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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古代的政治體制，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曾說：１ 

 

                        

 

  從遠古以來，君王政體就是中國人所讚許的唯一政體。貴族政體、民
主政體、富豪政體或任和其他的這類形式，他們甚至連名字都沒有聽

說過。 

 

其判斷其實在時間軸上是有問題的，因為在春秋之前，氏族在政治上對

君王具備相當的約束力，春秋時期甚至可說是貴族政體的時代。故中國一人

專制的君王政體，當是在戰國之後逐漸確立的。２在秦漢之後，世襲的君王

                              
１ 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44。  
２ 徐復觀先生曾指出，我國大一統的專制政治，是在封建政治、封建社會瓦解之後所
出現的。封建政治社會的建立，是經過長期氏族社會發展，加上周公的政治理想所構

成的；而典型專制政治是指法家理想的政治型態而言，以秦為代表。而戰國時代正處

於這兩種制度交會之際，政治空隙較大，也具有專制以外，向其他方向發展的可能。

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頁 63∼64。西嶋   定生亦點出，秦代以後的皇帝結構
是以皇帝為國家權利的母體，

 

所有的人民是「個別的被支配」，和前代人民作為氏族

集團被支配是不同的。他更點出中國皇帝在體制內被認為應具有「德性」，此「德性

」是指對人民應常保持恩惠施予者的德行，而德治主義和專制主義是無矛盾的，暴君

不是專制君主，他成為暴君之因乃是是脫離了體制的支配秩序而採取個人行動，因而

使人民窮困。而最有德行的君王同時也應是最專制的君王，因為人民離開了他的支配

將難以生存，此一體制可概說為「機構性的存在」。西嶋   定生，〈中國古代帝國形
成史論〉，《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1992∼1993），頁 48
∼49。由此可看出中國的歷史絕非只有君王專制的政體，而中國之所以轉變成君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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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政治社會的頂端。雖然君王的權力在制度及法律層

面是絕對至上而不受任何限制，但在思想和觀念上，君王卻非絕對至上的。

在第二章中，我已指出「道尊於勢」的觀念是孔孟荀所共同強調的，而此正

是對君權的一種調節及制約。更進一步來說，孔孟荀之所以強調「道尊於勢」

並非將「道」和「勢」視為斷裂的兩端，而是希望透過「聖人」的「道」來

德化「君王」的「勢」，終極目標就是希望「聖人」能成為「王者」，此一

觀念不斷的滲透到政治領域，故中國的君王專制政體的特徵，必須由「聖人」

和「君王」的種種複雜關係中加以探究。 

 

在第二、三章之中，可看出在荀子的規劃中，官僚必須由一批深具禮法

修養的士及君子來組成，方能達到天下平治的境界。但就荀子的想法而言，

要做好「明群定分」的工作，只靠「士」和「君子」的參與是不夠的，要使

政治臻致完善，就必須依靠「聖人」的指導。「聖人」在荀子的思想中，是

最高理想人格，是道德的化身，是獨一無二的價值存在實體。在荀子看來，

天下與國家有別，聖人與君王也相異，荀子在〈正論篇〉曾將二者加以比較：
３ 

 

可以有奪人國，不可以有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

也……是何也？曰：國者，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
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

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

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解蔽篇〉則說：４ 

 

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 

                                                                                                                                                   

制的政體，「戰國時代」正是重要的關鍵，荀子既然是當時的大儒之一，其理論對中

國君王政體的形成當有一定的影響力。  
３ 王先謙，《荀子集解》，〈正論篇〉，頁 554∼555。  
４ 王先謙，《荀子集解》，〈解蔽篇〉，頁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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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荀子的觀念之中，「天下」的疆域大於「國家」，「聖人」的地位重於「君

王」。５聖人在道德境界上高於君王，故人倫百行之事當以聖人為圭臬；聖人能

超越禮義之上而不受禮義限制，因此只有聖人才能達成荀子心目中「群道當」

的最高政治目標。由〈解蔽篇〉看來，荀子理想的政治模式便是道德人格(聖
人) 與政治地位(君王)的結合為一(荀子認為有德之君正是這種結合的突出表
現)。可看出荀子所謂「人治」雖然主要是指「聖人之治」，但事實上也含有某
種「君王之治」的傾向。故荀子才說：「非聖人莫之能王。」６ 而在〈禮論篇〉

中，荀子更進一步提出：７ 

 

                        

 

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

可乎？  

 

〈榮辱篇〉亦云：８ 

 

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 

                              
５ 關於中國傳統的天下觀，邢義田先生曾有深入的分析。他指出，中國人的天下觀在
夏商之時孕育出樸素的原型，到了西周末年，「天下」一詞已有廣狹二義，一指日月

所照，人跡所至的普天之下；一指四方之內的「中國」。西周對中國天下觀最重要的

貢獻在於他們孕育出一種文化的天下觀，使中國人很早就將中國看成一文化體而不是

一定的政治領域，加上文化的優越感，使得中國人一直認為將文化推廣是自己的使命

。從春秋到戰國時代，中國人的天下觀逐漸成熟，在先秦諸子的想法中，天下是由諸

夏及蠻夷戎狄所組成，中國即諸夏，為詩書禮義之邦，在層次上居內服，在方位上是

中心；蠻夷戎狄行同鳥獸，在層次上屬於外服，在方位上是四裔。方位和層次以中國

為中心無限地延伸，詩書禮樂的華夏文化也可以無限地擴張，最終理想是王者合天下

為一家，使世界大同。相關的論證可參見邢義田，《秦漢史論稿》（台北：東大圖書

公司，1987），頁 3∼29。  
６ 王先謙，《荀子集解》，〈正論篇〉，頁 552。  
７ 王先謙，《荀子集解》，〈禮論篇〉，頁 620。  
８ 王先謙，《荀子集解》，〈榮辱篇〉，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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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試圖把道德境界高低與社會等級差別聯繫起來，聖人治天下成為荀

子禮治思想的終極目標。荀子把明哲的先王尊為聖王，也為現實之王稱聖作

了歷史鋪墊。例如秦始皇在封禪泰山時，在立石上刻「皇帝躬聖」、「咸承

聖志」等字樣，９董仲舒進一步把「天子」與「聖」視為二而一，一而二的

關係：「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
１０於是「聖上」又成為「天子」的雅稱。秦漢之後，所謂「人治」主要就是

指「君王之治」了。可看出在「聖人」變成「王者」的歷史進程中，荀子具

備了一定的地位，而透過荀子對於「聖人」的規畫，亦可看出荀子理想中的

「君王」面貌為何。但荀子的聖人思想當是前有所承的，因此在本章中將透

過幾個層面來探究荀子理想中的「聖人」面貌：在第一節中，將探究孔孟二

人對於「聖人」的論述，以找出荀子在思想上對於「聖人」的前理解為何；

在第二節中，則從「得勢」與「不得勢」兩個面向來探究荀子思想中的聖人

特色；在第三節中，將以前兩節為基礎，並以柏拉圖「的哲王」和荀子所說

的「聖王」加以比較，以探究荀子思想中聖人的完整面貌及其特色；第四節

則為小結。 

 

第一節  孔孟的聖人觀 

 

關於「聖」字，許慎《說文解字》說：「聖，從耳，呈聲。」１１郭沫若

《卜辭通纂．畋游》進一步指出：１２ 

 

  古聽、聲、聖乃一字，其字作　，從口耳會意。言口有所言，耳得之
而為聲，其得聲動作則為聽。聖、聲、聽均後起之字也，聖從　壬聲，

                                                      
９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新校本》卷 6，頁 119。  
１０ 董仲舒，〈三代改製質文第二十三〉，《春秋繁露》卷 7。收入王雲五主編，《
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中論附札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頁 112。 
１１ 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 598。  
１２ 郭沫若，《卜辭通纂》（北京：北京圖書館，2000），頁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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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從　之初文符以聲符而已。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則云：１３ 

 

聖，象人上著大耳，從口，會意。聖之初誼為聽覺器官的敏銳，故引

申訓通；聖賢之義，又其引申也。…許君以形聲說之，非是。聽、聲、
聖三字同源，其始當本一字。 

 

 
郭沫若為古文學家，的說法信而有證，故為大多數學者所採信。１４但以

上這三種說法事實上差異並不大，由此看來，「聖」字的本義與「聲音」、

「聽覺」當有一定的關係，後來引申為「智」、「通」，其後才引出聖賢之

義。故《詩經》、《尚書》中有不少「聖」字都是指具備高超的聰明或能力

而言。１５日本學者白川靜先生也同意「聖」字指人具備特殊的聽覺功能，但

他卻認為「聖」字的原始含意當是指對神祝禱，聆聽神的應答和啟示而言。
１６其實巫覡本來就是古代知識的擁有者，所以將「聖」解釋為「智」、「通」

其實亦無不當。除了引申為「智」、「通」之外，在古籍中「聖」字亦可用

來表揚在德行上有特殊表現者，此時「聖」為「明德」之通稱，並常與其他

諸德並列。１７例如《尚書》之「肅、乂、哲、謀、聖」１８，《左傳》之「齊、

                                                      
１３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冊 12（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70），頁 3519。  
１４ 相關的論證亦可參見楊儒賓，〈知言、踐形與聖人〉，收入《儒家的身體觀》，
頁 188∼190。  
１５ 例如《尚書．泰誓》說：「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李學
勤編，《尚書正義．周書》（台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頁 672。此處
以「技藝」和「彥聖」並舉，言別人有技藝，應看做自己有技藝；別人才美有智，應

由心裡喜愛，故「聖」作「智慧」解；又如《詩經．大雅．桑柔》：「維此聖人，瞻

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屈萬里，《詩經選注》（台北：正中書局，1995
），頁 277。此處的「聖」與「狂」為對立的意義，聖人是與狂人相反的擁有智慧之
人。  
１６ 白川靜，《字統》（東京：平凡社，1986）。轉引自王文亮，《中國聖人論》（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 5。  
１７ 「聖

 
」為「明德」之通稱的論證可參見夏長樸，〈堯舜其猶病諸－論孔孟的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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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廣、淵、明、允、篤、誠」１９，《國語》之「智、聖、明、聰」２０並列，

皆表明「聖」字只是眾德之一。由此看來，「聖」字在古代尚無崇高無比之

意。而使「聖」和「聖人」發生崇高化、理想化、神秘化轉變的，當是在中

國的軸心時期。當時周天子的威望下降，諸侯間戰爭不斷，因此需要有英雄

人物來作為「典範」。故先秦諸子爭相依據自己的思想原則來創造心目中的

「聖人」面貌。康有為即言：「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云云，

則當時諸子紛紛托古矣。」２１而根據朱義祿先生的考察，聖人神秘莫測，崇

高無比的觀念起始於孔子。２２可知要探究荀子的聖人觀念，當由孔子來著

手。但孔子並未賦予聖人清楚的人格圖像，也不願自居為「聖人」，因此賦

予聖人清楚的人格圖像的工作，必須等到孟子之時。故要瞭解荀子的聖人觀

念，當由孔孟二人來著手。 

一、孔子的聖人觀 

針對面對周文疲蔽的現狀，孔子提出以「仁」為人自覺的本體，開創了

「內聖外王」之學，因而被尊為「至聖先師」。歷來視孔子為聖人，亦多著

重於孔子在道德實踐上所到達的理想境界。在此種意義下，將孔子尊為聖人

無疑是偏向於「內聖」的層次。事實上，在孔子在世之時，由「才能」或「道

德」等面向將孔子尊為「聖人」的論述已經不斷出現了。尤其是孔子的學生

                                                                                                                                                   

論〉，收入中國孔子基金會編，《孔、孟、荀之比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4），頁 81∼83。  
１８ 《尚書．洪範》：「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晢，聦作謀，睿作聖。」李學勤編，

《尚書正義．周書》，頁 359。  
１９ 《左傳》文公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晉杜
預集解，《左傳會箋》，頁 47∼48。  
２０ 《國語．楚語下》：「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
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

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左丘明著、韋昭注，《國語－嶄新校注本》，頁 559。  
２１ 李毓澍主編，《近代史料叢書彙編－孔子改制考（一）》（臺北：大通書局，1968
），頁 86。  
２２ 朱義祿，《從聖賢人格到全面發展－中國理想人格探討》（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2），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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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普遍有此種想法。〈子罕篇〉就曾記載：２３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
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

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述而篇〉則說：２４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

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孟子》亦曾記載：２５ 

 

  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
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

且智，夫子既聖矣。』…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

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

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

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

有盛於孔子也。』」 

 

大宰以孔子的「多能」為聖，子貢則以「天縱之才」來稱譽孔子為聖，

這兩人分別從「才能」和「本性」的角度來稱讚孔子為聖，這都偏向於「內

聖」的修養層次，但是都被孔子所否定。孔子不能接受自己是「天縱之才」

                                                      
２３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子罕〉，頁 56。  
２４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述而〉，頁 48。  
２５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公孫丑上〉，頁 41∼43。  

 



第四章  荀子思想中的聖人   141

的說法，也不認為自己是「聖人」，只肯自居為「君子」。而以「仁智」來

等同於「聖」乃是子貢的想法，可知孔子心目中的「聖人」既不由「才性」

決定，也無法完全以「仁智」來概括，而必須透過實際的實踐不斷的體悟而

來，那麼孔子的「聖人」概念為何？這必須透過孔子對於「仁」與「聖」的

區別來深究此一問題。 

在《論語》中，「聖」字凡八見，「仁」字則出現兩百零六次。２６孔子

雖然以「仁」來統攝眾德，但他似乎並不將「仁」視為道德境界的極致，而

是將「聖」視為道德的最高位階。孔子在〈雍也篇〉中有一段記載對於「仁」

與「聖」做出清楚的區別：２７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

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類似的問答，也出現在子路問「君子」之時：２８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

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孔子認為「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不僅是「仁」，

更是「聖」的境界，這種功業連堯舜都不易做到。孔子既然在此對於「仁」

                                                      
２６ 此次數乃根據王季香的博士論文而來。詳見王季香，《先秦諸子之人格類型論》
，頁 77。本章對於孔子聖人的論述受該文啟發甚多。此外也參照了周大興，〈孔子
的「聖人」觀念〉及蔡忠道，〈先秦儒道的聖人論試析〉這兩篇文章。詳見周大興，

