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荀子的心性論  
 

在荀子的思想體系中，心性論是極重要的一環，同時也是研究荀

子思想領域中，最被廣泛討論的論題之一。就文字表面所呈現的意義

來看，由於荀子言性惡，明顯地與孟子的性善論相對，此自然受到宋

明以來一向以繼承孟子為正統的儒者強烈的抨擊。清代熊賜履所編

《學統》中，除了將荀子貶入「雜統」之外，同時也收錄了宋明學者

對於荀子的批評，如宋程頤：「荀子以人性為惡，則是誣天下萬世之

人皆為惡也，其昧於裡如是之甚。」「荀子只一句性惡，大本已失。

蓋性者，大本也，言性惡，則大本已失矣。」朱子：「不須理會荀卿，

且理會孟子性善。」明胡居仁（ 1434-1484）：「荀子只性惡一句，諸

事壞了，是源頭已錯，末流一無是處。」「荀子不知性之為理，只在

情欲上看，故曰性惡。」 1這些批評的重心，主要都是認為荀子以情

欲為人性在根源上的認知錯誤，進而全面否定了荀子的思想；於此可

見心性論對於荀子在思想史上定位的影響之甚。  

 

對於荀子的心性論，若只是就其學說的突出特徵所作的簡短表

述，以及對人性這個概念所作的近於定義式的文字論說，並不能涵蓋

其整個心性論的內容。就荀子心性論的瞭解，要先說明的是：荀子論

人性的根本精神，不在言性惡，而在如何能知道行道，其終極目的仍

在於透過修養、教育而成就道德，成就人的價值。其言曰：  

 

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惡乎止之？曰：止諸至足。曷謂至

足？曰：聖王也。聖也者，盡倫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

兩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
2

 

由此來看，人性的實質內容固然重要，但決定如何施教、如何建立修

養工夫以達到「聖王」的境地，其關鍵卻是在善惡的來源問題。因此，

就「性惡」來說，如果只側重於對「惡」的關注，即順著人性自然之

                                                 
1 熊賜履：〈雜統〉，《學統》（台北：廣文書局， 1975 年），卷 43，頁 815-821。  
2 王先謙：《荀子集解‧解蔽》（北京：中華書局，1992 年二刷），卷 15，頁 406-407。
按：原作「曷謂至足，曰：聖也」，今據清人說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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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無所節制而論「性惡」，沒有從「性」的角度來分析「性惡」思

想；那麼，勢必無法解決「人之性惡，則禮義惡生」的問題，於是便

有學者將荀子的禮義視為外在於本體或客觀的實物。以這種的分析方

式來討論荀子的性惡之論，是否能真正揭示出荀子心性論的義蘊，恐

怕是值得再商榷的。因為荀子對心性論述的實際內容，要遠比他在性

惡的簡短陳述及對人性概念的規定要豐富得多，深廣得多。據此，本

章擬參酌現代學者論荀子心性論之見解，尤其承繼許多能夠跳脫以孟

學為唯一價值意識來評論荀子思想的學者觀點，嘗試從荀子所說的

「性」的內涵為出發點，進一步理解其所謂「性惡」的表達動機與意

義，從更深層次上全面考察荀子心性論的涵義。事實上，荀子的禮義

道德，依然是源自於人的心性，同時亦具有認知並完成善的能力，惟

與過去儒學傳統所熟習的孟子性善論相較，這種道德實踐的進路是完

全不相同的。  

 

第一節   荀子人性之定義及內容  
 

一、人性的定義：  

在《荀子》的文獻中，有幾則對於人性直接的講法：  

 

性者，本始材樸也。
3

 

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

其性一也。
4

 

以上這兩則引文指出性具有原始本質之義，且是人人所共有的。此一

定義是多數人性論者所共同承認的普遍原則，並無太大爭議，同時也

無法尋繹出荀子對於人性的特殊見解。再看：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生之和所生，精合感應，不事而自然

                                                 
3 王先謙：《荀子集解‧禮論》，卷 13，頁 366。按：原作「本始材朴」，今據清
人說校改。  
4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惡》，卷 17，頁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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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之性。5

 

不可學，不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
6

 

此二則引文，是荀子對於人性的特殊界定。所謂「生之所以然者謂之

性」，從字面上來看，似乎與「本始材樸」之意相近，但實際上二者

是有差異的。若單就「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這句話來看，極易產生

歧異 7，因此必須接讀下面的文字：「生之和所生，精合感應」，即生

命結構體（生之）與此結構體所受外界事物感應而產生的本能（所生）

相結合並有所反應（精合感應）8；換言之，荀子所說的「性」是「自

然而然」的「性」，所以才「不事而自然」、「不可學、不可事」。  

 

