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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何物要「學」－－所「學」的對象與典籍 

 

 
前一章已論述荀子思想裡，人何以要「學」、何以能「學」的問題，這是論

「學」先知其所以然；進而可以再問的是：荀子所要學習的內容是什麼呢？可否

具體敘述出來？這就是本章所要論述的議題：何物要「學」。 

  荀子論學的內容不重視抽象的思考，「學」要能與人外在的言語行為達到一

致，這是「學」的具體表現，否則論「學」就失去意義，流於無稽之談。因此，

荀子看一個人所學，從外在的言行表現可以看出，這是荀子論「學」重視言語的

合宜與行為的修養。荀子並論述了言行有所成的人是什麼樣子，以供後來的學習

者可以學習，可以仿效，故所「學」的對象，就是言行方面的人格陶鑄。然而，

荀子也不只是強調個人對先賢的仿效而已，因為個人常常容易懈怠，受到外在事

物的誘惑，如此一來，就非得靠群體之間的力量，彼此互動、學習不可。對荀子

而言，老師與朋友是學習不可或缺的一環，在此我們理解為老師與自己是一種垂

直式、上下之間的互動，朋友與自己則是一種平行式、左右之間的互動，個人在

老師、朋友當中的學習，逐漸地取得合宜的位置，不斷地調整自己所學，一步一

步地成長。因此，荀子所「學」的對象，不僅是個人人格上的學習，也重視個人

在群體之間的人際互動，老師與朋友皆是所學的對象。 

  除了個人的仿效與群體的人際互動，「學」的內容還有典籍。荀子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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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之敬文也，樂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閒者畢

矣。」（〈勸學〉，頁 11-12）荀子認為需要學習的典籍，包括了《禮》、《樂》、《詩》、

《書》、《春秋》，這些典籍可視為知識的學習，此外，還有更深一層的意義可供

探討，就是荀子強調典籍知識的學習，目的是要塑造什麼樣的人呢？首先，《詩》、

《書》的特色是博聞，荀子鼓勵人要成為一位能廣泛、多方學習的人，這從《詩》、

《書》的學習可以獲得。《樂》的學習，可以調和內心，心裡有愉悅哀戚之情，

也可以經由學「樂」而表現人情和悅。《春秋》的特色是一言定褒貶，以及有鮮

明的歷史感、時代感，經由學習《春秋》可以培養人成為一位重視歷史經驗，懂

得鑑古知今、不重蹈以往人們所犯的錯誤，並能在人生的旅途中選擇正確的道

路。《禮》的學習，可以幫助人懂得遵守社會規範，並與社會處於一種相和諧的

地步。這些典籍的學習，相當程度上是展現了荀子論「學」的內容是知識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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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沒有了典籍，那麼人們根本無從學習；再者，這些典籍的特色，都不是專注於

高深的哲理，而是與現實社會息息相關，並期待人們應該成為什麼樣的人。舉凡

知識博聞、人情和悅、歷史褒貶、社會規範，都是所學的內容，目的在於成為一

位全方面的學習者，避免畫地自限的弊病。 

 

 

第一節  所「學」的對象：人格的陶鑄 

 

（一）個人的仿效 

 

 
個人的仿效可從兩方面：言語和行為來談，二者同是外在可見的具體表現。

言語與行為在《荀子》裡，有相關的記載，基本上言行的養成，是與「學」密切

相關，合宜的言行，必須經由後天的努力。以下分別討論所「學」的對象，以及

個人對於言行的仿效。 

 

 
1.言語的合宜：達其辭之「學」 

 

 
  荀子對於言語相當重視，他說：「與人善言，煖於衣帛；傷人之言，深於矛

戟。」1
（〈榮辱〉，頁 53）可知言語一出，好的壞的，都很容易對人造成影響，並

且這種影響是相當大。然而，言之好壞、善惡要如何判斷呢？荀子說：「凡言不

合先王，不順禮義，謂之姦言。」（〈非相〉，頁 83）從另一方面說，合先王、順禮

義之言，就是好的、善的言語了。先王、禮義，這裡指的是屬於教化的意義，荀

子所推崇的言語是必須合乎教化，因為這樣的言語才會對人有所幫助。反之，若

是不合先王，不合禮義的言語，不僅不要學習，甚至強調這對於人們有害，其所

產生的弊病不下於兵馬、矛戟之禍，不可不慎。 

    因此，荀子重視學習合乎好的、善的先王禮義之言，因這是對人們有益，可

達到教化的功能。也因為如此，言語學習後的表現，其實就是人格培養的表現。

                                                 
1 另一處可參考的文句是〈非相〉：「贈人以言，重於金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

人以言，樂於鐘鼓琴瑟」，頁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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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先王禮義之言，除了接受教化的意義，還有自身人格的修養。例如〈勸學〉：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

以為法則。」（頁 12）其中的「端而言」，楊倞說：「讀為喘。喘，微言也」，2這個

意思是說君子的學習，即使是極細小的一言一語，都可以作為別人學習的榜樣。
3這是先由外在的學習，進而得於內心，再表現於外在，以此也可以說明言語對

於人格培養之效。言語雖然必須從外在學習而得，但因為荀子所重視的言語是合

乎先王禮義之言，因此所學的言語與內心之間的互動，是倫理的、具體的意義實

踐，而不是追求虛渺、抽象的理論思索。此可以從所學言語之後，反映在「端而

言」，能夠「一可以為法則」可以得知。 

   荀子對於言的態度，有一段值得注意，是對於言的態度、體會與實踐，進而

推論出君子必辯的主張： 

 

 
   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 

所善，而君子為甚。（〈非相〉，頁 83） 

 

 
王念孫說：「『言』，當為『善』」，這是因為善字「脫其半而為『言』，又涉上下文

『言』字而誤。『志好之，行安之，樂言之』，三『之』字皆指善而言。」4然而，

若按照荀子目前版本作「言」字，也未嘗不可解釋得通。言既與先王禮義相關，

言就被賦予了符合先王禮義的意涵，並不是孤立無義的語詞。後人也必須經由言

的記載流傳，才得以瞭解先王禮義。所以，君子對於言的態度，首先是「志好之」，

先王禮義的言語，經由文字記載而可供後人學習，志好之即內心對先王的語言有

所企慕。「行安之」的意思是實踐「言」之後的心安理得，表示言不僅是可知，

更可以在個人的生命中實踐，言作為可被證實的確據。「樂言之」則是在「志好

之」、「行安之」的基礎上，自然而然願意與別人分享對於先王之言的體會。荀子

說：「君子必辯」，這不是與別人爭論為要務，而是將自己對於言的領受，充充足

足地論述流暢，這是出自內心對言的喜好所帶給他的滿足。這樣的表現，就是言

語的合宜，也就是能成一位通達其辭的學習者。 

  在此，荀子所說的「君子必辯」，與孟子所謂「予豈好辯哉！予不得已也！」

                                                 
2 [清]王先謙撰；沈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北京：中華書局，1988），頁 12。 
3 北京大學哲學系注：《荀子新注》（台北：里仁書局，1983），頁 10。 
4 同註 2，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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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有何不同呢？孟子所處的時代，面對他家的學說，主要有

楊朱、墨翟，因此他說：「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說者

不得作。」（〈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孟子為了發揚先聖的道理，藉由言辯，亦使楊、

墨之說不得行於世，這是孟子好辯由來的思想背景。荀子面對的不再只是楊、墨

二家主要的學派，而是同許多學說並存，由其身受稷下學風的影響，即可見一斑。

再者，荀子不像孟子之辯，孟子之辯乃排斥他家學說，荀子之辯在於訓練學習者

充分掌握言語，能對言語有深切的瞭解與運用。這一轉變，荀子較孟子不同之處，

在於較不將言語視為載道的工具，對於言語賦予較高的價值，在這樣的前提之

下，可以視為荀子所說的「君子好辯」的思想背景。5 

  因此，荀子對於沉默少言的學習者，是頗有微詞的，6他說：「嗛然而終日不

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非十二子〉，頁 105）「嗛然」，就是自得的樣子，儘管

一個人內心自得，卻務於沉默不語，這並不是荀子所欣賞的人物。荀子這樣說的

用意何在，對言的態度應該如何理解？荀子對言的認識，不僅是內得於心而已，

自己也要能言談。陳來說： 

 

 
   真正的儒士要多說不背先王、順合禮義的善言，而且說這樣的話唯恐不 

多，多而無厭。那種知法先王、順禮義，卻不愛說話、不懂得言語是君子 

之文的人，可謂腐儒。腐儒就是不懂得以言語作為自己的外在形式和外在 

表現的儒。
7 

 

 
腐儒的說法，出自〈非相〉引自《易》：「『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頁

84）括是結紮，咎是過錯。這句話的意思是：「那些不說話的人，就像紮起來的

                                                 
5 何以見得荀子較重視語言呢？荀子著〈正名〉，就是一個顯著的例子。然而，孟子以「先聖之

道」闢楊、墨，一定也根據先聖所流傳的言語文字，不能說孟子不重視語言文字。只是，荀子充

分意識到語言表達的問題，在〈正名〉：「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行而志通，則慎率民而一

焉」（頁 414）的前提下，展開其對於語言問題的討論。 
6 荀子對於沉默少言的批評，可聯想孔子對於言的看法。孔子說：「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行。」

