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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子》與荀子的學說立場 

自漢初司馬談作〈論六家要旨〉將先秦的思想主張作分類、分派，

開啟了歸派思想之先河，以後更有九流十家之說。能將某一思想歸派

於某一家，無非是因為這一思想與這一家派在思想內容上有相同的中

心思想，而且是足以與其他家派區隔開來的核心思想，並依此核心思

想為起點，發展出對其他議題的看法或主張，因此對一學說的核心立

場有所掌握，對於由此所延伸出來的各個議題的主張，在理解上有一

定程度的助益。 

依上所言，以下茲就《管子》與荀子的學說中心略舉幾點做一簡

概的說明。依本篇論文在《管子》書中雖只以四篇作為討論的中心，

但是四篇也是在《管子》的體系中，其核心思想是一貫的，因此並不

突出四篇來做為討論的對象，是將《管子》的核心立場視作一整全的

觀點，同時也貫穿在四篇之中。 

第一節  《管子》的學說立場  

對一個學派或學風的總稱與其名稱的出現，所代表的是這個學派

或學風之所以別於他家的思想特色，也隱含著自身思想的核心要點，

以孔子為首形成的學派風格之所以稱為儒家，其思想核心是由孔子所

提出、孟子具體化而提出的「仁」，儒家的發展大致都是圍繞著「仁」

而開展出來；老子開創的學派主要核心在於以「道」做為萬物之所從

出的形上根源，以其根源之「道」而稱之；「黃」、「老」並稱也提示

出這樣的發展過程，丁原明先生說：「從先秦將黃帝、老子單獨記述

到漢初出現「黃」、「老」並稱或合稱，並非僅是名稱的改變，而是暗

含著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的變遷，意味著一個新學派的成熟」。 1

黃帝與老子思想什麼時候合流，確切的時間或許已不可考，卻可

從個人的思想中大略推測出黃老思想什麼時候出現，大多依據《史

記‧孟子荀卿列傳》中所說「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

                                                 
1 見丁原明著，《黃老學論綱》，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7，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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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皆學黃老道德之術」，推測最晚約莫在戰國中期已有黃老合流

的思想潮流。  

《史記》雖屢屢提到「⋯⋯學黃老之術」、「⋯⋯歸本於黃老」，

卻沒有明白地說黃老學的內涵，後世學者從這些司馬遷稱說學黃老之

術之人的學說中，抽繹出黃老學的思想特點，而其思想共同特點便是

以道論法、兼揉各家。  

1973 年在湖南馬王堆出土的一批帛書中，有篆、隸兩種字體寫

成的「老子」，隸字體本的《老子》之前有四篇古佚書：〈經法〉、〈十

大經〉、〈稱〉、〈道源〉，隨後圍繞著這四篇的作者、成書時代等展開

一連串的考察行動，大陸許多學者投入這項考察行動中，學者各依據

四篇所透露出來的訊息推斷之，而有爭議出現：就作者而言，有說這

四篇思想一致，應為一書，即是〈漢志〉所稱之《黃帝四經》，也有

說這四篇非一書，更不是一人一時所作，是楚人作品，由稷下學宮彙

編整理出來，有說是淵源於稷下之學⋯⋯，大致上都在齊楚兩地上來

往；而就其時代，學者們的考據雖意見分歧，大致上仍在戰國末到秦

漢之際為其成書之時， 2因其這四篇是與《老子》合卷，學者們大多

依此認為這是黃老合流的有利說明，也將其稱為「黃老帛書」。  

有關黃帝的記載最早見於《左傳》與齊威王的《陳侯因敦》銘

文，以後在《逸周書》、《國語》等文獻中皆有紀錄，到了戰國時期黃

帝的形象大致被塑造為： 3（一）有德承命、討伐失德、敉平亂世的

建國始祖；（二）修道求仙的帝王；（三）文化開創之祖；而從「黃老

學」一名字面上說，是依託黃帝的形象，宗老子之道論所形成的新面

貌，若以此來界定黃老學，丁原明先生認為這樣的界定不能涵蓋所有

的黃老思想，他舉證說：「⋯⋯〈十大經〉在其十四節題中有九個節

題記述了黃帝與其臣下的對話，並借助這些對話來詮釋老子道家的一

些思想，這可視為扥黃帝、宗老子的典型著作。但是在〈十大經〉之

                                                 
2 有關四篇古佚書各考據問題之整理，詳見陳麗桂著，《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
台北：聯經出版社，民 80，頁 40-48。  
3 以下三點轉引自鍾宗憲著，〈「黃帝」形象與「黃帝學說」的窺測─兼以反省《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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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經法〉、〈稱〉、〈道原〉三篇中，就沒有直接提到黃帝的名字，

