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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心」在荀學的地位及其概念分析 

這一章要探討荀子如何說「心」，以及「心」在社會政治上扮演

怎樣的角色。在上一章所討論的四篇中，清楚地說國君治「心」之術

即是治國之術，兩者是相即不離的關係，而在荀子中是否也像四篇如

此強烈地把兩者關聯起來？顯然地，在荀子思想中並非如此。透過以

下的討論分析，可以看到荀子只是將「心」的理性能力擴展延伸到社

會政治的組織與管理上，以此來說明國君的治國之道。  

第一節 心的地位與角色功能 

一、心的地位 

「心」在荀子學說裡的地位，這裡分為三個側面來看。其一是認

識論，荀子就人之認知外在對象的過程提出說明，是中國歷史上第一

人對認識活動有清楚分析的哲學家。「心」在認識活動中是具有思慮、

辨別能力的，而能擇別五官所得的感覺與料（ sense data），處於主宰

五官的地位。其二是由道德判斷來看，因為「心」有理性認知能力，

故能成為人的行為與外在規範之間媒介，使人行為的發出不會破壞社

會的整體秩序。其三便從政治論來看。「心」之理性分析能力，可將

原先沒有次序的眾人，分別出親疏、貴賤、長幼，使社會階級結構建

立起來，依其階級各有其職事、財富，才能使眾人皆安於其位，如此

國君便能不勞心力而使國治。 

（一）就認識論而言 

先秦諸子百家中荀子對人類的認識過程可說是描述的最清楚、也

相當具有分析性。在進入分析荀子人的認識過程之前，先要釐清荀子

使用的語辭意義：  

一、天官  

荀子在〈天論〉中描述何謂「天官」：「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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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目、鼻、口、形體皆承自天而來，是

自然而有且「人生而有之」，因此稱為「天官」，「官」按楊倞之註解，

「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 1這五官都各有所司，耳朵接

收音響、眼睛視看物體、鼻子嗅聞、嘴巴品嘗味道，而形體則是接觸

物體，雖各有所長，若不能相互為用，對於對象的認識只能停留在某

一感官上，而無法有完整的認識，只是純粹的感覺器官。  

二、天君  

同樣地，荀子也對「天君」有所解釋：「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

是之謂天君」， 2依梁啟雄先生之看法，「中虛」是名詞，指人體上的

胸腔， 3胸腔正是處於人體最正中的位置，因說為「中」；再看楊倞之

《注》：「心居中虛之地，以制治耳、目、鼻、口、形之五官，是天使

為形體之君也」， 4心既為「君」則有統攝、統一的功能，即為思維器

官。  

人對於眼前未知的物品，若想知道那究為何物，我們會先做的第

一件事情是「觀察」，觀察便是五官所屬的功用了，或許是先端詳，

也可能是五官同時在進行對對象的觀察，這就是荀子說的「天官當簿

其類」，眼睛辨別出對象的顏色、耳朵傾聽聲音、鼻子分辨香臭、嘴

巴嚐出酸甜苦辣、形體識別輕重軟硬，說明知識由經驗而來，然而五

官只能對對象做這些收集資料的工作，沒辦法判別、反省這些資料所

代表的意義，要由心來統合五官的資訊，因為「心有徵知」，心具有

思慮、辨別的能力，由於過去經驗之積累，五官簿於前，心即可證明

於後，故能「緣耳而知聲，緣目而知形」， 5反過來說，若心沒有發揮

它的思慮、辨別的能力，就沒有辦法對對象有所認識，〈解蔽〉：「心

不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不見，雷鼓在側而耳不聞」，反之，能使心

專注一意則能「坐於室而見四海，處於今而論久遠」，可見荀子的「心」

在認識作用上是具有主宰性的地位。  
                                                 
1 楊倞注，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考證》，台北：世界書局，2000 年，頁 286。 
2 《荀子‧天論》。  
3 梁啟雄著，《荀子簡釋》，台北：木鐸， 1988 年，頁 223。  
4 見陳大齊著，《荀子學說》，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民 78，頁 15。。  
5 《荀子‧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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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心仍不能離開天官而獨立運作，必須要與天官配合才能真正構

成「認識」，故荀子說：「五官簿之而不知，心徵之而無說，則人莫不

然謂之不知」， 6五官能透過其官能之作用得到認識對象的資訊，但無

心之徵知，則聽而不聞、視而不見，仍不知也；而「心徵之而無說」

之義，舉例說明便能了然：眼能見外國人交談，耳能聽外國語之聲調，

心能徵知此為外國語，但不能知外國語之意義，只知道那是外國語，

仍不知其所云，即謂此。故知識成立之條件，需要五官接於物，心徵

知於耳目之接，又心能言其名，才能說「知」。  

然而荀子對外物的認識並不僅停留在「知」，更重要的是要「辨

合符驗」，〈性惡〉云：「凡論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

起而可設，張而可施行」，辨、符是古代借貸所用的一種憑證，借貸

雙方各執一半，以此確定雙方無誤，荀子認為真正的知識是要有實事

證據，立論者之論點要與外在事實相符合，可以論說，也可以實行出

來，不能施行出來的論點是沒有價值的，這是荀子經驗性格的完全展

現，知識起於外在世界，也要能在經驗界張展。  

而這樣的認識能力是人所共有的，〈解蔽〉云：「凡以知，人之性

也；可以知，物之理也」，人生而有能認知外物的能力，這是人生而

有之的「性」，這種認識的能力不用靠後天的學習才能有，人有這樣

的能力可以做為認知的主體；非但人皆有能知的能力，相對的物有可

被知的性質，物本身的性質可以透過人本具的能力而被分析出來，「以

可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理」這樣才能構成所謂的「認識」，荀子

明白地區分出認識過程中的主、客體，主體對客體能認知，且這樣的

認知是符合客體本身的，在這基礎才能建構知識。  

但就做為認識對象的「物」，荀子把知識界限在見聞之知及自然

法則上，對形上原理或本體之知存而不論。〈天論〉云：「不為而成，

不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不加慮焉；雖大，不

加能焉；雖精，不加察焉，夫是之謂不與天爭職」，認為天地萬物之

生成變化、榮枯興衰是天地間內在的規律在運行著，這是天地的職

                                                 
6 《荀子‧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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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只能看到天地萬物運動變化的外在過程與結果，而運動變化的

內在規律不是人所能探究的、也沒有必要深究，假若真要深究，那就

是與天爭其職分了。  

荀子之所以排斥探究天地萬物所成之理，不僅是因為與天爭職，

也是因為「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理，而無所疑止之，則沒

世窮年不能遍也。其所以貫理焉雖億萬，已不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

者若一」， 7「疑」或為「凝」， 8疑止即止境，指有一定的範圍、界限，

人固然有認識的能力，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本體界的形上原理是

無限的，以人有限的生命去求知無限之物是無法完全認識的，儘管人

能認知天地運行的內在規律，但仍無法應付天地萬物的變化，這樣與

愚者沒有兩樣。  

人真正所應認識的對象，而且是有價值的認識對象，在其〈勸學〉

提到：  

學惡乎始惡乎終。曰。其數則始乎誦經。終乎讀禮。其義則始乎

為士。終乎為聖人。⋯⋯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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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之敬文也。樂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

天地之間者畢矣。 

這裡，荀子把人的認知範圍完全限定在人類社會領域內，甚推崇儒家

之經典，亦認同《書》、《詩》、《禮》、《樂》、《春秋》於人之價值，但

在這五經中更甚注意《禮》，列《書》、《詩》為讀《禮》前的入門脩

習，從五經認識對象的先後脩習與價值輕重，突顯出「禮」在其中非

凡的地位。  

荀子之重禮義可由孔子思想中獲得源頭。《論語‧子路》載：「樊

遲請學稼。子曰：吾不如老農。請學為圃。曰：吾不如老圃。樊遲出。

子曰：小人哉，樊須也」，這說明孔子並不重視稼、圃等農耕知識，

                                                 
7 《荀子‧解蔽》。  
8 楊倞注，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考證》，台北：世界書局，2000 年，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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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弟子要博學於文，也就是學習前人的智慧，而這些智慧記載在古

