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荀子論「學」研究》 

 49

第三章  荀子論「學」的思想背景及其對諸子的批評 

 
荀子所處的時代，就歷史發展來看，可說是先秦各國列強逐漸走向大一統的

時期。在這段時期裡，各家學說已不再強調各自的思想特色，所以，各家學說不

是逕渭分明、不相往來，而是走向彼此能夠融納他人的學說理念。因此，此段時

期的學說，多具有包容、融合其他學派的思想，此即為當時整個大環境的思想背

景，並為將來大一統時代的來臨，提供了思想的理論基礎。 

  首先，就當時全面的思想背景來看，可以從政治、經濟、社會三項因素，以

此討論荀子論「學」的思想背景。再者，觀察當時的學術背景，本文以稷下學風

對荀子論「學」的影響為主要探討，稷下學風的思想背景為何，主張立論的基礎

何在，以及對於荀子有何影響。在此，目的要說明荀子論「學」思想是由好其「學」

的思想，過渡到博其「學」的階段。好其學、博其學皆是受稷下學風影響所致，

荀子注重要能吸收他家的學說，這可說是荀子由好其學到博其學的思想歷程。因

此，第一節首先論述荀子當時整體思想的背景，從政治、經濟、社會三項因素作

為觀察，並以其所處的學術氛圍，可以說，這都是影響荀子論「學」思想的外緣

因素。 

然而，從另一種角度來看，荀子如何看待其他諸子論「學」的思想呢？他對

諸子學說所提出的質疑與批評，可以從中看出荀子論「學」的立場與特色。因此，

第二節探討荀子批評他家學說中有涉及論「學」思想的部分，以儒、墨、道三家

為討論，有助於理解荀子論「學」思想的輪廓與面貌。 

此章立論之目的，在於避免將荀子的思想從其歷史背景中抽離，荀子論學，

與當時的思想背景有關聯，研究者應對思想家所處的思想背景能夠盡量貼近其情

境，能以同理心態去面對。以此看待荀子的論學思想，才能有較貼切的認識與體

會。 

 

 

第一節 荀子論「學」的思想背景 

 
 （一）政治、經濟、社會因素的根本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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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所處的思想背景，正是諸子學說爭鳴的晚期，故荀子對於諸子學說亦多

注意。諸子之學說相互激盪，為當時世局不可抵擋之勢，由此推理，亦可知各思

想家已不能不對其他學派有所學習；已無法自鑄偉辭，不顧他家說法而行，此乃

一客觀之歷史事實。故荀子所處的時代，各家好學之風盛行。雖然百家爭鳴，論

「學」風氣日盛，那麼荀子論「學」又有何特色呢？荀子論「學」有其宗主，乃

是出於孔子，亦即儒家之門，荀子以儒為主，適當吸取他家學說，擷長補短，即

成為荀子思想的面貌。 

然而，荀子論「學」思想除了受到當時諸子學說之影響外，還可往上追溯，

即是整個周王朝政治、經濟、社會的許多變化，此皆構成各家學說爭鳴的根本原

因。1 

 

 
1. 政治因素 

 

 
荀子當時的周王朝，政治上並不是呈現一統帝國的樣貌，因此，在這樣的政

治氛圍的影響下，學風也連帶較為自由與多元。針對當時政治方面的變化，學者

認為： 

 

 

由於七雄并峙，構不成一統思想的條件，加之改革之秋，新舊思想、觀念、

制度正處於交替之際，究竟哪家流派、哪種主張更適宜於實現富、治、強、

王，需要經過反覆實踐、探索、比較、鑒別，所以列國諸侯對“百家之說”

多能“兼禮之”，這種兼收并蓄、不主一說的文化政策，使百家可以無拘

無束地暢所欲言，進行自由認識和探討。這就使百家沿著自由認識的路線

進入了智能競爭的天地。2 

 

 
這段引文可以用來說明荀子所面對的是政治的多元氛圍，由現今的角度觀察，雖

是百家爭鳴、學術自由，但在當時乃是競智角力之局面。為何說是競智角力的局

                                                 
1 可參考錢遜：《先秦儒學》（台北：洪葉，1993），頁 4。 
2 劉澤華、李瑞蘭：《競爭‧改革‧反思──戰國歷史反思》（北京：求實出版社，1988），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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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呢？因為思想家為了要替當時的君主獻計，以求富國強兵的緣故。蕭公權說：

