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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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論「學」的特色，不在於巧立新目，別開新徑，其乃注重論「學」思想

之逐步漸進、以至完全，這是荀子思想值得重視的部分。因此，若更深入思考荀

子論「學」之思想，可以發現荀子論「學」乃不僅僅是工夫實踐此單一方面的意

義，且與其人性論主張息息相關。此章「學」論之思想，亦是由此而立。1 

這一章討論荀子「學」之思想與其人性主張之關聯，涉及的關鍵詞有「性」、

「情」、「欲」……等字，這乃是荀子對人的觀察、體會而論述的意見，並與其「學」

思想有直接的關聯。再者，為什麼「要」學呢？荀子認為「人之性惡，其善者偽

也。」（〈性惡〉，頁 434）亦是從人性的角度，說人性是惡，所以要「學」，「其善者

偽也」，「偽」的概念就是人為意義的「學」。 

第二節，確立了人要「學」，本文接著的問題意識是：人何以能夠「學」，亦

即「學」的能力從哪裡來？這涉及荀子論「心」之「知」與「能」，「心」是人能

「學」的條件所在，該怎麼理解？在第二節「何以能『學』：荀子論『心』與『知』」

有詳細的討論。 

第三節：就前二節的論述，進而可以提出的問題是：人即使有「學」的動機，

有「學」的條件，但是，人可以不「學」嗎？這依然必須從文本中討論荀子對於

人的看法，人與「學」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這一方面來說。荀子認為：「人有氣、

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王制〉，頁 164）人最為貴，所以應

「學」，在此特別要說明的是：荀子所說的「義」，並不是像孟子所說的「義」是

根源於內心，成為四端之一的義；荀子所說的「義」是必須放在與群體的互動，

在當中來界定其意義價值的。「義」的表現就是「以分則和」，能夠彼此有分際、

                                                 
1 荀子思想的研究者，對「學」的詮釋，通常就以「荀子的學習觀」來看待，並僅以〈勸學〉一

篇作為主要詮釋的內容。目前學術界，鮮少將「學」視為荀子的核心思想，並就此開展荀子的思

想體系。大陸學界在先秦思想方面作的研究較多，可參考九○年代以來的荀子研究概況，例如范

紅軍：〈15 年來荀子研究綜述〉，《邯鄲師專學報》第 14 卷，第 1 期（2004 年 3 月），頁 21-27+35。

文章的內容，表示荀子論「學」僅僅是屬於哲學思想、人性論的一部分而已，在荀子思想中「學」

不構成主要的概念。另一方面，該文介紹荀學的總體研究等傳統課題得到了新的闡發；另一方面，

也有生態、美學、民俗、心理學、社會管理、養生思想等新領域得到了開闢。（頁 21）對於瞭解

荀子的研究課題與成果，有一簡明扼要的介紹。另外，專就荀子倫理思想的研究，可參考陳光連：

〈國內近 30 年荀子倫理思想研究綜述〉，《學術論壇》（2007 年第 9 期），頁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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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區分，卻又能達到「和」，即彼此一致的地步。「義」對於荀子來說，可以視為

是人的一種天生的能力，但這種天生的能力畢竟不等同於孟子所說的四端，而是

一方面認知人有這方面能力，但又必須經過後天不斷的學習，才真正有辦法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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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步。 

第四節進而可以再問的是：「學」要到達什麼地步呢？這是探討「學」之目

的。荀子指出是有三個階段：士、君子、聖人，正是論「學」所希望達到的目的。

故荀子人性論之主張，以「學」的角度來看，得以建立一「學」論之架構：何以

要「學」、何以能「學」、何以應「學」、何以為「學」──即「學」的動機、條

件、可能與目的。 

 

 

第一節 何以要「學」：「情」與「性惡」 

 

（一）「情」為「學」之初 

 

 
  「情」在荀子思想裡，具有什麼樣的意義呢？跟論「學」又有什麼關聯？首

先，可以先注意荀子對於「情」的看法、態度為何。荀子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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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霸〉，頁 211） 

 

 

「目」、「耳」、「口」、「鼻」、「心」之所欲，各有其相應的對象，這是「人情之所

必不免」，由可見的感官，就人對外物的感受來說「情」。例如：人的眼目想要看

美麗的顏色，耳朵想要聽悅耳的聲音，嘴色想要吃美味的食物，鼻子想要聞撲鼻

的香氣，心裡想要享受安佚的生活，此五種想要的欲望，即可說是人情。荀子此

論乃是一客觀的描述，說明人情之所欲、所積極追求的一面。值得特別注意的是

「心」在這裡與「人情」的意思相關聯，「心」有發乎「情」的一面，「心欲綦佚」，

是屬於心理上的需求描述，與之前四種「目」、「耳」、「口」、「鼻」的生理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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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上的需求，共同構成人需求的全貌，這就是「情」。荀子在此並沒有對「情」

持一否定的態度，只是客觀描述他所觀察到的人之「情」。 

對於人之「情」類似的話語，又可見： 

 

 
   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

繁婦女莫眾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王

霸〉，頁 217） 

 

 

此亦再度說明荀子對於「情」實包括人生理、心理各樣的需求，比上一則的引文，

更清楚具體說明「情」之所欲。2荀子又說： 

 

 
   以人之情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貨

也，好美而惡西施也。（〈正論〉，頁 345） 

 

 
這樣的觀點是說：在面對人之「情」時，必須正面去看待，不能斷然否定，或是

刻意忽略人之「情」，這是荀子對於「情」的基本認定。 

  但是，荀子對於人之「情」有沒有好壞、優劣的價值判斷呢？荀子雖曾對「情」

有客觀的描述，認為「情」是人人皆有，不可忽略，但這不代表「情」的概念在

荀子的心目中是一種純潔良善的狀態。荀子說：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曓。（〈性惡〉，

頁 434-435） 

 

 

                                                 
2 所出自〈王霸〉的引文，荀子用意在於提醒國君不可只顧自己生理、心理的滿足，因為「人情

之所同欲也」，人民跟國君一樣，也有這樣的需求，故必須先得考量人民的需求使其滿足。那麼，

該怎麼作呢？荀子說：「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樂得其中；闇君必將急逐樂而緩治國，故

憂患不可勝校也。」（〈王霸〉，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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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就順從人之「性」、「情」來說，「性」與「情」在此有關聯，「性」與「情」

在荀子思想裡，沒有辦法截然二分。而對於「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

合於犯分亂理而歸於曓」的理解，應該要放在與群體之間的互動來看，也就是說

人之「情」在人際關係裡，若只是順從自己之「情」而行，必會造成爭奪的局面，

因為自己之「情」若不節制，一定會在團體之間造成混亂，因為沒有考慮到別人

的感受。別人也有「情」，跟自己一樣都想要求生理、心理上的需求滿足。故荀

子有一段話可以說明個人之「情」放在群體、人際之間的關係：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

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乎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

甚不美，又何問焉?」（〈性惡〉，頁 444） 

 

 

人「情」之不美，是因為個體不能在群體關係中取得合宜的調適，例如有了妻子

而減少對親人的關愛、對父母的孝順。荀子認為，這是人之「情」很真實的一面，

所以荀子在這裡所說的「情」，是容易流於惡的，這是將「情」放在人際關係，

特別是側重倫常這一部分來說的。「情」是人們自然而然流露的情感，但在人際、

倫常關係卻不能以「情」之自然來應對，否則就會像荀子所說的「順人之情，必

出於爭奪」了。 

在此，可以稍稍整理一下荀子對「情」的看法：荀子基本上認定人之「情」

的流露，就是感官之欲的表現，這是最清楚可見的。順著這樣的思路，人們是很

容易產生紛爭的，因為每個人的「情」基本上都只是為了滿足自己的需求與欲望，

讓自己更好，如此而已。但是，荀子並沒有否定這些方面，只是就此提出他的觀

察：「情」雖是人與生俱有的，但若順著自然而走，不但不會對社會造成有效的

幫助，反而會造成混亂、爭奪。然而，人人皆有「情」，荀子瞭解人之「情」，乃

無所逃於此，無所迴避這樣的關係。因此，說荀子對於「情」有較持負面的看法，

不妨可以從這些面向來看：「情」在團體關係中容易會造成混亂，這是一種從大

我的角度所作出的結論。於是，荀子提醒人們：人們與生俱來的「情」不是壞事；

另一方面，不要放縱「情」，因為「情」雖然是人與生俱有，但若沒有良好的調

適則會造成群體的不安。「情」在個人與群體之間的調和，就成了一個很重要的

議題了。荀子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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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儒效〉，頁 144） 

 

 

由荀子的話，那我們可以這麼說：「情」是之所以能「學」，前提是不能「縱情性」。

一個放縱自己性情的人，是不足以問學的，「學」在此除了是一種工夫論的修養

外，其實可以放到荀子所關切的群體關係的和諧、秩序來說。唯有「學」才能成

就理想的人格，才不致於成為小人。荀子說： 

 

