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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荀子之智德及社會倫理建構之意涵－以攝王於禮、攝禮於

德為核心」在跳脫傳統以孟子為正宗儒家來解讀荀子的詮釋架構；另以

德行倫理學的視角重新審視荀子的思想，以荀子的智德思想為研究主

題，並且對於他由智德的陶成所開拓成的社會倫理具有的真正意涵予以

釐清，同時亦針對荀學的智德與西方德行倫理學傳統之核心概念－亞里

斯多德的智德進行比對，就以對照出中西方兩種智德觀的不同與一致

處。這項工作可為當代的孔學現代化提供新的可能性。   本研究首先

針對歷代的荀子評價進行分述。就論者來看，無論是漢代、宋明、明末

以及清代對於荀子的評價不能算是真正體認荀子。宋明以降對於荀子的



研究受制於以孟子詮釋荀子的架構，因而難有公允的解讀，而此等現象

在今日仍舊存在著；其中，「性惡」一說最為人垢病；不過荀子在被否

認的同時，卻又是一直持續發展著。時人指出當代荀子的研究由於「中

學西解」詮釋路徑的錯誤，因而荀子思想中真正的核心－明智的取捨態

度－遂難以被正視。論者以為，「中學西解」並非導致荀子智德為時人

忽略的原因，由《荀子》思想中對於德行的強調來看，以德行論作為詮

釋的參照系，是合理的。荀子的智德思想承繼孔子「學」的精神，良好

德行的擁有得通過後天教化的陶成，德行是一種由發展而來的優良品

格。荀子是以智德成就「內聖」，並由之開拓出儒家的「外王」理想。

（參見第一章）   荀子不同於孔子以「仁」德為全德、「智」德為殊

德；他將「智」德提高至同「仁」德為全德，並強調德治。所謂聖人即

具有「智」德之人，其生命表現是諳合理、盡其情、從其欲的。「化性

起偽」的對象是「情」，「化性起偽」所以可能，在「心」為身體主

宰、為自由的、具知能、本具有趨向善的意志傾向。荀子為緩和的主智

精神，「智」德為一種可進行認識、分析、推理、與權衡倫理實踐的理

智德行，具「智」德者的思慮活動難為一般人所認識。「智」德的陶成

與自然生命轉為理想生命有著密切的關係，社會的正理平治亦要求君王

必須具備「智」德。所謂「明天人之分」，意指配合自然、善用自然，

並且包含有主動參天地、明天道以實踐人道的意義。「天」不只為自

然，聖人立人道，還當識天才足有為人取法之範示。（參見第二章）   

生命品格的發展過程，即生命之知能經「禮」養成道德的知識理性，並

漸次由行禮之積累，完成具道德之實踐理性之「智」德的歷程。「天」

與人有著根源上的統一，他們在目的上也是相同、一致的。「禮」具

「超越義」之義，整個天地的規律即客觀之「禮」的表現，「智」德者

制禮，是有所本、有所據的。荀子兼重「法先王」與「法後王」，「法

先王」著重彰明道德知識的邏輯及所持之不變之理，這是「先王」與

「後王」共同持守的「道貫」；「法後王」的強調，為的是將此「道

貫」推理作用於現實，以完成符合歷史所具之動態性特徵的禮制；生

命、人事與國家皆經由「禮」而與整體有一和諧的關係。時人評荀子的

「禮」為功利思想，並不公允。道德在荀子那裡具有內在與工具之雙重

性價值，理想生命的實現包含有內在德行的養成與自然生命之自然傾向

的合理滿足。（參見第三章）   荀子與亞里斯多德二人無論在德行為

道德踐履的關鍵、德行與目的的關係、陶成德行的途徑、人性結構中本

具有向善的意志傾向以及德行一體論等關注上的解讀，皆有著若合符節

之處；不過，他們所共同強調的智德，在內涵上並不相同。亞里斯多德

雖重視智德，但是對於技術及純粹思辨的科學知識予以獨立的位置，他

們的成就亦為理想生命的要素；相較於亞氏，技術在荀子那裡不具獨立

地位，科學知識在荀子那裡，只是具有落實「智」德之實現人道的工具

性意義。（參見第四章）   本研究旨在重新審視荀子智德思想及社會

倫理建構之意涵，並指出其智德思想的價值及當代在會通荀子與孟子的

嘗試上，可以嘗試的途徑。（參見第五章）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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