〈孔子的「聖人」觀念〉，收入《東吳哲學傳習錄》（臺北：東吳大學，1992），頁
10∼17。蔡忠道，〈先秦儒道的聖人論試析〉，收入《宗教哲學》第 3 卷第 4 期（臺
北：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1997），頁 10∼17。  
２７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雍也〉，頁 40。  
２８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憲問〉，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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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聖」分別加以界定，顯示二者有別，朱熹就曾明白的點出：２９ 

 

  蓋仁以道理言，聖以地位言，自是不同。如「博施於眾」為仁，而利
物愛人小小者亦謂之仁。仁是直看，直上直下只是一個道理。「聖」

字便橫看，有眾人，有賢人，有聖人，便有節次，只豈但于仁。蓋「博

施於眾」，雖聖如堯舜，猶以為病耳。 

 

又說：３０ 

  

  仁以理言，聖以事業言。子貢所問「博施於眾」，必有聖人之德，有
天子之位，而後可當此。 

 

朱熹認為「仁」是道德的境界，「聖」是外王的事功。事實上，這兩者

並非斷裂的兩端，因為孔子所說的「聖」必須以「仁」的道德自覺為基礎，

「仁」擴大而言也必須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３１的外王事功。

但在孔子的想法中，「仁」是完全可以操之在我的，有了「仁」的德行，就

可以說是一位「仁者」。孔子不會因為一個人在外在事功上的不足而譏其「不

仁」，因為道德行為本身的價值只有應然與否的問題，而非成敗問題。但以

「博施於眾」的功業來說，則牽涉到種種的知識、權位和外在環境的限制，

並非「我欲仁斯仁至矣」３２的。因此子貢以「博施於眾」問「仁」，不僅是

「視仁過高，誤入聖域」３３，更是將個人道德修養和外王事功混為一談，故

孔子將二者加以分別，他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努力去掌握自己可以掌握的

「仁」，如此當機會來臨時，才有成「聖」的可能。所以孔子雖然不輕易以

                                                      
２９ 朱熹，《朱子語類（三）》卷 33，頁 1349∼1350。  
３０ 朱熹，《朱子語類（三）》卷 33，頁 1350。  
３１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雍也〉，頁 40。  
３２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述而〉，頁 47。  
３３ 阮元，《揅經室集》卷 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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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來許人，但他確實稱讚微子、箕子、比干為殷之三仁。３４稱讚顏回「其

心三月不違仁」３５，可見「仁」是人可以力求而至的，是不論其地位事業的，

任何人只要願意從事道德修養，就有可能到達「仁人」的境界。 

從不同的角度來說，一個人若能做到「博施於眾」的外王事功，但在「內

聖」的道德修為有缺憾時，孔子亦可能賦予「仁」的評價，這由孔子對於「管

仲」的評價即可得知。〈憲問篇〉曾記載：３６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

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孔子在「民到于今受其賜」這一點上肯定了管仲的偉大功績，因而稱其

「仁」。但另一方面，孔子亦曾批評管仲的個人修養有問題。〈八佾篇〉就

曾記載：３７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

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

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

孰不知禮？」 

 

可看出孔子對於管仲個人的操守是有所批判的，管仲連「禮」都作不到，

                                                      
３４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微子〉，頁 126。  
３５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雍也〉，頁 25。  
３６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憲問〉，頁 97∼98。  
３７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八佾〉，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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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是「仁」的道德境界。但孔子何以說「如其仁」？３８我想這正顯示孔

子在思考「仁」之時和「聖」有不同的脈絡。管仲的霸業雖然不是出於內心

的「仁德」，但其「尊王攘夷」的成就對於「人民」有莫大的貢獻，並非從

人格操守上可以加以抹煞的，所以孔子從「外王」的事功上賦予管仲「仁」

的稱讚。由此看來，孔子對於「仁」的運用是較為靈活的，一個人在「內聖」

或「外王」上只要有一定成就皆可稱為「仁」。但「聖」就困難多了，孔子

所說的「聖」必須德業兼備，是仁人又有「安百姓」的事功表現，綜觀《論

語》一書，似乎只有堯舜可到達孔子所說的「聖人」之境，即使稍微放寬些，

也只能加上禹、湯二人。這些人都是天子，但在德行上亦有傑出的表現，所

以孔子都給於他們正面的評價，例如孔子稱讚堯說：３９ 

  

  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為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朱熹注解此段時說：「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

而獨堯之德能與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行容也。成功，事

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又引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為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

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巍煥然而已。」４０可知堯在德業及事功上皆

具有崇高的成就。又如孔子稱讚舜說：４１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３８ 有關孔子對管仲的評價問題，十年前有學者鄭力為、雷家驥、黃兆強等人在《鵝
湖月刋》上引發一場爭論。主要的分歧在學者對孔子的「仁」的概念及相應的倫理學

有不同的見解標準。可參考該刋物 64、69、71、72、75、78、82 各期。但本文的重
點在於探究「聖」與「仁」的不同，故不再深究此一問題。  
３９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泰伯〉，頁 54。  
４０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泰伯〉，頁 54。  

 



第四章  荀子思想中的聖人   145

〈八佾篇〉則記載：４２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朱子集注云：「無為而治者，經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

稱舜者，紹舜之后，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４３這正

是為政篇中孔子所稱讚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４４的

具體寫照。也正因為有此德業，所以舜樂才能在文質上做到盡善盡美的境

界，使人聞之「三月不知肉味」，４５無怪乎重視禮樂教化的孔子論為邦時要

特別強調「樂則韶舞」了。 

由此看來，孔子心目中的聖人無論在道德和事功上都必須有傑出的表

現，也就是「內聖」與「外王」必須統一，若不能兼備，則頂多是一位「仁

者」。因此我們不應將孔子的「仁」等同於「聖」，將孔子尊為「聖人」恐

怕和以「八佾舞」來祭祀孔子一樣並非他本人所樂於接受的。但就另一方面

來說，雖然孔子未給予「聖人」清晰的圖像，也不自居為聖人，但因孔子對

於聖人的推崇，使得聖人開始「崇高化」。故孔子之後，「聖人」乃成為理

想人格的代碼，也對社會及文化發展起了規範的作用。孟荀二人就在孔子的

論述上分別發展出不同的聖人觀念，也分別建立了儒家最高人格的標準，故

以下就先來探究孟子的聖人觀。 

二、孟子的聖人觀 

在孔子所設計的理想人格中，「聖」實是空懸一格，「聖」是最難企及

的境界，「聖」不僅包括個體修身以至盡善盡美的因素，而且包括著「博施

於民而能濟眾」從而普惠天下的意蘊。這樣，只有那些為政治國者方可成

「聖」，一般的修行君子可以達到仁的層次，但卻無緣臻於「聖」的境界。

                                                                                                                                                   
４１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衛靈公〉，頁 106。  
４２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八佾〉，頁 19。  
４３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衛靈公〉，頁 106。  
４４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為政〉，頁 6。  
４５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述而〉，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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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實踐」的層次來說，一個無法靠自己努力達成的人格目標是無法達

到激勵人向上的效果的。因此在孔子之後，儒家對於「聖」的內涵開始有所

轉化。在孔荀之間最重要的儒者就是孟子，故以下就從孟子繼承孔子思想及

孟子的創發兩部分來探究孟子的聖人觀念。 

 
如前所述，孔子的聖人觀念主要是德行與事功兼備，內聖與外王合一。孟

子基本上也繼承了此一觀念，所以孟子心目中的聖人，也是道德與事功並重

的。例如〈離婁上〉記載：４６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

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

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

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

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此之謂也。」 

 

孟子所說的「人倫」，是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４７此處的聖人是指能在人我關係上敦倫盡分，足為世人之楷模者。

這固然是從內在的德行來立論，但孟子所說的「君臣有義」事實上包含了事君

及治民之方，孟子所說的「法堯舜事君」事實上是「仁心」的發用，真正的「君

道」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４８「臣道」則是以「忠」事君，「格

君心之非」的４９，此即儒家思想中「仁政」，乃外王事功的極致，所以孟子理

想中的聖人仍是德業兼備的。就在此一基礎上，孟子對於聖人有更進一步的發

揮。 

                                                      
４６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離婁上〉，頁 97∼98。  
４７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滕文公上〉，頁 74。  
４８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公孫丑上〉，頁 46。  
４９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朱熹集註，《四書集註》，〈離婁上

〉，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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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聖人的認定上，孟子並不像孔子那麼嚴格，他曾將聖人分成四種類

型，有像禹一般的開務成物型；有像堯舜、伊尹一樣的聖君賢相型；孔子的傳

道佈教型；和伯夷、柳下惠的特立獨行型。５０孟子尤其表彰伯夷、伊尹、柳下

惠及孔子等四聖。由此展現出聖人的多種樣貌，使聖人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目

標。孟子說：５１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

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

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

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

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

下惠不羞於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

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

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

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

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

之時者也。 

 

本文前半在論述伯夷、伊尹、柳下惠及孔子等四人的言行，後半是孟子的

評判。伯夷、伊尹及柳下惠這三人差異極大：伯夷自保名節，在處世態度上可

說是「清」的極致；伊尹勇於任事，在處世態度上可說是「任」的極致；柳下

惠淡然自得，在處世態度上可說是「和」的極致。他們各依其氣質才性發揮而

                                                      
５０ 程潮曾將儒家理想人格分成開務成物，聖君賢相及傳道佈教等三種發展模式，王
季香據此分成此四類，本文此處之分類乃綜合此二者之說法。請參見程潮，〈儒家人

格的三種發展模式〉，《孔孟月刊》第 38 卷第 12 期（臺北：中華民國孔孟學會，2000
），頁 7。王季香，《先秦諸子之人格類型論》，頁 80。  
５１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萬章下〉，頁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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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聖域」。但弔詭的是，孟子在另一處卻又認為伯夷及柳下惠兩人不值得

君子效法。５２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孟子以「學孔子」自任，故伯夷、伊尹及柳下惠和孔子相比，都偏於一端，

無法達到圓融的境界，因此孟子不欲效法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孟子雖說不欲

效法此二人，卻也不否認他們已「優入聖域」，故孟子心目中的聖人條件和孔

子相比事實上已大為放寬，孟子不再堅持聖人非有「君位」不可，基本上一個

人只要有仁者之德並兼有事功的表現，就可算是聖人。而孟子從「時」的層面

推崇孔子為「聖人」，則是另一項創見。孟子認為孔子既有進取者的強勁，又

有清隱者的高潔，更有和者的游刃有餘，一切行為依「時」而動，是真正具備

至德的聖人。故此後儒者大多肯定孔子乃聖人中最優秀者，５３此使儒家在提倡

「道尊於勢」的觀念時有一典範人物，不至於流於空泛。 

其次，孟子對於聖人論述的重心，大多放在「人倫教化」之上，５４觀察伯

夷和柳下惠之所以能稱為「聖」，無疑是因為「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

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這都是偏向「人倫教化」

來立論的。由孟子對於聖人的境界的稱述，亦可得到堅實的證明。孟子曾說：
５５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５２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公孫丑上〉，頁 50。  
５３ 例如朱熹即言：「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萬章下〉，頁 143。  
５４ 孟子在〈離婁上〉中說：「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朱熹集註
，《四書集註》，頁 97。由此即可看出孟子認為聖人的作用主要在於「人倫」教化
。  
５５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萬章下〉，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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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心下〉則云：５６ 

 

 
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謂之聖，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 

 

〈滕文公下〉則記載：５７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
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
天下大悅…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
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
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

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

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
放淫辭，以承三聖者。 

 

「金聲而玉振」就是「己仁而以人仁，己義而以人義」。知道心中具有仁

義之理，這近乎「智」；充其仁義之心，使得仁覆四海，義襄天下，這近乎「聖」。

在孟子的思想之中，「個人」和「社會」是一個連續而不是斷裂的關係，孟子

除了認為人可經由修養的工夫來改變外在的形貌之外，更認為「個人」的道德

主體性只要能建立起來，就可帶動「社會」領域諸般事物的轉變。５８故聖人在

 

                                                      
５６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盡心下〉，頁 211。  
５７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滕文公下〉，頁 89∼92。  
５８ 楊儒賓先生曾由「踐形」的角度切入，指出孟子曾用「金聲玉振」來形容集大成
的聖人。當學者充分實踐道德之後，身體會散發出一種光輝，孟子稱之為

 
「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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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位時，名曰「聖王」，對於政治社會都有實質的政績；聖人不在位時，則能

以個人行為及著述來影響社會，導正人心，垂教後世。如此一來不僅古代的賢

王如武王、成王成了聖人，連沒有君位的伯夷、伊尹、柳下惠、周公及孔子都

成為聖人，此使得儒家在推行教化時具備許多不同性格的典範人物，「聖人」

也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  

最後，孟子提出了「聖人可學」的觀念。孟子主張「仁、義、禮、智」本

乎人心，故「聖人」在本質上與常人無異。孟子說：５９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聖人與我同類者。…
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盡心上〉則云：６０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朱熹集注在注解「踐形」這一段時，曾引程頤之言說：６１ 

                                                                                                                                                   

而在聲音上展現出來則是「玉言」。如果是尚未到達聖人之境的賢人，則其聲音只是

「金聲」，較為鏗鏘剛直，少了中和蘊藉之情。參見楊儒賓，〈知言、踐形與聖人〉

，收入《儒家的身體觀》，頁 188∼190。楊先生的說法對於個人「內聖」修養境界
的說明十分貼切，但似乎對於聖人如何透過「內聖」修養來影響「外王」的實際政治

社會缺少說明，在此方面楊俊傑先生在論述關於孟子對於「個人」和「社會」關係時

做了很好的補充。黃俊傑，〈孟子思想中的群己關係〉，收於黃俊傑著，《孟學思想

史論》（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頁 91∼97。  
５９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告子上〉，頁 161∼164。  
６０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盡心上〉，頁 201。  
６１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盡心上〉，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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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

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眾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

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 

 
 

