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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荀子的學習工夫 

 

 
  依荀子的思想，學習是一條永無止境的過程，所學的內容包括人格的仿效、

典籍的研讀。因此，如何在這兩者當中有效的學習即成為一項不可忽略的課題。

在此則涉及荀子的學習工夫。 

  學習工夫指的是一種漸進的、累積的學習概念。一般來說，荀子在〈勸學〉

裡已經談到了如何學習的問題，例如：專心，「學也者，固學一之也」（頁 18）；例

如：毅力，「鍥而舍之，朽木不折；鍥而不舍，金石可鏤」（頁 8）等等。這些，可

以視為是學習的原則。然而，荀子有沒有一套學習的工夫理論呢？ 

  本文主要就荀子的三篇文章：〈正名〉、〈儒效〉、〈解蔽〉來舖陳其學習工夫

的立論根據，而分為向外的學習工夫：包括了辨別名實、知通統類；向內的學習

工夫：即是虛壹而靜。向外即指學習工夫的側重點，在於瞭解外在的事物，並能

夠清楚掌握之，如此，才能談有效學習的進一步問題。就辨別名實來說，唯有知

道所接觸的外在，是由許多的“名＂所組成，而“名＂是與“實＂有互不可分的

關聯，在這二者之間當如何思考，達到一定的融合，並對學習有所助益，可視為

是荀子學習工夫的初步問題。再者，知通統類具有整合、歸納的意思，這是在名

實問題的基礎上，能加以系統、條理化的認識與理解，以致有足夠的能力，對所

處的環境較能看得清晰透澈，而不被似是而非、亂無章法的論述所迷惑。向內的

學習工夫：虛壹而靜，是反求諸己的學習工夫，重點在於「心」，如何對己「心」

有所認識，要下什麼樣的工夫，才能使得「心」能夠吸收知識、有效學習。 

 

 

第一節 向外的學習工夫 

 
（一）辨別名實 

 

 
  在討論名實問題之前，有必要對「名」的意義加以說明。荀子在〈正名〉說：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禮。」（頁 411）在此，「名」是以複

合詞的形式出現──「刑名」、「爵名」、「文名」。這反映的意義是：「名」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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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的概念，只有以複合詞的形式來表示，先有了具體性的形象、事物，與「名」

結合，「名」才有意義。所以，可以說「名」就是代表具體性形象、事物的名稱。

荀子說：「名也者，所以期累實也。」（〈正名〉，頁 423）楊倞：「或曰『累實』，當

為『異實』。言名者所以期於使實各異也。」1尤此可知，「名」就是使不同的「實」

各有其「名」，以區分彼此的差異。荀子又說：「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正名〉，

頁 422）「名」的主要功用就在於使「實」的意義，能明白讓人知道。就名實的先

後次序來看，「實」先於「名」，所以才說「名聞而實喻」。因此，在荀子思想裡，

「名」反映「實」是一個基本概念。 

  然而，荀子對於名實問題有許多的討論，於上世紀初期，胡適即注意到《荀

子》這方面的線索，認為「荀子的名學完全是演繹法。他承著儒家『春秋派』的

正名主義，受了時勢的影響，知道單靠著史官的一字褒貶，決不能作到『正名』

的目的。所以他的名學，是介於儒家與法家之間，是儒法過渡時代的學說。」2胡

適的意見，即認為荀子的名學有歷史發展的脈胳可尋，且是處在儒家與法家名學

思想的過渡時期，荀子是發展了這段時期的名學思維。同時，也是在後來非儒家

學派的影響之下，對孔子的名學思想有很大的修改。3 

  在此，本文對於名實問題的探討，跟胡適的研究有不同的地方。胡適就歷史

發展、思想史的角度來考察荀子名學的意涵，亦側重在哲學方面的思考。本文則

就荀子之所以討論名實，可將其視為學習工夫概念中的一環。為什麼呢？因為，

荀子在〈正名〉的論述，並不是要刻意塑造一種名實理論的學說，撰寫〈正名〉

可能的動機，是為了回應當時的名實混亂，這些問題已經造成人們在學習上可能

會遇到的困難。放在國家統治的角度來說，因為名實混亂，學習困難，人民不僅

無所適從，而且可能所學非術，不符合先王聖賢的教導，因而撰寫〈正名〉，期

望對如何學習的工夫層面，有所提升，有所裨益，進而對整體國家、人民有實質

上的幫助。4 

  名實問題與學習工夫相關，人是學習的主體，荀子在論述〈正名〉時，篇首

關注的即是人之名實： 

 
                                                 
1 [清]王先謙撰；沈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北京：中華書局，1981），頁 423。 
2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古代哲學史‧荀子》，收於鍾泰編《民國叢書》第一編第二冊（上

海：上海書店，1989），頁 328。 
3 胡適：《先秦名學史‧第四編進化和邏輯‧荀子》，收於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 6》（北京：北

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129。 
4 例如周光慶指出：「一當“名實亂＂，公共言說就難以有效開展，思想情感就難以順利交流，

政治主張就難以有針對性地辯論，學術理論就難以有針對性地爭鳴。」見氏著：〈荀子語言哲學

思想發微〉，《孔子研究》（2007 年第 3 期 5 月），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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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 

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 

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正名〉，頁 412） 

 