（《論語‧里仁》）又說：「古者言之不出，恥躬之不逮也。」（《論語‧里仁》）孔子對於言，是較

抱持謹慎發言的態度，與其善言，不如力行。在此，荀子批評的對象，與孔子所說並無直接的衝

突。若只是沉默少言，故作姿態，不敏捷力行，才是荀子所詬病的人。 
7 陳來：〈“儒＂的自我理解──荀子說儒的意義〉，《北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4
卷第 5 期（2007 年 9 月），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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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沒有什麼過錯，也沒有什麼榮譽。」8無論是腐儒或賤儒，在不喜好言說

這一點上相同，同為荀子所抨擊。此外，陳來將言語視作「文」，是反映君子外

在的表現，這個說法值得注意。就此來說，荀子重視「文」，言語的表現可以視

為「文」的一部分，就孔子、荀子的思想發展來看，荀子更是發揮了「文質彬彬」

中的「文」，9即外在的禮儀合宜，這裡即是「言」的合宜。 

  然而，言可視為「文」，代表荀子亦重視言之術，也就是言說的方法： 

 

 
   談說之術：矜莊之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 

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非 

相〉，頁 86） 

 

 
談說的方法有幾點需注意之處：態度要嚴肅莊重、正直誠懇；對於所說的內容要

能堅持、充滿信心；向他人解釋要井然有條理、善用譬喻使其明白，以和氣的語

調表達，寶貴珍視自己所說所講的，這樣人們就沒有不接受你的言談了。這裡包

括了言談的三個面向：態度的合宜、內容的確信、傳達的技巧。可知言說並不是

隨口拈來、恣意而為，而是要顧及這些要點，這也為我們勾勒出荀子對言語的仿

效必須注意的事項。 

  荀子的「談說之術」，第一個面向是態度的合宜，言說的目的在於使人充分

理解自己的表達，然而，言語的理解是屬於思索方面的意義，這必須花一些時間

去思考、消化個中涵義。而當人與人接觸的時候，有所謂印象，即彼此之間的直

接感受，這就可視為言語傳達的起點。什麼是合宜的感受，又如何讓人能感受得

到呢？因此，荀子提出「矜莊以莅」的姿態，這是一種看重對談雙方的進行，並

尊重與談者的感受。「端誠以處」，即是以誠心誠意的態度面對對方，言談的過程

中不虛假、不欺瞞，如此雙方的談說才能達到真實情感的互動。 

  第二個面向是內容的確信，這是言說者所要表達的主體、血肉所在，並要注

意是否言之有物。言之有物，是建立在言說者對所說要能「寶之珍之，貴之神之」，

也就是對言說內容的確信。也唯有如此，對方才能感受得到言說者的一言一語，

是他本身所確信的，並不是道聽塗說，如此可以增強對方於言說內容的信任。就

                                                 
8 同註 3，頁 70。 
9 《論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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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說者本身而言，言語的表達與內心的認定，乃是一體兩面之事，對內容的確信，

亦是言語表達的前提，否則就容易成了口是心非、市恩狡獪之人了。 

  第三個面向是傳達的技巧，就上一則所引的引文來看，技巧並不是言說的首

要、次要原則，但是，如果有良好的傳達，能更有助於言說的進行。「分別以喻

之」，是強調言說要能井然有序地陳述，使對方聆聽言語時，能明白、清楚掌握

言語的內容，就現今的用語來說，即是有邏輯、有條理地敘述。「譬喻以明之」，

前文提到，言語的表達要讓對方瞭解，必須經過思索與消化，這代表言語的內容

本身，乃有其一定的難度。因此，荀子認為可以利用譬喻的方式，以幫助對方容

易瞭解言語內的涵義。譬喻代表的是用具體的形象思維，以此來說明較抽象的心

智思考，明白較抽象的道理。「欣驩芬薌以送之」，王念孫說：「欣驩芬薌，皆謂

和氣以將之也。」10說明了技巧的傳達，最終乃是要將言說的內容，以和氣的態

度傳達給對方，並希望對方能接受言說的內容。 

  由以上的討論，可知「言」的運用，精神上必須契合先王之道、禮義之則，

荀子說：「凡言不合先王，不順禮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不聽。」（〈非相〉，頁

83）從這個意義上來說，「君子必辯」的根本意義是建立在「合先王」、「順禮義」

的前提下才能成立。再者，「辯」的意義，則可以用「文」這一個概念來說明，

強調「君子必辯」，同時也是重視要能成為一個文質彬彬的人，由「合先王」、「順

禮義」，再到能「辯」，可以視為君子除了“質＂的內涵之外，更是往“文＂的外

在學習，以至於“文＂與“質＂俱備。因此，從「君子必辯」的角度，來看言語

合宜的意義，在這裡就可以找到一個較合理的解釋。此外，荀子更強調了「談說

之術」，則是對君子之“文＂的再一次補足了。 

 

 
 2.行為的修養：美其身之「學」 

 

 
  荀子論「學」的對象，不是要人往內心求，而是要向外學習。這樣的觀點，

和他對人與其他物種的看法相關，他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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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制〉，

頁 164）「氣」、「生」、「知」都不足以反映人與其他物種的差別，唯有「義」的表

現才是人所獨有。對「義」的解釋，荀子接著說：「力不若牛，走不若馬，而牛

                                                 
10 同註 2，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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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不能羣。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行？曰：

義。」（〈王制〉，頁 164）「義」是能「分」、能「羣」的基礎，可以知道「義」的功

用是應用在外在團體的分類妥當，11這也是荀子稱人最為可貴的地方，懂得學習

並應用「義」的概念於社會環境當中。 

因此，「義」並不是人天生就擁有的價值本源，而是必須從後天環境所存在

的禮義規範學習而得。12禮義規範是社會環境、文化氛圍的產物，對荀子來說，

這是不證自明的，誰是第一位開始禮義規範的制定，這並不是荀子所特別關心的

問題。按照荀子的思路，「義」的概念是需要後天的學習，如果忽略了這一點，

那麼人的發展就很容易走入困境，荀子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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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惡〉，頁 434）所以，

順著自己的本性，是很容易走進「辭讓亡」、「忠信亡」、「文理亡」的地步，導致

無法自拔。這是對人自身的道德意識，不是走自滿自足，歸諸本源的進路。而對

「義」概念的認知，即是人們向外學習的結果，既然必須放在社會脈胳之下理解，

那麼人學習「義」，也可以視為是為了在社會中扮演一個合宜的角色，也是為了

使社會更加和諧美好的前提下，人必須學習，以成為一位懂得「義」、實行「義」

的人。因此，可以將「義」視為人在社會關係下的合宜行為。 

  在荀子，行為同言語一樣，都是人格的外在表現。這裡所說的行為，是指經

過後天的學習而具有。荀子說：「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

犢。」（〈勸學〉，頁 13）「美其身」就是學習後的行為，因此，「學」是與人的身體

相關，荀子注重「學」之後身體反映的狀態，其實就代表「學」的內容與人的行

為不能分離，「學」並不是純粹理智的活動。現今學者對荀子論「學」與「身」

的關聯，有這樣的討論： 

 

 
   「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的「身」可以有兩種解法：一是「自身」、「自 

己」之義，一是「身體」之義。依據上下文的文意觀之，「君子之學也， 

                                                 
11 學界對於《荀子》中的「分」有兩種念法：一是讀如「紛」，一是讀如「份」。在此，依文句

的上下文脈胳，以讀如「紛」解較為適合。「人何以能羣？曰：分」，「分」是分類的意思，特別

值得說明的是，荀子認為人之所以能分類，且分類的結果進而可為眾人所接受，不造成混亂，乃

是因為分類的原則在於義，義即是符合社會公義的概念。 
12 荀子強調人之所以為人是懂得「義」，〈王制〉說：「人生不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亂，

亂則離，離則弱，弱則不能勝物，故宮室不可得而居也，不可少頃舍禮義之謂也。」（頁 164-165）

因此，「義」也可以視同「禮義」。例如〈修身〉說：「禮者，所以正身也。」（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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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其身」句，和「古之學者為己」句前後相承，且與「今之學者為 

人」、「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不是為了自身的目的而學的心態相對 

反，因而「身」有「自身」、「自己」之義。「身」亦可解為「身體」之義， 

「美其身」意為「美化身體」。所謂「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 

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為法則。」正是將「君子之學」的學習標 

的指向深入學習者的內心，並表現在身體及其行動的合乎禮法上面，此即 

身體美化的具體描述；與此相反，「小人之學」則未能深入學習者的內心、 

表現在身體及其行動，因而其學不足以「美七尺之軀」。13 

 

 
「身」可以指「自己」，也可以指「身體」。那麼，「自己」與「身體」兩種涵義，

有沒有什麼不同呢？學習為了自己，可以說是學習的原則，故說「君子之學也，

以美其身」；原則具體地表現，可以理解成「身體」的表現，這是「美其身」的

另一層涵義。14前者是強調學習為己，只有先立定學習乃是為己之學，所學才能

真正深入內心；後者是著重學習後能表現在身體的活動，深入內心後的學習，也

能表現一定程度的禮儀文采。由此可以知道，學以美其身，必須先經過內心的深

刻體會，如此所表現的行為才會充滿意義，也才能夠真正達到身體美化的具體展

現。美其身之學，本論文歸納了幾點意涵：一、荀子論「學」與生命相關，雖然

他重視理智，但不以純粹的理性思考為論「學」之要；二、身體在荀子的論述裡，

雖然可能因為順著天之性，而走向混亂，但仍然肯定經由學習可以達到「美其身」

的境界；三、「學」與「身」是一種先後的關係，學有所成即能夠「美其身」，同

時也是一種印證的關係，能「美其身」方才確定所學是否合乎正道。 

  此外，在荀子裡有沒有對「美其身」的描述呢？具體的形象又是什麼？可以

先看幾個對「身」描述的例子： 

 

