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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篇論文的重心是放在以性、心、學為基礎的架構下，去對荀子的

「禮」學做一研究。首先，談到以「性」作為荀子「禮」學思想的基礎

而言：荀子所謂性，乃指生而完成的性質或行為，所以說是「天之

就」，「生之所已然」，「不事而自然」。生來即完具，完全無待於練

習的，方謂之性。生而完成者謂之性；生而不論有萌芽與否，待習而後

完成者，都是偽。在《性惡》篇中說：「故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

於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荀子在此指出了聖人與眾人

的共通處與相異處，這正足以使眾人產生了可以攀爬到聖人的希望，而

這種希望就是建立在共同立足點--人性上。且必須強調的是：性並非固



著於惡，如果透過教育以及環境的配合，則「注錯」、「積靡」的結

果，必將能達到更易性的趨向，而往正確的方向發展。荀子雖主張『性

惡』，但他所言的『性惡』只意涵人順性而無節則流於惡，即只意涵人

成惡易而成善難，並未直就人性之質而說它為惡，亦未否定人成善之可

能。其次，就「心」作為荀子「禮」學思想的基礎而言：荀子肯定

「性」是本然存在的事實，荀子雖肯定性順是會是惡，但是，藉著心知

之轉折，使之遷善，才是真正的重點所在。荀子思想中的心性關係，可

以說是「以心治性」。不過，並不是直接以心治性，乃是通過禮義而治

性。荀子他很強調人之所以為人的社會本質。但他認為，人的本質應該

從人的社會倫理和「心知」方面去說明。社會倫理是其客觀方面，心知

是其主觀方面，二者結合起來，就是人的社會本質。換句話說，人的社

會倫理通過心知，轉化為人的內在本質，即內化為人的本質存在。心和

禮義是認知關係，當客觀的社會規範經過認識，轉化為理性原則時，人

的自然本性也就被改造了。這也就是人的社會化過程。最後，就「學」

作為荀子「禮」學思想的基礎而言：「學」所要達到的目的就在於使人

「化性起偽」而進於善，透過學習，可以使人從開始的日漸徙善遠罪而

不自覺，到能引發人的主體能動性，主動地學習、思慮，最終便能夠達

到人人不僅是「能群」的社會人，且是能「生禮義而起法度」的聖人，

即所謂的道德人。這也就是荀子之所以主張「涂之人可以為禹」的理由

所在。人既然是社會的動物，且人的生物本性的實現，是離不開社會

的，所以，用社會規範來衡量其善惡的價值，是應然且必須的結果。故

荀子的人性論是兼顧了人的兩種屬性--自然本性與社會屬性。荀子特別

強調「人能群」，其關鍵在「能」。根本問題，是講人自覺地有意識、

有目的地維護社會關係和群體生活。在維護社會關係和群體生活的社會

屬性中，亦能適度的保有人的自然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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