 
荀子提到了人的內在，有天生的，也有後天形成的。天生的有「生」、有「性」、

有「情」。生，是天生而然；而上天所賦予的本性，也是自然形成的，就這一點

來說，「生」與「性」都不需要經過任何人為的安排。因此，生與性可說是相通

的意思。荀子進一步說，人們可以經由外在的觀察、感覺出來的「情」，即是反

映了生或性了。當一個人自然而然地將喜、怒、哀、樂等情感表現出來的時候，

外人由此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人的本性的流露，他具有各種各樣的情感。就後天

的培養來說，荀子提到了「慮」，慮是思慮，嚴格來說，是經由理性的、縝密的

思考才可以說是慮，是人的思考活動的過程。人之心能夠思考，「情」經過「心」

之思，選擇要作出什麼樣的決定就是「慮」。這時已有經過思索後的想法了，再

付諸實踐，化為行動即稱為「偽」。荀子所說的行動，是經過不斷思索後才付諸

實行，因此他才說「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荀子先界定人內在的「性」、

「情」，再說明由自然到人為的「慮」，以及「心」在其中的作用來認識自己。或

說是試圖掌握人性普遍的、共通的特質，並且，能用語言來表示，這是就名實關

係來討論「人」的思路。人內在的部分，可以通過「名」，也就是透過語言來表

示，這就是名實。 

  再者，可以追問的問題是：荀子為什麼重視名實問題，〈正名〉的寫作動機

與目的何在？荀子對於「名」的產生，曾說：「名無固宜，約之以命」（〈正名〉，頁

420）、「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正名〉，頁 420）可知「名」

的產生，目的是要反映「實」，但「名」與「實」之間的意義聯繫，是要眾人彼

此之間對該意義的認同，隨著時間的前進，該意義愈加被強化、堅固，成為眾人

的共識，到後來人人視其為習以為常，這樣的名實之間的意義結合，才得以確立。 

  但是，荀子在〈正名〉有提到制名之人，制名的人是誰呢？是王者。荀子說：

「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行而志通，則慎率民而一焉。」（〈正名〉，頁 414）

王者指的是君王，能夠確定名份，辨察實際的情形，兩相配合，將這樣的制名之

道推行，使人們能夠通曉名實之間的種種問題，那麼人民就不敢、也不能以變亂

名實的思想，擾亂國家社會的安定了，也不致於「託為奇辭以亂正名」（〈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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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14）。這裡，為什麼荀子一方面說「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即「名」、「實」由

眾人決定；一方面又說要有「聖王之制名」呢？這當中是不是有不可理解之處，

即「名」由誰來制定？其實，就「約定俗成」的角度來說，是強調「名」與「實」

之間的聯繫，所說的「名」包含了所有人、事、物，可以說包括了各種知識的意

義界定。就「聖王之制名」的角度來說，聖人所說的「名」強調「名份」，跟名

實不見得一樣，基本上聖王較強調倫常的名實契合，屬於人的倫理方面。 

  由以上的敘述可知，「名」在表達範圍上，其一：「名」可以表現具體性事物

的形象、名稱；其二，「名」也可以反映人內在的、較抽象的性情。可知，「名」

是一種語言的表達名稱，「實」可以透過「名」讓人們瞭解，特別說明的是，「實」

不一定就是指具體的事物，在此可以取廣義的說法，「實」就是內容，可能是人、

事、物各方面的內容。「名」在表達意義上，其一：「名」指的是政治、倫理上的

名份；其二：「名」可以擴大為表達所有的知識意義。這些可視為荀子對於名實

問題的基本看法。這也表示，「名」在荀子的使用範圍與意義上已經擴大，不同

於孔子時期僅強調政治倫理之間的名份思想，荀子對於「名」的使用，已超出春

秋時代以來的理解與掌握，對於「名」有更詳盡的論述。 

  然而，荀子對於「名」的探討，目的在於使國家能長治久安，讓百姓能安居

樂業。荀子認為，「名」對國家、百姓來說，影響是非常大的。荀子說： 

 

 
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 

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愨，愨則易使， 

易使則公。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 

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正名〉，頁 414） 

 

 
上位者對於「名」如果處理不慎，則會造成人民的疑惑，這裡所說的「名」主要

是倫常名份，如果「名」失去了這個表達功能，則人民必無所適從，也會產生許

多爭執、訴訟的情形。故倫常名份要能確立，避免人們「託為奇辭」，劉師培說：

「『奇辭』與『正文』對文，則『奇』有邪義。說文訓奇為異。」5名份如果確立，

則人民就遵循這套價值觀，百姓自然能夠「壹於道法而謹於循令」，這就是王者

功迹源遠流長的例子。聖王既能有效制定「名」，百姓能以信賴之，並能遵行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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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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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生活在此中是有保障，所謂「易使則公」，即是容易遵從，國家之治大有功效。

「名」就名份方面的意義來說，荀子「正名」對國家的幫助就在這裡，使國家上

下的尊卑等差得以建立，使人民生活在井然有序的社會裡，避免逾矩，「謹於守

名約之功」。 

 因此，荀子論述的正名之道，多扣著名實問題對於國家社會的影響，乃是「知

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異。」（〈正名〉，頁 415）但是，

亦有分別名之性質的問題，這是偏向知識的探討。「名」多由各種不同的「類」

所組成，由此推之，有所謂的「共名」、「別名」： 

 

 
   萬物雖眾，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 

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 

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正名〉，頁 419） 

 