 
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勸學〉，頁 17） 

君子正身以俟。（〈法行〉，頁 536） 

                                                 
13 伍振勳：〈荀子的「身、禮一體」觀──從「自然的身體」到「禮義的身體」〉，《中國文哲研

究集刊》第十九期（2001 年 9 月），註 24，頁 336。 
14 伍振勳對「以美其身」的「身」解釋為「自身」，所學的原則是為自己，本論文認為這是就所

學的根本意義來說；亦可解釋為「身體」，此乃是為己之學的具體展現，也是荀子特別強調的地

方。此外，還有另一種解釋，王志楣先生認為：「自身」、「自己」之義，可視為是心身合一的身

體；「身體」之義，視為純粹肉體形肢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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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法行〉，頁 537） 

 

 

「身」須「謹順」、「正」、「端」，表示對於身體乃是處於接受禮義方面的規範，

但在荀子的想法，身體不應該僅僅是被禮義規範而已，因有更高的層次可待追

求。更何況禮義也是本乎人情，15只是先人將禮義表達為外在的形式制度，可讓

人們比較容易去接觸、瞭解。荀子對於禮義制度的體會，分為三種層次： 

 

 
   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人無法，則 

倀倀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 

（〈修身〉，頁 33） 

 

 
第一種層次是「好法而行」，王先謙說：「法即禮也。」16法也可以稱為禮法，是

表現在外可供人遵行的制度面，能認同、遵行禮法制度的，為士這一類的人。然

而，士並不是對於現世禮法制度消極的妥協，而是知道這樣的措拖是合乎先王之

教化，值得遵守的，只是在心中還不到深刻認同、未完全體會禮法設置的目的。

第二種層次是「篤志而體」，「體」不解釋為「體會」，王先謙解釋為「履」，即實

踐之意；17「篤志」則是更加堅固其志，也就是對禮法的認同與實踐。既能實踐，

又能堅固其志，這已經比第一個層次更能接受禮法的意義了（也包含制度）。第

三種層次是「齊明而不竭」，這是說人已經完全能夠通曉禮法的意義，而沒有絲

毫的困惑，並能永不竭盡地持守這樣的理念。從反面來說，如果人沒有禮義法度

作為準則，則「倀倀然」，無所適從；不知其義，則「渠渠然」，侷促不安；只有

「依乎法又深其類」，才能表達出「溫溫然」的氣象。「溫溫然」展現在身體上，

是從容不迫，楊倞稱此為具有潤澤之貌。18可知荀子所說學習禮義制度後的行

為，最高的層次是「溫溫然」，這樣的身體觀並不是凸顯剛烈、勇猛的一面，而

是受禮義之薰陶、潤澤於身的展現。 

                                                 
15 〈修身〉：「禮然而然，則是情安禮也」，頁 33。 
16 同註 2，頁 33。 
17 同註 2，頁 33。王先謙解「體」作「履」，引了許多文獻的例子以證明。王先謙說：「《衛風‧

氓篇》：『體無咎言』，《韓詩》『體』作『履』，《坊記》引《詩》亦作『履』。《管子‧內業篇》『戴

大圜而履大方』，〈心術篇〉『履』作『體』。是『履』『體』古字通。」 
1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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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體人際互動的學習：以師、友為主要討論 

 

 
  荀子認為，學習除了有個人的仿效這一面向之外，也必須顧及自己處於人際

關係中的互動。〈王制〉：「人生不能無羣」（頁 164），人在世上不應該是一種孤獨

的、個體的存在狀態，因此，對於群體關係的注意與用心也就成了荀子思想中的

一個重要議題。在此，本文討論荀子面對群體關係中，有兩個要素是與荀子論「學」

思想相關，一是「師」，一是「友」。 

  師、友在《荀子》裡常是一同出現，例如〈性惡〉：「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

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良友而友之。」（頁 449）又如〈修身〉：「庸眾駑散，

則劫之以師友。」（頁 26）在此，有一個問題是：荀子面對群體之間的人際互動，

為什麼特別重視老師與朋友呢？荀子說：「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

吾友也」（〈修身〉，頁 21）師、友對於學習者而言，不論是說讚美或批評的話，都

能恰到好處，「當」在此可以理解為適合、貼切的意思。就古代君臣、父子、夫

婦、朋友、長幼等倫常關係來說，荀子除了重視朋友這一群體關係的意義之外，

還特別凸出了老師的價值，老師是作為學習者於做人處世方面的道德準則。能身

為老師，必定是在道德、學問上都有一定成就的人，因此，荀子將其視為群體互

動中重要的一環；朋友是生活圈中常常要互動、接觸的對象，自然也要多結交有

助於道德、學問的益友，〈性惡〉：「傳曰：『不知其子視其友，不知其君視其左右。』

靡而已矣！靡而已矣！」（頁 449）在此所說的「靡」，就是強調與朋友互動是頻

繁的，與同儕相處的過程中，學習者很容易受朋友的影響，以此引申為對身處的

環境不能不加謹慎。至於君臣、夫婦、長幼等群體、倫常關係，荀子則較少言及。 

  老師，就關係來說這是上對下的互動；朋友，則是平行、同輩的關係。〈致

士〉：「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說不陵不犯，可以為師；

知微而論，可以為師」（頁 263-264），荀子認為老師應具有威嚴、信用、行其所學、

論學合乎倫理。〈修身〉：「禮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禮也」（頁 33），老師

要能通曉、明辨禮法制度的優劣得失，〈修身〉：「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頁 21），

並能正確指出學習者的錯誤。於下文對「師」的解釋，大致是從「師」的內涵、

表現，與其能對禮法制度的通盤掌握來理解，荀子指出，學習者就是在與師的互

動過程中，去明白這些道理，進而「師」成為學習者所學習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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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與朋友之間的往來，鮮明的特點是在於道德行為的互相砥礪，在與朋

友彼此學習的過程中，能不斷修正自己的德行，〈子道〉：「士有爭友，不為不義。」

（頁 530）因此，如果有好的朋友彼此規勸，就不致於陷於不義之途了。以下，從

荀子論「學」的角度，就群體的人際互動過程中，與「師」、「友」之間的關係來

談。研究的目的在於：從中可以得知荀子所學的對象，可觀察荀子在群體關係中

學習的具體內容，並對荀子論「學」思想產生何種影響。 

 

 
1.隆師 

 

 
  荀子曾說：「君子隆師而親友，以致惡其賊。」（〈修身〉，頁 21）可以知道荀子

對於老師相當推崇。那麼，「師」的意義是什麼呢？荀子也有用一句話來簡明界

定：「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修身〉，頁 34）在原文的前一句是：「故

學也者，禮法也。」（〈修身〉，頁 34）可以知道，「師」就是以禮法來作為自己的準

則，並能端正己身的行為，使表現在外的一舉一動都能符合禮法的規範。而且，

最為可貴的是師能「自安」，即禮法對於師而言，不再是外在的規範，楊倞稱此

乃「如性之所安」。19什麼是「性之所安」？「安」的對象是「性」，「性」的狀

態若是「安」，楊倞說即是「不以學」，20用荀子相似的用語來說，即是「化性起

偽」。因此，「如性之所安」，也就意謂不需再化性起偽，一切自自然然的，如天

生的本性一樣，沒有經過人為的修飾，但實際上的狀態是因為禮法已與人的本性

彼此融合，在此是看不出有任何的人工斧鑿之迹，這樣才是說「如性之所安」的

意思，也就是荀子所稱「禮然而然，則是情安禮也」（〈修身〉，頁 33）的另一相同

的描述。 

  在《荀子》裡，禮法與師總是一同出現： 

 

 
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榮辱〉，頁 64） 

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儒效〉，頁 143） 

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 

                                                 
19 同註 2，頁 34。 
2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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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小人。（〈性惡〉，頁 435） 

 

 
老師是明白禮法的人，並且也能親自實踐之。因此，老師對於學習者的意義是他

對於禮法的充分理解，能夠洞察禮法的不足，這意謂老師對於禮法並不是抱殘守

缺、故步自封的淺儒，而是能掌握當中的原則，並能與世推移。因此，荀子認為

老師是有助於學習者對於禮法的學習，〈修身〉：「無師，吾安知禮之為是也？」（頁

33）所說的就是這樣的道理。 

又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禮，莫要得師，莫神一好。」（〈修身〉，頁 26）

「禮」與「師」相對於學習者來說，二者都是外在的因素，「禮」是外在的道德

規範，「師」是外在的可供學習之人，都是學習者需要學習的對象。「莫神一好」

則是強調專心學習、目標一致的重要。在此，有一個問題是：為什麼荀子認為「治

氣養心之術」，必須從「禮」、「師」著手呢？這涉及修養工夫的問題。荀子說： 

 

 
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 

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 

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眾駑聚，則劫之以師友；怠慢僄弃，則炤之 

以禍災；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 

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修身〉，頁 25-27） 

 