 
   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

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儒效〉，頁

145） 

 

 

所以，荀子對於「情」的看法，可以與論「學」作為關聯，亦即先使性情保持在

一種好的狀態才足以能問學，好的狀態並不是天生如此，荀子認為這是必須經過

「忍」，「忍」是什麼呢？楊倞說：「忍，謂矯其性。」3因為，荀子知道「情」既

然是包括生理、心理方面的欲望，然而個人之「情」在群體之中又容易流於惡，

所以荀子才說「縱情性而不足問學」、要「行忍情性」，荀子瞭解「情」可能在團

體中可能帶來的傷害，故必須先將這部分可能造成團體傷害的「情」安頓好了，

然後才能「公」、能「修」、能「才」，甚而「知通統類」，如此才可以稱之為大儒。 

「公」與「修」二者，即是「志忍私」、「行忍情性」的結果，亦即經過人為化成、

化性起偽而成的。如果順著內心的性情，則會流於荀子所說：「志不免於曲私而

冀人之以己為公也，行不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修也。」（〈儒效〉，頁 145）如此，

怎麼能稱得上有效吸收知識，算是一個學問淵博的人呢？最終，也只落得「愚陋

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為知也。」（〈儒效〉，頁 145）在此，荀子談人心裡常有的想法：

希望別人稱讚自己處事公正、有道德修養，但是自己心裡常存的卻是自私、行為

常是違反道德良心的事；如此看來，這種人在追求學問時，也必不會反求諸己，

而常會要求別人的認可，希望誇讚自己是有學問的人。大儒之所以能處事公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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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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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德修養、並能決斷事物，4按照的步驟是「志安公」、「行安修」的內在、外

在的修養，然後才是「知通統類」。荀子所說的這些句子，透露的訊息是：想要

成為知通統類的大儒，不是純粹依賴天生的智力就可以達到的，而是必須在某種

程度上，必須先安頓了內在的情感，再者在外在的行為上能夠合宜，以此為基礎，

才是有辦法達到知通統類的大儒。這說明了即使是大儒的學習過程，也是必須先

從安頓自身的「情」作起的。 

荀子論「情」有客觀的描述，有考量「情」在團體中可能會造成的弊病，於

是讀者很容易視荀子論「情」是屬於負面的意義，這樣的理解雖然有其道理，然

而，在荀子的思想裡，對「情」的理解是否完全就是持負面的看法，是否另外有

一些屬於正面的意義呢？答案是有的，人「情」也有喜愛某種事物的一面。5荀

子說：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論〉，頁 379） 

 

 

音樂是人情之必要，也是人情所喜好的，這具有什麼樣的意義？荀子說： 

 

 
   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

也。（〈樂論〉，頁 380） 

 

 

就荀子的意思，音樂是人人都需要的，是「人情之所必不免也」，而這也是「先

王立樂之術」的理由所在。可以這麼說：音樂的制定是建立在人情之共通與共有，

就感官來說是「耳欲綦聲」。由此「『人之情』不能沒有音樂。先王作樂旨在教化

人民，則人之情不能無樂，正說明人之情必然地有教化的潛能。」6也因為如此，

                                                 
4 「才」解釋為決斷，採用王天海的解釋。參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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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5 荀子論「情」，可以分為兩種：一有喜好、肯定的一面，一有厭惡、否定的一面。類似的觀察，

可以參考馬育良：〈先秦儒家對於“情＂的理論探索〉，《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5 卷第 1 期（2001 年 1 月），頁 35。 
6 陳昭瑛：〈「情」概念從孔孟到荀子的轉化〉，收於氏著：《儒家美學與經典詮釋》（台北：台大

出版中心，2005），頁 56。陳昭瑛認為《荀子》中的「情」保留了孔子、孟子所說的兩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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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情」就與何以要「學」有緊密的關連了。 

人之「情」有追求生理、心理的滿足，但若依己而行，不顧及整體秩序，那

麼就容易流於混亂；人之「情」有被教化的可能性，例如喜好「樂」是因為心裡

有快樂、欣悅的感受想要表達出來，但荀子提醒人們的是：如果沒有在一種適當

的原則下表達內心之樂，則容易流於亂，這個適當的原則，荀子稱之為「道」。

所以，荀子一方面說：「人不能不樂」（〈樂論〉，頁 379），但接著說「樂則不能無形，

形而不為道，則不能無亂。」（〈樂論〉，頁 379）所以，荀子論「情」雖然肯定有被

教化的可能性，但仍是極其小心叮嚀人們，不要憑此可能性，認為自己所發之「情」

就很容易近乎聖王之道。7但這並不妨礙「情」在荀子思想中的重要，反而顯示

荀子論「情」的細細斟酌、思索循序漸進的步驟，以及積極地想要對「情」的抒

發有全面的照顧。這是因為荀子重視現實所觀察到的大部分經驗，因而提出對應

的看法。事實上，荀子認為，古代聖王制定「樂」就是基於這樣的心態，聖人跟

一般人一樣，心中也有情感想要抒發，但是聖人是更進一步考量到許多人的需

求，在與自己的情感抒發不斷地調節的過程中，漸漸地制定制度，這是先王立樂

的原則。8這是一個經驗發展的歷程，制度的產生乃由聖人自己之「情」的需求，

再加上對於人民的觀察而成。故荀子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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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以禮義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

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樂論〉，頁 381） 

 

 
人民有好惡之「情」想要抒發，但很容易不合乎禮制，這時就需要靠「學」來補

足。所以，是先有「情」才有「學」的發展空間，人的生理、心理的需求，依靠

                                                                                                                                            
的內涵，即實情的「情」和性情的「情」。荀子繼承這兩種對「情」的說法，並且又有所轉化、

提出人有的「情」：道德主體內涵的「情」，美學內涵的「情」。可參考頁 50-64。 
7 人之「情」的另一種表現，如〈性惡〉：「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勞而欲休，此人之

情性也。今人飢，見長而不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勞而不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

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行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者也」，頁 436-437。 
8 〈樂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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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夫邪缺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立樂之方也」，

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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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之「學」可以來調節、補足，又將可能在團體中危害其他人的需求降至最低。

人之「情」有接受教化的一面，再依靠「學」可以使得人民「和睦」，達到「移

風易俗」的效果。這是荀子論人之「情」可以注意的面向，並且是與「學」有緊

密關係。但特別要注意的是，「學」與「情」二者的關係，並不是「學」對「情」

的壓抑與排擠，而是「學」對「情」的成全與調適。「學」可以幫助「情」容易

流於惡的那一面，將其導引、疏導到善的一面；也可以幫助「情」潛在可以接受

教化的一面，將其發展、開通到善的一面，這才是「學」對「情」的根本意義。

並且，「情」是「學」之初，一定是「情」有了需要，後天的「學」才有意義，

這是荀子尊重人從天生而來的情感，但人有改變的力量，藉由「學」可以幫助我

們正視內心之「情」，壞的不應該忽略，反而能夠加以改變；好的則更應該開發，

改變、開發的用詞即可以荀子思想中的「學」來涵括。 

在荀子思想體系裡，何以能學是從「心」開始談起，但在論「心」之前，「情」

在荀子思想裡實佔有一特殊且重要的地位。就論「學」的角度來看，就是因為人

之「情」有接受教化的可能（從另一面來看則是“需要＂），所以荀子論「學」

就有了根本的意義。因此，荀子論「學」不只是停留在工夫論、修養論而已。荀

子不是也說：「稱情而立文」（〈禮論〉，頁 372）嗎？依照「情」是「學」的前提的

解釋，我們就可以瞭解為什麼荀子說以下這段話的原由： 

 

 
   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

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禮論〉，頁 355） 

 

 

「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根據清儒郝懿行的說法，「梲」疑作「稅」，稅

者，斂也；「校」，當作「恔」，恔者，快也。9「文」即指稱文飾。不管是「梲、

文、校」，都包含「情」的意義，只是「情」表現強弱的不同與禮的外在形式如

何配合的問題。荀子認為：「情」是舉行禮儀必備的因素，「禮」若沒有包含人之

「情」在其中，就不成為禮了，這意思是極為清楚的。也因為如此，荀子才會說

「凡禮，始乎梲」，是說「禮」之最起初的意義是起碼要做到「復情以歸大一也」。

楊倞對「大一」的解釋是：「雖無文飾，但復情以歸質素，是亦禮也。若潢汙行

                                                 
9 同註 3，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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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也。」10可知就「大一」是指原古的時代，當時人之情是質樸，