質言之，孟子在「本體論」上採「一本論」，認為理氣不二，生性同一。

在「工夫論」上則採「體現論」，認為理滲入氣，即氣是理。心滲入身，即身

是心。孟子雖然有大體（無狀無象的心）小體（有狀有象的感官知覺）的分別，

但他並不否認這兩者在本源及終極境界上同一的可能。孟子認為人可透過內心

的自我立法，從四端流行處自充自盈，自生自長，至於其極致，則是在外在軀

體上證成其效果。此時想小體的「身」不再是「小」，而是全體皆大。換言之，

每個人天性並無不同，人只要願意「以直道養心」，就能使個人的道德意志（理）

與形體的內氣（善氣）能相互呼應，進而來改變人的外在形體，最後使人的外

在形體能朗現出道德意志的光輝。６２楊俊傑先生更進一步指出，在孟子的思想

中，「心」具有普遍的必然性，「個人」、「社會政治」及「宇宙」之所以能

維持「發展的連續性」或「結構的連續性」，主要是透過人心的「擴充」來完

成的。孟子認為人內心的善端若能經由不斷的「擴充」，不但可「以德潤身」，

完成「踐形」，更可與「社會」大眾聲氣相求，可以「知言」，可以「與民同

樂」，求天下之大利。６３     

由此看來，孟子的聖人觀念實際上包含了主體的道德實踐和客觀的社會實

踐。但他是以「性善論」為基礎，肯定了人人都具備成聖的本質，人只要透過

精誠努力的學習，就能將人的「仁義禮智」等四項善端充分的實踐發揮，此時

其崇高的道德光輝將可影響周遭的人、事、物而使他們變得更加美好。所以在

                                                      
６２ 有關於實踐工夫的論述可參見楊儒賓，〈論孟子的踐形觀－以持志養氣為中心展
開的工夫論面向〉，收入《儒家的身體觀》，頁 129∼172。關於「氣」的問題並不
是本文論述的中心，相關的論述可參見楊儒賓主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

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  
６３ 黃俊傑，〈傳統中國的思維方式及其價值觀：歷史回顧與現代啟示〉，《東亞儒
學史的新視野》（台北：喜瑪拉雅基金會，2001），頁 31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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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論述中，能否成「聖」的關鍵回歸於人自身的努力，如此一來「聖人」

逐漸的人性化，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目標了。６４ 

 

綜合以上論述，可看出孔子不但創建了儒家學派，也建立起德業兼備的聖

人觀念，使儒學成為內聖外王的聖人之學。孟子則在孔子的基礎上充實了聖人

論的內容，他適時的修正了孔子的理論，提出「聖人可學」的觀點，同時又放

寬了聖人的標準，人人只要努力培養道德，都有「成聖」之可能。如此一來，

儒家的「聖人」變的平易近人，儒家聖人之學得以落實。然而就「私人領域」

和「公共領域」而言，兩者事實上都具備了自主性，其關係當是相互滲透並互

為主體的。但在孟子的思想之中，做為價值主體意識的「個人」才是解讀「社

會」意義並為之注入意義的人，因此「私人領域」可以支配「公共領域」，這

種理論就孟子所主張的「仁義內在說」而言固然可以成立，但孟子卻忽略了「社

會結構常不因個人自由意志而轉移」，故其解釋難免陷入「唯心論」的困境，
６５而此點正是荀子所難以接受的。荀子認為人性必須以「禮義」來加以矯正，

而荀子所提倡的「禮義」正以聖人所創制的「制度」為重點，此屬於「公共領

域」的範疇。換言之，荀子是主張以「公共領域」來矯正「私人領域」的，在

此思想理路下的聖人當和孟子所主張的聖人當有一定的差異。其次孟子只說聖

人可教化百姓，但如何化則缺乏具體的說明，「個人修養」和「教化百姓」之

間缺乏一種「理性的架構作用」，而這也必須加以彌補。荀子對於此亦有所規

劃。因此以下就由荀子對於聖人際遇的兩種論述來探究荀子理想中的聖人條件

為何。 

                                                      
６４ 孟子說：「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
，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樂，孔子賢之。…禹、稷、顏回同道。禹
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

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朱熹集註，《四書集註》，〈離婁下〉，頁 121∼122。
孟子認為處境不同，表現的型態各異。但在仁心善性上，禹和顏淵是相同的，只是命

運上有所不同，故禹和顏淵並無價值上的差異。此亦可證明孟子所說的聖人是可以靠

自身修養而致的。其次「稷」主要是在「外王」的事功上為人所稱讚，較少人由「道

德」層面來肯定其人格，但孟子卻以「人飢己飢」之心來肯定其地位，可看出孟子思

想的重心主要還是放在「道德」上。  
６５ 「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論述請參見黃俊傑，〈孟子思想中的群己關係〉
，頁 99∼101。此外在第三章中我亦曾針對荀子批評孟子「四端」說之原因加以探究
，故此處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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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得勢與不得勢－荀子對於聖人際遇的兩種論述 

 

 

經由前面的探究，可看出就歷史層面而言，聖人本指具備高超的聰明或能

力的人，到了孔子之後開始轉變成各家理想人格的最高典範；就思想層面而

言，「內聖外王」實為孔孟二人聖人觀念之核心概念。此概念就廣義而言，其

代表成聖成賢的道德人格理想，並涵蘊超越意識，就狹義而言，其代表了「王

道」的政治理想。郭齊勇先生即點出，孔孟儒學的人格境界一方面確有神聖性、

超越性，另一方面又不脫離社會政事、教育師道和日用倫常等生活世界。若與

孔子相比較，思孟學派或心學一系更強調道德的內在性。這非但沒有削弱孔子

學說博大的社會實踐性，反而更加強了其外王學。因為這種「內收」，特別把

天道、神性與人的德性相貫通，把聖人與凡人相聯繫，根本上使得君子的政治

行為、社會活動、教育師道、道德勇氣，有了天命、天道等超越理據的支撐，

尤其是此超越神性意義的天就在人心人性之中，無疑增強了儒者的擔當意識。
６６孟子除了將孔子所建立的聖人觀念和「天道」建立起進一步的聯繫之外，更

適度的修正孔子的聖人觀念，他一方面點出凡人也具有「仁義禮智」的善端，

人只要願意「擴而充之」，即可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進而「優入聖域」。如

此一來，使得「聖人可學而至」的命題成為可能。同時他又將聖人分成四種不

同的人格類型，使得聖人的面貌得以多樣化，同時孟子更大力提升孔子的地

位，使孔子成為「聖人」中的典範。這些都是孟子對於聖人觀念的重要貢獻。

荀子的聖人觀念有不少地方是繼承孔孟而來，首先荀子也是以「仁智之極」來

界定聖人的，〈君道篇〉 就說：６７ 

 

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

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６６ 相關的論證可參見郭齊勇，〈孔孟儒學的人格境界論〉。刊於 Confucius2000，網
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index.htm。  
６７ 王先謙，《荀子集解》，〈君道篇〉，頁 42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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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以為「仁」與「知」到達極致乃是成為聖人的必備條件。此和孔孟之

說是相近的。其次荀子也認為「聖人」和「凡人」在本質上並無不同，故能否

成聖的關鍵在於人的自身的努力。例如〈榮辱篇〉說：６８ 

 

 

凡人有所一同：饑而欲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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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辨白黑美惡，耳辨

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

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禹，

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埶注錯習俗之所積耳。 

 

「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是指生理的慾望；「好利而惡害」是

心理的自然反應。可看出荀子認為聖人和一般人在本質上並無不同，人格之異

在於後天的積習，故人必須為自己行為負責，不可歸於天性。而由「埶注錯習

俗之所積」亦可看出荀子亦主張「聖人可學而至」。事實上，荀子因為主張「性

惡」，故其思想中的聖人都是積學而來的，荀子說：６９ 

 

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為，待盡而後備者也。 

 

〈儒效篇〉則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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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 王先謙，《荀子集解》，〈榮辱篇〉，頁 188。  
６９ 王先謙，《荀子集解》，〈榮辱篇〉，頁 189。  
７０ 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篇〉，頁 272 及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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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

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

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 

 

 

李滌生說：「積善」即「積學」，「積善」即「智明行修」之義。荀子以

「智」成德，和孔孟以「仁」成德不同。７１此言人若「積學」（事實上即是「積

禮義」）即可具備高超智慧，進而成就高尚人格。７２就荀子看法，人的認識能

力雖有差異，但這和人格修養並無太大關係，所以人人皆有成聖之潛力；但有

成聖之潛力不表示一定可為聖人，因為要成為聖人必須經過二種工夫：一是後

天的「積偽」；二是環境的力量。所以荀子認為要成為聖人，在內在認知上必

須強化「虛壹而靜」的工夫，因為「知慮清明」才能「知通統類」；在外在環

境上，必須「慎其所立」，然後「專心一志」、「全之盡之」，當「積善而全

盡」時，即為聖人。可見荀子認為成聖與否與先天的本性或地位無關，關鍵繫

乎個人的自由意志。所以荀子不但是主張「聖人可學而至」，甚至應該說荀子

是主張「學才可至聖人」的。７３最後，關於聖人德與業孰輕孰重的問題，孟荀

的想法也是相近的，荀子曾言：７４ 

 

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用百

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

是大儒之徵也。 

 

                                                      
７１ 李滌生，《荀子集釋》，頁 7。  
７２ 〈性惡篇〉說：「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
而致矣。」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717。亦可與本段互參。  
７３ 關於荀子所說的「學」我在第三章第三節中對此有詳盡的探究，故此處只做重點
說明。  
７４ 李滌生，《荀子集釋》，〈儒效篇〉，頁 288。「用」字上原有「在一大夫之位
，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三十二字，

據文義和《韓詩外傳》引文刪。此外在荀子的論述中，「大儒」事實上同於「聖人」

，故本文「大儒」與「聖人」不做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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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認為大儒雖窮困，但王公貴族並不能和他們爭奪名聲，因為他們能固

守禮義不隨世俗改變。換言之，孟荀二人皆認為「道德」的優位性高於「權位」。

由此看來，荀子的聖人觀念是實際上受到孔孟相當的啟發，不過孟子因為著重

於「內聖」的道德修為論述，因而較為忽略社會本身的自主性，同時在制度的

開創上仍有不足之處，這是荀子所不能接受的；再者孟子的聖人觀念最終可上

接天道，但荀子卻不認為天對人有任何的影響力，他曾說：７５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

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

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為不求知天。 

 

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

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

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荀子的天有廣狹二義：前面所論述的宇宙自然現象屬於狹義的天，至於廣

義的天包含了「宇宙的天」和「人生的天」兩類。「天職」、「天功」屬於宇

宙的天（科學的天），這是荀子不欲求知的；至於「天情」、「天官」、「天

君」屬於人身；「天養」、「天政」屬於人事，這五項是屬於人生者（人文的

天），是荀子所要追求的。７６荀子強調「聖人」要努力敬修人事並善用自然，

這才算真正的「知天」，在此「制天」觀念下的「聖人」是不太可能上接天道

的，故荀子聖人觀念當然只能在「人道」中方得其全幅面貌。〈非十二子篇〉

曾記載：７７ 

 

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

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

                                                      
７５ 王先謙，《荀子集解》，〈天論篇〉，頁 530 及 532。  
７６ 李滌生，《荀子集釋》，頁 369。  
７７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十二子篇〉，頁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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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

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 

 

 

可看出荀子將聖人依其際遇分為「得勢」與「不得勢」兩種類型，以下就

依這兩種類型來分別探究，以找出荀子思想中聖人的主要特色為何。 

一、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 

就內涵而言，孔子和子弓二人當然不能完全代表荀子對於不得勢聖人的論

述，但不可否認的是，《荀子》一書屢將仲尼、子弓並稱，並明確的將其視之

為聖人之不得勢者的代表，故由荀子對於這兩人的論述，當可大略瞭解荀子對

於不得勢的聖人有何要求。但子弓究竟指誰，因為資料的不足，只好存而不論。
７８故以下就以荀子對於孔子的論述為主線，並參酌其他相關的論述，以期找出

荀子將孔子視為聖人的原因。 

如前所述，在孔子在世之時，對於孔子的「造聖」運動已開始出現，許多

孔門弟子更將孔子視為精神上的王者。除了大宰、子貢等人將孔子視為「天縱

之聖」外，《論語》更記載：「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７９

顧炎武解釋「木鐸」說：「金鐸所以令軍中，木鐸所以令國中。」８０天以孔子

為木鐸，就是以孔子所闡明的聖人之道為治理國家，號令天下的法度。此使孔

子得以和古聖王相提並論，彌補了孔子有德無位的缺憾。到了孟子之時，更將

孔子視為「聖之時者」，他更引子貢及有若之言說：「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孔子也。」８１將孔子的地位提到無與倫比的境界。觀察這些孔門弟子之所以將

                                                      
７８ 子弓所指何人，歷來有三種說法：其一認為荀子書屢稱仲尼子弓，而子弓即仲弓，如
楊倞說：「子弓葢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俞樾曰：『仲弓稱子弓，猶季路稱子
路耳，子路也子弓也，其字也。』」；其二如韓愈等人以為子弓乃傳易的馯臂；其三在汪

中所著的《荀卿子通論》則以為「荀子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也。」但以上三種說法皆有

人質疑，故若無新資料出現，則子弓為誰只好存而不論。再者透過荀子對於孔子的論述已

足以知道孔子對於不得勢聖人的想法，不必再找其他人來佐證。關於子弓的相關的討論請

參王先謙，《荀子集解》；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孔子弟子攷》及勞思光，《新編中國

哲學史（一）》 
７９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八佾〉，頁 19。  
８０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 5，頁 107。  
８１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公孫丑上〉，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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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視為聖人，主要都是以「內聖」的德行來肯定孔子的地位。但到了荀子之

時，其心目中的孔子有一番不同的面貌，首先在地位上，荀子雖然也十分尊崇

孔子，但他並不認為孔子是聖人中最傑出的，故相對於孟子而言，孔子的地位

可說是下降了，例如〈解蔽篇）就說：８２ 

 

 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

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

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

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

此不蔽之福也。 

 

