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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 ：荀子的知識論研究 關 鍵 字 ：荀子、知、知識、

禮 頁 數 ：一百頁 校所組別 ：天主教 輔仁大學 哲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

張 家 焌 教授 研 究 生 ：吳 宗 燮 本論文以荀子知識論為主題。吾人所

使用的「知識論」有兩個意義，第一、荀子把當時(就是戰國中末期)諸

子百家學說加以批評並且整理的方法論，第二、以對諸子百家思想加以

批評、整理的內容為基礎，荀子建立以儒家為主的自己思想的方法。因

此，吾人透過研究荀子的知識論，一方面理解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思想之

間的關係，而一方面正確地把握到荀子思想的主旨。 在第一章將荀子思

想產生背景分為三個領域(人論、宇宙論、諸子百家爭名與融合)來探



討。第一個領域(人論)的主要內容在研究：中國思想發展到戰國中末期

為止的傳承，加上當時所盛行的「對人的思考」模式，由之展現荀子所

肯定的人文價值，同時揭示其反對「性善論」而建立自己知識體系中的

主體構想。第二個領域(宇宙論)的內容在研究：荀子受到當時盛行的宇

宙論思想影響而把宇宙論方面的概念運用在自己的思想當中，例如

「天、地、人模式」、「常、變」、「陰陽」等，尤其是「道」的概念-

--雖然當時對道的內含已經有所改變---在荀子思想裡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此外，荀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禮」也受到宇宙論影響，轉變

成包括人文與自然界的宇宙概念。第三個領域(諸子百家思想的爭鳴與融

合傾向)的主要內容在研究：諸子百家思想可謂荀子建立一家之言的直接

材料。荀子在百家爭鳴與融合的過程中深刻了解到儒家對社會、歷史的

責任感，故以儒家思想為準則來彙整各家學說，對荀子而言，這種百家

爭鳴與融合的過程，就是自覺儒家精神的過程。 在第二章則將荀子思想

的特色分成三個領域來探討。第一、「批判特性」，指出荀子為了強

調、穩固儒家精神而對於諸子學說進行評論，並在《荀子》一書展現出

思想特性。第二、「統攝、整全特性」，此指荀子在建立思想的過程中

一直堅持的態度，及荀子所探就的思想對象之主要特性。第三、「重知

性思想特色」，此部分在說明荀子繼承孔子思想，而以孔子思想為基

礎、以百家學說為材料，透過「知」的概念而建立起為達到自己所追求

對象的方法。 在第三章吾人所探究的內容是以第一、二章的內容為前提

來論就荀子所建立的知識體系，這也是本論文的主題所在。吾人所說的

知識體系，如同吾人在前言裡所說明的，是屬於荀子建立整個思想的方

法領域，其方法領域裡最關鍵的概念就是「知」。如已所知，荀子透過

其知識方法所要追求的真正對象就是「禮」。換言之，荀子思想中最重

要的概念就是「知」與「禮」，由此可見，荀子思想是以「知」為方

法，以「禮」為目的而建立的一家之言。 第四章為結論。在結論裡吾人

首先，探討了荀子知識論的主要特性，就是第一、以心的肯定為出發

點，第二、以聖人為真正知識主體，第三、社會性知識論，第四、以

「禮」為知識論的唯一原則。其次，荀子知識論所具有的缺點。其三，

荀子知識論對現代的啟發。最後，吾人把荀子當作現代知識份子的榜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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