 
首先，要問的是：「治氣養心」與「禮」有什麼關係呢？同在〈修身〉的上一段，

荀子談到了彭祖，並說了「扁善之度，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

禹。」（頁 21）彭祖是荀子年代之前，一位以高壽聞名於世之人，荀子讚其能「治

氣養生」，是認為彭祖對此有深切的體會。彭祖如何「治氣養生」，荀子並沒有明

言。「扁善之度」，楊倞引《韓詩外傳》說：「『君子有辨善之度』，言君子有辨別

善之法，即謂禮也。言若用禮治氣養生，壽則不及於彭祖，若以修身自為名號，

則壽配堯、禹不朽矣。」21由此，本論文歸納幾點意見：一、荀子「治氣養心之

術」，實是得彭祖「治氣養生」的啟發。二、從彭祖的「治氣養生」，修改為荀子

所說的「治氣養心」，重點在於如何以氣養心，而不在於養生。荀子不追求人能

                                                 
21 同註 2，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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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長壽與否的工夫修養，而在於「修身自名則配堯、禹」的立德層面。三、荀子

於「禮」能「治氣養心之術」的論述裡，一開始提到了「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

和」，這意謂著禮的深層意義，正是與人的血氣相關，廣泛來說，是人性論的問

題。也因為禮的形成與人的天性發展有一定的關聯，22所以荀子所說的「凡用血

氣、志意、知慮，由禮則治通」（〈修身〉，頁 22）這一類的話，從這個角度來看，

才有辦法理解荀子論述的原因何在。同樣的「知慮漸深，則一之以易良」以下的

句子，也都是針對人的性情，在學習禮的過程中，不斷地調和、轉變、教化下而

逐漸形成合乎禮的人格特質。 

所以，「治氣養心」的工夫，荀子認為必須從禮這方面去求取，然而，若僅

靠個人的力量去學習禮，還是可能會有弊病存在。因此，必須依賴老師對於禮法

的瞭解，在老師的教導、指引之下，再配合自己專心一致的努力，這才是所謂治

氣養心之術的理論依據所在。老師對學習者在學習上的重要，由此可見。 

    老師既然能夠明白、實踐禮法，以作為學習者的言行表率，這樣的影響力及

於社會是相當可觀。荀子又曾以「人師」一詞，指出老師有益於社會之處： 

 

 
   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 

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議兵〉，頁 279） 

 

 
這是一段描述四方周圍的國家，因「人師」的影響所及，乃「莫不從服」，是以

德服人的具體展現。23「人師」能治理國家，乃成為周遭國家的具體表率。荀子

也說：「君師者，治之本也。」（〈禮論〉，頁 349）於是，「君師」的意義就在於有效

治理國家，是國之根本所在。「無君師惡治？」（〈禮論〉，頁 349）「師」與「君」並

列，代表有「君」、「師」二者，還是「君師」是同一個人呢？若照「君」、「師」

為二者的詮釋，則表示：除了君主掌握治國的權力與原則之外，另一個重要的人

物就是老師的力量，輔佐君王統治天下。由荀子所論「君師」並列出現的上下文

                                                 
22 例如〈禮論〉：「禮起於何也？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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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46。 
23 荀子立「人師」一詞，在此用意在於老師可作為眾人道德學習的表率，並同時具有政治才能，

如此才能使四方遠夷莫不臣服。後代發展有「人師」、「經師」之分，同是稱為師，卻有不同的意

義。此在於人師著重做人處世的道德層面，經師則著重於句讀訓詁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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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看，君王也必須要有老師的引領，才足以對國家有通盤的瞭解與掌握。24若照

「君師」一詞來詮釋，就成了既是國君又是老師的雙重身份。或有學者指出，「君

師」一詞，即是君、君長。25因此，「無君師惡治」的「君師」，是呈現三種不一

樣的解釋。不管哪一種解釋，「無君師惡治」，君王是治理國家的人物，這點是無

庸置疑的。 

然而，荀子對於「師」意義的界定，從反面來說：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 

為器師。（〈解蔽〉，頁 399） 

 

 
照荀子的說法，「農精於田」、「賈精於市」、「工精於器」三者皆是「精於物」而

不是「精於道」（〈解蔽〉，頁 399），因此是不能冠上「師」之名的。在這裡要強調

的一點是：荀子對於「師」的理解並不是以精通某項技藝來界定，在此，目的是

凸顯老師於教化方面的貢獻，此點與農、商、工人的專精不同。推而廣之，聖王

之師對於社會國家的貢獻就在於能使人心悅誠服，具有教化百姓的作用。 

荀子為「師」界定意義，「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使得後人對於

老師的形象，就是以身作則，以能成為學習者的學習對象。自孔孟以來，儒者對

於老師的論述，荀子是最為凸出的。荀子賦予了「師」是「精於道」，且「身為

正儀」、「貴自安」的意涵，老師就是一位既有學問，又具備道德情懷、禮儀文節

的人。這對於後來的讀書人，於老師形象的認知上，有其一定的關聯。 

 

 
2.親友 

 

 
  在此，親友之「親」作動詞，親近之意。親友，即是親近朋友。朋友對於荀

子來說，是個人在群體中常常接觸的對象，相對的個人也是常受到朋友的影響。

                                                 
24 荀子論「師」與國的關係，另可參考〈大略〉：「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度

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度壞」，頁 511-512。 
25 梁啟雄曰：「師，亦君也。」王天海：「君師，君長也，亦君王也。」見[戰國]荀況著；王天海

校釋：《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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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引《傳》曰：『「不知其子視其友，不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

矣。』（〈性惡〉，頁 449）這表示了人不僅是存在於群體關係，並且容易受群體的影

響。荀子認為，由一個人與他人的交往情形，就可以瞭解其為人如何。在〈非十

二子〉有一段文字可以用來說明個人面對群體時，應該要有的態度與行為： 

 

 
   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 

義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頁 100） 

 

 
在荀子來說，與群體之間的互動，可以視為培養修身的許多面向，可供學習、體

會當中的意義。例如與「君」、「鄉」、「長」、「友」、「賤而少」之人互動，學習在

群體中有合宜的倫理表現。此時，群體關係即等同於倫理關係。個人所面對的群

體若能「分」、能「義」，那麼所面對的群體一定是井然有序、合乎禮義。荀子說：

「有分者，天下之本利也。」（〈富國〉，頁 179）所說的就是這個道理。在此，主要

探討荀子對朋友的態度，以及朋友對於個人的生命，有什麼實質的意義。 

  從群體的劃分來看，荀子的群體觀可以分為三方面：第一是以傳統的血緣為

基礎的宗法人倫定差序；第二是以德能定差序；第三則是從職業劃分來定等級次

序。26在此，朋友以及上面述及的老師，都屬於第二方面，所謂「隆師而親友」，

即是從德能定差序來說。荀子說：「友者，所以相有也。」（〈大略〉，頁 514）郝懿

行的解釋：「有者，相保有也。」27與朋友相處，在於增廣見聞，增進品德，對

自己有益。當然，這裡所說的益處，並不是與朋友計算利害，而是就品德方面來

說，個人與朋友之間的相處，一言以蔽之，荀子稱之為「道」。「道」的意義是物

以類聚、善以類聚的道理。荀子說： 

 

 
道不同，何以相有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

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

                                                 
26 王齊彥：《儒家群己觀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 37-38。另外，作者認

為前二項是對孔孟思想的發展，第三項才是荀子的創見。以職分定差序，把農、工、商等勞動階

層納入差序系列中，是肯定勞動者安身立命的職業根據，並且體現了荀子對群體中個體認識的深

化。（頁 39） 
27 同註 2，頁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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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也。（〈大略〉，頁 514） 

 

 
從「火就燥」、「水流溼」的喻義，指出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首先就是同類相從，

因此，觀察一個人，以他的交友情形來瞭解他，則可以知其善惡。「取友善人」，

王先謙說：「善人者，使人善也。」28朋友的交往，是以增進德行為主。荀子說：

「士有妒友，則賢交不親。」（〈大略〉，頁 498）這是因為自己若與會妒嫉別人的人

作朋友，則賢者不願近，能者不願來，這自然也形成“同類＂相聚的情況。可知，

「夫類之相從也」，可能也包括結交品德不好的朋友這一面向。「故君子入則篤

行，出則友賢，何為而無孝之名也？」（〈子道〉，頁 531）荀子又說：「士有爭友，

不為不義。」（〈子道〉，頁 530）在此，是先後強調了結交朋友，要取其能「友賢」，

朋友之於吾人，是對自己的德行有所助益，並能對自己的錯誤有所指正，以能合

乎「義」的行為。總而言之，荀子認為面對群體的關係，以老師與朋友為主要對

象，「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

隆師而親友，以致惡其賊。」（〈修身〉，頁 21）老師與朋友，皆是個人面對群體關

係重要的一環，能肯定、否定學習者所言所行合宜與否，此可以說是老師、朋友

對個人的意義所在。 

 

 

第二節  所「學」的典籍：《詩》、《書》、《樂》、《春秋》、《禮》 

 

