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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管子》四篇與荀子心論之對比  

以《管子》為稷下黃老學的代表與《荀子》思想的不同處，究其

根本是在於「天道觀」的基本不同，由此「天道觀」的不同，從此而

說的修心功夫、認識論、治國乃至理想國君之說也隨之不同。  

「道」在老子哲學裡首次被賦予形上本體的意義，《老子‧四十

二章》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使得萬物之生，

有一個可追源的最高根據，即為「道」，《管子》中所說的「道」也與

老子有相同意義，〈心術上〉曰：「道也者，動不見其形，施不見其德，

萬物皆以得」，萬物皆得「道」以生，其「道」無形無象，亦無行跡；

《管子》中「道」的意義雖與老子無異，《管子》卻比老子更進一步

描述「道」，將「道」物質化，以「氣」、「精氣」形下化「道」，也就

是說，形而上的「道」下降到形而下的物質世界成為「精氣」，「精氣」

成為賦予萬物以生的重要元素物質，因此在《管子》的修養論部分，

重點便成如何能得「道」，將「精氣」留存於人之「心」中。  

在人體中能成為「道」的處所，《管子》認為是在「心」，〈心術

上〉云：「心者，智之舍也」，所謂之「智」，依石一參先生之注為：「智，

神智，智生於神，神明為心之君」， 1「神明」是《管子》中用來轉譯

「道」的名稱，「心」乃神智所處之處，而神智又是生於神明的「道」，

因此「心」乃是人體中儲放「道」之處。依〈內業〉說：「凡心之刑，

自充自盈，自生自成」，人之生本於「氣」，「氣」充盈於身，「心」當

然也充盈「氣」，充盈之當能生，生則成，皆一「氣」能自成，不資

於外，但是這樣的「自充自盈，自生自成」的狀態，會被人的憂樂喜

怒欲利所破壞，一旦被破壞了，「氣」將不來，「氣」不來，人得以為

生的「道」也將失去，失去「道」，人將亡無，如〈內業〉中說：「人

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因此《管子》的修養論主要在於修養「心」，

使「心」成為「氣」之存所。  

                                                 
1 參見石一參著，《管子今詮》，台北：商務出版社，民 59，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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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不只是「道」之存所，亦是認識主體，〈心術上〉云：「知，

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心」具有思慮的作用，能辨別萬物，而物

則是思慮作用的對象，而「心」要能充分揮發其思慮作用，必須固守

其位，〈心術上〉說：「心處其道，九竅循理」、「上離其道，下失其事」，

除「心」在其位外，更提出「靜因」的認識總原則，即是「感而後應，

非所設也；緣理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不虛，

不虛則（仵）於物矣」， 2所說的認識原則是要應物而動，依照物本

身的內在規律而走，不加主觀意見，也不對物有所作為，只是完全地

順應物，可以說所謂的認識，其實只是如實地反映出物之本貌；而「心」

要能反映物，「心」必須要有「心靜氣理」的狀態，因此，「心」能認

識物也是「心」之修養功夫的功效之一。  

《管子》之認識論建基在其「道」論宇宙觀上，因為「道」是「

流萬物而不變」，萬物得之以生與人得之以生同樣都是「道」，因此，

「物之至」時，人才能「感而後應」；而其「靜因」之則，是吸收了

老子「無為而無不為」的思想，順應物的內在規律，不加干涉，物自

然能成，不加入主觀意見於物中，物自然能顯露自身之貌。  

《管子》中的「道」不僅作為萬物以生的根源，也是自然界與人

類社會的存在、發展規律，〈君臣上〉指出：「道也者，萬物之要也」，

而這樣的發展規律是外於人而存在的，〈君臣上〉曰：「道者，誠人之

性也，非在人也」，「道」雖賦予人的自然生命，卻是外於人而客觀存

在的，因此人要認識「道」並順應「道」而為，〈形勢〉中明確的指

出：「得天之道，其事若自然；失天之道，雖立不安」，順應「道」而

為，凡事自然能成，不合乎「道」，雖能立事，但不安穩，隨時有倒

塌的危險，因此，就連國君治國也得順應「道」才能安穩。  

而如何順應「道」治國？〈版法解〉指出： 3

                                                 
2 《管子‧心術上》。  
3 「版法」之意，依石一參之注本為：「版者方版，古者書事載在方策，成法所
著，以遺百世，漆書於方版或竹策之上，編而存之」，故所稱之「版法者」即是

