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壹篇  荀子思想要旨的省察  
 

第壹章   荀子的天人觀  
 

綜觀先秦諸子思想，天人關係始終是思想家們所要解決的核心問

題，面對天人關係的思考中，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則是貫穿此問題的

主線。 1換言之，儘管在天人關係的論述中，出現諸多不同甚至看似

相反的命題或論述，但天人合一仍是其共同的基礎及出發點；而那些

不同甚至看似相反的命題或觀點，呈現的即是各思想家們思想進路的

歧異與特色。荀子在天人關係中建構了以「天人之分」、「天人相參」

為途徑，尋求天人合一的天人之學，突出做為主體的人們有意識地於

現實生活中實踐進取的積極意義。  

 

第一節   天行有常  
     

關於天的闡述，荀子賦予其濃厚的自然屬性，言：  

 

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
2

 

列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

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不見其事而見其功，夫是

之謂神。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
3

 

                                                 
1 唐君毅〈如何瞭解中國哲學上天人合一之根本觀念〉指出：「中國哲人不是把

天人合一這一觀念當作論題而以一定的嚴整的推理步驟加以證明，而只是用許多

話去指點暗示這天人合一的道理，或用其他許多的道理來涵攝天人合一之意。」

又〈中國哲學中天人關係論之演變〉：「中國哲學中則一向持天人合一之觀念，宇

宙人生素未分為二。客觀宇宙與主觀人生，天道與人性素未隔絕，內界外界中國

哲人從不以為二元。……中國自有正式之哲學產生，即視天人可合一。」二文均
收於氏著：《中西哲學思想之比較研究集》（台北：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78 年），

頁 111、頁 251。  
2 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北京：中華書局， 1992 年二刷），卷 4，頁 144。 
3 王先謙：《荀子集解‧天論》，卷 11，頁 308-309。按：原作「莫知其無形，夫
是之謂天」，今據清人說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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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4

 

荀子認為，天具有客觀現實存在的自然特質，包括星辰日月、四時風

雨等自然現象及其變化綜合建構而成，萬事萬物均處於這個共同的物

質世界，這是以一種直觀印象來論述天，因此這裡的「至高」、「高之

極」都是從現實世界的客觀角度而言的，是自然義的天；至於神，是

指人們對於自然現象的往復進展、交替更迭等運行變化中未能洞察的

機制，及所謂「不見其事而見其功」的部分。從這些論述看來，荀子

將帶有神秘屬性的天、神觀念作了極大的改變，以客觀現實的方式重

新定位了天的角色。這種自然屬性特質的天有其自身的規律，具有不

受人們主觀願望所左右的特徵，他說：  

 

天不為人之惡寒也輟冬，地不為人之惡遼也輟廣。
5

 

任何自然現象的出現都與人的主觀意志和思想願望沒有必然關聯，由

此，則縱使天出現罕見的怪異現象，亦毋須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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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不時，怪星之黨見，是無世而不常有

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

是雖無一至者，無益也。
6

 

由於天地運行變化是一個自然過程，即使出現少見的星象、隕石、日

蝕、月蝕等，也不過是自然之變的特例，因此，這些現象既非人事的

陟罰臧否，亦不是預示國運盛衰興亡，也就是說，天的自然現象及其

變化均有其獨立性。於是，荀子便將天與人事作了一定程度的區別，

如此一來，決定社會吉凶治亂的關鍵，便在於人的自身：  

 

                                                 
4 王先謙：《荀子集解‧禮論》，卷 13，頁 357。  
5 王先謙：《荀子集解‧天論》，卷 11，頁 311。  
6 王先謙：《荀子集解‧天論》，卷 11，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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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行有常，不為堯存，不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亂

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不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不能病；

循道而不忒，則天不能禍。
7

 

治亂天邪？曰：日月、星辰、瑞曆，是禹、桀之所同也，禹

以治，桀以亂，治亂非天也。
8

 

皇天隆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不齊均。桀、紂以亂，

湯、武以賢。
9

 

