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伍章   清代對荀學思想之評述  
 

清代考據學的興起，促使了《荀子》獲得重新被檢視的契機，在

此過程中，對於長期被宋明理學家貶抑的荀學，有了不同的評價，一

方面肯定荀學源出於孔門，另一方面對於前儒議荀提出了批駁，試圖

對荀子學說中與長期居於「正統」地位的孟學二者間的歧異提出解

說，呈現調和孟荀學說的傾向，由此將荀學納入儒家範疇。這些致力

為荀子學說辯駁的學者，在客觀上確實提高了荀學的學術價值，部分

的論述甚至可能動搖了孟子在學術獨尊的地位；然而，即使能夠改變

過去抑荀的思考模式，卻始終無法改變以孟學為宗在其意識型態中的

主導地位，且有關荀子思想的討論，多半是宋、明時代儒者所論及議

題的反駁，如性惡、非孟、弟子李斯等，因此，在深究荀學思想體系

脈絡的論述上則相對地貧乏，釐清孟、荀學說於儒家思想體系中的不

同進路在這些學者的敘說中是難以找到答案的，更遑論自覺地在新的

歷史條件下發掘荀學思想中足以汲取作為學術革新的資源，用以建構

更周密、更成熟的理論體系，從這個層面來說，清人在荀子學術的發

展上，雖然有顯著的發展，但仍有一定的侷限存在。  

 

第一節   肯定荀學源出於孔門  
唐代韓愈評論孟子與荀子在儒家思想傳承的情形時，認為孟子是

「醇乎醇者」，而荀子則是「大醇而小疵」 1，對於荀學雖有微詞，但

終究仍是將荀子納入儒家學術體系中；但當韓愈在建構其心目中的儒

家「道統」時，卻將荀子摒除在外，完全否定了荀學在儒家的地位。

2到了重視道統之傳及以孟學繼承者自居的宋明理學家，對於荀子的

貶抑加劇，更加明確地否定了荀學傳承孔門的關係。這樣的見解，延

續至清初程朱學派的理學家，仍然固守孟子為正統的思考模式，批判

荀子不遺餘力，如陸世儀（ 1611-1672）言：  

                                                 
1 韓愈：〈雜著‧讀荀〉，《韓昌黎文集》（台北：華正書局， 1982 年），卷 1，頁
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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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軻之死，不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不精，語焉而不詳。」

參見氏著：《韓昌黎文集》，卷 1，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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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況視揚雄較有本領，但駁雜耳。
3

 

在此陸氏評荀子「駁雜」，顯然仍是繼承了理學傳統而論的，因此，

自然也視荀子為異端：  

 

問荀子或以為儒，或以為異端，何如？曰：荀子純粹不及孟

子，力量不及楊、墨，徒以性惡禮偽之言取譏於後世，雖其

書略有可取之語，不足道也。
4

 

李光地（ 1642-1718）亦曰：  

 

自漢以來，荀、揚都與孟子並稱，為韓文公斷為擇焉不精，

語焉不詳。至司馬溫公、邵康節又推尊揚雄，幾在孟子之上，

後來一被程子點落，而人翕然信之者，實見得到也。……荀卿

當日聲勢大于孟子，孟子漸尊崇，荀卿日就消歇，至今孟子

為吾教宗祖，而擯荀卿如路人別派以此。
5

 

陸世儀認為就儒家學術而言，荀子之學「純粹不及孟子」，因此只能

被歸於所謂的「異學類」，是「不足道」的；李光地則直以孟子為宗，

荀子是「路人別派」。同樣的觀點，在熊賜履所作的《學統》中亦可

發現，熊氏將孔、孟、二程、朱子等人歸為「正統」，而荀子則被歸

於「雜統」，用以表明荀子的「駁雜」，並徵引了宋明理學家們對荀子

的批評，最後並附按語，云：  

 

荀卿當戰國淆亂之時，獨能稱述仲尼，以排斥百氏，意誠善

矣。然見道不明，師心自是，故其為書，皆雜引物類，蹖駁

                                                 
3 陸世儀：〈諸儒類〉，《思辨錄輯要‧後集》（台北：廣文書局，1977 年），卷 7，
頁 190。  
4 陸世儀：〈異學類〉，《思辨錄輯要‧後集》，卷 10，頁 257。按：值得注意的是
此處陸世儀是將荀子納於「異學類」討論之。  
5 李光地：〈諸子〉，《榕村全集‧榕村語錄》（台北：文友出版社， 1972 年），卷

20，頁 3058-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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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衍，務馳騁於文詞而不能一軌於義理之域，方之田駢、鄒

衍之徒，殆未見其能遠過也。
6

 

無論是陸世儀或熊賜履，對於荀學與儒家的關係上，同樣都體現了否

定的傾向，熊氏甚至視荀子與田駢、鄒衍之徒相類，並且視孟子為儒

學正傳，在在顯示了當時理學家對於荀子的態度。然而，隨著清代學

術走向及發展的轉變，理學思想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考據之學，在

以廣博地汲取古籍做為論證基礎的學風引導下，使得許多學者重新審

視被批判已久的荀學，故而出現了有別於清初理學家們的評價。  

 

首先，對於過去長久以來孟子獨尊於儒學的現象有了修正，將荀

子納入儒家之中，並肯定司馬遷（前 145-約前 86）在《史記》中將

孟、荀並論的作法，如費密（ 1623-1699）言：  

 

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論是閎，是二儒者

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類離倫，優入聖域。
7

 

謝墉言：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老師。太史公作傳，論次諸子，

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論，……愚竊嘗讀其全書，而知荀子之

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群儒，非一切

名、法諸家所可同類共觀也。
8

 

錢大昕（ 1728-1804）言：  

 

蓋自仲尼歿，儒家以孟、荀為最醇，太史公敘列諸子，獨以

                                                 
6 熊賜履：〈雜統〉，《學統》（台北：廣文書局， 1975 年），卷 43，頁 821。  
7 費密：〈道脈譜論〉，《弘道書》（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編纂

委員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年，第 946 冊，集部別集類），卷上，

頁 16。  
8 謝墉：〈荀子箋釋序〉，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上》（北京：中華書局，

1992 年二刷），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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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

「吐辭為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異詞也。
9

 

郝懿行言：  

 

近讀《孫卿書》而樂之，其學醇乎醇，其文如《孟子》，明白

宣暢，微為綿富，益令人入而不能出。頗怪韓退之謂為「大

醇小疵」，蒙意未喻，願示其詳。……孟遵孔氏之訓，不道桓、

文之事，荀矯孟氏之論，欲救時勢之急。……孟、荀之意，其

歸一耳。
10

 

《四庫全書總目》亦評：  

 

況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禮而勸學。……平心而論，

卿之學源出孔門，在諸子之中最為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

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說，

要為定論，餘皆好惡之詞也。
11

 

淩廷堪（ 1757-1809）言：  

 

守聖人之道者，孟、荀二子而已。……荀卿之書也，所述者皆

禮之精義。故戴氏取之以作記，鄭氏據之以釋經。遺編具在，

不可誣也。夫孟氏言仁，必申之以義；荀氏言仁，必推本於

禮。……然則荀氏之學，其不戾於聖人可知也。後人尊孟而抑

荀，無乃自放於禮法之外乎！
12

 

                                                 
9 錢大昕：〈《荀子箋釋》跋〉，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上》，頁 15。  
10 郝懿行：〈與王引之伯申侍郎論孫卿書〉，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上》，

頁 15。  
11 永瑢等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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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淩廷堪：〈荀卿頌并序〉，《校禮堂文集》（北京：中華書局， 1988 年），卷 10，
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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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式三（ 1789-1862）言：  

 

荀子況于孔子之經，無所不學。……自孔子後，孟子軻、荀子

況書皆能申明之以學顯于世。孟子軻書醇乎醇者也，荀子況

有小疵而不失其大醇。
13

 

丁丙（ 1832-1899）言：  

 

其書大旨在勸學，而其學主於修禮，徒以恐人恃質而廢學，

故激為性惡之說，不免受後世詬厲。然宗法聖人，誦說王道，

終以昌黎「大醇小疵」為定評。
14

 

從這些引文中，不難發現幾個共同觀點：首先，對於荀學在學派的歸

屬問題上，一致肯定其源出於孔門，而「孟、荀並稱」則是共通認可

的原則，相較於理學家李光地等人對荀子的抨擊，其差異是相當明顯

的。其次，就荀學的評價而言，除了延續前文曾論及汪中所考證的傳

經之功外 15，包括《四庫全書》、丁丙、黃式三、淩廷堪等人更從「崇

禮勸學」的角度來稱道荀學的價值，明顯可看出與清代禮學思想風潮

興起的關聯性；同時，也顯示出當時學者一方面從經學史研究的層面

來肯定荀子之餘，另一方面也試圖就荀子思想本身來推崇荀子，這是

極具意義的。再者，值得注意的是，不少學者認同唐代韓愈對荀子「大

醇小疵」的評價，這意味著雖然同意將荀子納入儒家討論範圍，體現

出與宋明理學家思考路線的區別，但在主觀意識上，似乎仍以孟學為

儒家核心價值做為參照，因此，對於《荀子》書中明顯異於孟子的部

                                                 
13 黃式三：〈列國〉，《周季編略》（台北：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合印，

1967 年），卷 9，頁 197。  
14 丁丙：《善本書藏志》（台北：廣文書局， 1988 年再版），卷 15，頁 687。  
15 清人延續汪中所論而稱道荀子傳經之功者頗多，如江標編校：《沅湘通藝錄》

中收許丙炎：〈荀卿毛公兼傳穀梁春秋證〉，以及曹典球、陳鼎、張緝光、王景峨

等人各所著：〈漢志儒家載孫卿子三十三篇賦〉，極力稱頌荀子羽翼六經之功，獨

為群經大師，其中曹典球更認為荀子亦是「史學之正脈」。參見江標編校：〈經〉、

〈詞章〉，《沅湘通藝錄》（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年），卷 1，頁 27；卷 7，
頁 290-297。皮錫瑞亦言：「荀卿傳經之功甚鉅。」參見氏著：《經學歷史》（台

北：藝文印書館， 1987 年二版），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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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鮮能進一步探究，僅止於評為「小疵」而已。  

 