我們不能因此說這三篇不是『黃老學』的著作」， 4從丁先生的這段引

證大約可以看出，「黃老學」作為當時的思想時尚流行之際，其形式

並不拘泥於扥黃帝言老子，那麼也會因其地域思想的不同而有出入之

處，由此之故，在這裡將《管子》界定為「稷下黃老學」，筆者認為

「稷下」是突出此學說發展之地，因為在這裡的黃老學也有齊法家的

特點融入在裡頭；說「黃老學」而不稱為「道家」，因為「道家」似

乎只能突顯出老子思想的特色，又老子本身的思想並不重視法治之效

用，而黃老學關心的是「道與治國、治身怎樣協調一致的問題。這也

就是黃老學的理論建構」， 5稱為「黃老學」反而能顯現出治道與無為

思想的結合。  

這樣的黃老合流思想恰與當時代的政治背景與政治需要相密

合。黃老思想是一個極應現實而有的思想，即〈漢志〉所說「君人南

面之術」，把現實的操作技術予以理論深層化，這是被廣泛接受的事

實，但其主要思想性質而言，學者仍有分歧的意見，陳麗桂先生整理

出：「有說是唯物的，有說仍是唯心的，但與老子唯心不盡相同，又

有說是既唯心又唯物。」 6而對兼采各家思想上的程度也有比重上的

不同，「⋯⋯有說基本上是法家作品，但是夾雜了不少道家的思想色

彩，因為基本上他們認為黃老學說就是法家性質的東西。有說是道法

為主，因道全法，而兼採各家，第一個道法家是田駢⋯⋯」， 7這樣的

思想特色對於我們在理解《管子》有一定程度上的幫助。  

一、道為法的形上根據  

黃老之學雖然仍被歸於道家的支派，也繼承了老子的道論，但也

有別於老學的理論特點。黃老思想中最重要也最根本的主張、特色，

便是把老子的道論作為君王統治術的理論基礎。  

                                                                                                                                            

帝四經》的若干問題〉，《輔仁學誌‧人文藝術之部》第 32 期。  
4 見丁原明著，《黃老學論綱》，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7，頁 3。  
5 見丁原明著，《黃老學論綱》，山東大學出版社， 1997，頁 4。  
6 見陳麗桂著，《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台北：聯經出版社，民 80，頁 48。  
7 見陳麗桂著，《戰國時期的黃老思想》，台北：聯經出版社，民 80，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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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術上〉所說之「道」：「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

故德者得也。得也者。謂其所得以然也」， 8這裡所稱之「道」亦與老

子所說之「道」同為萬物的創生形上根據，「道」之創生是無形的，

故稱「虛」，以其無形之虛創生有形之物。其所謂之「德」，是形上的

「道」寓於所創生的萬物之中，使萬物成其所以之然，因此「德」與

「道」幾是同義，只是「德」是「道」從形上的高度下降成為萬物的

內在之理，與《老子‧五十一章》中所說：「道生之，德畜之」的思

想是同出一轍的。  

在黃老思想中所描述的「道」，是比老子更進一步以物質的形式

去形構「道」。〈白心〉中說：「道之大如天，其廣如地，其重如石，

其輕如羽」， 9大致勾勒出「道」的形式輪廓，並以人可經驗到的實體

物質來描述「道」，使得「道」已不完全只是一個抽象的概念；而「道」

具有物質屬性的描述方式，在《四經》中已可見到：「濕濕夢夢，未

有明晦」， 10將「道」描述以類似原始物質的方式來描述，陳鼓應先生

注解「濕濕」為涌動聚合貌，「夢夢」為混聚不分， 11用來形容「道」

混沌未開的狀態，都比老子更清楚地描述「道」。  

《管子》中將天地萬物之創生歸源於「道」，社會制度的「法」

也不例外的從「道」而出。〈心術上〉明確地說「法」的內涵：「殺僇

禁誅謂之法」， 12可以看出「法」是以刑罰作為其概念內涵。〈心術上〉

謂：「法者所以出同，不得不然者也。故殺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

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 13法與天地萬物一樣都從「道」生。鳥

得「道」必然會飛，「道」為自然宇宙間的法則、規律，而「法」由

「道」而來，是「道」在形而下之社會的落實，也必然成為社會的規

範。  

                                                 
8 見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台北：世界書局，民 44，頁 219， 221。 
9 見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台北：世界書局，民 44，頁 227。  
10 《黃帝四經‧道原》，見陳鼓應著，《黃帝四經今註今釋》，台北：商務印書館，

1995 年，頁 470。  
11 參見陳鼓應著，《黃帝四經今註今釋》，台北：商務印書館， 1995 年，頁 470。 
12 見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台北：世界書局，民 44，頁 219。  
13 見尹知章注，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台北：世界書局，民 44，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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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之是非曲直必要明察於「法」，而「法」之制定是依權衡

