則這批遵奉程朱的學者感到憤懣不安的原因，恐

怕不僅止於程朱之學受到批判，而是感受到了戴震等人這些批判的背

                                                 
21 如批評焦循「豈足以知宋儒言性之說」、「特拾告子、佛氏之唾穢而已。」批

評凌廷堪「睥睨程朱，其謬妄乃如此邪！」批評阮元「用意之私、為說之巧。」

參見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中之上，頁 277、頁 293-296、頁 302-305、頁 308-309；
卷中之下，頁 323、頁 360。  
22 方東樹在《漢學商兌》中批駁戴學甚多，除本文所引之外，再如：「厲禁言『理』

則自戴氏始。自是宗旨祖述，邪詖大肆，……至精不易之論，必欲一一盡翻之，

以張其門戶。」「戴震禁言『理』，詆程朱不當別言有理具於心，……皆邊見、邪

見，非正知見也。」「蓋由其私心本志，憎忌程朱，堅欲與之立異，故力闢求理

之學。大本一失，無往不差。」參見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上，頁 260；卷中
之上，頁 269-270；卷中之上，頁 275。  
23 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下，頁 402。  
24 張壽安於〈戴震對宋明理學的批評〉一文中將戴震反理學的原因歸納為：（ 1）
即經學求理學（ 2）反朝廷朱學（ 3）本身的思想因素—重生養之欲的滿足。《漢
學研究》，第 13 卷第 1 期，頁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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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隱然預設了程朱非儒家道統中正統繼承者的訊息；換言之，他們已

察覺戴震欲取代自宋代以來所建構的儒家道統中程朱地位的意圖，且

自戴氏之後，追隨其主張者眾多，包括焦循、程瑤田呼應戴震「以理

殺人」之說而痛陳以「理」（指程朱之學的「理」）相爭之害而主張崇

禮；凌廷堪徹底反對所有言「理」之學而主張「以禮代理」；阮元藉

由批評李翱〈復性書〉而暗指程朱之學亦涉入講究虛明寂然的禪學，

而大量的編書、刻書以及創立學舍，無形之中亦是間接地推展、落實

了戴震思想中修養工夫論的主張，其所形成的學術氛圍，或許才是方

東樹等人焦慮的主要來源。方氏曾言： 

 

當是時，士庶人有十金之產者，因自豪，遂欲以問周京之鼎，

是以罪之也。十金之產，非不有挾也，其罪在於問鼎。後世

之學者，不幸不見天地之純，古今之大全，賴程朱出而明之。

乃復以其謏聞駮辨，出死力以詆而毀訾之，是何異匹夫負十

金之產，而欲問周鼎者也！
25

 

再看章學誠（1738-1801）對於開創此一學風的戴震，評曰： 

 

戴君下世今十餘年，……而尊奉太過，至有稱謂孟子後之一

人，則亦不免為戴所愚。……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

之，故戒人以鑿空言理，其說深探本原，不可易矣。顧以訓

詁名義，偶有出於朱子所不及者，因而醜貶朱子，至斥以悖

謬，詆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儌倖為世所宗，已

五百年，其運亦當漸替。」此則謬妄甚矣！……後學向慕，而

聞其恍惚玄渺之言，則疑不敢決，至今未能定戴為何如人，

而信之過者，遂有超漢、唐、宋儒為孟子後一人之說，則皆

不為知戴者也。
26

 

章學誠認為戴震之學出於朱子卻叛於朱子，暗喻戴震有忘本之罪。事

                                                 
25 方東樹：〈重序〉，《漢學商兌》，頁 411-412。  
26 章學誠著，葉瑛校注：〈書朱陸篇後〉，《文史通義校注》，〈內篇三〉附錄，頁

27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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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雖然戴氏早年曾服膺程朱義理 27，但思想成熟後的戴震，與程

朱之學實為不同的思想體系，因此，這樣的說法在實質上並無太大的

意義，其目的只是在貶抑戴震；值得注意的是，方東樹在此指責戴震

之罪「在於問鼎」、章學誠強烈駁斥當時推尊戴氏為孟子後第一人之

說，不但從反面證明了戴震取代程朱之學的情形，確實已使宋明理學

不再享有傳承孔孟的必然優勢，同時亦已感受到戴氏意圖取代宋學正

統地位的弦外之音。 

 

第二節  繼孟學之商榷 

即使戴震並沒有明言自己有跨越宋明理學以繼承孟子的職志，但

以上述分析戴震否定宋明理學正統性的論述中，包括方東樹批評的

「罪在於問鼎」、章學誠視為謬妄的「孟子後之一人」之說，實已從

反面點出了這樣的意圖。在《孟子字義疏證》的序文中，戴震言： 

 

孟子辯楊、墨；後人習聞楊、墨、老、莊、佛之言，且以其

言汩亂孟子之言，是又後乎孟子者之不可已也。苟吾不能知

之亦已矣，吾知之而不言，是不忠也，……吾用是懼，述《孟

子字義疏證》三卷。韓退之氏曰：「道於楊、墨、老、莊、佛

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

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28

 

戴震自述作《孟子字義疏證》之因乃在於效法孟子闢楊、墨的精神以

駁摻雜了釋、老的宋儒之學，還原儒家原始的面貌。對此，其弟子段

玉裁（1735-1815）有更進一步的說法： 

 

且有〈自序〉一篇，說明用「孟子」書字義為目之故。而用

韓子「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之語為歸宿，師之隱然

                                                 
27 參見余英時：〈戴震與清代考據學風〉，文中所述及的戴震論學三階段。收於

氏著：《論戴震與章學誠》（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 2000 年），頁

127-136。  
28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序〉，《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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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自任，上接孟子意可見矣。29

 

可見，不僅反對戴震思想的方東樹、章學誠已察覺戴震的意圖，事實

上，段玉裁所說的「隱然以道自任」、「上接孟子之意」，更是正面肯

定了戴震的確是有意將自己納入儒家道統之列的。依此，更完整的來

說，《孟子字義疏證》中，批判程朱之學只是藉以否定其繼承、詮釋

孟子正統性的手段，如學者所指出，實具有「護教學性質」
30；更重

要的是，以自己的義理之學取而代之，重新詮釋孟子以獲得儒家道統

的地位，或許這才是戴震的最終目的。 

 

繼戴震之後，清代學者以各種不同的方式來表現對戴氏意圖的共

鳴，在思想上，如重視典籍知識、強調以文字訓詁作為明義理的手段、

推崇禮學以修身及治人；在表現的形式上，則有同樣以重釋《孟子》

來否定程朱之學的焦循，《孟子正義》是焦循生前最後著作，將之付

諸刊刻的焦徵言： 

 

（焦循）又以古之精通《易》理，深得伏羲、文王、周公、

孔子之恉者莫如孟子，生孟子後而能深知其學者莫如趙氏。

惜偽疏踳駁乖謬，文義鄙俚，未能發明其萬一，思作《正義》

一書。
31

 