「齊」、「並」即點出了孔子的德行及名聲絕非獨一無二的，可見荀子

只將孔子視為古代聖人群的其中之一，這和孟子獨尊孔子的想法截然不同。
８３ 

其次，由此段原文亦可看出荀子雖然是以「仁智兼備」的角度來肯定孔

子，但最終偏向於「知」的層面。他認為能瞭解周文（周代以禮義制度為基

礎的「治道」）並實際運用於政事之上（指孔子為魯司寇之事），所以在各

家學術之中，只有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方能得道之全，其他各家各派都蔽於一

曲，不能得道之全。由此看來，荀子之所以尊崇孔子，主要是因為他具備了

瞭解「周文」的「智慧」，此無疑是突出了孔子「知者不惑」的德行。這純

粹是由外王的「治道」層面來肯定孔子的，是荀子一貫由「知」而「治」的

思想脈絡，和孔子弟子及孟子由「內聖」的「仁德」或「才能」的角度來尊

崇孔子差異甚大。８４ 

                                                      
８２ 王先謙，《荀子集解》，〈解蔽篇〉頁 646∼647。  
８３ 荀子的弟子在〈堯問篇〉中甚至稱讚荀子說：「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
，孔子弗過。」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861。他們將荀子地位提昇在孔子之上，
可見孔子的地位在荀子及其弟子的心目中並非獨一無二的。  
８４ 孔孟二人對於「周文」著重的是周代禮樂制度背後的精神，所以在他們的論述之
中著重於人自身的道德修養，希望加強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去適應客觀的規範。所以孔

子才說：「克己復禮為仁」朱熹集註，《四書集註》，〈顏淵〉，頁 77

 
。由此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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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荀子》一書中，許多地方在提及孔子時，都會強調孔子擔任

實際政務時的作為，這亦是不同於前人之處。例如〈儒效篇〉就曾說：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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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

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

姓之經紀。埶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

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

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

蚤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

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 

 

荀子在此處言孔子因為能「法先王」、「隆禮義」。故能掌握「治道」

（明於持社稷之大義；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此即孔子之知），當他

舉孔子為例時，是以他將出任「司寇」之職時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來論說的，

這是孔子「德位兼備」的時期，而從此一層面來肯定孔子在荀子之前是相當

少見的。８６此外在〈宥坐篇〉中荀子更是大力表揚孔子在魯攝相和司寇時的

政績，凡此皆可看出荀子雖然將孔子視為不得勢的聖人的代表，但在論述孔

子的事跡時仍以孔子在實際在位時的作為為主，顯示了荀子重外王的一面。 

                                                                                                                                                   

孔子「仁」的重點有很大一部份是落在「克己」的工夫上，孟子更進一步提出「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朱熹集註，《四書集註》，〈公孫丑上〉

，頁 42。將內聖視為外王的根據。孔孟二人都認為只要內聖完成，外王自然就完成
。但荀子發覺到兩者的不同，所以他才說「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

」王先謙，《荀子集解》，〈解蔽篇〉，頁 665。前者是主觀的道德修養，後者是客
觀的禮義制度。因此荀子一方面強調必須瞭解周文背後的「義理」外，但對於周文的

禮樂及封建制度本身的「制度義」荀子亦十分重視，這是荀子的特殊處。  
８５ 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篇〉，頁 261∼265。  
８６ 當然荀子亦肯定內聖修為的重要，所以在此段的論述中可看出孔子之所以能教化
百姓，在於他本身具備崇高的道德，故能使百姓受到教化。然而細觀整段的脈絡，可

發現荀子論述的重點在於孔子對於社

 
會所產生的實際教化功效而不是孔子如何來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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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在下位則美俗」即可看出荀子之所以肯定孔子，在於孔子雖

然不得勢時仍能努力從事教化工作，對於社會善良風俗的興起有很大的貢

獻；同時孔子更能時時刻刻關心政治，一有機會時就對君王提出正確的治國

之方。例如〈非十二子篇〉說：８７ 

 
 

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

以至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

焉，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

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

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宥坐篇〉則引孔子之言說：８８ 

 

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

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

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哀公篇〉則記載：８９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如何取之邪？」

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

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

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

                                                                                                                                                   

過修養自身道德來感化世人，故我才說荀子所重視的是孔子外王的一面。  
８７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十二子篇〉，頁 232∼233。  
８８ 王先謙，《荀子集解》，〈宥坐篇〉，頁 825。  
８９ 王先謙，《荀子集解》，〈哀公篇〉，頁 839∼840。  

 



第四章  荀子思想中的聖人   161

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

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奧窔」謂室堂之內，「聖王之文章」指聖王之「禮法」，王引之說：「斂」

乃「歙」之誤，「歙然」為聚集之貌。９０言一室之內，座席之上，聖王的禮義

就聚集明備，善良風氣就勃然興起，此明言孔子能以聖王的禮法來教化學生，

所以在對於社會教化具有明顯的效果，這是就實際的社會教化功效來肯定孔子

的。而若將〈宥坐篇〉中孔子之言和《論語》中的記載相比，即可發現孔子在

《論語》中只提出人不論窮達都應固守本分的觀點，但荀子卻加油添醋，甚至

認為孔子是以晉文公自比，事實上孔子曾批評晉文公「譎而不正」９１，所以孔

子是不可能自比這些霸主的，這無疑是荀子藉著孔子之口來為自己的想法作一

說明，同樣的例子亦出現在荀子對於孔子誅少正卯的記載。９２凡此總總都可看

出荀子重視孔子的地方，在於孔子曾對魯國的政治及社會有實際的功效，這正

是荀子重視外王層面的絕佳例證。 

綜合來說，荀子認為一位不得勢的聖人仍應堅守禮義，不但要排斥邪說，

更要主動擔當起社會教化的職責，使得聖王的禮義得以推行於社會。當君王來

問政之時，能以禮義來感悟君王，以期使君王能有合宜的施政。所以在荀子想

法中，一位不得勢的聖人仍必須擔負實際的社會及文化責任，故就荀子的出處

之道而言，聖人是必須有用於世的，一位僅隱居修養自身道德之人是難以被稱

為「聖人」的。 

二、聖人之得勢者－舜、禹 

早在民國十二年時，錢玄同先生就懷疑堯、舜等古聖人不是歷史人物

                                                      
９０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十二子篇〉，頁 232。  
９１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憲問〉，頁 97。  
９２ 孔子誅少正卯之事首見於《荀子．宥坐篇》，根據這段記載，孔子將少正卯視為
小人之桀雄，即對社會秩序及道德倫理造成極大危害的小人，故孔子對他執行「君子

之誅」，司馬遷更對此事做一修飾，使其成為一個完整的故事。然而《論語》並未記

載此事，而且孔子當時也沒有誅殺大夫的職權，因此此事就歷史客觀性而言頗受後人

爭議。那麼思想如此重實證的荀子何以會有此段爭議性如此大記載？我想他正是想藉

由孔子誅少正卯之事來表達自己欲以儒家「禮義」來統一思想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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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說：９３ 

 

 

堯，高也；舜，借為「俊」，大也，「堯」、「舜」底意義就和「聖

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

而已。…堯舜這兩個人，是周人想像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來的；大
約起初是民間底傳說，後來那班學者便利用這兩個假人來「託古改

制」。 

 

換言之，儒者從事歷史敘述時通常並不是為了過去的歷史，他們將過去

的歷史賦予新的意義內涵，用以撞擊「現代」並引導「未來」。所以從歷史

敘述的「目的」來看，儒家的歷史學實際上是一種道德學與政治學。９４孟子

在敘述堯舜等古聖王的事蹟時，無疑是由歷史敘述中來建立「道德」命題的

普遍理則；至於荀子所重視的面向為何呢？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曾加以

點明：９５ 

 

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

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做為三代最高文化典範的周文化，必須透過「君子」才得以彰顯，９６而荀

子所尊貴的「君子」，在不得勢的聖人方面指的是孔子及子弓，荀子著重的是

其「義」（此二人皆能瞭解禮法背後的義理並將其推廣，對於社會文化有莫大

貢獻）；而在得勢的聖人方面指的是舜、禹等古聖王，荀子所重視的面向是其

                                                      
９３ 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編輯部編，《古史辨（一）》（台北：藍燈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 67。  
９４ 黃俊傑，〈儒家論述中的歷史敘述與普遍理則〉，《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頁
73∼101。  
９５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十二子篇〉，頁 234。  
９６ 在第三章中我已指出荀子對於君子的用法有五，其中有一種用法是當「聖人」使
用，此處的「君子」無疑的可解釋為「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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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可知荀子在論述歷史時，著重的是如何建立「政治」命題的普遍理則。

那麼舜、禹這些古聖人何以能成為得勢聖人的代表？「舜禹之制」為何？以下

就透過荀子對這兩人在「內聖」及「外王」兩方面的論述來尋求答案。 

 

如前所述，荀子認為聖人都是「積學」而來的，故古代的聖王在本性上與

常人相同，他們之所以能成為「聖王」，不在於他們具備天子之位，而在於他

們能透過不斷學習，進而發揮自己能知能識之心，使自身具備「公、明、端愨、

通、誠信、神」等美好的德行及智慧來感化天下之民，９７故荀子的思想脈絡仍

是「以聖為王」而非「以王為聖」的。９８換言之，荀子亦強調聖王必須重視修

養自身道德，因為「內聖」乃是「外王」的基礎。故〈性惡篇〉說：９９ 

 

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

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

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
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

之所積而致矣。 

 

                                                      
９７ 〈不苟篇〉說：「公生明，偏生闇，端愨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
。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171∼172
。可知荀子認為聖人具備「公、明、端愨、通、誠信、神」等美德，故能教化天下之

民。  
９８ 在第二章之中，可看出荀子仍是強調「道尊於勢」的，換言之，荀子雖然重視外
王的事功但他並不因而偏廢於內聖的要求。荀子亦將此精神延升到其「聖王」觀念，

所以荀子一方面說：「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

極矣。」王先謙，《荀子集解》，〈解蔽篇〉，頁 665。似乎將「聖」與「王」同等
看待，但他又說：「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

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篇〉，

頁 316∼317。強調王者的「品德」才是使天下人心誠悅服的主因，荀子更在〈儒效
篇〉中以「湯武」和「桀紂」為正反例證說明「王」天下的基礎在於「內聖」的道德

修為而非外在的權位。由此我才判定荀子是「以聖為王」而非「以王為聖」的。  
９９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惡篇〉，頁 716∼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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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略篇〉則記載：１００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故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

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

於西王國。 

 

〈正論篇〉則云：１０１ 

 

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

能分；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

人莫之能王。 

 

〈堯問篇〉亦曾記載堯舜之間關於「內聖」與「外王」問題的問答：１０２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

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

賁於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 

 

荀子認為人可以向善在於「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

義法正之具。」亦即人人都具備「認識」的能力。故人只要願意去透過學習

去認識正確的「術」（禮義制度），則能不斷增進自身的智慧與道德，達到

「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于四海」的境界。而舜、禹等古聖王本身正是此

種「化性起偽」的最佳典範，也因他們本身「內聖」的道德修為和智慧能做

到「至彊」、「至辨」、「至明」的境界，因此才治理「至重」、「至大」、

「至眾」的天下。故在「內聖」方面，這些古聖王所依據及創制的禮義之道

                                                      
１００ 王先謙，《荀子集解》，〈大略篇〉，頁 775∼776。  
１０１ 王先謙，《荀子集解》，〈正論篇〉，頁 552。  
１０２ 王先謙，《荀子集解》，〈堯問篇〉，頁 85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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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後人在「化性起偽」時所應遵循的唯一標準。 

 

由此看來，荀子亦不否認「內聖」的必要性。不過比起孟子而言，荀子的

「內聖」只是「外王」的起點，他的主要關懷點還是放在「外王」的政治社會

之上，這可由以下兩點得到論證：首先荀子雖然強調聖王在「內聖」修養的重

要性，但在「仁義」的定義上，荀子已和孟子不盡相同，較偏於「知」的層面。
１０３故在荀子論述舜禹等聖王時，都刻意強調他們所流露出來的「智慧」光輝

及政治功效。例如〈解蔽篇〉即記載：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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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相篇〉則說：１０５ 

 

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 

 

荀子所說的「大人」和「聖王」名異實同（舜即為例證），荀子認為「大

人」能做到「虛壹而靜」的工夫，故能具備大清明的心（聖心）並以此經理天

地而給予萬物適當的分位，使萬物能為人所用進而使天下平治。荀子更以「恢

                                                      
１０３ 荀子所說的的「仁義」和「禮義」是相互滲透的，而且其終極關懷是在政治的治
理上。故荀子在〈彊國篇〉中說：「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上安於

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

次之。古者禹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

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525∼526
。可看出荀子認為古聖人彊國之本在於「禮義」，在本論文第三章注 66 中也有針對
荀子「仁義」和「禮義」的關係加以探究，故此處不再贅述。  
１０４ 王先謙，《荀子集解》，〈解蔽篇〉，頁 651∼652。  
１０５ 王先謙，《荀子集解》，〈成相篇〉，頁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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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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形容聖王在「虛壹而靜」的修為下所展現出來的大清明之心能

上通於神明，故不會為外物所「蔽」。１０６ 

 其次，荀子還花了相當的篇幅說明這些聖王在政治社會制度方面一些原則

性的「理念」，這亦是荀子十分特殊之處。例如〈非十二子篇〉說：１０７ 

 

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

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 

 

〈王霸篇〉則云：１０８ 

 

人主胡不廣焉，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若是，則人臣輕職

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功壹天下，名配

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  

 

在〈富國篇〉中則說：１０９ 

 

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

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

                                                      
１０６ 必須指出，荀子所說的「神」事實上並非指神秘不可測之神明，而是指國家的平
治而言。例如荀子在〈不苟篇〉說：「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

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王先謙，《荀子集解》

，頁 164∼165。此段中的「神」字李滌生注曰：「即中庸『至誠如神』之『神』。
」北大進一步注曰：「『神』是指各方面都得到很好的治理。」可知荀子所說的「神

」必須落實到人世的教化之上，重點在「化」。  
１０７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十二子篇〉，頁 233∼234。  
１０８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霸篇〉，頁 401∼402。  
１０９ 王先謙，《荀子集解》，〈富國篇〉，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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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

餘。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 

 

〈成相篇〉中更詳盡說明了古聖王的治績及傳承之道：１１０ 

 

 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

賢，以為民，泛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

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聖賢，適不遇世，孰知之？堯不德，舜

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

尚得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

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夔

為樂正鳥獸服；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

害逐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為民

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

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

光。□□□□，道古賢聖基必張。 

 