「蓋戰國時期政治之最大特點為君權擴張，七國之君以地廣勢強，多僭稱王號。

其尤能振作奮發者則國愈盛而君愈威。」3此乃當時君王廣納百家學說的主要政

治考量，亦為荀子所面對之政治處境。因此，當時的政治因素是帶有自由、多元、

學說競爭的特質。 

然而，荀子所繼承的是儒家禮樂之學統，嚴守著禮樂教化的傳統未失，4他

所繼承、嚴守的禮樂足以能夠回應當時的政治環境嗎？〈儒效〉記載秦昭王與荀

子之間的對話，即指出儒者處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對於百姓、國家能有什麼樣

的貢獻：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

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

編百姓而愨，必為順下矣。」（〈儒效〉，頁 117） 

 

 

荀子認為儒者乃是「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宜；不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為

順下矣。」這是解釋儒者所遵行的禮義能夠對於政治有所貢獻，就在位、不在位

兩方面來說：5儒者在位時，當然肯定儒者所學的禮義是有助於國；若不在位，

所倡導之禮樂不得在朝推行，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即使成為百姓，也是樸實謹順

之人。〈儒效〉所說的「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退編百姓而愨，必為順下」，這

是強調儒者不管身處什麼樣的地位，都能有助於國家。所以，儒者是站在關懷國

家整體的立場進行自我定位的，一方面除了能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又

能堅守儒家的禮樂傳統，對所處的政治環境有所貢獻。這是荀子論「學」思想在

政治因素影響下的意義所在。 

 

 
2. 經濟因素 

                                                 
3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北：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4），頁 17。 
4 例如〈儒效〉：「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頁 120。 
5 王念孫曰：「埶者，位也。言位在本朝也。〈禮運〉：『在埶者去』，鄭注曰：『埶，埶位也。』下

文曰：『埶在人上』，〈仲尼篇〉曰『埶不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正論篇〉曰『埶位至尊』，是埶與

位同義。」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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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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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濟因素方面，戰國時期公私田制可能影響當時的思想狀況。王曉波即指

出： 

 

 
   戰國以後，雖然公田還殘存著，但是私有田制由得到合法的承認而迅速發

展，於是更促進了自利的行為和觀念，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漸以利來作為

衡量的標準……時至荀子，誰也擋不住私有田制的發展，因此，也不能不

承認由私有田制所產生的自利是一項事實昭然的存在。6 

 

 
這是從戰國時期經濟因素的變動，來解釋荀子論學思想的背景，由公田制轉向私

田制，容易引起人性的自私自利。當然，這不表示在私田制產生以前，就沒有人

性自私的一面，在此，是強調私田制的出現，加速帶動人性自私一面的暴露與滋

長。 

因此，荀子針對此種經濟因素影響思想，他的思考與回應是：既然自私自利

的現象，在當時已是一種昭然的事實，那有沒有什麼方法可以補救呢？根據荀子

的思想，「學」是一項最主要、也是最需要的因應方法，人可以經由「學」，突破

經濟因素的侷限，使人不屈服於現實環境之中。 

 

 
3. 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方面，是就人所在的處境來說，荀子認為人生而有群，人無法離開

人群而單獨地生活。荀子認為，這就是人所處的環境，是一種群體間的相處，此

乃一不可否認之事實。而要能「羣」，則先要能「分」，否則就容易流於紛亂與窮

困。7 

「群」是人類所處的社會環境，因此群體中的秩序就顯得重要，要不然群體

                                                 
6 王曉波：〈先秦法家發展及韓非的政治哲學〉，收於氏著：《儒法思想論集》（台北：時報，1983），

頁 83。 
7 〈富國〉：「人之生，不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亂，亂則窮矣」，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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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必定會產生很多的摩擦與糾紛，造成許多的社會問題，這正是從社會環境的