從這段簡略的識語中，可知焦循認為最能深解《孟子》一書的是趙歧

（約 108-201）所作的《孟子章句》，然該書經歷刪削偽疏之影響而失

去原貌，加上有鑒於當時《孟子》的相關注本中沒有一兼綜博采的完

善注本
32，因此促使焦氏有撰述《孟子正義》的動機。是故，雖然《孟

                                                 
29 段玉裁：〈荅程易田丈書〉，《經韻樓集》，收於《段玉裁遺書》，卷 7，頁 1004。 
30 黃俊傑：《中國孟學詮釋史論》（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年），頁

308-316。  
31 此文為《孟子正義》刊刻之題識，收於《孟子正義》（台北：文津出版社，1988
年），上冊，頁 7-8。  
32 據黃承吉：〈孟子正義序〉：「憶一日在汪晉蕃文學齋中與里堂論及各經疏正義，

僅宗守傳注一家之說，未能兼綜博采……乃相要各執一經別為之正義，以貫串今

古異同……而里堂則謂《易》與《孟子》尤有志焉。」參見氏著：《夢陔堂文集》

（台北：文海出版社， 1967 年），卷 5，頁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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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正義》亦以「孟子」為名，但形式上則與條列論述思想術語的《孟

子字義疏證》不同，而是以漢代趙歧的《孟子章句》為根據，摭取清

代六十餘家著作加以疏解，成為一部既疏經文，亦解趙氏注文的典型

注疏體之作。
33然而，焦循的目的絕不僅止於回復趙歧《孟子章句》

之意而已，他說： 

 

於趙氏之說或有所疑，不惜駁迫以相規正。
34

 

著書各有體，非一例也。……有採擇前人所已言，而以己意裁

成損益于其間，余所撰《孟子正義》是也。
35

 

顯然，焦循在疏解《孟子》的過程裡，其自身的思想主張實已貫穿於

其中，這也正符合了胡適所言：「是從經學走上哲學路上去的」
36。事

實上，當焦循廣納漢、唐及清人之說而獨缺了宋代朱子的《孟子集注》

時，雖有拘泥門戶之嫌而遭當代學者非議
37，但從另一個角度來說，

這樣的作法亦已透露了其義理傾向的端倪。且焦氏曾言：「宋之義理

仍當以孔之義理衡之，未容以宋之義理，即定為孔子之義理也。」
38則

更明確地對宋代理學能否代表儒家道統表示質疑；再從他高度推崇戴

震
39、於《孟子正義》中大量徵引《孟子字義疏證》內容來看，《孟子

                                                 
33 關於《孟子正義》的成書經過及訓釋方式，可參見焦循於〈孟子篇敘〉末之

按語。《孟子正義》，下冊，卷 30，頁 1048-1052。焦循遺稿，吳承仕整理：〈撰

孟子正義日課記〉，《華國》，第 1 卷第 9 期（ 1924 年 5 月），頁 1-13；第 10 期（ 1924
年 6 月），頁 1-14，第 11 期（ 1924 年 7 月），頁 1-14。另現代學者林慶彰有〈焦

循《孟子正義》及其在孟子學之地位〉一文，有更為詳盡的論述。收於氏著：《清

代經學研究論集》（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2 年），頁 309-343。 
34 焦循：〈孟子篇敘〉末之按語，《孟子正義》，下冊，卷 30，頁 1051。  
35 焦廷琥：〈先府君事略〉，收於《叢書集成三編》（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
年），第 86 冊，頁 18。  
36 胡適：《戴東原的哲學》，頁 142。  
37 如毛子水：〈孟子焦疏補正〉，《孔孟學報》，第 16 期（ 1968 年 9 月），頁 91-118。
該文認為朱《注》在有些地方優於趙氏《章句》，但焦循不採用，或只將朱《注》

的說法引述出來當作「近時通解」，乃肇因於輕視宋儒。再如何澤恆指出：「里堂

論學，極惡拘守門戶，其於時人專漢據守之習，亦屢加指摘，而己則不免於自陷，

無乃明於燭人而闇於自照乎？」參見氏著：〈焦循論孟子性善義闡繹〉，《焦循研

究》（台北：大安出版社， 1990 年），頁 209-210。  
38 焦循：〈寄朱休承學士書〉，《雕菰集》（台北：鼎文書局， 1977 年），卷 13，
頁 203。  
39 焦循在〈讀書三十二贊‧孟子字義疏證〉中言：「性道之譚，如風如影，先生

明之，如昏得朗，如示諸掌，人性相近，其善不爽，惟物則殊，知識罔罔，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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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之作背後所隱含的意圖，應與《疏證》有某種程度的一致性。 

 

依據上述的分析，既然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以及焦循的《孟

子正義》均有意以重新詮釋孟子而取代宋明理學的道統地位，並在儒

學中為自己的哲學思想爭得一席之地，那麼，判別戴、焦的思想是否

與孟子相契，便成為首要關注的焦點。在孟子思想體系中，「心」、「性」

是最重要的哲學範疇，代表著孟學的基本性格及內涵，因此，檢視戴

震、焦循對此義蘊的掌握，是二人能否納入孟學譜系的關鍵。根據孟

子之意，人生而具有惻隱、羞惡、恭敬、是非之心，這是根源於天命

而內在於人的仁、義、禮、智四善端。孟子以此心為性善論的基礎，

稱之為「大體」，而與之相對的耳目口鼻感官稱之為「小體」，並說：

「先立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
40
表示「心」具有絕對的優

先性，不為生理本能所限制，又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

則知天矣。」
41由「盡心」而「知性」而「知天」，這是孟學思想的終

極價值。 

 

儘管戴震、焦循均贊同孟子的性善立場，但透過以氣為本的思考

脈絡下來解釋孟子，顯然並不相契。戴震以「血氣心知」為人性內涵，

所有道德價值都必須由此抉發，因此，仁義禮智等天理是內在於人欲

人情而非超越、優先於人欲人情的；而人性之善，就在此前提之下，

由心知所具有辨別、悅慕理義的潛能於事物中尋繹出「不易之則」，

換言之，由血氣心知的「自然」便能達到仁義禮智的「必然」，此即

「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或可說是「自然」與「必然」為一本的

性善論。因此，戴震將孟子性善論轉化成自己的理路，言： 

 

孟子之所謂性，即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

臭、四肢之於安佚之為性；所謂人無有不善，即能知其限而

                                                                                                                                            
中和，此來彼往，各持一理，道乃不廣，以理殺人，與聖學兩。」《雕菰集》，卷

6，頁 85。  
40 朱熹：《孟子集注‧告子章句上》，《四書集注》（北京：中華書局， 2003 年七

刷），卷 11，頁 335。  
41 朱熹：《孟子集注‧盡心章句上》，《四書集注》，卷 13，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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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踰之為善，即血氣心知能底於無失之為善；所謂仁義禮智，

即以名其血氣心知，所謂原於天地之化者之能協於天地之德

也。
42

 