荀子贊許這些聖王在「制度」方面提供了幾項重要的「理念」：首先這

些聖王都能強調「尚賢推德」的重要性並加以落實，故能形成「群道當」的

和諧社會。而在政治上他們都能傳承「天下為公」的政治精神，將天下交給

最賢能的人治理，使得人民得以永遠處於安和樂利的生活中。１１１由此看來，

                                                      
１１０ 王先謙，《荀子集解》，〈成相篇〉，頁 741∼744。  
１１１ 荀子在〈正論篇〉中提出所謂的「無讓說」，他認為：「天子者，埶位至尊，無
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震動

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

…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
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王先謙，

《荀子集解》，頁 562∼569。荀子認為，天子之位並非可私相授受的，其正當性及
合法性必須以「民心」為依據，能得民心者才能得天子之位，失去民心者乃是「獨夫

」，連稱為「君」都不配，更不可能有資格統治天下。故堯舜的傳位不能叫擅讓，只

是以聖傳聖，

 
由此亦可看出荀子論天子之位時重視的是其道德品行而不論其地位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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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終極的政治理想乃是「天下為公」的政治制度。 

                                                                                          

 

其次，為了避免「人去政息」的弊病，聖王必須為天下培養最好的統治

者，因此除了「尚賢推德」來提拔人才之外，他還必須對繼承者負起「考核」

的工作。在第二章中，我已點出荀子主張以「禮義」來考核政府官員，而在

「成相篇」中荀子則進一步說明了堯如何來考核舜，此即「妻以二女任以事」

一句：「妻以二女」指的是「人倫」之事；「任以事」指的是「政治」之事。

荀子在〈大略篇〉中曾說：「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
１１２可知荀子認為「夫婦」乃「五倫」之本。故堯對於舜的考核首重「人倫」

問題之解決，１１３當舜能妥善處理好「人倫」問題之後，堯接著將政務交與

他處理，觀察其處理政務的才能。當舜這兩方面都能表現出傑出的能力之

後，堯就將天子之位交與舜，建立了「天下為公」的政治制度。而此種「理

念」亦為舜所繼承並傳給了禹。由此可看出荀子將「尚賢使能」及「天下為

公」等政治理念視為聖王所一脈相傳的「道統」，此和孟子以「仁義」之本

心作為聖王道統的想法完全不同。 

再者，在荀子的心目中，一位聖王一定要能做好「保民」、「養民」的

工作。因為人民是國家組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設立「君王」一職的主因。
１１４那麼要如何做好「保民」、「養民」的工作？對此荀子由「政治」和「經

                                                         

。  
１１２ 王先謙，《荀子集解》，〈大略篇〉，頁 687。  
１１３ 〈勸學篇〉說：「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
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127。〈天論篇〉亦云：「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
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王先謙，《荀子集

解》，頁 540。由此皆可看出荀子將「人倫」之道視為「禮義」制度的基礎。  
１１４ 荀子以「水」和「舟」來說明人民和君王之間的關係，他說：「馬駭輿，則君子
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

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篇〉，頁 309。「選賢良，舉篤敬」是管民之道
，「興孝弟」是教民之道。荀子認為成員主體在主體共同體中的地位並不是一成不變

的。在一定的條件下，成員主體在功能和地位上會發生變易。所以他以一再告誡國君

：如果他們不能給臣民以利益，不能使百姓安心於自己的地位上，就等於為自己失去

對國家的統治而為別人統治提供了條件。

 
故君王有惠民的權力與義務，民眾亦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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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兩方面著手，荀子認為除了要透過政治力來做好「尚賢使能」、「明群

定分」的工作外，在經濟上則必須做好「開源節流」的工作。荀子認為「人」

和「天」是分工合作的，天的本職在於「生」萬物，人的本職則是在「治」

萬物，故國家的治亂決定於「人為」，和天沒有關係，人只要盡力於人事，

自然能有豐富的收穫而不必擔心天災的發生。至於「開源節流」的最好方式，

則在於「節用以禮」及「裕民以政」。荀子在〈富國篇〉中對此有詳盡的說

明：１１５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禮者，
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諸侯

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

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

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

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時臧餘，謂之稱數。故自天子通於庶人，

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

也。輕田野之賦，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

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 

 

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

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

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

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 

 

荀子對於人性雖然悲觀，對於經濟生活卻樂觀。他相信「裕民」之政策

可使物質生產無限度增加，故富國之關鍵不在減低慾望而在擴張供給。１１６因

此聖王的主要工作就是順應時節的變化，使萬物各得其時而能供給民眾衣食

生活之所需，同時透過政治力量做好「分」的工作，使人的欲望能在合宜的

                                                                                                                                                   

君王教導的權力與義務。雙方各「安」其位方可使國家長治久安。  
１１５ 王先謙，《荀子集解》，〈富國篇〉，頁 344∼346 及 368∼369。  
１１６ 相關的論證可參見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一）》，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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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得到滿足，如此百姓必會努力於物質的生產而使國家富強。簡言之，

政府本身要以「禮」來控制政府的支出，如此就能減少政府的浪費進而減少

人民的賦稅；對於人民財富亦要以「禮」來分配，既不奢侈浪費也不吝嗇鄙

陋，如此必然能達到足民富國的目標。由此可看出荀子的經濟政策是以「禮」

為中心思想的，此種經濟制度類似現代計畫經濟的理念，但是是以「保民」、

「養民」為出發點的。 

最後，聖王不只是能「保民」、「養民」而已，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化

民」，使百姓都能接受禮義的教化而去惡向善，形成良善的社會風氣。故〈正

論篇〉說：１１７ 

 

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

化順之。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堯舜者、天

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

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嵬說。羿蜂門者、天下之

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微；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

能以辟馬毀輿致遠。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化。何

世而無嵬？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學者受

其殃，非者有慶。 

 

〈性惡篇〉則說：１１８ 

 

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

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

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 

 

                                                      
１１７ 王先謙，《荀子集解》，〈正論篇〉，頁 569∼570。  
１１８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惡篇〉，頁 717∼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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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強調堯舜等古聖王皆是天下最善於教化之人，因此當時的百姓皆能

「化性起偽」而具備極高的道德水準。但荀子亦承認人具備「自由意志」，因

此有些「嵬瑣之人」是不願接受聖王教化的。（例如堯舜之子）１１９那麼聖王

要透過何種方式來教化百姓的呢？荀子認為必須推行以「禮法」為主要內容的

教育制度，並以「刑法」來輔佐，荀子說：１２０ 

 
 

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 

 

〈成相篇〉說：１２１ 

 

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 

 

〈大略篇〉則記載：１２２ 

 

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

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

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１１９ 堯舜這兩位聖王卻都有不肖之子，這實在是對於堯舜善於化民的一個極大的諷刺
。那麼要如何解釋堯舜何以不能教化其子？對此問題荀子採用演繹的方式，他認為個

別的例外不足以打破普遍的真理。但反過來說，只要有個別的例外存在，此種真理就

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故荀子對於堯舜何以不能教化其子所做的解釋是有缺憾的。但

我想荀子由此更加確認了「刑法制度」的必要性，因此他強調對於不受教化者一定以

「刑法」加以處分，如此民心自然能去惡向善。關於堯舜教民的相關論述可參見王文

亮，《中國聖人論》，頁 332∼338。  
１２０ 王先謙，《荀子集解》，〈勸學篇〉，頁 119。  
１２１ 王先謙，《荀子集解》，〈成相篇〉，頁 740。  
１２２ 王先謙，《荀子集解》，〈大略篇〉，頁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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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保愛曰：「在國中之謂『大學』，在鄉黨之謂『庠』，在郊遂之謂『序』。」
１２３荀子認為古聖王實行的是「先富後教」的政策，而「人倫之道」則是聖人

設教的根本。聖王在各地普設學校來推廣教育，並以人倫道德教育人民，使他

們知道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道理，使人民

能脫離禽獸般的本性而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從而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這

樣，如果還有違反社會習俗，破壞社會風氣者，就會遭到人民的反對，在這樣

的基礎上加之以「刑」，人民就會覺得被「刑罰」是莫大的恥辱。１２４同樣的，

在人民都能重視道德、遵守禮義的前提下加之以「賞」，人民就會覺得受「獎

賞」是莫大的榮譽。這樣，「刑」與「賞」在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也就更能起

到教化社會的作用。由此看來，荀子主張在「明禮義以教化」的同時，還必須

「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荀子雖然重視教化，但他也不忽視「法」

對禮教的輔助功能，「禮」、「法」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綜合以上論述，可看出荀子在論述不得勢的聖人時，著重的仍是他們在社

會政治上的實際功效；而在得勢的聖人方面，荀子雖然強調他們在「內聖」方

面的修為，但這並不是荀子思想的重心，他對得勢聖人的推崇在於他們能夠將

「禮義」作為施政的中心理念，並將此一理念具體的落實在政治及社會制度

上，使得後代君王在建立合宜的政治社會制度時能有具體的目標。荀子此一論

述對於缺乏「理性架構作用」的儒家學派而言可說是一項突破，也使「內聖」

通向「外王」成為可能。 

 

                                                      
１２３ 李滌生，《荀子集解》，頁 616。  
１２４ 在荀子的思想中，「遊俠」和「思想犯」這兩類的人因為不遵守「禮義」或對「
禮義」提出懷疑，因此對於聖人在實施禮義教化上具有莫大的破壞性，故必須處以「

極刑」。例如〈榮辱篇〉即說：「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

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

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

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人之有鬬

，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176∼178。戰國時代有所謂的「遊俠」，他們重視私人情誼重於國家利益，常從事私
鬥，荀子深惡他們「以私害公」之行為，故主張聖王必須以嚴刑處分此類人士。又如

前面所說孔子誅殺少正卯之事，亦為荀子主張誅殺對禮義有所懷疑的思想家之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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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荀子聖王思想的特殊之處 

     

 

在多元性的社會結構之中，因為任何利益團體和和政治代表都不可能擺脫

其他利益團體的制約，因此如何透過「制度」來使各利益團體達成良性的互動

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故「制度」成為國家重要的一環；而在一元性的社會

結構之中，既定的權力系統往往以共同體唯一代表的面目出現，這種權力系統

及其代表人物通常不需要面對有實質意義的外在約束，因而其意志、觀念對社

會就具備決定性的影響力，反映到政治理念上，就是對於政治領導人品德的極

端重視。在這種社會結構之中，即使有普遍性的規範或制度，由於沒有反對的

政治力量的支持，因此難以發揮其在多元社會結構體系中那種有效的約束作

用。就中國文明和歐洲文明相比，中國始終沒有建立起代表不同利益階層的政

治力量同時共存的權力格局，處於合法地位的政治集團永遠是唯一的，代表整

個天下從事組織領導活動。因此中國式的政治理論大多認為在保證權力者人格

品質的前提下，應該允許他們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採取必要的手段，而不應該

用僵化固定而毫無人情味的「規則」來約束「好」的統治者。１２５基本上，荀

子的思想並未脫離中國此一社會結構，因此他雖然對於「制度」上的構建做出

重要的突破，但在其客觀化的制度設計之下，居於樞紐地位的仍是德位兼備的

「聖王」。荀子說：１２６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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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論篇〉亦云：１２７ 

 

                                                      
１２５ 關於多元性及一元性社會結構的論述乃參考韓德民，〈荀子的理想人格論〉，《
孔孟學報》第 78 期，頁 219∼222。  
１２６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相篇〉，頁 209∼211。  
１２７ 王先謙，《荀子集解》，〈禮論篇〉，頁 596∼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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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

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

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

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

廣之極也；聖人者，人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無方

之民也。 

  

〈性惡篇〉則說：１２８ 

 

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

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禮的作用如同「繩墨」一般，可「矯正」人偏邪不正的行為，進而使人趨

向「中正之道」，故荀子所說的「禮」事實上是一種「工具」，既然是「工具」，

就必須由「人」來創制及操控，在荀子的想法中，創制及操控此一工具的人正

是「聖王」。換言之，在荀子思想中，荀子所說的「聖王」和「禮義制度」之

間存在著「共時涵攝」的關係，聖王起初雖是「禮法」來改變本性，但隨著聖

人不斷的「積思慮」、「習偽故」之後，聖王最終亦可應時勢所需而創制禮法，

故追根究底，「聖王」實為荀子思想的價值根源之所在。１２９在前面的論述中，

                                                      
１２８ 王先謙，《荀子集解》，〈性惡篇〉，頁 708。  
１２９ 故〈儒效篇〉才說：「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
。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282。「管」乃樞要之意（
動力所在），聖人是歷史文化之代表，而聖人之學即是儒學。「道」渺茫而不可測，

故必須寄託在具體的聖人身上方得顯現其效用，故「聖人」實為荀子價值的根源所在

。然而勞思光先生曾提出一個疑問：如果人性本惡，那麼禮究竟從何而來的呢？荀子

一方面說：「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一方面又說：「凡人之性者，堯舜與桀跖，

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這實在是荀子思想糾結之所在。勞思光，《

中國哲學史（一）》，頁 318∼325。換言之，荀子的性惡論就在邏輯上出現了矛盾
。聖人、君子是不是人？如果是人，那麼他們的本性是不是惡的？如果是惡的，那麼

他們制定禮的規範觀念是從哪裡來的？如果說是他們頭腦中自生的，那麼他們的本性

 
還是惡的嗎？在這裏，荀子實際上使自己的理論陷入困境。不過在第一章注 42 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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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具體的例子來論述了荀子對於聖人的要求，也可看出荀子理想中的聖人當

是德位兼備的「聖王」。１３０然而《荀子》一書中屢言「法後王」，舜禹二人

似乎又非後王的代表，故必須再深究荀子所說的「後王」所指為何，方能得出

荀子思想中「聖王」的完整面貌。再者，荀子所說的聖王是以「智」成德的，

此看來似乎偏向西方「重智」的系統，但荀子的思考模式又未脫離中國的社會

結構，和西方似乎不太相同，故本文擬透過柏拉圖的「哲王」和荀子的「聖王」

的比較研究，以找出荀子思想的特異之處。 

一、荀子「法後王」之思想 

 

在荀子的思想體系中，他的「法後王」與「性惡論」一樣，是一個頗具原

創色彩的主張。學界對他這一思想也多有論及，但一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荀子何以要「法後王」？「後王」所指為何？「後王」的貢獻為何？若能針對

這些問題加以探究，當能對荀子所說的「聖王」有進一步的瞭解，進而掌握荀

子的思想重心。首先，荀子何以主張「法後王」？荀子有自己的解釋：１３１ 

 

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

禮而褫。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

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 

 