制定法令的君王。參見石一參著，《管子今詮》，台北：商務出版社，民 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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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行，以治天下。四時之行有寒有

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

人法之以建紀綱，春生於左，秋殺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

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

法之，以行法令，以治事理。  

〈版法解〉的這段話提示出《管子》也是黃老學的治國總綱領。國君

之治國應效法天地之位，有上有下，因之人類社會亦有君臣上下、貴

賤之分，以建立社會之秩序，如春秋冬夏有生長、權殺之事，生長之

事是為「文」，權殺之事為「武」，「文事在左，武事在右」這是繼承

老子的說法，《老子‧三十一章》中說：「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

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文、武不可偏廢，如有左、右之位，

在農事上，即有耕種、收藏之文、武，於人事上，相應為賞、罰，並

行於世，國君所頒定的法令在統治國家上才能產生效用。  

這樣的治國理念是以《黃帝四經》為代表的黃老之學的展現，效

法天地的位序、順應四時的時序，以安排人事社會上的階層、時事，

具有老學對「道」消極的應從與無為，同時也具備了以黃帝形象為表

徵的積極治國、推行法令的思想。總歸來說，《管子》思想在各方面

的展開，都以「道」的宇宙觀、形上意味作為基礎、中心所發展出融

合百家之善的特殊學說。  

然而，在荀子學說裡，像《管子》這樣的「道」意味並不多見，

如〈天論〉中：「天有常道」、「萬物為道之一偏」，不過在這兩處所謂

之「道」也沒有濃厚的形上學色彩，依梁啟雄先生之注，4前者之「道」

指的是「天行」或「天演」，僅只是天之運行，後者則指「大自然」，

荀子將《管子》裡作為萬物形上根據的「道」，用「天」之自然義取

而代之，萬物是自然而有，沒有一個超越的「道」作為萬物之有的根

源，是將「道」的形上意味給剔除乾淨，賦予「道」完全的人文意義，

〈儒效〉中界定「道」為：「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

                                                                                                                                            

76。  
4 見梁啟雄著，《荀子簡釋》，台北：木鐸出版社，民 77，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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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所道也」，所說之「道」一轉而成為「人之所應遵循的原則」， 5純

為人文社會中之「道」。  

萬物皆從自然而來，是自然天之職能、功效，荀子稱為「天職」、

「天功」，人亦復如是，荀子用來描述人就稱之為「天情」、「天官」、

「天君」，此「天」是賦生萬物的自然義，當然也就是外於人而存在

的客觀自然，不具有意志，也不是人的德性天，因此人類社會之存亡

與天沒有任何的必然關係，人之行為作做也不再追求與天契合，從此

天人分途。  

既然荀子沒有本體界的思想，對於各個層面上的看法也就只在現

實層面上立說。就其認識論上，荀子所識之認知主體—「心」，是以

理性認知之能力為其開展，並認為這樣的能力是人的自然之性，是自

然之天職所成之天功，〈解蔽〉云：「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

之理也」，在認識物的過程中，「心」是依賴五官對物的資料蒐集，荀

子稱五官為「天官」，是自然賦予能薄物之能，由五官所得的感覺與

料，便由「心」加以抉擇判斷，故稱「心」為「天君」。  

由此可知，荀子在說明人的認識過程時，不如《管子》是以「道

論」為基礎，萬物皆由「道」而來，把「道」當成人能認識外物的前

提，荀子則是以為，能知與所知兩方面，是因為能知天生就稟賦有理

性認知的能力，而所知具有能被分析的條理，兩相配合之下，即能夠

成人的認識活動；荀子之說比起《管子》，是少了「道」的形上根據

的意味，突出人自身的理性能力，究其根本，是因為荀子的「天體觀」

取代了「天道論」，所以荀子修心功夫的目的，不再是因為得「道」，

而是在於能正確無誤地認識外在對象，建立真的知識。  

在治國方面，荀子也充分發揮人的理性能力作為治國的基礎。荀

子在看待人性問題，認為人秉受自然而來之性，具有天生的慾望，如

飢而欲飽、寒而欲煖、勞而欲休，這些慾望的追求如果是在一個群體

                                                 
5 依從於《荀子新注》之說。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荀子新注》，北京：中
華書店， 1979 年，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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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而且是沒有節制的追求實現，就會造成爭奪、混亂，窮困、滅亡

