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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整理 

館藏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八)：荀子經騐主義的人性論(一) 

謝鶯興  

本文係進行手稿與單篇發表的文章(簡稱「論文」)及彙整為專著(簡稱

「專書」)等三類的內容比對。 

本章發表的論文有篇，是發表在《民主評論》的第 12 卷 2 期(1961 年

1 月 20 日)，以〔〕符號表示論文與收入專書間的差異。 

本章的手稿有一件，篇名是「荀子經騐主義的人性論」(以下簡稱手稿)，

以【】符號標示標示手稿與論文及專書的差異；  

手稿之字跡未能辦識者，乃以「■」標示。 

各符號所表示手稿、論文、專書間的差異，則於註語說明其間的不同。 

〔第八章 從心善向心知--荀子經驗主義的人性論〕
1
 

一、〔荀子思想的經驗地性格〕
2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務發展組組員 
1  按，手稿此篇標題作「荀子經騐主義的人性論」，論文作「荀子經騐主義的人性論--

中國人性論史之五」。 
2  按，手稿、論文第一節的標題作「天人分途」，專書則置於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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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 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

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

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數萬言而卒，

因葬蘭陵」。《史記索隱》說他「名況」。劉向校定他的著作為三十二篇。關

於荀子的學之所出的問題，汪中在〈荀卿子通論〉中，以為「〈非相〉、〈非

十二子〉、〈儒效〉三篇，常將仲尼子弓並稱，子弓之為仲弓，猶子路之為

季路，知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夏仲弓」。然子路為季路，有典籍可徵；而子

弓之為仲弓，則缺乏文獻上的證據。且據《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先進〉)，可知仲弓是仁者型的人物，實與荀子之學為不

類。因子夏為孔門傳經之儒，而漢初經學的傳承，多與荀子有關，此為推

測他出於子夏的根據。荀子思想，以禮為中心，而《禮記》中記子游(即言

游偃)問禮之故事頗多，故日人武內義雄博士在其《諸子概論》中認為《荀

子》中與仲尼並稱之子弓即子游(見該書五二~五三頁)。然以荀子之尊師，

而在〈非十二子〉中，一則曰「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再則曰「是子游氏之

賤儒也」，則荀子出於子夏或子游之說，皆不可信。孔門言禮，固以修己為

主；但禮在當時與社會生活有密切關係，如喪葬之類，故孔門習禮傳禮者，

當非一二人；荀子思想，屬於孔門傳禮的這一系統，並加以總結，蓋無可。

然不必出於傳體中之某一二人；亦無從臆斷其必出於子游。儒分為八(《韓

非子•顯學篇》)中的重要儒者，今日有的已難詳考。則荀子所稱之子弓，

亦只有付之於無從詳考之列。 

欲了解荀子的思想，須先了解其經驗地性格。即是他一切的論據，皆

立足於感官所能經驗得到的範圍之內。為感官經驗所不及的，便不寄與以

信任。〈儒教篇〉「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

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為聖人……不聞不見，

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王先謙《荀子集解》原刻本，後同，

卷四，十九頁)。按在上面這一段話中，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第一，孟子

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惻隱之心，只能由反省而呈顯，不能由見聞而得；

荀子說「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這實際是反駁孟子由反省所把握到

的內在經驗；而說明他是完全立足於以見聞為主的外在經驗之上。第二，

由《論語》所了解的孔子，他是很重視知識，所以也很重視聞見；但並沒

有在見與聞上分輕重。荀子則以為聞不如見；還是向經驗界更精密更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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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展。第三，他說「學至於行之而止矣」，這固然是因為繼承了儒家道德

實踐的精神。但他接著說，「行之，明也」；意思是說某一事物、道理，由

實踐而始能澈底明瞭；因為實踐、行為，乃是經驗的 後一步，有同於科學

工作者在實驗室中的實驗。這一點，也可以說明他的經驗性格的澈底。〕
3
 

 