由於口目耳鼻四肢之欲的饜足受限於外物，未必皆能如願，因此，即

使是人性所本有，但孟子視之為「小體」，言「有命焉，君子不謂性

也」
43。然而，在戴震的理解中，反而成為仁義禮智之德產生的基礎，

只要達到「知其限而不踰之」，即是善。在強調心知作用的思考下，

孟子所說人異於禽獸的善端，遂成： 

 

人以有禮義，異於禽獸，實人之知覺大遠乎物則然，此孟子

所謂性善。
44

 

然人之心知，於人倫日用，隨在而知惻隱，知羞惡，知恭敬

辭讓，知是非，端緒可舉，此之謂性善。
45

 

戴震在孟子的四端之前加上「知」字，依此，人之所以為善在於「知

惻隱，知羞惡，知恭敬辭讓，知是非」，於是人的「知」成為性善的

首要因素，在「知」的作用下，仁義禮智方能呈現。依此來看，戴震

對孟子的詮解歧出頗大。
46

 

至於焦循，同樣延續了戴震以人欲人情及心知做為人性本質的基

礎，提出「能知故善」的主張，由此來看他對孟子性善的詮解： 

 

                                                 
42 戴震：〈性〉，《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頁 306。  
43 朱熹：《孟子集注‧盡心章句下》：「（孟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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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不謂性也。仁之

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禮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

也，有性焉，君子不謂命也。」，《四書集注》，卷 14，頁 369。  
44 戴震：〈性〉，《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頁 302。  
45 戴震：〈性〉，《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頁 295。  
46 關於戴震在詮解《孟子》上的歧出，過去學者已有論述亦可供參究，如：黃

俊傑：《中國孟學詮釋史論》，〈第八章  戴震的孟子學解釋及其含義〉，頁 291-326；
鮑國順：〈戴震與孟荀思想的關係探究〉，收於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編：《清

代學術論叢》（台北：文津出版社， 2001 年），第 2 輯，頁 6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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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飲食，而人能嗜味，鳥獸不知嗜味。推之同一男女，人

能好色，鳥獸不知好色。惟人心最靈，乃知嗜味好色，即知

孝弟忠信禮義廉恥。理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悅心是性

善，悅口亦是性善。
47

 

孟子所言「理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48，強調的是自然稟賦

的理義之心具有普遍性、內在性意義，而理義的「悅心」與芻豢的「悅

口」只是一種譬喻，性善乃純就「悅心」的部分立論，畢竟「悅口」

與「悅心」分屬不同的層次，亦即「小體」、「大體」之別；然而，焦

循在「能知故善」的理路下，認為「知嗜味好色」即等同於「知孝弟

忠信禮義廉恥」，都是心知之靈的表現，因此，「悅口」與「悅心」並

無層次上的差別，都是性善。顯然，這樣的說法與戴震同屬一致，卻

與孟子相去懸絕。再者，除了受戴震理路的影響之外，焦循在《孟子

正義》中亦屢言孟子思想與《易》學會通，如言： 

 

孟子深於《易》，七篇之作，所以發明伏羲、神農、黃帝、堯、

舜之道，疏述文王、周公、孔子之言，端在于此。
49

 

此孟子發明《周易》之旨，故深於《易》者，莫如孟子也。
50

 

孟子深於《易》，悉於聖人通變神化之道。51

 

孟子之書，全是發明《周易》變通之義。
52

 

孟子「性善」之說，全本於孔子之贊《易》。
53

                                                 
47 焦循：〈告子章句‧上〉，《孟子正義》，下冊，卷 22，頁 764。  
48 朱熹：《孟子集注‧告子章句上》：「（孟子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

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

然者何也？謂理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理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四書集注》，卷 11，頁 330。  
49 焦循：〈梁惠王章句‧下〉，《孟子正義》，上冊，卷 5，頁 167。  
50 焦循：〈公孫丑章句‧下〉，《孟子正義》，上冊，卷 6，頁 204。  
51 焦循：〈離婁章句‧上〉，《孟子正義》，上冊，卷 15，頁 525。  
52 焦循：〈離婁章句‧上〉，《孟子正義》，下冊，卷 15，頁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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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循深究於《易》學，著有《易學三書》，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以

《易》學思想闡述孟子之意，引《易傳》之言注解《孟子》，便成為

《孟子正義》的特色之一。然而，以這樣的角度來解釋《孟子》似乎

並未能符合孟學本旨，且孟子的思想也並不盡如焦氏所言乃淵源於

《易》。對此，已有學者指出其中頗多牽強或謬誤之處
54；單就焦氏以

《易》學變通、旁通之義以釋性善之義，便可看出其不相侔之處，其

言： 

 

蓋人性所以有仁義者，正以其能變通，異乎物之性也。以己

之心，通乎人之心，則仁也。知其不宜，變而之乎宜，則義

也。仁義由於能變通，人能變通，故性善；物不能變通，故

性不善，豈可以草木之性比人之性？……人有所知，異於草

木，且人有所知而能變通，異乎禽獸，故順其能變者而變通

之，即能仁義也。
55

 

「能知故善」是焦循用以總括性善之語，由「能知」而至「故善」的

推論過程裡，源自《易‧繫辭傳》中「變通」的概念是主要關鍵：「仁」

的產生，是由於心知「通乎人之心」而來；「義」的產生，則是由「知

其不宜，變而之乎宜」而得，能辨知宜與不宜，而變通得宜，此即人

性為善之因。這是焦循繼戴震據「心知」論性善的基礎上，透過《易》

學變通思想進一步的闡發，實有其獨創性的一面；但是，以這樣的思

考進路來闡釋孟子的性善論，則顯得格格不入，他說： 

 

《易‧文言傳》云：「利者，義之和也。」……當時言性者，

                                                                                                                                            
53 焦循：〈告子章句‧上〉，《孟子正義》，下冊，卷 22，頁 755。  
54 參見：（ 1）毛子水：〈孟子焦疏補正〉，《孔孟學報》，第 16 期，頁 91-118。（ 2）
裴學海：《孟子正義補正》（台北：學海出版社，1978 年），頁 125-129；頁 162-164。
（ 3）何澤恆：〈焦循論孟子性善義闡繹〉，《焦循研究》，頁 163-210。（ 4）黃俊
傑：〈孟子盡心上第一章集釋新詮〉，《漢學研究》，第 10 卷第 2 期（ 1992 年 12
月），頁 99-122。（ 5）李明輝：〈焦循對孟子心性論的詮釋及其方法論問題〉，《孟

子重探》（台北：聯經出版公司，2001 年），頁 69-109。（ 6）陳居淵：〈論焦循《孟

子正義》的易學詮釋〉，《孔子研究》， 2000 年第 1 期，頁 103-110。  
55 焦循：〈告子章句‧上〉，《孟子正義》，下冊，卷 22，頁 73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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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據往事為說，……皆所謂故也。孟子獨於故中指出利字，「利」