社會的治與亂，在荀子看來，顯然不是自然環境所能左右，而是主體

人為的「彊本節用」、「養備動時」、「循道不忒」才是主要力量，而執

政者的領導成為決定因素。依此，不難發現，荀子以天的自然規律和

現象不受人們主觀好惡而改變，以及這個自然規律和現象亦不能參與

人事治亂的這兩個層面來說明天的自然屬性及獨立特質，其主要的意

義，都是在彰顯主體人為的重要作用。是故，人們應該做的是為自己

所當為，善盡自身的主體價值。以此為前提，荀子言：  

 

不為而成，不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

不加慮焉；雖大，不加能焉；雖精，不加察焉；夫是之謂不

與天爭職。……唯聖人不求知天。
10

 

無用而辯，辯不急而察，治之大殃也。
11

 

儘管荀子對於天有獨樹一幟的認知，一掃天的神秘色彩，但其關注的

焦點並不在於此，而是在於決定現實社會治亂的人為力量，在這個意

                                                 
7 王先謙：《荀子集解‧天論》，卷 11，頁 306-307。按：原作「修道而不貳」，

今據清人說校改。  
8 王先謙：《荀子集解‧天論》，卷 11，頁 311。  
9 王先謙：《荀子集解‧賦》，卷 18，頁 473。按：原作「以示下民」、「帝不齊均」，

今據清人說校改。  
10 王先謙：《荀子集解‧天論》，卷 11，頁 308-309。  
11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十二子》，卷 3，頁 98。按：原作「辯不惠而察」，今

據清人說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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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上，所以才說「不與天爭職」、「不求知天」。這裡的「不與」、「不

求」，不一定表示不能，而是不宜花費心思去處理那些對現實人生效

益不大的部分，這才是荀子所要表達的意旨。過去諸多學者論及荀子

天人關係時，對於「不求知天」均有頗詳盡的論述。 12在此必須進一

步說明的是，「不求知天」的提出並非意味著不承認天的作用或天的

存在，畢竟荀子從未把人與天（自然）完全分割開來，且始終將人視

為天的一部分：  

 

天地者，生之始也。
13

 

天職既立，天功既成，形具而神生，好惡、喜怒、哀樂臧焉，

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不相能也，夫是之

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類，以

養其類，夫是之謂天養。
14

 

個體生命在天地自然的化育中「形具而神生」，於是有了五官及思維，

產生了各種情感，因此稱之為「天官」、「天君」、「天情」，天地自然

所提供的生活資源稱為「天養」；也就是說，人是天地自然萬物之一：

不僅形體、精神來自於自然，而且亦須依賴天地自然資源的供給而生

存。從這個角度看，即使荀子言「天行有常」來表達天的自然及獨立

不預人事的特質，言「不求知天」來突顯人的主體地位及價值，然從

其論人與自然的聯繫上，卻充分透露出，無論是主體地位的展現，或

主體價值的發揮，都是隸屬於在天地自然間的活動。天地自然是主體

生存活動的基礎，因此，在荀子的思想體系中，這個帶有自然屬性的

天並非是與人毫無關係的純粹自然，同時，人與自然也不是相對立的。 

 

                                                 
12 如唐端正：「荀子〈天論〉篇名義上是講天，實則是要講人。」參見氏著：《先

秦諸子論叢（續編）》（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83 年），頁 156；龍宇純：「他（荀

子）在〈天論〉篇只是把天說為『自然』，而全篇主旨所在，竟不是言天之道，

而是言人之道。」參見氏著：《荀子論集》（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87 年），頁

69。  
13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卷 5，頁 163。  
14 王先謙：《荀子集解‧天論》，卷 11，頁 309。按：楊倞注：「財與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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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天人之分  
 

荀子提出「天行有常」的論題說明了自然與人的區別，同時也認

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如何於自然中實踐主體價值，荀子主張「明

於天人之分」：  

 

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15

 

由於天的自然屬性及獨立特質，因此人世的治亂禍福，全依主體的實

際努力來決定。「天人之分」意謂著荀子撤除了天對於人事的直接支

配權力，否定了天對於人的優越地位：天人各有其職分、各有其不同

的作用範圍。 16能夠瞭解這種作用範圍，充分發揮主體職責，成為價

值實踐的首要課題，因此，荀子言：  

 