代文獻中，把《詩》、《書》、《禮》、《樂》列為必脩科目，並賦予這些

科目對人的價值，如說「不學詩，無以言」、「不學禮，無以立」； 9亦

教導學生先學《詩》，後學《禮》， 10以期能做到「興於詩，立於禮，

成於樂」，故荀子之重禮思想早在孔子之時已提出。  

（二）就道德判斷而言 

荀子的性惡說一開出來，便將人自身可為善的可能因子也取消

掉，順從性惡所造成的社會動亂，荀子也提出其對治之道，即是「以

心治性」，由心所具有的理性能力，認識外在的禮義制度，藉此來約

束人的行為，使人之追求慾望實現的外在行為，不至於造成人與人之

間的爭奪，爭奪不起則動亂亦不生。而其道德判斷即是由心所認識的

禮義制度來規範行為的發生，使行為能合於禮義，成為善之行。  

首先要先把荀子意義底下的「善」、「惡」界定出來。荀子所意指

的「善」、「惡」是「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理平治也；所謂惡者，

偏險悖亂也」，11是就社會的安定與否而說，那麼，導致不安定的主要

因素是什麼呢？荀子追根究底找出造成社會動亂的根本原因在於人

之「性惡」。  

荀子對人之「性」所持的觀點是：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精合感應。不事而自然。

謂之性。〈正名〉 

凡性者。天之就也。不可學。不可事。〈性惡〉 

荀子所謂「性」是天在創生人的時候所賦予人自然而有之性，「性之

                                                 
9 《論語‧季氏》。《論語‧陽貨》也記載孔子認為學詩之重要性：「詩可以興，

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  
10 《論語‧季氏》有載：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

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

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

『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

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11 《荀子‧性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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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生，精合感應」對照楊倞與王先謙的注解便甚了然：  

楊倞注為：「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

精合感應，不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精合謂若耳目之精靈

與見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來應也。」 12

王先謙則說：「性之和所生，當作生之和所生，此『生』字與上

『生之』同，亦謂人生也。兩謂之性，相儷。生之所以然者謂之

性，生之不事而自然者謂之性，⋯⋯若云『性之』不事而自然者

謂之性，則不詞矣。此傳寫者原下文『性之』而誤，注『人之性』，

『性』當為『生』，亦後人以意改之。」 13

兩家注皆說「和」是陰陽兩氣之交合，謂人之生是由陰氣、陽氣之交

流而成，按王先謙之說「性」之和所生，應改為「生」之和所生，就

更清楚了，明白地說人之生成是由天地的陰陽兩氣交融而生出，此說

即表明荀子在解釋人之從何所來的問題，從老子「道生之」之抽象、

超越的「道」具體地表明為陰、陽氣，人之自然生命由此而生；而所

謂「性」是由兩個方面上說，第一個即耳目感官本而有之的能力或作

用與外界對象的接觸，如耳朵能聽聲音，第二個是五官與對象接觸

後，心所產生的反應，耳朵聽到聲音後，心能辨別聲音之低沉高亢，

這是耳目感官直接與對象接觸後，直接產生不加修飾的反應，這就是

人的「性」，這樣的「性」是天所賦予人的自然生命，後天的學習或

做為都無法使之遷移，是如此地根深蒂固，故〈禮論〉說性是「本始

材朴」的。  

而「性」的內容大致可分為三類： 14

一、人生理及心理上的官能：耳、目、鼻、口、形做為天官之五

官，及「心」官之天君。  

                                                 
12 見楊倞注，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考證》，台北：世界書局， 2000 年，頁
380。  
13 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1997 年，頁 412。  
14 潘小慧著，〈荀子的「解蔽心」─荀學做為道德實踐論的人之哲學理解〉，《哲
學與文化月刊》第 25 卷第 6 期，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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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能的能力：〈正名〉謂：形體、色理以目異，聲音清濁、

調竽、奇聲以耳異，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異，香臭、芬鬱、

腥臊、漏庮、奇臭以鼻異，疾養、凔熱、滑鈹、輕重以形體異，說故、

喜怒、哀樂、愛惡欲以心異。  

三、官能的慾望：「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利，骨體膚

理好愉佚」， 15「飢而欲食，勞而欲息，好利而惡害」， 16「飢而欲飽，

寒而欲煖，勞而欲休」， 17及「好利而欲得」。 18

以上三項性的內容似乎不獨人類才有，而是萬物皆有的自然之性，是

人之自然生命所本有的、無法改變的「性」，這是荀子就人做為天地

萬物中一份子所說之「性」，荀子也是就這一意義下的「性」來批判

孟子的主張，〈性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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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荀子來說「性」

與「學」是完全不同的，孟子這樣的主張無疑地混淆了先天而有與後

天所成之間的差別，荀子做出區分，〈性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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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後天

所學而成的，在荀子看來都是「偽」的。  

而人在進入社會群體生活之後若順其「性」發展，便會產生弊端：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利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

疾惡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

色焉。順是。故淫亂生而禮義文理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

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亂理。而歸於暴。〈性惡〉 

荀子由人之自然之性推導出惡的結果，是就人成為社會群體後所說之

「性惡」。人之好利、疾惡、耳目之欲等，荀子認為是人自然生命中

本有的慾望，人一但有這些慾望出現就會做出與之相對的行為，有好

名利的慾望，自然就會去追求名利，使心理的慾望能實現出來，在追

                                                 
15 《荀子‧性惡》。  
16 《荀子‧榮辱》。  
17 《荀子‧性惡》。  
18 《荀子‧性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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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過程中如果沒有節制規範，任其無限擴張便會產生人與人之間的

爭奪，爭奪使得群體沒有秩序、嫉妒憎恨，耳目之欲亦然，只是順著

人的原始慾望發展，其行為結果必定會導致爭奪、混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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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這

就是荀子說的「惡」：偏險悖亂。  

這裡荀子所說之「情」，其實是「性」的實質：「情者，性之質也」、

「性之好惡喜怒哀樂謂之情」， 20「好惡喜怒哀樂藏焉。夫是之謂天

情」， 21「情」與「性」一樣皆來於天所給予的自然生命，「情」是對

「性」的實質表現；而「欲」所指的是：「欲者。情之應也」， 22「欲」

又是做為「情」的反應，荀子的「性」、「情」、「欲」是一直線地運作

著，「情」、「欲」皆可看做是「性」的實質內涵，「欲」雖做為「性」

最低層級的實現，仍然是「性」所內在具有的，「雖為守門，欲不可

去，性之具也」〈正名〉，荀子雖對這三者個別界說，但實際上三者的

關係卻是不能割離的，「情」、「欲」都是「性」所本具。  

荀子將行為結果導致社會動盪的根本原因歸結於「性之惡」，荀

子之「性」著重在人之本有的「慾望」上，導出偏險悖亂的「惡」，

因此在荀子的「性論」當中似乎看不到可為「善」的因子，既然在人

性裡沒有可以為善的機會，那麼「善」的產生就勢必要在人之外立基

了。  

〈性惡〉：「今人之性惡。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禮義然後治。今

人無師法。則偏險而不正。無禮義。則悖亂而不治」，人能為善的立

基點就在於師法與禮義，而禮義從何而來？〈性惡〉篇中明確地說到：

「凡禮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偽」在〈正名〉

中有清楚的說明：「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

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即可看出荀子所謂之「偽」

有兩種意思，一是由具有認知能力的心經由思維作用後產生的判斷，

                                                 
19 《荀子‧禮論》。  
20 《荀子‧正名》。  
21 《荀子‧天論》。  
22 《荀子‧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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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判斷而有所行動，相對於人自然而有之性，不經思維選擇只是依

