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緒      論  
 

一、研究旨趣  
先秦時代是儒學思想特質與理論結構形成的重要時期。孟子（約

前 371-前 289）與荀子（約前 334-約前 238）在承繼孔子（前 551-前

479）的同時，並對發端於孔子的儒學思想各自作了引申與發揮，形

成了兩個不同的理路發展典型；但是長期以來，儒學研究偏重於孟學

體系，「尊孟」與「黜荀」往往是並行的意識型態。從以孟學繼承者

自 居 的 宋 明 理 學 到 「 現 代 新 儒 學 」 1 （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舉凡對孟學心性思想、義利之辨、天人關係等

議題，均有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似乎儒家理論的建構當以孟學為主

軸；對照處於邊緣化地位的荀學體系，尤其是因性惡的表述被抨擊是

將道德主體外在於人性 2，故而被賦予「異端」之名 3，已是慣見的貶

抑之詞。對於這樣的學術態勢，不禁令人質疑：荀學果真如論者所言

毫無價值？亦或是這些審視的觀點有所缺失？此外，從現代強調多元

學術價值的觀點來看，以孟學為單一核心的儒學發展，是否有淪於單

薄、偏頗的危險？這些問題都是現今從事儒學研究者無法迴避的挑

戰。  

 

考察晚近學界的研究成果，不難察覺研究者已較能跳脫以孟學為

唯一價值的意識型態，因此，即使是以孟子為學術正傳的研究者，亦

                                                 
1 所謂「新儒學」，指的是廣義的「宋明理學」同義詞，其共同的特徵是指無論

程朱、陸王均標舉「天（超越）人（內在）合一」。劉述先則認為必須將「新儒

學」的範圍收窄，以黃宗羲為最後一位「新儒家」，將否定超越面的陳確、顏元、

戴震排除在外。至於「現代新儒學」，可分成廣狹二義：廣義的「現代新儒學」

是指凡肯定儒家的一些基本觀念與價值通過創造性的闡發有其現代意義者，都可

納入此範圍，英文譯為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狹義的「現代新儒學」
指的即是繼承「新儒學」統緒而言，強調「新儒學」的心性之學為了解中國文化

傳統的基礎，英譯為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本文所言的「現代新儒
學」，即以此為主，主要的人物，包括牟宗三、熊十力、馮友蘭、劉述先等人。

參見劉述先：〈現代新儒學研究之省察〉，收於氏著：《現代新儒學之省察論集》

（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 2004 年），頁 125-139。  
2 牟宗三即認為荀子所說的人性只就生理欲望而言，使禮義失去了內在的根源。

此一觀點對後來的學者影響甚大。參見牟宗三：《名家與荀子》（台北：台灣學生

書局， 1994 年），頁 223-224。  
3 如陸世儀：〈異學類〉，《思辨錄輯要‧後集》（台北：廣文書局， 1977 年），卷

10，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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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出孟子在深化孔子思想的同時，仍不免有所偏重，當然同時也會

有不足之處 4；另外，從事重新檢視荀子思想與價值的研究，亦已積

極展開。 5透過這些研究成果，即已明確的顯示：對於孟學的肯定並

不意味著就必須貶斥荀學；將荀學體系納入儒學理論的一環也不代表

否決孟學在儒學中的重要性，主要的目的只是要突破一元架構下的儒

學，承認在不同的思想脈絡中所發展出的不同儒學風貌；讓這個孟、

荀的思想體系成為儒學並重、共存的兩種基本型態 6以豐富儒學的面

向。  

 

將荀學思想體系納入儒學理論建構的一個面向之後，檢視中國儒

學歷史的發展，便有了不同角度的思考。自先秦之後，儒家學術的發

展在不同時期雖然亦展現不同的風貌，但大體而言，其思想的基本型

態，往往可以溯源於孟子或荀子思想典型的流衍。孟學體系在宋明理

學及現代早期學界的闡揚之下，可以看到一個鮮明的傳衍脈絡，相較

而言，荀子學的發展情形則顯得頗為模糊。就目前研究荀學歷史的相

關著作來看 7，不難發現，在傳統「尊孟抑荀」的觀點主宰之下，歷

                                                 
4 如楊國榮認為孟子偏重於內在的道德力量，強化了內聖特徵，相對地弱化了後

天習行在人格塑造中的作用。參見氏著：《善的歷程—儒家價值體系的歷史衍化

及其現代轉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年二刷），〈第二章  從孔子到孟
子〉，頁 57-88。楊澤波指出孔子心性之學有欲性、仁性、智性三個層面，孟子
創造性地發展了孔子的欲性、仁性兩個層面，但也不自覺地捨棄了智性的一面。