〔二〕
4
、天人分途 

〔【因為荀子是經驗的性格，所以他認定之天，乃非道德的自然性質之

天，因而便主張天人分途。】
5
〕

6
 

古代宗教性之天，逐漸墜落以後，向兩個方向發展；一是把天加以道

德法則化，即以天為道德的根源。此一傾向，是以道德的超越性，代替宗

教的超越性，因而以具體地人文【教養】
7
，代替了天上，代替了人格神。

其不能【接受人文的知識與教養，或不能】
8
以道德或人文加以解釋【的】

9
，則歧出而為盲目地運命。在此一趨向中，又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在春

                                                       
3  按，專書此 959 字，手稿、論文皆無。因此原本在手稿、論文「第一節」的序號，

專書列在「第二節」。 
4  按，手稿、論文「第一節」的序號，專書則作「二」。 
5  按，專書此 37 字，手稿皆無。 
6  按，專書此 37 字，論文僅作「欲了解荀子的人性論，應先了解他對於天人關係的看

法」等 23 字。 
7  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設施」。 
8  按，論文、專書此 11 字，手稿皆無。 
9  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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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時代，他們以天為道德的根源，是出於對天象的觀察，因而作這種基本

假定；再根據這種假定，認為道德是從天【上】
10
下降到人的身上。此即【《左

傳》】
11
劉康公所說的「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的意思。但到了孔

子、孟子，則是【在】
12
以仁為中心的下學而上達的人格修養中，發現道德

的超越性、普遍性；由此種超越性、普遍性而與傳統的天、天命的觀念相

印合，於是把性與天命(天道)融合起來，以形成精神中的天人合一。這是通

過道德實踐所達到的精神境界，是從人自身的道德精神【所】
13
實證、所肯

定的天，或天命(道)；所以孔子要到五十才能知天命〔；五十而知天命，即

是下學而上達的上達，〕
14
孟子一定要從「盡心」處以言知性，知天。因此，

春秋時代所說的道德性地天，乃屬於概念推論的性質；而在孔子孟子，則

不僅是概念推論的性質，同時，却是精神地實證的性質【，也可以說是自

己的人格化的天】
15
。 

另一發展的傾向，即是把天完全看成了自然〔性質〕
16
的天。對於自然

的天，也會感到【是】
17
種法則的存在；但這種法則，是自然科學意味的法

則 ， 而 不 是 道 德 意 味 的 法 則 。 道 德 意 味 的 法 則 ， 使 人 感 到 〔 天 對 於 人 具 〕

18
有某種目的性，因而與人以親和地感覺。而自然科學意味的法則，則只是

機械地運行，因而只〔會給人以〕
19
冷冷地概括性的關係【或暗示】

20
。道

家及荀子所說的天，都是順著此一方向發展下來的。有人說，在這一方面，

荀子是受了道家的影響(註一)；〔這話大概不錯。因為荀子是以陰陽言天，

例如他說「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天論〉)，這似乎與《易傳》有關；

但《易傳》依然以為天是道德的性質。只有莊子的後學，見於現在《莊子•

外篇》《雜篇》中，以陰陽言天的，完全是自然的意義；荀子可能受了這種

                                                       
10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11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1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由」。 
1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的」。 
14按，手稿、論文此 16 字，專書皆無。 
15按，手稿此 13 字，論文、專書皆無。 
16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1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有」。 
18按，專書此 5 字，手稿、論文皆無。 
19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僅作「給人」。 
20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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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不過，〕
21
道家在自然天的上面或後面，都建立一形上學的「無」，

因之，尤其是道家中的老子，特富於形上學的色彩。並且道家主張法自然，

天〔生物的作用，〕
22
正是代表著自然。所以道家中天與人的關連，【還是

很】
23
密切的。在莊子，更將自然性之天，進入而為人之精神境界。〔在〕

24
荀子，則將道家思辨性之形而上學，完全打掉。〔同時，他更不要回到自

然。〕
25
他雖然也說「天地者生之始也」，「天地生君子」(註二)這類的話；

但這〔種生，乃是無意志，無目的之生；一生之後，便與天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
26
在他的心目中，〔天與人的關係實在是很少，是一種消極的存在。〕

