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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以「學」的角度看荀子對儒、道的繼承與批評 

 

 

荀子書中的第一句話是：「君子曰：學不可以已。」1篇名也是跟「學」有關：

即「勸學」。荀子一書的篇名、卷數安排的順序有經過後人的調整，但是〈勸學〉

排在卷首、篇首，則是學者較為一致的看法。2先秦諸子的成書，編排在首篇、

首章、首句的文字，常常是該書思想關鍵之處。例如：《論語‧學而》：「子曰：『學

而時習之，不亦說乎？有朋自遠方來，不亦樂乎？人不知，而不慍，不亦君子

乎？』」這段文字，姑且不論後來的詮釋者如何理解，就孔老夫子而言，「學」確

實是具有重要的意義。《荀子》首句說「學不可以已」，意謂「學」是不可以停止

的。為什麼不可以停止呢？以及要學些什麼，為什麼要學，如何學，學的目的是

什麼……等等議題，在論文後面都會有更詳細、周延的論述。 

因此，論文題目──荀子論「學」研究，目的就在於探討、解釋、分析「學」

的意義，在荀子思想裡，作通盤性的梳理，以成為瞭解荀子思想世界的一個重要

的概念。進而探討「學」在荀子思想體系的位置，並與其他重要概念如：「性」、

「偽」、「心」、「禮」、「君子」、「聖人」、「天」……等等的關聯研究，試圖提出合

理的詮釋。就之後的學術發展來說，荀子對於「學」的看法，影響的層面與時代，

也是值得注意的議題。荀子論「學」研究，有助於掌握荀子思想的要義，可作為

後來學術研究進一步的討論與參照。 

荀子身處戰國末期，於各家學說有所涉獵，或繼承或批評，思想較為多元。

筆者以荀子論「學」為研究，側重荀子思想重要的一環。荀子重視學習，吸取各

                                                 
1 [清]王先謙撰；沈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勸學》（北京：中華書局，1988），頁 1。本

文引用《荀子》，以此為底本。之後行文引用《荀子》，不附作者、出版地、出版年，僅列篇名及

頁碼。 
2 [漢]劉向《孫卿書錄》：「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或作三十三篇的，例如今本《漢書‧藝

文志》。現存是三十二篇。至唐朝楊倞始為之注，並且更改《孫卿書錄》為《荀子》，卷數為二十

卷三十二篇。這些是屬於卷數、篇數、書名的問題，其中也有涉及劉向、楊倞編排《荀子》內容

的次序不同，但是劉向、楊倞二人都將〈勸學〉列為《荀子》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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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的優點，亦對各家思想的弊病有批評，故以荀子論「學」為討論中心，探

討荀子思想的具體面貌。在此，先專對儒、道二家，略述荀子對儒、道的繼承與

批評。 

 

1.繼承 

 

（1）儒家：倫理道德的學習 

 

 

《論語》記載：孔子強調學習。孔子說：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論語‧述而》） 

 

 

孔子對於學習，持積極、熱忱的態度。《荀子》有類似的記載。荀子說： 

 

 

   學不可以已。（〈勸學〉，頁 1） 

   學問不厭，好士不倦。（〈大略〉，頁 508） 

 

 

在《論語》，孔子對於「好學」的描述是：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

也已。（《論語‧學而》） 

 

 

孔子認為：君子不求飽食、安居，行事言談要能敏捷謹慎，親近賢人以匡正己身

的過失，這就可稱為愛好學習的人。另外，可看他對弟子顏回的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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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論語‧雍也》） 

 

 

孔子稱許顏回：「不遷怒」、「不貳過」，是真正好學的人。荀子對於「學」，則說 

明學習的步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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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學〉，頁 11） 

 

 

荀子「學」的思想繼承儒家倫理道德的學習，並強調要能具體實踐。 

 

 

（2）道家：自然天道觀的學習 

 

 

  荀子面對天的態度，沒有明顯的神秘傾向。他說：「天行有常，不為堯存，

不為桀亡」（〈天論〉，頁 306-307）。荀子認為：天的運行有一定的規律，不會因為人

的善惡、作為而改變。 

天的自然運行與人的吉凶禍福沒有直接關聯，是荀子在〈天論〉的基本論述。

老子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人要回

到起初的純樸，就像天的自然運行；莊子認為：「古之真人，以天待人，不以人

入天」（《莊子‧徐无鬼》），亦是如此。道家強調自然，若從荀子「學」的角度探討，

有什麼樣的意義？ 

荀子繼承道家的自然天道，但賦予儒家的人文精神。荀子以「學」逐漸開展

人文社會的價值。他繼承道家的自然天道，並在天人之分的基礎上，加強人為化

成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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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評 

 

(1) 儒家：過於強調「心」的主體性與超越性3  

 

 
荀子曾批評儒家人物子思與孟子，他說：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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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

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非十二子〉，頁 94-95） 

 

 

值得注意的是這三句話：「僻違而無類，幽隱而無說，閉約而無解」。荀子的批評

與他重視社會、政治的經驗性格，有顯著的關聯。
4根據黃俊傑的研究，「思孟學

派強調『心』的主體性及超越性，荀子則強調『心』的社會性與政治性。」5社

會與政治，涉及人與群體的關係。荀子認為，「心」雖能思，但不能忽略人在社

                                                 
3 心之「主體性」與「超越性」兩個用語，乃參考黃俊傑研究「思孟學派」的說法。出於黃俊傑：

〈荀子對孟子的批判──「思孟五行說」新解〉，收於《孟學思想史論》卷二（台北：中研院文

哲所，2006），頁 117。「主體性」的意義，黃俊傑另一本書有解釋，但以不同的名稱代替，他認

為《五行篇》的「中心」（相較於「外心」），是從「心」的自主性（autonomy）與「自發性」（spontaneity）

觀察。這個意義下的「心」，近於孟子所說的「人皆有不忍人之心」（《孟子‧公孫丑上》）或「不

動心」之「心」。這種「心」與「理」同步互動，可以說「心即理」。孟子彰顯人的內在德性，以

人心的「自我立法」（self-legislation）與「天命」取得連繫，孟子的「心」的概念正是這種人的

「自我立法性」最根本的基礎。《五行篇》作者所提出的「中心」的概念，正是繼承孟子的心學

而來的。可參考氏著：《孟學思想史論》卷一（台北：東大，1991），頁 69-90。「超越性」的意

義，黃俊傑認為孟子思想中的「心」具有強烈的超越性，人能「盡心→知性→知天」。在孟子思

想中，人的宇宙人性格仍相當強烈，人具有無限的超越性，而可以躍入宇宙大化之流。可參考氏

著：《孟學思想史論》卷一，頁 91-110。「主體」與「超越」的概念，可往前追溯至熊十力、牟宗

三、唐君毅等人的說法，可參考馮耀明：《「超越內在」的迷思：從分析哲學觀點看當代新儒學》

（香港：中文大學，2003），頁 45-74；179-194。前人或以「內在」、「超越」的用語，可參考牟

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北：學生書局，1974），頁 30-31。 
4 唐君毅：〈荀子言「心」與「道」之關係辨義〉，收入氏著：《中國哲學原論‧原道篇》（香港：

新亞研究所，1976），頁 442-453。 
5 同註 3，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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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政治群體中學習，以免流於自我中心的弊病。6 

 

 

(2) 道家：漠視知識的追求 

 

 

  道家崇尚自然，對於知識不甚看重。老子說：「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

又損，以至於無為」(《老子‧第四十八章》) 。為「學」、為「道」，二者進路不同，

「為道」要「日損」人為的知識，逐漸回到生命起初的清明通澈。故老子強調：

「絕學無憂」(《老子‧第十九章》)。莊子也說：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旡涯。以有涯隨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莊子‧養生主》) 

 

 

莊子認為，人的生命有限，卻去追求無窮無盡的知識，只會把自己弄得疲憊不堪。

荀子反對這種說法。他對知識的態度，繼承孔子「學者為己」的主張，重視道德

之學；另一方面，荀子重視知識之學，余英時的觀察指出： 

 

  