第二節   論荀觀點的重新闡釋  
在肯定荀學源出於孔門的基礎上，清人在評價荀子思想上有別於

宋明時期簡單的是非褒貶，能夠聯繫荀子的時代條件，考慮其學說的

實際效用，以及其對於儒家思想傳承等各方面作理論分析，對於過去

飽受抨擊的議題提出不同的見解，呈現評論荀學價值的轉向。  

 

一、孟、荀人性論的調和 

荀子的心性論是其學說中最受抨擊的部分，因此，清人就此所提出的議論亦

是最為豐富的。對於荀子所論：「人之性惡，其善者偽也。」明顯與孟子性善的

主張相對立的情形，多數學者採取了調和的態度，在策略上，或從文字訓釋入手；

或主張回歸孔子「性相近」之說為衡量標準，指出孟、荀二家說法均各執一偏；

或以其性惡主張的實際效用上來調和二者的不同。此外，亦有學者藉由宋明理學

中的「氣質之性」來說明荀子的合理性；甚或明確地表示論性「不從孟而從荀」

者，由此可看出對荀子心性論認同上的轉變。 

 

從文字訓釋上調和孟、荀心性論差異者，主張將「偽」字訓解成

「人為」之意，如郝懿行指出：  

 

至於性惡、性善，非有異趣。性雖善，不能廢教；性即惡，

必假人為。「為」與「偽」古字通，其云「人之性惡，其善者

偽也」，「偽」即「為」耳。
16

 

《四庫全書總目》亦言：  

 

至其以性為惡，以善為偽，誠未免於理未融。……楊倞亦注曰：

「偽，為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者，皆謂之偽。故偽字人旁

加為，亦會意字也。」其說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

                                                 
16 郝懿行：〈與王引之伯申侍郎論孫卿書〉，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上》，

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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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真偽」之偽，遂譁然掊擊，謂卿蔑視禮義，如老、莊

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即〈性惡〉一篇，自篇首二句

以外，亦未竟讀矣。
17

 

錢大昕亦言：  

 

古書「偽」與「為」通，荀子所云「人之性惡，其善者偽也」，

此「偽」字即「作為」之為，非「詐偽」之偽。故又申其義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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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為」，

《漢書‧王莽傳》作「南偽」，此「偽」即「為」之證也。
18

 

章學誠（ 1738-1801）言：  

 

荀子著〈性惡〉，以謂聖人為之「化性而起偽」。「偽」於六書，

人為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不可恃，而學問必藉於

人為，非謂虛誑欺罔之偽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誣聖為

欺誑，是不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19

 

將「偽」字訓釋為「作為」、「人為」，並非自清人才有的理解，事實

上唐代楊倞注解《荀子》時即已指出；至清代訓詁學家又引據許多古

籍作進一步論證，並且以此將荀子心性論理解成教人勉力作為以成就

善性，如此一來，在清儒的詮釋下，荀子的主張與孟子所言的「性善」

便不是截然相對立的主張，依此，郝懿行言「性惡、性善，非有異趣」，

就是從這樣的角度來解讀的。誠然，在道德實踐上，孟、荀二者的目

標頗為一致，但在實踐的進路上卻有顯著的差異：孟子強調的是主體

的內省修養以發展完善的自我；而荀子重視的則是主體在客觀認知思

                                                 
17 永瑢等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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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錢大昕：〈《荀子箋釋》跋〉，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上》，頁 15。  
19 章學誠著，葉瑛校注：〈說林〉，《文史通義校注》（北京：中華書局， 2000 年

三刷），卷 4，〈內篇四〉，頁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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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功能的配合，必須透過與外在現實生活相互作用而完成。整體而

言，再次拈出「偽」、「為」二字古相通，確實有助於理解荀子的心性

論，但若依照清儒僅以勸人為善來解釋荀子的心性論，顯然欠缺通盤

考量其主張的意義，在動機上似乎只是將「性惡」的議題引導向同於

孟子性善論的方向，以此調和二者的矛盾，在探究其思想的深度上是

十分有限的。  

 

對於孟、荀在心性論主張的不同，清人亦有主張以《論語‧陽貨》

中孔子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20之說為折衷，表示孟、荀二人皆

符合孔子之言，只是各有所偏頗罷了。如謝墉曰：  

 

嘗即言性者論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為善而為此言；荀

子言性惡，蓋疾人之為惡而為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

說，則皆為偏至之論：謂性惡，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

下愚也。……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惡，則趨

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不覺其言之也偏。然尚論古人，

當以孔子為權衡，過與不及，師、商均不失為大賢也。
21

 

郝懿行亦曰：  

 

孟、荀之恉，本無不合，惟其持論，各執一偏。準以聖言，

即兼善惡而言，「習相遠」乃從學染而分。後儒不知此義，妄

相毀詆。
22

 

淩廷堪言：  

 

孟曰性善，荀曰性惡。折衷至聖，其理非鑿。善固上智，惡

                                                 
20 朱熹：《論語集注‧陽貨第十七》，《四書章句集注》（北京：中華書局， 2003
年七刷），卷 9，頁 175。  
21 謝墉：〈荀子箋釋序〉，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上》，頁 13-14。  
22 郝懿行：〈與王引之伯申侍郎論孫卿書〉，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上》，

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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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下愚。各成一是，均屬大儒。23

 

在此，清人揭示孔子的「性相近」來解讀孟、荀在心性論主張上的不

同，說明孟子的性善乃是偏於「上游」、「上智」，荀子則趨於「下風」、

「下愚」，以此來調和二者之說均符合孔子之意，達到二者在論述心

性論上的平衡，頗具心思；但卻也如同上述所論的情形一樣，欠缺通

盤考察荀子的思考脈絡，輕率地以為荀子是因厭惡「人之為惡」故有

性惡的主張，與其原意相差甚遠；再者，孟子的性善說恐怕亦非是指

所謂的「上智」而言的，因此，這種調和的說法不僅無助於對荀子心

性論的理解，且亦難以釐清孟、荀真正的差異所在。同樣以孔子性近

習遠之說為宗，張惠言（ 1761-1802）對孟、荀人性論的分析，則略

進一步：  

 

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習相遠」；「上知與下愚不移」。所

謂一言而本末具者也。孟子之言「性善」，所謂操其本也。荀

子之言「性惡」，所謂操其末也。其言殊，其所以救世之意一

也。孟子曰：「口之于味，目之于色，鼻之于臭，耳之于聲，

四肢之于安佚，是性也。」不亦與荀子言人之性，飢而欲飽，

寒而欲暖，勞而欲休者同乎哉？荀子曰：「無性則偽之無所

加，無偽則性不能自美。」……不亦與孟子言「民之秉彝，故

好是懿德」者同乎哉？……雖然，由孟子之說，則人得自用其

為善之才，而道甚邇，事甚易。由荀子之說，則道者，聖人

所以撟揉天下之具，而人將厭苦而去之。故荀子之意與告子

異，而其禍仁義與告子同；則操其末者之弊，必至於此也。

雖然，孔子言仁而孟子益之以義，荀子則約仁義而歸之禮。

夫義者，人之裁制也；禮者，仁義之檢繩也。孟子之教，反

身也切；荀子之教，檢身也詳。韓子曰：求觀孔子之道，必

自孟子始。後之學者，欲求其途于孟子，自荀子始焉可也。
24

 

                                                 
23 淩廷堪：〈荀卿頌并序〉，《校禮堂文集》，卷 10，頁 77。  
24 張惠言：〈讀荀子〉，《茗柯文‧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年），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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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言亦認同孟、荀二人各據孔子論性之一偏，並無新意；但與謝墉

等人不同的是，張氏明確地表明孟子性善是「操其本」，優於荀子的

「操其末」，且「操其末」將產生「禍仁義」之弊端，如此則是對孟、

荀二人有了高低不同的評價，而不是視二者為同一地位了。然而，雖

然張惠言對荀子的評價低於孟子，但能進一步論述「孔子言仁而孟子

益之以義，荀子則約仁義而歸之禮」，正如同淩廷堪所言「孟氏言仁，

必申之以義；荀氏言仁，必推本於禮」，反應出當時學者重視荀學崇

「禮」的重要關鍵；同時，張氏又言「欲求其途于孟子，自荀子始焉，

可也」，亦即將孔、孟、荀視為代表著儒學發展的不同階段；換言之，

他認為孔、孟、荀在儒家思想上有一定的一致性，孟、荀都是延續了

孔子「仁」的思想 25，而且荀子則是承繼了孟子之學而發展的。這種

將荀子視為尋繹孟子的途徑固然不盡正確，但從儒學發展的角度及實

用上來調和孟、荀，亦有其意義存在。  

 

對於荀子心性論的理解，偏重其學說中重禮的實際效用而予以肯

定的學者頗為普遍，除上述張惠言外，還有學者更聯繫了荀子的時代

條件加以論說，如：吳德旋（ 1767-1840）言：  

 

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人之性惡。」曰人之性善

者，從其上者而言之也；曰人之性惡者，從其下者而言之也。

其所從言之雖異，其所以救世之心一也。……周之末異端並

興，刑名法術縱橫家言盈天下，荀子明王道，述孔氏與孟子

同，而後之儒者擅以其性惡之一言擯之，使不得為聖人之徒，

亦不諒其心矣。
26

 

王先謙言：  

 

                                                 
25 羅檢秋指出：張惠言這段敘述中，視孔、孟、荀為儒學不同的發展階段，其

學說蘊含了內在的同一性，因而作為儒家後學的荀子容攝了孔孟的精華。參見氏

著：《近代諸子學與文化思潮》（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年），頁 46。 
26 吳德旋：〈雜著‧讀荀子〉，《初月樓文鈔》，收於《叢書集成續編》（台北：新

文豐出版公司， 1989 年），第 158 冊，卷 1，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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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謂性惡之說，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不待檃栝而直

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不

直也。今人性惡，必待聖王之治，禮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

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不知人性有善惡，則不知木性有枸

直矣。然而其言如此，豈真不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

亂，民胥泯棼，感激而出此也。荀子論學論治，皆以禮為宗，

反復推詳，務明其指趣，為千古修道立教所莫能外。
27

 

吳汝綸（ 1840-1903）言：  

 

孟、荀之言皆貴學，不恃性。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荀子亦曰：「涂之人可為禹。」其以善為偽，而自釋以可學而