欲而行；二是長時間的反覆思慮與不斷學習累積後而能成就之事。  

關於荀子兩種意義上的「偽」，蔡仁厚先生的解釋：「『心』對情

然加以選擇判斷之後，再由『能』（材性之能）為之發動而表現行為，

這就是第一層意義的『偽』（偽的作用）。經過多次的選擇判斷（慮積

焉）與多次的學習實行（能習焉），而後養成的『善德善行』，則是第

二層意義的『偽』（偽的結果）。」 23由此可看出荀子所說人之為善是

落在第二層意義上的「偽」，第一層意義只是廣泛地說人之「心」對

於情然具有思維、判斷的選擇能力，而基於這樣的能力經過長時間的

累積便能創造出道德價值之「善」，因此第一層意義下的「偽」是人

能創造「善」的基礎。  

人之生而有的「性」不能從自身發出道德價值的「善」，因為是

屬於自然而有的，是價值中立的，無所謂善或惡，道德價值卻是人為

的，而道德價值的創造是基於自然的某種能力才能生發，兩者必須相

互為美，〈禮論〉說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理隆盛也。無

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不能自美。性偽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

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性偽合天下治。」性之自然是偽之人

為改造的對象，使自然之性能合於人文社會之價值，若沒有自然之

性，人為所成的「文理隆盛」將沒有對象可使之合於道德價值，沒有

「人為」，性也不能自己合於道德價值，兩者缺一不可，而將性偽相

互為用最有成就者即是聖人，而性偽合發揮最大的功效，是能使天下

得到完善的治理。  

由此，「性」需要經過後天人為的改造，自然質樸才能合於人文

社會道德價值之「善」，而這樣的改造（文理隆盛）是由「心」的基

本官能所延伸出來的，文理隆盛並不被包含在「性」裡，「偽」在「心」、

「性」之外，而「心」本身雖不具有道德法則，但「心」具有認知之

能，「心」認知禮義之道便能將人的行為引導為善，因此荀子之「心」

如蔡仁厚先生所說：「荀子所說的認知心，實兼含『知、行』二方面，

                                                 
23 參見蔡仁厚著，《孔孟荀哲學》，台北：學生書局，民 73，頁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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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只具有認知義，亦含有實踐義」 24，〈解蔽〉亦云：「心知道然後可

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心認識、了解道便能依道而行，依

道行自然也就不會超過道，還能防範有不合道的情形，因此心是人的

行為與社會規範間必不可少的中介。  

（三）就政治論而言 

要解決順從人之自然慾望所產生的社會爭亂，除了以禮義的外在

約束，人與人之間也須有區分、分別，區分在社會上的地位，形成社

會階級，給予個人在社會上的定位，同時也給予相對應的職事與財

富，使人不再因為慾望的追求而有爭奪；而人之所以能「分」，是因

為「心」所具有的理性能力，才能區分個人、形成社會階級，進而以

「分」為基礎發展出荀子所特有的「類」概念。  

以荀子的眼光來看人之所以為人最重要的特質是人之理性，〈非

相〉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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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禽獸之區別固

然在形體上有所不同，但非以人之二足站立與無毛為其主要之別，而

是在於人有「辨」，辨別親疏、貴賤、男女、是非、善惡，在禽獸中

有公母的不同，卻沒有所謂「男女授受不親」強調男女之別，這只在

人的世界中出現，能辨男女之別即能「分」，能分則使男女、上下、

貴賤各得其名份之位，這是辨最大的作用，因此辨與分可認做一事，

辨的結果是分，分之由來是辨；而要使所分能合於理，分的根據辨要

從於「禮」，禮又是出於聖王所異於禽獸之辨而制定出的，因此習禮

莫大於從聖王為師。這是荀子一路由人之辨男女出發，開展出社會階

級的定位，社會秩序的建立仍有賴於人之理性。  

在〈王制〉中荀子又以「義」說人與禽獸之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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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最為天下貴也。力不若牛，走不若馬，而牛馬為用，何也？

                                                 
24 見蔡仁厚著，《孔孟荀哲學》，台北：學生書局，民 73，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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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人能群，彼不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行？曰：

義」，以「義」為人之異於水火、草木、禽獸者最為可貴之特質，「義」

即倫理道德，水火有形質但不能滋長、沒有生命，草木有形質亦且有

生命但沒有知覺，禽獸有形質、生命、知覺但沒有理性，人則有氣、

有生、有知、有義，為萬物之靈。  

荀子逐層地推演物質演進的過程，先是無生物，次為植物，再次

為動物，最後發展為人，層層發展、層層涵括，由低等到高等，各自

分析出其之所以能成的中心性質，發展到人，囊括前三者皆有之性

質，但又有別於前三者，能使人與之有別的性質是其倫理道德，從人

的社會生活著眼，著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分寸，以此之道德分寸

約束行為。  

人之異於禽獸者又有另外一項特質，即能「群」，「力不若牛，走

不若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 25這裡所強調的特點是人

有群體的生活，同時這樣的群體與動物的群體區別是在於，人的群體

是給予每一個個體職分範圍，是所謂之分工、分職，而這些分工的個

體又互相合作，形成一股力量足以支配個體之人所不能及之事物，故

牛馬為人所用；再者人之「能」群，是人在自覺狀態下，具有某種目

的下所維持的社會結構、關係，這樣組織起來的團體是更具有條理

的，相對於其他物種來說也是更具有侵略性與破壞性，故人是以「能」

與「群」雙重條件具備之下勝於動物之群。  

且人之群是建立在分的基礎上：「人何以群？曰：分」，分即上述

所說之辨分，群與分是人建立一個有秩序之社會所不可或缺的重要性

質，且是荀子看人的主要切入點，如牟宗三先生之說：「荀子說人，

自始即為位於『分位等級』中之客觀存在體，亦即位於客觀理性中之

存在體。從未孤離其所牽連之群與夫所依以立之禮（理），而空頭自

其個之爲個之自足無待處言人也」；26而社會既是人與人所牽連而成的

團體，其中便要使之有次序，無次序將會導致爭亂：「人之生不能無

                                                 
25 《荀子‧王制》。  
26 語出牟宗三著，《名家與荀子》，台灣：學生書局，民 83，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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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亂，亂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

者天下之本利也」、又說：「離居不相待則窮，群而無分則爭。窮者患

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若眀分使群矣」， 27荀子看到一個群體

裡若沒有明白地區分、界定，不論社會地位之職責或是家庭倫理，當

利益重疊時必然會引起爭奪，爭奪起，禍亂也由之而生，若欲避免爭

亂，最根本的方法是「明分使群」，這是荀子社會思想重要的觀點之

一。  

〈君道〉謂：「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

群也」，道運用在政治治理上即成為君王統治之道，亦即君王爲統治

所應偱之道，然荀子所認為的君王應是「能群」之人，「能群」可與

〈王制〉所說之「君者，善群也」相為互文，意指善於能和合眾人，

而君王之最者是能「壹統類」之君王，達至「壹統類」者也即是聖人

了。  

「類」概念的出現是由「分」所產生出來的。所說之「分」是在

人之有理性辨別的基礎之上，「依據人、事、與生存環境之種種差異

及關係，予以合理的分類」，28於是因「分」而有「類」，「類」亦是「分」

之產物；荀子所說之「類」約有三義： 29

一、種類或同類義。又有二義：（一）物種或物類義。如〈禮論〉：

「先祖，類之本」；（二）事類義。如〈不茍〉云：「善其言而類焉者

應矣」。  

二、類似義。如〈彊國〉中「秦類之矣」。  

三、肖似義。如〈富國〉有「辟之若草木，枝葉必類本」。  

由「分」而有之「類」義是三者中的第一義，而如何由「分」產生「類」？

按牟宗三先生之說：「每一類有其成類之理，理即成類之根據。⋯⋯

                                                 
27 《荀子‧富國》。  
28 語見曾春海著，〈荀子思想中的「統類」與「禮法」〉收錄於《儒家的淑世哲學
─治道與治術》，台北：文津出版社，民 81，頁 130。  
29 轉引之出處同注 33，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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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以類通。以類通，即以同類之理通也」， 30人所具之理智，其邏輯