角度來理解荀子的思想。因此，要能「群」，則先要能「分」，「分」的準則就是

「義」，「義」相當於「禮義」，「義」亦包含於「禮」之中。李澤厚說： 

 

 
「禮」是為了「分享」「止爭」，使群體能夠存在和延續而建立起的規範秩

序；這秩序正在於克制、改造、約束、節度人的自然欲求（改造內在的人

性）；因此要維繫這種社會秩序（外）和節度自然欲求（內），就必須「學」，

必須「為」，必須「偽」。8 

 

 

禮具有外在的維繫社會秩序的功能，與內在的對自然欲求的節度；人必須經由

「學」禮才能獲致這兩種功能。只有「學」才能使禮的作用發揮出來，「分」與

「群」也因此才具有更豐富的意義與價值。 

  綜合言之，從政治、經濟、社會的根本變動造成百家爭鳴、好學之風盛行，

由此角度來看荀子的思想背景，可以發現荀子重視「學」是有其原因。政治上，

多元並立，荀子論「學」乃因當時君主欲富國強兵，因而必須廣納意見、折衷而

行。因此，思想家一方面必須學習各方學說，才能知己知彼，以有餘勝不足；另

一方面，荀子欲以大儒治理國家，勸說君主要能重儒、任儒。這兩方面，終不能

離開論「學」的思想脈胳，與荀子論「學」、重「學」之思想息息相關。經濟因

素與社會因素，大致來說與當時歷史的演變有其關聯，較不是限於君主個人之所

好。荀子受當時經濟、社會因素變動之影響，對「學」的要求也可以說是被動的

回應，但這也意謂荀子的思想性格的另一面亦是重視學習，此種學習的主動精

神，實為積極面對經濟、社會因素變動之挑戰。荀子受到當時客觀環境的影響，

進而主動學習的意義在於：要瞭解客觀處境，但不是完全受其拘束，而是積極努

力地想突破現實的困境。因此，本文從政治、經濟、社會三方面論述荀子的思想

背景，一方面此乃荀子無法迴避之現實處境，故必須「學」；另一方面荀子之所

以「學」，乃因其性格與思路所致，故荀子論「學」，亦可視為對當時政治、經濟、

社會環境之積極回應。 

 

 

                                                 
8 李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論》（台北：三民，1996），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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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由好學到博學：稷下學風的影響 

 

 
  從政治、經濟、社會三個因素，宏觀來看其對荀子論「學」之影響，目的在

說明這些因素帶動當時論「學」之風氣，然而，對各個思想家而言，如何學習更

是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根據荀子的思維，如果單憑好學是不夠的，在此好學之

風氣下更須有所反省，亦即好學之後，要能博學，9否則就容易「蔽於一曲而闇

於大理。」（〈解蔽〉，頁 386）整體來說，這就是荀子論「學」最基本的反省。針對

戰國時期，百家學說日盛，荀子認為各有所偏重，10而在先秦思想的典籍中也常

有類似的記載。11  

各家論「學」，言人人殊，此情形不僅發生在不同學派之間，也同樣發生在

相同的學派之內。12然而，荀子論「學」並不是將自己的思想體系不斷往支離的

概念路上走，而是吸收許多思想，走歸納、綜合的路子，亦即強調學習要能廣博。

若不能博學，則處在知識多元、眾說紛紜的思想氛圍，便顯得淺陋了。然而，荀

子重視學要能博，乃與當時稷下學風有一定的關聯。 

  稷下學風指的是什麼呢？最明顯的就是「擴大了教與學雙方的“選擇自由＂

空間」13，學風多元自由，錢穆引《新序》：「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此稷下之

學風也。14皆具有綜合、包容各家學說之特色。荀子三為祭酒，15想必對於稷下

學風應多所瞭解，並受其影響。16 

                                                 
9 〈儒效〉：「志安公，行安修，知通統類，如是則可謂大儒矣」，頁 145。 
10 〈解蔽〉：「今諸侯異政，百家異說，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亂」，頁 386。 
11《莊子‧天下》：「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不可加矣……後世之學者，不幸不見天地

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裂。」《尸子‧廣澤》：「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

子貴均，列子貴虛，料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數世矣，而己皆弇於私也。」《呂氏春秋‧不