 
以上的引文，指的就是面對知識名稱的問題。既稱萬物，即是形容「物」的繁雜

眾多，那麼，人們該如何簡單描述呢？荀子提出「共名」、「別名」的看法，例如

「物」的名稱，就是因為世上的東西太多了，無法一言以蔽之所有的內容，於是

思考能否用一字或一詞來稱呼，所以，這一字或一詞是要盡量能包括所有的事

物，於是想出了以「物」這個字來概括世上的許多東西，這是人們經過不斷地思

索、經驗，透過「推而共之，共則又共」，以達到「無共然後止」的地步才停止

的。相對的，別名的意義也是如此。這是因為有時候以共名無法準確表達更具體、

細微東西的意義，所以才要不斷地區分大的名稱之下的不同意義，例如物之下還

有什麼，就要能「別」，「別」也就是區別、畫分的意思。總而言之，共名和別名，

可視為是從反映事物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不同性質上對名的分類。6  

  值得特別說明的是，荀子辨別名實並不是一開始即立意要建構名實問題的理

論，他的目的、重點不在於此，而是針對國家社會與人民之間，因名實的不協調、

各自主張，導致混亂的情況下，才對名實問題進行反省，提出解決之道。就此來

說，名實並不是孤立於社會價值之外的獨立存在，更並不是一種個人苦思、特立

獨行的思考內涵，而是經過全體集思廣益（約定俗成），有助於人們在社會能更

                                                 
6 孫中原並且說：「共名相當於現今邏輯學中所說的屬概念，別名相當於種概念。」參氏著：〈儒

家智者的邏輯──析荀子正名論〉，《孔子研究》總第 83 期（2004 年第 3 期 5 月），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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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交際，並有助於思維的正確而提出的看法。因此，有學者認為：「〈正名篇〉

的寫作目的在於闡明語言的社會實踐，是直接為政治服務的，不是為了語言教

學。」7這個意見概括了荀子撰寫〈正名〉的目的，對名、對語言的探究，荀子

是側重在政治意義，是注重名實與治亂的問題。就荀子來說，語言的本質應屬於

社會的約定俗成，8也只有這樣的語言才能對人們產生意義。 

  以上，我們可以對名實的問題作一個小結。名實問題與荀子的學習工夫有什

麼關係呢？第一，學習必須接觸知識，知識與外在的世界息息相關，這就涉及知

識架構，如果對知識的領域不清楚，就無法有效地吸收該領域的內容。第二，荀

子設定的知識內容，雖有觸及外在的知識架構，例如共名、別名的論述，看來是

較不屬乎道德修養方面的言論，屬乎純粹邏輯性的思考模式，但是，進一步觀察，

可以知道這些對外在知識的系統化、條理化，目的是在於辨別名實，使得國家社

會的名實問題能得到有效的管理，如此，人們就不會無所適從了，也不會作出違

君抗上，混亂名實分際的作為。這對君王的管理有實質的幫助。第三，從語言認

知的深層意識來說，有學者認為這與人的內在層面息息相關，荀子對人性的觀

察，提出散名之在人者，唯有人的名實問題先安頓好了，才有辦法，也才需要進

一步論述知識架構的名實問題，從內在層面的這一部分來說，語言形式的安排是

與人的思維結構有相對應的地方。9語言的本質即是社會人群所共同塑造出的。 

  此外，要特別說明的是：瞭解「名」，為什麼對於國家會有幫助？「名」如

果解釋為名份，那麼對於「名」的看重，即代表對倫常的重視，如此一來，上位

者與百姓之間，因都重視倫常，有助於國家安定、人民和順。「名」如果解釋為

語言，即可包括一切的人、事、物，所有知識的範圍都可以透過「名」來表示，

讓人們可以理解，這就代表「名」的意義在荀子思想裡已與前人重視名份有所不

同，他擴大了對「名」的理解，不僅要重視名份，對於一切可用「名」表示的人

事物，都必須謹慎地看待。而且，荀子對於「名」的理解擴大，可能與戰國末年，

知識的多元，人民受教育的機會提升有一定的關聯。因此，許多人都有能力對語

言進行解釋，對知識有各自的意見，而訴諸於文字語言當中。10在荀子看來，知

識的繁複不是壞事，但必須有所整合，才能對國家、人民有益處，否則知識的繁

                                                 
7 李松岩：〈荀子《正名篇》對語言本質的論述〉，《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年

第 25 卷第 3 期），頁 108。 
8 封富：〈論荀子的語言〉，《渝西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卷第 3 期（2003 年 9 月），頁 64。 
9 羅淵：〈從《正名》看荀子的語言認知意識〉，《語言研究》第 24 卷第 3 期（2004 年 9 月），頁

113。 
10 人們對於「名」各有不同的意見，這是知識日益複雜後的現象，也因此產生了一些弊病。例

如：「惑於用名以亂名」、「惑於用實以亂名」、「惑於用名以亂實」。見〈正論〉，頁 420-422。 



《荀子論「學」研究》 

 127

複反而會造成社會的混亂。就這方面來說，這是他提出〈正名〉思想的立意與目

的所在，也唯有知識的系統化，才能對當時的國家、人民有所貢獻，不致於面對

知識的繁複而有無所適從之感。 

 

 
（二）知通統類 

 