就此來說，情之質樸是行禮的最基本要求。「但這並不是最下的層次。最下最低

的層次應是『有文無情』，而荀子不論。這說明『有文無情』已完全違背『禮』

的精神，而可以完全不論。」11所以，人之「情」哪能夠不重視呢？如果不重視

「情」，那「禮」只是具備形式而已，這是荀子所反對的。 

  就以上的討論，可以就「情」與「學」的關聯作一個簡短的結論。「情」與

「學」的關係，也可以說「情」是何以要「學」的動機。但是，「情」也包含生

理、心理的各種欲望，如果順著欲望而行，就會造成整個社會的動亂，所以人之

「情」不能「縱」，且要能夠「行忍情性」，不使人之「情」有太過的傾向，同時

又能夠照顧、滿足人的需求，這是荀子對於「情」的看法。人有「情」，乃是一

事實，不可否認，因此思想家在論「人」時是無法迴避這項議題的，除了注意「情」

可能帶給人們可能的傷害（在團體中），站在荀子論「學」的立場來看，「情」更

有可以值得被關注、重視的層面，也就是──「情」是為學之動機，此為「情」

與「學」之關係值得積極重視的意義。 

就荀子思想來說，「情」與「欲」、「性」相關，如荀子所說：「性者，天之就

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12
（〈正名〉，頁 428）性、情、欲三者是

息息相關的概念，然而人們對於「性」與「欲」的理解，或許受到了荀子在〈性

惡〉論篇幅中的論述，在此前提之下，人們容易將「性」歸為負面的意義，人的

欲望也如是解釋。然而，「情」的概念卻相對地有許多詮釋的空間存在，如果我

們對荀子「情」的概念有較多、甚至更全面的認識與理解的話，就可以重新理解

「性」、「欲」等概念。雖然荀子是有談及「情」是較負面的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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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了更多的「人味」。就荀子的話，他說：「稱情

而立文」（〈禮論〉，頁 372），這是就「三年之喪」的討論而發出的，荀子重視禮，

特別是生死之事的喪禮，從這個角度來看「情」可以幫助我們理解「情」是為什

麼說是何以能「學」的動機。因為，「情」是感於內，進而才能「學」於外，「情」

                                                 
10 同上註。 
11 同註 6，頁 65。 
12 楊倞對這三句話的解釋是：「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不

免於有欲也。」在此，荀子對於性、情、欲雖然各有說明，但不是三分、三者毫無關聯。可以注

意的是：「情」的意思可以用來表達「性」、「欲」的概念，荀子重視「情」，或許也因為「情」是

具體可見的，就現實經驗的人性觀察，先對「情」的概念釐清，再由「情」來看待「性」、「欲」

的概念，於是，「性」、「情」、「欲」三者之間連繫的意義可能就比較容易理解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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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可以說是一項次序問題、本末問題。「文」就廣義的解釋來說，可以指

稱禮義，「學文」就是說要去「學禮義」，對於人內在之「情」與學習外在之「文」，

例如學者對「情」、「文」的理解是這樣的： 

 

 
   荀子既強調禮義是外在化的歷史文化積澱，又指出禮義文飾是順應人之真

實情感的產物，這種理念在思想史上具有正面的意義，因為它突出情在人

類社會生活、文化創造中的主體性，對高揚人之情感及地位具理論價值。

13 

 

 
何以要「學」，須先具有人人都要「學」的可能性，而「情」在此則扮演了一個

關鍵、主動的角色，並且與下一節要談的「心」的概念，彼此連成了一座溝通的

橋樑。原因是：如果沒有重視「情」在荀子思想中的地位的話，只依靠人「心」

是無法學的，詳細的理由在下一節有充分的討論。 

 

 
（二）人之性惡，所以要「學」 

 

 
  人為什麼要「學」呢？「學」是一項積極、進取的行為，就何以要「學」的

觀點來說，可以說是人之性善，所以要「學」。這是以孟子的觀點，但荀子對此

則有不一樣的看法。〈性惡〉提到： 

 

 
   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

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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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

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今人之

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

                                                 
13 王志楣先生：〈從《莊子》到〈性自命出〉、《荀子》看戰國時期「情」概念的發展〉，發表於

「高明教授百歲冥誕紀念學術研討會」（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08 年 10 月 4、5 日），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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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性惡〉，頁 435-436） 

 

 
孟子說：「人之學者，其性善」。依楊倞的解釋：「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

善，非矯也。」14也就是說在孟子的思路裡，「學」與「性善」是互相呼應，一

氣呵成，沒有「矯」的概念在當中，不用凸出「人為」這一個步驟。因為人之「性

善」，所以「學」就成為順理成章的事了，人性本來就是善的，「學」可以使得人

性更至於完善的境界。這些是依照孟子的思路來說，「學」是與「性善」緊密關

聯，「學」同樣是「性」內之事。荀子在此則曰：「是不然。」為什麼呢？荀子認

為，孟子說人之性善，乃是「不及知人之性」；而由「性善」推論人人能「學」，

則是「不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荀子在〈性惡〉起首即說：「人之性惡，其

善者偽也。」（頁 434）人性是「惡」的，人之所以能「學」是屬於「偽」，「學」

是屬於後天人為而非天生具有，荀子論「學」的思路，並不是像孟子那樣由「性

善」導出「學」。照他看來，「性」與「偽」（在此或可稱「學」）是截然不同的兩

種概念，絕對不能混為一談。為什麼荀子如此強調「性」、「偽」的不同，當下如

果依照孟子的思路來看，人性是善，所以能「學」，不也是一條很合理的思路嗎？

不也是比較容易建構「學」的架構理論嗎？其實，這跟荀子對「性」的界定有關；

同時也必須回到荀子當時的語境，留意當時對於「性」意義的一般界定。〈性惡〉

記載：「凡性者，天之就也，不可學，不可事」，在此，荀子對於「性」的看法是

比較符合傳統對「性」的認知，「性」不是像孟子所說具有價值根源的意思，「性」

──簡單地說就是反映了人性原始、樸實的那一部分，這一部分是沒有經過後天

的「學」、「事」，是人於天生就有的部分，這就是「性」。後來，經由「學」、「事」

等後天的人為與努力，這時就是屬於「偽」的意義了。荀子強調，「性」與「偽」

是必須察辨、分開討論的，這樣的用意，除了指出“人性＂與“人為＂問題不能

混淆齊觀之外，也指出了「學」在「性」邁向「偽」的過程中是扮演了相當重要

的角色。性、學、偽的關係，正如有學者所說：「荀子所論的這種人之自然的本

能性的“性＂，不是靜止的、凝固的，而是動態的，可以發展的，可以是後天改

造的，是能夠變善的。……從這個角度上來看，孟子和荀子所論述的“性＂都不

是實體性範疇，而是關係性範疇，是動態的、發展的範疇。」15荀子所論的性、

學、偽三者，各個都有完整的意義，進而有互相的關聯，共同呈現了動態的、發

                                                 
14 同註 3，頁 435。 
15 蓋光：〈孟荀的“性──情＂結構論及藝術本體性〉，《孔子研究》總第 79 期（2003 年 9 月第

5 期），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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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面貌，也更加豐富三者原有的意義。於是，「性」雖然本來是一原始樸實的

概念，但為了避免「性」後來可能流於亂，於是荀子認定，人可以經由「學」，

進而能「化性」。然而，「學」並不是天生的，「學」的具體內容反映在「禮義」，

「禮義」是聖人制定的，是可以供人們去學而能、事而成的，所以這不是天性，

這是屬於人為方面的意義。荀子認為，「性」與「偽」是必須明確區分的，一方

面顧及「性」的本義，明白天性所指為何；另一方面則凸顯「學」的價值。在此，

人性要「學」的意思是說，人因為性惡，但藉由後天的學習而能夠逐漸往好的、

善的方向去。「性」、「偽」各有所對應的部分，各有所界定的意義，這才不會造

成理解上的混淆。 

  荀子在不違背對「性」的傳統理解的前提之下，表明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不

是取決於「性」，人最為貴的意義是要從什麼地方著手呢？荀子凸出了「學」的

價值，標舉了「偽」的重要，「學」或「偽」都是必須經過後天的、人為的努力，

這部分是荀子極為看重的思想。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經過「學」以後，才是「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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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偽。」（頁 412）因此，「學」與「偽」的關係，就如楊倞所說是：「心雖能動，

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16「偽」正是「學」之後所塑造出來的結

果。 

有學者認為：「先秦時期，『偽』……作為『情』或『情性』的對立面詞彙，

它的價值語義素來是負面的，荀子卻在人性論架構的論述時，大悖慣例賦予它正

面的意義，此事真大堪追究？」17如果就荀子論「學」的立場、角度來說，這個

問題就能有合理的解釋來回應了。荀子所論的「學」是屬於正面的、積極的意涵，

「偽」在此也可以視為荀子賦予其正面的、積極的意義。正因為如此，「學」或

「偽」正是透過了後天的、人為的力量，為人之所以為人、人之所以是天下間最

為貴的說法提供了基礎與可能。因此，人們對於「性惡」的理解，應該有幾方面

的考量：荀子有保留了「性」傳統意義的一面；「惡」的提出，是人性若不加以

節制，則容易流於「惡」。因此，一方面可透過後天的主動學習、接受教化而趨

於「善」，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方面荀子也提出：「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