能，可事而成，又即孟子孳孳為善之指，此其所以同也。昔

孔子罕言命、仁，以《詩》、《書》執禮為教，……孟子晚出私

淑而得其宗，然於禮樂之意，鮮所論列；而荀卿則以為人不

能生而為聖人，必由勉強積漸而至。勉強積漸必以禮為之經

緯蹊徑，故其為學達乎禮樂之原。……明自然流極放恣者，比

而謂養欲給求，知通統類，又未嘗以禮為桎梏也，非聞於孔

子之文章者歟？
28

 

吳德旋認為荀子與孔、孟並無不同，其目的都是為了「救世」，而荀

子之所以提出「性惡」之說，乃是基於周代末年諸多異端橫流所致，

後世若因此而擯除荀子於聖門之外，是不妥當的；王先謙為荀子的心

性論辯護，認為性惡之說並非其本意，而之所以提出，乃是基於當時

紛亂的社會而言，主要的目的是在建構以禮為宗旨的學術與治術。王

氏的說法迴避了性惡與孟子的性善在文字上的矛盾，強調荀子論禮重

學的部分以凸顯其實際價值；同樣的觀點在吳汝綸的論述中亦可看

到，但吳氏在評價荀子禮學思想上則較有闡發，如所謂「養欲給求」、

「知通統類」等，頗能掌握荀子思想之綱領，雖沒有進一步論述，但

                                                 
27 王先謙：《荀子集解‧序》，頁 1。  
28 吳闓生編，吳汝綸著：〈讀荀子一〉，《桐城吳先生詩文集》（台北：文海出版

社， 1972 年），文集 1，頁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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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超越前人之見了。對於王先謙、吳汝綸而言，荀子勸學崇禮思想

的重要性顯然比心性論要來得重要，這是藉由社會實際功效的角度來

緩和荀子性惡與孟子性善的衝突。  

 

清人為荀子心性論辯護，除了採取調和的態度之外，亦有學者借

理學中的「氣質之性」來說明荀子的合理性，如盧文弨言：  

 

世之譏荀子者，徒以其言性惡耳，然其本意，則欲人之矯不

善而之乎善，其教在禮，其功在學，性微而難知，唯孟子能

即其端以溯其本原，此與性教道合一之義，無少異矣，然而

亦言忍性，則固氣質之性也。……荀子不尊信子思、孟子之說，

而但習聞夫世俗之言，遂不能為探本窮原之論，然其少異於

眾人者，眾人以氣質為性，而欲遂之；荀子則以氣質為性，

而欲矯之耳。且即以氣質言，亦不可專謂之惡。善人忠信，

固質之美者，聖人亦謂其不可不學，學禮不徒為矯偽之具明

矣。荀子知夫青與藍、冰與水之相因也，而不悟夫性與學之

相成也，抑何其明於此而暗於彼哉？然其中多格言至論，不

可廢也。
29

 

王元文（ 1732-1788）言：  

 

蓋孟子之言性善，即《尚書》所謂「道心」也；荀子之言性

惡，即《尚書》所謂「人心」也。……必有孟子之說，始知道

心不可不為之主；必有荀子之說，始知人心不可不為之制。……

氣質之說，出于宋儒，程子云：「論性不論氣，不備；論氣不

論性，不明。」夫孔子不曾言相近言不移乎？彼荀子與揚子、

韓子之言，大抵指其出于氣者，特未標其名耳。然而輕重之

間，不無倒置，如孟子之說，則據其先者自可見其後；如荀

子之說，則據其後者不免忘其先也。
30

                                                 
29 盧文弨：〈書荀子後〉，《抱經堂文集》（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7 年），卷

10，頁 141。  
30 王元文：〈讀荀子〉，《北溪文集》，收於沈粹芬等輯：《清文匯‧乙集》（北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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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式三言：  

 

孟子軻據人之氣質之正者以導君子而言性善，勸人以學擴充

之；荀子況據人之氣質有不正者以懲小人而言性惡，勸人以

學變化之，荀子況之論不能無所偏，……其示人變化氣質旨甚

深矣。
31

 

錢大昕言：  

 

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樂於善；荀言性惡，欲人之化

性而勉於善，立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

主孟氏，然必分義理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

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說。
32

 

吳汝綸言：  

 

世言孟子論性本有未備，故宋儒輔以氣質之說，實已兼用荀

子，……荀子則氣質不如孟子，由困勉而得，遂專以化性教人。

33

 

宋儒論人性有所謂的「氣質之性」，「氣質之性」是由純善的「理」與

善惡兼有的「氣」相雜而成，由於氣稟的剛柔、強弱、昏明等差異，

產生了人們行為的善惡之別，換言之，人之惡根源於氣稟，而非本性，

因此，只要「變化氣質」，便可上達至善的天理，而後天的學習作用，

便是「變化氣質」的重要關鍵。盧文弨等人認為荀子所論的心性實即

「氣質之性」，依此，則荀子致力倡導為學崇禮，正是就「氣質之性」

中不正者而提出的變化之道，基本上仍是要回復人性本始之善，那

                                                                                                                                            
北京出版社， 1995 年），卷 48，頁 2094。  
31 黃式三：〈列國〉，《周季編略》，卷 9，頁 197。  
32 錢大昕：〈《荀子箋釋》跋〉，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上》，頁 15。  
33 吳闓生編，吳汝綸著：〈讀荀子一〉，《桐城吳先生詩文集》，文集 1，頁 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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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其所理解的孟、荀二人心性論之差異，便僅在於所論述的側面不

同罷了。由於宋儒對荀子的性惡之說有嚴峻的批評及貶抑，而清儒在

此卻將之與宋人的「氣質之性」、「變化氣質」等聯繫起來，似乎有意

藉此化解宋人對荀子性惡的批評，進而肯定其學說的價值。然而，這

樣的詮釋與荀子的原意並不相符，雖然荀子以大量的文字敘說心性情

欲無所節制之「惡」，但另一方面荀子同時亦透露出人性中潛存著能

使人們各種欲望、情感妥貼安置而不衝突、合乎道德秩序的內在機

制；而為學崇禮的目的並非如清人所言是為了變化善惡相雜的「氣質

之性」以回復「天命之性」，而是要以此經驗認知來協助人們尋繹出

此內在機制的遵循與完成。因此，盧文弨、錢大昕等人將理學與荀子

結合起來，藉此消弭宋人對荀子的抨擊並證明荀子的合理性，只能展

現出評價荀子價值的轉向，但在荀子學說的探究上，不僅有違荀子之

意，且仍然是以孟學思維模式為立足點，顯然是不夠嚴謹的。另外，

對於宋、明學者嚴厲的批評荀子的「性惡」之說，朱琦（ 1803-1861）

則明確地表明調和的態度，他說：  

 

言性固以孟子為斷，而宋之儒者，亦不泥於一說也，其卒歸

於明其道而已。朱子於程、張數說蓋嘗取之，奚病於荀子？

其曰：大本已失者，謂其專以惡言性，則不可耳。古書偽者

眾矣，荀子要為近道，大抵讀周末諸子之書皆當區別觀之，

不可以一端之蔽而棄之也。
34

 

在此，朱琦固然認為論性宜以孟子性善為斷，但同時也表示《荀子》

一書仍有諸多可觀之處，不應以「性惡」而全盤否定荀子思想。這樣

的態度，顯然對於異於孟學的思想採取了調和，甚至認為可進一步採

納其主張。相較於盧文弨、錢大昕等人以「氣質之性」來合理化荀子

的心性思想，反而更具正面意義。  

 

有 別 於 前 述 以 調 和 的 態 度 來 評 價 荀 子 的 心 性 論 ， 鄭 獻 甫

                                                 
34 朱琦：〈荀子書後〉，《怡志堂文初編》（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1530 冊，
集部別集類），卷 2，頁 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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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1872）、俞樾則推崇荀子性惡之說。鄭獻甫認為：  

 

孟子言人之性善，其以物較之乎？荀子言人之性惡，亦以物

較之乎？荀子之言，即孟子之言也。……然愚竊信荀子而疑孟

子，故不可不論：夫世所以貴人之性而賤物之性者，謂其無

君臣父子之倫也，謂其無上下尊卑之別也，謂其無禮義廉恥

之心也。循孟之說，人之異於禽獸者幾希；循荀之說，人之

甚於禽獸者數倍。……然試問禽獸誠不知父子，然有行弒者

乎？禽獸誠不知夫婦，然有行強者乎？禽獸誠不知禮義，然

有行劫者乎？物則無有而人則皆有，由斯以談孰善孰惡，庸

待辨乎哉？……孟子之論人也，恐近禽獸，今而第近禽獸則猶

之可矣，可悲夫！
35

 

鄭氏認為，無論孟子或荀子論人性，都是從人之性與物之性的差異比

較上而論的，因此，在觀察的角度上二者並無不同；然而，如果從社

會現實面中考察人性與物性的實際作為，則人性反不如物性，在此情

形下，荀子之論似乎較貼近於事實。鄭獻甫的論述顯然欠缺由理論的

根源出處來理解，僅就禮義的施行成效來論究孟、荀的人性論，勢必

難有深刻的理論分析。相較於鄭獻甫的空泛敘述，俞樾推尊荀子的說

法則較具理論基礎，他說：  

 

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人之性惡。夫性之善惡，孔子所不

言，則二子之說，未有以決真是非也。然而吾之論性不從孟

而從荀。……堯舜可以學而至也，此非直孟子言之，雖荀子亦

言之，故曰：「涂之人可以為禹。」然而荀子取必於學者也，

孟子取必於性者也；從孟子之說，將使天下恃性而廢學，而

釋氏之教得行其間矣。《書》曰：「節性惟日其邁。」《記》曰：

「率性之為道。」孟子之說，其率性者歟？荀子之說，其節

性者歟？夫有君師之責者，使人知率性，不如使人知節性也。

                                                 
35 鄭獻甫：〈人性物性論〉，《補學軒文集》（台北：文海出版社，1983 年），卷 1，
頁 71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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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又：  

 

性也者，人與物所同也；才也者，人與物所異也。吾之論性

不從孟而從荀。然性既惡矣，人且曰：「吾禽獸耳，何善之能

為？」故吾屈性而申才，使人知性之不足恃然，故不學者懼

矣；使人知性不足恃而才足恃然，故學者勸矣。
37

 