荀子把儒者分為俗儒、雅儒、大儒三類，而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他的劃分標

準乃在於學問知識的深淺。他特別強調知識是政治的基礎。
7 

 

 

荀子重視知識，與政治相關，「儒家主智論的政治觀至荀子而發展到最高峯。」8

另外，杜維明指出荀子對「學」的看法，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 

 

                                                 
6 荀子與孟子，皆注意 “心之官則思＂。荀子指出人之為人雖然有理性，但是由後天的教育培

養出來，表現為知識與修養。可參考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紀前中國的知識、思

想與信仰世界》（上海：復旦大學，2001），頁 166-167。 
7 余英時：〈反智論與中國政治傳統〉，收於氏著：《歷史與思想》（台北：聯經，1976），頁 6。 
8 同上註，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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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荀子的計畫，儒家的「學」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古代的聖王明君、

典籍文獻、傳統慣例、師長、政府的法規以及官吏等一切權威，都是轉變

人性的重要資源。9 

 

 

荀子認為，道家漠視知識，即刻意忽略人處在社會、政治環境的事實。他批評道

家學說「蔽於天而不知人」（〈解蔽〉，頁 392），「有見於詘，無見於信」（〈天論〉，頁

319），此乃「貴賤不分」（〈天論〉，頁 319）。荀子認為，儒者要積極面對社會、政治

環境，「學」是轉變人性、治理政治的基礎。  

 

 

（二）荀子以「學」的思路回應所處的文化背景 

 

 

筆者初步觀察荀子思想的「學」，有學習、學習者、學問……等不同的意義，

其中以「學習」之義最為主要。10「學」的意義分化，代表的文化現象是什麼呢？

從顧頡剛描述戰國當時，有才之人欲進公卿之門的歷史情境，可略窺端倪。他說： 

 

 

   講內心之修養者不能以其修養解決生計，故大部分人皆趨重於知識、能力

之獲得，蓋戰國時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於列國君、相，知識既豐，更

加以無礙之辯才，則白衣可以立取公卿。
11 

 

 

「學」側重知識、能力的獲得。荀子身處稷下學宮，三為祭酒，與具備豐富的知

識有直接關聯。荀子一方面強調內心修養的學習，並針對當時的文化背景，提倡

要學習知識、培養能力，方能成為大儒。 

 

 

                                                 
9 杜維明著，陳靜譯：《儒教》（台北：麥田，2002），頁 64。 
10 「學」在《荀子》出現約 70 次，其中作為動詞「學習」有 46 次，出現的頻率最多。 
11 顧頡剛：《史林雜識初編‧武士與文士之蛻化》（台北：出版地不詳，1962），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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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荀子「學」之思想在儒家之特色與價值 

 

 

前人已有將「勸學」視為荀子思想的要旨，也只有「學」才能達到禮樂的準

則。《四庫全書簡明目錄》、清人吳汝淪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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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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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必以禮

為之經緯蹊徑。故其為學，達乎禮樂之原，明乎先王以禮治天下之意。
13 

 

 

人不可恃質而廢學，學才能知禮，才可「以禮治天下」。二則引文反映荀子思想

特色在於「學」。    

荀子講「學」的方法，可與孟子對照。熊公哲說： 

 

 

   孟子之言學固執其端者也；荀子之言學固察其究者也。夫惟孟子之言學執

其端，荀子之言學察其究也；故言先王也，孟言遵之，荀則更言觀之後王；

而言性也，孟子言可以善，則是性善；荀又更言未必能，則是性惡。故其

學所歸所以各異者，操術然也。
14 

 

                                                 
12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簡明目錄‧子部一‧儒家類‧荀子二十卷》（台北：世界書局，1961
影印本），頁 339。 
13 [清]吳汝綸：《吳摯甫全集一‧讀荀子一》（台北：商務印書館，1963 景印岫廬現藏罕傳善本

叢刊），未標頁碼。 
14 熊公哲：《荀卿學案‧附錄孟荀同異》（台北：商務印書館，1957），頁 12-13。熊公哲認為荀

子講學重視「察究」，強調「辨合符驗」、「以類行雜」。並說：「荀子的學說，是要講靠得住的，

能做到的。」（頁 3）又說：「荀子以為事物無論如何變遷，總是化而一貫；無論歷幾千萬年，總

是古今一也。類不悖，雖久同理。」（頁 4）而孟子講學的方法，可與荀子做對比。荀子講學重

「察究」，孟子講學則重「執端」。（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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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講學方法，實與其論「學」思想之重視經驗、理性有直接的關聯。15荀子

說： 

 

 

   善學者盡其理。（〈大略〉，頁 505） 

 

 

此「理」就今學術用語，是指知識論方面的學習。魏元珪說： 

 

 

   此理實應由感覺經驗開始，觀照於心，然後以心推此理，以統類宇宙萬物，

然後再去條分縷析，觸類旁通，庶幾可得其全真矣。16 

 

 

面對世界，由感覺經驗開始，故荀子不漠視感覺經驗。學者區分「心」的主要意

義為「認知」與「自主」二種。
17萬物涉及「類」的概念，荀子以「單」、「兼」、

「共」表示：18 

 

 

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

                                                 
15 魏元珪：《荀子哲學思想》（台北：谷風，1987），頁 15-16。作者說：「從知識論的觀點，可知

荀子乃由感覺知覺著手而向上推移，以感官知覺作為徵知之本。倘無感官之徵知，則我們所得的

知識，必虛而不實。惟荀子歸根究底乃以心官作為一切感官的總樞紐，並作為一切同類綜合判斷

的依據，設無心官之綜合判斷，則其他感官之知，亦無所發揮，由是可知，荀子並非純感官論者，

乃確認知識是感官知覺與心的密切作用，因此可說是經驗論和理性論的並重者。」（頁 16-17） 
16 同上註，頁 17。 
17 潘小慧：〈荀子的「解蔽心」──荀學作為道德實踐論的人之哲學理解〉，《哲學與文化》廿五

卷第六期（1998 年 6 月），頁 521-524。作者說：「在認知心『知』之前，尚須仰賴自主心之先行

「徵」召對象方可。所以在認識論的觀點下，認知心和自主心也有某種作用上的聯合。正因為如

此，二者才能相合成一種較廣義的『解蔽心』。」（頁 523） 
18 馮耀明說：「就單、兼之名來說，『單足以喻則單，單不足以喻則兼』二語最易明了，一向並

無異解。蓋謂單名足以表意者用單名，不足以表意者則用兼名。然跟著說：『單與兼無所相避則

共，雖共不為害矣。』，則頗不好說，歷來缺乏善解。」又說：「這是因為在單兼與共別之論的中

間，有一段具有承上轉下的話被大家忽視了。這段話是：『……知異實者之異名也，故異實者莫

不異名也，不可亂也，猶使異實者莫不同名也，……。』」所以，「上文有關『單與兼無所相避則

共』一語之分析，我們已知荀子是容許一義多詞的情況出現的。」可參考氏著：〈荀子的正名思

想〉，《哲學與文化》第十六卷第四期（1989 年 4 月），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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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頁 418-419） 

 

 

荀子對於「類」的概念區分，有兩個面向可觀察：一為正名，19一為論理。20他批

判了戰國時期的名實問題，以歷史訴求應用於倫理層面。21荀子立說之目的，強

調「學」在儒家思想的價值。 

 

 
（二）從「學」的面向審視荀子在先秦思想史的地位 

 

 

荀子身處戰國末期，先秦思想家很少言及荀子。荀子重視「學」，於各家學

說有所涉獵，思想多元。後來，對荀子的地位評價，或從荀學與秦王朝的關係，

側重政治層面的意義；22或從思想史的視野，觀察荀學對學術發展的影響。23筆者

                                                 
19 可參考楊秀宮：〈孔子與荀子「正名論」之比較〉，《東海學報》40 卷（1999 年 7 月），頁 243-278。

「孔子所強調的『名』主要是政治上的『名位』，而『實』則指與名位相稱的『德』，所以『名實

相符』在孔子的『正名論』中相當於『名』符合『德』，實際的操作，則是責『德』於名位。荀

子強調『名定實辨』，『名』的指意包含較廣，不僅指涉政治倫理範圍的『名位』而已，還包括了

一套從『名謂』論起的『名實論』。荀子擴充正名的範圍，含有『制名』、『辯說』、『辨惑』及倫

理志行等重點。荀子正名論的內涵以名實的釐清與界定為主。」（頁 243） 
20 可參考[日]加地伸行：〈荀子論理學之本質〉，收於《日本學者論中國哲學史》（台北：駱駝出