 
  在《荀子》裡，說及所讀典籍的次序是「始乎誦經，終乎讀禮」（〈勸學〉，頁

11），荀子說這句話，有兩方面值得注意：一、「始乎誦經」，一開始是讀什麼樣

的「經」呢？二、「誦」與「讀」兩個動詞，誦是朗口背誦，讀則是默言讀書，

荀子使「誦」與「讀」並列，應有不同的意義。 

  荀子論「學」的內容，他說：「《禮》之敬文也，《樂》之中和也，《詩》、《書》

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閒者畢矣。」（〈勸學〉，頁 12）包含古代的典籍

有：《詩》、《書》、《樂》、《春秋》與《禮》。「終乎讀禮」是明言記載的，在荀子

的思想體系裡，「禮」的地位、價值相當崇高，荀子說：「禮者，法之大分，類之

綱紀也」（〈勸學〉，頁 12），「禮」對於初學者來說，在一開始接觸時，不容易立即

                                                 
2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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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其中的道理，需要先有相當的知識作為基礎。然而，這就涉及「始乎誦經」

的問題，應該如何詮釋呢？荀子對於《詩》、《書》、《樂》、《春秋》，並沒有明言

閱讀的順序為何，所以，試著從這些典籍涵蓋的面向，詮釋荀子何以要人學習這

些典籍的意義，以說明「始乎誦經，終乎讀禮」的意涵。 

這些典籍涵蓋的面向有哪些呢？大致來說，《詩》、《書》的記載，反映了廣

博豐富的知識，即所謂「《詩》、《書》之博也」。荀子在學習的過程中，吸收、轉

化《詩》、《書》的意義，具體呈現他對政治問題的看法，這一點在下文將會提及。

《樂》的意義在於重視人的內在情感要能有所抒發，即「《樂》之中和也」，從荀

子對《樂》的重視，可以知道荀子不僅是一位理性思辯的思想家，也相當重視人

情和悅的學問。《春秋》在儒家的知識架構裡，是一歷史書的記載，並將《春秋》

的內容視為是具有微言大義的意涵，即「春秋之微也」。29這就說明了儒家面對

歷史的態度，面對歷史事件，以文字來表達褒貶之意，荀子接受了這個傳統的說

法，對於《春秋》的看重，同樣說明了他對歷史曾經發生的重大事件，不論好壞、

褒貶，一方面可以作為學習者效法的對象，另一方面則是避免重蹈覆轍的情況發

生。而在荀子的思想裡，對禮是相當推崇的，他認為這是社會規範的重要環節，

沒有了禮，則人民將無所適從，沒有方向，也不知道該如何與人相處，甚至不知

道該如何面對整個社會。以上，是荀子論典籍的基本內容，與荀子學習典籍意義

的大致輪廓。 

  然而，可以說這些典籍的內容是偏向文化的意義，是經過了許多作者長時間

累積的成果，並不是一時一地一人之作。也因為這些典籍，並不是單純的記誦之

學，或是技藝的工夫，而是著重在理性與感性面的訓練與培養，包含了政治的、

人情的、歷史的、社會的種種學問，所以，站在荀子的立場，可以視這些典籍為

人們如何開展自己內在、外在潛力的學問，進而培養該有的能力去面對人群、社

會與世界。一言以蔽之，荀子要人們學習典籍的目的，是要讓學習者成為一位政

治的、人情的、歷史的、社會的人，這可以在典籍中學習而得，經由學習典籍，

沉潛於其中，最終則要能活用所學的知識，這才是讀典籍的目的。 

 

 
 （一）《詩》、《書》：知識博聞之「學」 

 

                                                 
29 在此要特別說明的是，荀子雖說「《春秋》之微也」，但不能就此說荀子對於《春秋》的理解，

僅限於一字定褒貶的微言大義。《春秋》與政治方面相關，尤其是大一統的思想、華夷之辨等，

亦可從這些角度來看待荀子重視《春秋》之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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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荀子對於《詩》、《書》的理解是什麼呢？他說：「詩、書之博也。」

「博」的意思大抵如楊倞所說：「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30第二，荀子

對於《詩》還有一項別的解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勸學〉，頁 11）這表示

《詩》亦有專指樂章的內容。第三，〈儒效〉提到：「詩言是，其志也。」（頁 133）

這又將《詩》的內容視為學習者的心之所往、心之所嚮的意思。由以上三項荀子

對《詩》的解釋可知，《詩》允許被解釋的空間相當大，但荀子對《詩》、《書》

的理解，基本上是專從「政事」方面來論述的。 

  目前學界對於荀子與《詩》的研究，或從荀子論《詩》的學術師承，或就荀

子與《齊詩》、《魯詩》、《韓詩》、《毛詩》的關係，31二者皆是傾向經學史的研究。

另一方面，對於荀子論《詩》的意義，以及為什麼要學習《詩》也有相關的討論。

就荀子論《詩》來說，可以概分為引《詩》的方式與引《詩》的意義。 

  引《詩》的方式就“引議＂的形式來說，可分為“先引後議＂及“先議後

引＂，32這點較無特別的問題意識。再就“引議＂細分，從荀子議論與《詩》本

身的意義關係分析，學者指出有幾種類型：一、議論與所引《詩》的本義完全契

合；二、部分契合；三、荀子徵引的《詩》以論證普遍的道理；四、引《詩》用

詩句的比喻義；五、所引《詩》只在字面上與文意有關聯。33大抵來說，這些類

型分析的目的，在於強調荀子論議時，常引《詩》以佐證，因《詩》具有長時間

的文化意義，如此，《詩》與論議的結合，所反映的道理與看法，就不只是荀子

個人的主張而已，而是在歷史文化的背景知識裡有脈胳可尋，也強化了荀子論議

內容的可靠與證據。 

  引《詩》內容的意義，也反映荀子所關注的面向。簡澤峰將荀子引《詩》的

內容分為五大項：一、個人的德行修養；二、外在的禮儀教化；三、在上位者（人

君）的治國之道；四、在下位者（人臣）的輔佐之道；五、國家行政治理之道等

五方面。34從這五大項的內容可以發現，荀子引《詩》的重點，即在於政治層面

                                                 
30 同註 2，頁 12。 
31 可參考馬銀琴：〈荀子與《詩》〉，《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年第 3 期，第 23
卷，總 97 期（2008 年 5 月），頁 24-30。 
32 前者如〈勸學〉：「《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

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頁 10）後者如〈不苟〉：「君子行不貴苟難，說不貴苟察，名不貴

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頁 39） 
33 趙伯雄：〈《荀子》引《詩》考論〉，《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年第 2 期），頁 13-16 。 
34 簡澤峰：〈《荀子》引《詩》用《詩》及其相關問題〉，《興大中文學報》第十九期（2006 年 6
月），頁 273。另外，該文作者提到：「以《詩經》為例，因為《荀子》一書三十二篇，共有二十

七篇引用《詩經》，引用總次數多達八十三次，相對於《書》、《禮》、《春秋》經，可見《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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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但是，荀子也說《詩》的特色在於「博」，難道《詩》、《書》之「博」

的知識就是專指政治方面的知識而言嗎？ 

  基於這樣的問題意識，可以追問荀子對《詩》的本義，是契合？還是偏離？

對於荀子於《詩》的詮釋，學者有進一步的補充： 

 

 
   無論是先引後議的引詩論事，還是先議後引的引詩證事，都不出斷章取義 

的範圍。這種引議結合的斷章取義，在《詩》與作為論說對象的禮義政教、 

忠信倫理之間建立了一種不可分割的聯繫。也就是在這種倫理化、政治化 

的闡釋過程中，《詩》逐漸失去了獨立的地位，最終淪為“禮”的附庸。35 

 

 
另外，也有學者指出荀子引《詩》的內容與闡釋，已脫離本義，36而有向禮靠攏

的現象，他對《詩》的解釋與政治相關。基本上，荀子不重視《詩》內容中所記

載的草木鳥獸，而多引用屬乎政治倫理意涵的詩篇，或在別的題材詩篇裡，改以

政治的角度詮釋之，37是其說《詩》的特色。 

因此，本文試著對荀子所說「《詩》、《書》之博」作解釋，「博」自然指的是

《詩》、《書》的內容無所不包（尤其是《詩》），如上文所述，《詩》方面的記載，

有草木鳥獸，有政治方面的論述。亦有學者歸納為幾類類型，包括：山川歌謠、

戀愛詩、社會生活等，38《詩》所涉及的面向相當多元。在此，「博」乃有廣泛、

多元、豐富的意思。 

  《書》的內容主要以政事為主，荀子在引用《書》的時候，大抵是遵照《書》

所反映的政治方面的意義來論述。依前人的研究，荀子引《書》之文，所表現的

思想有尊君、君道、禮分、慎刑幾個面向，舉例言之，依序所引《書》之文是： 

 

 

                                                                                                                                            
對《詩經》的重視。」（頁 265） 
35 同註 31，頁 30。 
36 趙伯雄說：「《荀子》引《詩》與《詩經》創作原意完全契合者並不是很多，大量的引《詩》

實例則是對《詩》的原意進行了引申、改造，或者刺取詩句字面上的意義，加以自己獨特的詮釋，

或用其比喻義，或用其擴展義。」同註 33，頁 13。 
37 這或與荀子的性格有關，就孔、孟、荀三子來說，孔子像是長者說《詩》，孟子像是辯者說《詩》，

荀子像是學者說《詩》。荀子說《詩》乃具有學者之風，較為嚴肅。見袁長江：〈孔子、孟子、荀

子說《詩》之比較〉，《文史知識》（1995 年第 1 期），頁 51。 
38 可參考[日]白川靜著；杜正勝譯：《詩經的世界》，台北：東大，2002。 



第五章 
何物要「學」──所「學」的對象與典籍 

 110

   （1）無有作好，尊王之道，無有作惡，尊王之路。（《書‧康誥》） 

   （2）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書‧康誥》） 

   （3）維齊非齊。（《書‧呂刑》） 

   （4）刑罰世輕世重。（《書‧呂刑》） 

 