就會隨之而來，因此，聖人「積思慮、習偽故」，制定出一套合乎人

之情性的禮義，依照每個人的情性不同而加以分類，使得每一類都有

他們在群體裡的定位、職事，並給予相當的財富，這樣不僅社會階層

一一的劃分清楚，社會的分工也隨之井然，才能支撐起群體中每一個

人的生活所需；而其禮義的功用不僅是社會階層、制度劃分的標準，

也是人的行為規範，人追求慾望的實現必須要在合理的範圍內，才能

避免爭奪，以及因為爭奪所產生的惡果。  

社會的組成既然是由各個不同階層的人及其分工所組成的，居於

統治階層的君王就必須要能統領這些階層，要先知「類」之情，進而

才能統「類」，使得社會不僅分工且相互為用；國君將每一職位之名，

及其在職之事使之相稱，在位之人以其所司之事而行，不相互僭越，

那麼國君不必耗費心力作施政之事，臣屬自然能成事，國君可收無為

而無不為之效。  

在治國手段上，《管子》與荀子都主張君主要無為而治，但其途

徑卻有所差別。《管子》所謂的無為而治，是要在「法」的基礎上實

現，把「法」作為是非曲直判斷的標準，使臣屬與人民皆以「法」作

為準則，不敢僭越，以成就國君之無為，如《管子‧任法》中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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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荀子則以為國君要能「知通統類」，且「明分

職，序事業，材技官能」，依其職位給予適合之職事，才能實現「君

要而臣詳」的無為理想。  

以上是就《管子》與荀子學說的不同作一簡要的整理，以下就各

分細節詳述之。  

第一節  治國理念之異同  

儒家對於治國之道，主張人君應以德治國，通過道德教化使人

民自然能向善，以禮勸善，防範於未然，自然不用刑罰，是以尊禮

義賤刑罰德化於國；而法家的主張恰與儒家對立，認為應以法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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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摒棄一切道德教化，如韓非所說「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

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吏為師」， 6將法的權威凌駕於禮之上；

兩家有水火不容之勢。  

儒、法兩家之勢在《黃帝四經》中可見調和，〈十大經‧姓爭〉

云：「刑德相養，逆順若成。刑晦而德明，刑陰而德明，刑微而德

章（彰）」，將刑德同視為治國兩種手段之必須，只是刑在隱處，德

於明處，是威德並行之治國之道首見之處。  

《管子》雖被視為法家之濫觴，卻不像三晉法家那樣徹底排斥

禮治之用，而是將法治與禮治藉由形上的「道」統一起來：「虛而

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降揖

讓、貴賤有等、親疏有體謂之禮，簡物小大一道、殺僇禁誅謂之法」，

7將禮治與法治並行於天下且不相悖，「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

者天下之至道也」， 8法治雖然貴為天下之至道，禮治亦是作為支撐

起整國家的繩索，禮、義、廉、恥被視為國之四維，這四維「一維

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 9可見禮治於國

也是至關重大的，兩者不可偏廢；雖然《管子》吸取了儒家為國的

思想，但在禮法並行中仍有「以法治為主而以禮治為輔的傾向」， 10

主要為國之道還是偏於法，禮治是用來彌補法治之不足。  

儒家的禮治思想在荀子之前相信道德自覺的教化足以使人遵

禮向善，孔子就曾說：「善人為邦百年，亦可以勝殘去殺矣」， 11孔

子認為只要在上位者有著美好的德行，必然可以使社會風氣向良善

的一面轉化，這樣的統治方法是勝於用刑罰來懲處、威嚇人民；荀

子則以傳統儒家的禮治思想為基礎，將法家的法援引入禮，使得禮

也具有威嚇的力量。  

                                                 
6 《韓非子‧五蠹》。  
7 《管子‧心術上》。  
8 《管子‧任法》。  
9 《管子‧牧民》。  
10 語出白奚著，《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北京：三聯書
店， 1998 年，頁 281。  
11 《論語‧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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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禮同傳統儒家的禮講的都是社會生活中共同的秩序，