由以上的分析，或可定義出荀子對於性的基本概念：性是指生命

結構體能與外界事物相接觸而產生各種感應，並且能自然作出反應的

天賦本能，此一反應本能，無須人為，乃是一種未經加工、質樸的原

始素材性的存在。在此必須說明的是，過去有學者認為荀子的這個定

義與告子所言「生之謂性」相同 9，但事實上二者是有差異的：告子

的「生」，是「天生」的「生」，因此告子所謂「性」是「與生俱來」

之意；而荀子的「生」，是「產生」的「生」，所以荀子所謂的「性」

                                                 
5 王先謙：《荀子集解‧正名》，卷 16，頁 412。按：原作「性之和所生」，今據
清人說校改。  
6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惡》，卷 17，頁 436。按：原作「不可事而在人者」，

今據清人說校改。  
7 陳德和在〈荀子性惡論之意義及其價值〉一文中曾就「所以然」一詞在語法上

的使用略作分析，同時討論牟宗三、唐君毅與徐復觀等人之見解，作者指出「所

以然」是用來指稱某一實物或發生原因，除此之外，「所以然」又可當作某一實

物、事件存在的理由；但此二種使用方式似乎都無法恰當的表達荀子之意。參見

氏著：《儒家思想的哲學詮釋》（台北：洪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2 年），頁

125-126。  
8 學者持類似主張者，如：梁啟雄認為「生之所以然者為之性」指的是天賦之本

質，生理學上之性；而「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指的是「事物感人而人應之」，

是天賦本能，心理學上之性。參見梁啟雄：《荀子柬釋‧正名》（台北：台灣商務

印書館， 1993 年六刷），第 22 篇，頁 311。廖名春認為：「『精合感應』，指人的
感官本能與外界事物相接觸而產生反應。……可見在荀子眼中，人性包含對客觀

事物反映的內容。」參見氏著：《荀子新探》（台北：文津出版社， 1994 年），頁

104。  
9 如鮑國順即持此意見。參見氏著：《荀子學說析論》（台北：華正書局， 1993
年三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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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然而然」的「性」，至於這個「自然而然」的「性」是善或惡，

則應就荀子對於「性」的內容更具體的析論，才能有更清楚的理解。

據此，若認為荀子對於「性」的原始定義與告子相同，都是一種無善

無惡的心理活動，恐怕不是完全正確的訓釋。  

 

二、人性的內容：  

（一）「情」與「欲」  

順著上述荀子對「性」的訓釋，便可進一步討論荀子所說的「情」

與「欲」：  

 

人生而有欲。
10

 

性之好、惡、喜、怒、哀、樂謂之情。
11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12

 

在荀子看來，性是以「情」的方式來表現的；所謂「情」，是源於「性」

的實然呈現；「欲」則是「情」的感應。因此，荀子每每將「性」和

「情」合在一起稱之為「情性」，例如：  

 

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勞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

13

若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利，骨體膚理好愉佚，

是皆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不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

好利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
14

 

由以上例子可看出，「性」和「情」、「欲」在荀子的認知裡，三者是

                                                 
10 王先謙：《荀子集解‧禮論》，卷 13，頁 346。  
11 王先謙：《荀子集解‧正名》，卷 16，頁 412。  
12 王先謙：《荀子集解‧正名》，卷 16，頁 428。  
13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惡》，卷 17，頁 436。  
14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惡》，卷 17，頁 437-438。按：原作「是皆生於人之情
性也」，今據清人說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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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的、同義的概念，都是人天生本有的能力、慾望及自然的反應。

因此，荀子就人性進行一連串的陳述，都與此有關：  

 

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

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不免也。
15

 

今人之性，目可以見，耳可以聽。夫可以見之明不離目，可

以聽之聰不離耳。目明而耳聰，不可學明矣。
16

 

以上這兩則陳述，再對照著荀子「情性」並稱的引文，可看出荀子以

人的視聽等天生官能、欲飽欲暖等自然生理欲求及綦色綦聲等好惡來

界定人性。從這些文字敘述看來，似乎荀子的人性論必然走向「性惡」

的結果，是頗合理的推論，然而，若能跳脫這種傳統的理解思路，再

進一步分析上述這些引文，便能有更深入的理解。在荀子對人性的陳

述中，除了那些官能欲求、心理反應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事實

的陳述中，均未對「性」（包含「情」、「欲」）下價值判斷，也沒有以

此為惡；換言之，他是從自然層面上來看待人性，並不以自然情欲本

身為惡。在此，至少可說，荀子對於自己所陳述的情欲，是持中性的

態度。  

 

（二）「心」與「知」：  

「心」與「知」是荀子人性論中的重要結構，關於「心」的基本

概念，荀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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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心者，形之君也，而神明之主也，出令而無所受令。自禁也、

                                                 
15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霸》，卷 7，頁 211。  
16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惡》，卷 17，頁 436。  
17 王先謙：《荀子集解‧天論》，卷 11，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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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行也、自止也。18