 
在（1）的引文，〈禮論〉：「禮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隆君師，是禮之三本也。」

（頁 349）這是闡發《書》對君王的重視。在（2）的引文，〈君道〉：「急得其人，

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不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

身勞而國亂，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勞於索之，而休於使之。」（頁

230）這是對《書》君王要能用賢的論述。在（3）的引文，〈禮論〉：「君子既得其

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頁 347）這是於《書》禮分思想的展現。在（4）的引文，〈正論〉：「刑稱罪則治，

不稱罪則亂。故治則刑重，亂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亂之罪固輕也。」（頁

328）這是就《書》所表現的慎刑思想。39 

就整本《書》來說，學者認為〈康誥〉對荀子之影響最深。40荀子引《書》

的地方，例如：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 

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 

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 

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 

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 

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 

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 

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君道〉，頁 

230） 

 

 

                                                 
39 以上四條引文，以及荀子對《書》所反映的思想，參考吳清淋：〈荀子與書經〉，《孔孟月刊》

第十三卷第九期（1975 年 5 月），頁 19-20。 
4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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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君道〉的首段文字，王先謙說這與〈致士〉：「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

也，不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亂；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

之則亡。」（頁 261）一段文字意思相同。41其中的意義，在說明能任用君子的重要，

因為君子能夠明白政事先後、大小、急緩的道理，具體應用在政治措施上就能井

然有序；更何況世事變化常超過禮法所能規定的範圍，君子則能突破禮法的框

架，能「應事之變」，幫助國家長治久安。荀子引用《書》的一句話：「惟文王敬

忌，一人以擇。」這句話是指文王對於任用賢才的謹慎，親自選擇所要用的人。

但是，荀子引文與現今《書》的記事是有出入，荀子的用意是借此說明選擇一個

合適的相的重要性。42今《書‧康誥》文作「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

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43可知荀子與今的書經版本文字，不盡符合。但是

荀子以政治方面的意見為其闡發《書》的意義，這是可以確定的。 

 

 
 （二）《樂》：人情和悅之「學」 

 

 
  首先，必須說明的是，我們無法確定荀子曾經看了哪些關於音樂的書籍；但

是，從荀子在〈樂論〉要人們對於音樂加以關注，而提出的種種看法，可以推測

他對音樂的認識，應不是空穴來風，而是在當時的思想背景裡，學習者們對音樂

已有一定的認識程度，而荀子對音樂的主要看法即表現在〈樂論〉。在此，「樂」

加上書名號的原因，代表了荀子對音樂的看法，是必須要從典籍中去學習，44如

此才能在聆聽音樂的過程中，藉由典籍對音樂本質的詮釋，知道音樂的涵義。 

  然而，音樂是什麼呢？荀子在〈樂論〉開頭中說： 

 

 

                                                 
41 同註 2，頁 230。 
42 同註 3，頁 231。 
43 同註 39，頁 18。另外，同此頁還有許多荀子所引書經之文與今本書經之異同，可一並參考。 
44 這裡涉及荀子所讀關乎音樂的典籍，應視為一般的典籍，還是視為後來經學家所說的「經」

呢？因為，《樂》經已亡佚，無法對比、查驗與《荀子‧樂論》有何不同，亦無法判斷〈樂論〉

是否出於《樂》經，或是參考當時的一般書籍。但就荀子作〈樂論〉，並認為音樂是「先王惡其

亂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頁 379）來看，荀子所處的時代，對於音樂的學習，應不是少

數幾個人提倡而已，從「先王」至荀子的時代，已逐漸累積了深厚的文化背景。儒家在文化傳統

這一方面上，學習是較為積極的。墨子批評儒家，有〈非樂〉之說，也反面說出儒家於音樂的接

觸、認知、體會上，應有一定程度的累積反映在口耳相傳，或是書籍記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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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 

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 

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 

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 

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氣無由得接焉。（頁 379） 

 

 
這段話可以細分成幾個要點：第一，荀子認為音樂就是「樂」，「樂」即「悅」，

就是心中快樂的意思，這是就本質層面說，既然音樂是由人的情感而來，那麼，

音樂與人天生的情感是有直接關聯，這是不言可喻的，也就是荀子所說的「人情

之所必不免」。第二，音樂雖然與人的本質相關，但是並不保證表示出來的外在

形式即是合於禮節，荀子強調「形而不為道，則不能無亂」，「道」在此作為「導」，

有引導、疏導的意思。45「形」是外在的表現，外在的表現如果沒有恰當的引導，

則必定流於亂。然而，音樂該如何引導人的內心情感，使其合宜地表現於外呢？

可知，荀子於〈樂論〉的看法，並不認為人人可隨心所欲，任意將心中情感自由

呈現，不受某種外在的引導形式。在此，說明了音樂的呈現，必須依賴有一種合

宜的指導原則，以作為引導的根據，這是對於音樂表現時，所要注意的部分，可

以說荀子強調音樂的精神，並不是單單只是個人內心有所感，就直接的表現出來

而已，從心中有「樂」（快樂）到外在的「樂」（音樂）的具體呈現，這中間仍必

須經過一段引導的過程。第三，這段引導的過程，荀子認為即是先王之道，也就

是先王所制定的《雅》、《頌》之聲，是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與「使夫邪汙之

氣無由得接焉」，先王立樂的原則，既顧及了「感動」，也就是屬於人對於音樂體

會的層面，也兼顧了排除「邪缺之氣」的部分，才能使音樂的表現不會流於亂的

局面。就此，亦可知荀子重視的音樂，並不是純粹在音樂上追求演奏的技巧，或

是單純的音樂欣賞而已，簡單地說，荀子對於音樂的看法，不是如現今所說的純

粹音樂藝術的追求，而帶有外在的禮儀教化與內在的情感抒發的雙重意義。或有

學者說，音樂有賴於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指的即是以「習慣的薰染」來「治理

與馴養」人們七情六欲的那一面，也就是治理「非理智的那一面」。46「習慣的

薰染」即指音樂是人們不可或缺精神生活，若常常浸潤於音樂之內，久而久之，

                                                 
45 日人久保愛：「不導之則惑於姦聲。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故亂。道音導，下同。」王天海：

「導，疏導也。下『道』同此。」見註 25，頁 811。 
46 顧史考：〈從「成於樂」到「移風易俗」論中國古代樂教傳統〉，收於李弘祺：《中國與東亞的

教育傳統（一）：中國的教育與科舉》（台北：喜瑪拉雅研發基金會，2006），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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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質必定會產生變化；「治理與馴養」即指內心情感的抒發，能夠逐漸得到合宜

的形式表現，如此行之，則外在的音樂形式與內在的心理抒發，就能慢慢達到一

定程度的調合。 

  由以上的引文可知，荀子對於音樂的看法，涉及了兩個概念：「情」與「氣」，

「情」指情感，47「氣」在〈樂論〉後面內容的描述，例如「凡姦聲感人而逆氣

應之，逆氣成象而亂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頁 381）

荀子更進一步論述樂器的特性，如「鼓似天，鐘似地」（頁 383）等。整體來說，

荀子在〈樂論〉一開始即強調了音樂與人情的關係，以及音樂的表現若聽任自己

的情感隨意表現，則可能造成災難，若加以利用即可以將之塑造為一種維持社會

團結的力量。48 

  荀子對於學習音樂帶給人的幫助，有很大的肯定。他說：「夫聲樂之入人也

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樂論〉，頁 380）音樂對於人的感化深刻、

迅速，這是先王立樂的原因所在。「深」是指音樂的影響可觸及人的內心深處，「速」

指的是音樂感化人的效果立即可見，具有成效。因此，學習音樂是很有幫助的。 

  荀子也具體論述與音樂相關的內容，可以大概區分為“樂器＂、“樂音＂兩

個部分來說： 

  樂器：在具體可見的樂器，荀子賦予樂器有了實質的意義，使得學習者對於

音樂的接觸，有了更全面的意義掌握。荀子說：「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樂心。」

（〈樂論〉，頁 381）基本上，可以明白荀子對於音樂的表現所需要的樂器，每一種

樂器的使用都有意義，也是為了提高自我修養。例如：鐘鼓、琴瑟的使用，可以

用來引導志向、陶冶性情。另有涉及音樂舞蹈的用具，「動以干戚，飾以羽旄，

從以簫管。」（〈樂論〉，頁 381）「動」是舞蹈的活動，「飾」是舞蹈的裝飾，「從」

有伴隨的意義，「干戚」、「羽旄」、「簫管」大概意指的是搭配舞蹈表演的樂器。「干

戚」、「羽旄」、「簫管」三者所代表的意義，是舞蹈時就必須拿干戚、裝飾，以及

要有合宜的伴奏。整體來看，這才是一個較好的樂器、樂舞的組合，因為每一種

樂器、每一種舞蹈都能發揮該有的意義，全體互相搭配、綜合，才是符合荀子所

稱許的「樂行而志清，禮脩而行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易俗，天下皆寧，

美善相樂。」（〈樂論〉，頁 382） 

                                                 
47 荀子對「情」有兩種解釋：一作情欲，如〈王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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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11。二作情感，如〈樂論〉：