即《周易》「元亨利貞」之「利」。〈繫辭傳〉云：「變而通之

以盡利。」……利以能變化，言於故事之中，審其能變化，則

知其性之善。……〈繫辭傳〉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

云：「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又云：「又明於憂

患與故。」通者，通其故之利也。察者，察其故之利也。明

者，明其故之利也。故者，事也。傳云：「通變之謂事。」非

利不足以言故，非通變不足以言事。諸言性者，據故事而不

通其故之利，不察其故之利，不明其故之利，所以言性惡，

言性善惡混，或又分氣質之性，義理之性，皆不識故以利為

本者也。孟子私淑孔子，述伏羲神農文王周公之道，以故之

利而直指性為善，於此括全《易》之義，而以六字盡之云：「故

者以利為本。」明人之所以異於禽獸者，在此利不利之間，

利不利即義不義，義不義即宜不宜。能知宜不宜，則智也。
56

 

孟子言：「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利為本。」
57這段話是

說明論人性當由過往陳跡中依順自然之勢處立說而已
58，此即由反面

呼應了「以杞柳為桮棬，非杞柳之性」的主張 59，就孟子性善理路上

的推展來說，並沒有太大相涉之處，因此歷來鮮有解說者以這段文字

做為性善論闡釋的基礎。然而，在《孟子正義》中，焦循顯然頗重視

這段文字，並以此闡發其所理解的孟子性善之意。依據焦循的理解，

孟子論性乃本於《周易》，而人性之善則可用「故者以利為本」六字

來涵括，所謂「利」，即《周易》「元亨利貞」之「利」。按〈繫辭傳〉

「變而通之以盡利」、〈文言傳〉「利者，義之和也」來看，於是孟子

所說人性固有的仁義便轉化成由現實世界中變通而來，實已逸出孟學

理路。況且，將《孟子》中的「利」字解為變通、或「義之和」，亦

                                                 
56 焦循：〈離婁章句‧下〉，《孟子正義》，下冊，卷 17，頁 585-586。  
57 朱熹：《孟子集注‧離婁下章句》，《四書集注》，卷 8，頁 297。  
58 歷來注解者均以「順」或「便」訓解「利」之意，此訓解亦是較符合《孟子》

語意的。參見黃俊傑：〈孟子盡心上第一章集釋新詮〉，頁 118-119。  
59 告子曰：「性，猶杞柳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柳為桮棬。」

孟子曰：「子能順杞柳之幸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柳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

賊杞柳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率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

言夫！」朱熹：《孟子集注‧告子章句上》，《四書集注》，卷 11，頁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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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不符孟子嚴「義利之辨」的主張 60，足見焦循以《易》之義來詮

釋孟子的性善說，與孟子本旨並不相契。 

 

事實上，不僅《孟子字義疏證》、《孟子正義》的詮釋與孟學牴牾，

更廣泛地來說，清人力主肯定人欲人情的角度論說性善，即已呈顯出

與孟子性善論迥異的理論走向，因此，論孟子思想卻不洽孟子原意

者，俯拾皆是。如孫星衍（1753-1818）言： 

 

孟子曰：「乃若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情有善，將欲與貪利

亦善乎？欲與貪利，即情之有喜有樂，發而中節則無不善也。

61

 

何以言「性待教而為善」？…..教者何？……孟子以孩提之童

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童而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

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扑之而敬移。然則良知良

能不足恃，必教學成而後真知愛親敬長也。
62

 

以上兩則引文中，第一則引文論性善仍是就人欲人情處立論，與戴、

焦並無不同。至於第二則引文，孫氏言人能愛親、敬長乃是緣於「慈

母乳之」、「嚴師扑之」，於是，教化、學習成為道德發展及實踐的首

要條件，良知良能反而統屬於其下。這樣的解釋，顯然不符合孟子本

旨。雖然孟子亦重視教化在成德工夫中的功能，但畢竟只是助緣作

用，最主要的憑藉仍是人所本有「不學而能」、「不慮而知」的良能良

知，因此孟子說：「孩提之童無不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不知敬

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63在此以

孩童「無不知」愛親、敬長的事例來強調良能良知的存在價值，且能

                                                 
60 裴學海《孟子正義補正》中言：「案七篇（即《孟子》中所言之利字，或與仁

義對言，如〈（梁）惠王〉篇『仁義而已矣，何必曰利』、〈告子〉篇『去利懷仁

義』之類是。或與善對言，如〈盡心〉篇『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利與善之間

也』之類是。曾無一字合乎《易‧文言》『利者義之和』之義者。」頁 126-127。 
61 孫星衍：〈原性篇〉，《問字堂集》，收於孫星衍撰，駢宇騫點校：《問字堂集；
岱南閣集》（北京：中華書局， 1996 年），卷 1，頁 17。  
62 孫星衍：〈原性篇〉，《問字堂集》，卷 1，頁 18。  
63 朱熹：《孟子集注‧盡心章句上》，《四書集注》，卷 13，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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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達天下，具有普遍性意義，這正足以否定孫星衍「必教學成而後真

知愛親敬長也」的解釋。 

 

再如阮元言： 

 

哲與愚、吉與凶、歷年長短，皆命也。哲愚授於天為命，受

於人為性，君子祈命而節性，盡性而知命。故《孟子‧盡心》

亦謂口目耳鼻四肢為性也。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

必當節之。古人但言節性，不言復性也。
64

 

雖然孟子承認口目耳鼻四肢等感官之欲是人性中本有，但卻不是論人

性的基礎，當然亦非性善的根據，故言「君子不謂性也」。然而，阮

元在以氣論性的的理論背景之下，與戴震、焦循同樣將孟子所說的人

性內容解讀為人欲人情，並以此來闡釋孟子的「性善說」，實際上所

呈顯的必然是與孟子完全不同的理路。 

 

第三節  承荀學之驗證 

清儒企圖以標舉孟子真正傳承者的方式來取代宋明理學在儒家

的地位，但就戴震等人所詮釋的《孟子》或其他思想家所論述的孟學

思想來看，如上節所述，顯然與孟子原意相去甚遠；換言之，戴震、

焦循的孟學解釋並沒有獲得原先期待的效果，宋明儒學做為孟學嫡系

的地位亦不因此而有所改變。即使如此，在儒學思想發展的歷史中，

清人所建構的義理思想未必沒有一席之地，更明確地來說，這些思想

家們所主張肯定人欲人情的心性論、問學崇禮的工夫論在實質上所闡

發的正是自中唐以後逐漸被邊緣化的荀學。 

 