《禮記》中說「夫禮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異，明是非也」，

12荀子亦認為「禮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13唯其不同處在於，傳統儒家之禮立基於人之情，「禮者，因人之情

而為之節文」，14荀子之禮卻是聖人化性起偽而有的產物，不在人之

性情中立基，但荀子之禮於內仍有養情導欲之效，〈禮論〉中說「故

禮者養也」、「禮義文理所以養情也」，荀子所論禮的起源雖與傳統

儒家不甚相同，然其所說之禮仍帶有儒家傳統的色彩。  

傳統儒家之治國並不重視懲罰，但仍然有刑罰，如《論語‧子

路》中：「名不正，則言不順；言不順，則事不成；事不成，則禮

樂不興；禮樂不興，則刑罰不中；刑罰不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按孔子這段話的推演，是將刑罰放在治理國家的最後手段，其治國

方針仍是在禮治。  

荀子基本上認為「不教而誅，則邪繁而邪不勝；教而不誅，則

奸民不懲」， 15完全以法的強制約束、刑罰的懲處來治理人民，不施

以道德教化，則罪行之事只會越來越多，且難終盡；而完全以道德

教化教養人民，不施以適當的刑罰，則為非作歹之人將不會受到懲

罰，罪行之事還是會不斷的發生；禮治與法治若只各執一端，都不

是理想的治國方法，兩者並行才能有教有誅，相互彌補其不足之

處，故荀子將法家的法帶進儒家的禮，使得禮也能達到法的功效，

荀子說：「非禮，是無法也」， 16非禮也就等同於無法，意味著禮不

只有法的功能，而且禮自身也就是法，這樣看來荀子所說的禮似乎

與法的地位是一樣的，都具有一定程度上的外在約束力，但實際在

荀子的思想裡，禮的地位是尊於法的，〈勸學〉說：「禮者，法之大

分，類之綱紀」，法之制定仍是以禮作為準則而有，〈性惡〉中也闡

                                                 
12 《禮記‧曲禮》。  
13 《荀子‧富國》。  
14 《禮記‧坊記》。  
15 《荀子‧富國》。  
16 《荀子‧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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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這樣的次序：「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禮義，禮義生而制法

度」，是為禮尊法卑的態度，因此之故荀子之治國方式實是「以禮

為體，以法為用的禮法結合的禮治模式」。 17

《管子》與荀子的思想雖都提出調和儒法爭的思想，卻還是各

自有偏重的一邊，《管子》重法治輔以禮治，《荀子》則以禮治為重，

法治為輔，兩者是截然相反的傾向，呈現出各自思想背景的不同。

《管子》的思想性格是以「齊法家」的方向作為學說的基石，因此

法治的地位還是在禮治之上；而荀子則是以傳統儒家的禮治思想為

其基礎，加入法治思想，改良不重視刑罰的禮治，所以禮治仍在法

治之上。  

第二節  心的角色地位之異同  

在四篇與《荀子》中都將心視為處於主宰之位，《管子‧心術

上》：「心之在體，君之位也」，《荀子‧天論》：「心居中虛，以治五

官，夫是之謂天君」，也都將人體之心與社會地位之君作類比，可

以得見荀子此說與稷下黃老學是很有關係的。  

四篇與《荀子》中的心皆具有認識外在客觀事物的能力，而且兩

者都追求要如實地認識、反映出物的真實面，但就其認識過程上，卻

有很大的差異。四篇中說到的認知原則，是「靜因之道」的「應」與

「因」，而且是「物至則應」，是比較消極的認識，也可以說是被動的

認識物，因為要順應「道」，處於無為之位，自然就不能主動認知。

而荀子因為沒有「道論」的背景，不必處無為之位，其認識過程是由

天官「當薄其類」，心為之慮、擇，所慮、擇的對象，一方面是天官

所獲取對對象的感覺與料，一方面也是對對象在構成知識時主觀的抉

擇，可見心於認識過程中是處於主動抉擇之位。  

由此也可以看出，兩者所說的「認識」其目的是不一的，在《管

子》中對於物的認識目的並不是在於建構知識，只是應物而變、以靜

                                                 
17 語出陸建華著，《荀子禮學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 年，序一之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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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動而已，然而荀子卻有很強的理性認知的意味在，而其認識對象是