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

矣。」（〈性惡〉，頁 443）又說： 

                                                 
16 同註 3，頁 412。 
17 朱曉海：〈書評：Human Nature, Ritual , and History：Studies in Xunzi and Chinese Philosophy . By 
Antonio S. Cua. Washington , 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 2005.pp.xii+406. 〉，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一期（2007 年 9 月），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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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頁 406） 

 

 

人有「知之質」、「能之具」、「凡以知之性」……等都是指人們有成為聖王的「質」、

「具」、「性」，也就是人的一種內在可以成為聖王的潛質，但不可以就稱之為“禮

義＂，這是荀子再三強調的。人有成為聖王的潛質，並不保證一定可以成為聖王，

必須經由後天的「學」才使聖王成為可能。以上荀子的思想，能在某種程度上解

答後代的學者去釐清為什麼荀子既論「人之性惡」，又說人可以為善的說法；也

在某種程度上解答了第一位聖人何以產生的原因。 

 

 

第二節 何以能「學」：荀子論「心」與「知」 

 

 
（一）「心」與「學」之關聯 

 

 
  就探討儒學的本質來說，重視內在的心性或是強調外在的儀文，二者孰輕孰

重，可以說是儒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也可以說是儒學兩大學說──孟子與荀子思

想最顯著的不同。一般來說，孟子重視內在心性，荀子強調外在儀文，因此二者

側重之處的不同，也就呈現了兩種不同的儒學風貌。但是，這只是就其大致、粗

略地差異來說，因而造成人們一種既定的印象，如果再細讀、體會、反思孟荀二

子的思想內容，對於孟荀其實還可以有重新認識的空間，而且應避免以偏概全二

子思想。 

以荀子來說，荀子也是有談及「心」，而且篇幅還不少，是值得注意的思想

議題。18由此出發，進一步的探討可以幫助讀者扭轉一種既定的印象：荀子不重

                                                 
18 徐復觀：〈從心善向心知──荀子經驗主義的人性論〉，《中國人性論史》（台中：私立東海大

學，1963），頁 223-262。徐復觀：「孟子的大貢獻，在於澈底顯發了人類道德之心；而荀子的大

貢獻，是使儒家的倫理道德，得到了澈底客觀化的意義；並相當地顯發了人類認識之心；超克了

戰國時代的詭辯學派，開啟了正常論理學的端緒；並提供以成就知識的倫類、統類的重要觀念。」

（頁 259）然而，孟子、荀子對於「心」的看法，亦可參考林啟屏：〈第五章 儒學史爭論的起

點：孟荀心性論再議〉，收於氏著：《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識之形成》（台北：國立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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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內在，不重視「心」，只強調外在的儀文。然而，為什麼後代的學者視荀子學

說只是強調外在的儀文呢？一方面固然是與孟子強調內在心性有關，兩相比較下

的結果，連帶地忽略了荀子的學說有關注內在心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則是荀子自

己也對儀文的重視，以致於大家對荀子認識的焦點多集中於此，而忽略了荀子論

「心」的意義，更不用說「心」與其論「學」思想之可能關聯了。因此，在這兩

方面的考量下，後代學者就容易視荀子是一位不重視內在心性的思想家，認為荀

子只強調外在儀文而已。 

  因為如此，這一節要討論的是荀子論「心」之態度，以此觀察「心」與「學」

之關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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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飽滿的意義，而是必須跟論「學」的思想搭配、結合一起論述，才能較全面

地彰顯荀子論「心」的意義。也因為「心」與「學」的關聯，「心」就能避免於

空談、流說，而有了具體可見的價值意義。於是，「學」在這裡的意義顯得更加

重要了，因為荀子所說的「心」是能學禮義的，這是「心」與「學」的關係在荀

子思想裡最清楚可見的敘述。但是，從荀子對「心」的認識與體會來說，「心」

也有可能是不學禮義的，因為人之「心」在面對價值選擇時，並沒有絕對的嚮往

禮義，也不是心甘情願地勇往直前，毫不受內在心境、外在世界的動搖、干擾，

這可以說是荀子對人「心」在面對價值判斷時的觀察，也是荀子根據歷史經驗、

人性體會所作出的判斷。在對於「心」意義的認知前提之下，「學」真的就成為

荀子思想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因為人因「學」與否，就成了人格成長或墮落的關

鍵。 

荀子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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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閒則四寸耳，曷

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勸學〉，頁 12）嚮往禮義、並能以身實踐的學問即可以視

為君子之學。君子之學是什麼樣的狀態？是否能夠具體地描述呢？荀子對此乃是

從具體可見的感官來回應。他說：「入乎耳，箸乎心」，「入乎耳」比較容易理解，

就是在「學」的過程中聽到了什麼，或可更廣泛地說從外頭學習到了什麼；那麼，

「箸乎心」該怎麼理解呢？「箸」的語義，在此強調了「入乎耳」之學，是可以、

能夠不那麼就輕易被挪走、抹煞的，原因就在於「學」能保持不忘。「不忘」的

                                                                                                                                            
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頁 181-219。「孟子道心性，強調踐形工夫下的價值開顯；荀子則重在

價值之客觀化上，故重視社會實踐下的道德行動。兩人均是一種「化成世界」的觀點，而且是以

「價值世界」為「生活世界」的意義所在。因此，我們可以說這是兩人的最大公約數。在這最大

公約數的基礎上，孟子內化伸展的學說取向，深化了儒學價值根源的理論深度；荀子則於外向實

踐的主張裡，客觀化了價值實踐的具體可能。此一內一外，固於『心』的理解有別，但於化成世

界之途則一。」（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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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在哪？在於學習之後，自己有什麼改變，最明顯可見的改變就是表現在外的

肢體動作。楊倞說：「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履也。」
19對於禮義的學習，不僅僅是知道義理，而是內心能夠有深切的體會，進而在外

在的行為舉止方面，能表現合乎禮義。唯有如此，所以才能夠「端而言，蝡而動，

一可以為法則」。所學的與表現在外的，都緊密結合起來了，這就是為己之學意

義的過程與展現。所以，「學」不僅僅是學習道德理念而已，更重要的是要落實

於具體可見的言語行為，荀子稱這樣的學習就是「美其身」，就是「君子之學」，

也惋惜此為「古之學者」才有的情形，並感嘆「今之學者為人」也。（〈勸學〉，頁

13）荀子的這一段話，有著內外相印證的意義，內指的是「入乎耳，箸乎心」，

外指的是「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內外相呼應，「心」與「感官」

也有了密切的連繫。 

  專就「箸乎心」的理解來說，荀子認為人心必須向外學習較好的準則，能夠

謹守不忘、具體實踐才能使自己更加成長。這個較好的準則，用荀子的話來說就

是「道」。20「心」與「道」之間並不是原本就處於緊密結合的關係，因此有學

者認為荀子沒有後來宋明理學家「道心」的觀念，荀子論「心」沒有「道」的意

思，這是一個很細緻的觀察。21於是，「道心」在荀子的思想裡，指的只是一種

可以經由追求、學習而達到的狀態，正是「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解蔽〉，頁 400）無可諱言，這是君子才能到達的地步。但是，聯想荀子在〈性

惡〉的相關論述，可以追問的一個問題是：果真只有少數人才能夠達到道心的地

步嗎？按照荀子的思路，借用其〈性惡〉的觀點，荀子說：「塗之人可以為禹則

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性惡〉，頁 443-444）又說：「然則能不能之與可

不可，其不同遠矣，其不可以相為明矣。」（〈性惡〉，頁 444）這所表達的意思是：

                                                 
19 同註 3，頁 12。 
20 〈解蔽〉：「故心不可以不知道。心不知道，則不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不可，

以禁其所可？以其不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不道人，而不知合於道人。以其不可道之心，與不

道人論道人，亂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

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不合於不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論非道，治之要也。

故治之要在於知道」，頁 394-395。 
21 徐復觀：〈從心善向心知──荀子經驗主義的人性論〉，《中國人性論史》，頁 243。徐復觀：「荀

子所說的道，完全是客觀的；而心的本身，除認識作用及綜合地欲望之外，是一無所有的。所以

站在荀子的立場，心與道為二物，不能有『道心』的觀念。」（頁 243）對於「人心之危，道心

之微」的解釋值得參考，他說：「所謂人心之危，是說心一受到外物的干擾，其認識能力的正確

性即成為問題，所以稱之為『危』的。道心，即前面所說的『心不可以不知道』的知道之心。不

知道的心，其認識能力易蔽塞而不可靠；所以前面說，『心不知道，則不可道而可非道』。『道心

之微』的微字，似乎含有兩層意義：一是因心知道以後，而心的認識能力，可極盡其精微。二是

因認識之極盡其精微，而可以知行冥一，由知之精而同時即見行之效，有似於《中庸》所說的『從

容中道，聖人也』的微妙境界。」（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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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所具之「心」，跟平常人並沒有什麼不同，君子只是處在「危微之幾」，能保