 

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
19

 

依上述引文看來，荀子的「心」頗具有主宰的涵義。人的外在表現是

「心」透過考量而作出抉擇，並發動官能來執行的，因此，「心」也

是自然生命的官能，就此而言，顯然「心」是「性」的一部分 20，同

時「心」亦是精神作用的主導者，所以「心」是「出令」而不「受令」。 

 

另一方面，荀子認為「心」具有「知」的功能：  

 

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

徵知必將待五官之當薄其類然後可也。
21

 

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不愛其

類。……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
22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故人道莫不

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禮，禮莫大於聖王。
23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理也。以可以知之人性，

                                                 
18 王先謙：《荀子集解‧解蔽》，卷 15，頁 397-398。  
19 王先謙：《荀子集解‧正名》，卷 16，頁 412。  
20 何淑靜曾就荀子是否以「心」為「性」作過討論，並認為：「『心是性』是從

『生而有』來說的，『心不是性』是從『實踐工夫』來說的」，這兩層的意思都內

涵於荀子的思想體系中，是並存的。參見氏著：《孟荀道德實踐理論之研究》（台

北：文津出版社， 1988 年），頁 47-73。按：此一討論是受限於荀子「不可學、

不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的定義而產生的結果，事實上，所謂「實踐工夫」—
即「偽」，亦有「性」的作用存在（詳本文後述），因此，本文認為荀子的「心」

是「性」的一部分。  
21 王先謙：《荀子集解‧正名》，卷 16，頁 417。按：原作「然而徵知必將待天
官之當薄其類然後可也」，今據清人說校改。  
22 王先謙：《荀子集解‧禮論》，卷 13，頁 372-373。  
23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相》，卷 3，頁 78-79。  

 33



求可以知物之理而無所凝止之，則沒世窮年不能偏也。24

 

「心」之所以能考量抉擇，主要在於有「知」。所謂「徵知」，意即依

循著耳目情欲等感受的原始驅動而知覺、認知外在事物，這種先天的

稟賦，是「心」的主要功能。依據這幾段引文，可看出「知」包括了

幾個層次：首先，「知」是感官知覺的能力，這是包括人、禽在內的

「血氣之屬」均有的稟賦，其中又以人最具此能力，這是人思親之情

不止息的原因；其次，「知」指的是一種理性的辨知、思慮能力，當

然，這種能力是人性所獨有，「人之所以為人」的條件，至於認知的

對象，即荀子所言的「可以知，物之理」，其涵蓋的範圍不僅止於知

識層面，更重要的應是道德層面的能慮能辨，故言：「辨莫大於分，

分莫大於禮」，顯見其辨知的著眼所在。再看：  

 

故心不可以不知道。心不知道，則不可道而可非道。……心知

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

取人，則合於道人，而不合於不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

與道人論非道，治之要也。
25

 

這裡所說的「道」，是指權衡古今人事的最高準則，亦即禮義等道德

的總括 26。荀子言「心不可以不知道」，強調人心必當知「道」，即「道」

是心知的最主要對象，由知「道」而認可「道」，進而能遵行、持守

「道」，這是「知」的最終目的；至於由知「道」至行「道」的過程，

就是其建構的道德實踐進路。依此，荀子所論的心知，並不能以一般

哲學意義的「知識論」（Epistemology）來理解，而應視為人性在道德

實踐中的一環。  

 

                                                 
24 王先謙：《荀子集解‧解蔽》，卷 15，頁 406。按：原作「求可以知物之理而

無所疑止之」，今據清人說校改。  
25 王先謙：《荀子集解‧解蔽》，卷 15，頁 394-395。  
26 〈儒效〉：「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
又〈大略〉：「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行義以禮，然後義也；制禮反本成末，

然後禮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卷 4，頁 122；
卷 19，頁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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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必須進一步說明的是，雖然荀子強調人心「不可以不知

道」，但並不等同於人心已具備了如同孟子所說的仁義禮智之德；換

言之，在人心尚未知「道」時，人欲人情將有出現失序、混亂狀態的

可能，荀子言：  

 

心之所可中理，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欲不及而動過之，心

使之也。心之所可失理，則欲雖寡，奚止於亂！
27

 

從這段論述來看，心知的選擇判斷並不能保證必然合理合道，亦即荀

子也承認心知的認可會出現「失理」的情況。如此一來，則「心」雖

能思慮、辨知「道」，但似乎並沒有道德意識之價值的存在，其本質

並沒有產生道德意識的價值根據。然而，事實上，荀子在陳述人性的

種種表現時，並不僅止於感官本能和生理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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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不善在身，菑然必以自惡也。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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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

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禮讓忠信是也。
30

 