得失，權衡得失仍是以「道」做為最高指導原則；既「法」之原是來

自於「道」，「道」是不爲一物易其則，「法」亦是如此，《管子‧法法》

曰：「不為君欲變其令」，故「法」的地位猶如在自然環境中的「道」。 

這樣的思想同樣也在《四經》中出現。〈經法〉開頭便說：「道生

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

法立而弗敢廢也」， 14點出法的來源亦由「道」而來，也就是說形上的

「道」落實在人類社會上是以「法」的形式出現，提供人類社會動靜

的準則，「道」所生之「法」是明得失、判曲直的準繩，成為社會上

公正、正義的唯一標準，這樣的標準不僅是百姓要遵守之，連上位的

執政者也不能侵犯「法」的權威，「法」一旦被制定、施行即使是君

主也不能輕易廢除，這樣的思想顯示出「法」的地位是高於君主，徹

徹底底地推尊「法」的絕對權威，國家的統治不再需要依靠賢能、有

德性的君主，國家的興亡建立在一套完整的法制上。  

雖然「法」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但《管子》中認為，國君之治

國卻不能一味地只用「法」，尚須有「德」的實行。《管子》中所謂之

「德」，在〈幼官〉中有所謂：「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

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禮。和之以樂」，用道理開導，

用恩惠畜養，用仁愛親近，用道義培養，用仁德回報，用誠信結交，

用禮節接待，用音樂和悅臣民，都是用懷柔、溫和的方法治理，跟儒

家的以仁義治天下相去不遠。  

除了以國君實際治理的手段外，《管子》也以倫理道德的無形力

量來約制臣民，〈牧民〉提出國之四維，為禮、義、廉、恥，並說：「禮

不踰節。義不自進。廉不蔽惡。恥不從枉。故不踰節。則上位安。不

自進。則民無巧詐。不蔽惡。則行自全。不從枉。則邪事不生」，15禮、

義、廉、恥能張舉於天下，便能使之不越規範、不鑽營、不刻意掩蓋

                                                 
14 《黃帝四經‧經法‧道法》，見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台北：商

務出版社，民 84，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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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錯，亦不違法亂紀，由此臣民皆不僭越，君之位才能固，不鑽營則

臣民無巧詐之心，不掩蓋過錯則行為舉措都能合於規範，不違法亂紀

就沒有犯法之事，如是國能於無形中得到治理，亦能端正人心。  

「刑」為刑罰，德刑互為主從，國家才得以治，〈樞言〉曰：「明

賞不費，明刑不暴，賞罰明，則德之至也」，依趙守正先生說為：「此

言脩明賞賜，則激勵耕戰，從而得多失少，故不費。⋯⋯脩明刑罰，

則罪刑減少，從而不暴」， 16賞罰得當，則不耗費國之財力，其刑罰也

才能真正發揮赫阻、預防的功用，這才是德治的最高表現。  

國君治國雖需有刑與德，在施行上是要先德後刑。《管子‧四時》

中說：「是以聖王治天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流於冬。

刑德不失。四時如一。刑德離鄉。時乃逆行」，將德與刑對應於四時

的春夏秋冬，再由四時時令之序來看，君王之統治應先有德而後刑才

能施行，先德後刑如春、秋之序，先刑後德或不以德治國，如四時失

序，宇宙大亂。  

這樣的思想在《四經》中也可見出。《十大經‧觀》說：「春夏為

德，秋冬為刑。先德後刑以養生」， 17「刑」與「德」之施行，是依照

四時季節而走，春夏是萬物萌發、生氣蓬勃的時令，對應於人文中，

也是涵養之時，故施之以「德」，秋冬為冬蟄、衰敗之節，應之於懲

處、秋決之事；整個人文社會的步調是依照自然時律運行，不違反天

地自然內在的規律，國自然能治。 

從以上幾點的說明可以看出黃老學融合百家思想的特點。以老子

的「道」概念作為一切事物的總根源，在維持社會秩序的「法」也從

「道」而來，「法」在社會上所施行的力量可與自然法則的「道」相

比肩，但是「法」卻沒有「道」的超越性。就統治術來說，「法」需

與「德」並行，是為「刑德相養」；但是「法」與「德」在施行上，

卻是先德後法，因為要按照天地四時之運行，如此國家之治才得以實

                                                 
16 見趙守正撰，《管子注釋》，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頁 111。  
17 引自陳鼓應註譯，《黃帝四經今註今譯》，台北：商務出版社，民 84，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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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從其治國方法上可看出黃老學實是兼採各家理論學說的優點而