在此，俞樾雖然仍以孔子之說來調和孟、荀的不同，說明二者並無所

謂是非的問題；且孟、荀二人都認為人人皆可以成聖，惟途徑有所差

異而已；但站在後天學習及禮教的約束及教化的立場上而言，俞樾認

為荀子的表述似乎更能貼近情理，因此清楚地表示自己所遵循的是荀

子而非孟子，以此強調後天才學培養的重要性。俞樾的這番論述，事

實上只是融合了前述的調和意見為前提，並沒有太大的創見，但能以

此理論基礎而表達自己尊荀抑孟的立場，在清人評價荀子價值的轉向

中，可說是相當鮮明的。  

 

從上述清人對荀子心性論的評述來看，確實與宋明時期有明顯的

不同，但與此同時，亦有堅守孟子立場，延續宋人思路而批評荀子心

性論者，如王曇（ 1672-1679）言：  

 

夫惡非性之過也，不明其故，天下從此壞矣。……其不屏淫聲

揮艷色者，則情之所溺，而性所不注也。……情有溺，氣有戾，

皆違性以為用，聖人緣飾，匪以治性而以治情也。……天下將

亂，其言妖哇，去善從惡，訓其殘賊，六國不數年，其卒為

秦併，持之有故，言之成理，足以欺惑愚眾者，其荀卿之自

                                                 
36 俞樾：〈性說‧上〉，《賓萌集‧說篇二》，請參氏著：《春在堂全書》，（台北：

中國文獻出版社， 1968 年），第 3 冊，頁 2152。  
37 俞樾：〈性說‧下〉，《賓萌集‧說篇二》，參見氏著：《春在堂全書》，第 3 冊，
頁 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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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38

 

汪縉（ 1725-1792）言：  

 

荀、揚能以仁義禮智易其耳目口鼻，獨惜其以爭奪殘賊為性，

以倥侗顓蒙為性，是內耳目口鼻也，是外仁義禮智也，以外

易內，夫豈其質？其去孟子亦遠矣。……孟子所謂性善，善其

仁義禮智也；後之所謂性善，善其知覺運動也。孟子直致其

知，直致其仁義禮智也；後之直致其知，直致其知覺運動也。

將得為聖學乎？將不得為聖學乎？且聖學者，通乎上下者

也，荀、揚以其耳目口鼻之欲為性，以耳目口鼻之精為知，

名之曰惡者，誠見夫惡之根在是焉，積學以奪其性，則錮蔽

解矣，神明出矣，然其說通乎下不通乎上。
39

 

余廷燦（ 1735-1798）言：  

 

荀氏性惡之說，吾無以定之，萬一其然，亦指示斯人返於惡

之故道也，非荀氏所敢言、所忍言也。昌黎韓子欲削荀氏之

不合者，附於聖人之籍，若〈性惡〉篇例以孔子不言之教，

剷燒之可也。
40

 

張履（ 1792-1851）言：  

 

性果無惡乎？曰：物有氣質即性，人之性則從其心之本體而

名之，氣質之末非性也；物有善惡皆性，人之性則從其善而

名之，而惡非性也，此人性之所以貴於物。荀子曰：「性惡」，

則人無人性也。
41

                                                 
38 王曇：〈子順辯性〉，收於沈粹芬等輯：《清文匯‧乙集》，卷 54，頁 2174-2175。 
39 汪縉：〈準孟‧八〉，引自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南畇學案》（台北：燕

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76 年），第 2 冊，卷 42，頁 752-753。  
40 余廷燦：〈書荀子後〉，《存吾文稿》（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1456 冊，集
部別集類），頁 45。  
41 張履：〈性說‧上〉，收於沈粹芬等輯：《清文匯‧乙集》，卷 64，頁 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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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澧（ 1809-1822）言：  

 

荀、楊、韓各自立說，以異於孟子，而荀子之說最不可通。

其言曰：「人之欲為善者，為性惡也。」黃百家駁之云：「如

果性惡，安有欲為善之心乎？」荀子又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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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東原云：「此於性善之說，不惟不相悖，而且若相發明。」澧

謂塗之人可以為禹，即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但改堯、

舜為禹耳，如此則何必自立一說乎？
42

 

王棻（ 1828-1899）言：  

 

蓋荀卿之學，以禮為宗，禮以防性，而其原實出於性，荀子

欲人重禮，而以性為惡，可謂蔽於禮而不知性矣。……世有任

性妄為而不知向學者，又荀子之罪人矣。
43

 

以上這幾家說法，其中王曇、張履大抵是依據宋代理學思想中「天理

之性」為人性、「性善情惡」等理論基礎對荀子進行批判，不僅未能

脫離宋人的觀點，而且對於荀子之意亦沒有深入的理解，因此，這樣

的批評在清代議荀的爭論中實難以撼動多數對荀子正面評價的意

見；再看陳澧及余廷燦、王棻對荀子的批評，仍然只停留在擷取荀子

論述中的隻字片語作評論，而余氏甚至認為〈性惡〉篇宜「剷燒之」，

其批評似乎更甚於宋、明儒者；至於汪縉的評述，則認為唯有孟子「直

致其知」、「直致其仁義禮智」才是「通乎上下」的「聖學」，而荀子

則以「耳目口鼻之欲」為性，即使強調「積學」的方式來「奪其性」，

但已是淪於以「知覺運動」之善為性善，依此，認為荀子的主張是「通

乎下不通乎上」、「內耳目口鼻」而「外仁義禮智」，顯然是不及於孟

                                                 
42 陳澧：〈孟子〉，《東塾讀書記》（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74），卷 3，頁 28。 
43 王棻：〈讀荀子〉，《柔橋文鈔》（上海：國光書局， 1914 年，中央研究院歷史

語言研究所傅斯年圖書館藏），卷 10，頁 1a-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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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汪氏此說仍不脫傳統之論，亦即將孟、荀的差異視為是上、下

或內、外的問題，那麼將仍舊是陷於理學「天理之性」與「氣質之性」

的思維中，因此，即使能夠贊同荀子重學的主張，但對其心性論的部

分，其態度勢必是有所保留的。  

 

二、 非思孟學派的說解  

荀子飽受宋、明學者抨擊的原因，除了前述的心性論之外，另一

個相關的因素是在於〈非十二子〉中對於子思（約前 483-約前 402）、

孟子、子張（約前 503-？）、子夏（約前 507-？）、子游（約前 506-？）

的批評，其言曰：  

 

略法先王而不知其統，然而猶材劇志大，聞見雜博。案往舊

造說，謂之五行，甚僻違而無類，幽隱而無說，閉約而無解。

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

和之，世俗之溝瞀儒，嚾嚾然不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

以為仲尼、子游為玆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44

 

又言： 

 

弟佗其冠，衶禫其辭，禹行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

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不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

偷儒憚事，無廉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不用力，是子游氏

之賤儒也。
45

 

這兩則批評的引文，第一則所指責的對象是被納入所「非」的十二子

之列的子思和孟子，主要的罪行在於「略法先王而不知其統」、「案往

舊造說」了「五行」，以此混淆當世學者，蒙蔽了「先君子」的真言；

至於第二則引文，所批評的對象都是孔門弟子，其內容集中於描述這

些儒者行為的醜態，以此對比來凸顯出真正士君子的容貌，所涉及學

                                                 
44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十二子》，卷 3，頁 94-95。按：原作「猶然而材劇志
大」、「世俗之溝猶瞀儒」，今依清人說校改。  
45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十二子》，卷 3，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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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思想的部份較少。由於孟子一向被後世學者推尊為孔子思想的重要

繼承者，在此卻受到荀子激烈苛刻的攻擊，因而受到的關注亦較多。

清人對此所採取的態度，大致可分為三種，一是以為這段嚴厲的批評

是出自於韓非（？-前 233）、李斯（？-前 208）妄加竄入，而非荀子

之意，徹底排除荀子詆毀孟子的可能性；二是反駁了前述的臆測，認

為這段文字確實出自於荀子，並且從學術主張不同的角度出發，將之

視為門派之爭的結果；三是以為荀子所批評的是思、孟的後學者之

弊，並非針對思、孟本身或其學說而發，至於荀子所抨擊的子張、子

夏、子游等言論，亦是就其後學末流所論，以此迴護了荀子因而所遭

受的撻伐。 

 

上述這三種迴護荀子的方式，採取第一種，即以為荀子所批評的

名單中並沒有子思、孟子者，如盧文弨認為： 

 

《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子，此乃并非之，疑出韓

非、李斯所坿益。
46

 

吳汝綸言： 

 

至其〈非十二子〉，或據《韓詩外傳》，無子思、孟子，此又

非荀氏之舊，且其言不足為荀卿病也。
47

 

姚諶（1835-1864）言： 

 

又以〈非十二子〉議之，此誠荀卿之偏，然孔子門人游、夏

之徒，已有各持一端相非議者，要不失為賢人，不足為荀卿

病。且據《韓詩外傳》所引，無子思、孟子二人，則此或出

後人附益，而非其本真也。
48

                                                 
46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十二子》標題下所引，卷 3，頁 89。  
47 吳闓生編，吳汝綸著：〈讀荀子一〉，《桐城吳先生詩文集》，文集 1，頁 234-235。 
48 姚諶：〈擬上荀卿子從祀議〉，收於沈粹芬等輯：《清文匯‧丁集》，卷 11，頁
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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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文弨等人將〈非十二子〉中批評子思、孟子的言論歸咎於韓非、李

斯，如此一來，不僅免除了荀子批孟所受的非議，同時也迴避了〈非

十二子〉中這段抨擊文字的詮解。此一見解並非清人所創，這是沿用

了宋代的王應麟（1223-1296）據《韓詩外傳》的引錄加以對照比較所

提出的觀點，王氏言： 

 

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

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李斯之流

託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
49

 

王氏此段論述，既沒有論證何以判斷《韓詩外傳》所引述的就是《荀

子》之文，更沒有證據說明這段攻擊思、孟的文字是出自韓非、李斯

之手；換言之，王應麟對此的臆測成分居多，諸多疑點仍待進一步追

究及考證。清人梁玉繩（1744-1819）對此便曾提出質疑，言： 

 

