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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的撰寫是以《荀子》文本為研究對象，重點在荀子「積偽重學」的理

念，並以視此為荀子教育思想的起點，作為研究的方向。荀子所說的

「學」，不單單只是知識的學習，而是經由學習知識來達到最後的行為道



德。 文章中共分六章節加以闡述，第一章、緒論，談研究動機和問題意

識。第二章、教育立論，談其思想的基礎根源和影響。第三章、教育目

標，談如何成聖，如何積善成德的實踐方法。第四章、論學習的態度與方

向，談如何以禮來規範學，學虛壹靜以達清明境界，並以此清明之道心作

為解蔽的衡量標準。第五章、教育方法，從尊師重道談起，再轉至環境積

累，以及學思行如何落實的重要性。第六章、結論部分，作概略的整合，

以其快速了解全文大意。著重在敘述荀子重「學」的教育意涵，和「積」

與「偽」於教育中所發揮的功能，並藉此了解荀子的人生哲學及教育宗

旨。 其中〈勸學篇〉較為全面論述教育的專題，說明荀子如何強調「化

性起偽」的作用，主要朝著內在的「學」和外在的「環境」，鼓勵對老

師、朋友、典籍的學習，肯定人處在群體之中，需透過彼此互動才能奏

效。其教育理念強調「後天的教化」，認為是人類遷善改過的重要途徑。 

荀子重視來自外界的教化，對人的成長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力，故不斷地

強調與外界交往和社會薰習中去塑造人格，以達到學而不息，持之不懈的

精神。荀子為學真正的目標在成為像孔子一般的「聖人」，除了有廣博的

知識，還要具備能定能應的處事態度。說明為學者須專一於道，藉由道來

端正自身德行、省察言論，如是則能管理萬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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