二》：「老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廉，關尹貴清，子列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

勢，王廖貴先，兒良貴後。」 
12 例如韓非子提到的儒分為八、墨分為三，《韓非子‧顯學》：「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

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

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良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樂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里氏之墨，

有相夫氏之墨，有鄧陵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離為三。」 
13 陳興強：〈稷下學宮辦學特色芻議〉，《貴州社會科學》總 203 期（2006 年 9 月），頁 158。陳

興強引用《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有稷門，城門也，談說之士期會於稷下也」，以說明稷下

學宮是有按照一定的時間定期聚會，聚會的具體形式大多是演講和辯論，各家各派都得以陳述自

己觀點的機會，同時也了解彼此之間的看法。 
14 錢穆：〈稷下通考〉，收於聯經編輯委員會編：《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五冊‧先秦諸子繫年》（台

北：聯經，1998），頁 269-270。 
15 《史記‧孟荀列傳》：「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老師。齊尚修列大夫之缺，

而荀卿三為祭酒。」 
16 學者指出，荀子對「稷下之學的批判、吸取和修正而建立了自己的思想體系，可以說，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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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稷下學風雖然自由與多元，但討論的內容並不是漫無目的，無所依歸，

而是與稷下學者所關注的「道」有關。17然而，「稷下先生可以“不治而議論＂，

表明了稷下先生擺脫了與齊國國君那種直接隸屬的“君臣關係＂的羈絆而獲得

了相對自由的地位。」18沒有了「君臣關係」作為前提，論「學」的風氣更加自

由，對「道」的追求也能對於別人的意見有所反省，因而能夠提出新的說法。 

荀子所處的稷下學宮，學風自由，對於「道」的認識與討論也相對活絡。荀

子是自覺要避免「蔽於一曲，而闇於大理」的缺失；另一方面，又能積極吸收各

家思想的要義。因此，就荀子論「學」的思想層面來看，好學是不夠的，面對論

「學」風氣之盛行，以及各家對「道」的理解不同，因此，還必須要能「博」其

「學」，才能有條件去衡量彼此的優劣，做出合宜的價值判斷。 

 

 

第二節 從荀子對諸子的批評看其論「學」之思想 

 

 
  荀子對於諸子的批評，是其思想的一大特色。在現存的《荀子》三十二篇裡，

就有〈非十二子〉一篇，專論諸子學說之蔽，亦有一些批評諸子學說的言語，散

見於其他篇。19這些記載有助於瞭解荀子論「學」的思想，並且觀察荀子批評其

他諸子論「學」的內容，在此，重點不在批評他家學說之合理正確與否，目的在

對比凸顯荀子論「學」之思想特色。 

司馬遷敘述荀子批評諸子之思想背景為： 

 

 

                                                                                                                                            
中的每一部分都滲透著稷下學術的深刻影響。」參考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

與百家爭鳴》（北京：三聯書店，1998），頁 274。 
17 荀子思想博雅，乃受稷下學風的影響，故稱其為稷下學者。有研究者從政治的角度，分析「荀

子所謂的『道』乃是本於一種非常突出的政治意識，從政治績效上立說，是站在治國教民之觀點

上發表議論，其把握的共理即為一種「足以完成治道」的原則，凡不合於此正理平治之道，非關

世道人心之益者，皆屏棄而不取。」可參考吳竣傑：「荀子批判諸子之研究」（嘉義：國立中正大

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頁 170-171。可知稷下學者所關注的「道」，並不是老莊所

說的「道」是屬於形而上的意義；而是屬於政治方面的意義，可以說是治國之道。 
18 同註 13，頁 159。 
19 〈天論〉：「慎子有見於後，無見於先；老子有見於詘，無見於信；墨子有見於齊，無見於畸；

宋子有見於少，無見於多」，頁 319。〈解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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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92-393。〈成相〉：「慎、墨、季、惠，百家之說誠不詳」，頁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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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

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

言而卒。20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提到了「莊周」，還有「儒」、「墨」、「道」諸家學說，並