版社，1987），頁 153-174。作者說：「荀子的論理學，並不像形式論理學僅限於論理學的範圍，

而是對秦漢帝國之政治性問題這個課題的解決，加以展望。荀子的時代，是構想即將來到的幻想

中的大國即統一帝國，並為其按上哲學意義的摸索時代。」（頁 172） 
21 柯雄文著，王靈康譯：〈就荀子論早期儒家之歷史訴求在倫理學的應用〉，《哲學與文化》第十

五卷第四期（1988 年 4 月），頁 18-40。柯雄文評述荀子歷史訴求的四種功能：一、教化功能

（padagogical），二、修辭功能（rhetorical），三、闡述功能（elucidative），四、評價功能（evaluative）。

亦可參考氏著，賴顯邦譯：《倫理論辯──荀子道德認識論之研究》，台北：黎明，1990。 
22 張曙光：《外王之學──《荀子》與中國文化》（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5），頁 106-116。

作者說：「客觀地講，荀子對李斯和韓非的思想形成，是有相當影響的。荀子隆禮、重法、尊君

的主張，厚今薄古的思想傾向，對秦國的正面評價，對天下統一的追求，顯然予李斯、韓非以很

大影響。如果說，李斯和韓非從儒家走向法家，在一定程度上講是由於受到荀子的教導、啟發的

話，那麼，荀子對他們的影響就在於充當了他們思想轉向的觸發劑、催化劑。」（頁 111）「秦王

朝的崛起，在荀子學說中已有一定的預示和預見，秦王朝的驟亡，在荀子學說中同樣也有原則上

的論證和定論。」（頁 116）作者觀察荀子與秦王朝、李斯、韓非的關係，值得參考，能避免流

於一面之見。 
23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上冊》（台北：水牛，1988 八版），頁 337-342。作者認為：荀子重視

經驗之學，對後來《禮記》、《白虎通義》、《尸子》、《春秋繁露》等書，及東漢王充、北宋李覯、

南宋朱熹、明代王廷相、清代戴震等思想家有過影響。另劉又銘對於荀子哲學典範的界定，以及

在後代的變遷轉移亦值得參考。氏著：〈荀子的哲學典範及其在後代的變遷轉移〉，雲林科技大學

漢學資料整理研究所編：《漢學研究集刊》（2006 年 12 月），頁 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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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荀子思想的「學」為討論中心，側重荀子思想重要的一環，重新梳理，論述荀

子思想的核心面貌，以此審視荀子在先秦思想史中合宜的地位。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從觀念史的角度看荀子「學」之思想 

 

 

  筆者研究荀子思想的「學」，就題目以及研究的方法來看，是觀念史研究法。

觀念史的進路注重單位觀念的分析與研究。觀念史研究的學者 Lovejoy 認為：「大

多數哲學體系是按照它們的模式而不是按照它們的組成成份來創立或區分的。當

研究者審視充斥我們的歷史教科書中的大量前後相聯的論證和觀點時，他很可能

被提供的材料的多種多樣和表面上的駁雜搞得手足無措。」24以懷納（P. P. Wiener）

編纂的《觀念史大辭典》為例，是遵循 Lovejoy 創立的「觀念史」進路，「基本

上是強調對某一觀念的複合體的分析、辨明，而較不注重某一思想家或某一時代

的思想整體的表現。」25本文第二章「學」字溯源、「學」的詞性與意義的分類、

與「學」相關的字、詞，都是單位觀念的分析，是觀念史的研究進路。26 

 

 

（二）從外在環境與內在理路看荀子「學」之思想 

 

 
對思想史外在環境與內在理路的研究方法，有系統地提出與研究為近代英國

歷史學家柯靈烏（R.G. Collingwood）。柯靈烏在其著作：《歷史的理念》，先從西

                                                 
24 [美]諾夫喬伊著；張傳有，高秉江譯：《存在巨鏈：對一個觀念的歷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

出版社，2002 年 8 月），頁 2。原著 Arthur O. Lovejoy：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The William James deliverved at Harvard University,1933.pp3-4. 
25 懷納（P. P. Wiener）編纂；李亦園總審定：《觀念史大辭典‧蔡英文序》（台北：幼獅文化，

1987-1988），無頁碼。 
26 關於觀念史，亦可參考黃俊傑：〈思想史方法論的兩個側面〉，《史學方法論叢》（台北：學生，

1981），頁 243-301。黃俊傑認為：「羅孚若一系觀念史家關於觀念史性質及其研究方法之主要論

點……關心之所在終究是廣義的「觀念」本身，較少涉及觀念與史實或思想所從出之環境。」（頁

270）就思想史的性質與思想史家的職責來說，「重視思想與環境兩者間之交互關係，而不再像羅

孚若等觀念史家重視觀念本身之分析。」（頁 270）兩種不同的研究方法可互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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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思想歷史的發展追溯起，最後一章專述自己對歷史的看法。27柯靈烏注重思想

與時代的關係，人在歷史長流中最可貴的是思想。28他認為人類的思想，是一種

行動（actions），是外在環境與思想家內在思路的統一。研究思想史要考量這二

方面的平衡，不斷定外在的歷史環境能夠完全左右思想家的主張，也不誇大思想

足以推動歷史的發展。 

荀子身處戰國末世，一方面得以融會前人學說，一方面遊學稷下，得以「不

治而議論」（《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此等外在環境是形塑荀子思想的條件。內在理

路方面，荀子繼承儒家重視學習的一面。將外在環境與內在理路結合，以此看待

荀子「學」的思想，比較能全面體會荀子的思想面貌。29所以，第三章「荀子論

『學』的思想背景及其對諸子的批評」，從思想史的角度考慮荀子所面對的歷史

環境，以及對其他諸子論「學」的質疑二個角度切入，有助於瞭解荀子論「學」

的環境因素。 

 

 

（三）從詮釋學看荀子「學」之思想 

 

 

  本文採用《荀子》版本，以王先謙《荀子集解》為主。此書的文句解釋有值

得借鏡之處。30例如字詞、文句相互解釋。〈非十二子〉： 

                                                 
27 R.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49-302.另
可參考兩種譯本，黃宣範譯：《歷史的理念》（台北：國立編譯館，1981），頁 235-284。陳明福

譯：《歷史的理念》（台北：桂冠，1984），頁 308-371。此外，可參考柯靈烏的自傳，R.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Clarendon Press,1978.中文譯文可參考柯靈烏

原著，陳明福譯：《柯靈烏自傳》，台北：故鄉出版社，1985。 
28 余英時：〈一個人文主義的歷史觀──介紹柯靈烏的歷史哲學〉，收於《歷史與思想》（台北：

聯經，1976），頁 224。 
29 余英時說：「柯靈烏的歷史哲學，因為太強調『思想』的因素，而成為現代唯心史觀的極端代

表。這也局限了他史觀的有效性。一般言之，他的史觀用之於研究思想史以至政治史是可以有很

好的收穫的，但却不甚能解釋經濟史的發展以及大規模的社會變動。就我個人理解所及，我也覺

得他一方面過份注重歷史的『內在面』與夫『將心比心』的領悟，另一方面又極力強調『證據』

的重要性，也是一嚴重的矛盾。因為當我們在設身處地『重演』（reenact）古人的意境時，我們

很難找到任何證據來『證明』古人的思路正是如我頭腦中現在所『重演』的。這中間的分寸如何

界定，也是歷史哲學中尚待探究的課題。」見氏著：〈章實齋與柯靈烏的歷史思想〉，收於《歷史

與思想》（台北：聯經，1976），頁 207。余英時的意見，反映了從外在環境與內在理路的思想研

究，一種可以嘗試的方法，以及可能的侷限。 
30 王先謙《荀子集解》收錄唐代至清代諸家解釋，具有豐富的參考價值。另外，專就《荀子集

解》研究的學位論文，可參考黃聖旻：「王先謙《荀子集解》研究」，台南：國立成功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另可參考劉文起：〈楊倞《荀子》注之學術成就〉，《中正中文學報年