《困學紀聞》云：荀子〈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

當以《韓詩》為證。厚齋（按：即王應麟）此言似誤。《韓詩》

未嘗明引荀書，安知非別引傳記？故所舉十子有范雎、田文，

莊周而無它囂、陳仲、史鰌；且荀之非孟顯著于〈性惡〉篇，

獨與孟敵。又《法言‧君子》篇：「荀卿非數家之書，至于子

思、孟軻，詭哉！」是楊雄所見荀書有思、孟，與今本仝。
50

 

梁氏從《韓詩外傳》中所引錄的文字、人名，以及漢代揚雄（前 53-18）

《法言》內容、《荀子》其他篇章等各方面為證，推論《荀子》書中

應本有非思、孟之文，並不是後人竄加；現代學者亦有相關討論，大

都指出《困學紀聞》所言有誤
51；然而，治學講究嚴謹，重視實證的

                                                 
49 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上》，頁 8。  
50 梁玉繩：《瞥記》（台北：文海出版社， 1983 年），卷 5，頁 233-234。  
51 對於〈非十二子〉中子思、孟子是否為附益的問題，現代學者曾有詳細討論，

請參（ 1）黃淑灌：〈荀子非十二子詮論〉，《國文研究所集刊》，第 11 期（ 1967
年），頁 1-57。（ 2）饒彬：〈荀子評子思孟子考辯〉，《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報》，
第 3 期（ 1974 年 6 月），頁 151-155。（ 3）韋政通：《荀子與古代哲學》（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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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學者，包括如精於校勘、考據的盧文弨，竟沒有詳加考究王應麟

這段欠缺證據的臆測之詞，反而輕率地加以引用，若不是治學上的疏

失，就是對於荀子批評思、孟問題以迴避的方式應對的結果。因此，

盧文弨等人沿用王應麟的說法來解釋〈非十二子〉中批評思、孟的策

略，顯然難以成為清人對此問題的共識，且亦有許多反駁的學者，如

朱一新（1846-1894）認為荀子〈性惡〉及〈非十二子〉兩篇「與聖門

異趣」，言： 

 

此二篇後人多方解釋，雖愛荀子，實失其真。古人著書各有

面目，不必盡出於同。乃於其義之難通者，輒以為後人孱入，

武斷可笑。又或以傳經尊荀子，夫荀子之足重，豈徒以傳經

乎？書經秦火，漢儒掇拾於煨燼之餘，使聖人之道復明於後

世，故為難能可貴。荀子在秦火之前，既宗儒術，豈有不傳

經之理？七十子後學者，何一不傳經？……荀子能言禮樂之精

意，其他言亦多近正，固孟子後一人，而偏駁自不能免，「大

醇小疵」是其定評。近人輒欲軒諸孟子之上，謬矣。
52

 

朱氏的這段話雖然仍是站在「大醇小疵」的觀點上來評價荀子，並無

新意，但對於當時所興起的尊荀學風則不以為然，指出學者「雖愛荀

子，實失其真」，對於那些不明其義而妄斷為後人所加者是「武斷可

笑」，在某種程度上，確實頗能點出其缺失。 

 

第二種方式是認為荀子的批評是出自於學術主張相左的結果，如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言： 

 

                                                                                                                                            
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 年），〈第七章  荀子「非十二子」疏解〉，頁 244-297。（ 4）
張西堂：《荀子真偽考》（台北：明文書局，1994 年），頁 89-95。（ 5）龍宇純：《荀

子論集》（台北：台灣學生書局， 1987 年），頁 38-41。（ 6）鄭良樹：〈《荀子‧非

十二子》「子思、孟軻」條非附益辨〉，《故宮學術季刊》，第 14 卷第 3 期（ 1997
年 2 月 1 日至 1997 年 4 月 30 日），頁 65-74。（ 7）鮑國順：〈荀卿非孟述評〉，
參見氏著：《儒學研究論集》（高雄：高雄復文圖書出版社，2002 年），頁 135-161。
這些學者均認為王應麟《困學紀聞》中的說法不可信，亦即〈非十二子〉中，原

本就有「子思、孟子」，並不是韓非、李斯所附益的。  
52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台北：世界書局， 1963 年），卷 4，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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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應麟《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

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為其徒李斯等所增，不知子思、孟子

後來論定為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陸

之相非，不足訝也。
53

 

這段話一方面否定了《困學紀聞》的說法，一方面也指出了荀子確實

因主張的不同而抨擊子思、孟子，正如同「朱、陸之相非」一樣，無

可厚非。因此，若因而對荀子加以撻伐，顯然是沒有必要的。這是《四

庫提要》就當時孟、荀不相伯仲的地位來解釋荀子批評孟子之因，看

似較為合理，然卻只停留在學術思想外圍作解釋。再看王元文言： 

 

夫人讀古人書，當平心以論其非，固不能為之諱，而以一語

之疵，沒其本衷，則亦過矣。……觀其稱十二子，而子思、孟

子與墨翟諸人同非之，是其抑揚誠為任情。而性惡一言，亦

由立異之思，好勝之氣，故為相抵之詞，夫其意所歸，何嘗

有戾也。噫！荀子不能平其心而詆孟子，而宋儒亦不能平其

心而詆荀子，自宋儒以後，左朱右陸，門戶紛紛，又何可勝

道哉！
54

 

王氏同樣將荀子批評孟子一事視為因思想主張的不同而產生的意氣

之爭，亦如同宋人詆毀荀子、以及朱、陸之爭相同。事實上，這樣的

說法主要目的仍是在緩和荀子因此所遭到的非議，至於進一步追究荀

子所批評的內容及其意涵，並非其關注的焦點。 

 

第三種態度則將荀子所批評的對象轉移為思、孟之「後學」，間

接否認了荀子對思、孟的攻擊，如李慈銘（1829-1894）認為： 

 

荀子生衰周，力尊仲尼，與孟子之識學無稍差，而其〈非十

                                                 
53 永瑢等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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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王元文：〈荀子論〉，《北溪文集》，收於沈粹芬等輯：《清文匯‧乙集》，卷 48，
頁 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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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篇乃兼及子思、孟子，遂大為宋、明儒者口實。後之

善荀子者，謂其門人竄入之言，非荀子意，以是為荀子辨。

予謂孟子之學，一傳以後無聞者，即弟子中惟樂正子稍能自

見，餘亦無有單詞片語闡發先王之學者，荀子殆因其徒之不

善而歸咎其師。其云略法先王而不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

聞見雜博云云者，萬章、公孫丑之徒皆不免此。荀子固確有

所見，而以為是子思、孟軻之罪，其於十子皆曰是某某，而

此獨曰某某之罪，則詞固有所輕重矣。其下云子張氏、子夏

氏、子游氏之賤儒，皆非無所指而言者也。戰國士習多僻，

諸賢之門人守道不篤，流為偽儒，固必然之理，無足怪者。
55

 

吳汝綸亦言： 

 

夫學者之傳源遠則末益分，故孔子之後儒分為八，當孫卿之

世，吾意子思、孟子之儒必有索性道之解不得，遂流為微妙

不測之論者，故以僻違閉約非之，又其時鄒衍之徒皆自託儒

家，故《史記》以附孟子、卿與共處稷下，所謂聞見博雜，

案往舊造說五行者，謂是類也。
56

 

江瑔（？-？）言： 

 

荀子之於思、孟、游、夏為同道之儒。……荀子所非者，為學

思、孟、游、夏之人。……荀子所非者，子張氏、子夏氏、子

游氏耳，非子張、子游、子夏也。所謂子者，指其一人之身；

所謂氏者，指其一家之學，未可混而一之也。……然荀子〈非

十二子〉篇於詆斥十子之後，繼以子思、孟子，皆直稱其名，

而不呼曰子思氏、孟軻氏，則又何說之辭？曰：是亦非思、

孟也。……細味其言，亦皆指世俗之學思、孟者言之。即與《韓

非子‧顯學》篇所謂子思之儒、孟氏之儒同。……荀子痛末學

                                                 
55 李慈銘：《越縵堂讀書記》（上海：上海書店， 2000 年），子部儒家類〈荀子楊

倞註〉條，頁 615-616。  
56 吳闓生編，吳汝綸著：〈讀荀子一〉，《桐城吳先生詩文集》，文集 1，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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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弊，而追溯其倡之者之罪，正所以匡正古人之過失，以激

發世俗之深省，其為意甚深遠。……竊謂荀子之意，祇非十子，

而於思、孟，廑偶然及之，與下文復及於子張氏、子游氏、

子夏氏之意同。
57

 

郝懿行亦言： 

 

此三儒者（案：即子游、子夏、子張），徒似子游、子夏、子

張之貌而不似其真，正前篇所謂陋儒、腐儒者，故統謂之賤

儒。言在三子之門為可賤，非賤三子也。
58

 

上面這幾段引文，均強調荀子對思、孟乃至子游等人的批判，是針對

其後學末流而言，換言之，將思、孟等人本身與後學者之間作了區隔，

迴避了荀子有詆斥這些傳統以來被視為孔門聖學繼承者的責任，這樣

的看法基本上是同意〈非十二子〉篇的這段文字確實為荀子之意，立

場與第一種見解也就是全面排除荀子有非難思、孟的情形完全相反，

但實際的目的卻相當一致：即消極地劃清了荀子與詆毀思、孟的關

係。再者，以「儒分為八」、「痛末學之弊」做為荀子非議思、孟學派

的理由，只能觸及外緣背景的解釋，實有浮泛之嫌。由此，亦不難看

出清人對荀子批評思、孟問題的迴避態度，即使荀子地位在清代已明

顯提高，甚至傳統儒學中孟學獨尊地位或許亦有些動搖，但在清儒主

觀意識中，「批評孟子」終究是不被容許的。在這個牢不可破的主觀

意識之下，一方面無意侵犯孟子在儒學中的神聖地位，一方面又必須

就〈非十二子〉中這段攻擊思、孟的文字作出回應，化解宋、明以來

儒者對荀子的撻伐，因此，迴避荀子為何批評孟子以及批評內容的意

義等問題，成為多數清代學者的選擇；至於第二種說法，將荀子批評

思、孟視為是學術主張不同的爭端，事實上是較有說服力的辯護，但

卻未能更進一步細究荀子非思、孟的思想主張，也欠缺更周延的推論

其意義，甚或如王元文認為荀子只是純粹的意氣之辯，不僅無助於問

                                                 
57 江瑔：《讀子卮言》（台北：泰順書局， 1971 年），卷 1，頁 60-69。  
58 王先謙：《荀子集解》，卷 3，〈非十二子〉標題下所引，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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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釐清，而且恐怕亦小覷了荀子。 