參見氏著：《孟子性善論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5 年），〈序〉，

頁 12。  
5 例如 2006 年 2 月 18 日 -19 日由雲林科技大學漢學資料整理研究所與國科會主

辦的「荀子研究的回顧與開創」國際學術研討會，此為台灣首次以荀學為主題的

國際學術會議；會中所發表之論文除了荀子哲學外，還包含了荀學歷史的研究及

台灣、韓國、中國、歐洲的荀學研究成果整理。另《政治大學哲學學報》於第

11 期（ 2003 年 12 月）出版了「國際荀子研究專號」，收錄日本及英語世界的荀

子研究。  
6 事實上，已有學者指出先秦儒學的發展，本有孟荀並重、並行的傾向。如蔡陳

聰：〈孟荀人性論淵源、互補及其歷史影響—兼論當代中國人性沉溣與道德價值

觀衝突〉，《河北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6 年第 6 期，頁 9-13。
曲愛香：〈孟荀互補的天人觀—自然與人關係的最佳模式〉，《北京郵電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 5 卷第 3 期，頁 14-19， 26。  
7 專書有馬積高的《荀學源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年，頁 179-346），
闡述荀學自秦朝至清代的傳衍情形；江心力的《二十世紀前期的荀學研究》（北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 年）則專論 1900 年至 1949 年間的荀學研究。

此外，惠吉興的《荀子與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1 年，頁

255-285）、孔繁的《荀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79 年，頁 279-313）、
張曙光的《外王之學—荀子與中國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1979 年，頁

100-213）中亦有部分章節述及荀學歷史。在單篇論文部分，則有宋立卿：〈試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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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思想家少有標榜荀學，或自任為荀子的承繼者。尤其自唐代中期以

後，由於道統論的建構，加上儒者思想的傾向，一方面極力推尊孟子

為孔門唯一的嫡傳，形成現代學者所說的「孟子升格運動」 8之餘，

另一方面對於荀子及其思想亦產生了強烈的貶抑：如中唐韓愈

（ 768-824）言荀子「大醇小疵」 9是眾所週知的評論；宋代程頤

（ 1033-1107）則更進一步斥為「大駁」、「極偏駁」10、朱熹（ 1130-1200）

言「不須理會荀卿」 11，均代表著理學家對荀子的貶抑；明代嘉靖九

年（ 1530）將荀子逐出孔廟 12，等於是否決了荀子與孔子的傳承關係；

清初熊賜履（ 1635-1709）編撰《學統》將荀子列為「雜統」 13，顯然

仍是延續了宋明理學家貶損荀子的主張。相較於經歷「升格運動」的

孟子，不僅在道統的論述中受到高度的推崇，且《孟子》書升列為經

書，與《論語》並列，並被尊奉為「亞聖公」 14；更重要的是，孟子

的思想型態在宋明儒者的發展推衍之下，成為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

甚至成為衡定正統儒學的判準。正是基於這個「尊孟」的意識，使得

即使受荀學影響，或其思想立場與荀子一致的儒者，卻往往不曾自

覺，更遑論在其論述中表述出來；因此，這段時期的儒學，似乎可說

是以孟學為主流的單軌發展；換言之，荀子在儒學發展史上坐了將近

千年的冷板凳。  

 

現代學者認為，荀學地位在乾嘉時期（ 1726-1820）有明顯的提

                                                                                                                                            
荀學的歷史命運—中國文化史上一樁千古未決的懸案〉，《河北大學學報》， 1990
年第 4 期，頁 146-151，頁 157。郭志坤：〈淺說荀子及其荀學之浮沉〉，《學術月