刊》第四期（2001 年 12 月），頁 279-312。鮑國順：〈荀子注釋書評介〉，《孔孟月刊》（1980 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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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

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頁 93-94） 

 

 

這是荀子批評惠施、鄧析的學說，其中「惠」字，楊倞的解釋是：「順」。清儒王

念孫說：「『惠』當為『急』，字之誤。」接著說：「甚察而不急，謂其言雖甚察而

不急於用，故下句才云：『辯而無用』」。31如此，文義雖然可以通順，但《荀子》

其他文句若有相同的用法，則能增強解釋的可信度。王念孫引〈天論〉：「無用之

辯，不急之察」，〈性惡〉：「雜能旁魄而無用，析速粹孰而不急」，認為這些是「明

證」，「楊訓惠為順，失之」32。即是《荀子》內部字詞、文句互相解釋之一例。 

就筆者初步觀察，「學」的思想在《荀子》裡構成連貫、整體的面貌。例如

探討「學」的目的：「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禮論〉，頁 357）。

《荀子》另一處的記載：「彼學者，行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

人也」（〈儒效〉，頁 125）。楊倞：「知之，謂通於學也。於事皆通，則與聖人無異也」。
33此「通」指事理之通，不是際遇之通。可見另一處的記載：「君子之學，非為通

也；為窮而不困，憂而意不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不惑也」（〈宥坐〉，頁 527）。荀

子認為，「學」的目的要成為聖人，聖人的特性是通於事理，不為求通於際遇、

命運。 

  以上二段所述，可稱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注釋學（interpretation）。此有二方面

的意義：第一，版本方面注重證據分辨真偽。第二，思想方面具連貫整體的特性。

在此基礎上，參考西方詮釋學的觀念，研究荀子「學」之思想，可視為「部分」

（「學」）與「整體」（荀子思想）之間互相理解的過程。特別要說明的是，本文

雖然以「學」作為主要討論，但不意謂理解的過程是恪守從部分走向整體理解，

而是部分與整體形成一個理解循環的過程。
34本文以注釋學作為基礎，再透過詮

                                                                                                                                            
月），頁 13-18。 
31 同註 1，頁 93。 
32 同註 1，頁 94。 
33 同註 1，頁 125。 
34 潘德榮：《詮釋學導論》（台北：五南，1999），頁 100-106。文中提到：「『理解循環』是理解

詮釋學的關鍵性概念之一。現代詮釋學的所有經典作家都對它有過重要論述，他們的觀點雖不盡

相同，但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循環被視為詮釋的理解之基本特徵。」（頁 100）然而，此種循

環過程並非任意，海德格認為，這涉及「在世存在的整體。」亦可參考洪漢鼎編譯：《詮釋學經

典文選（上）》（台北：桂冠，2002），頁 123。彭啟福：《理解之思──詮釋學初論》（合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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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學理解循環的方法以研究荀子「學」之思想。希望對「學」的研究，可與荀子

的思想體系達到某種程度的統一。 

  詮釋學亦顧及讀者閱讀的心態為何。《荀子》是儒家的經典著作之一，或有

學者認為研究者必須與經典構成一種“視界的融合＂，亦即能在經典中找到自

我。35這可視為是一種研究心態，若當成方法則是較不適合的，因為學術研究必

須首重客觀，以免易流於言人人殊的情形。因此，研究者甚至對方法論的問題更

須有進一步反省，以保持對研究對象的敏銳度與細心。36或說詮釋學不可能避免

主觀，所以讀者可以放心以自己的觀點解讀經典，恐怕也是較危險的研究態度。

余英時說:「正因為我們有主觀，我們讀書時才必須盡最大的可能來求『客觀的

了解』。事實證明：不同主觀的人，只要『虛心』讀書，則也未嘗不能彼此印證

而相悅以解。如果『虛心』是不可能的，讀書的結果只不過各人加強已有的「主

觀」，那又何必讀書呢？」37此為一種較持平的讀書態度與原則，亦可作為本文的

研究心態。 

  作為方法論的詮釋學，可參考傅偉勳提出五個辯證的層次： 

 

 

   （1）「實謂」層次──「原思想家（或原典）實際上說了什麼？」（2）「意

謂」層次──「原思想家想要表達什麼？」或「他說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3）「蘊謂」層次──「原思想家可能要說什麼？」或「原思想家所說的

可能蘊涵是什麼？」（4）「當謂」層次──「原思想家（本來）應當說出

什麼？」或「創造的詮釋學者應當為原思想家說出什麼？」以及（5）「必

謂」層次──「原思想家現在必須說出什麼？」或「為了解決原思想家未

能完成的思想課題，創造的詮釋學者現在必須踐行什麼？」
38 

 

 

本文詮釋學的方法，即依傅偉勳所述之方法論，而有不同的詮釋層次。以「實謂」、

「意謂」為基準，在論述時，盡可能注意「蘊謂」層，並進一步能開發「當謂」

                                                                                                                                            
徽人民出版社，2005），頁 34-35。 
35 余敦康：〈詮釋學是哲學和哲學史的唯一的進路〉，《北京青年政治學院學報》第 14 卷，第 2
期（2005 年 6 月），頁 33。 
36 可參考沈享民：〈論中國哲學的研究及其方法論問題：一個後設的反省〉，《哲學與文化》34 卷

4 期（2007 年 4 月），頁 67-85。 
37 余英時：〈怎樣讀中國書〉，收於氏著：《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北：三民，1992），頁 264。 
38 傅偉勳：〈創造的詮釋學及其應用──中國哲學方法論建構試論之一〉，收於《從創造的詮釋

學到大乘佛學》（台北：東大，1990 年 7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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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層次。 

 

 

（四）從基源問題研究法看荀子「學」之思想 

 

 

另外，勞思光認為：「我們首先有一個基本了解，就是一切個人或學派的思

想理論，根本上是對某一問題的答覆或解答。我們如果找到了這個問題，我們即

可以掌握這一部份理論的總脈絡。反過來說，這個理論的一切內容實際上皆是以

這個問題為根源。理論上一步步的工作，不過是對那個問題提供解答的過程。這

樣，我們就稱這個問題為基源問題。」39勞先生認為荀子思想的基源問題即是「如

何建立一成就禮義之客觀軌道」，40這是一種詮釋的進路，對荀子思想的研究可就

此基源問題而展開。筆者認為，荀子思想中的「學」亦可視為其基源問題，為什

麼呢？荀子論「學」，可視為是荀子面對世界的心態，包括他對人性的態度，他

所致力學習的對象，以及善用學習方法以適應這個世界，甚至能夠積極改變這個

世界。反過來說，也因為研究者在荀子思想中看到這些風貌，因此，「學」可說

是荀子思想極為重要的特色。 

 

 

第四節 研究範圍 

 

（一）《荀子》全書關於「學」的資料 

 

 

  現今看到的《荀子》，主要經過兩次的校讎編定。第一次是西漢劉向對荀子

著作的整理： 

 

 

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箸三 

十二篇。41 

                                                 
39 勞思光：《中國哲學史‧第一卷》（台北：三民，1981），頁 15。 
40 同上註，頁 277。 
41 [漢]劉向：〈敘錄〉，收於黎庶昌輯：《古逸叢書‧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東京：輯者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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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唐代楊倞對孫卿書的重新編排： 

 

 

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子， 

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42 

 

 