27
天與人的關係，遠沒有孔孟及老莊思想中的密切。〔荀子不是不承認天的

功用，也不是不承認天的法則性。但他認為天的功用與法則，不含有意志、

目的在裡面。因而由天的法則所表現的功用，只是天的自盡其職，並非藉

此對人指示什麼，要求什麼。天盡天的職，人盡人的職，天人分工而各不

相干，這是他所說的「參天地」。所以他的不求知天，有兩方面的意義。一

是只利用天所生的萬物，而不必去追求天係如何而生萬物。另一是天的功

用，與人無關。不必由天的功用、現象，以追求它對於人有何指示，有何

要求。人只站在人的現實上，盡自己應盡的職分，而不必在天那裡找什麼

根據。在天那裡找人的行為的根據，在荀子認為是一種無實際意義的混亂。〕

28
他說： 

「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不為而成，不求而得，夫是之

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不加慮焉；雖大，不加能焉；雖精，

                                                       
21按，專書此 97 字，手稿、論文僅作「但一則在儒家所傳承之人文精神中，本含有此

一趨向，無俟旁承於道家。二則」等 31 字。 
22按，專書此 5 字，手稿、論文皆無。 
23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作「都很」。 
24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作「而」。 
25按，專書此 10 字，手稿、論文僅作「並且」。 
26按，專書此 27 字，手稿、論文作「在荀子只不過是按照傳統而人云亦云的話」等 18

字。 
27按，手稿、論文此 19 字，專書皆無。 
28按，專書此 237 字，手稿、論文作「如前所述，在《論語》，《孟子》中，把天、天

命(道)和命運之命，分得很清楚；因之對天，對天命的態度，與對運命的態度，大

不相同。而在荀子，則天、天命，與命運之命不分。深一層的說，荀子對於天的冷

淡地態度，實際同於『子罕言命』，及孟子『俟命』的對於命運之命的態度。所

以」等 10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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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加察焉。夫是之謂不與天爭職。……不見其事而見其功，夫是之

謂神。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楊注》：『或曰，

當為「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王念孫曰，「或說是也」)『功』。

唯聖人為不求知天。」--［《荀子》卷十一〈天論〉十三頁］
29
 

「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不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

在天者。」--同上十六頁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

之……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同上十九頁 

荀子的不求知天，與孔子的知天命，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恰恰〔成

一對照〕
30
。也與老莊對天的態度完全不同。孔子孟子的知天命，知天，是

感到天對於人有種積極地作用；即是感到在宇宙的生命中得到個人生命的

價值，發揮個人生命的價值，此即孔子所說的「天生德於予」。荀子雖然說

「天地者生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註三)。但這種生，只是「不見其事而

見其功」的自然之生。天除這點自然之生的作用外，【它對於人，】
31
只是

消極地自然地存在，反要待人而理。所以他說「君子理天地……無君子，

則天地不理」(註四)。〔道德性之天，雖沒有人格神，但無形中，却承認其

有意志；於是在傳統上，即以災異為天怒的表現；所以孔子是「迅雷風烈

必變」(《論語•鄉黨》)。荀子之天，既為自然的性格，當然無意志可言，

因而一般人所說的災異，在他看來，依然不過是自然現象之一，而不成其

為災異。所以〕
32
他說： 

「星隊(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

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荀子》

卷十一〈天論篇〉十一頁 

在前面【曾】
33
經說過，祭祀到了春秋時代，已經開始從宗教範疇進入

到了人文範疇；孔子則更賦與以道德的意義。但孔子的道德精神，有其超

                                                       
29按，專書此 10 字，手稿、論文作「《荀子》卷十一，〈天論〉。光緒辛卯長沙王氏刊

《荀子集解本》(下同)十三頁」等 26 字。 
30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僅作「相反」。 
31按，論文、專書此 4 字，手稿皆無。 
32按，專書此 105 字，手稿、論文僅作「天地對於人既是無能的，於是孔子的『畏天

命』，及『迅雷風烈必變』(《論語•鄉黨》)的心理，到荀子也完全沒有了」等 41

字。 
3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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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一面，所以孔子對於祭祀，還保留有〔宗教精神的意味〕
34
。但到了荀

子，則人文的意義，澈底顯發成熟，而超人文的精神完全隱退了。他說：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不雩而雨也……卜筮然後決大事，