 
  「知通統類」一詞見於〈儒效〉：「志安公，行安修，知通統類，如是則可謂

大儒矣。」（頁 145）「志」是內在的心理活動，強調要能以國家、人民為念，「行」

是外在的行為表現，要能夠修養己身。進而，亦要能「知通統類」方可成為大儒，

這就包含了「類」觀念方面的問題。 

  什麼是「統類」？又該如何「知通統類」呢？可以先從「類」是什麼意思說

起。學者指出，在《荀子》裡並沒有對「類」作過任何明確的定義，但從荀子使

用「類」的行文來看，類字具有三大內涵：（1）名實論與知識論意義的「名理」

（2）倫理學意義的「文理」（3）政法學意義的「法理」。11基本上，「類」與「理」

有一定的內在聯繫。12前人牟宗三亦曾有相似的看法，認為荀子所說的「每一類

有其成類之理。理即成類之根據。握其理，則可以通。『法教之所不及，聞見之

所未至』（〈儒效〉）皆可以類通。以類通，即以同類之理通也。」13據學者的研

究，荀子乃確認「同類同理」的主體依據。14 

  荀子分類乃是據理而分，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有研究指出，分類當中亦可

用「道」來表示，如此，「道」與「理」則有相近之處。15因此，可以說荀子論

                                                 
11 陳平坤：〈荀子的「類」觀念及其通類之道〉，《台大哲學論評》第三十一期（2006 年 3 月），

頁 85，77-78。 
12 陳平坤：「既然依據事物彼此之間的『共同性』，可以建立『類』之觀念，於是所謂『共同性』，

乃成為進行分類活動的一項根本原則或基礎。」同註 11，頁 102。 
13 牟宗三：《名家與荀子》（台北：學生書局，1990），頁 199-200。 
14 陳平坤：「當然，這種可視為人倫關係之秩序化原則的『文理』，以及法規、制度所據以成立

之道義的『法理』──二者亦可統言之為廣義的『倫理』，如果就荀子的學說來看，基本還是奠

定在他所謂『同類同情』即具『同理』這種知識的或存有的認定之上，而通過『類比推衍』(analogical 
projection）之方式，所有呈現出來的一種看法……訴諸『理性』(reason)能力，而進行性質同異

之辨別，然後經由歸納原則確定事物之間的某種『連繫』(connection)，再把這種『連繫』確實化

或固定化的一種思維結果。由此之故，如果我們能夠掌握事物之間這種『連繫』之確定性，也就

可以藉由看見一件物事出現，而推得另一物事曾經存在，抑或預知它即將隨之發生。」同註 11，

頁 111-112。 
15 陳湘蕾：「《荀子》知識論研究」（台北：國立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 6 月），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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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的原則即是「理」、即是「道」。「類」是一種各得其宜的形式呈現，而且在荀

子的思想裡，「類」的區分不僅是物與物之間有所區別而已，他更加關注的是：「以

物類為基礎，而進一步地轉向對倫類或（以禮為總綱的推禮義的）“統類＂。」
16因此，理解荀子所論的物類、倫類、統類，並不只是單粹邏輯式的、機械式的

劃分，而是有人性層面的基礎在當中，根本原因在於荀子乃是著眼於“人心之

知＂而立論。17因此，物類之分與人的生命，才有了實質上的關聯與意義： 

 

 
   對荀子來說，應當把可得到的物品同人的欲望之間的平衡當作一切倫理學 

討論的出發點。通過一切人作出欲求選擇而達到的兩者平衡，是一個穩定 

的社會組織必須具備的條件。18 

 

 
物類的分配與人的欲望需求，能得到適當的、合宜的滿足有直接的關聯，這是瞭

解荀子「類」之思想不可忽略的一環。因此，進行物與物之間分類的需要，不妨

可以說是一種人性的本質，以及生存於社會中的需要。19 

荀子又以「辨」表示，且說：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非相〉，頁 78） 

 

 

進而，由物類而倫類、統類，可以說都是「辨」的擴大表現。但是，人要能夠分

辨得宜，不是一件容易的事。要能「辨」則先要能「知」，「知」愈多，「辨」的

能力也就愈強。然而，這並不是天生而然，不經學習而可得到。對「辨」的討論，

                                                 
16 張斌峰：〈荀子的“類推思維＂論〉，《中國哲學史》總第 42 期（2003 年第 2 期 5 月），頁 67。 
17 吳樹勤：「對荀子“統＂、“類＂、“統類＂思想的誤解在學者中普遍存在，我試以學者對荀

子所說的“由士以上，則必以禮樂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數制之＂（〈富國〉）的理解為例來

說明……我認為，荀子之所以對“類＂與“法＂、“禮＂與“法＂等作區分，根本原因在於荀子

是著眼於人心之知而立論。」見氏著：《禮學視野中的荀子人學──以“知通統類＂為核心》（濟

南：齊魯書社，2007），頁 206-207。 
18 [美]唐納德‧J‧蒙羅著，莊國雄、陶黎銘譯：《早期中國“人＂的觀念》（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4），頁 76。另見原文 Donald J. Munro,：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nia.1969, p77. 
19 這方面可以參考註 11，尤其是頁 11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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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涉及「辨」的對象，也就是荀子所說的「類」。在荀子的思想裡，對於「類」