以《荀子》為書名，並為《荀子》注解，始於楊倞。以後的流傳也漸漸以《荀子》

為名。 

   至於《荀子》的真偽、作者問題，大致可分為三種不同意見。43第一，確定

那些篇章是荀子所作。根據梁啟超、張西堂、廖名春諸位學者的研究，取其共同

的意見是：〈勸學〉、〈修身〉、〈不苟〉、〈非十二子〉、〈富國〉、〈王霸〉、〈天論〉、

〈正論〉、〈禮論〉、〈樂論〉、〈解蔽〉、〈正名〉、〈性惡〉等十三篇，約佔全書三分

之一，是荀子思想的核心。
44 第二，那些篇章是荀子所述，由他的弟子記錄，有：

〈儒效〉、〈議兵〉、〈彊國〉三篇。第三，不是荀子所作、所述的篇章，有：〈榮

辱〉、〈非相〉、〈仲尼〉、〈王制〉、〈君道〉、〈臣道〉、〈致士〉、〈君子〉、〈成相〉、〈賦〉、

〈大略〉、〈宥坐〉、〈子道〉、〈法行〉、〈哀公〉、〈堯問〉等十六篇，雖未直接出於

荀子，但與荀子的思想有關聯。就狹義來看，研究荀子「學」思想，其所著、所

述，是最重要、最可靠的資料；廣義來說，只要不違背荀子「學」之思想的相關

資料，皆可列入研究範圍。本文的研究範圍採取廣義的說法。 

 

 

（二）先秦諸子論「學」的相關資料 

 

                                                                                                                                            
1884），無標示頁碼。 
42 [唐]楊倞注：《荀子》，收於黎庶昌輯：《古逸叢書‧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東京：輯者自刊，

1884），無標示頁碼。 
43 可參考梁啟超：《要籍解題及其讀法》（台北：華正書局，1974），頁 67-94。張西堂：《荀子真

偽考》（台北：明文書局，1994），頁 5-29。廖名春：〈荀子各篇寫作年代考〉，《吉林大學社會科

學學報》（吉林：1994），頁 52-57。 
44 特別要說明的是：這十三篇雖是研究荀子最重要的資料，其中部分文字，可能是外人摻雜進

來，例如：〈天論〉的末段。可參考胡適的說法，見氏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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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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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荀子論「學」放在思想史脈胳來觀察，才能看出荀子「學」的思想特色。

所以除了荀子「學」的思想研究，先秦諸子對於「學」的思想，也是涉及的範圍。 

先秦諸子論「學」的相關資料，以荀子與儒家、道家的對比為主，其他學派

與稷下黃老對於「學」的看法為輔。45限於研究主題與範圍，對比的研究以能彰

顯荀子「學」的思想為主要考量。以後的章節會有進一步論述。 

 

 

第五節 研究回顧 

 

（一）台灣學界對荀子「學」之思想研究的概況 

 

 

  相較於大陸學界，台灣學界對於荀子的研究，較沒有特定立場的史觀。在文

獻、版本的考訂較大陸學界來得少；台灣是以荀子思想的義理詮釋為主。荀子「學」

的思想，當代新儒家已有提及，認為荀子之「學」重視經驗。
46後來學者就荀子

「學」的專篇研究，例如有吳茹寒、譚宇權、莊坤成諸位學者，他們討論荀子「學」

的意義、態度與目的，「學」與「化性起偽」的關係，視「學」為荀子的道德修

養。
47或有學者討論「學」與良師、益友、環境的關係，論「學」的態度是重視

專一、有恆與積誠。
48 

論荀子「學」的詮釋，蘇嫈雰的研究指出： 

 

 

學的意義並非止於「聞見之知」、「思慮之知」，還包括了所謂的「行之知」。

                                                 
45 可參考張鴻愷：〈荀子與稷下黃老之學〉，《孔孟月刊》第四十二卷第三期（2003 年 11 月），頁

33-37。張世明：「荀子的君道思想──兼論稷下黃老的道法思想」，台北：國立政治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另外，荀子學習各家學說，融會形成新的思想體系，此思想性格可從稷

下黃老學風找到淵源，可參考趙吉惠：〈論荀學是稷下黃老之學〉，收於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

研究》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111-117。 
46 牟宗三：《名家與荀子》（台北：學生，1979），頁 199。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從心善向心

知──荀子經驗主義的人性論》（台中：東海大學，1963），頁 223-225。 
47 吳茹寒：《荀子學說淺論》（台北：文津，1982），頁 113-121。譚宇權：《荀子學說評論》（台

北：文津，1994），頁 57-60。莊坤成：〈荀子〈勸學篇〉的學習觀析探〉，《孔孟月刊》第四十二

卷第九期（2004 年 5 月），頁 26-31。 
48 陳福濱：〈荀子的教育思想及其價值〉，《哲學與文化》第卅四卷第十二期（2007 年 12 月），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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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學習範疇是以「行」作為其歸宿，且在「行」之中，尤其強調將從

政作為其「行」的必要學習。49 

 

 

蘇嫈雰的研究，區分荀子「知」的三種類型：「聞見」、「思慮」、「行」，反映荀子

之「知」與「學」息息相關。「學而能知」、「學而能行」，「學」在荀子的思想體

系具有基礎的意義。 

陳昭瑛對於荀子的「學」，以「知通」的角度論述。她說： 

 

 

   在《易‧繫辭》 的「感通」之外，荀子提出「知通」。而「知通」表現為

對「統類」的認識，及對「類」與「雜」、「一」與「萬」之間關係的掌握。
50 

 

 

就「學」與「知」，注意到「通」的概念。荀子強調的「學」，偏向客觀的「知通」，

不是主觀的「感通」。周群振對「知」的解釋是： 

 

 

   「知」，用比較完全的詞語來表示，應該就是現代人所通稱的「知能」或

「認知」的意思。此詞之在荀子整個學說理論中，是佔有絕對性導向或支

配地位的。即使其言勸學、言解蔽、言分、言辨，乃至於最所重視的守仁、

行義、法先王、隆禮義，無一可不以「認知」為必要條件而能達致成功者。

關於它在純學理上的意義，及為知性主體方面的功能、如西方哲學「知識

論」之所探索者，荀子自亦有其相當程度的照察。
51 

 

 

荀子「學」的思想，與「知通」、「認知」相關。此外，荀子對於人、宇宙萬物的

                                                 
49 蘇嫈雰：「荀子『禮』學研究──以性、心、學為基礎」（台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

士論文，1999），頁 143。 
50 陳昭瑛：〈「通」與「儒」：荀子的通變觀與經典詮釋問題〉，《儒家美學與經典詮釋》（台北：

台大出版中心，2005），頁 106。 
51 周群振：《荀子思想研究》（台北：文津，1987），頁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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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涉及「類」的觀念，52楊長鎮以「類」之存有論的角度觀察，很值得注意。

他說： 

 

 

   在共時結構上，人作為活生生的存有者，其存有活動即為與物、與人互涵

互攝之活動，這便是「從其類」的關係之建立……在學習論上這便導出了

「假」的概念，善假即善於與人、與物產生正面的互為涵攝作用，以資成

於己且不傷物。這存有的「類」特性有其歷時上辯證的開展，這即是由「積」

或「積靡」所顯示的意義。進一步，積的發展，是每一當下之涵攝即納入

主體之內涵，改變了主體一定的體性，在下一刻涵攝活動時，便一定程度

決定了主體與世界之相對關係、位置，而有特定的互為涵攝活動產生。推

之，每一當下發生的涵攝活動，乃兼具了共時及歷時兩個側面，使得存有

不成為片斷零碎的，而有其開展及開展過程中的同一性。53 

 

 

楊長鎮的研究，掌握了荀子不往人內在、本質層面增長、擴大的進路。荀子對道

德與知識的追求，在「類」的存有論意義下，知識講究系統、條理、秩序，人與

人互動講求倫理關係、界定群分。「類」的認識即建立在「學」的基礎。 

  荀子「學」的思想研究，台灣學界或有從教育思想的觀點，或從人性論、認

識論、工夫論的角度，但僅將「學」列為著作的一部分處理，較少對荀子「學」

的思想有綜合融會的論述。本文以「學」作為荀子思想的核心，可以彌補學界研

究這方面的欠缺。故以「學」為角度，與荀子思想的整體聯繫的研究有其必要。 

 

 