義與利者，人之所兩有也。雖堯、舜不能去民之欲利，然而

能使其欲利不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不能去民之好義，然

                                                 
27 王先謙：《荀子集解‧正名》，卷 16，頁 428。  
28 王先謙：《荀子集解‧榮辱》，卷 2，頁 61-63。  
29 王先謙：《荀子集解‧修身》，卷 1，頁 21。  
30 王先謙：《荀子集解‧彊國》，卷 11，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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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使其好義不勝其欲利也。31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禮義而情愛人，橫行天下，雖困四夷，

人莫不貴。勞苦之事則爭先，饒樂之事則能讓，端愨誠信，

拘守而詳，橫行天下，雖困四夷，人莫不任。體倨固而心勢

詐，術慎墨而精雜汙，橫行天下，雖達四方，人莫不賤。勞

苦之事則偷儒轉脫，饒樂之事則佞兌而不曲，辟違而不愨，

程役而不錄，橫行天下，雖達四方，人莫不棄。
32

 

從以上的論述中可發現，荀子認為人的本性除了前述感官生理的欲求

外，亦有趨利避害的本能，言「君子、小人之所同」、「禹、桀之所同」

是強調自然而然的普遍性，劉又銘先生早已指出，透過荀子所言人們

的這種自然而然好利惡害的本能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對聖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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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顯示出荀子

所陳述的心性事實上包含了一種知善知惡的動力，以及好善惡惡的道

德意識，雖然這個道德意識似乎只能透過主體在面對現實各種情境中

才能反應出來；或可說，這是一種潛存於人性內在中人向善的能力 33，

然而這種動力、情感都是主觀的可能，並非客觀的現實。因此，若說

荀子的「心」只是個認識主體而沒有道德價值意識，亦即不能在面對

眾多客觀事實的時候，知善知惡、好善惡惡，那麼當人在面對聖君、

善行美德時，亦只能將之視為客觀事實及現象來認識。而這個聖君、

善行美德做為客觀的認識對象，與暴君、惡行敗德等事實和現象，二

者都是客觀的認識對象，應是相同的；如此一來，對於荀子為何說「人

莫不貴」、「人莫不任」嘉行善道，便無法得到合理的解釋。足見，荀

子所說的「心」，應不僅止於認識主體而已，實際上亦潛存了在各種

情境中辨知道德意識的能力。至於這個潛存的道德意識要如何化為現

                                                 
31 王先謙：《荀子集解‧大略》，卷 19，頁 502。  
32 王先謙：《荀子集解‧修身》，卷 1，頁 28-30。按：原作「術順墨而精雜汙」，
今據楊倞校改；「體倨故而心執詐」，今據清人說校改。  
33 劉又銘先生：〈從「蘊謂」論荀子哲學潛在的性善觀〉指出，荀子的「心」是

「具有道德直覺能力而能夠在種種情境中辨認價值的心」，同時，這裡的「道德

直覺」是屬於一種「非通透性（就面對情境當下作出抉擇而言）」的「依他型」

的「德行之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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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頁 50-77，尤其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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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可能，則需要透過修養工夫，即「虛壹而靜」：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不

藏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不兩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

嘗不動也，然而有所謂靜。……不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

虛。……不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不以夢劇亂知謂之靜。

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

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將思道者之靜，靜則察。

知道察，知道行，體道者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
34

 

荀子認為，「虛壹而靜」是使心性能夠「知道」、「行道」，達到「大清

明」的方法。劉又銘先生即認為，這段關於「虛壹而靜」的論述是眾

所熟知的，雖然其義涵並不一定顯露了任何道德屬性，但就其能「未

得道而求道」而言，無非是出於對前述種種嘉行美德的追求；在此可

說，正由於有「未得道而求道」的意志為基礎，使得「虛壹而靜」的

工夫有了動力的依據與目標。35這樣的「心知」，即使在荀子不曾明言

心性內含著禮義辭讓等善端的情況下，似乎仍透顯出其中有著欲善、

能善的意識存在。 36

                                                 
34 王先謙：《荀子集解‧解蔽》，卷 15，頁 395-397。按：原作「心未嘗不滿」、「不

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

道者靜則察」，今據楊倞、清人校改。  
35 劉又銘先生：〈從「蘊謂」論荀子哲學潛在的性善觀〉，頁 62。  
36 許多學者均認為荀子的心性有道德蘊涵，除本文所引劉又銘先生之外，如：（ 1）
唐君毅〈荀子言「心」與「道」之關係辨義〉認為，荀子言心能知循此虛壹而靜

之道，即為「知道之心」，即人亦自有「實能循此虛壹而靜之道以用心」之道心。

刊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4 卷第 1 期（ 1971 年 9 月），頁
1-20。又言：「荀子雖未嘗明言心善，然循荀子所謂心能自主作主宰，自清其天
君，以知道體道而行道上說，則仍不得不承認荀子之所謂心有向上之能。」參見