成，雖非原創的思想，經由融合百家之後，也創造出色彩鮮明的一家

之言。  

二、刑名法術  

黃老之學裡的理論主張都是爲統治之術而發，實際操作上即是

「刑名法術」。「刑名」通「形名」，「形」即外形、物體實際存在之狀，

形名探討的是形體與名稱之間的關係，這是名家的基本思想所在，但

其討論形、名，依勞思光先生說：「只論據純粹思考，歸於邏輯理論

或思辯形上學理論之建構；既不依於傳統，亦不落在歷史文化之方向

問題上。」 18且名家之課題「只探索邏輯問題及形上學問題；而非政

治及道德問題」，19而黃老思想中的「刑名」除具有名家意義的「形名」

外，「刑」亦有「法」的意義，與刑罰、刑殺相關，將「刑名」放入

社會文化的規範上來說，強調法令制度與實際施行的情況之間的關

係。  

〈心術上〉有云：「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此言

所立之名能當於物，所以能稱聖。同篇中亦有對此句做進一步的說

明：「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不得過實。實不得延名。姑形以形。

以形務名。督言正名。故曰聖人」，道賦形於萬物，自成萬物各種不

同的面貌，萬物之名是要根據萬物之形來定其名號，責實以定其名，

不相混淆，名形定，物將自為正，物各有其本位，自然不會有產生混

亂。  

但如何以物之形定其名呢？〈白心〉指出：「原始計實。本其所

生。知其象。則索其形。緣其理。則知其情。索其端。則知其名」，「道」

賦生萬物之形，「德」內在於萬物成物之理，依物之理考其實，順其

實以定其名，自然能使名符於實，實亦當其名。此觀物之實定其名，

於人君之治國上便是要使百官之職與其事相當，國君要靜觀每一官人

                                                 
18 見勞思光著，《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冊，台北：三民書局，民 88，頁 380。  
19 見勞思光著，《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冊，台北：三民書局，民 88，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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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才能，依其才能給予適當的職位，再依其職位考核其職事是否合於

職位之事，如此國君既不必事必躬親，也不必勞其心力，只使百官各

適其位、各行其事，國自然能治，是如〈白心〉中所說：「正名自治

之。奇身名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  

而國君的馭臣之術就在這形名相合之中。〈明法解〉指出「主無

術數。則群臣易欺之」，其所說之「術數」即為君駕馭臣下之術，而

其治國則是以法行之，對於不合職事之官，依照「法」所建立起來的

刑罰標準，給予適當的懲處，才能使臣為君所用。〈任法〉更明確地

說出國君治國之術：「聖君任法而不任智。任數而不任說。任公而不

任私。任大道而不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君用法明以治國、

制天下，不用個人之智謀，由方術不由一家之說，以法行事，不循私

而害法，著眼於大道，不拘泥小事，然後君可於逸樂之間使天下皆得

治。  

第二節 荀子政治哲學進路的理論型態 

荀子哲學的開展與其同時代的諸子學說旨趣都一致對於社會治

亂而發，對於社會治亂的問題各家各派各依其思想主張的不同，而有

各種對治的應對，三晉法家尊法為最高的治國原則，法是一切社會制

度、行為的標準，由外部的約制來規範社會整體；孟子承繼孔子之思

想，主張治亂的關鍵在於人自身的道德自覺，將人能為善的可能根植

於人心中，社會平治的可能就在個人道德自覺心的顯發；而荀子對於

國家社會的治理就介於這兩者間，既不完全依法而行，也不只端賴仁

人仁政的理想。  

一、天人之分、合與天生人成 

荀子學說是由「天人分途」做為出發點。荀子當其時墨家的天志

思想與陰陽家的五行說正盛行，社會上瀰漫著迷信的風氣，《史記‧

孟子荀卿列傳》：「荀子嫉濁世之政，亡國亂君相屬，不遂大道，而營

於巫祝，信禨祥⋯⋯」，人們認為天是具有意志的，能操控人類社會

的災禍、靖亂，轉而由自然現象去求知天意志，期能避免災害並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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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的賜福，荀子認為這是「錯人而思天」，不在人類社會上有所作

為，反而依賴遙不可及的天，由此提出「明於天人之分」的思想，將

天道與人道劃清界線，彼此分道揚鑣。  

「天」在荀子學說裡只是一自然物理現象，依陳大齊先生之說有

廣狹二義， 20狹義來說，只包含日月、星辰、陰陽、風雨、水旱、寒

暑等自然現象，甚至將寒暑稱為時，排除在天所攝的範圍內，而與天

地並列；而廣義的自然便將人也涵攝於自然之內，好惡、喜怒、哀樂

稱為天情，耳、目、鼻、口、形之謂天官，心為天君，如此之「天」

是沒有意志、好惡，〈天論〉：「天行有常，不為堯存，不為桀亡」、「天

不爲人之惡寒也輟冬，地不為人之惡遼遠也輟廣」，自然之天有其運

行的規律，不因聖王的堯或暴君的桀而改變，天不因人之厭惡冬天酷

寒而停止冬天的運行，地亦不為人厭惡遼闊而廢廣大，天、地的運行

是按其內在的律則而走，〈天論〉：「天有常道矣，地有常數」，沒有好

惡更沒有意志，它不會賜福於人也不會臨禍在人，只是自然法則的秩

序而已。  

由此，天的變異現象也只是自然現象而已，不代表天之意志與喜

惡，〈天論〉：「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

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

月之有蝕。風雨之不時。怪星之黨見。是無世而不常有之」，隕石墜

落、樹木發出的怪聲及日蝕、月蝕，這樣的自然現象因為不常見也相

當的怪異，便以為是天降災臨福前的徵兆，視為天對人事的警告或不

滿，因而畏懼起來，但對於這樣的現象荀子解釋為是自然現象的變

化，雖然是很少見的自然現象，並沒有脫離自然常規之外，可將視為

怪異，若因此而畏懼天，進一步揣測天的意志，荀子認為這是相當愚

蠢的行為。持這樣的觀點來看天，荀子無疑地破除了畏天、敬天的觀

念，天是一外在於人的自然物理現象，對於人類社會的好壞自然是插

不上手的。  

                                                 
20 參見陳大齊著，《荀子學說》，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 78，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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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之職分只是掌管客觀的自然界事物，像是列星、日月、四時、

