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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主要探討的，是荀子的「心」、「性」關係。這個題目可以

算是已有定論，普遍的結論是：荀子採取性惡論的立場；學者所謂的

「性惡論」，是本性、本根的意思，主張「惡」根源於人心。但是這樣

的論點，會造成荀子部分說法產生矛盾：如「性質美而心辯知」，既說

性惡，又說質美，這是很難解釋的；又或者荀子說禮三個層級，最下一

層是「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如果「情者性之質」，以性惡來看，情

也應該是惡的，何以偽之中相當重要的「禮」，竟與「情」密不可分

呢？為什麼只有情也可稱為禮呢？這些都是現今通行的說法要面臨的問

題。以往對於這些矛盾，以「荀子本身立場不一致」解釋，這種說法很



省事，但卻有一定的危險：如何得知荀子本身真有矛盾？從這個出發

點，筆者以回到原典的方式，回到最一開始荀子本身，連標點跟斷句都

去除，試著找出荀子本身的看法，以討論荀子本身的概念究竟如何，是

否真為矛盾。   筆者採用的作法，是先以訓詁決定《荀子》文本的字

句應如何解釋，再輔以文學賞析以及哲學的概念討論，以探究《荀子》

文本尚未被發現的義理。這個嘗試可能是途勞的，也可能是錯誤的，但

不論錯誤或是途勞，筆者以為，這不失為討論荀子的新方向，是值得一

試的。   本論文共分成四部分：   第三章討論荀子在〈正名〉篇

中所談論的「性」、「情」、「欲」三者的關係，並且輔以其他篇章以

綜合荀子的看法。在這一章中，筆者試圖重新解釋荀子的性情欲。

「性」可說是荀子所有理論的起點，如果沒有對「性」詳加區辨解釋清

楚的話，那麼就會影響到荀子的整體理論，重要性不言可喻，因此這一

章可說是不可或缺的。   第四章討論荀子論心，本章筆者重在整合荀

子對於「心」的各種論述以及心的功能。荀子云：「天下無二道，聖人

無二心」，所以筆者以為應該將荀子對心的各種定義加以詳解，並且統

合包含在一個心之中。盡量不使用道心、人心，或認知心、情欲心等等

的名詞，以使得字句上看來脫離「聖人無二心」主旨。同時在這一章中

也述及荀子的治心以及養心之道。   第五章是筆者對於荀子〈性惡〉

篇的再詮釋。在這一章中，筆者討論了一些近現代學者對於〈性惡〉篇

的解法，也整理了《荀子集解》與《荀子簡釋》中前人對於〈性惡〉篇

的看法。在這一章中筆者不但對於荀子〈性惡〉篇提出見解與心得，同

時也用自己的觀點表達了孟荀二者異同的看法。   第六章是筆者對於

荀子全書「化性起偽」之理論中心，〈解蔽〉篇的再詮釋。對於〈解

蔽〉篇，歷來解法不同，看法各異。說荀子「虛壹而靜」，類於道家看

法者有之；說荀子是權威主義者、訴諸外在規範者有之。但是荀子在這

一篇中明說人「何患不知」，只要人有心就能知道，又說心是天君「自

使自奪自禁」；這些讓我們很難相信荀子認為規範來自於外在。如果對

於理論核心的看法都能產生分歧，那麼我們又要怎樣以這核心理論來應

用到《荀子》書中的各處呢？又要如何將虛壹而靜實際運用在人生上

呢？所以筆者認為，現行〈解蔽〉篇的注釋跟翻譯，有重新探討的必

要。這一章筆者同樣運用了在第五章中對於荀子原始文本重新解釋的方

式。再者，〈解蔽〉篇不像語錄體的《論語》，也不像論辯體的《孟

子》，而是一篇論述文章。因此有必要對〈解蔽〉篇採用異於以上二者

的解釋方式，這也是筆者在本論文中所想要達成的目標以及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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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7 118.167.152.5 M 495036040 Y2010.M6.D23 17:02 118.168.184.46 M 

phil2309 Y2010.M6.D24 7:51 140.136.117.11 M phil2309 Y2010.M6.D24 7:51 

140.136.117.11 M 030540 Y2010.M6.D24 8:04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6.D24 8:09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6.D24 8:09 

140.136.209.41 I 030540 Y2010.M6.D24 8:23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