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神。以為文則

吉，以為神則凶也。」--《荀子》卷十一〈天論【篇】
35
〉第十八頁 

［「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

姓，以為鬼事也。」--《荀子》卷十三〈禮論〉二十一頁］
36
 

由上所述，可以了解由周初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到了荀子而完全成熟。

由周初所開始的從原始宗教中的解放，至此而徹底完成。從這一方面說，

荀子的人性論，有其特別的意義。因為若用現代的語言來說，他完全是中

國地經驗主義的人性論。假定在他的人性論中有其不能解決的缺點，這也

表示【純】
37
經驗主義對於解決人類自身問題所不能避免的缺點。 

〔三〕
38
、荀子所說的性的內容及性惡論的根據 

荀子主張性惡，先要了解他對於性所下的定義，所指的範圍。他說： 

「凡人有所一同。饑而欲食，寒而欲暖，勞而欲息，好利而惡害，

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黑白

美惡，耳辨聲音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理辨

寒暑疾養(癢)，是又人之所常(王先謙：常字涉上下文而衍)生而有

也，是無待而然者也。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

以為農賈，在埶(王先謙，埶字為衍文)法【(注)】
39
錯習俗之所積耳，

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湯

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亂；如是者，豈非人之

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荀子》卷二〈榮辱篇〉第

十八~二一頁 

按此段僅有「人之情」的「情」字而無性字。但荀子雖然對「性」與「情」

                                                       
34按，專書此 7 字，手稿、論文作「從原始宗教脫皮出來，昇進而為高級宗教(註五)的

意味。這可以說是超人文的人文精神」等 35 字。 
35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36按，專書此 40 字，手稿、論文皆無。 
37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38按，手稿、論文此「第二節」的序號，專書作「三」。 
39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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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下定義，而全書則常【將】
40
情性二字互用。且「生而有」、「無待而然」，

正是「性者天之就也」(〈正名篇〉)的另一說法，所以這一段話，實際是對

於性的內容的規定。在這一內容規定中，可分為三類：第一類，饑而欲食

等，指的是官能的欲望。第二類，目辨黑白美惡等，指的是官能的能力。

第三類，可以為堯禹等，亦即後面所說「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這是說

的性無定向，或者說指的是性的可塑造性。這段話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荀子對於性的規定，與告子「生之謂性」，幾乎完全相同。而「可與如此，

可與如彼」的說法，也與告子的「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的

說法，毫無二致。 

「萬物同宇而異體，無宜而有用為(王念孫：「為」讀曰「於」)人，

數也。人倫並處，同求而異道，同欲而異知，生(王念孫：「生讀為

性」)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異也，知愚分。」--《荀子》卷

六〈富國篇〉第一頁 

按上面一段話，是以「欲」與「知」為性。 

「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理隆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

無偽，則性不能自美。」--《荀子》卷十三〈禮論【篇】
41
〉第十四頁 

王先謙《集解》引郝懿行說「朴，當為樸，樸者素也。言性本質素，

禮乃加之文飾」，按郝說失荀子之本義。〈性惡篇〉「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

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楊倞注》：「朴，質也；資，材也」。【按】
42
材與才

通，【與《孟子》「非才之罪也」的才字同義，指生而即】
43
有的能力而言。

【故】
44
《荀子》此處之所謂【本始】

45
材朴，乃指前面所引的「目辨白黑……」

等官能之原始作用及能力而言，〔才朴即是指的是未經人力脩為之能力。〕
46
此乃荀子言性之另一面，常為後人所忽；但在荀子之理論構成上却甚為重

要。因為有這一方面的性，所以【始能】
47
說「無性，則偽之無所加」。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精合感應，不事而自然，謂

                                                       
4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41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4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43按，論文、專書此 17 字，手稿僅作「指原」。 
4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由此可知」。 
45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皆無。 
46按，專書此 16 字，手稿、論文皆無。 
47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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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性之好惡喜怒哀樂，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

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荀子》卷十六〈正名篇〉第一頁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同上第十二頁 

按這裏，有兩點須加以疏【釋】
48
。首先，一般人忽略了荀子言性，有兩面

的意義，更忽略了荀子言性的兩面的意義，同時即含有兩層的意義。此處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的「生之所以然」，乃是求生的根據】
49
，這是從