（二）大陸學界對荀子「學」之思想研究的概況 

 

 

  自五○年代以來，大陸學界對於《荀子》版本、校勘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
54義理詮釋的論文，亦有相當數量。55對荀子「學」的思想研究，例如郭志坤在其

                                                 
52 可參考陳平坤：〈荀子的「類」觀念及其通類之道〉，《臺大哲學論評》第三十一期（2006 年 3
月），頁 77-135。 
53 楊長鎮：《荀子類的存有論研究》（台北：文津，1996），頁 61。 
54 可參考廖名春：〈20 世紀後期大陸荀子文獻整理研究〉，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漢學資料整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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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學論稿》將「學」視為荀子道德修養的一部分（另有思、行二項），並與孟

子的道德修養比較，他說： 

 

 

   荀子認為道德意識必須見之於行動，不能流於空談。孟子一派強調思，重

視反省的作用，主張以思代學，從而走向了唯心主義的道路。荀子則強調

學和行，在認識上表現為唯物主義的傾向。56 

 

 

孔繁亦持類似的看法，他說： 

 

 
   荀子重視教育和學習，強調學以致用，認為人的知識和創造性是由學習得

來，學習也是人的重要的生活實踐。57 

 

 
以上二位學者，認為荀子之「學」與道德修養、知識致用相關，「學」最終要能

「行」。姜國柱以知行觀的角度： 

 

 
   荀子的知行觀，比較正確地完整地闡明了認識的發展過程，既肯定“知”

指導“行”，又肯定“行”重於“知”。
58 

 

 

荀子肯定「知」，人之心可以知「道」。朱伯崑說： 

 

 
                                                                                                                                            
所編：《漢學研究集刊》第三期荀子研究專號（2006 年 12 月），頁 79-151。 
55 可參考吳樹勤：《禮學視野中的荀子人學──以“知通統類＂為核心》（山東：齊魯書社，

2007），頁 7-19。另外，惠吉星針對大陸學界於 1954-1994 這四十年的荀子研究，有初步的述評。

惠吉星：〈文獻綜述──荀子研究述評（1954-1994）〉，《荀子與中國文化》（貴州：貴州人民出版

社，1996），頁 307-324。 
56 郭志坤：《荀學論稿》（上海：三聯書店，1991），頁 249。 
57 孔繁：《荀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163。 
58 姜國柱：《中國認識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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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心的理解，同孟軻不同，不是反省內心的觀念，而是認識和掌握外在的

規範，指導情欲的活動。所以他不贊成孟子那種忍心寡欲的修養方法。59 

 

 

對於「心」的理解，荀子強調的「心」是著重外在規範的學習，跟孟子注重內在

修養的學習不同。從認識論的角度，夏甄陶說： 

 

 
   荀子在認識論方面，是先秦認識論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各家各派的探討

的基礎之上，對當時已經提出來的有關認識論的一些基本問題，都進行了

獨立的考察。對各家各派的有關認識論思想，既有批判，又有繼承和發展。

關於人的認識能力、認識的來源、認識的過程、知和行的關係等問題，荀

子都提出了相當系統的看法。60 

 

 

  大抵而言，大陸學界對於荀子「學」的相關研究，著重在認識論的探討，或

僅列部分章節說明，61尚無就「學」與荀子思想的整體架構作全面的論述。本文

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試論荀子「學」的特色與價值，審視荀子在先秦思想史中

合宜的地位。 

 
 

（三）美國、日本及韓國學界對荀子「學」之思想研究的概況 

 

 

美國的荀子研究方面，國內有王靈康：〈英語世界的荀子研究〉一文，以三

個面向：「荀子作品的譯介」、「荀子思想的闡釋」、「與西方哲學的對比」來觀察

近百年來美國學界對於荀子的研究，並於文末，附有自 1893-2003 荀子哲學研究

                                                 
59 朱伯崑：《先秦倫理學概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84），120。 
60 夏甄陶：《中國認識論思想史稿‧上卷》（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頁 200。 
61 可參考杜成憲：《早期儒家學習範疇研究》，台北：文津，1994。「早期儒家」，包括了孔子、

孟子、荀子、《禮記》的作者。「學習範疇」，分為範疇本論、範疇關係論。範疇本論方面，學有

聞見、思、行的涵義，並有循序漸進的層級關係，要先能聞見，才能思；先能思，才能行。範疇

關係論是學與性、教、政的關係。但對於荀子論「學」的意義、「學」的思想背景、何以能「學」、

何以要「學」、所「學」的內容、「學」的工夫等，可以有再研究、深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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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文著作。62  

  其中作品的譯介，王靈康指出，英語學界接觸荀子思想時，對於「性」與「惡」

的翻譯（nature,evil），成為荀子思想的關鍵字，也就是「意譯」影響後來對荀子

的思想研究。63從另一面向也可以看出，西方學界對於荀子首要的關注，跟中國

歷來的學者對於荀子的關注類似，都是人性問題，只不過「性惡」在西方學界所

引起的觀感可能跟中國有相當的差異。而「學」似乎沒有在譯介的作品裡，佔有

關鍵的意義。 

  在思想的詮釋以及中西哲學的對比，基本上西方學界慣於提出「西方式」的

問題，例如討論荀子在面對國家時，人的自由狀態是什麼？如何界定？這涉及自

然法的問題，如要往上追溯的話，是可以上承聖經中的記載，以致於影響後來思

想家的立論根據，落實到實際層面，就是政治哲學的主張。再如：荀子的宗教性

是什麼？禮算不算是具有宗教面向，如果有的話，該如何界定呢？64而「學」在

當中的意義，就西方的觀點來說，是仍將其扣合於道德層面，以此來認識「道」。

所以，就這樣的觀察來說，為什麼要認識，認識的內容是什麼，才能扣合於道德

層面、扣合於「道」，是一項可以繼續努力的研究。而西方式的問題，並不代表

中國思想裡沒有這樣的問題，反而藉由這樣的提問與對比，能夠更清楚看出荀子

思想的豐富和特色。 

  日本荀子研究的回顧，日本學者佐藤將之有一篇論文：〈二十世紀日本荀子

研究之回顧〉值得參考。
65就這篇論文所分的小節依序是「導論」、「從一九三○

年到一九五○年代的《荀子》研究（1）：文獻研究」、「從一九四○年代到一九五

○年代的《荀子》研究（2）：思想體系」、「一九六○年代的荀子研究：荀子的邏

輯思想」、「一九七○年代的荀子研究：『性論』和『天論』與其政治社會理論上

的功能」、「1981 年以後的荀子研究：歷史、思想脈胳中的荀子思想」、「結論」。

基本上以十年為一個劃分的單位，劃分的標準在於學者研究荀子時，關注的焦點

不同。基本上，這是一篇介紹日本荀學研究的論文，作者也說「能夠為中文的讀

                                                 
62 王靈康：〈英語世界荀子研究概況〉，《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十一期（2003 年 11 月），頁

1-38。另可參考蘇郁銘：「近十年（1994~2003）來美國的荀子研究」，雲林：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漢學資料整理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作者認為：「在這十年間的荀子研究以倫理學的角度出發，

整合之前的研究成果，對荀子的學說作出新的探討與理解。並且認為「美國的荀子研究此後仍然

會以倫理學這個角度來探討荀子的道德修養理論。」（頁 158） 
63 同上註，該文頁 3 第一個出現的註腳。 
64 A.S.Cua. “Dimensions of li (propriety) : reflections on an aspect of Hsün Tzu’s ethic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9.4: 373-394. 1979. 
65 [日]佐藤將之：〈二十世紀日本荀子研究之回顧〉，《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十一期（2003
年 11 月），頁 39-83。 