一、傾向荀學的思想性格 

在荀子的思想體系中，心性論是最為突出的議題。若僅以《荀子》

書中文字表述層面而言，往往會誤以為荀子所說的人性與動物之性相

                                                 
64 阮元：〈性命古訓〉，《揅經室‧一集》，收於《叢書集成新編》（台北：新文豐

出版公司， 1984 年），第 69 冊，卷 10，頁 206。  

 236



同，且認為「心」只具認識之能，而不具道德價值意識，如此一來，

禮義的根源便失去了安頓之所，而人在道德實踐上亦將失去主體的能

動價值。這是荀學被視為儒學之歧出、被邊緣化的主要因素。然而，

若能深究荀子對人性的相關闡述，便可察覺，所謂的禮義秩序，實際

上仍是潛存於他所揭示的人性之中，只不過並非如孟學體系中的仁禮

義智般，如此明確且全幅地呈現罷了（詳參第貳章）。簡單來說，荀

子人性中所包含的欲望情感，不僅止於感官生理的滿足而已，當這些

欲望情感在客觀環境中產生衝突時，含藏於情欲中「使人載其事而各

得其宜，然後使愨祿多少厚薄之稱」
65、「使欲必不窮乎物，物必不屈

於欲」
66、「使本末終始末不順比」 67的內在要求便會呈顯，這正是禮

義法度產生的基本元素；此外，心知更是禮義產生的關鍵，依據荀子

所言，人們具有「好利惡害」本能
68
，且具體地表現在對聖君、禮義

辭讓等美德的喜好，以及對暴君、汙漫爭奪等敗德的厭棄
69，可見，

心知實具有知善知惡、好善惡惡的道德意識
70，這個道德意識便能在

現實世界中尋繹出足以調和種種衝突、妥貼安置情感欲望之道，即荀

子所言「進則近盡，退則節求」
71的內在原則，亦即禮義法度的產生。

由此來看，荀子的心性論實已內在了欲善、能善的基礎，但在其講求

「辨合」、「符驗」的原則下
72，顯然難以意識到此一層面的存在，反

而轉向關注順縱欲情發展而造成悖禮犯義的情況而言「性惡」，用以

彰顯禮義在現實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強調「虛壹而靜」以克服心知「蔽

                                                 
65 王先謙：《荀子集解‧榮辱》（北京：中華書局， 1992 年二刷），卷 2，頁 70。 
66 王先謙：《荀子集解‧禮論》，卷 13，頁 346。  
67 王先謙：《荀子集解‧禮論》，卷 13，頁 366。  
68 〈榮辱〉：「好榮惡辱，好利惡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好利而惡害，

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參見王先謙：《荀

子集解》，卷 2，頁 61-63。  
69 王先謙：〈彊國〉：「桀、紂者，善為人所惡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

人之所惡何也？曰：汙漫、爭奪、貪利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禮義、辭讓、

忠信是也。」《荀子集解》，卷 11，頁 298。  
70 〈性惡〉：「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

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卷 17，頁 443。  
71 〈正名〉：「欲雖不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不可去，求可節也。所欲雖不可

盡，求者猶近盡；欲雖不可去，所求不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

則節求，天下莫之若也。」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卷 16，頁 429。  
72 〈性惡〉：「凡論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卷

17，頁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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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曲」的弊病73，並以積學不息做為道德實踐的修養工夫。 

 

雖然當代學者在述及清儒思想時，對於清代學術與荀學的近似之

處，即已略所著墨，惟均集中於極具代表性的戴震
74，此外亦另有少

數學者在論述焦循、凌廷堪思想時，提及與荀子的關聯。
75經由上述

荀子思想體系的分析，對照清代氣本論者在心性論的理路及成德工夫

的立場上，包括：以欲、情及心知為人性內涵的基本架構，重視經驗

世界中人事物的客觀考察以釐析理義，以達天下人之情、歲天下人之

欲為核心的禮學思想，不僅均與荀子的理路相同，而且可以更進一步

說，清儒是將荀子的學術主張加以落實；尤其是戴震、焦循以人性中

的心知具有知善、擇善的能力而言人性為善，而荀子所論的心知雖亦

含藏此意涵，但卻在「性惡」的表述之下而隱微不彰
76
，因此，這個

                                                 
73 〈解蔽〉：「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理。」又：「人何以知道？曰：心。

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卷 15，頁 386、 395。  
74 當代學者述及戴震之學與荀學理路相近者頗多，如：（1）馮友蘭指出戴震與荀

子均認同積學在成就道德上的重要性。參見氏著：《中國哲學史》（台北：台灣商

務印書館，1996 年台一版三刷），頁 1006-1007；（2）錢穆以戴震於情欲中求理、

言禮、言「解蔽莫如學」，均可看出「有會於荀卿者至深矣」。參見氏著：《中國

近三百年學術史》（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6 年台二版二刷），下冊，頁

393-395；（3）韋政通則列舉了包括人性內涵、理欲關係、道、知行等方面來說

明二人在思考脈絡的共同處。參見氏著：《中國思想史》（台北：水牛出版社，1994
年十一版五刷），下冊，頁 1432-1433；（4）胡楚生認為戴氏「體情遂欲」之說，

實即本於荀子「導欲」之義。參見氏著：〈章太炎「釋戴篇」申論〉，《清代學術

史研究》（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88 年），頁 166；（5）鮑國順：〈戴震與孟荀
思想的關係研究〉，刊於《清代學術論叢》（國立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編，

台北：文津出版社，2001 年），第 2 輯，頁 65-83；（ 6）黃俊傑在論述戴震所詮釋

的《孟子》歧出原意之時，亦略提及戴氏思想中的「道」實近於荀子。參見氏著：

《中國孟學詮釋史論》，頁 307；（ 7）劉又銘先生認為，戴震的孟子詮釋所展現

的性善觀的理路，即是荀子「蘊謂」層次的性善觀。參見氏著：〈從「蘊謂」論

荀子哲學潛在的性善觀〉，收於《「孔學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台北：政治大學文學院編印，2001 年），頁 50-77，尤其頁 67-70。（ 8）劉仲華：

《清代諸子學研究》（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年），頁 277-282。  
75 例如：（ 1）王茂等人認為焦循以「利」為人性，實則主荀子之說。參見氏著：

《清代哲學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2 年），頁 696-697；（ 2）張壽安指
出凌廷堪論性與荀子相近。參見氏著：《以禮代理 —凌廷堪與清中葉儒學思想之

轉變》，頁 42-50；（ 3）馬積高則臚列了戴震、凌廷堪、焦循、張惠言等人的思

想具有闡述荀學之意義。參見氏著：《荀學源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年），頁 304-323。  
76 例如馮友蘭雖同意戴震與荀子在「重學」的理路上一致，但二者仍有不同之

處，他說：「荀子所說之心，實只有知，情，欲三者。其所謂知只知利害而不知

善惡，……東原雖亦明語吾人之心，只有知情欲三者，而按其所說，則似心除有

知外，又能直覺的覺善之為善，惡之為惡。」參見氏著：《中國哲學史》，頁 1007。
按：顯然馮友蘭亦沒有意識到荀子心知中所含藏知善知惡、好善好惡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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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顯著的差異，實際上並不是思想脈絡上的真正歧異，或許可說，

是清儒將荀子未曾明白表述的意涵更進一步的闡發出來
77，在這個意

義上，戴震等人正是荀學的延續和發展。 

 