自知者不怨人，知命者不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
17

 

足見荀子「天人之分」的立論不但劃定了天人各自發揮作用的範圍，

說「怨天者無志」，再次強調其關懷的重心是放在人的作用上。依荀

子觀點，相對於天道，人道具有更重要的意義。因此，首先荀子指出

人是一種不同於其他自然萬物的存在：  

 

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女之別，故人道

                                                 
15 王先謙：《荀子集解‧天論》，卷 11，頁 308。  
16 關於「天人之分」的「分」字之義，頗多學者均曾申論，約略可分成兩種意

見：一是將「分」字理解為分別、分割之意，認為荀子主張天、人主客二分，因

此「天人之分」即是「天人相分」，彰顯天與人之間的對立及人能勝天之性質，

如：趙吉惠：〈論荀子「天人之分」的理論意趨—兼答張頌之、楊春梅同志〉，《哲
學研究》， 1995 年第 8 期，頁 63-70；另一則是將「分」字理解為職分、職責，

因此「天人之分」是指天人職能的差別。持此意見的學者較多，如韓德民：〈荀

子天人觀的哲學透視〉，《哲學與文化》，第 27 卷第 2 期（ 1990 年 2 月），頁 173-184；
晁福林：〈論荀子的「天人之分」說〉，《管子學刊》， 2001 年第 2 期，頁 13-18；
暴慶剛：〈孟子、荀子天人合一理論異同新探〉，《貴州社會科學》，第 176 期（ 2002
年 3 月），頁 38-42。其中晁福林引湖北郭店楚簡和湖南馬王堆漢墓帛書等文獻

考察，論證頗詳，可資參考；另外，依據本節第一部分亦指出，荀子在承認人是

自然界的一部分的前提下，人與自然的關係並非是對立的關係，因此本文採第二

說，即視「天人之分」的「分」為職分、職責。  
17 王先謙：《荀子集解‧榮辱》，卷 2，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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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不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禮。18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

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力不若牛，

走不若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不能群也。

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行？曰：義。
19

 

人之生，不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亂，亂則窮矣。故

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利也。
20

 

荀子評價人在自然萬物中擁有極高地位。他認為人除了具有氣、生

命、知覺能力等自然的屬性外，還具有藉由自然稟賦的能力而形成的

禮義，這種道德意識是其他萬物所沒有的，而正是這種道德意識，促

使人們行為活動的自省及評斷，決定了道德實踐的追求與獲得的可能

性；由於有禮義，使人不同於萬物，且具有最尊貴的地位，這是個體

存在的價值。以個體存在為基礎，結合成為群體，透過個體與個體間

在地位及角色間的等級差異（即「分」），建構成一定的社會組織（即

「群」），則能馭制各種事物。由個體到群體的形成，顯現了人的價值。

更進一步來看，群體成為個體得以存在的前提，所謂「人之生，不能

無群」，是故，建構群體組織內在依據的禮義，顯然是人道的最高準

則：  

 

故先王案為之制禮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

愚、能不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愨祿多

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
21

 

天地者，生之始也；禮義者，治之始也。22

                                                 
18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相》，卷 3，頁 79。  
19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卷 5，頁 164。  
20 王先謙：《荀子集解‧富國》，卷 6，頁 179。  
21 王先謙：《荀子集解‧榮辱》，卷 2，頁 70-71。  
22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卷 5，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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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者，人道之極也。
23

 

透過人道之極的禮義來制定規範，使身為社會成員的個體有了等級分

位，依此發揮自己的作用及價值，能夠「各得其宜」，則社會群體便

能建立穩定的倫常秩序，達到「群居和一」的理想。人雖然是自然萬

物之一，其生命來自於自然，但由於禮義的人道意義使人與自然萬物

區別開來，而禮義的實踐使人從自然萬物中獲得提升，這是一個動態

的實踐過程，必須依賴主體作用的追求進取才得以完成。  

 