的初步表現，在於把握事物所成之理，便能將眾多繁雜的事物依其所

以成之理，加以分類，此理是這一類事物之共理，因此每一類的共理

都各自不同，當然，也是因為有可別於他物之共理，才能成就這一類

族，故「⋯⋯貼到人身上來說，總謂之『倫』⋯⋯其實「倫」也是「類」，

故有時又稱『倫類』」。 31

因「類」可作為把握某一族類之共理、依據，此共理即成為這一

類族所共有的內在條理，雖形體有所異，但共理是恆常不變的，自然

而能「類不悖，雖久同理。故鄉乎邪曲而不迷，觀乎雜物而不惑，以

此度之」、 32「推類而不悖」、「以類行雜，以一行萬」，荀子稱為「知

類」，「度類」，「通類」；又「類與類之間有互相連屬之縱的層面與橫

的層面，依其相互關連的秩序可結合為一整體的系統，稱之為『統

類』」， 33而能知統類者，即能發現禮義中的共理，了解道之體。  

〈解蔽〉中形容道為「夫道者，體常而盡變」，點出由禮義所制

定出來的法數依時代、風土民情的不同而有所變遷，但是總綱領、原

則卻不因此而有所改變，這是因為聖人的禮義是依據人之實情所制

定，即是依人之類而有，故道可作君王統領天下之用，也是人思想言

行的標準，更可作為救患除禍之功用，因此社會中各階層、職官皆以

禮分，如此之分可合於各人之實情，即所說之「類以務象其人」，使

所分之類與其實相符。  

又〈正論〉云：「凡爵列、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類相

從者也。一物失稱，亂之端也」，人文所成社會中的爵位次列、官職

所司、賞罰範圍皆依人之情實而定，「報」即為與其能庸、善惡相應，

亦即〈王制〉中說「無德不貴，無能不官，無功不賞，無罪不罰」，

                                                 
30 語出牟宗三著，《名家與荀子》，台灣：學生書局，民 83，頁 199-200。  
31 見徐復觀著，〈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收錄於《中國思想史論集續篇》，台北：
時報，民 71，頁 451-452。  
32 《荀子‧非相》。依王先謙之注，「鄉」讀為「向」。王先謙撰，《荀子集解》，

北京：中華書局， 1997 年，頁 82。  
33 語見曾春海著，〈荀子思想中的「統類」與「禮法」〉收錄於《儒家的淑世哲學
─治道與治術》，台北：文津出版社，民 81，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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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各得其宜，同時用做定位授官的標準是個人之德與能，而非封建

社會中固定的階級，在下位階級的人可以藉由累積起來的能力上升到

高位階級，這樣便使得社會的階級流動成為動態，絕對的階級位次已

不復存。  

其次，人倫中各位次所有之義務亦由「禮」作為施分：「請問為

人君，曰：以禮分施，均（遍）而不偏。⋯⋯請問為人妻，曰：夫

有禮，則柔從聽侍，夫無禮，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立而亂，

俱立而治，其足以稽矣」， 34自國君至臣屬、父、子、兄、弟、夫、妻

之所應行皆有所立，以為各人倫之準衡，亦由「禮」制定之，亦從類

而行，此人倫之道若不正立，人倫將不倫，正立之，國家之治亦可由

此而治，郭沫若先生則說荀子這種社會觀「開啟了此後二千餘年的封

建社會的所謂綱常名教」。 35

而人君的統治即是要統領這些類族，若能統類，國家之平治成為

唾手可得之物。〈不茍〉中所描述理想之君王應為「⋯⋯推禮義之統，

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眾，若使一人。⋯⋯故君子不下

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真正能統禮義、知統類，

將之完全地發揮在政治統理上的君王，自然能明辨是非之分，舉天下

之目之綱，其治天下之人，猶如能役使一人，能役使一人即可由此推

得役使天下之方，即是知「類」的運用，如此能知通統類的君王，不

出宮殿就能了然天下之情，其所運用之「術」即是「知通禮義之統」。 

因此心之理性能力是人文能構成社會國家的基礎，小至家庭倫

理、社會分工，大至政治倫理、君術統馭，乃至君能稱霸天下，心的

能力的發用不可小覷。心的理性能力基本之用，表現在分別兩物之間

之差異，由此差異可得出同類之間所成之共同條理，這個條理也是用

來與他類區別的條理，因此能自成一類，能將不同類統領起來使之統

一化者，即是能知統類之人，荀子稱知通統類者為「大儒」；統類運

用在社會組織上，便是使能、不能，賢、不肖之人各得其位，「量能

                                                 
34 《荀子‧君道》。  
35 語出郭沫若著，《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 2 卷，北京：新華書店， 1982 年，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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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官」，使萬物各得所宜，君王若能知此「知通統類」之治國之術，

不勞其心力就能化成天下，這是荀子義的「無為而治」。  

二、心的能動性 

荀子所談的「心」不僅具有理性能力，尚有一重要特質：能動性，

是相對於形軀會因外力的施加而改變軀體的狀態而說，「心」是自由

且自主，不受外力的約束。  

〈解蔽〉中說：  

心者。形之君也。而神明之主也。出令無所受令。自禁也。自使

也。自奪也。自取也。自行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

可劫而使詘申。心不可劫而使易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 

心掌管五官，及擇別五能所接納的感覺與料（ sense data），並對其加

以判斷，進而將其抽象化，給予名稱、賦予概念解釋，始能產生知識；

亦能擇別思想，可知心於形軀、精神皆位於統治階級之上。心不僅具

有控制形軀、思想的主控權，「自禁、自使、自奪、自取、自行，自

止，此六者皆由心使之然，所以為形之君也」，36心也是完全地具有主

動與能動的地位，是具有理性的思考主體，對於該不該做的行為有選

擇的能力，經由理性的思考過後，認為合理的就接受，不合理的就拒

絕。  

「郝懿行曰：墨與默同，云者言也，或默或語皆可力劫而威使

之」； 37既心「能」有「自禁，自使⋯⋯」，自然有「不能」者，口所

說之言，會因為外在的利誘惑威脅，使言符於情境之情勢，形軀或屈

或伸，也會因為外在事物或力量使之改變軀態，但這些外在的力量卻

不能影響到心的作用，無法涉及只存於心中的想法，這即是心之能動

性、自主性的特質。  

由此特質亦可看出荀子之心不僅是認識心、具有道德判斷之心，

                                                 
36 楊倞注，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考證》，台北：世界書局，2000 年，頁 286。 
37 見楊倞注，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考證》，台北：世界書局， 2000 年，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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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具有意志行為。 38人之認識須以「道」為圭臬，方能避蔽；其道德

判斷亦須以「道」為取捨之準，以此，由心之能動、自主性所發出的

行為，亦能合於「道」，故「它不但是個智心，也是個仁心」。 39

第二節 修心功夫 

荀子當戰國末年正是百家學說爭鳴之時，各以其是非其所非，荀

子認為百家學說之見，也不過是「為道之一偏」，執「道」之一角所

成的「曲說」，因此荀子針對六家的學說主張提出批評，並認為造成

「曲說」的原因是「心」有所蔽，列舉出「心」之蔽的種種原因，且

加以舉證說明之，最後提出解「心」之蔽的俢心功夫。 

一、心術之患與解心之蔽 

荀子分析人的認識過程，認為是認知主體與外在客體接觸時，認

知主體藉此得到有關外在客體的資訊，但是這樣的資訊會因為某些因

素而產生錯誤或是不完全，若是將不完整的認識以為整全，便會產生

蔽塞，故〈解蔽〉云：「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暗於大理」，荀子列

舉出十種蔽塞：「欲為蔽、惡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

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此十蔽依韋政通先生的解

釋：「欲並不必為蔽，欲之而無節乃生蔽；惡不必為蔽，惡惡不得其

正乃生蔽；始，終為兩端，亦不必為蔽，止於始，或止於終，不能終

始條理貫通而全乃為蔽；遠不必為蔽，玄遠而蕩乃為蔽；近不必為蔽，

執於近不能致遠乃為蔽；博不必為蔽，博而不能返約乃為蔽；淺則陋，

故為蔽；古不必為蔽，言古不有節於今乃為蔽；今不必為蔽，言今者

不有徵於古乃為蔽」， 40荀子點出的十蔽，其本身並不會造成人的蔽

塞，之所以成為人認識上的弊端，只是出於事物性質之對反者，都會

相互為蔽，又人之主觀偏好、偏執更加深其所以為蔽，此則人「心術

                                                 
38 此語首見於唐君毅先生之用。見其著，《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香港：新亞
學院研究所，民 62，頁 444。  
39 此語引出自唐端正著，〈荀子言「心可以知道」釋疑〉，《新亞學報》第 22 卷，
頁 7。  
40 見韋政通著，《荀子與古代哲學》，台北：水牛出版社，民 81，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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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患」。 41