陰陽、風雨等，〈天論〉中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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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這種

「自然」義的觀點，不僅表現在對於自然實體與規律的理解，人之生

也是自然所賦予，同篇亦云：「天職既立。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

好惡喜怒哀樂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荀子所謂之「天職」、「天功」、

「天情」，都只含有「自然」之義，人之形軀、好惡、情緒亦由「天」

而有，只有「自然」義，並無人為造做，而精神也只是形軀的產物，

這樣的看法屏除了所有可能的神秘性，也因為這樣的自然觀點，荀子

被歸於唯物主義觀，21而徐復觀先生對於荀子天的自然義則說：「⋯⋯

到了荀子，則人文的意義，澈底顯發成熟，而超人文的精神完全隱退

了」，22荀子對待不可知測的天，不以神秘的眼光看待之，也不迷信於

揣測天的意志，相信人自身的作為才是禍福的根源，是一完全的人文

觀。  

既然天是自然且無意志，人類社會安定禍亂也就與天無所關連，

〈天論〉說：  

治亂天邪。曰。日月星辰瑞厤。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

亂。治亂非天也。時邪。曰。繁啟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臧於秋冬。

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亂。治亂非時也。地邪。曰。

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亂。治

亂非地也。 

歷史上禹之治與桀之亂都共同分享同一個自然環境，四時寒暑、春耕

秋收也都是一樣的時序，天並不因禹或桀而改變時序，主導治亂的關

鍵還是在於人之做為，《荀子》書中謂：  

                                                 
21 參見楊憲邦主編，《中國哲學通史》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7 年，
頁 354。其說荀子之「天」：「基本上是按自然界本來的面目來解釋『天』的。這
是極為寶貴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另外，杜國庠也說：「荀子的宇宙觀（《天論》

篇）在先秦諸子中，是最富於唯物主義的因素的」，轉引自江心力著，《二十世紀

前期的荀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 年，頁 216。  
22 語見徐復觀著，《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商務出版社，2003 年，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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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行有常。不為堯存。不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亂則凶。

彊本而節用。則天不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不能病。脩道而不

貳。則天不能禍。故水旱不能使之饑渴。寒暑不能使之疾。祅怪

不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不能使之富。養略而動罕。則天

不能使之全。倍道而妄行。則天不能使之吉。 23

天之運行有其規律，依其規律而行並合於禮義則能治，若依規律行，

但其行不合禮義將導致亂，〈不茍〉有云：「禮義之謂治。非禮義之謂

亂」，荀子認為依自然律則而動固然可以使生活無慮，加以儲蓄備不

時之需，雖天有水旱、寒暑亦不能使之窮困，但社會之治理若悖禮義，

很容易使社會導向敗亂。在此荀子所要表達的思想是，雖依循自然規

律而做，可使免於飢餓，但關於社會之治亂，還是在於人事做為，尤

其要依禮義而治。  

是以，荀子此說打破孟子所謂「盡心知性以知天」的「心、性、

天通而為一」的思想，「天」只是一純然的「自然」，天與人的關係僅

只是，天賦與人自然之生命，不再是道德性的天；且《墨子‧天志上》

所說：「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利，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惡，

交相賊，必得罰」，順從天意而行，天將降福，反之則臨禍的思想，

也被剔除，人之作為好壞只關乎人事，與天無關。  

因此，荀子所謂之聖人，只盡其人事之作為，不求知天之意志以

行事，亦不求知天所以成事之所以然，〈天論〉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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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聖人

為不求知天」，天所以生、成萬物，是天自然而然的功能，無法看見

也無法得知天是如何做成的，卻可以看到天的功效，這就叫做「神」，

天之神用神功是人所不必探求的，故說「不求知天」。  

荀子的天人相分說看來似乎與傳統的「天人合一」說互為對反，

但其實荀子的天人相分說是側重於：「君子當敬其在己者而不慕其在

                                                 
23 《荀子‧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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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 24

唐君毅先生認為，荀子此言是推廣孔子所說「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

人」之義，只是荀子之意是對天， 25兩者所說皆是盡其在己，不外求

人或天；而且在荀子學說中也並非完全地割裂天與人之間的鏈條，如

在〈天論〉中有說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

能參」，「參」是指參與、配合之意， 26天有其時令、運作規律，地亦

有資源，人有治理社會的能力，而人之治理社會應與天、地相配合，

才得以治，再者，荀子為政之「禮」，天地是「禮」其中之一本源， 27

因此荀學中的天與人並非各自為政、各自獨立，尚是人類世界中賴以

為生、為政的重要角色。  

上述所說「天」之自然義，萬物與人皆從天所生，這是天的職分，

但是人文社會的建立卻是天所無能為力的，是人之職分，〈禮論〉說：

「天能生物，不能辨物也；地能載人，不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

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天能生萬物，但不能分辨萬物之不同；地

能涵養人類，卻不能治理人類，所有的萬物、人類必須依靠聖人的分

位，制定禮義才能各得其宜，井然有序的社會才能依此而建立，由是

〈王制〉說：  

故天地生君子。君子理天地。君子者。天地之參也。萬物之總

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不理。禮義不統。上無君師。

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亂。  

在這裡荀子所謂的「理天地」並不是以政治層面上的以上凌下的治理

義來說的，也非人的地位可以凌駕在天地之上，統治天地，應理解為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不盡其美，以善其用」之義， 28是要使萬