如同於孔子所說的：「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１３２荀子亦認為由後王之道可以推知百王之道，在荀子的想法中，

歷史是不斷發展的，古代的事情荒遠無從考查，只有後王的制度、事蹟，才是

明白可見的。他曾對秦國在商鞅變法後所取得的各方面的進步，給予高度的讚

揚，說它接近於「治之至」的境界。故他要求諸侯各國，應該「審後王之道」

                                                                                                                                                   

針對荀子何以有此矛盾做出說明，故此處不再贅述。  
１３０ 在前面的探究中，我已由「得勢」與「不得勢」聖人兩種面向來探究荀子的「成
聖之道」及其對於「聖人」的具體要求為何，也可看出在荀子思想中，大概把修養有

成而不得勢者名之為「聖人」；若修養有成且得勢者則稱之為「聖王」或「王者」，

因此在荀子想法中，「聖人」、「聖王」、「王者」實為三位一體的觀念。  
１３１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相篇〉，頁 211∼212。  
１３２ 朱熹集註，《四書集註》，〈為政〉，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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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應當世之變」。１３３由此看來，荀子是反對厚古薄今的，此無疑反映了荀

子重經驗的性格。 

其次，荀子「後王」所指為何？尹曉彬先生曾將前人的說法歸納為六種，

並提出荀子所言「後王」本義特指「周公」這一新論。１３４要探究此一問題，

首先必須瞭解荀子對於「後王」在時間範圍上的規定。荀子曾說：１３５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

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 

 

〈王制篇〉則記載：１３６ 

 

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

不雅。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非

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

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 

 

〈非相篇〉則說：１３７ 

                                                      
１３３ 北大哲學系，《荀子新注》，頁 625。  
１３４  尹 曉 彬 ， 〈 荀 子 「 後 王 」 本 義 新 探 〉 。 刊 於 Confucius2000 ， 網 址 ：
http://www.confucius2000.com/index.htm。至於尹先生所歸納的六種分別是：（一）「後王」
指「近時之王」或「當今之王」。唐楊倞注《荀子》時最先提出，此說在「評法批儒」運

動中曾被廣為認同。（二）「後王」指周文、武王。清代學人持此論者較為普遍。（三）

「後王」是指相對于開創之王的守成之主。最早見於劉師培，廖名春教授贊同此說。（四）

認為「後王」並不特指某個現實人物，只是荀子構想的一個理想人格。學者王傑是這一持

論的典型代表。（五）「後王」是指「先王」「百王」序列中的後者。現代學者楊太辛持

此論。（六）認為「後王」是指孔子。近代章太炎獨樹此論。 
１３５ 王先謙，《荀子集解》，〈正名篇〉，頁 671∼672。  
１３６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篇〉，頁 317∼318。  
１３７ 王先謙，《荀子集解》，〈非相篇〉，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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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

非無善政也，久故也。 

 

 
荀子將「三代」和「後王」對舉，可知荀子認為制訂各種制度的依據以「三

代」為主，欲效法聖人則以「三代」的「聖王」為主。再參照〈非相篇〉的記

載，可知「五帝」及「禹湯」的歷史事蹟荀子皆認為已經「久故」了，故他所

說的「後王」在時間上的確較偏向「周代」。那麼我們是否可說「後王」單指

「周公」呢？我認為「周公」無疑的是後王中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但若說「後

王」只專指「周公」則不免太過狹隘。因為由以上的引文來看，荀子所說的「後

王」在不同的脈絡下有不同所指，而且荀子在論述「後王之成名」及「王者之

制」時其實強調的是歷史的「傳承性」，除了上述的引文皆有此種「傳承」的

意味之外，在〈儒效篇〉中荀子亦曾說：１３８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
而能揜跡于文武。周公歸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因天
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主枝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非

聖人莫之能為。 

 

〈仲尼篇〉則記載：１３９ 

 

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

安以無誅矣。 

 

「遂」、「卒」二字點出荀子認為周公的主要貢獻在於「完成」了文武之

事業，並將此「道」傳承給成王，而文武之道亦是前有所承的。換言之，在荀

                                                      
１３８ 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篇〉，頁 257∼261。  
１３９ 王先謙，《荀子集解》，〈仲尼篇〉，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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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心目中「粲然明備」的「周文」是歷史累積的結果，故荀子所說的「後王」

實難以說是專指何人，不妨視為荀子在從事歷史敘述時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圖

像即可。將此「傳承」的觀念加以延伸，荀子究竟是「法後王」還是「法先王」

的問題亦得到了解決。１４０簡言之，荀子所說的「法先王」和「法後王」亦非

斷裂的兩端，荀子認為「禮義制度」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要因時制宜的，但

唯有具備「舉類應變」智慧的「後王」方能以先王的「禮義」為基礎來制訂合

乎時代需求的「制度」，所以荀子的「法後王」是在「法先王」的效法方式的

意義上提出來的，「法後王」和「法先王」雖然共同構成了荀子的政治思想，

但二者並不完全在對等的層面，「後王」和「先王」、「百王」之間構成一種

「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的推知關係，「法後王」只是「法先王」

的途徑和手段，「法後王」只是為了更好地「法先王」。而此亦使荀子在修改

「後王之制」時具備了「正當性」的基礎而不至於流於無根之說。１４１ 

最後，荀子所說的「法後王」是如何效法的問題，在前面的論述中，我已

點出了荀子所傳承的「聖王之道」偏向「制度義」，而由〈王制篇〉的記載看

                                                      
１４０ 荀子除了提出「法後王」的主張之外，又屢言「法先王」，例如〈非十二子篇〉說：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229。〈儒
效篇〉亦云：「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王先謙，

《荀子集解》，頁 292。荀子究竟是「法先王」還是「法後王」？對此許多注解者亦感到
迷惑，故在《荀子》一書的若干舊注中，將荀子的「法後王」和「法先王」說成是同一回

事，例如楊倞在注解「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時就

說：「以淺持博，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為後王，以古持今當為以今持古，

皆為傳寫誤也。」清人劉台拱也贊同楊說「先王當為後王」，並進一步補充說「後王謂周

也」。不過他卻不贊成楊注「以古持今當為以今持古」之言，他說：「以古持今亦謂以文、

武、周公之德持今世，楊謂當為以今持古，非。」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292。廖名
春先生指出，楊倞的說法有兩點矛盾：一是「以淺持博」、「以一持萬」與「以今持古」

在形式及內容上的矛盾；二是「以淺持博」、「以一持萬」與「法後王」語意相對立的矛

盾。由此看來，荀子所說的「先王」和「後王」當是不同的。 
１４１ 蕭公權先生曾指出，在孟子之時，文武方策皆已殘缺不全了，那麼晚於孟子出生
的荀子如何得見周禮之全？故荀子所說的後王必非孔子所知的文武，其治法內容以多

雜有戰國之成分。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頁 105∼106。由此可知荀子的法
後王是為了表達其心目中的理想制度，並非全然拷貝「後王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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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荀子所說的「法後王」即效法夏、商、周三代的具體制度，但荀子尤其偏

重於周代的制度。故〈禮論篇〉才說：１４２ 

 

故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 

 

 

「尊尊」、「親親」之義乃是西周禮樂封建制度的兩大支柱，故荀子所說

的「法後王」主要當指效法周代的禮樂封建制度。但荀子區分社會等級的依據

和標準乃是「禮」或「禮義」，具體的做法則是「德以敘位，能以授官」，使

得「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１４３如此自然能「無德不貴，無能不

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１４４從荀子理想的政治目

標來看，他已經把確定等級秩序的標準「禮」具體落實為「德」與「能」。在

這種新的等級秩序之下，士農工商，百官百吏，各司其職，各盡其力，各安其

分，各得其宜，這就是荀子所謂的「王者之政」。根據這樣的政治理念，社會

的等級和人的「德」與「能」是成正比的，這實際上是人們之間競爭的結果，

並通過競爭不斷保持著一種動態的平衡。而人們賴以競爭的資本，既不是血緣

和出身，也不是暴力與詐偽，而是通過教育和個人努力而獲得的「德」與「能」。

「德」與「能」標誌著人們對社會的貢獻或可能作出的貢獻之大小，而社會則

通過「爵」與「祿」對此予以認可和回報。這樣一種社會機制，於不平等中見

平等，具有一定的公平性和合理性。１４５ 

                                                      
１４２ 王先謙，《荀子集解》，〈禮論篇〉，頁 624。  
１４３ 王先謙，《荀子集解》，〈富國篇〉，頁 346。  
１４４ 王先謙，《荀子集解》，〈王制篇〉，頁 318。  
１４５ 徐復觀先生亦曾指出，荀子以「分」言禮，所謂「治禮義以分之」。「分」是依據

一種標準將各種人與事加以分類，於是因「分」而有「類」，「類」是「分」的結果。分

類之後，各以類相「統」，故又稱「統類」。「分」、「類」、「統類」是荀子思想中三

個最基本的概念。這三個概念就人身上來說，總稱之「倫」，見之於設施上，稱為「制」，

「人倫」是天然的分類，故重點在各盡本身的義務；在政治制度上，階級分類的標準則是

「德、能、技、職」等。授官的標準在「德」與「能」，此可以以自己力量得到，故社會

各成員都具備自由上進的機會。詳見徐復觀編著，《學術與政治之間（甲）》（台中：中

央書局，1956），頁 159∼166。有關於荀子對於官員的要求我在第二章討論荀子的官僚制
度時亦有詳細的論述，亦可與此處互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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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來說，荀子之所以強調「法先王」，在於「先王」乃至仁至聖的偶像，

所以荀子認為必須取法先王來「立心」；但先王之道已久故而難徵，因而在實

際的政治社會制度上不得不取法近世之「後王」。然而不論是「法先王」或「法

後王」，荀子的「現實關懷」其實是出於重建政治及社會新秩序的要求，對此

荀子採取了西周封建制度的「外在架構」，但將其「內在精神」由「血緣」轉

化為「德」與「能」，由此來建立起他心目中「群道當」的政治及社會等級。

因此荀子主張「法後王」的目的其實並非恢復「舊制度」，而是建立起能因應

時代需求的「新制度」。故荀子所說的「聖王」既非專指「先王」，亦非專指

「後王」，而是指一位能實施荀子理想的禮義制度的「王者」。 

二、柏拉圖「哲王」和荀子「聖王」的比較研究 
 

鄒文海先生在其西洋政治思想史稿中，論及柏拉圖生平時指出：１４６ 

 

他在西洋思想史的地位言，他實等於我國的孔子。二千年來，始終為人

推崇而不衰。在西方思想家中，沒有人能與他抗衡，這與孔子的被尊為

儒家的大宗師，其相類似者一。他第一個創立學院，専門訓練高級顧問

人才，開以後大學的先河……這與孔子有三千弟子及開創學校制度，其
相類似者二。孔子述而作，……若不立體系是不作，那麼柏拉圖也是述
而不作的。 

 

由此看來，柏拉圖在西方思想界實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柏拉圖之中心思

想乃直承其師蘇格拉底之學說而來。蘇氏之名言「知識即道德」，故柏氏一如

其師，教人「愛智」為其思想之重心，此和孔子以「仁」成德的思想有很大的

不同，似乎較偏向荀子以「知」成德的觀念，因此探究柏拉圖和荀子的異同或

許更能發覺東西方觀念的相近及相異之處。但因兩氏的思想博大精深，本文不

可能詳盡探究兩氏全部的思想，故以下擬就柏拉圖的哲王思想和荀子的聖王思

                                                      
１４６ 鄒文海，《西洋政治思想史稿》（台北：鄒文海先生獎學基金會，1972），頁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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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作一大略比較，以求管窺蠡測之效，進而探究中西思想之差異所在；至於在

文本方面，則以《理想國》及《荀子集解》為主。１４７ 

 

首先，他們兩人都十分重視國家整體的利益，他們都強調人生下來就「需

要」他人的幫助，有社會性的需求，因此只有透過「國家社會」的力量才能促

進人和人之間良好的互動。至於達成良好互動的關鍵，在於建立起「德位相符」

的階級社會，使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有其適當的位置，並讓道德知識最高之人成

為國家的統治者，故他們所說的「正義」或「禮義」的主要任務是在團體裏建

立秩序，促進統一，使每個人均能佔適當的位置，各盡適當的職務而不越俎代

疱，使團體裏的個人或階層能協調及融洽，使個人與團體間及個人與其他個人

間的關係正常化、合理化及合法化。例如柏拉圖就認為一般人往往不瞭解那些

需要該滿足那些不該滿足，也不知道怎樣合作才能鑄造出一個完美的「整體的

幸福國家」。因此他一再強調除非國王變成哲學家或哲學家成為國王，否則國

家將難以避免苦難。他更借用腓尼基人的傳說來論證此一理論的合法性：柏拉

圖把人按天賦分為黃金、白銀、銅鐵三等。他用金、銀來喻人的天性中的智性

部分，用銅鐵喻人的感覺欲望。他認為，從具有金子般最佳天賦的人中間可以

產生出哲學家，他們是眼睛盯著真理的愛智慧的人，掌握著最高知識，應該成

為國家治理者。天賦稍差能掌握部分知識的應擔當國家保衛者的重任。天賦最

差、心智被各種感覺欲望所遮蔽而無法接觸任何真知的人，其職責是從事生產

和商業，服從治理者和保衛者的統治。在柏拉圖眼裏，作為希臘四德之一的「節

制」便是：１４８ 

 

天賦智愚兩型人，對那一方應該在國家或個人裡面佔到上風的問題，達

到了諧和。 

 

                                                      
１４７ 本文在做荀子和柏拉圖的比較時，受到錢師霖、曾仰如及張海燕先生甚多啟發。
詳見錢師霖，〈柏拉圖哲王與孔子聖王思想之比較研究〉，《嘉南學報》第 22 期（
台南：私立嘉南藥理學院，1996），頁 221∼231。曾仰如，《柏拉圖的哲學》（台
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2）。張海燕，〈柏拉圖《理想國》與《禮記．禮運》的烏
托邦思想比較研究〉，（石家莊市：河北學刊，1995），頁 32∼37。  
１４８ 國立編譯館主編，侯建譯，《柏拉圖理想國》（台北：聯經出版社，2004），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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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能以智性、以精神去統馭感覺欲望的人，便是具有節制美德的人。柏