荀子進一步舉出事例個別點出其蔽之所在，與因其蔽所造成之

禍，且將蔽之禍與不蔽之福對舉，做一強烈之對比。一是就歷史上人

君人臣而說，〈解蔽〉：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不知關龍逢。

以惑其心而亂其行。紂蔽於妲己飛廉。而不知微子啟。以惑其心

而亂其行。故群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不用。賢良退處而隱

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紂縣

於赤旆。身不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塞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

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不失道。此其所以代夏

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

呂望而身不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生則天下

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此不蔽之福也。 

末喜，桀之妃，又為末嬉、妹喜、妹嬉，桀伐有施時，有施人獻於桀

以為妃；斯觀，桀之佞臣；關龍逢亦作豢龍逢，桀立酒池肉林，關龍

逢進諫，桀囚而殺之，造成桀不見賢臣而聽於佞臣之因，究其根源，

是因被其欲好所蔽，誘亂其心而禍其行。妲己，紂妃，紂討有蘇，有

蘇以妲己女焉；飛廉，紂佞寵之臣，紂蔽於妲己與飛廉而不知有微子

啟之庶兄。桀與紂其心皆蔽於女色與佞臣，荒廢國政，百姓皆以為苦，

使眾臣皆去朝，追求己利，賢臣退居隱遁，百姓不為君用，造成國家

空虛，徒有國之空殼，後湯起兵討桀，桀敗於鳴條之戰，死於亭山，

而紂亦為武王敗於牧野，武王斬紂頭懸於太白旗，兩暴君皆身亡國

滅，後之湯與文王皆鑑於此，使其心不為便佞所惑、不使生蔽，湯長

用伊尹為政、呂望見用於文王，使國蓬勃，是湯能代桀而有天下、文

王見鑑於紂而能有鼎盛之治之因，且能受萬民之愛戴，是心不蔽之福。 

〈解蔽〉又云：  

                                                 
41 心術，李滌生先生解釋為「人類運用思想的方法」，見李滌生註譯，《荀子集釋》，
台北：學生書局，民 77，頁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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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

於欲國而罪申生。唐鞅戮於宋。奚齊戮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

身為刑戮。然而不知。此蔽塞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不

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知且不蔽。

故能持管仲。而名利福祿與管仲齊。召公呂望。仁知且不蔽。故

能持周公。而名利福祿與周公齊。⋯⋯此不蔽之福也。 

唐鞅是宋康王時讒佞之暴臣，42其心蔽於貪圖權位而驅逐載子，43奚齊

為晉獻公驪姬之子， 44驪姬、奚齊衛謀獻公之位不惜殺申生，其所欲

亦為其禍，心蔽於權位而不見權位所帶來的殺身之禍，與之相對的鮑

叔因知管仲之賢能，退居相位而臣於管仲，甯戚、隰朋亦不蔽於權勢

而佐管仲之政，共成桓公之霸業，其聲望福祿與管仲相等，召公、呂

望亦不蔽於權勢而輔周公， 45其名利福祿亦與周公同，這是心不蔽於

權勢之福。  

荀子之用意在於說明，一國之興亡在於人君之心蔽或不蔽，蔽則

國家之隳壞指日可待，不蔽則能成就雄心壯志，臣屬亦是，蔽則招惹

殺身之禍，不蔽則能得名利福祿，進則能使國家安定、百姓富足，心

之蔽與不蔽之重要性可見一斑。  

二就諸子思想學說而言，〈解蔽〉曰：  

墨子蔽於用而不知文。宋子蔽於欲而不知得。慎子蔽於法而不知

賢。申子蔽於埶而不知知。惠子蔽於辭而不知實。莊子蔽於天而

不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利矣。由俗謂之道。盡嗛矣。由法謂

                                                 
42 《呂覽‧淫辭篇》記載唐鞅曾上言康王謂：「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

與不善，而時罪之，則群臣畏矣」，後被康王所殺。轉引出自熊公哲註譯，《荀子

今註今譯》，台北：商務印書館，民 74，頁 429。  
43 載子即《孟子‧藤文公下》所載之戴不勝。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

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

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

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

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

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44 驪姬　立其子奚齊為太子，讒獻公殺太子申生，後被晉里克所殺。  
45 呂望即姜太公望，召公名奭，文王庶子實采於召，武王滅殷，封太公於齊、召
公於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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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盡數矣。由埶謂之道。盡便矣。由辭謂之道。盡論矣。由

天謂之道。盡因矣。此數具者。皆道之一隅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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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的中心思想之一是實用，以生活中可實用之利為價值，故有非樂

之說，〈非樂上〉：「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利，除

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利人乎，即為；不利人乎，即止。⋯⋯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樂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

不樂也，⋯⋯然上考之不中聖王之事，下度之不中萬民之利，是故子

墨子曰：為樂非也」，墨子對文化活動之價值純以功利觀點視之，無

利於生活之用便棄之，荀子批評其不知文化生活之內含價值，。〈正

論〉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

宋子以為人皆欲少不欲多，但無見於人之欲多一面，且不知使欲實現

之道。慎子即慎到，楊倞注為：「其說曰：多賢不可以多君，無賢不

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以為治，而不知法待賢而後

舉也」。 46申子即為申不害，其說曰：「但賢（賢，勝也。）得權勢， 47

以刑法馭下」，但不知權勢要待有才智之人，方能發揮刑法之權勢。

惠施，《莊子‧天下篇》載「以與桓團共稱為辯首」，如山淵平即為惠

施之持說，吾眼所見山確是高於水淵之地，惠施說其平是在於，在山

尚未成山、水淵之地尚未成漥之時，兩者皆為平，荀子批評為「蔽於

辭而不知實」。莊子崇尚天之自然無為之道，將治亂之事歸之於天，

與荀子之主張「天人相分」大相逕庭，莊子之蔽則在於〈天論〉所說

「措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荀子所舉這六家之說，墨子只以可用稱善，則盡是功利；宋子只

由欲論人之情，道只在快意而已；慎到只以法論治之道，則道只是法

                                                 
46 楊倞注，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考證》，台北：世界書局，2000 年，頁 362。 
47 李滌生註譯，《荀子集釋》，台北：學生書局，民 77，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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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條文而已；申不害以權勢論之，道只是利君之便；惠施玩弄奇辭模