第一章 緒論 

 22

者在搜尋日本荀子研究時發揮索引的功能。」66 

  韓國荀子研究的回顧，韓國學者鄭宰相的一篇論文：〈韓國荀子研究評述〉67

值得注意。這篇論文討論的範圍是韓國從 1950 年代至 2005 為止的荀子研究。總

體而言，作者說「韓國的荀子研究偏集於理論性分析，而至今為止，對於《荀子》

的文獻學研究與「荀學」（歷史性的與地域性的荀子研究）這些領域卻缺少關注，

此可謂韓國荀子研究存在的問題之一。」68此外，該文作者指出，韓國學者對荀

子的研究，似乎與韓國社會的發展有緊密的關聯，甚至可見社會風氣影響研究發

展的軌跡。例如社會推進的「近代化」潮流，對於「荀子思想中的所謂『近代』

思考（科學性、論理性等）進行高度評價的論說，持續出現於 1980 年代前半期

的研究中。」69並且，也因為後來「近代化」產生的弊病，又將荀子研究的思考

方式作調整，「學者的路線由『近代』的荀子轉向『傳統』的荀子。並且強調「調

和」，就是當時的社會影響所造成的原因之一。70 

  回顧日本與韓國荀子研究的歷史發展，可以發現愈到後來，走的都是比較屬

於研究思想脈胳的方向，並且強調荀子在中國思想史的位置。這可理解為荀子研

究發展到一定程度，必然會出現的學術潮流。除非再有新的相關材料，例如出土

文獻或是其他可證明是荀子思想的資料，進而再去進行文獻研究、考證，否則以

思想脈胳為主的研究，應該是未來荀子研究的方向。佐藤將之將 1981 年以來的

研究劃分為「歷史、思想脈胳中的荀子思想」；鄭宰相認為未來的荀子研究應該

關注「荀學」的領域，都是反映了目前研究的概況，以及未來可能的方向。 

  從日本與韓國研究劃分的進程來看，筆者對於研究荀子論「學」的觀點，研

究階段是橫跨日、韓兩國學者所劃分階段裡的其中兩個，也就是一個是屬於思想

體系方面的研究階段，一個是屬於歷史脈胳方面的研究階段。然而，筆者的出發

點，就如同研究動機所說的，是基於對荀子文本中「學」的觀察、所處的時代背

景而來，「學」的研究有助於補足現今學界研究荀子思想體系的不足，一方面也

是以此為出發點，重新看待荀子的思想定位。 

 

 

第六節 章節安排與說明 

                                                 
66 同上註，頁 81。 
67 [韓]鄭宰相著；石立善、閻淑珍合譯：〈韓國荀子研究評述〉，國立雲林科技大學漢學資料整理

研究所編：《漢學研究集刊》第三期荀子研究專號（2006 年 12 月），頁 183-220。 
68 同上註，頁 207。  
69 同上註，頁 206。 
7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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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為緒論的大綱內容，將緒論大綱依序列於下方。並列出之後論文的章節

架構與說明：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以「學」的角度看荀子對儒、道的繼承與批評 

1.繼承 

     （1）儒家：倫理道德的學習 

       （2）道家：自然天道觀的學習 

2.批評 

     （1）儒家：過於強調心的主體性與超越性 

     （2）道家：漠視知識的追求 

   （二）荀子以「學」的思路回應所處的文化背景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荀子「學」之思想在儒家之特色與價值 

   （二）從「學」的面向理解荀子在先秦思想史之地位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從觀念史的角度看荀子「學」之思想 

（二）從外在環境與內在理路看荀子「學」之思想 

（三）從詮釋學看荀子「學」之思想 

（四）從基源問題研究法看荀子「學」之思想 

 第四節 研究範圍 

   （一）《荀子》全書關於「學」的資料 

   （二）先秦諸子論「學」的相關資料 

 第五節 研究回顧 

   （一）台灣學界對荀子「學」之思想研究的概況 

（二）大陸學界對荀子「學」之思想研究的概況 

（三）美國、日本及韓國學界對荀子「學」之思想研究的概況 

第六節 章節安排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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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荀子「學」的語意溯源 

第一節 「學」字溯源 

（一）甲骨文、金文、《說文解字》、辭書對「學」的解釋 

（二）《論語》對「學」的解釋 

  1.動詞：內心的自覺 

   2.動詞：外在的仿效 

    3.動詞：「學」包括內心的覺悟、外在的仿效 

第二節 「學」的詞性與意義的分類 

（一）動詞：學習 

    1.學習的步驟與目的 

  2.要能善「學」：「通」與「一」 

  3.「學」要能「止」 

   （1）「止」：止於至足 

   （2）「止」：止於「學」要能「行」 

（二）作為名詞之「學」：學習、學習者 

  1.學習：君子之「學」、小人之「學」 

  2.學習者：古之「學習者」、今之「學習者」 

 第三節 與「學」相關的字 

   （一）「教」 

   （二）「修」 

 

第二章：「荀子『學』的語意溯源」，筆者分三小節作為討論。第一節：「『學』

字溯源」，從甲骨文、金文、《說文解字》、辭書對「學」的解釋，可以幫助讀者

明白「學」字的意義；就荀子使用「學」的意義來說，因受孔子思想影響較大，

故以《論語》中的『學』為中心，觀察孔子、荀子二者對「學」的理解，瞭解其

中有何相承或是創新的關係。荀子推崇孔子，對於《論語》中出現關於「學」的

意涵，兩相觀照，有助於瞭解荀子論「學」的意義。 

第二節：「『學』的詞性與意義的分類」，探討《荀子》全書出現「學」的文

句，以「詞性」與「意義」分類，大概可以區分為三種詞性、七種意義。分別是：

一、動詞：「學習」，二、名詞：「學問」、「學習」、「學習者」、「文學」、「學說」，

三、形容詞：「學習的」。其中，作為動詞的「學習」所出現的頻率最多，為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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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最常出現的關鍵字。本文以作為動詞「學習」的「學」為研究，延伸「學」

其他的詞性與意義，目的在於清楚呈現荀子「學」的具體面貌。 

  第三節：「與『學』相關的字」，主要是為了包含無「學」字，但與「學」的

意義有相關的字，並將其列入研究的範圍，如此更可以全面呈現荀子論「學」的

思想，能對荀子「學」的涵義有更完整的認識。 

 

   

第三章 荀子論「學」的思想背景及其對諸子的批評 

第一節 荀子論「學」的思想背景 

  （一）政治、經濟、社會的根本變動 

    1.政治因素 

    2.經濟因素 

    3.社會因素 

  （二）由好學到博學：稷下學風的影響 

第二節 從荀子對諸子的批評看其論「學」之思想 

 （一）儒家 

 （二）墨家 

 （三）道家 

 

  第三章探討荀子所處的思想背景，並關注當時的環境對荀子論「學」思想造

成的影響為何。從政治、經濟、社會這三個因素著手，此三因素皆是造成當時變

動的因素，並形成百家爭鳴、好學之風的盛行，藉此研究可以有助於瞭解荀子所

處的思想環境為何。再者，荀子受當時稷下學風的影響，亦是形成荀子論「學」

思想不可忽略的一環。第二節，從荀子對諸子的批評看其論「學」思想，荀子如

何看待諸子論「學」，進而提出他的質疑與批評，從中可以看出荀子論「學」之

立場與特色，並且與所批評的諸子，在彼此論「學」的態度上有何不同。總而言

之，這兩方面的探討，乃是著眼於外在環境對荀子的影響，以及荀子如何回應外

在環境的思潮，以此觀察其論「學」思想。 

 
 

第四章 何以要「學」、何以能「學」、何以應「學」、何以為「學」──「學」  

的動機、條件、可能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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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何以要「學」：「情」與「性惡」 