事實上，在清代即有學者意識到戴震的思想近於荀學體系，即使

所著眼的角度不盡相同，容或有些論述頗為片面或簡略，但其共同的

見解，亦可做為本文所言清儒與荀學具有共同理路的一個佐證。第一

位指出戴震思想近於荀子而遠於孟子者，是「與東原交垂三十年，知

東原最深」
78的程瑤田。雖然程氏亦以氣之流行為天地形質的源頭，

在本體思想的主張上與戴震並無二致（參見第陸章），但對於人性之

善的推闡及成德工夫的論述，則有明顯的差異。程氏言： 

 

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

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則必有其質、有其形、有其氣矣，

有質、有形、有氣，斯有其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

有者也。……人生矣，則必有仁義禮知之德，是人之性善也；

若夫物，則不能全其仁義禮知之德，故物之性，不能如人性

之善也。……雖虎狼有父子，蜂蟻有君臣，而終不能謂其性之

善也，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物與物雖異，

均之不能全之仁義禮知之德也。人之質、形、氣，莫不有仁

義禮知之德，故人之性，斷乎其無不善也；然則人之所異於

物者，異於其質、形、氣而已。
79

 

就質、形、氣論性，是氣本論者共同的基本架構，戴震、程瑤田均然。

但述及人性之善時，戴震認為人性、物性均是分於陰陽五行之氣，在

自然屬性上並無差異，而人性、物性的不同是在於所分得之氣有偏

                                                 
77 劉又銘先生〈從「蘊謂」論荀子哲學潛在的性善觀〉一文中即指出戴震的性

善說所採取的進路實際上與荀子蘊謂層面中的人性論是一樣的。刊於《「孔學與

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國立政治大學文學院， 2001 年 10 月），
頁 50-77，尤其 67-70。  
78 程瑤田：〈五友記〉，《通藝錄‧修辭餘鈔》，收於《叢書集成三編》（台北：藝

文印書館， 1971 年，據清嘉慶八年影印《安徽叢書》），頁 7a。  
79 程瑤田：〈述性一〉，《通藝錄‧論學小記》，頁 34a-3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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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厚薄、清濁、昏明等程度上的差別，故言：「人之知覺大遠乎物」

80，即人的心知具有遠大於物的辨知、悅慕理義的能力，因此人性為

善，而物性不能為善。至於程瑤田則主張人性的質、形、氣自獨具仁

義禮智等道德之全，而物性則不全或無，這是人性與物性在自然屬性

上即有的區別，所以人性為善，而物性則不能為善；也就是說，程氏

認為善乃人性本來所固有，本身是完滿具足且超乎聲色臭味等物性之

上的，依此，對於戴震將口耳目鼻四肢之欲視為人之為善的基本層

面，並不認同
81；再者，對於戴震認為講求以問學、擴充來培養心知

辨知、悅慕理義的能力，進而能夠去蔽去私的成德工夫
82，則更明確

的提出批評： 

 

今之言學者，動曰去私去蔽，余以為道問學其第一義不在去

私，致知第一義亦非去蔽。蓋本不知者，非有物以蔽之；本

未行者，非必有所私也。……是故，崇德，明明德之事也，……

修慝，去蔽去私之謂也。問學之事，崇德一大端，大之大者

也；修慝亦一大端，所以輔其崇德，大之次者也。今之言學

者，但知修慝為大端，認修慝為即以崇德，其根由於不知性

善之精義，遂以未治之身為叢尤集愆之身，雖亦頗疑於性善，

及其著錄也，不能不與《荀子‧性惡》篇相為表裏，此說之

所以不能無歧也。
83

 

站在仁義禮智為人性所固有、自足的基礎上，程瑤田認為道德修養的

首要工夫在於崇德，即鑑照、掌握本有的善性，當善性受矇蔽時才有

去蔽去私的必要，因此，去蔽去私祇是輔助崇德的次要工夫而已。依

                                                 
80 戴震：〈性〉，《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頁 302。  
81 程瑤田〈述情三〉：「味、色、聲、臭、安佚之在口耳目鼻四肢也，孟子不謂

其非性，而不謂之性也，豈遂以是而累其性善之謂哉？」《通藝錄‧論學小記》，

頁 49b-50a。  
82 戴震〈理〉：「古賢聖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充。」〈才〉：「欲

之失為私，私則貪邪隨之矣；……知之失為蔽，蔽則差謬隨之矣。不私，則其欲

皆仁也，皆禮義也；……不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聖智也。」〈權〉：「凡去私不

求去蔽，重行不先重知，非聖學也。」《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81；
卷下，頁 309； 326-327。  
83 程瑤田：〈述情三〉，《通藝錄‧論學小記》，頁 26a-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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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程氏的看法，若本有的善性未能先鑑照、掌握，卻以去蔽去私為道

德修養的起點，等於是否定了人性固有之善，或以為人固有之性即已

受矇蔽，這樣的謬誤正如同「以未治之身為叢尤集愆之身」，所以他

抨擊言去蔽去私的戴震是「不知性善之精義」，而戴氏的「性善」說，

實是「與《荀子‧性惡》篇相為表裏」。程瑤田之所以不同意戴震的

說法，從程氏所建構的心性論來看，自有其理路可循，然而，在批駁

戴氏「不知性善之精義」的同時，程氏自己的性善說是否能把握孟子

真意，以及對戴震的批駁是否恰當，似乎仍有討論的空間
84；如果純

就其言戴震之學不符孟子而與荀學相表裏的說法，則至少可說，程瑤

田對於戴震的思想頗具洞見。 

 

另章太炎說： 

 

問者曰：「戴震資名于孟子其法不去欲，誠孟子意邪？」章炳

麟曰：「長民者輔萬物之自然而不敢為，稍欲割制而去甚去奢

去泰，始于道家，儒法皆仰其流，雖有陗易，其致一也。雖

然以欲當為理者，莫察乎孫卿。孫卿為〈正名〉一首，其言

曰：『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

治而待於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所欲雖不

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不可去，所求不得，慮者欲節求也。

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若也。』極震所議，

與孫卿若合符，以孫卿言性惡，與震意佛，故解而赴《原善》。」

85

 

章太炎認為戴震在理欲關係的見解上與《荀子‧正名》篇中的主張一

致，同樣是反映了戴氏與荀學理路相同的一個側面。另一方面，章氏

又指出戴震因不同意荀子言「性惡」，故而作《原善》，此則為揣測之

                                                 
84 關於程瑤田的心性論研究，可參考張壽安：〈程瑤田的義理學：從理到物則〉，

收於氏著：《以禮代理 —凌廷堪與清中葉儒學思想之轉變》（石家庄：河北教育出

版社， 2001 年），附錄二，頁 230-275。王茂、蔣國保、余秉頤、陶清：《清代哲
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2 年），頁 656-662。  
85 章太炎：〈釋戴〉，《太炎文錄初編》（上海：上海書店， 1992 年），文錄一，頁

83a-8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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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未必正確。依據《原善》的內容，其中論及荀子的部份僅有一則，