刊》， 1994 年第 3 期，頁 44-50。  
8 徐洪興：〈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中國社會科學》， 1993 年第 5 期，總頁
101-116。  
9 韓愈：〈雜著‧讀荀〉，《韓昌黎文集》（台北：華正書局， 1982 年），卷 1，頁
121。  
10 程頤：〈伊川先生語五〉〈伊川先生語四〉，收於《二程遺書》（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 2000 年），卷 18，頁 282；卷 19，頁 316。  
11 黎靖德編：《朱子語類‧戰國漢唐諸子》（台北：正中書局， 1962 年），第 137
卷，頁 4825。  
12 《明世宗實錄》，收於《明實錄》（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校印縮

印本， 1984 年），第 8 冊，卷 119，頁 8166。  
13 熊賜履：〈雜學〉，《學統》（台北：廣文書局， 1975 年），卷 43，頁 815-821。 
14 孟子正式被升格為「亞聖」，始自元至順元年（ 1330）。參見宋濂等撰：〈祭祀

志五〉，《元史》（台北：鼎文書局， 1990 年四版），第 3 冊，卷 76，頁 1893。  

 3



升，稱之為「荀學復興」的時代 15。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深究的線索。

細究論者所謂「荀學復興」的立論根據，約可歸納為下列幾點：其一，

在尊經及六經傳承的系譜研究中，肯定荀子「有功於諸經」 16，進而

提出恢復從祀孔廟的建議 17；其二，《四庫全書總目》及諸多學者則是

因荀子強調「崇禮勸學」而肯定其價值 18，同時，針對宋明以來黜荀

的意見提出辯駁，並嘗試調和孟荀主張的相異之處；其三，《荀子》

書的整理與校勘成果在乾嘉時期開始受到重視，並於晚清王先謙

（ 1842-1917）《荀子集解》的完成而達到巔峰。就這三點立論來說，

只有第二項「崇禮勸學」與荀子本身思想體系、清代學術風潮較有關

聯，但是令人質疑的是，清儒是在掌握荀子思想脈絡之後認同，並汲

取其修養工夫論作為學術資源，抑或是由於禮學研究、崇禮思潮蔚起

的帶動下而推崇荀子？這個分別至為重要，因為這關係著清儒是否自

覺傾向荀子思想型態的判定；再者，調和孟荀思想的差異，總有一方

思想作為主體，那麼，是調整荀子思想以符合孟子，還是調整孟子思

想以符合荀子？此一問題的釐清便可更明確地看出清儒在主觀上是

否已擺脫「尊孟抑荀」的思考方式。如果清人對荀子的推崇是因為研

禮學風的盛行，調和孟荀差異是以孟子為主體，如此一來，乾嘉時期

是否還能稱之為「荀學復興」？在現今學者的討論中，這些問題似乎

並沒有得到該有的關注。至於第一、三項論點都是在考據學風下所延

伸的議題；況且，清人所校勘、整理的先秦文獻相當普遍，除了《荀

子》之外，《墨子》、《莊子》書亦有大量的考據成果 19，因此，若以《荀

子》書在清代的校釋成果而判定為「荀學復興」，恐怕是不足的。經

由上述的分析，顯然，「荀學復興」的理論判準雖可以依據這三點立

                                                 
15參見：（ 1）宋立卿：〈試論荀學的歷史命運—中國文化史上一樁千古未決的懸
案〉，頁 146-151，157。（ 2）郭志坤：〈淺說荀子及其荀學之浮沉〉，頁 44-50。（ 3）
劉仲華：〈清代荀學的復活〉，《蘭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1 年第 1 期，
頁 50-56。  
16 汪中：《荀卿子通論》，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下》（北京：中華書局，

1992 年二刷），頁 21-22。  
17 嚴可均：〈荀子當從祀議〉，《鐵橋漫稿》（台北：世界書局，1964 年），頁 1a-4a。
姚諶：〈擬上荀卿子從祀議〉，收於沈粹芬輯：《清文匯‧丁集》（北京：北京出版

