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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荀子之「天人之分」、「天生人成」、「制天、用天與事天」等

學說為開頭，其旨在消除傳統「天」對人的影響，主張應善盡人事，利

用自然，所要關心的問題不是「天」，而是「人」。接著認為荀子「性

惡」的觀點，只是荀子學說的起點，因為荀子更看重「偽」的重要，而

主張要「化性起偽」，而「化性起偽」則必須透過「心」的認知、判斷

能力，「偽」才能成立，所以荀子主張應該由「心」去化性起偽。當人

「心」同時發揮「虛壹而靜」三大功能，就能達到「大清明」，也就是

所謂的「大人」的境界。同時，清明之心透過「心知道→可道→守道、

禁非道」的歷程，才能認知禮義，以禮義為是、為標準。荀子的學說理



論，內在的根據是「心」，外在的標準是「禮義」之道。因此，如能使

人內（心）、外（禮義）兼具，則人必能「攝知於行」，並「以行著

知」，進而成就荀子所謂「人」的意義與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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