天人之分一方面蘊含了荀子對人道的重視，另一重要意義，是天

職與人職作用範圍的劃定。由於天職是「不為而成，不求而得」，正

足以對照出人道所當有的積極有為：  

 

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不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良，

下以養百姓而安樂之。
24

 

聖王之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塞滿天地閒，加施萬物

之上。
25

 

由於人仍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荀子還是必須將人置於天地自然的

舞台上作基礎，才得以展現其職能作用。這裡所謂的「盡其美」、「致

其用」、「塞滿天地閒」，也就是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為人所用，此

即人職。換言之，人職是社會群體作用於天地自然的外在體現。荀子

以人道（即禮義）確認了群體組成的原則及其他自然萬物所不具備的

主體性，同時，以這種人道的本質力量實踐了人的職能。由人道而人

職的思考進路，致使荀子在要求主體修養時，除了內在修養之餘，也

顯現出對外在現實的積極有為，並且深刻地反映在為學的討論上，其

                                                 
23 王先謙：《荀子集解‧禮論》，卷 13，頁 356。  
24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卷 5，頁 162。  
25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卷 5，頁 165。按：原作「塞備天地閒」，今據

清人說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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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吾嘗終日而思矣，不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不如

登高之博見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見者遠；順風而

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利足也，而致千

里；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君子生非異也，善假

於物也。
26

 

學惡乎始？惡乎終？曰：其數則始乎誦經，終乎讀禮；其義

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為之，人

也，舍之，獸也。
27

 

顯然，荀子所說的「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的學習活動，不僅止於

主體內在思維的修養，更擴及了與外在事物的關係，也就是所謂「善

假於物」。李澤厚曾言：「這個『學』實質上便已不限於『修身』，而

是與整個人類生存的特徵—善於利用外物、製造事物以達到自己的目

的—有了聯繫。 28」立足高於萬物的人們，必須靠自身不斷的學習去

獲取生存與發展的可能性，而且這個過程與人的生命是相始相終的關

係，荀子甚至還指出這種無休止的動態能力，是人與禽獸的區別。顯

示出對於人職作用的高度自信心，他說：  

 

君子敬其在己者而不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

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
29

 

知其所為，知其所不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行曲治，

其養曲適，其生不傷，夫是之謂知天。
30

 

                                                 
26 王先謙：《荀子集解‧勸學》，卷 1，頁 4。按：原作「而絕江河」，今據清人
說校改。  
27 王先謙：《荀子集解‧勸學》，卷 1，頁 11。  
28 李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論》（台北：谷風出版社，未著出版年月），頁 125。 
29 王先謙：《荀子集解‧天論》，卷 11，頁 312-313。  
30 王先謙：《荀子集解‧天論》，卷 11，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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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職與人職的作用一旦劃定，那麼人們所應有的作為，即所謂「敬其

在己」，就是落實於人職的範圍積極努力，以達到「天地官而萬物役」

的目的；不論是前面所論的「不求知天」，還是引文中的「知天」，都

表明了歸結於人事的意思。同時，透過荀子對於人職作用的敘述，也

展現了主體本質力量的作用領域：除了內在道德意識的完成之外，更

擴及到主體之外的天地萬物：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裁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

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

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理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

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
31

 

這段論述一方面再次強調了人的主體性價值，另一方面更意味著在面

對現實中的天地自然時所應抱持的態度—「制天命而用之」。天命不

再是無法捉摸的神秘力量，依據人道最高準則的禮義，充分發揮其作

用，那麼天命便能被人們所掌握，而且能為人所用；就此而言，「制

天命而用之」本質上就是人職的作用過程。  

 

然而，制天命並不等同於違逆天命，事實上，「制天命而用之」

亦蘊涵了人與自然萬物的互動關係。如前文引言中即有「財非其類，

以養其類」之說，又：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不失時，故五穀不絕而百姓有

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虌優多而百姓有

餘用也；斬伐養長不失其時，故山林不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32

 