                                                 
24 《荀子‧天論》。  
25 參見唐君毅著，《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香港：新亞學院研究所，民 62，頁
440。  
26 參引自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荀子新注》，北京：中華書店， 1979 年，
頁 270。  
27 〈禮論〉：「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
本也」。  
28 《荀子‧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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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皆在人文社會中有其所當之位，對物本身而言，可發揮出物本身的

最大用處，對人而言，可以善用物之用，促進人文社會的進步，而所

謂的使物當其位，是依照物本身的特性、性質所安排的，是順應物之

自然而為，方能使物盡其美；在社會階級的安排上也是如此，依照個

人之情，將具有同實情之人歸為一類，使之能對社會做出最大的貢

獻，因此荀子將國君之地位提升到可與天地並稱，就是在於以人的治

理能力彌補不能辨物的天地，以序萬物，使自然世界與人文世界能協

調並處。  

天、地、人交互輝映，天地生之，人則治理、化成之，荀子以如

此之眼光看待天、地、人之間的關係，牟宗三先生稱之為「天生人成」，

29蔡仁厚先生則以為，荀子的「天生人成」顯示出來的是「自然世界

為人文世界所主宰」的思想，30不過說「主宰」似乎太嚴重了一點，「主

宰」有著絕對權力、決定的意味，荀子說的「理天地」所透顯出的，

只是在天地生出萬物的基礎上，加以管理、治理而已，似乎還不到「主

宰」，最多只是「管理者」。  

二、善治在於能分使群 

國君之治理天下不能無方，而其治理之方，亦不能不順人情、現

實，人不能離群索居，故人是依以群體所組成的社會而生，因此國君

治理天下就從群體與社會著手。  

〈富國〉點出：「人之生不能無群」，人之所賴以生存的一切不能

離開群體，吃飯喝水、器物工具都是由每個個人組成的群體所提供，

才能成就一個人的生活所需，而要使每個個人能在群體中發揮其所

能，那就要分工，有分工才能支撐起一個群體，群體之間再分工、聯

繫起來才能組成一個社會。〈富國〉說出組成一個社會所必須的條件： 

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不能兼技。人不能兼官。離

居不相待則窮。群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

                                                 
29 參見牟宗三著，《名家與荀子》，台灣：學生書局，民 83，頁 213-228。  
30 引出自蔡仁厚著，《孔孟荀哲學》，台北：學生書局，民 73，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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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則莫若明分使群矣。 

由此可看出荀子學說中所說的社會、治國都是以群體作為其基礎，個

人的生活是由群體而來，社會機能的運作也是依靠群體間的分工合

作，國家之治更是以國君能否於群體中分百官之職、等級之差，進而

統領百官、階級為其治國之成敗，因此，以群體為荀子學說之基礎，

所發展出來的禮、法、君等概念，都是以群體為對象而發，而對於如

何結構出一個完整、協調的群體，關鍵就在於「分」，有分才能使群

體發揮最大的功效，在荀子的社會架構中，分與群是一組不能拆離的

概念。  

然而，以何為分？〈榮辱〉中說：  

先王案為之制禮義以分之。使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不

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 慤然後使 （穀）祿多少厚

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  

先王爲使社會協調，制定禮義以區分之，使貴賤的等級、長幼的差序、

智、愚與能、不能皆有所分，依個人才能之不同定其位、給其事，然

後照此給予俸祿之多寡，這是使個人與群體能協和統一的方法。由此

可以看出，荀子所說的「分」，不僅是身分、地位的區別，也是名分、

職分的區分，從而有權利、財富之等。國君若能使天下人之名份皆適

宜、得當，在群體中的個人便能安於自己之名，從於自己之事，並有

相應的財富，這樣就不會有窮困產生，也更不會有爭奪，國家便能平

治安定。  

故「分」是「群」的基礎，善分才能組成群體，群體能發揮最大

的力量就能役使個人之力所不能及的牛、馬，使牛馬皆為人所用，人

類文明才能逐漸發展，國之平治才能實現，反之，則是「群而無分則

爭，爭則亂，亂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在害也」， 31國君之治國不能

不重視「分」之效用。  

                                                 
31 《荀子‧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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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隆禮尊君 

