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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先秦時期，探討的「性」已有對自身價值判斷的成分在，如告子言「性

無善無不善」，孟子言「性善」。而荀子把人性定義在「惡」上，是此

三者之中最大膽也最有道德勇氣的。所以荀子提出應該由心去化性起

偽，替「性惡」的起點畫了一條路徑到終點「善偽」，也就是替人類社

會中所發生的問題尋求解決之道。人不能無群，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現

象，人為了共同的生活目的而群居，是國家會形成的主因。荀子意識到

群體與社會規範必須要有「禮」才能維持其恰如其份的和諧。更進一步

提出由「樂」來輔助「禮」抒發人的情感，也提出「法」作為最具強制

性的具體規範，期望個人的化性起偽能推廣到群體，讓整個社會達到



「善」。在教育上常有人引用荀子的「性惡」一詞，但是可惜的是「化

性起偽」這個關鍵的歷程在教育的現場被提起的次數卻相對來說少了很

多。從荀子把「性惡」當做學說的起點來看，這會鞭策著人們思考自身

要實現「善」是需要努力和決心的；再者，而人在實現這個理想的時

候，能察覺自身的缺陷與發覺自身能力的不足，並且尋求改進，而這也

就是來自於心的「肯不肯」、「為不為」，這應該是在教育現場中應該

被強調的一個重點，也就是是否能教育人們成為道德實踐人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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