社， 1995 年），卷 11，頁 2977。  
18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類》，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上》，頁 9-10。 
19 參見劉仲華：《清代諸子學研究》（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年），〈第

四章  子書的整理與校勘〉，頁 144-190。羅檢秋：《近代諸子學與文化思潮》（北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年），〈第一章  從經學到子學〉，頁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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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但應有更為核心的關鍵，即清人的義理思想與荀子思想體系之間

聯繫的觀察。否則，若僅就清儒的考據成果及肯定「崇禮勸學」的言

論，相較於宋明儒者對孟子哲學的彰揚，尤其在天人關係、心性論上

的深化推展；則所謂的「荀學復興」不免欠缺思想深度，只流於表面

的形式而已。  

 

有別於宋明儒者講求具超越意義的「理」或「心」，清儒主張以

「氣」為本，在氣化流行之上沒有超越現象界、經驗界的絕對至善、

完美狀態的「理」或「道」，所謂的「道」或「理」，必然要本諸經驗

事實的形跡中探究，而不是先驗的、內在於人。由此前提下所開展出

的學術，無論在人性、修養工夫等議題上，自然異於宋明理學。更進

一步來看，對於清代學術與宋明的歧異，已有學者指出其源頭實來自

於孟、荀理路之別，如鄭吉雄先生認為：  

 

清儒持追求殊別價值的目標來審視宋學，故稱宋明儒所治之

學問為虛空；宋明儒學研究者持追求普遍價值的目標審視清

學，則必視清代學術為支離。從思想史的角度看，上述兩種

價值觀念的歧異應該可以追溯到孟子、荀子的分歧。
20

 

劉又銘先生則更明確的指出清學理路與荀學的相關，言：  

 

整個明清自然氣本論的發展實質上就是荀學的復興，並且還

是明清荀學思想史裡最核心的一條軸線，只不過它在宋明理

學「尊孟抑荀」的氛圍下無法自覺到這一點罷了。事實上，

從這個脈絡來說，明清自然氣本論甚至是近世荀學思想史研

究最關鍵的一個切入口。
21

                                                 
20 鄭吉雄：〈從乾嘉學者經典詮釋論清代儒學的屬性〉，收於彭林編：《清代經學

與文化》（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 2005 年），頁 262。  
21 劉又銘先生：〈宋明清氣本論研究的若干問題〉，參見「儒學的氣論與工夫論」

國際學術研討會（台北：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 2004 年 11 月），會
議論文，頁 12。按：相關意見亦可參氏著：《理在氣中—羅欽順、王廷相、顧炎

武、戴震氣本論研究》（台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00 年二版），二版序，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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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兩段文字均將清代學術歸屬於荀學理路，且其判斷的依據皆是

由清儒的義理思想為出發；尤其劉又銘先生所言清代氣本論的發展可

視為是「荀學的復興」，對於本論文具有相當的啟發。顯然，考察清

代的荀學，除了清儒校釋《荀子》、評價荀學的部分之外，分析清儒

在氣本立場下的心性論、修養工夫論與荀子哲學的關係，從義理思想

的角度將清學的荀學傾向完整地、清楚地呈現出來，應是必要的；即

使清儒在其論說義理的過程中並沒有荀學立場的表述，但透過語意的

澄清、脈絡的考察後所釐清的思想，仍應是荀學理路判準的依據。而

論述清代的「荀學復興」，除了《荀子》書的校釋成果之外，清代學

術所呈顯的理路應同時納入，如此才能有更完整的清代荀學面貌。  

 

二、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 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的範圍及論述的對象為清代的荀子學。若依照朝代史的