限於人類文化的領域內的《書》、《詩》、《禮》、《樂》、《春秋》，目的

是要建立更為平和的人類社會，而不追求對本體界的認知。  

兩者雖然對於心在認識過程上所處之位有所差異，然兩者都主張

在認識過程中，不可以主觀的情緒、意見摻和其中，要如實地「反映」

出物的真實性質，《管子》的「靜因之道」便是典型的認識方法，心

處「靜」之位，不妄動，並使心沒有預設的主觀意見，成為能反映出

物的真實性質的認識主體，心要能保持虛、壹、靜，不帶有主觀成見，

能專一於到來之物上，且不浮躁、躁動，方能因物、應物，如其所是

的反映出物的真實，是之所謂「靜因之道」。四篇中所談論的心，是

以「道」、「精氣」為主要論據所開展的，而以「氣」來物質化形上的

「道」，到底「氣」為何物，卻沒有進一步的說明。  

荀子繼承了《管子》的認識方法，也主張心要去除主觀意見與情

緒，如清靜的槃水能照物般地照見、認識物，心若有主觀意見，就如

槃水的水面有所波動，不能如實地反映物，但是荀子的認識論不只限

於與物相合，更進一步說，所得的知識要能在現實中施行，如在〈性

惡〉中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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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說是真正的知識；並透過非十二子來說明，若主

觀之心存有個人之成見、偏好，或是心被嗜欲、情緒所遮掩，都會造

成認識上的錯誤，藉由虛、壹、靜的功夫使心保持如槃水般的清澈、

無波，才能映照萬物。  

荀子所說的心不只限於「知識理性」的心，更是「實踐理性」的

心。心所具有的理性認知能力，能認識客觀對象，自然聖人所制定的

禮義也是心的認識對象，而人之自然慾望之性，若無所節約便會造成

群體社會的爭奪、混亂現象，心能認識、了解禮義，便能依禮義而行，

能依禮義行則行為就不會超過禮義的約束，還能預防有不合禮義的行

為出現，是〈解蔽〉中所說之：「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

以禁非道」，其「道」指的是聖人所制定的禮義，因此心也是人的行

為、慾望的追求與實現和社會規範間重要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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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以心治性」立基於「心」具有理性認識能力，認識過程

中兩個重要的主角：主體與客體，兩者之分顯然地是繼承〈心術上〉：

「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明顯的提示出能知與所知兩方之別，

荀子在這之上更進一步清楚的指出：「所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

物之理也」，能認知對象是人天生而有的能力，不待後天的培養與發

展，而認知能力的發動對象即是外在客觀世界之物； 18而荀子的「心

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是順著〈心術上〉的「心之在體，

君之在位也。⋯⋯心術者，無為而制九竅者也」而說，都以心統九竅

之說發展其學說。  

就國君之治國而言，《管子》中的治國之術主要在於「法」，但是

這個「法」必須要有一合理的來源，即來自於「道」，四篇將心類比

於社會上的君，說明君王若要治理好國家，首要之道是先要修養自己

的心，以精氣論心，精氣是否留存於心便看心是否被嗜欲所充盈，若

是，精氣不存，心若常保虛、壹、靜，精氣便留駐，藉此說明人君之

治國應處無為之道，道爲天地立法，法爲人事立規矩，規矩既立，君

王將處於無為之位，任由百官之所司作其所應為之事，如此便能「無

為而無不為」。  

荀子則不同。荀子著眼於社會秩序的敗亂，起因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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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必將有師法之化，禮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

合於文理，而歸於治」，荀子之「心」必須是具有很強的理性能力，

能知禮義、辨是非，由此，不以精氣論心，而「以智識心」， 19脫離精

氣之玄論，以此智心治性，使性之發時能合於禮義，如此國便不難治

理了。  

                                                 
18 《荀子‧解蔽》。  
19 首見牟宗三先生之說：『⋯⋯荀子於心則只認識其思辨之用，故其心是「認識
的心」，非道德的心也；⋯⋯可總之曰以智識心，不以仁識心也。』牟宗三著，《名

家與荀子》，台北：學生書局，民 83，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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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修心功夫之異同  