指出荀子對此皆有所批評，於是才「序列著數萬言」。根據這些史料的記載，我

們可以回到《荀子》一書，觀察荀子對於莊周，以及對儒、墨、道這些學派的看

法為何。莊周屬於道家一派，因此在下文討論時，將莊周列入道家的範圍，不另

新增條例說明。另外，〈非十二子〉、〈天論〉、〈解蔽〉諸篇，皆有涉及荀子批評

諸子的學說，荀子雖然對許多人物有所批評，但在此僅選擇較重要者加以論述。

若有諸子生平事蹟不可考者，但其思想可以劃歸在某一學派之內，則將其視為該

學派的人物。因此，本文分門別類的討論，即按學派作為劃分。特別要說明的是，

例如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提及其父司馬談論六家要旨時，才是以學派

作為劃歸，21在這之前的先秦文獻，例如《莊子‧天下》篇對諸子的評論，仍是

以人作為討論的對象；即使是荀子，也沒有先分學派，再加以批評討論。本文採

取分學派的用意，目的在於清楚名目，通盤瞭解荀子對各家學派思想的態度。 

 

 
（一） 儒家 

 

 
  荀子處於戰國末年、秦大一統之際，使荀子得以審視之前的儒家學說。荀子

對於儒家有所批評，並沒有完全接受。例如他批評子思、孟子的學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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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之溝猶

                                                 
20 [漢]司馬遷撰：《史記‧孟子荀卿列傳》（北京：中華書局，2000），頁 1843。 
21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提及其父司馬談曾論六家要旨，司馬談乃「太史公學天官於

唐都，受易於楊何，習道論於黃子。太史公任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不達其意而師悖，乃論

六家之要指曰：《易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

以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異路，有省不省耳。」這是論六家要旨的開端，並在此後，司馬遷稱

此六家，或稱陰陽、儒者、墨者、名家、法家、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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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

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非十二子〉，頁 94-95） 

 

 
這是荀子批評儒家最顯著的一段記載，就荀子的理解，仲尼、子游與子思、孟軻，

前後者是分屬兩種不同的學說，絕不是一脈相承的學術關係。那麼，二者之間的

主要差異是什麼呢？ 

這段文字的焦點是「五行」，22有學者認為這是「荀子重視禮，而《五行》、

孟子突出、強調“形於內＂的“德之行＂或仁，屬於儒家內部的派別之爭。」23

姑且不論「五行」的實質意義為何，但由荀子的描述可以清楚地知道，子思、孟

軻的「五行」學說不是很容易讓人明白的，所以荀子才會說「五行」是「僻違而

無類，幽隱而無說，閉約而無解。」因此，探討荀子這三句對「五行」描述的言

語，有助於掌握荀子論「學」的思想，那就是他強調學說要能夠「類」、「說」、「解」。

「類」依照王念孫的解釋為「法」，24葛志毅認為荀子引入法的概念，但又與法

家所說的法不同： 

 

 
法家所謂法，本是一個獨立完整的法制體系，有其強烈鮮明的政治色彩。

荀子既引入法的概念，又使之相對有所弱化，並降為禮的附屬成分，同時

有使之倫理化的傾向。〈修身〉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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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所謂法，顯然應指人們所應普遍

依從的一種道德行為規範。25 

 

 
所以，「法」指的是一種外在的、客觀的準則，是人們可以明白認識，遵從的一

種道德行為規範。可以說，荀子引法入儒，是凸顯了法的客觀性與規範性，但又

                                                 
22 「五行」的解釋，學界有兩種看法，其一是傳世文獻的《尚書‧洪範》：「五行，一曰水、二

曰火、三曰木、四曰金、 五曰土」；其二是出土文獻的郭店楚簡《五行》篇的「仁義禮智聖」。

第一種看法，將五行視為物質，第二種看法將五行視為人的特質。目前學界對五行的解釋傾向於

第二種看法。 
23 梁濤：〈荀子對思孟“五行＂說的批判〉，《中國文化研究》，總第 32 期（2001 年夏之卷），頁

40。 
24 同註 5，頁 94。 
25 葛志毅：〈荀子學辨〉，《中國哲學史》（1994 年第二期），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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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家的法不同，荀子仍是堅守儒家的禮義教化未失。禮義觀的實施，因為有法