且內容主要是言荀子與告子在人性的理解上均有「主才質而遺理義」

之失，但荀、告相較之下，荀子重視理義、要求培養理義的態度，優

於告子以理義為人性之桎梏，因此戴氏言荀子為「儒者之未聞道也」，

而告子則是「異說之害道者也」。
86顯然，戴震是由「人性中有自然而

歸於必然的理義」為標準來評述荀子與告子的高下差別，且仍將荀子

歸於「儒者」，足見即使反對荀子言人性為惡，但這段批評並非針對

荀子的「性惡」而發議論；再者，相較於《原善》中僅此一則論及荀

子，在《緒言》中則有十一則提到荀子，其分量遠超過《原善》，更

遑論《孟子字義疏證》中出現純就荀子批評之言論；況且，戴震這幾

部義理學之作的最終任務，在於重釋孟學以取代宋儒在儒學道統中之

地位，而批判宋儒才是戴震真正的著力所在。由此看來，章太炎認為

戴震的議論「與孫卿若合符」、反對「性惡」，固然正確；但《原善》

之作乃肇因於荀子言「性惡」，恐非定論。 

 

二、尊孟抑荀思維下的選擇 

中唐的韓愈在儒學發展的歷史中，選擇了孟子做為孔子思想的正

統繼承者以建構其「道統論」
87；至宋朝，以孟子上接孔子的思維模

式已成為論及儒家道統中的定論，由堯、舜以至孔、孟，形成一個儒

家「道學」正傳進路
88，程朱學者以孟子傳人自居，無疑是將自身之

義理思想定位於儒門道統之中；而清儒力反程朱之學，亦標榜孟學之

真傳，其動機的背後事實上亦分享了宋明理學的共同主張；這些思想

家在尊孟的思維下，似乎難以察覺其自身的思想主張所延續、闡明的

                                                 
86 戴震言：「主才質而遺理義，荀子、告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

理義，逆而變之，故謂『性惡』，而進其勸學修身之說。告子以上焉者無欲而靜，

全其無善無不善，是為至矣；下焉者，理義以梏之，使不為不善。荀子二理義於

性之事能，儒者之未聞道也；告子貴性而外理義，異說之害道者也。」參見氏著：

《戴震集‧原善》，卷中，頁 340。按：戴震所說的「理義」，就荀子思想體系來

看，指的應是以「禮義」為首出的道德而言。  
87 韓愈：〈雜著‧原道〉：「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老與佛之道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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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見氏著：《韓昌黎文集》（台北：華正書局， 1982 年），

卷 1，頁 10。  
88 脫脫等修：〈道學一〉，《宋史》（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75 年），卷 427，
頁 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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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為荀學的進路。因此，論究清代義理思想時，不免察覺一吊詭的現

象，即：思想主張即由此而發展出的學術特色實近於荀子，但卻自以

為其學說是本諸孟學；一方面將荀子思想中所潛藏但不曾說明白的部

分表述出來，另一方面卻又以此來批評荀學的不足，這種情形尤以戴

震最為明顯。 

 

戴震批評荀子的立論基礎，在於「歸於必然、完其自然」的心性

論，亦即血氣心知與禮義同歸於「一本」的性善論。因此，在他看來，

荀子的問題不是在於「性惡」的主張，而是分隔了人性與禮義的同源

關係，他說： 

 

荀子知禮義為聖人之教，而不知禮義亦出於性；知禮義為明

於其必然，而不知必然乃自然之極則，適以完其自然也。就

孟子之書觀之，明理義之為性，舉仁義禮智以言性者，以為

亦出性之自然，人皆弗學而能，學以擴而充之耳。荀子之重

學也，無於內而取於外；孟子之重學也，有於內而資於外。……

以是斷之，荀子之所謂性，孟子非不謂之性；然而荀子舉其

小而遺其大也，孟子明其大而非舍其小也。
89

 

儘管在荀子的思想中，禮義的根源與人性存有一定的聯繫，但如前所

述，這層聯繫確實較孟子的四端性善說顯得隱晦繳繞而不易釐清，一

旦未能深究，往往會以為荀子將人性與禮義截斷為兩橛。用戴震「自

然」、「必然」的語彙系統來說，荀子的缺憾，即在於雖知禮義為「必

然」，但卻說禮義是「聖人之教」、是後天積學而得，顯然是不知「必

然」是人性「自然之極則」，將「必然」外於「自然」。於是，「自然」

與「必然」被劃分為二，禮義與人性失去必然的聯繫，亦即引文中的

「不知禮義亦出於性」。綜觀戴震對荀子的批駁，均著眼於此
90。誠然，

這樣的批評是由於忽略了荀子人性論中所含藏有欲善、知善的道德意

                                                 
89 戴震：〈性〉，《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頁 299-300。  
90 關於戴震對於荀子的評論，除上文所引之外，另亦言荀子「不知性之全體」、

「於禮義與性，卒視若閡隔不可通」。其出發點頗為一致。參見氏著：〈性〉，《戴

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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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所致；換個角度來說，若戴氏能意識到這一點，那麼應該也會同意

荀子所說的禮義事實上並不外在於人性，如此一來，由欲、情中所蘊

涵著對禮義法度的內在要求，加上心知所具有知善、欲善的潛能，其

心性論的基本架構恰恰符合了戴震「一本」的主張，只是他自以為所

詮釋的是孟學，實際上卻是對荀子心性論的進一步闡述、明朗化；如

果按照戴氏所論人性之善的原則，那麼荀子的心性論亦是可被歸於性

善的，惟這是一種不同於孟子進路的性善說罷了。是故，戴震對荀子

的批評，儘管顯示戴氏對荀子思想理解上的不足，但由其所持的立場

來看，亦未嘗不是呈顯出二者相同進路的一個側面。 

 

雖然戴震未能意識荀子的禮義亦同源於人性，甚至曾言荀子與

程、朱學派同樣陷於「二本」之誤，但畢竟只是「不得禮義之本」，

而不是於人性之外「更增一本」
91；是故，對荀子主張禮義與人性終

可以歸於同流，亦即禮義的價值是在欲、情的調節、滿足上實踐，仍

表示肯定，同時對荀子重學以增進心知能力，亦頗讚賞： 

 

荀子非不知人之可以為聖人也，其言性惡也，曰：「塗之人可

以為禹。」「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

之正。」「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在塗之人，其可以為

禹明矣。」……此於性善之說不惟不相悖，而且若相發明。終

斷之曰：「足可以遍行天下，然而未嘗有能遍行天下者也。」

「能不能之與可不可，其不（可）同遠矣。」……其言出於尊

聖人，出於重學崇禮義。首之以〈勸學〉篇，有曰：「誦數以

貫之，思索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

荀子之善言學如是。且所謂通於神明、參於天地者，又知禮

義之極致，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在是，聖人復起，豈能易其言

                                                 
91 戴震言：「（荀子）合血氣心知為一本矣，而不得禮義之本。……（程子、朱子）
於血氣心知之自然謂之氣質，於理之必然謂之性，亦合血氣心知為一本矣，而更

增一本。……（程子、朱子）其學非出於荀子，而偶與荀子合。」又言：「宋儒
立說，似同於孟子而實異，似異於荀子而實同也。」參見氏著：〈理〉、〈性〉，《戴

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上，頁 285-286；卷中，頁 302。按：依據戴氏的觀點，
荀子的二本之誤在於未能將禮義納入血氣心知之自然中；而程、朱的二本之誤則