荀子區分天與人，其主要目的是要突顯出人對於自己所處的社會

處於自主的地位，將政權興亡的權杖從天的意志操控下轉移到君主之

治理，由此開出荀子的社會治理思想，亦是其思想核心─政治哲學，

首重「隆禮重法」。  

荀子所謂之「道」在政治哲學面上指的是君王治國之道，他說：

「道也者。治之經理也」，32道是治理國家的根本原則，這是針對統治

階層而說的，又說：「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33「治之要在於知道」，

34荀子十分重視治國的方法，這個方法足以左右國家存亡，「道存則國

存，道亡則國亡」， 35而「道」做為一國存亡之關鍵，其內容主要是指

「隆禮」與「重法」二方面。  

「禮」的概念內涵，依余敦康先生的解釋：「主要是指按宗法制

的原則組織起來的一套等級制度，以及適應於這套等級制度的統治方

術和道德規範，它的特點在於強調用溫情脈脈的血緣感情來維護上下

尊卑的名分等級，把統治與服從的政治關係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

親屬關係巧妙地交織在一起」，36所以在春秋戰國以前的三代禮治是以

禮主法從的關係模式展開的社會治理，但戰國時期以宗法做為社會權

力結構的形式已經完全崩解，起而代之的是諸侯分裂割據天下的局

面，各國君王極力變法圖強以期稱霸天下。故這一時期國君的治國方

略是需要能立竿見影的策略，而不是藉由人際血緣逐漸構築起來的權

力，這樣的背景之下，法家的法治思想逐漸居於主流，儒家的禮治主

張便退居於隱沒，荀子便以法治來改造儒家的禮治，使之合於時代潮

流的需要，重新見用於世。  

荀子探究禮的需求來源歸於人之性惡。〈性惡〉：  

                                                 
32 《荀子‧正名》。  
33 《荀子‧君道》。  
34 《荀子‧解蔽》。  
35 《荀子‧正名》。  
36 余敦康著，〈論管仲學派〉，《中國哲學》第二輯，北京：三聯書店， 1980，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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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聖王以人之性惡。以為偏險而不正。悖亂而不治。是以為之

起禮義。制法度。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

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 

古者聖人以人之性惡。以為偏險而不正。悖亂而不治。故為之立

君上之埶以臨之。明禮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

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 

聖人之所以起禮義、制法度之目的是要導正因為人之性惡所造成的社

會禍亂，並以後天人為之禮義矯飾人之性惡，使天下國家能歸於平

治，荀子這樣論說禮的起源，只是就爲平亂這樣的工具作用，因此在

荀子裡的禮義只做為「工具價值」，且起於人性之外，而沒有孔孟將

禮的起源放在人性上，使禮具有一種自覺的價值；且禮、法都是從平

亂的需求中因應而生，爲約束人性、治理禍亂，但卻不是同時而有的，

同篇中提到「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禮義。禮義生而制法度」，

可見就禮法產生的順序上禮是先於法的。  

以下就禮與法的概念內涵試做說明。「禮」在荀學中的意義、內

涵和作用，是相當廣泛的，從政治、法律到人民的生活層面，「禮」

的地位都是處於一尊的。禮對於國家來說是命脈之所在，〈王霸〉就

說：「國無禮則不正。禮之所以正國家也」，國家沒有禮作為支撐的骨

幹，就不可能建立起公平合理的社會秩序，也沒有可做為是非曲直判

別的標準，國就難以平治，正如〈議兵〉中所說：「隆禮貴義其國治。

簡禮賊義者其國亂」。  

在社會等級的序列上，亦是以禮作為劃分的標準，〈富國〉即說：

「禮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這種社會等

級的思想正是實行封建制基本的社會型態。荀子認為人只有結合起來

才能勝於個體所不能敵的牛馬，而在群體中的個人如果都沒有差別，

就會形成「勢位齊而欲惡同。物不能澹。則必爭。爭則必亂。亂則窮

矣」，37所以以禮來分別群體中的個人，不僅區分政治、家庭上的地位，

                                                 
37 《荀子‧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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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用來養活每個人，其在〈王霸〉裡說：「農分田而耕。賈分貨而販。