氏著：《中國哲學原論（導論篇）》（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86 年），頁 140。又：
「荀子乃緣人之欲善，以言性惡，正見其唯在『人所欲之善』與『其現實上之尚

無此善』，二者互相對較對反之關係中，以所欲之善為標準，方反照出其尚未有

善之現實生命狀態之為惡。」至於「欲善」之欲，則無論依孟子之言，與常識之

論，皆不能不說是「善」也。參見氏著：《中國哲學原論（原性篇）》（台北：台

灣學生書局， 1989 年），頁 69。（ 2）韓德民亦認為：荀子的心「就其能知甚至是
能制禮義而言，相對於動物界那種不能學習接受禮義的獸性，似乎仍應承認其中

的道德蘊涵。」參見韓德民：〈荀子性惡論的哲學透視〉，《孔孟學報》，第 76 期
（ 1998 年 9 月），頁 157-168。（ 3）崔大華言：「與孟子的『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即認為倫理道德是人性所固有或人的生活所應有的那種理性自覺

相比，荀子的『君子性非異也，善假於物也』，也是一種道德的理性自覺，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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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性惡」之義諦  
透過前面的相關討論，可確知荀子在肯定人性中有自然情欲及認

識性之外，同時也肯定道德意識仍佔有一定的基礎，但是顯然這個內

在的意識只是以一種「潛存」的方式存有；在「善」與「惡」之間，

荀子選擇了「惡」做為陳述的方式，屢言「人之性惡」便是證明。因

此，釐清性惡論的意義，將有助於更進一步掌握荀子的心性論。  

 

在此，必須先瞭解荀子對於善、惡的界定：  

 

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理平治也；所謂惡者，偏險悖亂

也。是善惡之分也已。……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

必有徵於人。凡論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

起而可設，張而可施行。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

坐而言之，起而不可設，張而不可施行，豈不過甚矣哉！
37

 

禮義之謂治，非禮義之謂亂也。
38

 

荀子主張一切的論述都應該有效應並且是能夠被驗證的，亦即所謂的

善、惡，都要能「辨合符驗」於客觀事實，而批評孟子「性善論」無

法「辨合符驗」，正是其性格傾向的表現；按照其以禮義、非禮義來

界定「治」、「亂」，又言「治」、「亂」即所謂的善、惡之分，則更完

整地來說，凡合乎禮義法度，以謹守社會秩序的表現為善，反之，違

背禮義法度以擾亂社會常規的行為則是惡。  

 

一、「性惡」之因：  

                                                                                                                                            
為將人屈從於原始情欲的自然性格的人改造、昇華為一種具有道德目標的社會性

格的人，是人的生活中所迫切需要的和能夠實現的。」參見氏著：《儒學引論》

（北京：人民出版社，2001 年），頁 68。（ 4）成中英則更明確地肯定了荀子所論

性中存有善的成分：「荀子允許人能思想，知道和運用理性，制定禮法以克制欲

望的破壞，是在某一意義下以性具有理之內涵，故性中也本然有善的成分。」參

見氏著：《創造和諧》（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2002 年），頁 66。  
37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惡》，卷 17，頁 439-441。  
38 王先謙：《荀子集解‧不苟》，卷 2，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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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從兩個角度來論述性惡：  

（一）從人之性、順人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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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從人之

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文亂理而歸於暴。
39

 

荀子所觀察到人性表現的具體事實，首先是放縱情性而造成種種悖禮

犯義的情況，故言「人之性惡」。值得注意的是，畢竟人性和「從人

之性、順人之情」是不相同的，荀子在此仍沒有說好利疾惡之情、耳

目聲色之性的本質為惡，而是強調了放縱（即「順是」）情性造成犯

分亂禮的狀況之下，才說是惡。  

 

（二）離其樸、離其資  

 

今人之性，生而離其樸，離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

然則人之性惡明矣。所謂性善者，不離其樸而美之，不離其

資而利之也。
40

 

所謂的「樸」，是指質樸；「資」，是指資材，二者都意謂著「性」的

原始面目。荀子認為「性善」是指人性不離其質樸與資材而言，一旦

離開了質樸與資材，便不能稱善了。由此看來，荀子是承認人性本有

「善」的原始面目，但講求「辨合符驗」的荀子，其焦點顯然並不在

此，其更重視的是在「離其樸」、「離其資」的客觀事實，即使心性原

本有善的基礎，然而在產生之始便遠離了這個基礎，這便是荀子屢言

「人之性惡」之因。  

 

                                                 
39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惡》，卷 17，頁 434-435。按：原作「合於犯分亂理而

歸於暴」，今據清人說校改。  
40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惡》，卷 17，頁 436。按：原作「生而離其朴」，今據

清人說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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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偽合  

荀子由順縱情性、遠離質樸資材而言「人之性惡」，但由於人性

之中存有禮義法度等內在基礎，透過心的思辨、認知能力的配合，便

能避免人耽溺於惡，這就是「化性起偽」。所謂「偽」，荀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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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性、偽之分也。……夫感而不能然，必且待事