的結合，才能有具體的作為。如此，禮義也才得以不流於空談。然而，孟子所說

的「仁義禮智，非由外爍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依荀子的思想脈

胳來看，孟子的說法是屬於先驗性的立場，沒有根據經驗法則，這樣的話，「仁

義禮智」是無法讓人認識的。因此，荀子所認為的子思、孟子的「僻違而無類」，

可以從這樣的角度來思考：荀子強調經驗、客觀，目的是可供學習知識，培養成

為有道德的人。荀子重視禮義，如果禮義都不能客觀的認識，更不用說該如何實

踐禮義了。在荀子看來，這是子思、孟子學說的弊病。他們所提倡的仁義禮智，

不容易瞭解，也沒有客觀的法則可供遵行，會容易造成世俗的混亂，令人民無所

適從。 

「幽隱而無說」、「閉約而無解」的「說」、「解」都是「解說」的意思，三句

完整的意思是說「五行」不僅不符合「法」，而且也不能夠為人所理解、述說。

所以，人們對「五行」的解釋，是言人人殊、眾說紛紜。「五行」學說的標準在

人的內心，是主觀的；而不是決定於一種客觀的制度。因此，荀子批評子思、孟

軻學說沒有一套客觀的準則，更無法讓人們可以客觀地認識。荀子的批評強調了

學說的客觀性，客觀知識的建立，這是人們理解、述說的前提。 

 

 
（二） 墨家 

 

 
  先秦時期，墨家與儒家同是顯學，但常攻擊儒家，最為後人熟悉的主張，例

如墨家兼愛的主張，與儒家強調的仁愛有所不同；26再如墨子非樂（音樂）的主

張，為樂不符合萬民之利，27也與儒家論樂是人情之所不免的說法，28二者大相

逕庭，29儒、墨明顯是不同的學說立場。 

                                                 
26 兼愛，「兼」指的是「互相」，愛是有條件的。人們希望別人愛我，但這要從自己先愛別人作

起，然後別人才會愛我。因此墨家所提倡的「兼愛」，並不是無條件的愛，跟儒家所提倡無條件

的「仁愛」不同。《墨子‧兼愛上》：「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不可不察亂之所自起。當察亂何

自起？起不相愛。臣、子之不孝君、父，所謂亂也。子自愛、不愛父，故虧父而自利；弟自愛、

不愛兄，故虧兄而自利；臣自愛、不愛君，故虧君而自利：此所謂亂也。雖父之不慈子、兄之不

慈弟、君之不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亂也。」 
27 可參考陳問梅：《墨學之省察》（台北：學生，1988），頁 223-233。 
28 〈樂論〉：「夫樂者，樂也，人情之所必不免也，故人不能無樂」，頁 379。 
29 《墨子‧三辯》：「周成王之治天下也，不若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不若成湯；成湯之治天

下也，不若堯、舜。故其樂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樂非所以治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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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指「墨子有見於齊，無見於畸。」（〈天論〉，頁 319）這是論墨子學說的弊

病在於將萬物都視為平等，沒有貴賤、高下、尊卑之別。荀子認為，「貴賤有等，

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富國〉，頁 178）這就宣稱要正視萬物相異的

事實，「稱」即相稱，人的貧富貴賤，都有與他們等級地位相稱的規定，絕不能

一視同仁，毫無區別。荀子的用意，在於使人們行其本份，而且，這也就是荀子

重視「禮」的意義所在。荀子說：「禮別異」（〈樂論〉，頁 382），「禮」就是在萬物

相異的基礎上，使不同的事物能達到「皆有稱者」的根據。 

  墨家另一種批評儒家的論點就是「非樂」。例如「墨子曰：『樂者，聖王之所

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樂論〉，頁 381）這是荀子引述墨子對「樂」的看

法，以及墨子對儒者的批評。荀子主要的反駁在於「樂者，聖王之所非也。」墨

子對儒者的攻擊，從「聖王」的角度著手，認為聖王非樂，因此儒者重樂就是一

項過失，這是墨子從歷史傳說去建立他的立論根據。然而，荀子同樣也以「聖王」

作為反擊的基礎，並認為聖王的確是重樂，他說：「樂者，聖人之所樂也，而可

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易俗，故先王導之以禮樂而民和睦。」（〈樂論〉，頁

381）當然，對墨子、荀子「樂」的討論還可以有更加詳盡的空間，在此，本文凸

顯的一個重點即荀子重視「樂」能教化，「禮」也是如此，禮樂教化是荀子論「學」

的重要項目，這是繼承了先秦儒家道德文化的層面。 

 