在這段引文中，可發現荀子所言「不失時」、「謹其時」、「不失其時」，

都是在強調人在作用於天的過程裡，必須遵循自然運行的規律；也就

                                                 
31 王先謙：《荀子集解‧天論》，卷 11，頁 317。按：原作「物畜而制之」，今據
清人說校改。  
32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卷 5，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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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說，制天命並不全然意味著「人定勝天」 33或是天人對峙的意思，

更非如胡適所謂「征服天行」的「戡天主義」34（Conquest of Nature），

而是要求人們採取主動的態度與行為去獲得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由

此便可知，在荀子天人之分的體系中，儘管區別了人與天地自然，但

絕非將人視為孤立的存在，他所要突顯的是人與天地自然的關係中，

應該以人為出發點，因人們具有主動作用的能力，而這種能力的發

揮，正是人與自然相適應、相契合的基礎，其最終的目的，則在於天

人相參合一的境地。  

 

第三節   天人相參  
 

從荀子所論「天行有常」到「天人之分」命題的相關討論來看，

不難發現荀子反覆強調人道、人職，將人提升出來使之成為天地自然

萬物中最為特出者，顯現其企望人們積極作為的意義；在這樣的論述

過程中，人與自然（天）並不因此成為截然相對立的兩極，而是在相

互作用中建立和諧的秩序。具有自然屬性及獨立性質的天，除了提供

人們生存活動的舞台之外，如何與人道、人職在更高層次上得到聯

繫，便成為天人相參的重要課題；換言之，天人之分中，這個「不為

而成」、「不求而得」的天職如何發揮其作用範圍，與人如何發揮其作

用範圍一樣，都是荀子天人之學的一環，這是必須要理解的。如果忽

略天與人相互作用的聯繫，甚至將天人之分中天的作用意義邊緣化，

則往往會以為天人之分就是荀子天人之學的宗旨，進而把天人之分與

天人合一視為天人關係中兩種對立的觀點，這樣的看法顯然只是相當

片面的理解。  

 

                                                 
33 過去學者有此主張，如：任繼愈言：「（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
勝天思想。」參見氏著：《中國哲學發展史》（北京：人民出版社， 1983 年），頁

677；趙士林：「『天人之分』對天人關係的理解，實際上就是宣示了『人定勝天』。」

參見氏著：《荀子》（台北：東大圖書公司， 1999 年），頁 86。  
34 胡適言：「荀子的『天論』，不但要人能與天地參，還要征服天行以為人用。……
這竟是培根的『戡天主義』（ Conquest  of  Nature）了。……荀卿的『戡天主義』
卻和近世科學家的『戡天主義』大不相同。荀卿只要裁制已成之物，以為人用，

卻不耐煩作科學家『思物而物之』的工夫。」參見氏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外

一種）》（石家庄：河北教育出版社， 2001 年），頁 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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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曾明確地標示出在人道之外，天地自然亦有其根本原則：  

 

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參。
35

 

天有常道矣，地有常數矣，君子有常體矣。
36

 

由此可看出，在荀子的天人體系中，要建構和諧的秩序，其要素包括

了天、地、人三者：即天地之所以為天地的根本的「常道」、「常數」，

以及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的「常體」；透過三者在各自範圍內充分發

揮作用（即天人之分）為基礎，才能進一步達到「能參」。換言之，「參」

的對象是天時、地財，這是人治的材料，因此，人並不是「能參」的

唯一根據，而是建立在與天地互動、共成的關係中。這裡所謂的「能

參」，一方面凸顯了人的具體實踐必然權衡於人與天地的互動關係，

此即前面所討論的「不失時」、「謹其時」的意義；另一方面也意味著

人與天地之間有著更高層次的內在關係。荀子言：  

 

禮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類之本也；君師者，

治之本也。無天地惡生？無先祖惡出？無君師惡治？三者偏

亡焉，無安人。故禮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隆君師，是

禮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諸侯不敢壞，大夫士有常宗，

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
37

 

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
38

 