《管子》之養心術旨在說明如何使精氣流駐於心的功夫，〈內

業〉：「修心靜意，道乃可得」，固然亦有謂：「止怒莫若詩，去憂莫若

樂，節樂莫若禮」，但其最重要的功夫還是在於「靜」：「守禮莫若敬，

守敬莫若靜」；《荀子》於〈修身〉中有治氣養心之說：「凡治氣養心

之術，莫徑由禮，莫要得師，莫神一好」，《荀子》接受了《管子》「氣

者，身之充也」的說法，因而在〈樞言〉中有「有氣則生，無氣則死，

生者以其氣」之言，故生之者莫不治氣養心，但兩者養心的功夫卻不

相一致，《管子》是以「虛、壹、靜」的修養功夫使心能成為適於「道」

留存的處所，而荀子的治氣養心之道，是由「禮」著手，即是聖人積

思慮、習偽故而成之禮，需要良師的指導以及心神之專注，才能調和

各種性情偏頗之人。  

四篇中治心的主要目的在於使更多的精氣能留滯於心，但心若被

慾望遮蔽，造成精氣留駐於心的障礙，〈心術上〉：「夫心有欲者，物

過而目不見，聲至而耳不聞」，四篇提出掃除障礙的修養功夫即是

「虛、壹、靜」，亦是使心能得道的修養論；而在《荀子》裡頭的「心」

是具有強烈認知意義的主體心，心也會被種種因素所障礙，《荀子》

掃除障礙的功夫亦是「虛、壹、靜」，但兩者所側重的層面不同，「虛、

壹、靜」的內涵亦有所不同。  

一、虛  

〈心術上〉明確地指出：「虛者，無藏也」，所說的「無藏」指的

是無藏「求」、「設」、「慮」且要「去智與故」，去除這些障礙心的因

子，心才能保持「虛」的狀態讓精氣進駐，但心仍有所「藏」，藏的

是已經獲得的精氣，故《管子》中的「無藏」並非排斥「藏」，只是

要排除巧智心機之「藏」；荀子接著《管子》的「無藏」之說而說「心

未嘗不藏也，然而有所謂虛」，荀子之「虛」說主要是落在認識的層

面來說，「虛」指的是「不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虛」是心能兼容已

藏與將受，亦有所藏，且不害心之將受，與《管子》所說之意並無二

意，唯其所「藏」之對象不同，目的也隨之有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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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壹  

〈心術下〉：「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近」，心思專於

一物之上，便能見微知著，而在說明修養功夫時則說：「靜則精，精

則獨立矣；獨則明，明則神矣」，20所說之「獨」，意義大抵相同於「專

一」，是虛靜的結果，而在四篇中所提到的「精」、「氣」、「神」，都以

「一」、「專」描述之，如〈心術下〉：「一氣能變曰精」、「一物能化謂

之神」，〈內業〉：「摶（專）氣如神，萬物備存」，認為「道」本體是

專一的，專一之「道」才能化育萬物，因此心也要保持專一的狀態，

才能使「道」入舍。 

〈解蔽〉也有相同的想法：「心未嘗不兩，然而有所謂一。⋯⋯

同時兼知之，兩也。然而有所謂一，不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能

兼知兩個相異的事物，但兩不相害，這就是專心一意功夫的成效，但

是荀子專一的目的是用在認識、知方面，與四篇所強調的修養功夫不

同。  

三、靜  

〈心術上〉：「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其說明為：「毋先物動者，

搖者不定，躁者不靜，言動之不可以觀也」，可知靜與躁相對，躁在

這裡解釋為躁動、盲動，而靜即為不躁動、不盲動，因道而行、因任

自然，才能觀物之則；〈解蔽〉曰：「心未嘗不動，然而有所謂靜」，

心有「動」有「靜」，「心臥則夢，偷則自行，使之則謀」這是心之「動」，

「不以夢劇亂知」是心之「靜」，楊倞注曰：「處心有常，不蔽於想像、

囂煩而介於胸中以亂其知，斯為靜也」，21雖心有所動，卻不是心所處

之常，動中之靜才是處心之常，處此靜心才能察萬物之變，可見《荀

子》亦依循《管子》之靜心說，心處常道：靜則萬物之變無不察。  

基本上荀子是肯定並接受了虛、壹、靜之功夫的成效，在其概念

內涵上是大同小異，異於所用之目的不同，《管子》用於修養心的功

                                                 
20 《管子‧心術上》。  
21 楊倞注，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考證》，台北：世界書局，2000 年，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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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上，目的是爲了得「道」；荀子也用於修養心，但目的是爲了使心