的探索，必須先瞭解了「類」概括了哪些意義，與人性有何關聯。依前文所說，

荀子的「類」思想，乃包括了物類的知識觀、倫類的倫理觀，以及統類的政治觀

點。當然，這樣的劃分是方便研究而作的區別，實際上，物類、倫類、統類的觀

點可以視為一體，並且統類的原則可涵蓋前二者。因此，「知通統類」如何達到，

也就成為荀子主要關心的議題所在。 

  荀子對於「類」的使用，有出現複合詞的情形，例如：「倫類」、「仁義之類」

「統類」。這表示「類」並不只是單純的劃分意義、各成一類，更重要的是劃分

的標準有「倫」，強調了人際關係中的合宜分寸；有「仁義」，是處世應對的大原

則；有「統類」，即是「知通統類」的聖人形象。就「倫類」與「統類」來說，

學者指出這兩種用法所使用的語境是： 

 

 
   “倫類”所指涉的是各種不同的人際關係，它可以說是與儒家的德行用語 

相關的一種“類”的特殊用法……關於“統類”的語境義則是，至於總括 

治國的方針策略，端正自己的言論行動，統一治國的綱紀法度，從而匯聚 

天下的英雄豪傑，把根本的原則告訴給他們，拿最正確的道理教導他 

們……“統類”也就是世界萬物的總原則。20 

 

 
統類有兩方面的意義，一是可以作為政治方面的治國法度；一是擴大其意涵，可

以作為世界萬物的總原則。能夠知通統類的人，不是一般人可以達到的，而是君

王、聖人一類的人物，他們瞭解世間知識理論的形成、內容，掌握知識的動機則

在於為天下人興利除害，21這也是論述知通統類重要的一環。所以，能夠掌握、

明辨世上各種知識的人，進而能找到一套真正為萬民生計謀福的知識架構，進行

分類，各得其宜，這就是荀子所說的知通統類的人了。22 

  然而，荀子所說的知通統類，雖然看似君王與聖人一類的人物，方有可能達

到這樣的境界，但荀子對於此實是有工夫論的涵意。荀子曾經提出如何實現「知

                                                 
20 同註 16，頁 67。 
21 曾春海：〈墨學與荀學中的知識原理與方法〉，《哲學與文化》第卅一卷第七期（2004 年 7 月），

頁 76。 
22 就荀子論知通統類的人格特徵，吳樹勤認為，這就是作為道德最高成就的聖人的特徵。知通

統類是高明的道德智慧，是自由的心靈境界，是實現了知與行的統一，以及實現了內聖與外王的

統一。見同註 17，頁 20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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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統類」的主體修養，其中的關鍵便在於「學」的觀念。23〈儒效〉說：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 

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 

哉！鄉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竝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 

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囘天下於掌上而辯 

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 

不貧而富矣哉！（頁 125-126） 

 

 
荀子認為，人即使正處於卑賤的地位，愚昧的學習狀態，以及貧窮的環境之下，

要達到尊貴、智慧、富足的地步，並非不可能，因為這可以透過「學習」而獲得。

荀子並且就這「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等三種情形，列舉了歷史上曾經

發生的例子，以加強論述「學」的重要性。 

荀子認為，堯、禹二位聖人，也曾經是「混然涂之人也」，楊倞對「混然」

的解釋是「無所知之貌」，24由無知到有知，並且能夠知通統類，就是學習所帶

來的效果。堯、禹可以說是「學習」成功最著名的例子。他們能夠「原仁義，分

是非」，這是掌握了仁義的原則以應對世間萬物，因而能夠分辨是非對錯，也才

有辦法視「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管理天下就變得輕而易舉了。這是荀子對於

學習的看重，堯、禹也因為學習，而成為了「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的

最佳代表。 

然而，荀子並沒有對堯、禹二人的學習工夫多加描述，但其中有一句話值得

注意：「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不能決也」，對這句話的解釋，王天海說：「效，

考也……門室，猶言『門戶』也。古時雙扇為門，乃進院之大門；戶為單扇，內

室之門單扇曰戶。」25荀子說堯、禹以前連「門」與「戶」之不同都無法分辨，

這樣的說法，可能是為了誇大了堯、禹在還沒有「學」之前，也同一般人一樣缺

乏「辨」的能力而說的。荀子的用意在於強調堯、禹之所以為人所尊重，正在於

他們經過「學」，肯在「學」上下工夫。經由「學」才能「辨」，學得愈多，知識

的累積愈多，自然就能準確地分辨事與事、物與物之間有何不同了。 

                                                 
23 同註 11，頁 121。 
24 同註 1，頁 125。 
25 同註 5，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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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就「知」來說，荀子曰：「知之，聖人也。」（〈儒效〉，頁 125）楊倞說：「知