糊視聽，則道只是辯說矣；莊子全任天而為，則道只是順應自然而已；

荀意在指六家所見皆只道的一角，矇蔽自己也惑亂他人，與這六蔽家

相對的是孔子的仁知不蔽，得道之全，並普施之，不滯於眾人之積習，

故德與周公同盛，此為不蔽之福。  

荀子舉這兩個例子，其重點是要針對諸子思想之不全而說人心之

蔽，從篇首的「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暗於大理」，及「今諸侯異

政，百家異說」、「妒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即可見荀子之用意

在於駁斥曲知之說，當荀子之世諸子學說流行於時，皆持之有故，言

之成理，但囿於一隅之知惑亂天下，「使天下混然不知是非治亂之所

存者」， 48故起而駁之。  

然而造成人在認知上產生矇蔽之因為何？一是認知主體本身的

主觀情緒或偏好所產生的矇蔽。「私其所積，唯恐聞其惡也；倚其所

私以觀異術，唯恐聞其美也」，49人在主觀上往往會對自己所累積的經

驗、意見觀點有所偏愛，唯恐聽到自己觀點的不足之處或批評，又以

自己的角度看待不同於己的見解，唯恐聽到有人讚賞這樣的見解；人

時常會以為自己的經驗積累而成的見解才是較正確的，然而這樣的經

驗累積是受到一定的時間、情境所限制的，以此為準衡便容易產生「蔽

於一曲」的結果；荀子指出的十蔽中，博與淺亦可列入主觀之蔽塞，

荀子所謂之博、淺：「多聞曰博，少聞曰淺」， 50孤陋寡聞會產生思想

上的錯誤是無庸置疑的，但何謂博學亦產生蔽？〈大略〉有說「多知

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不與」，空有內容材料而

無中心理論架構撐起的思想，只是雜學，荀子責為雜博，主觀認知不

足與雜學都會形成蔽塞。  

二是外在環境條件的限制，造成認識上的錯誤。上述指出荀子的

十種蔽塞之禍，其中遠近之蔽，是專就空間而言，「故從山上望牛者

若羊，而求羊者不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若

                                                 
48 《荀子‧非十二子》。  
49 《荀子‧解蔽》。  
50 《荀子‧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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箸，而求箸者不上折也，高蔽其長也」， 51從遠的、高的地方看，實物

的比例會因為空間上的距離拉長而縮小，造成認知上的失誤，這是人

的知覺受到外在環境的誤導而產生的錯覺，若以此錯覺作為認識的基

礎，認識的結果也定然是錯誤的。  

荀子既然發見人在思想上會有蔽於一曲之禍，也分析出形成蔽塞

的原因，那麼荀子也有對治蔽塞的方法。要避免只見一端、成為一曲

之士，當然就要對事物有完整的認識，即以全面性破除片面性，但如

何才是全面性地認識？荀子說：「見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惡者

也；見其可利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52意思是說要兼察欲與害、

利和害兩方，比較禍福得失之後的選擇才能減少錯誤，故「聖人知心

術之患，見蔽塞之禍，故無欲、無惡，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

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故眾異不得相蔽以

亂其倫也」， 53聖人見人有心術之患導致蔽塞之禍，不滯於事物之一

端，兼顧事物之兩極端並於心中有一衡量之標準，以揣其輕重，如此

一來各不相同的萬物也不會相互壅蔽，混亂是非之理。  

而衡量的標準即是「道」，〈解蔽〉：「何謂衡，曰道」，「道」在荀

子學說裡指的是「禮義」，其在〈儒效〉說：「先王之道，仁之隆也，

比中而行之。曷謂中？曰，禮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

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所說之「中」、「道」即是聖人因治

性起偽所制定的禮義，「道者，古今之正權也。離道而內自擇，則不

知禍福之所託」， 54「禮」不僅作為君王治國的最高準則、確立社會等

級，也是作為擇察事物的圭臬，能符合這個標準的事物才不會成為蔽

於一端的曲見、曲說，若不合，則為曲說妄見。  

魏元珪先生認為：「荀子解蔽之目的在消極方面乃在避免做一曲

之士，亦即知其一而不知其二。在積極方面卻在於闡明大理，以窺其

                                                 
51 《荀子‧解蔽》。  
52 《荀子‧不茍》。  
53 《荀子‧解蔽》。  
54 《荀子‧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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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豹」，55既是針對當時諸子學說而發，其意也在於勸勉人避免作獨斷

之人，並提出一個衡量的規矩以供自視、視人，而在荀子眼裡真正能

夠稱的上知「道」、掌握「道」之人，也僅有成湯、文王、孔子等人，

這些都是古來已被稱為聖賢之人，可見得荀子所說之「不蔽」、「知道」

是不容易達成的境地，即使如此，對於無法完全達至之人尚可依「道」

而行，雖不能完全地依循，還可以逼近「道」，不差「道」太遠，無

法與聖賢相提並論，退而求之，至少能不與聖賢相差太遠。  

二、虛靜心 

上述說到解蔽的標準在於外在的禮義之道，既然禮義是外在於人

的，那麼人如何能知道？荀子云：「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

道？曰：虛壹而靜」，56荀子以理性認知看待人之心，使人得以認識外

在的禮義，但心又何以能產生認識外在事物的活動？這是來自心之

「虛壹而靜」，然而這樣的心荀子除了描述為認知心，在〈解蔽〉更

以槃水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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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理。養之以清。物莫之

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易。其心內

傾。則不足以決麤理矣。 

荀子將心比喻為槃水，說明心只有在如槃水之平靜無波才能見物、察

理，心若如槃水有微風吹皺，水面波動，無法清楚見到物之形，則心

亦不能清楚地見物之全形，以如此之心認知事物，容易對事物產生不

當的認識；故心若要無誤地運作認識之作用，要以理導正心的思路，

以清靜養心，便能不爲外物傾倒，這樣的心才足以辨別是非。  

荀子此說也正突顯出心只是照見物而已，水能照物，映物之象於

水上，是因物外於水，心亦是，理亦不在心中，則心只是「『見理』

                                                 
55 魏元珪著，《荀子哲學思想》，台北：谷風出版社，民 76，頁 270。  
56 《荀子‧解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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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心，而不是『具理』的道德心」， 57故荀子所說之認知心是具有

認識能力、能思慮、能辨別也能選擇判斷，但不具理之心的判斷並不

能完全的無誤且合理合道，「心之所可，中理，⋯⋯心之所可，失理」，

58認識心所認可之事有時合於理，有時卻不合於理，而要使心皆能合

於理，勢必要有另外的東西作為心之所可的準則，這個準則別無他

物，即是「道」，也是「禮義」。  

〈正名〉：「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理也。心合於

道，說合於心，辭合於說，⋯⋯以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

故邪說不能亂，百家無所竄」，「工宰」依楊倞注：「工能成物，宰能

主物，心之於道亦然」， 59意思是說心是「道」所司之物，心之思慮、

判斷能合於「道」，則說能合心，辭亦能成言，如此以「道」為準之

心才能辨邪說，不使淫亂天下。  

然而心之能知道，進而合於道，是心有「虛壹而靜」之特性。〈解

蔽〉云：「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不藏也，然而有所謂虛。

心未嘗不兩也，然而有所謂壹。心未嘗不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這

是對虛壹而靜的總說，同篇中對各別之涵義有進一步的細說：  

一、虛  

人生而有知。知有所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不以所

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 

認知的能力是人自然而有，不需後天學習才能有，認識某一事物後，

便能將其記誌於心，記誌於心便是藏，然而心有所謂「虛」之特性，

在認識、記誌諸多對象後，仍能持續地認識、記誌其他對象，這就是

「虛」的特色，依羅光先生說是「因為知識不是物質，沒有質量，也

不佔有空間，而心也不是生理、物質實體的心，兩者都不是物質，因

                                                 
57 語出蔡仁厚著，《孔孟荀哲學》，台北：學生書局，民 73，頁 412。據先生之說，
孟子講「心悅理義」、「仁義內在」，陸象山講「心即理」，王陽明的「良知即天理」，

皆是「具理」的道德心，即是說道德本心自身即具有道德的理則，不需外求。  
58 《荀子‧正名》。  
59 見楊倞注，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考證》，台北：世界書局， 2000 年，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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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常是虛」，60不像具有實體的空間容器，存放的空間會因為物體增