禮義道德的產生，固然是源自於人的自然生命，然而自然生命則是基

始於天地，從這個意義上來說，天地成為禮義的本源，由此而與先祖、

君師共同成為人們敬事的對象。所謂「王者天太祖」、「并百王於上天

而祭祀之」，即以先祖配天，和天同祀，都表示出認同天與先祖一樣，

                                                 
35 王先謙：《荀子集解‧天論》，卷 11，頁 308。  
36 王先謙：《荀子集解‧天論》，卷 11，頁 311。  
37 王先謙：《荀子集解‧禮論》，卷 13，頁 349。  
38 王先謙：《荀子集解‧禮論》，卷 13，頁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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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主體生命及文化的源頭，依此，則荀子所論的天，在更高層面上

被賦予了禮義道德的共通內涵，也就是說，天地自然的根本之則，與

作為人道準則的禮義道德是一致的。再看：  

 

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
39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辰以行，江河以流，萬

物以昌，好惡以節，喜怒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

萬變不亂，忒之則喪也。禮豈不至矣哉！
40

 

禮義道德作為天地之理，亦即前面所說天地的「常道」、「常數」，它

的作用範圍就是寓於自然界的運動變化中，成為日月、四時、星辰、

江河等萬物運行合宜的法則；不僅如此，荀子又再次強調禮義也是調

節人情喜怒好惡的基本原則，能使社會上下和諧而不變亂。依此來

看，在在顯示了禮義是貫通天、地、人的基本存在；天人之間，由此

而有了更高層面的關聯，荀子言：  

 

天地者，生之始也；禮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禮義之始

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理天地；君子者，天地之參也，

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不理，禮義無統，

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亂。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理，與萬世同久，夫是之

謂大本。
41

 

禮也者，理之不可易者也。
42

 

人們之所以能與天地相參，是在於人們具有依自然本能發展的需要而

                                                 
39 王先謙：《荀子集解‧彊國》，卷 11，頁 305。  
40 王先謙：《荀子集解‧禮論》，卷 13，頁 355。按：原作「萬物變而不亂，貳

之則喪也」，今據清人說校改。  
41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卷 5，頁 163。  
42 王先謙：《荀子集解‧樂論》，卷 14，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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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內在之理，這個內在之理不僅是安定秩序的根基，而且與天地

之理是一致的（即引文中「與天地同理」），在人類社會的表現型態則

是透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等人際互動中呈現，也就是禮義。更

明確地說，人倫之理同於天地之理，即是同於「禮」。正是在這個意

義上，荀子認為：  

 

老老而壯者歸焉，不窮窮而通者積焉，行乎冥冥而施乎無報，

而賢、不肖一焉。人有此三行，雖有大過，天其不遂乎。
43

 

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眾人也，然而曾、騫、孝已獨厚於

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禮義故也。天非私齊、

魯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秦人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不如

齊、魯之孝共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

於禮義故也。
44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行致厚，智慮致明，

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令法，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

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諸侯之所以取國家也。
45

 

姦言、姦說、姦事、姦能、遁迷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

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不安職則棄。

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

才行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
46

 

第一、二則引文指出能夠做到敬侍老者、尊重處境窮困者、施恩不求

回報，以及如曾子、閔子騫、孝已或齊、魯之民等等合乎禮義人道的

表現，便能得到上天的護佑與偏愛，亦即前面引文中曾說的「循道而

                                                 
43 王先謙：《荀子集解‧修身》，卷 1，頁 34-35。  
44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惡》，卷 17，頁 442。按：原作「然而於父子之義、
夫婦之別，不如齊、魯之孝具敬父者」，今據清人說校改。  
45 王先謙：《荀子集解‧榮辱》，卷 2，頁 59。  
46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卷 5，頁 149。按：清人以「官施而衣食之」當
為「施而衣食之」。今人則以〈王霸〉：「論德使能而官施之」為證，以為不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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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忒，則天不能禍」，這樣的思想說明了天地之理會因著人們禮義的

實踐而呈顯出其意義；第三、四則引文則涉及王者治國之道與天理的

聯繫，包括君臣職權的獲取、設立得宜與否，似乎不僅是合乎人倫禮

義，同時也與天地之理通同；而在位者妥善安置、教化人民，使人民

各得其所，更是合於天地之理（即「天德」）的表現。荀子的這些論

述均說明了天地之理與人倫之理在相互作用中建立起來的內在一致

性，在這過程中，天與人便逐漸獲得統一。因此說：  

 