 

章學誠曾就荀子非議孟子的問題提出看法，言： 

 

術同而趣異者，……荀卿非孟子之說，……宗旨不殊，而所主

互異者也。
59

 

雖然章氏對此只有短短數言，然卻能啟發荀子非孟的重要關鍵問題，

亦即所謂「術同而趣異」。如前所述，在荀子的非議中，孟子最大的

「罪行」有二：一是「略法先王而不知其統」；一是「案往舊造說，

謂之五行」。前者涉及「法先王」、「法後王」的問題，將於後文中詳

述；至於後者文中的「五行」，歷來學者聚訟紛紜，直至現代學者由

1973 年出土的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及 1993 年發現的湖北荊門郭店村

竹簡中，推論出思、孟的「五行」，指的是「仁、義、禮、智、聖」

五種德行
60，此說已獲得多數學者的認同，如此一來，則顯然荀子所

批評的重點便不在於「五行」（即仁、義、禮、智、聖）本身，因為

這五種德行在《荀子》書中亦時有所見，同時也是儒家所樂道的條目；

那麼，荀子所針對的應該是子思、孟子在道德根源、實踐進路的立場

上而批評的。荀子在道德良知的實踐過程中重視現實經驗的認知以及

變應的原則，相較於孟子強調道德良知修養與實踐的自足自立性以及

由此而能與天合一的理想
61，呈顯出的立場自然是不同的。然而，檢

                                                 
59 章學誠著，葉瑛校注：〈說林〉，《文史通義校注》，卷 4，〈內篇四〉，頁 347。  
60 在帛書〈五行篇〉出土之前，大多數學者都認為「五行」應指「仁義禮智信」，

此說可追溯至楊倞注解〈非十二子〉篇；此外，亦有少數學者認為「五行」是「金

木水火土」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相關討論可參見黃俊傑：〈荀子非孟的

思想史背景—論「思孟五行說」的思想內涵〉，《台大歷史學報》，第 15 期（ 1990
年 12 月），頁 21-38。楊儒賓：〈德之行與德之氣—帛書《五行篇》、《德聖篇》論

道德、心性與形體的關聯〉，收於鍾彩鈞主編：《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論文

集》（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992 年），總頁 417-448，尤其總頁
417-421。至於「五行」推論為「仁義禮智聖」之詳細資料及論證，可參考龐樸：

〈馬王堆帛書解開了思孟五行說古謎〉及〈思孟五行新考〉，二文均收於氏著：《帛

書五行篇研究》（濟南：齊魯書社， 1980 年），頁 1-22，頁 71-88；龐樸：〈竹帛
《五行》篇與思孟五行說〉，《哲學與文化》，第 26 卷第 5 期（ 1999 年 5 月），頁
469-473。  
61 黃俊傑從「心」、「道」的角度，對照孟、荀思想的差異，認為荀子所謂「案

往舊造說」的「往舊」應是指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的「聯繫性宇宙觀」而言，這

正是孟子所說的天人合一的型態。參見黃俊傑：〈荀子非孟的思想史背景—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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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清人對於荀子非孟的問題所採取的迴避態度，不但難以真正釐清荀

子這段批評文字的意涵，更遑論清理孟、荀在哲學立場上的不同了。 

 

三、 法先王、後王的詮說  

《荀子》書中有關「法後王」的主張，同樣成為後世學者攻訐的

一部分。從字面上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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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強調堯、舜等先王在施政的價值，建立後世

君王的效法典範；而荀子則言「百王之道，後王是也」
63、「欲觀聖王

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64、「道不過三代，法不貳後王」

65，宣揚「後王」的概念，倡言「法後王」的理想。後世學者因而將

法先王與法後王視為孟子與荀子思想分野的另一個重要關鍵，抨擊荀

子的法後王之說是毀棄周、孔之道，危亂天下的禍源，並將之與法家

的「焚書坑儒」等惡行連結起來加以貶斥。對此，在清代學者將荀子

納入孔門的考量下，對於荀子法後王的論述提出了許多詮說，主要的

目的，大多在調和孟、荀的歧異，重申荀子的主張仍屬儒家的一環。 

 

雖然荀子屢言「法後王」，但卻沒有直接點明究竟誰才是所謂的

「後王」，因此，清人便將荀子的「後王」詮解為周代的聖王，如此

一來，其意義與孟子的「法先王」便沒有太大的差異了，如王先謙《荀

子集解》在〈非相〉篇中引劉台拱、王念孫之言： 

 

劉台拱曰：「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王念孫曰：「『後

                                                                                                                                            
孟五行說」的思想內涵〉，頁 21-38。楊儒賓則認為子思、孟子以「仁義禮智聖」

這五種德性取代了傳統所說的金、木、水、火、土五行，所以才引起了「案往舊

造說」的譏評，參見楊儒賓：〈德之行與德之氣—帛書《五行篇》、《德聖篇》論

道德、心性與形體的關聯〉，收於鍾彩鈞主編：《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論文

集》，總頁 417-448。另蔣年豐〈從思孟後學與荀子對「內聖外王」的詮釋論形

氣的角色與意涵〉一文中指出荀子與思孟後學對於「形氣」的認知有極大的不同，

亦可做為佐證。參見氏著：《文本與實踐（一）—儒家思想的當代詮釋》（台北：

桂冠圖書公司， 2000 年），頁 151-175。  
62 朱熹：《孟子集注‧離婁章句上》，《四書章句集注》，卷 7，頁 275，276，277。 
63 王先謙：《荀子集解‧不苟》，卷 2，頁 48。  
64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相》，卷 3，頁 80。  
65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卷 5，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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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字，本篇一見，〈不苟〉篇一見，〈儒效〉篇二見，〈王

制〉篇一見，〈正名〉篇三見，〈成相〉篇一見，皆指文、武

而言，楊注皆誤。」
66

 

黃式三言： 

 

（荀子）主于法周王以駁列、莊之高談皇古。
67

 

吳汝綸言： 

 

卿又言法後王，與其平日小五霸、師聖王之意不合。然謂「五

帝之外無傳人」、「五帝之中無傳政」，則亦病騶衍之徒，遠推

上古窈冥怪迂而為是說耳，所謂後王，即三代之聖王也，豈

嘗繆於聖人哉！
68

 

錢大昕言： 

 

孟、荀生于衰周之季，閔戰國之暴，欲以王道救之，孟言先

王與荀所言後王，皆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義不異也。……方

是時老、莊之言盛行，皆妄託于三皇，故特稱後王，以鍼砭

荒唐謬悠之談，非謂三代不足法也。
69

 

上述引文，均將「後王」解為周王或三代之聖王，考據學家劉台拱、

王念孫更明確地指出「後王」即指周文王、武王，這樣的解釋使荀子

的「後王」符合了孔子「從周」
70的概念，表明荀子在儒家思想上的

繼承；再者，黃式三、吳汝綸、錢大昕等人更進一步說明荀子之所以

                                                 
66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相》，卷 3，頁 80。  
67 黃式三：〈列國〉，《周季編略》，卷 9，頁 196。  
68 吳闓生編，吳汝綸著：〈讀荀子一〉，《桐城吳先生詩文集》，文集 1，頁 235-236。 
69 錢大昕：〈法後王〉，《十駕齋養新錄》（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8 年），卷

18，頁 427-428。  
70 朱熹：《論語集注‧八佾第三》：「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四書章句集注》，卷 2，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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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稱揚「後王」，目的在於批判當時騶衍、老、莊等謬論，換言之，

荀子亦篤守「辟異端」的傳統，與孟子「辟楊墨」
71的精神並無二致，

依此，荀子的法後王之論在這些清儒的認知裡，不但沒有違反傳統的

儒家本旨，而且仍是在延續著孔、孟之道。從王念孫、錢大昕等人對

此的詮說中，不難發現他們亟欲調和孟、荀的差異，有強烈平反荀子

受批評的意圖，在這個意圖之下，法後王的詮說是否能夠盡符荀子的

原意，恐怕是令人質疑的。 

 

相較於王氏、錢氏直指「後王」為周代聖王的說法，俞樾的解釋

似乎較為通達，他說： 

 

然則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為後王可也，若漢人則必以漢

高祖為後王，唐人則必以唐太祖、太宗為後王，設於漢、唐

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謂「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豈

其必以文、武為後王乎？
72

 

愚嘗謂孟子之書言法先王，荀子之書言法後王，二者不可偏

廢。法先王者，法其意；法後王者，法其法。孟子曰：「先王

有不忍人之心，斯有不忍人之政。」此法其意也；荀子曰：「欲

觀聖王之跡，則以其燦然者矣，後王是也。」此法其法也。……

馬貴與著《文獻通考》其自序即引荀子語以發端，然則士生

今日，不能博觀當世之務，而徒執往古之成說，洵如《呂氏

春秋》所譏：「病變而藥不變」矣。……皇朝今世之文，賀氏、

饒氏相繼編纂，而今又有葛氏之書並行於世，凡經國體野之

規，治軍理財之道，柔遠能邇之策，化民成俗之方，引而申

之，觸類而長之，不可勝用，於學術治術所裨匪淺，而我國

                                                 
71 朱熹：《孟子集注‧滕文公章句下》：「聖王不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

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不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

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不息，孔子之道不著，是邪說

誣民，充塞仁義也。仁義充塞，則率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

距楊、墨，放淫辭，邪說者不得作。」《四書章句集注》，卷 6，頁 272。  
72 俞樾：〈荀子平議〉，《諸子平議》（台北：世界書局， 1991 年五版），卷 12，
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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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閎規茂矩，亦略具於斯。荀子所謂燦然者，不於此可見乎！

73

 