持自身的安榮。又，王念孫引阮元曰：「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

明，不為欲蔽」。22對此的解釋，荀子在〈解蔽〉中說： 

 

 
   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 

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 

（〈解蔽〉，頁 401） 

 

 
荀子認為，人的心就如水在盤子中一樣，裝水的容器如果擺放的位置端正，自然

就不容易隨意晃動，並且污濁物會慢慢沉澱往下，水面上自然就常能保持清潔明

亮。但又由於人的心很容易受外來事物的影響，心容易隨外在事物的波動而起

舞，反而打亂了自己生命存在狀態的節奏。依荀子對於人心的譬喻來看，人心無

法自給自足，人心的存在，不是一種自滿自足的意義，所以荀子才說人心需要來

自外在制衡的力量，而這個制衡的力量就是「道」。23  

對於人心，孔安國也說：「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
24正因為人心「難安」、「難明」，所以才需要特別強調「精一」，對於人心才能把

持得住。因此，荀子對於「心」並不是持完全肯定、自滿自足的態度，「心」必

須經由「學」才能漸漸趨於「道」，「道心」這個複合詞代表的意義正是一個學習

的過程與結果，此結果得之不易，並非一蹴可及。但荀子認為，只要人們肯專心、

用心，是不排除可以實現「道心」的可能性的。 

  在這裡，荀子將「道」與「心」接起了一座可連結的橋樑，而這座橋樑的基

石就是「學」。只有「學」的工夫愈紮實，「心」往「道」的路途才會愈加穩固、

愈加踏實。從「心」往「道」的角度出發，「學」在當中可以包含兩方面的意義：

第一，「學」是「心」更進一步的價值表現，因為「學」使人「心」不僅僅具有

價值判斷、理智思考的起點，而是往前推進許多步伐，使得「心」逐漸能夠因應

天下變化、改革的各種挑戰，可以說加強、拓展了「心」的意義，使得「心」的

意義更加豐富。因此，對荀子論「心」的理解，必須結合論「學」思想才能有較

全面的認識，也可以說，若沒有「學」在當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那麼荀子論

                                                 
22 同註 3，頁 400。 
23 〈解蔽〉：「何謂衡？曰：道。故心不可以不知道」，頁 394。 
24 同註 3，頁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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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只是價值判斷、理性思考的起點而已。第二，「學」使人能彰顯「道」的

意義，這樣的意義正是「人能弘道」的道理，「學」正是不斷地尋求、體會、效

法「道」，可以說荀子論「學」與「道」是一種「道在學中」的關係。「道」不是

自然而然、顯而易見，也不是憑著人的直覺就可以直接感受到的。荀子所說的「道」

是屬於人為實踐的意義，「道」是需要人參與其中，只有如此，「道」的意義才會

慢慢地、逐漸地以至於完全地彰顯。而「學」的過程、工夫、體會、印證正是使

得「道」能夠彰顯的關鍵因素。「學」是人邁向「道」的過程，是獲致「道」的

工夫實踐，是對「道」的反覆體會，也是人對於「道」，本身內外身心的印證。

因此，「道」與人「心」一開始就不是一種緊密的關係，二者是有距離的，荀子

論「學」、重「學」的思想，目的也在於能夠拉近二者彼此的關係，縮短彼此的

距離，並藉由行動（例如為己而有的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為國而有的興民除弊），

將「道」的理念一點一滴地實踐出來，在不斷地努力之下，那麼「道」可能就不

只是一個理念而已了，也不是看不見、摸不著的東西，在人願意「學」、肯用心

去「學」的每一個時刻、每一個當下，或許可以就解釋「學」可以慢慢具體化「道」

的意義，使其意義慢慢地呈現，在此，「道」也經由「學」而賦予了更豐富、飽

滿的意義了。荀子說：「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不足以舉之。」（〈解蔽〉，頁 393）

「道」是「體常而盡變」，能體現了「常」，相對地也能襯托了「變」，「常」與「變」

在「道」的意義底下，是井然有序的，不是混亂的，這是一種相對、整體配合的

思考方式，也指出「道」不是從某一種角度、某一個面向可以包括得了的。「學」

就此意義來說，就必須不斷地學習，且能在日常生活裡一點一滴地實踐，就荀子

來說，這就是與「道」的契合了，雖然不容易，也不是直接就可以掌握「道」，

但對於「心」明白「道」的理念與內容，荀子論「學」是有其寶貴的意義的。 

  「心」－「學」－「道」三者之間的關係，其中有兩點可注意：第一，荀子

論「心」是要人們能保持一種學習的心態，他不重視、也不認為「心」的內在價

值是可以自滿自足的，如果跟孟子的思想對照來說，孟子那種「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樂莫大焉」（《孟子‧盡心上》）的思路顯然不為荀子所接受。荀子所說的

「心」在一開始的道德意味並沒有像孟子論「心」那般強烈，這是荀子對於「心」

在面對現實情境下所體會、歸納到的經驗。荀子認為，「心」雖然具有價值判斷、

理性思考的起點，但仍然必需不斷地學習，能保持學習的心態。 

第二，我們可以追問的一個問題是：荀子論「心」，並且重視學習的說法，

是完全就學習「道德」而言嗎？所以荀子論「心」的學習只是一個道德命題嗎？

換一句話說，所謂的「學」有沒有包括客觀知識在內呢？事實上，面對先秦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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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古人的思考方式，道德命題與客觀知識是不是一定得截然二分呢？恐怕單

純的形而上的道德命題、或是純粹的客觀知識在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思維中，是無

法引起太大的共鳴和興趣。專就荀子來說，他重視知識，理由是建立在如果沒有

知識就沒有辦法去判斷各國政治情勢，也無法能夠具體瞭解民情生計的利弊得

失，更不用說提出相應的措施了，這是荀子認為客觀知識必須重視的一點；但是，

客觀知識也應與道德命題息息相關，客觀知識如果沒有從「人」的生理、心理狀

態這一方面去理解，那麼所論的學說恐怕容易流於自以為是、自以為有助於天

下，卻可能忽略了人共通、共有的感受，更嚴重地，所倡導的學說也許就會淪於

僵化，不合人群實際的需求，這都是因為思想家的論述遠離人性，或是將人視為

毫無個性，若以這樣的思考作為施政的前提，則會流於一味地推動制度，只要人

人去遵守、運行既定的規則而已。 

然而，這並非荀子的本意，荀子對「情」、「心」等議題的重視，其實都可以

視為當時在客觀知識、情境理解下的兩相權衡，是經過這樣的苦心思慮而成的思

想結晶，因此，「情」、「心」等議題並不是空談，而是荀子在客觀現實中的觀察、

體會，重要的是，這是可以清楚印證的。印證落在己身來說，也就是「為己之學」；

落在群體來說，就是天下百姓是否能夠安居樂業，這就是儒者的才幹與作為。〈儒

效〉所說：「人主用之，則埶在本朝而宜；不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

（頁 117）即可視為是互相呼應的道理。也因為如此，這樣的道德議題的討論，在

荀子的思想裡才能有更全面的意義。所以，說荀子不重視內在價值，只重視外在

情勢、客觀知識的說法，是不夠全面的。必須將道德命題與客觀知識結合起來看，

至少就荀子來說，這樣的思維是他思想形成、學說論述很重要的一環。 

 

 
（二） 人性有「知」的欲望，所以能「學」 

 

 
  荀子認為，人具有「知之質」、「能之具」，人能「知」，對應於能「知」的對

象則是世上的萬物，荀子說：「可以知，物之理也」，並且萬物之所以可以為人所

知，是因為「理」在「物」中，物皆有其理。然而，荀子論述「知」與「理」的

同時也提醒人們：「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理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

年不能徧也。其所以貫理焉雖億萬，已不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若一。」（〈解

蔽〉，頁 406）人們很容易憑藉能「知」，以及在接觸萬物的過程中因為能掌握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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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理」，進而在「知」與「理」之間，過於擴張了人之「知」的欲望，刻意追