而後然者，謂之偽。是性、偽之所生，其不同之徵也。故聖

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禮義，禮義生而制法度。
41

 

偽者，文理隆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不能自美。

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

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
42

 

這段論述一方面指出了「偽」意指人為作用外；另一方面闡述了「性」、

「偽」的關係：首先，相對於「不可學」、「不可事」的「性」而言，

「可學而能」、「可事而成」的「偽」顯然是與「性」相對立的概念，

而「文理隆盛」即指「離其樸、離其資」的禮義法度而言，這是「性」、

「偽」的分際；再從另一個角度來看，「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

則性不能自美」，則是強調了「性」與「偽」二者是一種相依相存的

狀態，換言之，「可學而能」、「可事而成」的「偽」必然也有「性」

的作用存在 43，「性」是「偽」所賴以進行的基礎，就如同人生而會走

會跑，但專精於走路或擅長賽跑，則是待人為的努力，「性」和「偽」

的關係亦是如此；同時，二者「合」的意義是被荀子所看重的，故言

「性偽合而天下治」。  

 

從「性偽合」的概念出發，則禮義法度制定的目的，便不是用來

取代「性」的：  

                                                 
41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惡》，卷 17，頁 436-438。按：原作「謂之生於偽」，
今據清人說校改。  
42 王先謙：《荀子集解‧禮論》，卷 13，頁 366。  
43 以上說法，參考劉又銘先生：〈從「蘊謂」論荀子哲學潛在的性善觀〉，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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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莫貴乎生，莫樂乎安，所以養生樂安者，莫大乎禮義。
44

 

人生而有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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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惡其亂也，故制禮義以分

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不窮乎物，物必不屈於

欲，兩者相持而長，是禮之所起也。故禮者，養也。
45

 

禮者斷長續短，損有餘，益不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行義

之美者也。故文飾、麤惡、聲樂、哭泣、恬愉、憂戚，是反

也，然而禮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若夫斷之繼之，博之

淺之，益之損之，類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不順

比，足以為萬世則，則是禮也。
46

 

故雖為守門，欲不可去，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不可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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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在前文討論荀子有關情性的陳述時，已知荀子並不以自然情欲本身為

惡，再從上面這幾段引文中，不難發現其對於情欲不僅沒有去除或盡

絕的意思，反而是要在一定的範圍內，滿足這些自然情欲，故言「進

則近盡，退則節求」，是秉持著一種調節、成全的態度；而自然情欲

之中，實已含藏了對禮義秩序的要求，因此，禮義法度的制定是為了

要「養人之欲」、「給人之求」、「養生安樂」，以達到「本末終始莫不

順比」的境地。綜合前述「心」、「性」的相關討論來看，便可具體的

瞭解禮義法度產生的脈絡：當人的好利疾惡之情、耳目聲色之欲因順

                                                 
44 王先謙：《荀子集解‧彊國》，卷 11，頁 299。按：原作「養生安樂者」，今據

清人說校改。  
45 王先謙：《荀子集解‧禮論》，卷 13，頁 346。  
46 王先謙：《荀子集解‧禮論》，卷 13，頁 363-366 
47 王先謙：《荀子集解‧正名》，卷 16，頁 42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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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而與客觀環境產生衝突時，潛存於心性之中好善惡惡的內在機制便

會呈現，由求道的心志為始，透過虛壹而靜的工夫，能夠認知、思辨，

尋繹出一種足以調和種種衝突、妥貼安置情感慾望之道，並以此來指

導人們的一切行為，這就是禮義法度的產生。必須說明的是，雖然禮

義法度的根源是存在於人性之中的，但這種對道德價值與人性聯繫的

肯定，在荀子心性論的脈絡中，似乎是隱藏在其深層的思想中，甚或

連荀子自己亦不曾察覺 48，因此在多數的論述中所呈現的往往是禮義

法度和人性分執兩端：  

 

古者聖王以人之性惡，以為偏險而不正，悖亂而不治，是以

為之起禮義，制法度，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

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用此觀之，然

則人之性惡明矣，其善者，偽也。
49

 

問者曰：「人之性惡，則禮義惡生？」應之曰：「凡禮義者，

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

故，以生禮義而起法度，然則禮義法度者，是生於聖人之偽，

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50

 