即使俞樾仍以為荀子的「後王」指的是周文王、武王，但將「後王」

的定義進一步解釋為應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毋須侷限於周代王朝的

說法，則是賦予了「後王」較深刻的意義。因此，在俞氏看來，荀子

的法後王強調的是效法「後王之法」，要求的是能夠通權達變的具體

法則，實有裨益於國家社會的發展，與孟子的「法先王」乃「法其意」

二者是不同層面的主張，同時，從俞氏引《呂氏春秋》之言譏諷「不

能博觀當世之務，而徒執往古之成說」的話來看，顯然對於荀子的後

王說是較推崇的。如果依照前文有關荀子法後王的討論來看，「後王」

代表的是荀子心目中一個理想治國者的概念，這個概念結合了歷史經

驗的累積與現實情境應變得宜的理想，也就是說，「法後王」的概念

事實上即已將先王之道亦納入其中了（參見第參章）。但俞樾將「法

後王」解釋為「法後王之法」，以此與孟子「法先王」的「法先王之

意」區別，反而侷限了「法後王」的內涵，輕忽了荀子亦重視古代聖

王所澱積、薈粹的智慧及經驗。然而，即使俞氏的詮說不盡完備，但

與上文其他儒者相較之下，俞氏對於荀子思想的理解仍是較為深刻

的。 

 

四、 因李斯罪荀的辯說  

儘管清代多數的學者都將荀子視為孔門之人，是與孟子並稱的儒

家大師，試圖調和孟、荀在心性論上的歧見，迴護荀子在非思、孟的

問題上所遭致的非議，然而，荀子受宋明學者詬病的原因，還由於其

弟子：韓非和李斯。在傳統儒者的認知裡，韓非是秦王暴政的理論建

立者，而李斯則是秦王暴政的政治實踐者，二者均是法家的主要代表

人物，因此，有不少學者將暴秦歸咎於李斯、韓非，而提起李斯、韓

非亦不免責難荀子。宋代蘇軾（1037-1101）所評：「其父殺人報仇，

其子必且行劫」
74可說是最具代表性的意見，他將李斯的行為與荀子

                                                 
73 俞樾：〈皇朝經世文續集序〉，《春在堂雜文‧四編七》，參見氏著：《春在堂全

書》，第 4 冊，頁 2610。按：「燦然」，《荀子》原文作「粲然」。  
74 蘇軾：〈荀卿論〉：「昔者常怪李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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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上等號，無疑是把荀子摒除於聖門之外。至清代，呼應蘇軾觀點者

亦不乏其人，如秦篤輝（？-？）言： 

 

荀子：「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猶舍己之

君而事人之君。」按況之言如此，李斯師心蔑古，誠哉！其

師有以致之矣。
75

 

方濬頤（1815-1889）言： 

 

卿以堯、舜為偽，以子思、孟子為亂天下而教斯，若此果孰

偽耶？果孰亂天下耶？吾甚惜夫如卿之才學，乃畔聖侮賢，

自屏於名教之外。
76

 

洪亮吉（1746-1809）言： 

 

荀卿雖彼善于此，然言性惡，而以堯、舜為偽，且又訾毀子

思、孟子，其心數已概可見。夫心術者，學術之源也，心術

不正而欲其學術之正，不可得也；學術不正而欲其徒之必無

背其師，不可得也。然則使荀卿而果入秦，能保李斯之必能

相容乎？曰：必不能，非僅必不能而已也，亦必以所以待韓

非者待其師，不至于死而不止。……吾故曰：心術不正，則學

術不正；學術不正，則師弟亦不能相保，勢使然也。
77

 

                                                                                                                                            
於其師之道，不啻若寇仇。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李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荀卿，

而不足怪也。荀卿者，喜為異說而不讓，敢為高論而不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

小人之所喜也。……意其為人必也剛愎不遜，而自許太過。彼李斯者，又特甚

耳。……彼見其師歷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不知

荀卿特以快一時之論，而荀卿亦不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殺人報仇，其子必且

行劫。」參見：《蘇軾全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年），卷 4，
頁 713-714。  
75 秦篤輝：〈文藝篇‧上〉，《平書》（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4 年），卷 7，
頁 152。  
76 方濬頤：〈讀荀子〉，《二知軒文鈔》，參見氏著：《二知軒文存》（台北：文海

出版社， 1970 年），卷 13，頁 804。  
77 洪亮吉：〈春秋時仲尼弟子皆忠于魯國并善守師法論〉，《更生齋集》（台北：

台灣中華書局， 1970 年），甲集卷 2，頁 11a-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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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引文均將李斯的過錯歸因於荀子的教導，而荀子也因此背上了

「畔聖侮賢」的罪名。其中洪亮吉除批評荀子的學術外，甚至因此而

質疑其人品，並推測李斯在其教導之下，亦有弒師的可能性。對於這

樣的訾議，許多擁護荀子學術者都提出了反駁，如謝墉言： 

 

觀於〈議兵〉篇對李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

責李斯以不探其本而索其末，切中暴秦之弊。乃蘇氏譏之，

至以為「其父殺人，其子必且行劫」，然則陳相之從許行，亦

陳良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不為

游說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

旨勸其擇賢而立長，若早見及於李園棘門之禍，而為「厲人

憐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異於朱英策士之所為。故不見用

於春申，而以蘭陵令終，則其人品之高，豈在孟子之下？
78

 

章梫（？-？）言： 

 

韓非、李斯皆荀子之徒，而其末流也為法家。劉向曰：「法出

於理官，及刻者為之，專任刑法而致於殘害。」要之，不善

學禮之所致也，烏足以歸罪荀。
79

 

馬其昶（1855-1930）言： 

 

余謂非（案：韓非）述卿言，蓋失其恉趣。卿之言曰：「君子

度己以繩，故卒為天下法。」則接人用枻，故能寬容，因求

以成天下之大事，與非之幾親近渥周澤者不類。要之，非與

李斯皆學於卿，皆背棄師說。
80

 

謝墉以〈議兵〉篇荀子由仁義為根本的主張責備李斯之言，駁斥蘇軾

                                                 
78 謝墉：〈荀子箋釋序〉，參見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上》，頁 13。  
79 章梫：〈校荀子跋〉，《一山文存》（台北：文海出版社，1973 年），卷 6，頁 300。 
80 馬其昶：〈讀韓非子〉，《抱潤軒文集‧卷二》（收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1575
冊，集部別集類），卷 2，頁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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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李斯之過而詬病荀子的作法，反批蘇軾之言乃是「欲加之罪」；同

時，亦論證荀子人品並不亞於孟子，極力為荀子辯護。至於章梫及馬

其昶，則認為韓非、李斯是「背棄師說」，並不能歸咎於荀子的教導，

換言之，李斯助秦為暴的罪行，無須由荀子來負責。當然，對於謝墉

等人的辯說，亦有持反對意見者，如史念祖（1843-1910）言： 

 

乾隆中，嘉善謝氏序刻《荀子》，以陳相、許行為言，詆東坡

「其父報仇，其子行劫」之說，不知相之於良，反之也；斯

之於荀，因之也。……苟因之，則矢人之徒因而敷毒而造礮，

函人之徒因而為痬醫，其功罪能忘所自乎！……今荀子動言前

王不足法，甚且謂略法先王而足亂世術，彼後王者，天下之

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辟之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然則秦

之稱皇帝、改諡法、分郡縣、任法律，以至焚書坑儒，非斯

過，信其師先有藐古之心，而後敢視先法遺型為芻狗，而自

詡為開一王之創局哉！
81

 

對於蘇軾所言「其父殺人報仇，其子且必行劫」的意見，史念祖顯然

是十分支持的，因此反對謝墉以儒者陳良之徒陳相棄師以從許行之事

為荀子辯護的說法，以為陳相是違背了其師陳良的教誨，而李斯則是

因襲荀子的主張，二者不能相提並論，是故，李斯之過，荀子自然必

須全部承擔。事實上，就這些因李斯而批評荀子、或者為荀子辯說的

內容來看，不難發現幾乎未能細究李斯、韓非二人與荀子在思想上的

差異，即使謝墉略提及〈議兵〉篇中荀子責備李斯不能以仁義為本，

但是全盤解釋二者不同乃至擴大為釐清荀子與法家關係的論述，卻是

付之闕如，因此，這些辯護的成效便十分有限。對於史念祖批評荀子

有「藐古之心」，更凸顯出對荀子思想的誤解，僅擷取《荀子》書中

隻字片語便妄加論斷，實無助於思想上的理解。 

 

另一種為荀子辯護的方式，則是為李斯脫罪，以免除荀子授業李

斯的責任追究，如姚鼐（1731-1815）言： 

                                                 
81 史念祖：〈讀荀子〉，《俞俞齋文稿》（台北：文海出版社，1983 年），頁 22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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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子瞻謂李斯以荀卿之學亂天下，是不然。秦之亂天下之法，

無待于李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始皇之時，一用商鞅

成法而已。……斯非行其學也，趨時而已。……荀卿述先王而

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李斯

之害天下罪及于卿，不亦遠乎。行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

舍其學而害秦者，李斯也。
82

 

祁駿佳（？-？）言： 

 

世傳焚書起於李斯，而因歸咎在荀卿，不知韓非已先有是說

矣。……予又考焚書之禍，又非特種於韓非之說也，……夫鞅

（按：商鞅）之說，豈非燔詩書棄禮樂之祖哉！然則斯祖非，

而非又祖鞅，其所由來漸矣。
83

 

姚鼐與祁駿佳均認為危亂天下的肇始者並不是李斯或韓非，而是與其

同屬於法家的商鞅（約前 390-前 338），如此便間接迴避了蘇軾等人

追究荀子的問題。這種為荀子辯護的策略，同樣無助於荀子思想的闡

發。事實上，無論李斯、韓非是否真的是導致暴秦的推手，在傳統儒

者的眼中，他們的學術主張向來被視為是盛世君王「不足取」的法家，

是不爭的事實，那麼，姚、祁二人這番迂迴的論辯，是無法解決荀子

與法家於思想根本上存在的巨大差異的問題。 

 

清人對於荀子的弟子李斯相秦，廢置先王典章等問題的討論中，

俞樾的見解是最值得注意的，其言曰： 

 