劃分，則所謂的清代應是由清順治元年（ 1644）至清宣統三年（ 1911）

共二百六十八年。一般研究清代學術者，大都以鴉片戰爭（ 1840）為

界，以此作為中國由古代社會進入近代社會的標誌，將在此之前稱為

清代前期（或直接稱為清代），在此之後稱為晚清或逕稱為近代。22按

此原則，本文所論的「清代」，大致上亦以清初至道光年間的鴉片戰

爭為範圍。然而，於此必須說明的是，在具體的研究活動中，任何思

想或學風不可能單純地以某個時間點來截然分割，學術的發展行程並

不像政治更迭般的明確；對於清代荀子學的研究亦當如此。因此，在

本文中列入考察的學者或著作雖大都隸屬於此一時間範圍之中，然而

也有少數學者及著作並非自始至終都身處於此一時間範圍，但其呈顯

                                                 
22 如王茂、蔣國保、余秉頤、陶清：《清代哲學》（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2
年）其撰述時代即迄止於鴉片戰爭。另蔣國保、余秉頤、陶清：《晚清哲學》（合

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 年）其撰述時代則以鴉片戰爭後為起始點。王爾敏：

《中國近代思想史論》（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 年）亦以鴉片戰爭為

近代思想討論的開始。另外，王俊義：《清代學術探研錄》（北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 2002 年）則將清代分為前、中、晚三期：前期指順、康、雍三朝；中

期包括乾、嘉及道光前二十年；晚期指的是道光後期至宣統各朝。按：依照王氏

所分的三個時期，仍是以鴉片戰爭為分界點，只是將前此者再細分為兩個階段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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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術性格或理路與本文所探究之論題有密切關聯者，亦將納入討論

之中，如顧炎武（ 1613-1682）的學術思想、王先謙的《荀子集解》

等即屬此例。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處理的課題有二：  

 

1、清儒在考據《荀子》、評述荀學觀點中所展現的荀學思想及意義。 

2、清儒在義理思想上所潛藏的荀學理路。  

 

首先，重新省察荀子思想，釐清長久以來以孟學為正統的角度所闡釋

的荀學，包括天人觀、人性論及修養工夫論等主張，以作為揭示清學

的荀學傾向之依據。其次，就本文所處理的議題而論。就第一點來說，

由於本論文不是以版本目錄學為主體的荀學研究，因此，全面搜羅清

人涉及荀學、《荀子》書的著作或相關論述，並非主要目的；且這一

部分的相關整理與歸納，是現今論及清代荀學的主要內容。其中最值

得注意的是陳秋虹所著《清代荀學研究》，該論文整理清代考證《荀

子》書的著作，歸納並羅列出清儒對荀子學說評論的文本資料 23，再

如郭志坤《荀學論稿》24、張曙光《外王之學—《荀子》與中國文化》、

馬積高《荀學源流》、惠吉興《荀子與中國文化》、孔繁《荀子評傳》、

劉仲華《清代諸子學研究》25、羅檢秋《近代諸子學與文化思潮》26等

書中亦有略論及相關資料。本文在此一基礎上，一方面補充前述學者

所沒有列出但卻是不可忽視的文本資料，另一方面透過這些文本資料

加以分析，論就清人在自覺層面上對荀學思想體系的掌握及侷限。基

本上，清儒雖肯定了荀子隸屬於儒家之列，但孟子仍是其意識型態中

的主導者。至於第二點，則是探究清儒思想中繼承、衍化荀學的部分，

包括心性論、修養工夫論等，這是過去研究者沒有論及的部分。在尊

                                                 
23 陳秋虹：《清代荀學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1 年）。  
24 郭志坤：《荀學論稿》（上海：三聯書店， 1991 年）。  
25 劉仲華：《清代諸子學研究》（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年），頁

191-209。  
26 羅檢秋：《近代諸子學與文化思潮》（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年），

頁 24-27；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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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的意識型態下，清儒並沒有自覺或不願承認其義理主張實已潛藏了

荀學的理路，但由於這一部分才是更為核心的思想，是其它思想面向

拓展的動因，是故，就荀子學理路的判定而言，這是更為重要的部分。 

 

傅偉勳曾就研究中國哲學提出了五個層次的解釋學原則，即「實

謂」、「意謂」、「蘊謂」、「當謂」、「創謂」，稱之為「創造的解釋學」27。

傅氏所提出的詮釋原則，成為當代許多從事中國哲學研究者的研究方

法 28，本文亦以此作為方法論的說明。以下依據傅氏所論，略述這五

個層次：  

 