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

而議。則天子共已而以矣。出若入若。天下莫不平均。莫不治辨。是

百王之所同。而禮法之大分也」，足見，禮所區分出來的等級之差，

也具有經濟、政治上的意義。  

此外，禮也是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所有行為舉動的重要依據，

如〈修身〉中說：「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禮則治通，不由禮則

勃亂提僈；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禮則和節，不由禮則觸陷生

疾；容貌、態度、進退、趨行，由禮則雅，不由禮則夷固僻違，庸眾

而野」，是以，荀子禮的功用大至治國、固國，小至衣服飲食都在禮

的涵蓋範圍內，禮是一國不可或缺根本與準則。  

《荀子》中說到「法」主要有下述的三類： 38

一、效法遵循之意：如〈非相〉：「法先王」，〈非十二子〉：「上則

法舜禹之治。下則法仲尼子弓之說。以務息十二子之說」。  

二、具有規範約束之意。如〈勸學〉：「禮者法之大分」，〈儒效〉：

「其言行已有大法矣」。  

三、指國家具體制定的法律規章。如〈王制〉：「故有良法而亂者

有之矣」，〈解蔽〉：「慎子蔽於法而不知賢」。  

本文中所提到的「法」大抵是第二、三義，然而荀子對於法具體

施行的條目，並沒有詳細說明，不過主要還是以刑罰、賞慶為其內容，

其施行之效也最為顯著，如〈王霸〉中說「刑賞已諾信乎天下矣，⋯⋯

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而對於刑賞之用要與其罪行善舉相合，

才能建立法在社會中的威信，〈君子〉中便說：「刑當罪則威。不當罪

則侮。爵當賢則貴。不當賢則賤」。  

〈勸學〉中：「禮者。法之大分。類之綱紀」，將法置於禮之下，

視禮為法的總綱領，法的條目、施行仍然是以禮為總原則，只是將法

                                                 
38 引出自韓德民著，〈論荀子的禮法觀〉，《社會科學戰線》1998 年第 4 期，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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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入於禮，使禮中有法，仍不改儒家的禮為治國的最高綱領，只是孔

子講「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禮，有

恥且格」， 39將禮、德與政、刑（法）對立起來；荀子則將禮法並稱：

「禮法之樞要」、「禮法之大分」， 40並明確地說「治之經。禮與刑。君

子以修百姓寧」， 41治國之道是禮也是法，二者缺一不可。  

〈修身〉中提到「非禮。是無法也」，違背禮也就等於違反法，

這意味著禮同等於法，禮本身也具有法的功能，觸犯法會受到刑罰，

悖反禮同樣地也會受到責罰，故梁啟超先生評論荀子的禮「與當時法

家所謂法者，其性質實極相當逼近」， 42這是就禮與法的約束強制性

說，但若就禮與法的約束對象來說，兩者作用於對象上有所不同，荀

子認為「由士以上，則必以禮樂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數制之」，

43指出禮所運作的階級、適用的範圍是社會上層的貴族統治階級，而

法治理的對象是屬於社會底層的眾庶平民，不過並不意味著法不適用

於統治階級者，也不意味禮不施於丘民，如〈大略〉中就提到：「禮

之生。為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且「治民不以禮。動斯

陷矣」，因此荀子此說僅僅只是強調出禮與法在適用對象上有不同的

側重而已，並非是固定的一對一的對應關係。  

陸建華先生認為荀子的禮與法的作用在於：「禮主要用以調節統

治階級的內部矛盾，規定不同等級的貴族間的權力和義務；法主要用

以處理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間的矛盾，懲罰違害統治集團利益的下

層民眾」，44禮與法雖在約束性上是相當逼近的，但以其作用對象的不

同間接說明禮尊而法卑，此外荀子更以指出法的片面有效性，來說明

法不能最為治國的根本原則，〈議兵〉：「故賞慶刑罰勢詐之為道者。

傭徒粥賣之道也。不足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不道也」，

人之動若只以賞慶刑罰權詐為取向，即以利或不利為行為取向、評判

                                                 
39 《論語‧為政》。  
40 《荀子‧王覇》。  
41 《荀子‧成相》。  
42 梁啟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台北：中華書局，民 51，頁 96。  
43 《荀子‧富國》。  
44 陸建華著，〈荀子禮法關係論〉，《孔孟月刊》第 41 卷第 10 期，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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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荀子斥之為商賈買賣之道而已，不足以為治國之道，古來治道

之王羞而不以之行，唯有禮才是治國之道，「禮者，治辨之極也；強

國之本也」。 45

荀子說的禮既然只是作為規範性的工具之用，就得有操作工具之

人，遂轉與君王說相通。〈禮論〉：「禮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

先祖者。類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將禮之根源歸於三者：天

地、先祖與君王，其中能使國家得到良好治理的根本在於君王，而非

法。再者，荀子在〈王制〉、〈君道〉兩篇中，談到法的地位時說：  

有良法而亂者有之矣。有君子而亂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省。足以矣。無君子。

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不能應事之變。足以亂矣。 

由這兩段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出，就治理國家而言，君王的地位是高於

法，法的價值在君王面前被貶抑下來，法之制出是來源於君王，法不

論制定得如何完整，沒有君王的治理社會仍有可能會有亂象的出現，

反之有君王之治理，雖法不完整，君王仍能應事之變足以平亂；荀子

雖引法家之法入儒家的禮，但其重人輕法，「仍是『德治』重於『法

治』，可知荀子思想畢竟與法家尚隔一層」，46但韋政通先生評論說「荀

子不知，君子為法之原，與法能具獨立自足之價值一義，是可以並存

不悖的」， 47言下之意，君、禮、法三者之地位皆應同等重要，不分尊

卑，同為國之三足。  

君不僅作為國治之本，也是人民的最高規範，〈君道〉稱「君者。

民之原也。原清則流清。原濁則流濁」，且治國之道亦繫於君王之修

身：「請問爲國。曰。聞修身。未聞爲國也。君者儀也。民者景也。

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圓而水圓。⋯⋯故曰。聞修身。

未聞為國」，這都在在地顯示出荀子仍是主張「禮治」而不廢「人治」。 

                                                 
45 《荀子‧議兵》。  
46 勞思光著，《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冊，台北：三民書局，民 88，頁 343。  
47 韋政通著，《荀子與古代哲學》，台北：商務出版社，民 81，頁 2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