求對萬物之「理」的掌握，在荀子看來，這是相當危險的事情。因為，萬物之「理」

無窮，哪是人的精力、生命所能窮盡得了呢？人即使能夠「貫理焉雖億萬」25，

研習許多事物的道理，但世間的事物總是繁多，再怎麼努力鑽研事物之理，也無

法突破人們不能「浹萬物之變」26的侷限。這是荀子承認世間事物變化萬端，以

及如何「貫理」、何以能「貫理」的問題。就現今的眼光來看，人有「知」的欲

望，不妨可以視作一種求知欲的表現，人知道萬事萬物皆有「理」在物中，人努

力去探求，這就是一種求真求知的態度，就這些方面來說，荀子是沒有否定人這

種「知之質」的存在。但是，荀子提醒我們要懂得「疑止」，這是對於「知之質」

理路的一項補充。楊倞解釋「疑」是：「有所不為」；俞樾解釋「疑」為「定」，

與「止」同義。27能「疑」才有「止」，或解釋為「疑」就是「止」，這都是人們

在學習的過程中，所作出的判斷。當學習的經驗愈多之後，就慢慢明瞭人們雖可

以「貫理焉雖億萬」，但終「不足以浹萬物之變」。荀子認為，學習者如果不能明

白這個道理，就如「與愚者若一」。（〈解蔽〉，頁 406）二者共通的意思都包含了人

之「知」，以及人在掌握萬物之「理」時，都要能有所「止」，「止」就是考量了

人之「知」的合宜，以及萬物之「理」對於人究竟有何意義。對「止」的理解，

可以視為是人之「知」追求萬物之「理」的一個原則。荀子對於「知」的界定，

跟對於「性」的認識有相似之處，一開始並沒有好壞的區別，「知」也是人天生

具有的。但如果過於氾濫，無所節制，則會造成危險的結果，「性」可能會造成

「偏險悖亂」，「知」則可能會造成「沒世窮年不能徧」的無所適從，反而被所學

的知識所困。 

  既然「知」在荀子的思想裡可以視作是一種欲望，也就是說人有求「知」的

傾向，但同時也要避免人之「知」的欲望不應太過，必須要有合宜的界限。荀子

論「知」的意涵，與其論「學」思想有一定的關聯。荀子接著說： 

 

 
   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學

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聖也者，盡倫

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

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解蔽〉，406-407） 

                                                 
25 楊倞：「貫，習也。」同註 3，頁 406。 
26 楊倞：「浹，周也。」同上註。 
27 同註 3，頁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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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荀子論「學」，會說「猶不知錯，夫是之謂妄人」呢？楊倞說：「錯，置也，

謂廢捨也。身已老矣，子已長矣，猶不知廢捨無益之學，夫是之謂愚妄人也。」
28什麼是「無益之學」，「益」與「不益」之間又該如何區分？荀子認為是「止」，

要能「止」於「至足」，也就是「聖」。29「聖」是區分「益」與「不益」的標準，

這項標準又可分成兩方面來說，一是「盡倫」，一是「盡制」。楊倞說：「倫，物

理也。制，法度也。」30在此，「倫」應該解釋成「倫理」，是較「物理」的意義

來得好。因為荀子接著說：「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

以求其統類，以務象效其人。」「以聖王為師」，這是取於人；「以聖王之制為法」，

這是取於法。在取法於「人」與「法」的順序上，荀子認為必須先「以聖王之制

為法」，先「法其法」，這是聖王留下的法制，可供人們去效法、去學習，進而能

在此法制內，進而「求其統類」。也就是說，「法其法」是要人們先向外學習聖王

留下的法制，深知法之大綱，以像聖王一樣。所以，由「法其法」、「求其統類」

到「象效其人」，這是一條由外向內的學習進路。外在有「法」，這就界定了學習

的範圍，不至於無所依歸，這是將論「學」界定在現實經驗可感受到的範圍之內，
31並且這就能夠滿足人之「知」的欲望，尤其是在「求其統類」的階段，更能使

人們心裡具有「體常而盡變」的滿足。人們此內在的滿足與外在的「聖王之制」

的密切結合，就是荀子說的「以務象效其人」的階段了。有學者說：「荀子生當

戰國末期，目睹禮法崩潰，社會混亂，故提倡聖王作禮說，思欲以此為聖王制禮

定法，重振社會綱紀之理論根據。此實為荀子學說思想的根本動機。」32這是從

禮法思想史的角度來說，如果結合〈解蔽〉的這段文字，以及本文對其詮釋的心

得，聖王制禮定法的確是荀子關注的議題，但同時也應該注意荀子論「學」的角

度。荀子很重視人們要「法其法，以求其統類，以務象效其人。」畢竟荀子當時

所處的環境，他認為更急迫、切要的問題，可能不是聖王制禮定法的說法提倡，

因為這項說法在荀子的心目中，是早已經確定了，無須爭辯的。之後，要如何作、

                                                 
28 同註 3，頁 406。 
29 楊倞：「或曰：『聖』下更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不學異

術也。聖王之道，是謂至足也。」見註 3，頁 407。 
30 同註 3，頁 407。 
31 有學者對此提出不同的意見，例如徐復觀：「荀子的思想，過早地停頓在經驗現象之上，而太

缺少形上學的興趣，這便反而阻礙了向科學的追求。」此項說法見於徐復觀：《中國人性論史》

（台中：私立東海大學，1963），頁 260。 
32 楊日然：〈荀子在我國思想史上之地位〉，收於氏著：《法理學論文集》（台北：月旦，1997），

頁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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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不能落實禮與法，則是荀子更為關切的議題。人們能夠「學」，禮法才能發揮

其客觀價值的意義。所以荀子論「學」之重要，由此可見一斑。 

 

 

第三節 何以應「學」：對人的界定──「人最為貴」 

 

 
上文提及「情」為「學」之初，「情」當中有可以接受教化的一面；同時，

荀子認為人之性惡，從這「情」、「性」這兩方面來看，肯定人要學習。再者，荀

子論「心」之態度，「學」能使「心」的價值意義與理性活動更進一步，「心」具

有「能」，以及有「知」的欲望，所以「心」是能「學」的。故從「心」之「能」

與「知」來說，這是何以「能」學的立論。第三節則開始談何以應「學」，是從

荀子對人的界定談起。 

  荀子論人最為天下貴，之所以最為貴的原因，是與整個大自然界相提並論，

人有其特殊的一面。〈王制〉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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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故最為天下貴也。（頁 164） 

 

 
荀子認為，人除了具有「氣、生、知」之外，與萬物最大的不同，是「亦且有義」，

這也是人之所以最為天下貴的原因。「義」只有人具備，那麼，「義」該如何解釋

呢？荀子接著說： 

 

 
   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

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

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

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王制〉，頁 164） 

                                                 
33 楊倞：「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盧文弨曰：「『亦且』二字，乃謂異於禽獸，注誤。」

在此採用盧文弨的解釋。引文見註 3，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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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跟其他動物的不同，不在於「力」的大小，也不在於「走」的快慢，而在於「羣」。

「羣」是群體的意思。然而，自然界的其他動物，也會有群體聚集的情況，那麼

人的群體與其他動物的群體有什麼分別呢？荀子認為「人能羣，彼不能羣」，原

因就在於「分」。「分」的意思，學界有兩種解釋：一是「區分」；一是「位分」。
34若以「區分」解，則人類之所以能群而不亂，就在於能掌握區分的原則；若以

「位分」解，則解釋為人能在群體之中，各按其位分，各盡其責、各盡其力，所

以能夠井然有序。作「區分」也好，作「位分」也好，「分」之所以能行，則建

立在「義」的基礎。在這裡所說的「義」，不是人們內在主觀認為的「義」，而是

荀子常說的「禮」或「禮義」觀念。35人藉由學習「義」或「禮義」，因為荀子

也曾說「樂合同，禮別異」（〈樂論〉，頁 382），試著體會荀子的思路：為什麼說「羣」

要能「分」呢？稱得上能「羣」，勢必也一定能「分」，「羣」是一個相對的概念，

如果不能「分」的話，那麼也就不能稱得上能「羣」了。群體當中能區分，每個

人都有一定的位分，能區分、能有各自的位分又要由誰決定呢？荀子認為：就是

「義」，「義」就是可供人們學習的禮義準則。因此，人類的「羣」自然也是包括

「義」在當中的，這就與其他動物的聚集有顯著的差異；進而人能「分」，這也

就是其他動物所不能作的，總而言之，是有「義」作為指導方針，所以才能「分

義」，也可以說群體中有義。  

荀子也說，如果實際跟其他動物比較力氣、速度，人哪能勝得過其他動物呢？

就舉例「牛」、「馬」最常見的動物來說，人是「力不若牛，走不若馬」，這是顯

而易見的道理。但是，荀子舉這個例子要告訴讀者什麼呢？不要忘了，「牛」、「馬」

雖然在「力」、「走」勝過人，但終究卻為人所用、為人所勝，其中的道理就在於

人能「羣」，而「牛」、「馬」不能「羣」。為什麼要有「羣」呢？在群體當中，如

果彼此沒有恰當的分際，就容易互相侵犯，然而，「分」又是「羣」的一個基本

原則。但是，要如何「分」呢？荀子認為是「義」。「義」有助於「分」，也因為

「義」才使「分」才為可能，達到一種「以分則和」的狀態。因此，「義以分則

和」之下，看似將群體分成一部分、一區域，其實是將整體、全體的概念，為了

                                                 
34 楊倞：「無分則爭，爭則不能奪也。」他對於「分」沒有特別界定意義，依其上下文，「分」

應是動詞，作「區分」解。冢田虎：「分，〈非相篇〉所謂『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禮也。』」熊