「夫樂者，樂也，人情之所必不免也」，頁 379。可參考李美燕：《中國古代樂教思想》（高雄：

麗文，1998），頁 93-94。 
48 同註 46，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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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樂音：人在演奏樂器，當中所呈現的樂器聲音，或單獨、或合奏，即稱之為

樂音。荀子說：「金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論〉，頁 382）金石絲竹是泛指各

樣的樂器，而由樂器所表達出來的聲音，用途是著重在於道德方面的修養。荀子

另有一段提及經由樂器演奏的聲音，亦有實質的象徵意義： 

 

 
   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筦籥發猛，塤箎翁博， 

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樂論〉，頁 383） 

 

 
荀子認為，樂音雖然是不同樂器之間明顯的差異，然而，還有一項值得注意的是

樂音所象徵的意義。例如：鼓的聲音宏大，鐘的聲音洪亮，因此，鼓鐘的聲音帶

給人的印象是雄渾厚實、剛毅不屈，這是人們可以從中學習到屬乎人格成長、道

德修養的意義。樂器所表現的聲音，因不同的屬性，而有不同的意義可供學習。

「磬廉制」，「廉」是稜角，引申為清晰可見、毫不掩飾錯誤，「制」是節制，指

磬的樂音富有節奏，逐步踏實。「竽笙簫和」，據王引之的解釋，「簫」應當作「肅」，

言竽笙之聲既肅且和。49「筦籥發猛」，意指「筦籥」的聲音令人振奮熱情，「發」

與「猛」同義。「塤箎翁博」，其聲低沉卻寬廣。「瑟易良」，「易」與「良」同義，

指瑟的聲音平和。「琴婦好」，意思是說琴的聲音柔婉如女子一般。「歌清盡」，是

說演奏時有清晰完美的聲音，舞意者亦能和天道結合，表現自然界的萬事萬物。

由上可知，荀子不只是將樂音視為一種聲調的表現而已，每一種樂音，或宏亮或

低沉，或渾厚或柔婉，都有其可供學習的涵義。綜合言之，樂音的表現受限於樂

器的屬性，如果人們從樂器、樂音當中發掘、賦予其意義的話，那麼看似自然不

過的樂器、樂音，經由人們的種種思慮變化於其中，則能產生美善的音樂，進而

對於人心大有益處。 

  荀子對於音樂的學習，與道德修養方面息息相關。因此，有學者說樂教無非

乃是德教的異名。50荀子說：「樂合同」（〈樂論〉，頁 382），徐復觀認為這可與「仁」

的境界，「有其自然而然的會通統一之點……在其最高的境界中，會得到自然而

然的融和統一；因而道德充實了藝術的內容，藝術助長了、安定了道德的力量。」
51徐先生所說的「會通統一」的最高境界，就是人們接觸音樂，有其共同共通的

                                                 
49 同註 2，頁 383。 
50 同註 46，頁 42。 
51 徐復觀：《中國藝術精神》（台北：學生書局，1973 年三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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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這種感受可以透過荀子強調的《雅》、《頌》之聲作為引導，使得「樂在宗

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不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不和

親；鄉里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不和順。」（〈樂論〉，頁 379）這是「樂合同」

在具體情境中的展現。 

荀子論音樂，是與道德方面互相配合，二者相持相長，豐富了彼此的意涵。

荀子論音樂的看法，強調音樂是經過人工的賦予意義，但他也不忽視音樂本身的

價值，例如他就認為音樂是真實反映人性的媒介，只是需要再經過一番改造、加

工，如此才能豐富音樂呈現的價值，同時，也才能對於人的內在情感有美善的實

質助益，這是值得學習者去學習的面向。基本上，荀子對於人的內心與音樂之間

的關係，就像是性、偽之間的關係，《雅》、《頌》音樂的引導，就是需要經過後

天不斷的薰陶與教化，才能使內心那「人情所必不免」的情感，得到合理、合情、

合文的抒發，這樣融合音樂的抒情之美，正是性偽合、性偽成的結晶展現。 

 

 
 （三）《春秋》：歷史褒貶之「學」 

 

 
  荀子對於《春秋》這部典籍的描述不多，全文只提到《春秋》數次而已，但

他認為「春秋之微也」52
（〈勸學〉，頁 12），仍是屬於「天地之間者畢矣」（〈勸學〉，

頁 12）的要件之一，值得加以探討其中的內涵。「微」是什麼意思呢？楊倞說：「裦

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類也。」53這是說，《春秋》的文字記載雖然不多，

但往往於一字一句之間，具有微言大義，褒貶史實。因此，可以瞭解《春秋》之

文雖然稱其「微」，表示有其隱蔽的一面，但也有其幽深、精妙的一面，《春秋》

之「微」實反映了這兩方面的意涵。 

  那麼，荀子為什麼稱讚「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並可供人們去

學習呢？若與《詩》、《書》強調「博」的相互比較來說，則對於《春秋》的學習，

並不是要求、訓練學習者以增廣見識的能力為主，而是要求學習者在《春秋》一

字一句之間，字斟句酌，設想箇中文字的深意，進而學習《春秋》的作者如何以

簡明扼要的文字，傳達對歷史事件的看法。而讀《春秋》的用意，應不只是讀歷

史事件發展的始末，更進一步要學習的是對該歷史事件，有所褒、有所貶，又因

                                                 
52 〈儒效〉也有記載：「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禮言是，其行也；樂言是，其和也；

春秋言是，其微也」，頁 133。 
53 同註 2，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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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春秋》的記載多是歷史上的政治事件，因此，學習《春秋》的主要目的，則

在於培養政治道德上的觀點，54並以微言大義的形式訴之於文字。 

  對於《春秋》的微言大義，研究者認為，一般不能從文字的訓詁中獲得，而

必須以特殊的分析、對比的方法進行。第一種方法是從經文與史實的差異去體會

作者的用心；第二種方法是同類事例，從筆法措辭不同的對比，以探索其大義。
55不管何種方法，《春秋》作者的用意，正如司馬遷所說的「春秋之義行，則天

下亂臣賊子懼焉」，形式則是「約其文辭而指博」。56 

  荀子對於《春秋》的描述，除了凸出「微」這個特色之外，也指出《春秋》

的表達上，有其可能的弊病，就是「約而不速」（〈勸學〉，頁 14）。這個意思是說：

《春秋》雖然具有微言大義的特色，但是，在人們閱讀時，也較不容易瞭解其中

的意義。由此可以推想，荀子對於《春秋》的學習，認為這並不是初學者入門的

讀物，必定得要對其他典籍，甚至對春秋當時的歷史背景，有一定程度的瞭解，

再來讀《春秋》時，才會比較容易進入《春秋》作者書寫的文字世界。 

  在《荀子》裡，另有一處記載《春秋》的內容是「善胥命」，值得注意： 

 

 
   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以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 

其心一也。（〈大略〉，頁 506-507） 

 

 
「不足於行者說過」，白話地說就是「言不副實」，只會空口說大話，而不願腳踏

實地作事的人。「不足以信者誠言」，意指說話貌似誠懇而不能堅守信用的人。這

都是說言行不一致，不守信用者。然而，「《春秋》善胥命」，何謂「胥命」？楊

倞引《春秋‧桓公三年》：『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

言乎相命？近正也。古者不盟，結言而退。』57「胥命」，就是互相約定。58這是

                                                 
54 俞啟定：《先秦兩漢儒家教育》（山東：齊魯書社，1987），頁 124。 
55 同註 54，頁 122-123。第一種方法的例子，例如當時的吳、楚之君已稱“王＂，而《春秋》仍

是按周王朝原來給他們的封爵而稱其為“子＂，表明對自立為王者的不承認態度。第二種方法的

例子，如隱公四年二月：“衛州吁弒其君完。＂此為直書州吁弒君自立之罪。同年九月：“衛人

殺州吁於濮。＂州吁既已立為衛君，《春秋》不稱之為君而仍書其名，且用“殺＂不用“弒＂，

殺州吁者泛稱“衛人＂，表明州吁無道，為國人所共棄，不具備為為君資格。以上的例子引用，

見頁 122-123。 
56 [漢]司馬遷：《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北京：中華書局，2000），頁 1563。 
57 同註 2，頁 507。 
58 語出於張覺譯注：《荀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收於註 25，頁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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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春秋》對於胥命這種行為，首重兩國誠心相信，言行一致，信守承諾，而

不在於盟誓。荀子稱許《春秋》對於胥命的看重，也意謂著對於《春秋》的學習

與政治道德方面緊密的關聯。 

  《春秋》是一部重視歷史褒貶的書，從歷史事件的閱讀，進而深入歷史價值

的判斷，這是訓練學習者學習歷史，培養歷史縱深的學問。再者，《春秋》所記

載的歷史，大抵上可說即是政治史，荀子認為，當時《春秋》的記載雖然簡短，

但確有原則可尋，褒貶可從政治道德方面來看，又看當時的國家是否言行一致、

信守承諾，學習者可從當中學習《春秋》作者如何評斷當時的歷史人物，以作為

自己的警惕。這也是本文將《春秋》視為褒貶之學的意義所在。 

 

 
 （四）《禮》：社會規範之「學」 

 