多，存放空間也逐漸減少，韋政通先生說這表現出心之無限制性。 61

荀子所說之「藏」是人能建構知識的重要一環。從天官薄物，天

官之天能雖彼此不相為能，卻都缺一不可，各天官所薄得的訊息再由

天君理智的能力加以分辨整理，成為可用之資料，並儲存於心中，即

為「藏」，但這些資料如果不是以「道」（禮義）為準則所形成的，且

又只以這些成見作為基礎所累積成的知識，便會陷入荀子所說的曲說

邪見。  

可是反過來看，荀子所說的「蔽」，無疑地卻是在認識過程中扮

演一個重要且不可或缺的角色，「蔽」作為已有的知識背景，在人類

的認識、學習上發揮著正面、積極的作用；荀子的關注點主要是在蔽

於一隅之曲說，擴而充之成為學說主張後，淫亂人心的負面影響，但

是對於「蔽」之積極面沒有加以點出。  

二、壹  

心生而有知。知而有異。異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兩

也。然而有所謂一。不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 

天君自然而有理性認知、辨識的能力，雖物驟幅而至，心仍能區別此

物與彼物之不同，也能同時認識之，彼此不相妨礙，是心能同時進行

的兩個動作，然心有專一的能力，認知與辨識雖能兩行不悖，也能不

相為害，心能擇其一專注之，此是心之「壹」之優越性，但「心枝則

無知，傾則不精，貳則疑惑」，62心若不能專一就無法對對象進行認識，

心若別有傾向就不能專精，這樣也就容易產生疑惑。  

荀子於三者中最重視的是心的專一，又有精於物與精於道之分，

精於物者如「農精於田而不可以為田師，賈精於市而不可以為賈師，

工精於器而不可以為器師」，63三者皆只專精於物，只有操作的技術，

                                                 
60 見羅光著，《中國哲學思想史‧先秦篇》，台北：學生書局， 1996，頁 599。  
61 見韋政通著，《荀子與古代哲學》，台北：水牛出版社，民 81，頁 160。  
62 《荀子‧解蔽》。  
63 《荀子‧解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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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不可以為師長，而精於道者，雖不能有這三者的操作技術，卻能兼

治三者以為師，這是因為專一於三者操作技術的原理原則，才能在三

者中遊刃有餘，故說「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壹於道則正，以贊稽

物則察，以正志行察論，則萬物官矣」。 64

三、靜  

心臥則夢。偷則自行。使之則謀。故心未嘗不動也。然而有所謂

靜。不以夢劇亂知。謂之靜。 

人之心若有所思，寢則有夢；若使心鬆懈、怠惰，放縱於外，就像脫

韁的野馬，向外奔放了，然而有所役心時，心仍能謀慮，所以心是無

時無刻都在活動的，固然心是一直在活動的，心也有所謂「靜」，心

之「靜」表現在不以幻想雜念擾亂心的思慮、辨別作用，故雖說「靜」，

並非是使心不活動，而是要使心在認識活動發用之時專注於物，心能

專注於物，就能免除「偷則自行」、「夢劇亂知」的妄動，因此荀子所

謂之「靜」，實與「一」不二。  

〈解蔽〉亦有云：「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荀子之禮

義是外在於人的，也即是說主體如何能認識到外在世界對象的客體？

荀子所提供的是一套修養功夫論，「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入，將

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段話之解從王先謙之注釋

本：「當作『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壹則盡；將

思道者之靜，靜則察。』」65意思大概是說，以虛壹而靜的功夫來修養

心，要求道的人可由虛心進入道的境域；要致力於道的人，將專一之

心用之於道，則道無不盡；慎思明辨道之人，用其靜心於道，則事無

不察也。「虛壹而靜」看起來似乎只是心內在修養的功夫，若徹底實

踐之，修養功夫將展現其外在之作用：「虛則入，壹則盡，靜則察」，

這才是修養功夫的目的。  

若果能達到「虛則入，壹則盡，靜則察」的境界荀子將之稱為「大

                                                 
64 《荀子‧解蔽》。  
65 見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1997 年，頁 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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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此大清明之心能通於萬物，有形體之物無不見，能見則無不

能論說，其論說無不得其宜且不失其位，而於視域上能「坐於室而見

四海，處於今而論久遠」， 66尚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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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這是就君王

之治而說，君王能達至虛靜心，則能通觀萬物而知其情性，觀其現象

而知本質，驗考治亂而通其制度，使社會國家能平靖，更進一步能經

理天地而裁用萬物，使之見用於社會，並能主宰大道，則宇宙皆在其

治理之下，大清明之心運用在政治治理上，是荀子理想的國家，亦是

理想之君主。  

「虛壹而靜」雖然是荀子內心的修養功夫，但其真正目的還是在

解蔽，唯有虛靜心能從「道」而行，由「道」行所認知之物能不暗於

一隅，建構起來的知識、主張才能避免成為邪說妄見，如此成為荀子

爲解蔽構做出來內外的兩個標準：「外在客觀面的的準衡是禮義之

道，內在主觀面的準衡是虛壹而靜的大清明之心」。 68

三、養心之術 

荀子提出修養內心的功夫主要目的還是在於知「道」，即知「禮」，

荀子之「禮」是獨立於人之外，可以說是社會規範制度，亦是人生之

準則，以是之故「禮」也是作為外在客觀世界對象之一，心若要能正

確無誤地照見「禮」這個對象，心除了要保持「大清明」之外，尚有

其他治心養心功夫。  

〈不茍〉中明確地指出「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誠」即「無姦詐

則心常安也」，69君子養心首重之事只有真誠其心，此外別無其他；而

如何達到真誠之極？曰：「惟仁之為守，惟義之為行」，誠其心唯有守

仁行義方能達至，而其仁義之意不違孔孟之說，孔子說「仁」並沒有

                                                 
66 《荀子‧解蔽》。  
67 《荀子‧解蔽》。  
68 見蔡仁厚著，《孔孟荀哲學》，台北：學生書局，民 73，頁 425。  
69 見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46。劉台拱曰：⋯⋯
此言養心莫善於誠，即誠意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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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地說，但於宰我問喪時卻說「仁」只在心安與否， 70孟子時清楚

地點出「仁」即是「人心」，而荀子所意之「仁」也只是意謂「不違

人心之情」而已，即陸象山所說「人同此心，心同此理」；而「義」

是當為與不當為，於心安且不出於人情，為所應為，徹底實踐即是誠

意其心。  

「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行義則理，理則明，

明則能變矣」，71能誠心守仁即能形見於外，下者見其形則尊之如神，

即能行教化之效；且誠心行義，其行為必與理相合，合於理即能是非

分明，是非分明則人不敢欺，欺人者見之，或能改其惡，既能使之變

化，其德與天同，這是「誠心」功夫徹底落實的極致表現。  

荀子亦引道經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說明心的修養是要從

「危」到達「微」的境界， 72人之認識心易為蔽，唯能使心依道而行

且處於警覺戒備，不偏離道，則此心將可為道心之精微，故曰：「處

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之。⋯⋯危微之幾，惟明君

子而後能知之」，處心一於道且戒慎恐懼之，則充滿其榮；養其未萌，

不使異端禍亂之，雖榮而未知。故危與微之間細微的差別，只有養心

致微的君子能知。要達到精微之前，尚有彊、忍、危的功夫，荀子舉

出子思、孟子的事例來突出彊、忍、危修養功夫的進程：  

山洞中有名叫觙之人，可能是孔子的孫子孔伋（即子思），善於

玩射覆（古代的一種猜謎遊戲），使其心專注在射覆上，便能精於射

術之妙，但若耳目之官接於外物、蚊蟲之聲擾其心，心不能專一，射

覆之術也就不能精準，因此爲避免耳目有所接物，並且遠離蚊蟲之

聲，其閑居靜思不接外物，倘若人之思仁像子伋這樣專一於思仁，其

心就能達到精微的境界嗎？孟子惡其妻室敗其進德，休妻以出之，可

                                                 
70 《論語‧陽貨》：「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

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

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

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

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71 《荀子‧不茍》。  
72 《荀子‧解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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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說是彊於修其身；有子（即有若，孔子的弟子）讀書惡臥而灼其掌，