在這兩段文字中，荀子嚴格地區分了「性」和「偽」之別。由「辨合

符驗」的限制來看，即使人性中存有好善惡惡的先天依據，但對荀子

而言並不能算是善；而是必須能於現實中呈現符合禮義法度的意圖或

行為，能達到「正理平治」的表現，才能說是善。亦即主觀意願與能

力的善，並非荀子的概念界定中所認可的善，必須緊扣現實來講，這

也就是荀子一方面會說禮義法度「非故生於人之性」，另一方面卻又

在其他論述中「無意」流露出禮義法度蘊藏於人性的觀點所呈現的弔

                                                 
48 劉又銘先生〈從「蘊謂」論荀子哲學潛在的性善觀〉一文中首先提出，這是

荀子在「蘊謂」層次裡的「性善觀」。這裡所說的「蘊謂」，是依傅偉勳「創造的

詮釋學」提出五個辯正層次、劉昌元修訂為「意謂」與「蘊謂」兩個層次而來。

「意謂」指文本的字面意思；「蘊謂」則指文本可能蘊涵的深層義理，它不必是

在作者的意向之內，但必須有脈絡證據的支持。刊於：《「孔學與二十一世紀」國

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50-77。  
49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惡》，卷 17，頁 435。  
50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惡》，卷 17，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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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之因。  

 

至於「禮義惡生」的問題，則是荀子心性論受到最多詰難的課題，

言禮義「生於聖人之偽」，此一回答並沒有從發生的層面上解決起源

的質疑 51：人性之中，若無禮義的存在，則即使是聖人，勢必亦不能

創生禮義法度。由於有這樣的質疑，因此才會將禮義法度說成是客觀

的事物而非內在於人的生命主體。牟宗三認為荀子所講的人性，只是

動物性，而荀子所講的心，只是認識心，便是極具代表性的說法：  

 

其論人之性完全從自然之心理現象而言。……荀子所見於人之

性者，一眼只看到此一層。把人只視為赤裸裸之生物生理之

自然生命。此動物性之自然生命，剋就其本身之所是而言之，

亦無所謂惡，直自然而已矣。惟順之而無節，則惡亂生焉。

是即荀子之所謂性惡也。……荀子于心則只認識其思辨之用，

故其心是「認識的心」，非道德的心也；是智的，非仁義禮智

合一之心也。
52

 

牟宗三認為荀子所說的人性乃就原始生理慾望而言，因此禮義失去了

內在根源，遂成為沒有內在安頓與超越安頓的外在物；而心是「認知

心」，僅能依外在的禮義而成就道德，據此，道德的實踐便欠缺了必

然性與普遍性；這是荀學思想的基本缺陷。牟宗三將荀子所說的禮義

從人的心性中外推出去，此一見解對當代學者影響甚大，諸多學者亦

持相同或相似的見解。 53

                                                 
51 如惠吉星認為：「對於禮義產生的可能性特別是主體能動性的作用，荀子沒有

做出令人信服的解釋……荀子的性惡論不斷遭到后人的詰難和批評，這是一個重

要原因。」參見氏著：《荀子與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1 年），

頁 113。鄭力為：〈綜論荀子思想之性格〉指出，「（荀子）於禮義之所以為禮義

之本源問題上，全無了解，致其學問所示現之價值問題，乃成全無著落全無安頓

者。此荀學之所以被視為儒學之歧出也。」參見氏著：《儒學方向與人的尊嚴》

（台北：文津出版社， 1987 年），頁 194。  
52 牟宗三：《名家與荀子》（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94 年），頁 223-224。  
53 如（ 1）蔡仁厚言：「荀子以智識心，而不以仁識心。以智識心，心為「見理」

的認知心；……若心只是「見理」的認知心，則理在心外，心與理便形成主客相

對而有彼此之限隔。在如此情形之下，心之見理亦因而有了限制而並無必然性。」

參見氏著：《孔孟荀哲學》（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99 年五刷），頁 390-391、
頁 412。（ 2）李瑞全亦認為荀子將禮義外於人心，因此荀子的「禮義生於聖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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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上文對荀子心性論的分析來看，人性之中絕不僅止於有欲

飽暖惡飢寒等動物性和認識客觀事物的認識心，荀子同時仍肯定人的

生命主體是禮義法度的根源，且亦具有制定及執行善的內在機制，惟

這種內在機制的發展與完成必須透過其他功能的輔助才得以完備。因

此荀子言「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禮義而起法度」，表示禮義法

度仍是由聖人的訂定才存在的；聖人之性與凡人之性並無二致，在面

對偏險不正、悖亂不治的亂象時，心性中潛存的道德意識促使他能認

知、思辨而訂定出禮義法度。是故，將荀子的禮義法度視為外在於主

體的客觀之物，以此來貶抑荀子的心性論價值，勢必無法完全正確瞭

解其真正的意涵。  

 