公哲：「羣，猶今言社會或團體也。分，謂位分，讀附問切。親疏上下之等，尊卑貴賤之辨皆是。」

王天海：「羣，聚眾，結合成羣體。分，區分，區別也。」以上見於註 4，頁 382。 
35 熊公哲：「義，謂以禮為分界，而裁制之也。〈大略篇〉：『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行義以

禮，然後義也。』荀子言禮每兼舉義，言義並舉禮，其義實一。」見註 4，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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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照顧到部分、區域的需求與滿足，所採取的進一步措施。荀子說：「義以分

則和」，並不是削弱了整體的力量，而是注重「分」有助於更能夠明白自己的定

位，以及他人的位置，進而在「義」的原則之下，進而能「一」、能「多力」，這

就是一種「彊」的表現，就能夠勝過許多不能、也不明白「羣」的萬物，荀子以

「故宮室可得而居也」來比喻，這是說「物不能害，所以安居」，36這是描述人

具有並懂得運用能「羣、分、義」所達到的效果。更擴大到天時、萬物、政治的

範圍來說，能運用「羣、分、義」，就可以「序四時，裁萬物，兼利天下」，這是

荀子對「羣」的力量具有的信心，也因為萬物都處在一種「羣」的環境之中，唯

有人能「羣」，亦能有「分」、有「義」，故荀子稱人「最為天下貴也。」 

  龍宇純認為，「荀子之所謂『義辨』，其實也便是孟子的『是非之心』。」37荀

子說的「義辨」與孟子說的「是非之心」，就成了一種等同的關係。龍宇純接著

說： 

 

 
因為人性中如果不具此「是非之心」，聖人便無從由「積思慮，習偽故，

以生禮義而起法度」，而任何人亦根本無法成就為聖人。然而，荀子既一

面針對孟子而言性惡，一面又同於孟子而言是非之心，則性惡性善二說本

可以互容，便是十分清楚了。38 

 

 
但是，「義辨」與「是非之心」的等同，看似解決了第一位聖人制禮的疑問，但

在荀子其他的文句脈胳，對「義辨」的看法，可能跟學者所論述的看法有不一樣

的主張。〈非相〉： 

 

 
   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

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

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非相〉，頁 79） 

 

 

                                                 
36 同註 3，頁 164。 
37 龍宇純：〈荀子思想研究〉，收於氏著：《荀子論集》（台北：學生，1987），頁 67。 
3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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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相〉的這一段文字，仍是強調人之所以為人的可貴就在於「有辨」。荀子所

說的「有辨」，不是側重人的外表與其他萬物的不同，而是著重在人倫關係這個

層次。例如：父子、男女的人倫關係應該要維持、界定在什麼樣的狀態呢？荀子

認為，父子應「親」，男女應「別」，這是人道層次的「辨」，這也是萬物所不知、

也不能作到的。「辨」莫大於「有上下親疏之分也」，39而「分莫大於禮」，「禮」

在此與〈王制〉所提到的「義辨」相當，或許這裡也可以稱之為「禮辨」。此處

所提及的「禮辨」，是不是可以說每個人心裡都有一種類似，或說是等同於孟子

提出的「是非之心」（或“辭讓之心＂）呢？恐怕這兩種概念是不能直接相對應、

比附，甚至等同的；應該要進一步斟酌、考量孟子、荀子二者對於「禮」、「義」

的態度與用法。初步的比較來說，孟子所論的「是非之心」與荀子的「義辨」、「禮

辨」是不能等量齊觀、一視同仁。在上引的這一段文字，荀子接著說：「禮莫大

於聖王。」因為「禮」是由聖王所制定，聖王能掌握「禮」的原則與細節，又能

有效推行「禮」於社會當中。楊倞說：「聖王，制禮者。言其人存，其政舉。」40

這就說明了：荀子在此所說的「禮」，並不是說每個人的內心都像孟子所說的「是

非之心」、「辭讓之心」一樣可以作為人的價值根源，荀子認為，人之所以有「是

非」、有「辭讓」，是必須經由「學」才可能達到。然而，所「學」的對象是誰呢？

是「聖王」。所「學」的內容是什麼呢？是「禮」。「禮」並且側重在人倫關係之

「分」這一點上，這也可以說是能「辨」的一種表現。人最為貴在於有「辨」，

在更深刻、更底層的意思上來說，是「學」之後的能「辨」。依照荀子的思路，

他認為人「飢而欲食，寒而欲煖，勞而欲息，好利而惡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非相〉，頁 78）楊倞的注解：這些是「不

待學而知也」，41相對地說，「有辨」是「待學而知」也。於是，無論稱此為「禮」

之「辨」，或稱為「義」之「辨」，「辨」都是有待學習而有的能力。荀子認為，

人之所以最為貴在於「有辨」，這也意謂人具備「有辨」的潛質，這是極為寶貴，

與萬物極為不同之處。人如果不充分發展這樣的潛質與能力，在荀子看來，這是

很可惜的事情。所以，人之「有辨」，這樣的潛質並不會自己天生生長、擴大，

而是需要後天的學習、努力、培養才能獲得這種能力。所以才說：人最為貴，所

以「應」學。 

 

 

                                                 
39 同註 3，頁 79。 
40 同上註。 
41 同註 3，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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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何以為「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荀子論「學」有其目的，此為「何以為學」的意義所在。荀子論「學」，「其

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勸學〉，頁 11）其中士到聖人的過程，是包含了 “君

子＂在內。有人指出這是內聖方面的修養層級。42也就是說，士、君子、聖人在

過去研究者的說法，多認為這是偏向荀子思想中內聖的工夫。 

然而，研究者意識到一個問題，值得省思：荀子的士、君子、聖人是否僅僅

只以內聖的修為就可以概括全部的意涵？是否有其他意義？43在前人的研究基

礎上，在此，有必要重新詮釋《荀子》文本中的「士、君子、聖人」是什麼樣的

意義，是否有其他詮釋的可能？此外，本文也嘗試論述「士、君子、聖人」與「學」

之關聯，從「學」的角度，更能夠契合荀子的思想性格。特別要說明的是，此「學」

不是專指向內方面的修養，而是著重向外、對外的學習，並且與向內修養的論述

並沒有直接的衝突。 

 

 
（一） 士：嚮往禮義的開始 

 

 
  荀子說「始乎為士」，「士」可以說是荀子心目中人格養成最起碼的限度。「士」

在《荀子》有許多不同的形容詞加於前，例如「法士」。荀子說：「故隆禮，雖未

明，法士也；不隆禮，雖察辯，散儒也。」（〈勸學〉，頁 17）在此，可知「法士」

與「禮」相關。王先謙：「法士，即好禮之士。《修身》篇云『學也者，禮法也，

非禮，是無法也』，又云『好法而行，士也』，皆可互證。」44簡單來說，好禮之

人就可以稱為「士」了，荀子特別說「法士」，更是強調「士」與「禮」之不可

分。然而，荀子為何稱「隆禮未明」者為「法士」呢？應是「法士」是僅僅好禮、

行禮，而稱不上是知禮一類的人物，對於「禮」的瞭解還有一段距離。接著，再

就引文的後句來看，「法士」與「散儒」相對，關鍵在於「隆禮」與否，「散儒」

就是沒有「隆禮」、僅知「察辯」之人，如此，則流於「散儒」。值得特別注意的

                                                 
42 林建邦：「過去對於荀子在士、君子、聖人等探討上，大致上是將三者視為內聖方面的修養層

級，其訂立此三項人格境界之目的在矯正人性之惡，使人積偽成善，最後經過不斷的道德修養而

達到聖人境界。」見氏著：「荀子理想人格類型的三種境界及其意義──以士、君子、聖人為論

述中心」（台北：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論文，2005），頁 210-211。 
43 同上註，頁 211。 
44 同註 3，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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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散」字，楊倞說：「散，謂不自檢束，《莊子》以不材木為散木也。」45「散」