之，謂通於學也。於事皆通，則與聖人無異也。」26在〈儒效〉：「知之，聖人也」

之前的語句是「彼學者，行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頁 125），所以，聖人

是有包括了「行之」、「敦慕焉」的學習經歷，也具有這樣的特質，只不過聖人目

前最顯著的，是「知」這部分。學者的研究指出，荀子所謂的「知」，內容極為

豐富，大致來說有「感官」、「知慮」兩方面的意義，其中「感官」之「知」的意

義是屬於荀子所說的「性」的領域，「知慮」之「知」的意義是屬於「偽」的領

域。這些意義都可歸納為荀子所說的「知」。27 

  由以上的論述、分析可以知道，知通統類乃是荀子學習工夫重要的一部分。

本文先從「類」的概念談起，而之所以能夠分類，是因為類的概念中有統、有理、

有道，所以才有辦法分類。因此，荀子所討論的「統類」，意義是包含了類與類

之間有所統，統既具有統合的意思，而未統合前的狀態則可視為各分其類、各得

其宜、各得其所。接著的問題是：誰能夠知道「統類」呢？這裡就可以聯結到荀

子論「學」的意涵。荀子列舉堯、禹的例子，說明了唯有學習，才有辦法「賤而

貴」、「愚而智」、「貧而富」，因此，「學」才是堯、舜與眾人不同、最有明顯差異

的地方。這就給人們有一個學習的榜樣，那就是人們只要依靠後天的學習就可以

達到一定的成長，不管天生的才能智慧如何，只要願意學習，就有所得。當然，

這裡所說的學習，主要是扣緊道德上的修養與施政上的才能。荀子又說「知」，

強調「知」的重要，知不是單純的感官接觸，而是必須透過不斷的思索，也就是

荀子所說的「偽」，才能有辦法「知通統類」。先認識「類」，然後能「統類」，這

是因為人有「知」的本能，經過不斷的學習、思考而能「通」，整個「知通統類」

的培養才能完成。 

  在「知通統類」這一個議題裡，雖然荀子沒有直接說出一套學習工夫，但本

文依上述的論述，可以試著為荀子勾勒出一種工夫進路的思維。「知通統類」是

學習完成後的境界，人能透過「感官」，有「知」的能力，「知」的愈多，則對事

物的分辨能力就愈強，能知才能「辨」。然而，知道事與事、物與物之間的不同

還不夠，不同之間的劃分在於各有其「類」，荀子雖未說各類之中有其「理」，但

是按照荀子劃分類與類之間，有所分別的思路，「類」之中有「理」是可以確定

                                                 
26 同註 1，頁 125。 
27 吳宗燮：「荀子的知識論研究」（台北：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 年 6 月），

頁 64。其實，作者是將「知」的意義分成四種：（1）「感官」；（2）「認識」、「識別」；（3）「知慮」；

（4）「意向」。本文依據吳宗燮的觀點，認為「知」只需整理歸納成「感官」、「知慮」二種，前

者是先天本能的「知」，後者是後天學習後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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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否則分類的工作將無法進行。分類的目的又在於能「通」，否則世間萬事萬

物只能是各從其類，沒有辦法構成一種井然有序的意義存在，類與類之間，彼此

有相異，也一定有相「通」之處才行。類與類之間能相通，進而就能「統」而言

之，建立一知識體系可供人們可以清楚掌握。故可將「知通統類」的學習工夫，

以發生的次序呈現：學 知 辨 類 通 統。 

 

 

第二節 向內的學習工夫：虛壹而靜 

 

 
  一般來說，學者認為荀子的學習觀，乃是面對外在的禮義規範而言，較不看

重心性方面的修養。事實上，荀子也有向內型的學習工夫，一言以蔽之，即「虛

壹而靜」。 

  為什麼要談向內的學習工夫論呢？荀子所處的時代，知識繁複，學說林立，

故在前一節已論述荀子「辨別名實」、「知通統類」的向外學習工夫論，目的即對

於外在的知識世界，能有系統、條理地理解，並將知識的益處對於國家、人民有

所貢獻。然而，向外的學習工夫，若不與內在心性方面的修養結合，那麼很有可

能在吸收知識的過程中，被太多的知識所蒙蔽，反而為知識所害了。因此，荀子

論述在學習過程裡，內心需保持「大清明」（〈解蔽〉，頁 397），也就是「虛壹而靜」

的境界。唯有如此，在向外、向內學習工夫的兩相配合下，學習才得以稱有效的

學習，也才能避免掛一疏萬、顧此失彼的弊病。 

  然而，人們應當如何理解虛壹而靜的學習工夫呢？這與荀子所論的〈解蔽〉

有直接的關聯。〈解蔽〉所談的問題，是荀子談當時面對知識時，所應該有的態

度。而知識的討論，總是圍繞著人所處的社會處境，所以，這基本上也是一個面

對人所處社會的問題。28因此，社會乃成為人所認知的對象，荀子並透過了作為

認知對象的“五經＂、禮義、道三者之間的關聯，建構了如何瞭解所處的社會。

這是「學經以識道，學禮以守道，識道守道然後兼知萬物之理」，29可以說「荀

子所講的“學＂近似於我們今天所說的認識活動。」30並且，是屬於社會道德認

                                                 
28 王君柏：〈荀子的“解蔽＂思想及其社會學方法論意義〉，《寧夏社會科學》總第 142 期（2007
年 5 月第 3 期），頁 60。 
29 吉興：〈解蔽與成聖：荀子認識論新探〉，《河北學刊》第 24 卷第 5 期（2004 年 9 月），頁 192。 
3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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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論。31另有學者指出，荀子〈解蔽〉的內容，有涉及西方心理學的觀念，但不

能完全用西方的邏輯觀念來框視、評斷其論述。32 

   〈解蔽〉與「虛壹而靜」有關，荀子提出對「蔽」的看法，他說： 

 

 
   故為蔽：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 

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解 

蔽〉，頁 387-388） 

 

 
由此可知，荀子認為人生在世，所見萬物各不相同，由此生出「蔽」，這是一般

人所共有的問題。「欲惡」、「始終」、「遠近」、「博淺」、「古今」，都是兩兩相對的

概念，相對造成比較，比較產生選擇，選擇則遮蔽了事物的本質面貌。推究其原

因，人之所以對於萬物有比較、選擇，產生相對的概念，都是出於內心的判斷，

因此，心必須「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33
（〈解蔽〉，頁 394），必須要有往內的學習