拉圖把這頗帶禁欲主義色彩的節制美德延伸到國家的結構上，便產生出「正義」

法則：所謂正義，就是「一個人祇應當從事一種最合他的天性的行業」。１４９倘

若彼此互換位置和職務或一人兼行所有這些職責，就破壞了正義法則而將導致

國家毀滅，這就如神讖所示：「國以銅鐵之人守國者必亡。」１５０所以國家應

該按道德知識修養的高低來安排社會中階級的高低，使每個人在國家中執行一

種最適合他天性的職務，才算是一個正義的國家。同樣的，荀子亦強調國家的

起源在於滿足人的需求，１５１而國家社會能平治的前提是「德必稱位，位必稱

祿，祿必稱用。」１５２，認為先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

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穀祿多少厚薄之稱，是

夫群居和一之道也。」１５３可知柏拉圖和荀子皆強調社會分工的必要性，同時

他們亦相信唯有使具備最高道德知識的人來領導國家，社會的分工合作才有可

能，國家才能長治久安。故他們所說的而「哲王」或「聖王」正是社會能否達

成「各盡其份，各盡其才」的關鍵所在。 

其次，要如何培養他們心目中的「哲王」或「聖王」呢？如何使百姓願意

心甘情願的接受「哲王」或「聖王」的統治呢？對此柏拉圖和荀子都不約而同

的提到「教育」是唯一的方式，尤其「倫理」教育更是達到此目的的最好方法。

不僅統治階級要由「教育」來培養，同時透過「教育」亦能使人民能自動自發

及自由自主地聽從治者的指導及擁有發自內心的守法精神。也因此在柏拉圖和

荀子的政治哲學裏，「教育」佔極重要的一頁。故兩氏都十分強調「教育」的

                                                      
１４９ 國立編譯館主編，侯建譯，《柏拉圖理想國》，頁 186∼187。  
１５０ 國立編譯館主編，侯建譯，《柏拉圖理想國》，頁 158。  
１５１ 故荀子在〈禮論篇〉中才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
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

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583。荀子從「經濟」的角度說明了禮的起源，他提出有
群體就必須有「區別」，故先聖王制定了「禮義」來調和「慾望」和「物資」間的衝

突。在荀子的想法中，「禮」不出於「宗教」，而出自於「人欲」，故「禮」是後天

形成的，是出於人本身社會性的需求而產生的。  
１５２ 王先謙，《荀子集解》，〈富國篇〉，頁 346。  
１５３ 王先謙，《荀子集解》，〈榮辱篇〉，頁 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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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而在教育的「內容」上，他們也都主張教育必須有一固定的範圍，並對

不利其思想的學說都表現出排斥的態度。例如柏拉圖曾說：１５４ 

 

 

如何教育我們的英雄們？…這種教育分成兩個部分：體操鍛鍊體格，音
樂陶冶靈魂。…我定要先教音樂，後教體操。…任何事來說，開始都是
最重要的，特別是對幼年人，因為這個時候，正是養成性格，優良印象

最容易深入的階段。…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檢查制度，檢查故事的作
者，讓檢查人員接納一切內容正當的虛構故事，擯除一切壞的。…小孩
子最先聽到的，一定是道德思想的楷模。…神祇並非造成一切的，而祇
促成善的事物。…神祇並非變化原形的魔法師，也不以任何方式騙人。…
我們豈不應該要求詩人，要在他們的作品裏表達善的意象，而如果他們

表達了別的，就罰以驅逐他們出境。…教授這兩者，所想的主要是靈魂
的革新。…人性既然有兩種原則，精神血氣和哲學愛知的，我不妨說，
某位神祇就給了人類兩種藝術來配合他們，以便使那兩種原則，可以或

張或弛，以臻適當的和諧。…要使政府持久，我們的城邦永遠需要這樣
的領袖。 

 

在柏拉圖心目中，教育既是把天性優秀的人塑造成合格統治者的唯一途

徑，也是創造一個「和諧協調的幸福國家」的唯一手段，因此教育是完美國家

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但是並非任何教育皆可適用，正確的教育應該引導人們走

向「真實」與「良善」。為了達到此一目的，柏拉圖把對青年的教育訓練分為

兩部分：先以音樂（「音樂」不僅指歌唱和演奏，還包括詩歌和戲劇）陶冶靈

魂，再以體操鍛鍊體格；在教育內容上，首先要建立檢查制度，審查過去已有

的東西，讓檢查人員來過濾出內容正當的虛構故事，擯除一切壞的。在去除這

些不良的思想後，接著就強迫詩人們必須按國家制定的寫作規範來寫作。１５５詩

人們如果不服從這些規範，則逐出理想國。由此看來，在柏拉圖的理想社會中，

                                                      
１５４ 國立編譯館主編，侯建譯，《柏拉圖理想國》，頁 88∼152。  
１５５ 在主題內容上，必須讚美神明的偉大高尚或歌頌城邦生活的成就和公民之間的和
諧；在形式和體裁上，只接受「單純善」的體裁，而不接受那些迎合人們趣味的「混

合體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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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之觀念為所有真實存在及知識之泉源

「教育」是最重要的制度，「教育」掌握了權力的鑰匙，唯有使統治者受過哲

學訓練或使一位受過哲學訓練的哲學家成為國王，方能看到和複製完美國家理

念的真實摹本，進而使天國般的理想城邦和理想子民在人世間實現。１５６荀子

對於教育的看法和柏拉圖有非常相似之處，荀子因為主張「性惡」，故他更為

重視後天經驗之學，他曾自問自答說：「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

曰：其唯學乎。」１５７荀子認為只有「學」才是獲取富貴的唯一方法，也是向

善的唯一途徑。至於在學習的內容上，荀子思想是以「禮義」為依歸，故則他

一再強調教育的內容當以「禮義」為中心，同時要求以刑罰來禁止不合先王的

邪說，方使學者能學到正確的思想。他並認為唯有「積善全盡」的「聖人」成

為「王者」時，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可看出荀子的「教育」也是為政治服務的，

此點和柏拉圖是類似的，他們兩人皆欲透過「教育」塑造完美德性之統治階級，

進而達成其心目中的理想王國。 

雖然柏拉圖和荀子所說的「哲王」或「聖王」有這些相似之處，但歧異之

處亦多。首先在「人性論」上，兩人雖然都在「社會性」的脈絡下來探究人性

問題，但他們所得出的結論卻不太相同：柏拉圖的「人性論」偏向「善惡混合

論」，在《理想國》中，他認為必須對民眾宣傳以下的故事，並使其成為一種

信仰：１５８ 

                              
１５６ 在柏拉圖的想法中 ，「善」使知識

的對象成為存有，因此，它本身在尊貴與能力兩方面，都超越於本質的存有之上，並

且是本質的秩序之旁通統貫的合一原理。而教育的最終目的，在使人到達一個「自滿

自足」而又能完全滿足一切的「善自體」。柏拉圖並舉「太陽為眾光之首」為例，說

明在感官世界上，太陽使萬物成為可見的、賜萬物生長。在不可見的世界上，則有善

觀念作為最終之原因，使一切存在被認識，甚至使一切成為存在，使一切存在皆有存

在的理由。換句話說，「善」是最高的存在，也是一切存在之根源，所有的存在都因

為分受了「善」而存在。至於領悟「善」的途徑是辯證法，亦即理性的推論，故柏拉

圖特別重視辯証思考方式，他主張自三十歲至三十五歲學觀念論及辯證法，畢業後才

可參加政治，在官場上工作，十五年之後到了五十歲才算是哲人，才能接管政事。相

關的論證可參見鄔昆如著，《西洋哲學史》（台北：正中書局，1971），頁 98∼138
。Frederick  Copleston  著，傅佩榮譯，《西洋哲學史 1》（台北：黎明文化，1986
），頁 216∼232。  
１５７ 王先謙，《荀子集解》，〈儒效篇〉，頁 272。  
１５８ 國立編譯館主編，侯建譯，《柏拉圖理想國》，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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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們，你們是兄弟，但神祇把你們造得頗不相同。你們之中有的有指

揮能力，神祇在這種人的體格裏摻進了金子，因此他們還具有最高的榮

耀。他用銀子造另一種人，是為輔佐；至於要作農夫工匠的人，他則用

銅鐵構成。這種門類一般都保留遺傳在其子女身上，但由於人人本屬同

種，金父有時會生銀兒子，銀父有時會生金兒子。神祇對執政頒佈的首

項至高原則，便是他們最應該兢兢業業保衛的，而且做它的職稱的保衛

者的，應當是民族的純粹性。 

 

在〈國家與靈魂〉這一卷中柏拉圖則說：１５９ 

 

個人也是這樣，我們盡可能假定，在它的靈魂裡，他有跟國家裏相同的

三個原則。…人們用其中一個來推理，不妨稱之為靈魂的理性原則，用
另一個去愛、饑、渴和感受其他欲求的刺激，我們稱之為非理性或欲求

原則，…各個靈魂也有第三個因素，也就是感情或血氣。 

 

 

                        

國立編譯館主編，侯建譯，《柏拉圖理想國》，頁 190∼201

相關的論證可參見曾仰如，《柏拉圖的哲學》，頁

柏拉圖主張在人內有三種不同的魂的存在，或至少有三個不同的功能，即

是理性魂，高貴魂及卑下魂或情欲魂。人之異於禽獸是因著理性魂，神利用製

造世界的材料依照「生命」的觀念製造此魂，並把它放在觀念世界中，使它不

受物質的干擾，人的頭部是它的暫居之處。除了理性魂之外，尚有高貴魂及卑

下或情欲魂，他們算是不合理或非理性魂同是下等神所造的。高貴魂的居所是

胸部，是高貴及慷慨情緒的根源，卑下魂的居所是下腹，是下等情緒及不雅（不

高貴）欲望的來源。他們同是可滅的，與肉體一起毀滅。１６０由柏拉圖對於靈

魂的敘述看來，柏拉圖實際上主張人性亦善亦惡，故可稱為「善惡混合論」。

柏拉圖更依此「人性論」將人劃分為三種等級：金質人、銀質人及銅鐵質人。

銅鐵質人相當於「情欲魂」，是最下等階級，人數最多，他們是生產階級，主

要的工作是供應團體的物質需要，所應培養的是「節制」之德。銀質人相當於

                              
１５９ 。  
１６０ 1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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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貴魂」，是監護或輔導階級，此階級包括兵士及軍政人員，其主要責任是

保護國家免受敵人的攻擊及使城市得安全，使人民安居樂業及和平共處，主要

德行是「勇敢」。金質人則相當於「理性魂」，是統治階級，此階級的人是自

監護輔導階級特選出來的，故是輔導員中之最優秀者，最出類拔萃者，他們是

國家的首腦人物或智囊。此階級對下等階級有絕對權力，其責任是制定法及執

行法律，使人民都能奉公守法；提倡教育及治理國自然也應是此階級的重要職

務。此階級所應有的德行是「智慧」。為保存國家的生命，這三種階級都不可

缺少，但領導階級是最重要的，為了能承擔重大責任，能處理繁重職務，他們

必須在各方面（包括學識、道德及經驗）比其他階級完美，故他們所受的教育、

訓練也比較嚴格。換言之，柏拉圖認為受教育的程度及內容當因人的「天賦」

而異，領導階級及軍政階級應接受較嚴格的教育，且先於其他階級接受教育，

此實際上是一種階級式的教育思想，違反了人人平等的原則。１６１至於荀子雖

然也在社會脈絡的思考下提出了「性惡」之說，但他更強調人性可化，荀子認

為每個人的天性是相同的，故人只要願意學習禮義就可改變不善的本性，而禮

義修為較高之人亦負有教化一般民眾的責任和義務，１６２故其教育對象並不限

於統治階層，是人人平等的。 

綜合來說，柏拉圖與荀子同樣在社會性的觀點上來探究人性，但他們一主

「善惡混合」，一言「性惡」；柏拉圖所宣傳的是一種立足點不平等的教育理

                                                      
１６１ 卡爾．巴柏就曾點出，為了防止變動，柏拉圖引進了「血統和鄉土的神話」，並
公然承認這是一種詐欺的行為。他認為統治者必須不斷的宣傳以下兩項觀念：一是戰

士是土生土長的；二是人的金屬性質是世襲的，這事實上是一種「種族」主義。他所

說的身分變動僅意謂原為高貴，但誕生下墮落的兒童者，身分可能下降；而不是說低

賤的人可提高身分。柏拉圖並要求當透過教育的監督和優生學的監督來維持統治階級

的團結不分裂，因此柏拉圖的哲學教育有著確定的政治功能，此功能是在統治者身上

貼標籤，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築起柵欄。詳見卡爾．巴柏原著，莊文瑞、李英明

聯合編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84），頁 321∼371。
由此看來，只要不是統治階級，則永遠無法接受最高深的教育，這事實上是一種立足

點不平等的教育觀念。  
１６２ 荀子在〈榮辱篇〉中說：「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
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

僩也，愚者俄且知也。」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191∼192。可看出荀子主張在
上位者必須以禮義來教化開導人民，使一般人能脫離「陋」與「愚」，人性可化，但

必須由上位者加以引導，故君王必須先具備良好的道德，並負起教化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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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目的是為了維持統治階級的特權；荀子主張的是一種立足點平等的教育觀

念，目的是在使天下人能去惡向善。據此而言，儒家正統的教育觀念乃源於「愛

人」之心，是真正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的。 

 

在學習的目標、方法和實際內容上，兩人也不盡相同：在學習目標上，柏

拉圖之教育思想建立在觀念論上，其觀念論之內涵乃認為具體事物以抽象觀念

為模型，故觀念為典範、原型或原本，而事物則為觀念之摹本或倣造品。世間

事物皆以觀念為典範，故觀念或形相為事物之理想，萬物不斷發展，向上追求，

終求現象世界與觀念世界之冥合為一，此觀念與現象之冥合即為萬物的最高目

的—「至善」。故柏拉圖是以「至善」為終極目標，其所說的「哲王」是分受
了「至善」的觀念而來的，故哲王不是柏拉圖思想中最高的價值根源，「至善」

才是其學習的終極目標。在學習方式上，柏拉圖認為人的理性魂與肉體的結合

是強迫的及非自然的結合，故魂對各物一時感到模糊不清及處在昏迷的狀態

中，以致於把原先在觀念世界裡所認識的觀念忘得一乾二淨或變成模糊不清，

經過與「是」觀念的拷貝或他人的提醒，魂才把已忘的觀念漸的找回，故對柏

氏而言學習方式在於「回憶」的喚回。在學習內容上，與理性相關的知識、教

育、智慧和科學都受到柏拉圖高度的重視，柏拉圖曾說：１６３  

 