 
（三） 道家 

 

 
  這裡說的「道」家，是指荀子對先秦代表人物老莊道家的批評，而不是黃老

道家。荀子對老子的批評是「有見於詘，無見於信。」（〈天論〉，頁 319）意思是說

老子只重視「詘」的一面，「詘」是柔弱，委曲求全之意，跟「信」相對；30「信」

是剛健的意思。老子貴柔，是其思想的一大特色。 

荀子則認為「詘」、「信」兩個方面應該並重，所謂「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

伸也。」（〈仲尼〉，頁 113）特別要說明的是，老子說的「詘」，也包含了以詘代伸，

是自覺用「詘」的概念以表達他的學說主張。荀子對「詘」的解釋則反映了君子

所處的地位即使在下，但是只要安守本分，那麼時詘則詘，就是好的作法；荀子

對「伸」的解釋則是站在相對的另一面，君子所處的地位如果在上，也必須安守

                                                 
30 楊倞：「信，讀為伸。」同註 5，頁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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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分，時伸則伸，就是好的作為。因此，荀子批評老子沒有區分詘、伸的不同，

僅是一味地強調詘而已。 

  荀子對於莊子的批評是「蔽於天而不知人。」（〈解蔽〉，頁 393）這句話的脈胳

是荀子舉例說明莊子論「道」的方法不對，以致所產生的弊病：「蔽於天而不知

人」，此結果乃是「由天謂之道，盡因矣」（〈解蔽〉，頁 393），這樣的意思是說，莊

子只重視自然，而天是最能彰顯自然的意義，故莊子學說的重點就只側重在天這

一層面，追索自然的源頭而已。所以，荀子才說莊子追求「道」只是「蔽於天而

不知人」，卻不知道後來人為的努力是不可忽略的。荀子說：「大天而思之，孰與

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天論〉，頁 317）就是強調人不

能只因順天的自然，還要能主動積極地利用大自然，人面對自然必須走到這一層

次，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 

  綜合以上荀子批評諸子之論，可以歸納出幾項荀子論「學」的要點： 

一、對儒家的批評：可以明白荀子重視學說、知識的客觀性，不空言，不妄談，

排斥主觀的臆測。因此，荀子重視客觀知識的建立，知識中又強調要有法則

可供遵守。 

二、對墨家的批評：對於墨家的主張，荀子強調相稱，因為萬物本來就不盡相同，

如何安排這些不相同的事物，各得其宜，與他們等級地位相稱的規定是重要

的。而對於墨家非樂的主張，荀子另有〈樂論〉一篇予以反駁，說明「樂」

（音樂）的表達，就是「樂」（快樂），這是人情所共通、共有。大抵來說，

荀子論「學」是重視禮樂，強調要與人的精神層面相關，認為禮樂有助於人

情、精神的提升。 

三、對道家的批評：荀子不同意老子只是重詘的思想，這與他強調「學」，強調

後天人為的努力有關。老子一貫以詘的姿態面對世界，這當然也是一種人生

哲學的表現；但荀子顯然更強調「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人生常常可能處

在不同的光景，或處於「詘」，或處於「伸」，都可以有面對人生的不同姿態。

荀子凸顯了人應該有面對外在環境的變化而因時制宜的能力，他強調，經由

人為的努力，積極進取，才能在不同的人生光景之處扮演合宜的角色。而荀

子對莊子「蔽於天而不知人」的批評，更是如此，這是強調在對於「天」有

一定程度的瞭解，進而提出對天人關係的觀察，人不能只是順應自然，而必

須在後天不斷努力下，積極地學習，活出比天生而然更進一層的“化性起

偽＂的人為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