工夫，才不會顧此失彼。荀子也說：「心不可以不知道」（〈解蔽〉，頁 394），心必須

經過不斷地修養，才能「知道」，修養的關鍵就在於「虛壹而靜」。 

  荀子所說的虛壹而靜，或有說是吸取了道家“虛＂、“靜＂的合理成份，進

而加入了主動、積極認識事物的因素，34並體現了荀子對道家和稷下學派思想的

吸收和批判。35因此，虛壹而靜的觀念，並不是上無所承，而是荀子站在儒家積

極面對知識、面對社會，提出應對解決之際，對於其他學派思想要義的吸收與轉

化，也在向內的學習工夫上有所發展。 

  對於其他學派思想的吸收，意謂對於「道」的獲得，需往多家學說要義去學

                                                 
31 同註 29，頁 194。 
32 鄧公玄：《中國先秦思維方法論》（台灣：商務，1972），頁 16。該文作者說：「荀子之解蔽論，

實已由認識論而涉入心理學之樊籬，故已逸出邏輯範圍。然荀子之論心理狀態亦有相當之科學基

礎，其所謂『虛壹而靜』與所謂『大清明』之說，頗似英哲約翰洛克（John Locke）之心理白紙

說，亦非無相當價值也。」（頁 16） 
33 〈解蔽〉：「聖人知心術之患，見蔽塞之禍，故無欲無惡，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古無今，

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頁 394。 
34 龍振峰：〈“虛壹而靜＂的思維方式剖析〉，《哈爾濱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1 期（2009 年 1 月），

頁 8。文中到的道家，又可分為老莊道家、稷下道家。吸收老莊道家的部分，例如《老子‧十六

章》：「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復」；稷下道家的部分，例如《管子‧心術上》：「勿

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 
35 王志偉：〈從荀子的“虛一而靜＂看先秦諸子的融合〉，《四川教育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12 期

（2008 年 12 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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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從他家學說在知識的侷限之外，也可以知道各家的特色。荀子說：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 

蔽於埶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而 

謂之道，盡利矣；由俗謂之道，盡嗛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埶謂之 

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 

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解蔽〉，頁 392-393） 

 

 
這段文字，論述當時思想家之「蔽」，如「墨子蔽於用而不知文」，首先，見此（用）

失彼（文），這是蔽；再者，儘管把握了「用」、「文」，仍然是蔽，因為「道」是

無法一隅足以概括的，「用」與「文」的概念，僅是「道」的一部分而已。所以，

必須積極、主動瞭解其他家的學說，以破除自己學說內的偏執。依照上述的引文

來說，墨翟的「用與文」，雖可視為道之一隅，但就此可以推知，道是包括了“實

用＂與文化意義的“無用之用＂，而不僅是墨子所強調“實用＂的那一面而已；

宋鈃的「欲與得」，指道能夠滿足、調節人的欲望與需求；慎到的「法與賢」，道

可以讓人有一客觀遵行的準則，而這準則是由「知道」的賢人所掌握、制定，如

此，法才不會僵化，才能應時制宜；申不害的「埶與知」，權勢不能使國長治久

安，道的運作，在於權勢待才智之士施行，才能使國家安定；惠施的「辭與實」，

道確實存在於人間，也能夠被語言辭彙陳述，如此，人們才能瞭解與掌握；莊周

的「天與人」，道的內容是能區分天人之際，在天人問題上，各有各的職責，彼

此不相侵犯。因此，對於道的瞭解是可以從這些相對的面向著手，才不會造成「凡

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大理」（〈解蔽〉，頁 386）的情況。 

  荀子面對諸子學說之蔽，不是採取消極的迴避，而是積極地面對，他既承認

諸子學說皆是道之一隅，因此，就要有智慧去吸收，去蕪存菁，才能逐漸掌握道

的全貌。荀子特別推崇孔子論學的精神，他說：「孔子仁知且不蔽，故學亂術，

足以為先王者也。」（〈解蔽〉，頁 393）楊倞說：「亂者，雜也。言其多才藝，足以

及先王也。」郝懿行曰：「亂者，治也。學治天下之術。『亂』之一字，包治、亂

二義。」36在此採用後者對於「亂」的解釋，指孔子學習治理國家之術，不管面

對的是治世，或是亂世，在施政上皆能有合宜的治國方略。荀子在此，可以說是

                                                 
36 同註 1，頁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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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了孔子的思想內涵，他除了說孔子重視內心的「仁」，也強調「知」，「知」

不是天生的聰明智慧，而是專指後天學習的知識，只有知識的累積、組織後，因

而涵養出的處世態度與方法才是智慧，智慧是屬於人為的，也可以稱為「偽」。

他說孔子乃「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不蔽於成積也」（〈解蔽〉，頁 393），「道」絕