（一）「情」為「學」之初 

（二）人之「性惡」，所以要「學」 

第二節 何以能「學」：荀子論「心」與「知」 

 （一）「心」與「學」之關聯 

 （二）人性有「知」的欲望，所以能「學」 

第三節 何以應「學」：對人的界定──「人最為貴」 

第四節 何以為「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一）士：嚮往禮義的開始 

 （二）君子：能具體實踐、體會禮義之人 

 （三）聖人：制定禮義、知曉禮義的最高境界 

 
  第四章從何以要「學」談起。人為什麼要學習呢？有情感的因素，也有人性

容易流於惡，為了要遏止，所以要學習。雖然荀子論「情」有述及較負面的意思，

但也有肯定「情」是可以幫助人們更能夠去「學習」，甚至「情」就是「學」的

動力所在。因為有「情」所以也能夠去「學」，因此，「學」在荀子論人的意義架

構下，就不只是一項秩序、規範的理智活動了，也有其感性的一面。這主要是說

明荀子論「學」不能光從規範、理智方面來看，「情」的要素也要納入考量的。

就「性」而言，荀子說：「凡性者，天之就也，不可學，不可事；禮義者，聖人

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性惡〉，頁 435）何以要「學」？依

照荀子的思路，人性的發展與完成，是從「性惡」到「學」的過程，也就是荀子

所說的「化性起偽」。「偽」即「人為」，「學」即是一項「人為」的活動，因人之

性惡所以要「學」。 

論「學」與「心」，荀子說：「人何以知道？曰：心。」（〈解蔽〉，頁 395）又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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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倞的注解：「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
71在此，荀子「心」

的意義，與「慮」、「偽」相關，心雖能動，重點在於「心」能「學」。「心」在荀

子思想的意義裡，並不是將「心」視為一種自滿自足、先天價值飽滿的本體，而

是必須跟論「學」的思想搭配、結合一起論述，才能夠較全面地彰顯荀子論「心」

的意義。「心」不是空談，而是與實際落實的「學」是相關的。「心」能學，又表

示心有「知」，亦有「知」的欲望。這都是荀子論「學」重要的一環，如此「學」

                                                 
71 同註 1，頁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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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成為可能。就「知」而言，荀子認為人性有「知」的欲望，人會想「學」。他

說：「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理也。」（〈解蔽〉，頁 406）「知」是人性的

一部分，人雖可認知萬事萬物，但是人的生命有限，如何認識得了？只為了要

「知」，卻不懂「學」，只會徒勞無功。 

  何以應學？荀子說：「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王制〉，頁 164）這是重視人可以有「義」，荀子或以「禮義」二字表示。荀子認

為，人經由「學」禮義，才能夠在具體環境中「羣」與「分」，這是人最為天下

貴的原因。人最為天下貴之所以成立，不在於天生而然，而是說明人可以是天下

貴，但前提在於「學」，才能有「知」，也才能有「義」。 

  何以為學？荀子認為「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勸學〉，頁 11）是

就士君子階層而說。荀子說：「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不如農人；通財

貨，相美惡，辯貴賤，君子不如賈人；設規矩，陳繩墨，便備用，君子不如工人。」

（〈儒效〉，頁 122-123）君子與農人、賈人、工人的不同，荀子是以「知識」作區分。

君子以知識治理國家，所以荀子要求士君子之「學」要「終乎為聖人」，道德也

要求要比一般人來得高，特別注意的是，荀子並沒有要求社會上所有的人都持這

樣的標準。從這一角度來看，才不會認定荀子「學」的目的為一種泛道德的思想。

「學」之義「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的論點，有針對特定階層，但荀子也不排

除人經由「學」可以為堯舜的可能。何以為學的意義，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第五章 何物要「學」──所「學」的對象與典籍 

第一節 所「學」的對象：人格的陶鑄 

  （一）個人的仿效   

1.言語的合宜：達其辭之「學」 

    2.行為的修養：美其身之「學」 

  （二）群體的人際互動：以師、友為主要討論 

1.隆師 

2.親友 

 第二節 所「學」的典籍
72：《詩》、《書》、《樂》、《春秋》、《禮》 

                                                 
72 此觀點受杜維明對五經詮釋的啟發，他認為對五經的認識，可視為五種理解的方式。第一種

是詩學的，以《詩經》為代表。第二種是社會的，以《禮》為代表。第三種是歷史的，以《春秋》

為代表。第四種是政治的，以《尚書》為代表。第五種是形上學的，以《易經》為代表。可參考

杜維明著，陳靜譯：《儒教》，頁 131-135。另可參考杜維明著，錢文忠、盛勤譯：《道、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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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詩》、《書》：知識博聞之「學」 

（二）《樂》：人情和悅之「學」 

  （三）《春秋》：歷史褒貶之「學」 

  （四）《禮》：社會規範之「學」 

 

第五章：「何物要『學』──所『學』的對象與典籍」。第一節，荀子注重言

語的合宜，行為的修養，強調要向有德的士君子學習。這是個人對士君子的學習。

從群體的角度，荀子強調學習要在「群」之中，在良師益友的環境裡學習成長。

第二節：「所『學』的內容」，荀子重視知識，他對《詩》、《書》的學習，反映他

注重博廣誦聞的特色。荀子亦重視「情」，「情」與「音樂」相關，荀子說：「夫

樂者，樂也，人情之所必不免也。」（〈樂論〉，頁 379）又說：「樂之中和也」（〈勸學〉，

頁 12），學「樂」能使人「得中和悅」。73學界一般視荀子為一位純粹理性的思想

家，缺乏感性的一面；以人情和悅之「學」的角度，可補足這方面的論述，較能

全面看待荀子的思想。學習《春秋》，反映荀子重視歷史觀念的看法，例如法先

王、法後王的優劣，可從荀子對歷史的看法來討論。荀子重視《禮》，他說「學

至乎《禮》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勸學〉，頁 12）他對《禮》的學習，

重視道德，以及人處於群體的社會規範之「學」。 

 

 

第六章 荀子的學習工夫 

 第一節 向外的學習工夫  

（一）辨別名實 

  （二）知通統類 

 第二節 向內的學習工夫：虛壹而靜 

 

第六章：「荀子的學習工夫」。可區分為：向外的與向內的工夫進路。第一節

荀子向外的學習工夫之一：「辨別名實」。荀子關切名實問題，名實不能相亂，王

者制名能夠「名定而實辨」（〈正名〉，頁 414）、「制名以指實」（〈正名〉，頁 415）、「慎

率民而一焉」（〈正名〉，頁 414），才不會使人民疑惑、無所適從。荀子說：「今聖王

沒，天下亂，姦言起，君子無埶以臨之，無刑以禁之，故辨說也。」（〈正名〉，頁

                                                                                                                                            
論儒家知識分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5。 
73 同註 1，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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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荀子所處的時代，強調君子必須「辨說」，而對於經驗歸納、理性認知、邏

輯推演，皆為荀子所重視。荀子向外的學習工夫之二：「知通統類」（〈儒效〉，頁 145）。

荀子認為區分「類」，才能有效地吸收知識；雖分「類」，但終要能「全」與「通」，

如此，學習才不會漫無目的。「通」、「類」二者同樣是荀子學習工夫的重要概念，

相輔相成。 

第二節討論荀子向內的「虛壹而靜」的學習工夫。荀子認為「心」可以認識

「道」，但必須學習讓「心」能「虛壹而靜」（〈解蔽〉，頁 396），才能達到「大清明」

（〈解蔽〉，頁 397）的狀態，才能真正認識「道」。向內的學習工夫，強調荀子不是

專注外在事物的學習，於內心的學習狀態也多有關注。 

 

 

第七章 結論 

 

本文研究荀子的思想，以「學」為討論中心。首先，論述荀子「學」的意義，

與「學」相關的字詞，作為討論的基礎。接著，追溯之前的歷史，觀察荀子對於

「學」的繼承與批評。荀子說的「心」是認知的心，談的「性」是容易流於惡的

性，二者皆是荀子在現實經驗中的體會。以認知心學習禮義，才能化性起偽，造

就更好的人格。所「學」的對象，可分成對個人及群體的學習；所學的內容，後

代所稱的經典書籍，在荀子當時，可以理解作為人成長可供遵循的幾種學習面

向。荀子思想有反映學的工夫，大致可分成向外與向內二種，進路不同，但相輔

相成，目的在於提升士君子的人格，並有效掌握知識以治理天下。「學」在荀子

的思想，有其核心意義，並與荀子思想體系有密切的聯繫，值得探討。就以後的

學術發展，荀子對於「學」的看法，影響的層面與時代，是一個待努力研究的議

題。「學」的研究，有助於掌握荀子思想的要義，可作為學術研究進一步的討論

與參照。 

 

 

 

 

 

 

 



第一章 緒論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