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47

 

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
48

 

第一段引文從字面上來看，是說天地自然不會主動滿足人們的願望與

需要，若棄置人的努力而企望天的恩賜，便是違背了自然萬物本身的

必然之理。這話固然是強調人們主體作用的價值，若換個角度來看：

當人們以人道為基礎充分發揮人職的功能，作用於天地自然之時，則

不但體現了「制天命而用之」的意義，而且又是表現出遵循必然之理

（意即：不「錯人思天」，則合乎「萬物之情」）的過程，在這個雙重

意義上，則第二段引文中所說敬重「天道」並遵循它的常規（即「敬

天而道」），則無異於是敬重「人道」且遵循它的常規了，由此可看出

人的作用本身即意味著合於天地之理，是天人相參、天人統一的前

提，也可清楚的理解荀子所論的人道與天道間的統貫關係；換言之，

人道的完成即是天道的完成。  

 

在荀子的論述中，雖然未曾出現「天人合一」的明確表述，但是

從以上的論述可以看出，荀子的天人關係是在天人之分的前提下，講

求主體的實踐作用於天地自然的過程，透過這個動態的、發展的過

程，達到天人相參的境地。因此，荀子天人之分將天與人二分的架構

並不意謂著天人的優先順序，而是強調在相互作用間建構出和諧的世

                                                 
47 王先謙：《荀子集解‧天論》，卷 11，頁 317。  
48 王先謙：《荀子集解‧不苟》，卷 2，頁 42。按：原作「則天而道」，今據清人
說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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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這可說是尋求天人合一的途徑，就此而言，天人仍是一個整體，

故其天人關係所主張的最終意義仍是天人合一。  

 

第四節   荀子天人觀之價值  
 

綜合上面的論述，對於荀子的天人之學便能有一個較完整的理

解。荀子首先強調天有客觀現實存在的一面，以其自然、獨立的特質

將所謂宗教神學的意志之天作了明確的區隔；其次，由於天地自然有

其自身的規律，一切自然現象的出現都與人的願望、意志沒有必然關

係，如此便將天與人事作了一定程度的區別，於是，社會的吉凶治亂

便邏輯地導向對人為努力的重視。「天人之分」的命題正是在這樣的

基礎上提出，除了表示人們因著禮義而成為天地萬物中最崇高的地位

者外，更重要的是劃定了天職與人職的作用範圍；「制天命而用之」

便是人職作用的發揮，這是要求人們採取主動積極的態度去獲得與天

地自然的和諧關係。主體作用的價值，在此得到了更深刻的意義；同

時，也可看出荀子的「天人之分」是高度肯定主體作用的價值，但並

不意味著人是孤立與自然毫不相干的存在，事實上，天地自然是主體

生命的源頭，這是天人之間最基始的聯繫層面；而「制天命而用之」

則是涉及了主體與外在自然更高層面的聯繫，以禮義人道為基礎，實

踐於天地自然的人職作用，是溝通人與天的中介環節，天所本有、與

人道內涵一致的「天道」在此將能呈顯出來，亦即透過「制天命而用

之」，天與人便逐漸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建構起內在的統一性，這是

遵循「萬物之情」的必然過程，於是，天人相參便在這個動態發展的

努力中得以完成。依此來看，則荀子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理想是肯定

的，而且，這個天人合一的理想仍是以禮義道德作為統貫的基礎，終

究仍是屬於儒家天人關係的範疇。  

 

仔細梳理荀子對天人關係的論述，便可發現他所理解的天，並不

能僅以西方哲學的「自然」這一概念來完全涵括 49，即使他刻意強調

                                                 
49 唐君毅：〈論中西哲學問題之不同〉指出：「中國哲學家所謂自然與西洋哲學

家所謂自然不同。西洋哲學家所謂自然，或是物質的自然，或是生物的自然，是

不含任何價值成分的。……中國哲學家的自然是根本包含人的價值理想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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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半是天的自然、獨立性質，很少從禮義道德的角度論天，然而天