 
  禮是荀子重視的思想要義，〈勸學〉說：「《禮》者，法之大分，類之綱紀也，

故學至乎《禮》而止矣。」（頁 12）禮的內容，有規範的意思，禮亦是包含了法在

內；類，是說如果禮法所沒有規定到的事項，即可觸類而長，類舉而生的意思。

荀子又說：「《禮》之敬文」（〈勸學〉，頁 12），楊倞解釋禮是：「周旋揖讓之敬，車

服等級之文」。59「敬」即態度的恭敬，「文」即外在形式的等級文飾。人們藉由

學習《禮》的內容，才有辦法立足於社會，也才能具有與人進退來往的能力。學

至乎《禮》而止，意謂人於社會規範的學習在於《禮》，這是成人、進入社會一

項最重要的學習內容。 

  荀子對於《禮》的學習，要義在社會規範這一點上，對於此項意見，學界已

有相關的討論。宋志明、許寧指出，禮學是儒家關乎群體精神空間的規範設計，

荀子把禮看作是個人修身的根本和維護社會等級以及治國的根本，凸顯了禮的規

範作用。60學《禮》有助於個人、社會、國家的修養、和諧與進步，甚至可將禮

視為是治國的根本。梅珍生也提出了類似的看法，從禮的本質來說，可分為兩種，

即作為度量分界的禮之質，以及作為根源性的禮之質。更進一步說，禮的規範是

在前人千百次的交往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可稱之為社會交往理性61（是與孟子的

先驗道德理性相區別，並加以改造）。依學者的研究來看，有一點很值得注意：

                                                 
59 同註 2，頁 12。 
60 宋志明、許寧：〈論荀子禮學的規範訴求〉，《江西社會科學》（2006 年 1 期），頁 39-44。 
61 梅珍生：〈論荀子禮學的深度結構〉，《江漢論壇》（2004 年 8 月），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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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荀子禮學的建立，並不是思想家憑空想像，刻意塑造出一種理論，以規範人們

的行為，而是針對現實社會的需求，經過聖人不斷地深思熟慮，故荀子說：「聖

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禮義而起法度」（〈性惡〉，頁 437），也經過了歷史長流的

考驗，禮才得以確立成為社會的規範，並有助於人類的生存與發展。荀子即說：

「故禮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大略〉，頁 489）並且在《荀子》其他處，

也提到禮之起源在於顧及人類內心深處的需要，使人的欲望得以滿足，不至於流

亂無方。62可以說，禮成為社會的規範，並不能完全將禮視為只是外在的教條，

禮乃有其內在與人性相關、合理的一面。 

  荀子對於禮討論的起點，已不同於以往將禮著重在「祭祀」方面，而更加強

了在「人」身上的意義。63雖然，在〈禮論〉裡，有提到喪禮、三年之喪的部分，

但並不是側重於祭祀鬼神方面的意義，仍是就人道這一層次來說。荀子說：「禮

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禮論〉，頁 358）的根本意思即在於此。《荀子》其他篇

若有涉及禮的內容，亦多是側重人事方面的禮，可以歸為是屬於社會規範的意

義。禮既成為社會規範，也就成為社會上萬事萬物運作的準則。荀子說：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 

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王霸〉，頁 209-210） 

 

 
「國」，可視為就是社會整體的意思，「無禮則不正」，是說沒有禮的規範在國家

當中，則國「不正」，即無法判斷是非對錯、正直曲邪，這是就禮的規範意義來

說的。禮成為一種規範的形象是很明顯的，荀子在此舉了三個例子來加強說明禮

具有的規範形象與作用。「衡」，是左右兩端所以判斷輕重，如果沒有「衡」在當

中，左右二者孰輕孰重，則無法判斷。同理可推，「繩墨」是上下兩端所以辨別

曲直，如果有一條線稍微彎曲，或較為筆直，經由「繩墨」的比對則可清楚地察

明。「規矩」，即圓規方矩，若有人畫一圓形、或畫一方形，從「規矩」的器具去

                                                 
62 例如〈禮論〉：「禮起於何也？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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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46。 
63 雖然，孔子就曾質疑當時禮樂的推行，過度重視外在的形式，而輕忽內心的真誠，已將禮樂

的重點放在人的身上。例如《論語‧陽貨》：「子曰：『禮云禮云，玉帛云乎哉？樂云樂云，鐘鼓

云乎哉？』進而，荀子的思想，則更是注重禮樂與人的關係了。可參考蘇嫈芬：〈荀子禮樂教育

思想之研究〉，《哲學與文化》廿九卷第七期（2002 年 7 月），頁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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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量，就可以知道該圓形、該方形是否符合圓或方的標準。由此，可以瞭解荀子

所說的：「國無禮則不正」，禮對於國家的作用，如同衡於輕重、繩墨於曲直、規

矩之於方圓，意謂的都是一種準則，並且可以用來判斷其他萬事萬物是否合乎該

準則，如果一切的運作都規範在該準則之中，就不至於雜亂了。荀子說：「既錯

之而人莫之能誣也」，意思是說如果有禮的規範在國家社會裡，那麼人們就無法

用其他似是而非的道理魚目混珠，因為，禮就是規範與準則，就荀子的思想來看，

他的確相信禮的功用是大的，可供人們學習的。64 

  禮是社會規範之「學」，上文也提及禮之產生與人的需求有關，65有學者指

出這樣的需求大致可從四個方面來說：序人倫關係的位份、基於社會整體的分工

合作實施社會職能分工、對社會資源按社會正義予以合理化的分配、稱情立文以

節飾人的生命情操。66從人的需求，荀子亦說：「禮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

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禮論〉，

頁 347）禮先能養，滿足人的需求，荀子進而思考：禮的作用不單單於此，人是生

活在社會當中，社會為一個大的群體，「既得其養」還不夠，必須再要能夠有所

區別，君子「又好其別」，即〈王制〉所說的「分」，「分何以能行？曰：義。」（頁

164）區別的標準在於義，「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力，多力則彊，彊則勝

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王制〉，頁 164）由此可知，禮既是使人而群，亦是使

人而分，群與分二者不可偏一，亦不可廢一，群與分的道理則在於禮義。67因此，

「既得其養」僅是合乎人性的一個基本的要求而已，目的在於使人得以滿足生理

上的需要，進而所說的「別」則是屬乎社會規範的部分，這一方面才是荀子論禮

的核心所在。依曾春海的看法，滿足人的需求從四個方面來說，無論是人倫、社

                                                 
64 孔子認為，如果一個人沒有仁心，那麼外在禮節對他又有什麼益處呢？子曰：「人而不仁，如

禮何？人而不仁，如樂何？」（《論語‧八俏》）這說明了孔子是將禮建立在人之「仁」的基礎，

不仁而言禮，毫無益處，是落於只重外在形式的禮節規範罷了。孟子將「禮」的根源，說是人的

四端之一，孟子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惡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禮之端也；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禮的意義，往內心求，人本有辭讓之心，強調這是禮

之根源。到荀子的時候，認為禮仍與人心相關，故荀子說：「禮者，養也。」（《荀子‧禮論》）但

更多的是談到規範準則的問題，例如：「禮者，表也。」（（《荀子‧天論》））「禮者，節之準也。」

（（《荀子‧致士》）），荀子對禮的詮釋，一方面當然與其經驗的性格相關，具體可見的禮儀，才

有辦法成為人們的規範準則；另一方面，儒者如果認為禮是重要的，則必須對社會有實際的幫助，

因此荀子既肯定了禮符合人的內心需求，亦談規範準則的問題，對於孔、孟於禮的理解上，皆有

相當的補充。 
65 同註 62。 
66 曾春海：〈荀學禮文化的知識理論〉，《輔仁學誌‧人文藝術之部》第二十七期（2000 年 12 月），

頁 48 
67 〈王制〉：「人生不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亂，亂則離，離則弱，弱則不能勝物，故宮

室不可得而居也，不可少頃舍禮義之謂也」，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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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源分配、稱情立文的生命情操，都指向一個重點：荀子論禮的目的，認為

人應該是接受歷史文化的陶冶而為歷史文化的存在，如果不學禮，即是缺乏文化

涵養的自然人，而不是不離禮憲的社會人與文化人。68因此，可以說社會規範的

意義，即考量人是處於社會的大環境中，並且對於歷史文化也應當要有一定程度

的認識與體會，藉由學禮可使自己處在社會規範之內，禮之規範，有分有義，就

荀子來說，即是一種合理性的存在模式，人學禮即是一種社會規範之「學」。 

  此章探討荀子所學的對象與典籍。就所學對象來說，分為老師與朋友，荀子

分別為師、友界定意義，並視其為人們在群體互動中重要的環節，也表示了荀子

重視倫常中的道德修養。就所學的典籍來說，《詩》、《書》、《樂》、《春秋》、《禮》

所代表的意義，即培養成為一位具有知識廣博的、人情和悅的、歷史意識的、合

乎社會規範的學習者，浸涵於典籍當中，終會「真積力久則入。」（〈勸學〉，頁 11）

在所學習的師、友、典籍三方面的過程裡，包含了對象的人、典籍的經，故所學

是人師的道理、經書的義理，以及與友之間的相互砥礪，荀子說：「天見其明，

地見其光，君子貴其全也。」（〈勸學〉，頁 20）在師、友、典籍三方面的學習當中

能「貴其德之全也」，69這則是荀子對於學習者所學的諄諄期勉了。 

 

 

 

  

   

 

 

                                                 
68 同註 66，頁 47-48。 
69 楊倞語，見註 2，頁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