字藉由《莊子》不材之木的比喻，幫助讀者瞭解有「禮」才不致於「散」，「隆禮」

才不致於淪為「散儒」。然而，「察辯」之人想必是懂得許多事情，但若沒有足以

整合、統貫的思想，則未嘗不是雜亂無章的表現？就與「學」的關係來看，要成

為「法士」，是必須向外學「禮」，這就說明了荀子論「士」不能只從往內在的修

養來談，「禮」是存在於人之外的準則，必須向外學習。 

  上文提及，「士」在《荀子》有許多不同的形容詞加於前，例如有「銳士」46、

「健勇爪牙之士」47、「傭士」48、「賢士」與「能士」。49由當時「士」的眾多指

稱可知，「士」並不只是被賦予道德意涵，然而荀子是特別強調了「士」與「禮」

的關係，這就賦予了「士」有人格修養的方向及其意義。也可以說，荀子將「士」

－「學」─「禮」的關係聯結起來，並認為這才是「士」的意義與精神所在。事

實上，就荀子的看法，他強調「士」與「禮」應有關聯，並不是他個人的創見，

而是前有所本。他曾就古今「士仕」者，論述其間大不同之處在有禮義與否。荀

子說：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

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

也，恣雎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埶之嗜者也。（〈非十

二子〉，頁 100-101） 

 
王念孫曰：「『士仕』當為『仕士』，與下『處士』對文。」50這是荀子將古之「仕

士」與今之「仕士」相比較，可反映他對當時「士」之觀察。同樣是〈非十二子〉，

荀子另有提及古之「處士」與今之「處士」的不同，「處士」就是「不仕」，不在

朝為政之「士」。「士」之前加個「仕」，表示士在朝為政的意思。荀子這段話，

指出古今「仕士」最大的不同，是「古之仕士」有禮義，而「今之仕士」乃「無

禮義而唯權埶之嗜者也」。仕士有禮義，成為其人格外顯的主要特徵，可惜的是，

                                                 
45 同上註。 
46 〈議兵〉：「秦之銳士」，頁 274。 
47 〈王制〉：「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頁 173。 
48 〈王制〉：「進退貴賤則舉傭士」，頁 174。 
49 〈王霸〉：「故百里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

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利之人矣」，頁 214-215。 
50 同註 3，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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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人格特徵在今已不復見，仕士者唯勢是好，荀子感歎這竟成為當時之士帶

給人們的主要印象了。荀子甚至說：「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不能屬於禮義，則

歸之庶人。」（〈王制〉，頁 148）荀子對「士」之是否具有禮義，是相當看重的，故

說「不能屬於禮義，則歸之庶人」，因此，「士」與「庶人」最明顯之區分亦在於

具有「禮義」與否，荀子凸顯了「士」之特色乃在其學禮義具有之人格精神，而

不是「士」之地位高低。又說：「由士以上則必以禮樂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

數制之。」（〈富國〉，頁 178）這都表示了荀子重「士」與「禮」之關係，士之所以

成為士，乃是士因著學禮，能夠以禮來節制自我、成全自我，這也是荀子理想中

「士」之人格精神，是因「學」禮、符合禮而有所成就。 

 

 
（二） 君子：能具體實踐、體會禮義之人 

 

 
  荀子使用君子一詞，有的是從身份來指稱在上位者，例如：「庶人安政，然

後君子安位。」（〈王制〉，頁 152）然而，這樣的意思並不是荀子對「君子」詮釋的

最主要的部分，荀子所稱之君子乃著重其所顯露的人格特質。 

  在論《荀子》中的「君子」之前，有必要對「士」與「君子」常並列出現的

現象作一說明。例如：「士君子不為貧窮怠乎道」（〈修身〉，頁 28）、「義之所在，不

傾於權，不顧其利，舉國而與之不為改視，重死持義而不橈，是士君子之勇也」

（〈榮辱〉，頁 56）；這都表示士、君子在面對貧窮、權勢、困境的時候，還能堅守

道義，可見荀子認為這種人格特質是士、君子表現於外的共通現象。 

  然而，「士」與「君子」的確是有不同的地方，否則荀子也不會說「始乎為

士」，然後才努力成為君子，以致於聖人的境界。那麼，「士」與「君子」的主要

區別是什麼呢？從論「學」的角度來看，有一段《荀子》裡的文字，很能夠代表

「士」、「君子」彼此之間的區別： 

 

 
   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

效其人。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解蔽〉，

頁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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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嚮是而務，士也」、「類是而幾，君子也」這兩句話。「嚮」有「嚮往」

的意思，「是」指「聖王」、「聖王之制」，「務」有「求」的意思，全句話可以說

嚮往、追求聖王者為「士」。君子「類是而幾」，「幾，近也。類聖人而近之，則

為君子。」51因此，君子「類是而幾」，是已經從「嚮是而務」更進一步，已經

心有所得，而且實踐，這是論「學」於「聖人」而言，已達到「學至乎行而止矣」

的地步了。就這一點來說，「君子」對聖人的追求與體會，是較「士」來得更進

一步、更深一層。至於，引文的最後一句「知之，聖人也」，在論文後面有較詳

盡的討論。 

  荀子說：「君子者，禮義之始也」（〈王制〉，頁 163）、「法者，治之端也；君子

者，法之原也」（〈君道〉，頁 230）；上文說到，「禮」與「法」有一定的關聯，在此

則是「禮義」並列。君子是「禮義」與「法」之始、之原，「禮義」、「法」指的

都是外在的規範準則，但從荀子對於「聖人」的論述可以知道，聖人乃制定禮、

法，因此，此處君子為「禮義」與「法」之始、之原，不能解釋為君子為「禮義」、

「法」有制定、開創的意思。那麼，該如何理解「始」、「原」這樣的意涵呢？「始，

猶本也。言禮義本於君子也。」52禮義在人身上的表現，就是人在學習禮義之後

的表現。荀子接著說：「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王制〉，

頁 163）君子為「禮義」之「始」，是說君子能夠具體實踐禮義的內涵，對於禮義

的體會而呈現於外，這才是「禮義」之「始」，是必須與人有緊密的關聯，禮義

的存在才有意義，而君子則建立了與禮義的關聯，活出禮義化的生命。「君子者，

法之原也」的意涵也是如此，所以荀子才會說：「故有君子則法雖省，足以遍矣；

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不能應事之變，足以亂矣。」（〈君道〉，頁 230）這

表示了君子能充分體會「法」的精神，即使面對的事情，「法」沒有明白規定，

但君子由於掌握「法」的精神，因此仍能「應事之變」，不致於亂。反之，如果

沒有體會「法」之精神，即使具備各項法則，仍不能夠應付各項事物的變化。這

是對君子於「法」之體會的重視與肯定，「君子者，法之原也」則代表了「法」

與君子的關係，「法」對於君子而言並不是規範，而是強調君子於「法」是掌握

了基本精神，先能固本，才能創新應變。總而言之，君子對於「禮義」、「法」都

是能掌握其精神，並能具體實踐的人，於客觀的認識與主觀的實踐上都能兼顧，

循序漸進。 

                                                 
51 同註 3，頁 407。 
52 同上註，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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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聖人：制定禮義、知曉禮義的最高境界 

 

 
  荀子論「聖人」，反覆凸顯的一個重點就是：聖人能「知」。能「知」的主要

對象是「禮」，「禮者，眾人法而不知，聖人法而知之。」（〈法行〉，頁 533）可以知

道，聖人遵行「禮」，效法「禮」，尤其重要的是聖人知道為何要有「禮」。這說

明了聖人肯定「禮」之外，更能瞭解「禮」存在的原因，這就是聖人能「知」。 

  聖人能「知」，並不意謂其他人不能「知」，荀子說：「有聖人知之者，有士

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性惡〉，頁 445）荀子重視「積」

的工夫，重視「學」，「知」可以解釋為「知道了什麼」，是對現在所知狀態的描

述。聖人、士君子、小人、役夫因所「學」的面向、所下的工夫不同，以及體會

上的深淺差異，而有不同的區分。這是從後天的角度，也就是從論「學」的角度

來說。 

  荀子對於聖人的描述：「備而不矜，一自善也，謂之聖。」（〈君子〉，頁 454）

聖人能「備」正在於「積」，故荀子亦說：「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性惡〉，

頁 443）這就明白說明聖人不是天生就是如此，而是必須經由後天不斷地努力，並

且要比一般人付出更多的努力才能如此。因而，聖人與荀子論「學」是有緊密的

關聯。聖人不但比士、君子在後天的環境更加努力，而且能夠達到荀子所謂「聖

人之知」，這完全是「學」的作用與結果。聖人在客觀知識的追求上精益求精，

並能在當中有主觀的體會，進而，也能夠明白客觀知識如禮義、法為何要設立的

原因。荀子在此反覆凸顯聖人能「知」，其實就已經包含了聖人對客觀知識的追

求，以及主觀實踐、自我成長的一面，這是必須特別注意的。聖人之知者，可以

說是一種境界，但這種境界在荀子看來並非遙不可及，也不是抽象的道理，而是

基於只有肯定人必須在後天的環境裡，不斷的學習客觀知識，以及自我面對知識

的深刻體會，才能不斷地成長，逐步達到「聖人之知」的境界。這種境界是一個

漫長的過程，必須一步一步追求，只有由「學」才有辦法達到最後的「聖人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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