是在血氣心知之外，增立了獨立於其上、以「理」為核心的另一種人性，於是血

氣心知被稱之為氣質之性，成為人性之惡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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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92

 

戴震稱揚荀子崇禮義、重問學的主張，認為即使是聖人亦不能變易其

說，這是由於禮義的作用在於節情養欲，重學則能增進心知的辨識、

擇善的能力，二者正切合了戴震所言道德實踐的修養工夫論；甚至可

擴大來說，多數清儒能夠一改宋、明時代將荀子貶抑為異端的說法（參

見第伍章），其崇禮義、重問學的主張即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相較於戴震對荀子的理解，焦循似乎有更進一步的掌握。首先，

關於荀子的人性論，焦氏言： 

 

荀子云：「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勞而欲休，此人

之情性也。」是也。人如此，禽獸亦如此也。荀子又云：「今

人飢，見長而不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勞而不敢求息者，

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

弟之代乎兄：此正人性之善之證也，而荀子乃以為性惡之證

焉。試言之，人之有男女，猶禽獸之有牝牡也。其先男女無

別，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禮，而民知有人倫矣。示之以

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力矣。以此教禽獸，禽獸不知也。

禽獸不知，則禽獸之性不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故

非性善無以施其教，非教無以通其性之善。教即荀子所謂偽

也為也。為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子讓食於父，而代

勞於兄，此可由教而能之，所謂為之者，善也。然荀子能令

鳥讓食乎？能令獸代勞乎？此正「率性」之明證，乃以為「悖

性」之證乎？
93

 

人能知，故能受教而為善，這是焦循論證人性之善的主軸。依此來看

荀子在人性問題上的相關討論：雖然焦氏亦認同以感官欲求為人、禽

共有之性，但卻不同意其性惡之說。荀子指出，人能因「見長者而不

                                                 
92 戴震：〈性〉，《戴震集‧孟子字義疏證》，卷中，頁 298-299。  
93 焦循：〈滕文公章句‧上〉，《孟子正義》，上冊，卷 10，頁 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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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先食」、「勞而不敢求息」而實踐了「有所讓」、「有所代」的美德，

是由於師法教化而得，因此，人性之所以能為善是在於「偽」（人為）

所致，此即「人之性惡，其善者偽也。」
94這是荀子在「不可學、不

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
95的理

路下所推導出「性」、「偽」截然二分的說法。然而，事實上荀子亦曾

言「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不能自美」
96，此則是由不同的

角度透露出「性」、「偽」還有一種相依相存的關係，也就是說，「可

學而能」、「可事而成」的「偽」必然也有「性」的存在，「性」是「偽」

賴以表現的基礎。只是，在《荀子》書的多數論述中，強調的往往是

「性」、「偽」二分的說法；至於「性」、「偽」的相依存關係，似乎沒

有受到同等的重視，或可說，這是潛存於荀子思想中，但不曾被荀子

明確表述出來的部分。有意思的是，焦循即運用了「性」、「偽」相依

存的角度來證明人性之善，他認為，人們能在現實生活中實踐道德，

就是人性之中具有道德本質的證明，即所謂「為之而能善，由其性之

善也。」按照此一理路，則荀子所說人們能「有所讓」、「有所代」是

因人能受教，人能受教則是因為人們有知；相對於鳥獸無知不能受教

不能讓食、代勞，便可看出人、禽之性終究是有所差異的，其差異即

在於人們能知、能從事道德活動，在「為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

的原則下，可證實人們具有發展道德、實踐道德的本質，這個本質即

是善的內涵。焦循這段看似反駁荀子「性惡」的評述，事實上不僅可

看出其思想荀子理路的一致性，同時亦將潛藏於荀子文字表述之中的

思想呈顯了出來。 

 

其次，關於荀子的「法後王」之說，焦循言： 

 

當羲、農之前，人苦於不知，故羲、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

神明，其時善不善顯然易見，積之既久，靈智日開，凡仁義

道德忠孝友悌，人非不能知，而巧偽由以生，奸詐由以起，

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異於治羲、農以後之天下。……故聖人

                                                 
94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惡》，卷 17，頁 436。  
95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惡》，卷 17，頁 436。  
96 王先謙：《荀子集解‧禮論》，卷 13，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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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蓋堯舜以變通神化治天下，

不執一而執兩端，用中於民，實為萬世治天下之法，故孔子

刪《書》首唐虞，而贊《易》特以通變神話，詳著於堯舜。

孟子稱堯舜，正稱其通變神化也。……若云「法後王」，後王，

無定之稱也。荀子固云「有治人無治法」矣，治人，即能通

變神化之人也。後王而如是，則是能法堯舜者，法後王仍法

堯舜矣。故稱堯舜，即法後王之能通變神化者。若但云「法

後王」，則後王不皆能通變神化如堯舜，其說為詖矣。
97

 

荀子所說的「法後王」，是以「道」（即禮義法度）所內含的「體常」

與「盡變」為基礎而提出的，代表其理想的治國者之概念，這個概念

結合了歷史經驗的累積以及對現實情境應變得宜的理想（參見第參

章），因此，在《荀子》書中，並沒有明確地指出究竟誰才是所謂的

「後王」，這與孟子屢屢稱道堯、舜等「先王」施行「不忍人之政」

的價值用以建立效法典範的意圖
98，實分屬不同層面。而焦循將孟子

「稱堯舜」之旨解釋成因堯舜能在繼承伏羲、神農之後，鑒於時世的

不同而採取不同的治法，即「以變通神化治天下，不執一而執兩端，

用中於民，實為萬世治天下之法」。這樣的解說顯然是以荀子的「後

王」概念加諸孟子的「堯舜」；即使焦氏批評荀子的「後王」是「無

定之稱」，不盡然能夠通變神化，比不上孟子直以能變神化的「堯舜」

為效法對象，但事實上，荀子論「後王」的概念即已包含了能夠因時

制宜而創造太平盛世的「先王」，而「堯舜」當然亦歸屬於其中，這

也是荀子在主張「法後王」之餘，亦盛讚先王之道、崇敬先王的原因。

依此看來，焦氏在尊孟抑荀的思維下，不曾察覺其主張近於荀子的事

實，故而未能細審荀子學說；同時，又以孟子為詮釋對象，然呈顯的

卻是傾向荀子的理路。當然，這種弔詭的現象，不僅出現於焦循的《孟

子正義》，在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中亦是如此。 

                                                 
97 焦循：〈滕文公章句‧上〉，《孟子正義》，卷 10，頁 318-319。  
98 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為政不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參見朱熹：《孟子集

注‧離婁章句上》，《四書集注》，卷 7，頁 275， 276，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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