可以說是自忍其身了，但不能算是好學，若好學者就不會臥寢讀書

了；像子伋那樣屏除耳目之欲，遠離蚊之聲，可算是操心戒慎恐懼，

但尚可說達到精微。達到精微之境之人是為「至人」，既為「至人」

又何須勉彊、忍耐、戒慎，對道的認識尚在膚淺的人，因其內心不能

還無法達到精微，須靠外在的勉彊、忍耐、戒慎，若其心以能達致精

微，則能內外通明，譬如水，光影內含，又能照見外物，故聖人能從

其欲、盡其情且裁制萬物莫不當理，已不須自彊、自忍、自危。故仁

者之行「道」是自然而然的，非刻意為之，聖人之行道也不是勉強去

做的，因其養心以「道」且虛壹而靜，以致識「道」之精微，心與「道」

合，所出之言行自然也是合於「道」的。這才是治心的方法。  

再者，荀子以「氣」說明了整個物質界所內在共有的存在元素，

而「氣」也是組成人的第一要素，因此荀子有「治氣養心」說，依其

人之性格、生之所以然之氣質不同，其修養的方法也各有不同。〈修

身〉：  

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

易良。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便利。則節之以動止。狹

隘褊小。則廓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利。則抗之以高志。庸眾駑

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款端愨。則合

之以禮樂。通之以思索。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禮。莫要得師。

莫神一好。 

針對各種不同的心理狀態對應不同的修養之道，但最終仍是遵循於

「禮」，禮是治氣養心的捷徑，從於知禮之師，便能不偏於禮，從禮、

從師便能好善不怒惡；從內養其心便能形著於外，荀子主張「相形不

如論心」， 73認為「形相雖惡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

術惡，無害為小人也」，74君子修身應從內心的修養做起，而且君子之

容貌、待人接物、應對進退等等皆是養心功夫的展現，因此對其時代

                                                 
73 《荀子‧非相》。  
74 《荀子‧非十二子》。  



                                                  稷下《管子》四篇與荀子心論之對比  
29 

不同位階之儀態有不同的要求：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良。儷然壯然。祺然蕼然。

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非十二子〉 

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愨。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洞然。綴

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非十二子〉 

父兄的容貌應當是其冠峻高，其衣寬大，亦與冠相類，呈現出矜莊之

貌、不可犯之貌，安泰不憂懼之貌，寬舒、容眾、明顯、恢廓之貌，

才是父兄之儀容；而其子弟態度謹敬，且能自謙、恃尊長、相親附、

不傾倚、柔弱、恭敬、不乖離之貌且不敢正視父兄之貌，此是子弟之

儀容，這樣荀子便將形貌與修養聯繫起來成為同一修養功夫。  

是以以禮治心，形即能從於心，人之形相、吉凶皆是修養所致，

悉由自身之修養作為所決定，故〈榮辱〉中說：「君子則安榮，小人

則危辱」，從道修養不僅能使心正，且使容貌端莊，更能趨吉避凶，

徹底發揮了「道」對人生之功效。  

第三節 聖王的理想人格 

荀子所提出的主張最終目的還是要見用於世，尤其是要使國君採

納，荀子對國君說了許多主張，最後要告訴國君若依荀子之路治國，

國君將能成為荀子中理想的君王，這裡即道出了荀子所認為的理想國

君之樣。  

荀子在這裡所提到的聖人似乎可區分為兩種，一是制定禮義制度

的聖人先王，二是能以禮治理國家而使之正理平治的聖人後王；不論

先王後王，其心、性是同於眾庶百姓，〈性惡〉曰：「聖人之所以同於

眾其不異於眾者，性也」，且堯舜、桀跖，君子、小人其性同也，亦

即聖人若順其性之發展，仍是流於惡，那麼先王是如何在性流於惡的

基礎上制定禮義？後王又是如何能以禮義治理國家？  

孔子欲恢復「禮」在社會各層面上的重要性，以「仁」作為禮樂

制度的基礎，《論語‧八佾》載：子曰：「人而不仁，如禮何？人而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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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如樂何？」人若不仁，禮樂也只是徒有形式的一套制度而已，不

再具有社會規範的功用，但孔子此說，卻無法在哲學論證證明上說明

人之「仁」從何所來；孟子則將人之心、性歸之於天，《孟子‧盡心

上》：「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

養其性，所以事天也」，禮根源於心，心來自於天，所說之天當是道

德根源式的天，禮的根源性問題間接地歸於絕對存在的「天」，似有

彌補孔子之說。  

孟子之說將禮透由道德本心根源於道德規範的天，是只重心之道

德性，卻忽略了心之官理性思考的能力。荀子提倡「天人之分」說，

阻斷天與人不只在道德上的關聯，也切斷了在社會治理、人生命運上

的聯繫，又割開禮與心、性的根源，將心的理性能力提升出來，〈性

惡〉中：「今人之性，固無禮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不知禮義，

故思慮而求知之也」，荀子以人心之能知進而能創造禮，說明說的起

源，是從人能自覺地理性反省角度證明。  

荀子言聖人制禮之因：  

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

勢不能容。物不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禮義以分之。使之貴賤

有等。長幼之差。知愚能不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

然後使谷祿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榮辱〉 

勢位齊。而欲惡同。物不能澹則必爭。爭則必亂。亂則窮矣。先

王惡其亂也。故制禮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臨

者。是養天下之本也。〈王制〉 

聖人見人皆從其欲，不加節求而造成社會動盪不安，聖人不忍見人之

社會陷於混亂爭奪中，欲使人能有條理、秩序，於是聖人「化性起偽」、

「積思慮、習偽故」這兩個條件的配合之下，運用心的理性能力制定

出一套社會階級規範制度，使每一個人在社會上各有其地位及相應的

職分、財富，以養天下之人，這是先王之道，〈君子〉曰：「尚賢使能，

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但先王為何能夠制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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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何能化性起偽，荀子並沒有作深入的探究，後世之人試圖爲荀子

這一問題作合理的解釋：「也許，在荀子的思想中，先王制禮是不證

自明的客觀史實，毋庸述說；也許，在荀子心目中，先王制禮是理想

統治者的化身，是禮治的倡導者與實踐者，先王制禮的「資格」是無

需證明的」。 75

先王所制之禮義成為經營治理天下之大道，後世聖王之治國也必

從於先王之道，所謂從先王之道是意指從於先王之禮義大道，而其術

是依其時代風情而略作調整，故後王治國的首要工作就是了解禮義之

道，第一步首先發揮的是心之官認識能力，禮義是認知對象，但在此

之前，心要保持澄清無紋的波面才能照見禮義，了解禮義還不夠，最

重要的是要「知通統類」，聖人制禮義是依人之類之情所作，因此荀

子所謂之「禮」，其「類」之概念貫通於其中，聖人之所以別貴賤且

給予每一個人在社會上適當的職位，都是依其情而分類之，再將不同

類之人統領起來，組成建構社會的完整體系，因此統治天下關鍵就在

於能夠「知通統類」，對「統類」之知，也可以說是對「道」，即「人

道」之知，而能知通統類，便能「舉措應變而不窮」。  

君王之統治天下，除了知通統類的大原則外，尚須「操術」的配

合，〈富國〉曰：「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累解，速乎急

疾；忠信均辨，說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

威乎刑罰」，76言國君之治理要想把握時機建立功業，要以和調寬緩的

方式來管理，人民則能應其躁急之成就天下；以忠信均平使民，則民

之悅愈於慶賞；君王統治天下之前必先脩正自己，然後才能役使他

人，如此之統治是比刑罰更能建立威嚴；而且不論是刑罰還是慶賞都

要嚴格按照其類施行，〈富國〉：「不教而誅，則邢繁而邪不勝；教而

不誅，則姦民不懲；誅而不賞，則勤厲之民不勸；誅賞而不類，則下

疑俗儉，而百姓不一」，刑罰不嚴不當，法雖多，亦不能遏止罪犯，

獎賞不中，則勤奮之民不知勸勉。  

                                                 
75 語見陸建華著，《荀子禮學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4 年，頁 57。  
76 「累解（ㄒㄧㄝ）」，猶「平正」，與「急疾」相對，作「寬緩」之解。見李滌
生註譯，《荀子集釋》，台北：學生書局，民 77，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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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荀子的治國理論中，更重視的是賢才之用，國君若想要

以最不勞心力的方法使國家能正理平治，其官人之命、職分之當，是

必不可少的，〈君子〉載：「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令行

而不流；親疏有分，則施行而不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

如此才是荀子理想中的國治，實現和諧統一人倫的社會，也是理想中

聖人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