的德行義價值未嘗不存在，惟其所更重視的乃在於主體的積極實踐。

當作為主體的人們發揮人職作用之時，實際上也就是天地之理的呈

現，人道與天道便在這種動態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獲得了一致性。

荀子所尋求的天人合一，便是這樣的天人內在和諧與統一。即使單就

荀子所注重的天的自然義而論，人並不是自然的附屬品，因此無須盲

從於自然；自然亦不是人的從屬物，是故人不能、也無法征服自然。

若將荀子的「物畜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等論述與西方的征服自

然思想劃上等號，甚至以為這是現代自然科學的起始 50，這樣的說法

顯然是難以成立的。畢竟，荀子賦予天自然義的理性思考，「不在對

自然作實證的科學探究，而是站在對自然採取常識的經驗立場上，反

對一切超經驗的迷信和虛妄。」 51重新樹立主體實踐的優越性，這才

是他真正的目的，同時也是其價值所在。  

 

儘管荀子天人關係的終極理想仍在於天人合一，但從其以「分」

為前提，由「分」而「參」而「合」的思考進路而論，的確頗異於過

去較為人所熟知的孟子思路。孟子視天為禮義道德的本源，人的內在

心性（即「善端」）是天所賦予，亦即天道內在於人而為人之心性，

依此，只要人們透過「盡心」、「知性」的內在修養工夫，便能與天道

相貫通、溯源而上達到「知天」；認知了天道，再由「存心」、「養性」，

便能夠做到行事符合天道，亦即「事天」52，這就是天人合一的境地；

換言之，孟子強調的是從個體心性的修養為出發，致力於內在自我的

提升以獲得人道與天道的溝通，求得天人合一。李澤厚言：「孔孟荀

                                                                                                                                            
中本含攝當然的。」參見氏著：《中西哲學思想之比較研究集》，頁 68，；又如
方東美說：「中西自然主義彼此之間顯有一大差異：後者恆標榜價值中立；而中

國哲人則於宇宙觀，及人性觀上無不繫以價值為樞紐。」參見氏著：《中國哲學

之精神及其發展》（台北：成均出版社， 1984 年），頁 18。  
50 陳大齊：「荀子欲物畜天地而役使之，欲騁人的智力以增益生產，此與西洋人

所嚮往的征服自然，初無二致，與現代自然科學的精神，亦甚切合。假使荀子此

一學說而見重於後世，有人為之發揚光大，則今日中國的自然科學及應用技術縱

不能居於領導地位，亦決不至於落伍如此之甚。」參見氏著：《荀子學說》（台北：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 1989 年），頁 25。  
51 李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論》，頁 132。  
52 朱熹：《孟子集注‧盡心章句上》：「孟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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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章句集注》（北京：中華書局，

2003 年七刷），卷 13，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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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脈相承，『一是以修身為本』。」 53同樣重視個體修養，但荀子所致

力的方向與孟子有顯著的不同。在尋求天人合一的過程中，荀子藉由

「天人之分」來呈顯出人為努力的重要性，而作為實踐主體的人們除

了內在修養外，更將其作用力擴展至主體以外的天地萬物中，所謂的

萬物「盡其美」、「致其用」、「天地官而萬物役」，無非是說明在荀子

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對於主體本質力量的考察視野已由單純的內在價

值轉向其外在價值，在這轉向的過程中，拓展了「修身」的內涵，對

於主體作用能力予以更高的評價；同時，透過作用於天地自然的過程

達到天人相參，主體的本質力量得到了外在的展現，也就是說，「人

的價值超越了內在的道德意識而得到了外部的確證。」 54如果說，孟

子的天人合一是從內在層面凸顯出主體修省的可貴，那麼，荀子的天

人合一則是從外在層面肯定了主體踐履的價值，二者實際上是從不同

角度展開了儒家天人觀的思路。  

 

 

                                                 
53 李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論》，頁 3。  
54 楊國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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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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