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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篇論文主要寫作的目的，在探討荀子的思想是否為先秦儒家的歧途。做

此探討，筆者主要是以荀子的思想與孔子及〈性自命出〉中的思想進行概

念的分析與對比的工作。更正確的說，重點在對「人性論」的相關理論，



進行對比工作。因為荀子被認為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歧途，主要的原因便是

在於荀子所撰〈性惡〉一篇論文，藉由此篇論文對荀子的「性」概念加以

批評。因此本論文將論述孔子、〈性自命出〉以及荀子思想中，有關

「性」的生成根據、「性」的理論建構以及「性」與構成人行為的

「心」、「情」、「欲」之間的關係三個部分，分析荀子思想是否與先秦

儒家的思想相左，以致於導向歧途。 在第一章的部分，將討論先秦儒家

對於「天」的看法。之所以要研究先秦儒家對「天」的觀點，乃是因為

「天」無論在孔子、〈性自命出〉與荀子的思想中，均扮演者生成萬事萬

物的源頭的角色。既然「天」是一切事物的生成根據，所有的事物皆因為

「天」而獲得生成。無庸置疑的，「性」必定也與「天」具有密切的關

係，「性」必定由「天」而來。 本章第一節的部分，以孔子對「天」的

觀點作此一議題的開始，主要的原因在於孔子乃是儒家理論基礎的建構

者，其理論為最原初的儒家思想，若是與孔子的思想相同或使以孔子的思

想做為理論建立的主軸，其所建構之理論系統，無疑的屬於儒家的思想體

系。孔子「天」的觀點，基本上是延續著殷商至春秋時代對「天」概念的

詮釋，孔子變更「天」的觀念，孔子不去強調「天」所具備的「人格神」

的部分，而是強調「天」的「限定」意義。使得「天」成為了一種「客觀

的限制」，對人而言即是人力所無法改變的部分，藉由這樣的改變，擴大

了人所能自主的部分，人不再只是被動的依循著「天」，人可以依據自我

的決定選擇順應「天道」或是違背「天道」。 第二節是討論〈性自命

出〉對「天」的詮釋，〈性自命出〉的理論中「天」幾乎不再有「人格

神」的意義，它純粹代表著萬事萬物之所以成立的先決條件的意義，可是

由於「命自天降」的關係，「天」在能力上，可以視作為一切事物處於

「潛在能力」或是「未發」的狀態，當「天」展現成為「命」時，方能開

展成「已發」的狀態，具體的為人所可以認知、理解。而這樣的「潛在能

力」發展在個別事物上便是所謂的「性」，「天」是萬事萬物生成與能力

的根據。這樣的論述，仍是以孔子的理論作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理論，而

〈性自命出〉中除了萬事萬物生成的先決條件意義外，「天」還具有萬事

萬物處於「未發」狀態「潛在能力」的意義。 第三節是討論荀子對

「天」的詮釋，荀子更明確的將「人格神」的部分由「天」之中摒除，並

且認為「天」絕對不會因為人的行為而有所改變，相反的是人要依循著

「天」的規律，方可得福，反之得禍。以荀子的理論來看，「天」的規律

可以理解為「物理原則」，是推動一切「物理現象」運作的背後原因。

「天」同樣具有萬事萬物的生成先決條件的意義，但這樣的生成是因為客

觀條件的滿足，並非出自「天」的「意志」。「天」同時亦因為客觀條件

的滿足，生成了人與生俱來的能力，而這些能力便是所謂的「性」。荀子

在詮釋「天」的同時，也確保「性」的生成根據。 第二章的重點在於

「性」的構成，此章要比較〈性自命出〉與荀子對於「性」的詮釋。由於

孔子對於「性」的論述有限，很難全面的理解孔子對「性」的詮釋為何？

但是孔子「性相近，習相遠」的觀點，在〈性自命出〉中擁有相似的論

述。 第一節當中，將論述〈性自命出〉對「性」的詮釋。「天」的對象

是一切的萬事萬物，而「性」的對象則是個別的事物。在〈性自命出〉當

中，「天」是萬事萬物生成及能力的根據，相對的「性」就是個別事物之

所以能夠成立的先決條件及「潛在能力」。個別的事物之所以可以展現，



乃是因為個別事物將其「潛在能力」發揮出來，使得「潛在能力」成為實

際存在。這樣的實際存在，對人而言及是將人的「潛在能力」轉化成為

「已發」的行為。因此「性」即為「未發」的「潛在能力」的狀態， 亦

是個別事物可以成立的根據。並且分析「性」所展現出的能力後，可以將

「性」的「潛在能力」分為三類，分別為「感覺」、「情緒」與「認知、

判斷」能力。 第二節重點在於，荀子「性」概念的理論建構。荀子明白

的定義出「性」的意義，「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性」是一種天生的稟賦。荀子在詮釋「天」時已經提到，當一切符合客

觀條件的時候，便產生出「人」，而人的型態出現後，便有「天君」，其

相對的官能為「心」；「天官」，其相對的官能為「眼耳鼻口形能」；

「天情」，其相對者為「好惡喜怒哀樂」。基本上此三類「潛在能力」的

劃分，是以〈性自命出〉為基礎，而發展出更為詳盡了理論系統。 第三

章則要討論到〈性自命出〉與荀子的理論，並且推論出兩者對「人性論」

的看法。在第一節中筆者將討論到的，是〈性自命出〉中，「性」與

「心」、「情」間的關係。這裡所要論述的，為整個行為的產生過程，在

這個過程當中，「心」與「情」具有什麼樣的地位。〈性自命出〉十分強

調，人的行為若非出自於自願的狀態，而是因為外界的壓力所產生，即便

這樣的行為為道德的行為，因為不是自願的行為，不是真的道德的行為。

所謂的自願的行為，正與「情」有密切的關係。故〈性自命出〉簡文中提

到，「道始於情，情生於性」。「情」乃是「人道」建立的最重要的根

本，人文社會的價值就是出自於對「情」的問題的解決。 第二節所要討

論的是荀子對於「性」與「心」、「情」、「欲」的詮釋。荀子的理論當

中，認為「情」的產生是自然而然的，「情」僅是「性」的「已發」狀態

的展現。而「欲」是「情」的副產品，所以「欲」的出現並沒有任何的問

題，故荀子認為禁欲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但人若是一昧的順從

「欲」的滿足，則爭奪、殘賊等「倫理惡」的行為便會出現。所以「性

惡」所指乃是，在人的「潛在能力」展現的過程當中，因為「蔽於一偏」

的緣故，以致於有導向「倫理惡」的行為的可能性。而要解決這「倫理

惡」的問題，可以藉由人的「心」達到「虛壹而靜」的狀態，避免「蔽於

一偏」的偏狹情形的出現。由於「心」到達「虛壹而靜」的狀態，認知、

思慮是全面性的，故荀子所謂的「偽」就是處於這種狀態，而產生的人為

行為。 第四章乃是綜合以上各章的論述，證明荀子的理論建構，乃是遵

循著先秦儒家的整個思想系統脈絡。因為荀子是在這個脈絡系統中建立其

理論，所以荀子非但不是先秦儒家的歧途，更重要的，荀子是以先秦儒家

的理論作為基礎，開展出先秦儒家對「人性論」的觀點，所以荀子應該是

先秦儒家的正途與新理論的開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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