第三節   荀子心性論之價值  
綜合上述分析，在此便可以完整地呈現荀子的心性論。首先，就

荀子自己對人性定義及特出概念的文字表述來看，人性所指的就是

「生之所以然」、「不可學不可事」的耳目聲色之欲、好利疾惡之情等

自然本性，他用非常明確的文字倡言「性惡」，至於代表正面價值的

禮義法度，荀子認為那是人在後天生活中「化性起偽」的結果，不屬

於生而就有的人性。如果單就這些文句敘述來分析，就很容易得出一

個與孟子性善論完全對立的性惡論的結論。然而，只以這個層面來論

荀子心性論的意義和價值，不免太輕忽荀子思想的深義。因為，這些

                                                                                                                                            
偽」，將陷於「禮義既待聖人，而聖人在修得聖果之先又有待於禮義，如是即陷

於一無窮後退之中，禮義之生成成為不可解。此中關鍵，即由於荀子只從客觀分

位等級中看人，不能正面肯定人的道德主體性，由是不能說明道德價值之根

源……。」參見李瑞全：〈荀子論性與論人之為人〉，《東海學報》，第 26 期（ 1985
年 6 月），頁 209-224。（ 3）周群振言：「無論言性、言情，荀子的著眼點，總是

落在『欲』上說話的。綜合而觀，也可說是『即性即情即欲』的。」又言：「人

之為善，不能在主觀的『心性』上立基，而當在客觀的『禮義之統』上立基。」

參見氏著：《荀子思想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 1987 年），頁 49， 25。（ 4）鮑
國順在〈論荀子善從何來與價值根源的問題〉一文中，認為「荀子既稱禮義由聖

人所生，又不承認人性中存有禮義，如此必分禮義與性為二本的結果，使其原本

有源可溯之善，頓失著落，而終無法自圓其說，不無遺憾。」刊於《孔孟學報》，

第 62 期（ 1991 年 9 月），頁 257-267。（ 5）韋政通亦表示荀子之性即自然情欲，
荀子所認之心為認知心。參見氏著：《荀子與古代哲學》（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2 年二版），頁 68-81。（ 6）趙士林亦認為荀子所說的心，是認知主體、意志

主體，卻非道德主體。參見氏著：《荀子》（台北：東大圖書公司， 1999 年），頁

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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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並不能涵蓋其全部人性論中所蘊涵的內容及意義。只要對荀子的

論述作更深一層的考察，便可發現，荀子在心性論述中的實際內容，

絕對遠比其在人性善惡的簡短宣言及對人性相關概念所作近於定義

式的表述要豐富、深廣得多。  

 

由深廣的層面考察荀子的人性，在自然本能、生理慾望中，實含

藏了好善惡惡的意識，它表現於現實生活中出現爭亂、奪利等惡行與

禮義、辭讓等美德時的察覺與抉擇，這種好善惡惡的道德良知便有促

使人們透過認知、思辨等功能而尋繹出調和各種情感欲望的可能，由

此而制定禮義之道，實踐一切道德規範。雖然這樣的思考脈絡和成就

禮義的進路意味著道德價值在人性內部仍有其肯定性的前提，但畢竟

與孟子所依持的立足點不同。孟子強調人的本性中異於禽獸的「四端」

為善，只要將這個自身固有的善端加以擴充、發展，那麼道德的修養

與實踐便得以完成，如此則生命主體在道德的完成不僅是具有本體性

的意義，同時更顯示在這過程中的完全自足自立性，儘管這其間仍須

個體的主觀努力，但對於人的道德能力則顯得信心十足，這是採取了

「道德的理想主義」 54（moral idealism）立場來看待心性問題；相對

於荀子，一方面承認人性中本能欲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透露出這種

本能慾望中潛存著道德良知的基本元素，藉由認知思辨的配合之下，

亦有自我實踐道德的能力，很顯然地，荀子對於人在道德領域作為主

體地位的看法上，雖是肯定但抱持著謹慎的態度，於是對於禮義法度

根源的理解及道德的實踐，自然會結合主體與外在現實的相互作用而

展開。所以，荀子歷數人性惡的種種表現來突出人的道德能力除自身

本有外，更是一種有意識地努力追求的成果，反覆強調積學不息，專

心一致的重要性，在此都能夠得到更深刻的理解。  

 

從更寬廣的儒學視野來看，無論是孟子或荀子，在主體道德實踐

的要求上，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孟子人性論的進路，從肯定生命主

體本質出發，由自身主觀內省修養發展完善自我，對於主體在道德追

                                                 
54 傅偉勳：《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台北：東大圖書公司， 1986 年），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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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過程中展現了絕對的自信心，建構了所有儒者所熟悉的性善論；而

荀子則從調節、和諧人性情欲為出發點來說明道德價值的起源，並重

視主體在客觀認知思辨的功能配合，透過現實生活抉擇而完成道德的

實踐，這種超越現實的進取心，可說是一種與孟子完全不同的進路，

亦有著不可取代的價值。依此，若以孟學傳統心性論的角度來批判荀

子的心性論，不僅模糊了荀學原始精神，同時也失去釐清儒學史上另

一條道德實踐進路的機會。若能跳脫過去尊孟黜荀的態度，重新正視

荀學，必定能發掘更多樣的儒學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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