在發用理性的認知能力時，更能合於物之實情而不蔽誤地認識。  

第四節  聖王理想人格之異同  

《管子》四篇與《荀子》都以治理天下國家為其聖王的期待，而

能真正平治天下國家為其聖王之理想，但其聖王養成的過程有所不

同。  

《管子》裡頭的學說是以「道」的宇宙形上觀作為中心而展開的，

也作為其思想主張的最終目的與目標。就其認識論而言，「靜因之道」

的認識原則，是要不妨礙對象中的「道」，以順應「道」的方式去認

識內在於對象中的「道」，因此所說的認識論目的並非是認識對象本

身，而是「道」；而其修養功夫論也是圍繞著「道」說，虛、壹、靜

的修養功夫，目的之一是要使心沒有主觀的預設與成見、專一、不妄

動，才能認識「道」，之二以此修養功夫使心成為「道」的住所，「道」

若能不斷地留住於心，就能堅強四肢，還能避免外在的災禍；而就其

治國言，「道」流遍於萬物之中，使萬物自有能成之理，不須人為的

介入，若有作為反而會妨礙萬物的生長、發展，因此國君之治國也應

如同「道」之化育萬物：「道」無為而萬物無不為。  

因此四篇中的聖王是要透過虛、壹、靜的內心修養功夫，使其心

成為「精氣」之舍，得「道」且順「道」而行，以「道」作為原則，

制定人類社會之法，法即成為「道」在形而下器物界的權衡準則，而

且法就像「道」之不爲一人易其行，法也不爲一人更其令，即使是制

定法的國君也是如此，從此建立法之絕對權威性；而以得「道」之心

去認識物，自然能得物之實情，以此實情爲之定名，使名與實能相合

相成，運用到社會上，便是使百官乃至庶人丘民皆有與其情相合之位

與事，使天下萬物各定其位，並各執其事，是非之分皆由法而斷，如

此國君便能退居於無為之位，使百官、庶人各成其事，是君之逸而使

天下平。  

荀子學說從其「天體觀」出發，根本上否定了有一操控人類社會



14  第五章  

的天意，而且將本體界的「道」存而不論，不追求對本體界的認識，

但仍然承認在天地間有一運行的規律，如四時、日月天體的運行等，

因此有關人文社會的所有層面問題，只有人的作為成為平治或禍亂的

關鍵，與天不再有關連。  

荀子認為的聖王是要充分發揮心自然而有且異於禽獸者的理性

能力，以此能力依人之實情分予其位，使其各得其位也各行其實，物

亦然，此物雖異於彼物，然必有成其各物之條理，依其條理各自分門

別類，只要了解如何役使一物，便能役使同類中之他物，這在統治國

家上也能通行不違，知各類之情，進一步要將各類統領起來，讓事物

之間相互為用、互相為補，將社會功能健全地建立起來，是為知通統

類的理想君王。  

由此可知，《管子》從「天道觀」出發，一路上是仰望著「道」

而走，不管走到哪裡，「道」都是唯一的中心，所有學說都有著濃厚

的「道」論，也因此所有的主張都有一超越的立基點，不過也因此沒

有完全地開展出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  

荀子則是由「天體觀」出發，從根本上就肯定了人對自己以及萬

物具有足夠的操控能力，國家之興亡是國君之作為所能掌控的，人也

能發揮群體的力量，使個人不能勝的牛馬為人所用，亦能了解天地自

然間的運行規律，並加以利用，耕種莊稼、畜養家畜，以活天下之人，

這是荀子學說所展現出成熟的人文主義，但是也因為荀子沒有構造一

個形上的根據，使得許多問題無法找到立基點，例如聖人何以能積思

慮、習偽故以制禮義？在荀子學說裡有關這種追問最後根源的問題，

似乎都沒法給出一個令人滿意的解釋，這被視為是荀子體系本身的缺

陷，《管子》學說的性格恰與荀子對反，但也可作為互相彌補之用，

無論如何，兩者的思想都爲後人的思想主張立下一個重要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