對不是諸子學說之一隅所能概括。因此，可以說荀子稱讚「孔子仁智且不蔽」，

至少包括了兩項意義：第一，去除「道」之一隅的的想法，可以免蔽；第二，「道」

雖由積而成，但也要進一步避免偏見的累積。荀子推論孔子的用意，「道」由累

積而成，但累積不是單純的知識累積，仍然要用心思考，依照荀子用心的工夫來

說，就是「虛壹而靜」。 

  心如何思考，荀子有「虛壹而靜」之說，學界或謂其最大的特色在於使詮釋

者在價值中立的前提下，獲取對於道的認識。37荀子對於虛、壹、靜三者，皆有

意義界定：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 

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 

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 

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 

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 

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 

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解蔽〉，頁 395-396） 

 

 
荀子將「虛」、「壹」、「靜」的概念，放在與「臧」、「滿」、「動」的對比，以凸顯

其中的意義。荀子討論「虛」，並不是為了要取消「動」，也不是刻意要營造只有

「虛」的境界，荀子認為：「心未嘗不臧也」，楊倞說：「讀為藏，古字通，下同。

言心未嘗不苞藏，然有所謂虛也。」38是就心的本然、自然狀態而言，心常「滿」，

但要能「虛」，「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因「生而有知」，又有

「志」，39這是心常滿的原因所在。就荀子來說，人心是容易處於一種常「滿」

                                                 
37 李凱：〈試析《荀子‧解蔽篇》中的詮釋思想〉，《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4 期（2007
年 12 月），頁 34。 
38 同註 1，頁 395。 
39 冢田虎：「志音誌，記也。言人有知而所記憶，乃是藏物於心也。」王天海：「志，記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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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狀態，「滿」不是偏於自滿自足的意思，「滿」應理解為思慮繁雜，導致心裡沒

有辦法騰出空餘的心思來思考其他外來的東西。因此，「虛」可以視為向外的學

習工夫與向內的學習工夫的一個可接合的關鍵處，面對外在知識繁複，內心常有

混亂，因此需虛心學習，這就邁向「虛壹而靜」的工夫起點──「虛」。 

所以，不能順著心常常處於「滿」的狀態，否則將無法接受外界許多新的知

識了，故荀子說：「不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而「虛」、「壹」與「靜」成立

的前提，是人想要知「道」，因此心才要進行「虛壹而靜」的工夫修養，也只有

如此，才有辦法知「道」。心要能「虛」，能「虛」是為了能夠吸收更多的知。「虛」

不是現在所說的空虛之意，而是自覺要在心常「滿」的狀態中，刻意挪出一個空

間，意即保持虛心學習的態度，唯有如此，才能接受他人的意見、想法，並對自

己有實質的幫助。這也反映「道」是需要人們虛心去學習，且具有包羅萬象的特

性。 

心要能「壹」，能「壹」是為了使自己的意見，不因與他人的意見不同而排

斥別人，培養自己能夠將彼此之間的意見、想法整合，也就是先「同時兼知之」，

再進一步能夠「不以夫一害此一」，這對於知識的吸收就有實質上的幫助，能尊

重別人的想法，又明白自己所堅持的理念與他人有何不同，兩相比較、權衡，取

舍其中可遵行、運用的原理、原則，這就是近乎於「道」的工夫。能「虛」而後

能「壹」。一般人在學習上，容易分心，所學也是「道」之片面而已。因此，「壹」

是在所學的內容，能虛心學習，並能統合吸收，這也反映「道」是具有整全的意

涵。 

心要能「靜」，荀子舉了一個例子，他說即使人在睡夢之中，心還是動的，

並沒有停止思慮，更不用說日常生活裡，心的思慮活動是多麼繁複的了，故荀子

說：「心未嘗不動也，然而有所謂靜，不以夢劇亂知謂之靜。」可知人心之動，

在於「夢劇亂知」，物雙松說：「劇，繁劇多事也。夢是夜動，劇是晝動。」張覺

說：「劇，煩雜。它針對『自行』而言，指胡思亂想。」40依二位學者對「夢劇

亂知」的解釋，「動」就發生來源來說，可分為「自行」以及「夢」；依發生的時

機來說，前者是白天，後者是夜晚。如此看來，心之「動」的狀態乃是無時無刻

不在進行的。「自行」的思考會妨礙「靜」，「夢」也會妨礙「靜」；且一個剛好在

白天，一個剛好在晚上。荀子意識到人的思考活動，而提出要「靜」的主張，反

映真正的「道」是需要人們靜心去學習，「道」不是絕對用理性思考而可得到的，

                                                                                                                                            
見註 5，頁 849-850。 
40 物雙松：「劇，繁劇多事也。夢是夜動，劇是晝動。」張覺：「劇，煩雜。它針對『自行』而

言，指胡思亂想。」見註 5，頁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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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必須適度用「靜」去體會，「道」需要人心之「靜」才能契合。 

由以上的討論可以知道，「虛壹而靜」是內心的修養工夫，是向內求的工夫

進路。荀子說：「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道」雖不在人的心中，但

也須從人的內心修養來作，如此才有辦法明白「道」是什麼樣的狀態與境界。荀

子說： 

 

 
   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作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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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壹而靜， 

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 

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 

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 

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 

夫惡有蔽矣哉！（〈解蔽〉，頁 396-397） 

 

 
「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人若能達到這樣的狀態、境界時，也就是已經「知

道察，知道行，體道者也」，楊倞對「體」的解釋是「不離道也」，41對於「道」，

能知、能行、完全地體會，這裡可以說對於「虛壹而靜」的描述，就已經是完成

向內工夫修養的意義了。 

 

 

 

 

 

 

 

 

 

 

 

                                                 
41 同註 1，頁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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