李斯相秦，用荀卿之說，廢先王之制而壹用秦法。後之論者

因以為李斯罪而并罪荀卿子，烏乎！此不知變者之說也。夫

周秦之際，天固將大有變易以開萬氏之治，當其時，學士大

                                                 
82 姚鼐：〈李斯論〉，《惜抱軒全集‧文一》（台北：台灣中華書局， 1966 年），頁

4b-5b。  
83 祁駿佳：《遯翁隨筆》（台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4 年），卷上，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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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皆見及之，豈獨荀卿與其徒一、二人之斯言哉！吾讀呂不

韋之書有曰：……治國無法則亂，守法而弗變則悖……因時變

法者，賢主也，呂氏之書所采皆當時士大夫之說，然則因時

變法固當日之通論矣，秦雖不用李斯，而呂氏之徒固在也，

以其說施於天下則亦李斯也，豈必荀卿子哉！
84

 

《呂氏春秋‧察今》篇曰：「上胡不法先王之治，非不賢也，

為其不可得而法。」又曰：「世易時移，變法宜矣。譬之若良

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不變，鄉之壽民，今為殤

子矣。」蓋當時之論，固多如此，其後李斯相秦，廢先王之

法，一用秦制，後人遂以為荀卿罪，不知此固時為之也。後

人不達此義，於數千年後，欲胥先王之道而復之，而卒不可

復，吾恐其適為秦人笑矣。
85

 

俞樾延續了詮解荀子「法後王」中達權知變的看法，一方面肯定其主

張的合理性，另一方面引述《呂氏春秋》之言以證明這種變通的思想

是因應時勢的潮流，也就是說，「因時變法」的理論並無不妥，和執

行者的施行方式與結果並沒有直接的聯繫，因此，不能因秦始皇的暴

政及李斯的作法而詬病於荀子。俞氏的論述不僅肯定了荀子思想，同

時又將其思想與李斯、暴秦作了一定的區隔，在清人眾多擁護荀子，

因李斯而罪荀的辯護中，可說是對荀子思想的理解較為深入的。 

 

第三節  清人評論荀學的意義與侷限 

清代考據學興起後，雖然多數的清人並沒有徹底改變理學家駁斥

諸子百家的傳統觀念而提倡子學，但由於「以子證經」的需求，子書

成為清人治學的重要學術資源，在肯定學術多元及互補作用下，荀學

基本上擺脫了理學時代的「異端」批評，《荀子》書獲得了完備的整

理，並且得到了重新被檢視、評價的契機。更進一步來看，清人在尊

經及六經傳承的譜系研究中，稱道荀子在經學傳授的貢獻，因此，荀

                                                 
84 俞樾：〈秦始皇帝論‧中〉，《賓萌集‧論篇一》，參見氏著：《春在堂全書》，

第 3 冊，頁 2142。  
85 俞樾：〈荀子平議〉，《諸子平議》，卷 12，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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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不僅擺脫了「異端」之名，重回儒家殿堂，更一躍成為儒家的經學

大師；而荀子的禮學則在清代崇禮思潮蔚起的帶動下，獲得前所未有

的推崇，這是清代荀子地位嬗變的重要特徵，並且具體表現在清人對

荀學的評價中。嚴可均（1762-1843）作〈荀子當從祀議〉
86，以及姚

諶（1835-1864）作〈擬上荀卿子從祀議〉
87，均要求恢復荀子從祀孔

廟的地位，則是將對荀子的推崇化為更實際的表態，淩廷堪對於荀子

罷祀亦深表不以為然，言： 

 

竊惟《太史公書》以孟子、荀子同傳，未嘗有所軒輊於其間，

而孟、荀之稱，由漢迄唐無異辭。若夫罷荀卿從祀，祧七十

子而以孔、孟並舉，此蓋出後儒之意，於古未之前聞也。今

孟子得鳳石及閻氏、周氏實事求是，蒐討靡遺，而《荀卿子》

三十二篇，自二三好古君子為之校正審定外，無過問者，甚

且遭陋者妄加刪改，幾失其真，斯亦儒林之深恥也。
88

 

淩氏對於荀子長期以來不受重視深感不平，指責將孟子視為孔子的唯

一繼承者，只是後儒一己之私意，因此，其要求「孟、荀並列」的態

度與嚴可均、姚諶是相當一致的。除了要求恢復荀子從祀孔廟之外，

俞樾更提出了將《荀子》書升格為經的主張，在有關改革科舉考試的

建議中，他認為： 

 

第一場試《論語》義二道，《孟子》、《荀子》義各一道。或謂

《荀子‧性惡》篇與《孟子》相背，不可並列為經。然孔子

論性且曰：「性相近也。」初無善惡之說，孟子言性善，荀子

言性惡，各有所見，實則殊途同歸。……孔子曰：「生而知之

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天下

                                                 
86 嚴可均：〈荀子當從祀議〉，《鐵橋漫稿》（台北：世界書局， 1964 年），卷 3，
頁 1a-4a。文中引述謝墉、錢大昕所撰〈荀子箋釋序〉及〈跋〉，並強調荀子的傳
經之功，言：「荀子當從祀，實萬世之公議也。」  
87 姚諶：〈擬上荀卿子從祀議〉，收於沈粹芬等輯《清文匯‧丁集》，卷 11，頁 2977。
文中言：「我朝受命，闡揚正學，於前世說經諸儒，多賜褒錄，列於祀典，獨荀

卿傳道之功，未蒙表章，不稱尊經重儒之意。臣愚以為宜下禮官集議，以荀卿從

祀孔子廟廷，位次七十子下，攽其書天下，與孟子並列於學官。」  
88 淩廷堪：〈孟子時事考徵序〉，《校禮堂文集》，卷 26，頁 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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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中下居多。」然則荀子抑性而申學，正所以為教矣。……

太史公以孟、荀合傳，實為卓見。考《孟子》一書，本亦在

諸子之中，後升為經，今若《荀子》為經，與《孟子》配次

《論語》之後並立學官，鄉、會試首場即用此一聖二賢之書

出題，取士允為千古定論。
89

 

俞氏認為荀子論學能夠切中孔子之旨，而雖言性惡，然實與孟子「殊

途同歸」……等，基於這些理由，因此《荀子》具有足夠的條件升格

為經，並且應和《孟子》並列於學官，與《論語》三書形成科舉考試

的「一聖二賢之書」。俞氏的主張，一方面可看出對《荀子》書的高

度肯定，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對於長期獨占科舉考試內容的《四書》提

出挑戰。
90
這個挑戰所呈顯的，是將荀子納入儒學系統之內，進而就

儒學內部資源重新評估與調整的企圖。於是，對於荀學中的性惡、非

思孟、法後王、弟子李斯等長期受到批評的議題，清人試圖提出不同

的解釋，並反駁了理學時代的各種貶抑，其間雖有高下出入，但大致

上都是站在維護荀學的立場為荀子進行辯說。那麼，是否就能以此論

定荀子在儒家地位已經完全與孟子齊驅？亦即透過清人對荀子的評

述，就能取代了宋、明長久以來以孟子為主體價值的觀念，遞換為「孟

荀並稱」的思維？事實上並不盡然。從清人為荀子辯說的內容而言，

不難發現仍存在著某些侷限。 

 

首先，尊經的觀念主宰了學術思想。諸子書在清代之所以受到重

視，諸子學之所以能夠擺脫「異端」之名，最初並不是在於其學術思

想，而是出於「以子證經」的需要，也就是說，經學仍是學術的主體，

具有不可動搖的地位。如秦篤輝表示： 

 

異端，不可法也。異端之言，亦閒有可取也，由諸子而擇之

                                                 
89 俞樾：〈取士議〉，《賓萌集‧議篇四》，參見氏著：《春在堂全書》，第 3 冊，
頁 2183-2184。  
90 魏永生：〈俞樾「尊荀」析論〉中亦曾言：「科舉考試是封建社會知識分子求

取功名的最重要手段。俞樾的『一聖二賢』主張如能實現，那麼，朱注《四書》

長期壟斷科舉考試內容的局面將會打破，這無疑會在社會上產生不可估量的影

響。」刊於《東方論壇》，第 4 期（ 1988 年 4 月），頁 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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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皆六經鼓吹矣。91

 

章學誠言： 

 

諸子之為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理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

端，而後乃能恣肆其說，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

非六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諸子果能服六藝

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
92

 

張之洞（1837-1909）言： 

 

子有益於經者三：一證佐事實；一證補諸經譌文、佚文；一

兼通古訓、古音韻。
93

 

由上述引文，明顯可看出，清代學者雖然一改宋、明時代貶斥諸子的

蠻橫態度，但其改變的理由，卻是建立在「六經鼓吹」、「道體之一端」、

「益於經」的基礎上，當然，《荀子》書亦不例外；而荀子能夠受到

清儒推崇而回歸儒家之列，最初亦在於「有功於諸經」（汪中語）上。 

 

其次，孟子仍是清儒意識型態中的學術主導者。從清人論荀觀點

的重新闡釋中，這種根深蒂固的意識型態尤其明顯，如對於孟、荀人

性論歧異的調和，為荀子的非思、孟主張提出辯說以緩和荀子因此所

遭受的訾議，強調荀子法後王的主張無異於孟子的法先王……等等，

這些闡釋中除有少數略能觸及荀學思想外，大多數的論述只停留在思

想的外緣作解釋，甚至有些解釋恐有扭曲荀子之意以同於孟子之嫌，

誠如上節所引朱一新所說：「雖愛荀子，實失其真。」同時，檢視這

些論述，亦可發現大都是為了反駁宋、明時代批評荀子而發，真正能

夠有系統的分析荀子學術思想者，反而付之闕如。 

                                                 
91 秦篤輝：〈人事篇‧上〉，《平書》，卷 1，頁 10。  
92 章學誠著，葉瑛校注：〈詩教上〉，《文史通義校注》，卷 1，〈內篇一〉，頁 60。 
93 張之洞：〈讀諸子〉，《輶軒語‧語學第二》，收於《叢書集成續編》，第 62 冊，
頁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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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即使荀學在清代擺脫了「異端」之名，進入儒家學術圈內，

清人亦試圖重估荀學價值，展現重建儒家學統的傾向，但是在尊經、

尊孟意識的侷限下，對於荀子思想體系的理解上無疑是一種無形的阻

礙。因此，若僅以《荀子》書的整理，以及清人論荀觀點的重新闡釋

這兩個層面上來判定清代荀學的面貌，顯然是過於輕率且不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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