（一）實謂：「原作者（或原典）實際上說了什麼？」基本上關涉到

原典校勘、版本考證與比較等校讎學課題。  

（二）意謂：「原作者（或原典）想要表達什麼？」在此層次，相信

原典有客觀意義，並且能夠通過語意澄清、脈絡考察、邏輯分

析，傳記研究等，理解原典或原作者的原本意思。  

（三）蘊謂：「原作者可能說什麼？」或「原典可能蘊含哪些意義？」

這就涉及思想史的理路線索，語言表達的歷史積澱累積，已出

現過的種種重要的原典詮釋、原思想家與後代繼承者之間的前

後思維連貫性等多面探討。  

（四）當謂：「原作者（本來）應該指謂什麼，意謂什麼？」或「我

們詮釋者應該為原作者說出什麼？」在此層次，必須設法探查

掘發深層結構或蘊涵。  

（五）創謂：「為了救活原有思想，或為了突破性的理路創新，我必

須踐行什麼，創造地表達什麼？」此一層次主要是為原思想家

                                                 
27 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收於氏著：《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
（台北：東大圖書公司， 1990 年），頁 1-46。〈現代儒學的詮釋學暨思維方法論

建立課題〉，收於江日新編：《中西哲學的會面與對話》，（台北：文津出版社，1994
年），頁 127-152。  
28 如劉又銘先生所著〈從「蘊謂」論荀子哲學潛在的性善觀〉一文，即以傅氏

之構思及其他學者的相關討論作為詮釋策略。刊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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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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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書的〈序論〉中亦引述劉述先以傅氏「創造的詮釋學」的構想提煉出一條貫通

哲學、哲學史與思想史研究的方法進路作為該書方法論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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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他所留下未能完成的思想課題，亦即「創造的發展」。  

 

其中，「實謂」、「意謂」層面的考察，應較重視文本字面意思的尋索；

而「蘊謂」、「當謂」、「創謂」則看重的是文本中可能蘊含的深層義理，

甚至是作者本身不曾自覺的部分，對此，徐復觀曾有頗為相似的見

解，他說：「任何解釋，一定會比原文獻上的範圍說得較寬，較深，

因而常常把原文獻可能含有，但不曾說明白的，也把他說了出來。不

如此，便不能盡到解釋的責任。」 29按照上述分析，則「實謂」、「意

謂」、「蘊謂」層面與「當謂」、「創謂」層面之間不僅不會衝突，且可

以形成一個相互支持、互補的結構。在論究清儒的《荀子》書考據及

荀子評述時，關注的重點即在於「實謂」、「意謂」、「蘊謂」層面；至

於探討清儒思想中的荀學傾向，則必須由「當謂」、「創謂」的層面上

來看。二者看似為相異的切入點，但卻可以形成一個更為完整的結構。 

 

三、論文大綱  
本論文在章節的安排上，分為三編。第壹編分為三章，主要的內

容是考察《荀子》書中所蘊含的深層義理，包括：「天人觀」、「心性

論」、「工夫論」三個歷來廣受爭議的論題加以討論，主要的目的是希

望能夠暫時放下在尊孟的意識中所形成的黜荀觀點，將荀學視為與孟

學對等、並重，同是儒學理論基礎的態度，以此來釐清荀學思想的基

本型態，作為論證清代思想的對照範式。第貳編分為兩章，分別討論

清儒考據《荀子》、評述荀學之內容及意義、侷限。這一部分所要呈

現的是清人在自覺的層面上所理解的荀學。儘管校勘《荀子》書取得

了空前的成就，同時對荀子的評價也有了積極正面的肯定，但基本上

仍是在宋明時代既有的黜荀議題上辯駁，如人性論、非思孟學派、法

先王後王等，對於深究荀學思想體系脈絡的論述上，雖有一定的意

義，但仍有所侷限與不足。第參編分為三章，討論清儒思想中潛藏的

荀學傾向，包括肯定人欲人情的心性論、問學崇禮的修養工夫論，最

後並論證清儒雖標榜孟學的繼承者，但實際上所延續、轉化的是荀學。 

                                                 
29 徐復觀：〈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與態度問題〉，參見氏著：《中國思想史論集》

（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59 年），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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