數學之當為天性最良的應受的訓練，並且不得放棄的學問，…幾何會牽
引靈魂，趨向真理，創造哲學的精神，並且提昇現在不幸受准許下墮的

東西。…讓你那個美麗國度的居民，一定要以一切方法去研習幾何。…
兩個向度以後，應該談第三向度，那是跟立方和縱深有關的。…根據自
然的順序，立體幾何應該是其次。…天文學是第四種學程。…辯證乃是

                                                      
１６３ 國立編譯館主編，侯建譯，《柏拉圖理想國》，頁 342∼358。柏拉圖對於哲學
家教育制度的規劃如下：初級教育—三歳至十歳，聽神話、道德寓言、做體育訓練。

十一歳至十八歳，學習誦讀、寫字、音樂、文藝、數學。十八歳至二十歳，接受軍訓

。二十歳時，舉行第一次甄試。高等教育—甄試後，文武分類，開始實施分科教育，
學天文、算術、幾何、聲學、培養運用思考及理智觀察事物，至三十歳時第二次甄試

。最高教育—優異者許其攻讀辯証法（哲學）五年，三十五歳便可充當後補官吏。繼

續施以最高教育—倫理學，使其徹底了解「至善」道理，直至五十歳，經歷練後再鑑

試，通過始可授予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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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學問的拱石，…計算、幾何及一切教育科目，既然都是辯證的準備，
應當在幼年就加以灌輸。 

 

 

可看出柏拉圖雖然將「至善」視為一切知識的根源，但他並不因此而貶抑

了知識、智慧和理性，反而透過「至善」把道德和理性結合起來，這對西方科

學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至於荀子學習的目標則是聖王所制訂的「禮義」，

他曾說：「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

聖王。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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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４故其所說的「聖王」本身就是其學習的終極目標。在為學方法上，荀子強

調的是「良師益友」和「環境」的重要，荀子主性惡，故其學習方式不在於「回

憶」而在於透過「強學」的方式來認識並實踐「人為」的禮義，進而改變人不

善的本性。在學習內容上，荀子雖然也具備了察理辨類的思想特質，但他所說

的學習內容是「始乎誦經，終乎讀禮。」１６５此純粹是倫理道德方面的知識，

荀子希望學者透過「禮義」的修為來增進自身道德知識，並將此修為運用於「治

道」之上，至於與理性主義相關的知識、教育、智慧和科學在荀子心目中不具

備重要地位，甚至加以排斥。 

由此看來，柏拉圖的「知」是為了求「善」的，他所說的哲王並非是終極

的目標；但荀子的「知」是為了求「治」的，「治」的關鍵在於「聖王」，故

                                                      
１６４ 王先謙，《荀子集解》，〈解蔽篇〉，頁 665。  
１６５ 王先謙，《荀子集解》，〈勸學篇〉，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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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王」就是荀子學習的終極目標。１６６故兩氏所說的哲王與聖王的在思想上

的地位並非同一位階，而且「知」的終點亦是不同的。而由教育內容來看，荀

子的思維方式實際上仍是東方的，他著重的是人倫方面的知識，對於純知識的

追求並無太大的興趣，故由荀子之說是無法直接開出科學的道路的，而這亦是

中西文化精神的基本差異之一。 

湯恩比曾根據時間方向上的不同選擇，將社會空想劃分為未來主義與復古

主義，他說：１６７ 

 

 

                        

，我們找不到柏拉圖說過甚麼是善的或可產生善

《理想國》中曾將「善」解釋為「永存的事物」

。這樣說來，善是一種不變的、

柏拉圖所謂的善實際上是一種極權主義的道德。詳見卡爾．

未來主義和復古主義一樣，都企圖衝出痛苦的現在，飛躍到時間之流的

彼岸，而又不需放棄塵世的現實生活。這兩種只想逃離現在，而無法擺

脫時間的伎倆，經過試驗之後，證明已同歸絕望。它們彼此不同之處，

只是在時間之流中，或溯流而上，或順流而下，所採取的方向不同而已。 

 

復古主義所依據的是歷史「退化論」或「循環論」的歷史觀，未來主義則

以歷史「進化論」為其邏輯前提。１６８這一說法雖然是湯恩比個人對於歷史的

                              
１６６ 卡爾．巴柏曾點出 ，唯一的實際

啟示，是他在柏拉圖在 ，將「惡」解

釋為「毀壞或腐敗的事物」 靜止性的事物狀態。所以

巴柏原著，莊文瑞、李英

明聯合編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頁 321∼371。依此，則「至善」的終極目的
似乎也是純政治性的。卡爾．巴柏之說可說非常深刻，也點出柏拉圖思想中「蘊謂」

的層面。但依柏拉圖敘述的文字脈絡來說，他畢竟是將「至善」放在其理念的最高位

階而非「治道」，他所說的「哲王」則是理念世界的愛好者和見證者，而非理念本身

。故我判定「至善」是柏拉圖的最高價值根源而非「哲王」就《理想國》的敘述脈絡

來說似乎並無重大錯誤。  
１６７ 湯恩比著，陳曉林譯，《歷史研究（下）》（台北：遠流出版社，1987），頁 916
。  
１６８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

 

任何一種烏托邦思想都兼具復古主義與未來主義的雙重

性。既然烏托邦是對現實社會的否定而未來又是未知的，烏托邦思想便往往在已知的

歷史中去提取自己的思想資料，另一方面，烏托邦又不僅僅是對人類社會過去的某個

階段的簡單追述，烏托邦思想家們總是把他們的社會空想訴諸未來。故湯恩比之說或

許當作以下解釋：「不同的烏托邦思想在復古主義與未來主義之間有所側重，有的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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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方式，但可由此來探究柏拉圖和荀子歷史觀念的差別所在。無庸置疑的，

柏拉圖的「理想國」曾受到有著懷舊情緒的赫希阿德和阿里斯托芬的影響，同

時「理想國」也借鑒了同時代斯巴達社會的某些制度，但「理想國」主要是柏

拉圖對未來的哲學的估量和理性的展望，其中很多內容是從他的「至善」理念

推導演繹而來的。柏拉圖曾將現實社會中的政體分為四種：一是榮譽政制；二

是寡頭政制；三是民主政制；四是獨裁政制，並認為他們都是「不正義」的政

體，而只有「理想國」中以哲王掌權的賢人政體才是「正義」的政體。１６９可

看出柏拉圖著重的是如何在未來構建一個理想的政體，他並不強調要人們回到

過去。正因「理想國」中融入了較多理性的思考和創造而較少歷史的因襲，所

以才使其洋溢著未來主義的氣息。然而「向後看」，「重傳統」卻是中國古代

思想的一大特色，例如先秦諸子中，儒家言必稱堯、舜，道家言必稱黃帝，墨

家言必稱大禹，農家言必稱神農。這些思想家有的是藉由「崇古」來表達對現

世的不滿，有的是「假托」古人之說來寄託自己的理想；有的則真心誠意地要

「回復」到歷史上的某個階段，認為歷史上確曾存在過那樣一個盡善盡美的時

代。然而無論是崇古、托古還是復古，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中國文化沉重的

歷史感，人們的思維視角、價值取向和理想追求，總是受到歷史傳統的牽引、

規範和局限。基本上，荀子亦未脫離此一限制，因此他的理想政治體制雖然主

要來自於他自身的構想，但他仍要「托古」來表達，他雖然提出了「法後王」

之說，但他的重點仍是希望透過「法後王」來正確的「法先王」，這是中西文

化精神的基本差異之二。 

因為歷史感的不同，柏拉圖的「理想國」主要是依據其「觀念」所構建的

理想國家，因此柏拉圖「理想國」無疑的具有某種宗教神學的色彩，而荀子的

理想社會則由過去的歷史「損益」而來，故其理想社會較無宗教神學的意味，

表現出世俗化的色彩。在前面的論述中，我已提及柏拉圖的「理想國」是建立

在社會分工之上，同時使哲王來統治的政體。在此一觀念之下，柏拉圖進一步

的設計了異常具體、詳盡的社會公共制度。在「理想國」中，柏拉圖主張部分

                                                                                                                                                   

情地回首過去，有的則執著地面向未來。」而這種向前看或向後看的不同，背後有著

深刻的歷史文化的內涵。相關的論述可參見張海燕，〈柏拉圖《理想國》與《禮記．

禮運》的烏托邦思想比較研究〉，頁 32∼34。  
１６９ 關於柏拉圖對於國家政體的說明可參見國立編譯館主編，侯建譯，〈歷史說〉，
《柏拉圖理想國》，頁 36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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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產制度，他取消了統治階級的私人財產以抑制個人的私欲，統治階級不僅

財產要共有，婦女和兒童也要共有，男女之間的結合不能帶有任何感情因素，

一切都服從於「種族改善」和「國家強盛」的目的。柏拉圖的「理想國」像是

一部龐大的機器，個人不過是這機器中的一個零件，要隨著機器運轉共振。個

人的意志、思想和信仰要服從「至善」理念的指引和國家的最高利益。在此一

社會中個人意志是消融在國家意志之中的，此無疑超越了人性，而具備濃厚的

宗教神學的色彩。至於荀子雖然也強調個人意志不能超越國家利益，但他的理

想社會是以聖王制訂的「禮義」為中心來規劃的階級社會，在荀子的規劃中，

個人的物質享受與其地位是成正比的，但決定地位高低的關鍵不來自於先天的

「天賦」或「血緣」，而來自於後天不斷「積學」後獲致的道德才能的多寡。

故要求社會成員遵循規範不僅是為了社會共同體本身的穩定和整體功能的發

揮，而且也是為了防止成員主體的正當權利受到傷害、促進成員主體間的互相

合作，從而保證成員主體需要的切實實現。故荀子的理想社會是根源於具體的

「聖王」而非抽象的「觀念」，此較柏拉圖的思想人性化，同時表現出儒家一

貫「重德」的系統。這是中西文化精神的基本差異之三。 

 

透過柏拉圖「哲王」和荀子「聖王」的探究，可知柏拉圖和荀子的理想人

格皆需要透過「知識」來加以保證，然而荀子的「知識」是為了「治道」的需

求；柏拉圖的「知識」卻是「至善」的追尋。所以他們雖有相近之處，然而在

根源處卻是不同的，因此表現在思想上也有很大的歧異：在「人性論」上，柏

拉圖主「善惡混合」，重視人的天賦；荀子主「性惡」，重視後天的學習；在

「教育」上，柏拉圖重理性，培養出「科學」的精神；荀子重倫理，培養出「德

治」的觀念；在「歷史觀」上，柏拉圖要面向未來；荀子卻要回到過去；在「社

會制度」上，柏拉圖主張統治階級當實施共妻、共子之制度，具備宗教神學的

色彩；至於荀子則切近時代與現實人生，表現出務實、世俗及重德的一面。由

此思想上的差異亦可看出中西文化精神在根本上的不同之處。 

 

第四節  小結 

 

「聖人」是荀子理想人格的最高層次，也是其思想的價值根源之所在。

透過前面的探究，可知孔子為聖人勾勒出大概面貌，孟子建立起聖人的內在

精神，荀子則完成了聖人的外在血肉，自此之後，道德與事功兼具的「聖王」

成為儒家所追求的終極理想人格，因此在中國歷史中我們不斷看見向君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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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聖人道理的文人學士。１７０然而自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歷史上絕大多數

的君王都是不配稱為「聖王」的，但「聖王」這一名詞卻被堂而皇之的廣泛

使用了。又由於中國皇帝制度的流弊，造成不少學者對於荀子的「聖王思想」

提出批判，例如蕭公權先生曾感嘆的說：１７１ 

 

 

孔孟重君主之道德而不重其權勢，申商重君主之權勢而不求其道德。

荀子乃兼重之。集成並美，其說似臻盡善。然而一考其實，則當世之

君或為其所人理想之根據者。及至秦漢以後，曲學之儒，竊取荀子尊

君之義，附以治人之說，阿君之好，極盡推崇。流風所播，遂至庸昏

淫暴之主，不僅操九有之大權，亦得被重華之美號。以實亂名，貽害

匪淺。此雖荀子所不能逆覩，而其立說之有未安，亦由茲可以推見。

尚不如孔孟專重君德，或可補封建之闕，申商倚任治法，或可防專制

之弊。此後二千年中欲求荀子入秦所見之治，已不可多得，則荀子所

圖兼存者或竟兩害之歟。 

 

中國歷史上一人專政的君王體制的確有許多的缺失，無賴的君王更是所

在多有，然而荀子身處暴秦統一的前夕，一方面要維持儒家愛民德治的傳

統，一方面又要回應當時政治的需求，故他由「保民」、「養民」的角度賦

予聖王極高的權威性，然而因為其「性惡」的說法，故禮義在人的身上沒有

實現的確實保障，最後只好歸於帶有強制性的政治，１７２其弟子再轉為外鑠

                                                      
１７０ 例如石介為帝王歌功頌徳時，就大量使用了「聖」字。為歌頌宋太祖、宋太宗、

宋真宗的豐功偉業，他作〈三朝聖政錄〉，並作〈宋頌〉九篇，其中就有〈聖神〉、

〈聖文〉、〈聖武〉等篇。另外為了頌楊宋仁宗「退奸進賢」、「選人之精、得人之

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的「曠世絕事」，他作〈慶曆聖德頌〉共九百六十字，其

目的是：「欲使陛下功德赫奕煒曄，昭於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以上

原文可參見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社編輯組，〈徂徠石先生全集〉，《北京圖書館古籍

珍本叢刊 85》（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頁 627∼631。此種歌功頌德的行為
和其特立獨行的士人精神似乎不相稱，但此亦顯現出儒者對君王的特殊期待。相關的

論述亦可參見王文亮，《中國聖人論》，頁 220。  
１７１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一）》，頁 106∼107。  
１７２ 徐復觀，〈荀子政治思想解析〉，《學術與政治之間》，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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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強制性組織，終於成為法家權威主義的先驅。然此實非荀子的本意，我們

不能依此而貶其儒者本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