生理現象推進一層的說法。此一說法，與孔子的「性與天道」及孟子「盡

其心者知其性也」的性，在同一個層次，這是孔子以來【，】
50
新傳統的

根本地說法。若立足於這一說法，【則在】
51
理論上，人性即【應】

52
通於天

道。因為生之所以然， 低限度，在當時不是從生理現象可以了解的，【而

必從生理現象向上推，以上推於天；】
53
所以荀子也只有說「性者天之就也」；

雖然荀子的所謂天，只不過是尚未被人能夠了解的自然物，但究竟是比人

高一個層次。不過，荀子的思想，是純經驗的性格。他只願把握現實性地

現象，而不肯探究現象之所以然；所以他說，「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

之所以成」(〔註五〕
54
)。因此，他不著重在「生之所以然」的層次上論性；

這一層次的性，在他整個的性論中，並沒有地位。但是，人性論的成立，

到荀子時代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這是人類對自身長期反省，而要從生理

現象進一層去求一個「所以然」的結果。荀子既正面提到人性問題，便非

從「所以然」這裏提出不可。不過，他的人性論，都是以在經驗中可以直

接把握得到的一層，即是【較之】
55
「生之所以然」更落下一層的【東西】

56
為主；這即是他所說的「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性之和所生」【一句】
57
的性字，正【直承上〔面〕

58
所說的】

59
「生之所以

                                                       
48按，專書、論文此字，手稿作「導」。 
49按，專書、論文此 13 字，手稿皆無。 
50按，專書、論文此符號，手稿作「的」。 
51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作「從」。 
52按，專書、論文此字，手稿作「可」。 
53按，專書、論文此 15 字，手稿皆無。 
54按，專書此「註五」的序號，手稿、論文作「註六」。 
55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作「比較」。 
56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皆無。 
57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皆無。 
58按，專書此字，論文作「而」。 
59按，專書、論文此 7 字，手稿作「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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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性」字【而言】
60
，這指的是上一層次的、 根本的性。【這也可

以說是先天的性。由此先天的性，與生理相和合所產生的(「性之和所生」)】
61
官能之精靈，與外物相合【(「精合」)】

62
，外物接觸(感)於官能所引起的

官能的反應【(「感應」)】
63
，如饑欲食，及目辨色等，都是不必經過人為

的〔構想〕
64
，而自然如此【 (「不事而自然」) 】

65
，這也是謂之性，【這

是下一層次的，在經驗中可以直接把握得到的性。】
66
這也同於告子所說的

「生之謂性」。這是荀子人性論的主體。王先謙謂「性之和所生，當作生之

和所生」，蓋不明荀子人性論中【的性，本】
67
有這兩層的意義。若不承認

荀子人性論中【的性，本】
68
有這兩層的意義，「則生之所以然」【的「所以

然」三字，將】
69
於義無著。此處所說的生之所以然，正同於上面所引〈天

論〉的「物之所以生」【同義】
70
，不可作「生之謂性」來解釋。「所以生」

【，「所以然」】
71
，有形上的意義，「生之」，〔生而即有的，〕

72
則完全是經

驗中的現象。 

其 次 ， 荀 子 在 這 裏 把 性 、 情 、 欲 三 者 ， 分 別 加 以 界 定 ； 但 首 先 【 要 】
73
了解，在先秦，情與性，是同質而常常可以互用的兩個名詞。【但】

74
在當

時一般的說法，性與情，好像一株樹生長的〔部位〕
75
。根的地方是性，由

根伸長上去的投幹是情；部〔位〕
76
不同，而本質則一。所以先秦諸子談到

性與情時，都是同質的東西。人性論的成立，本來即含有點形上的意義。

                                                       
60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皆無。 
61按，專書、論文此 31 字，手稿僅作「此一性的和合所產生的」等 10 字。 
62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皆無。 
63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皆無。 
64按，專書此 2 字，手稿作「努力(不事)」，論文作「努力」。 
65按，專書、論文此 5 字，手稿皆無。 
66按，專書、論文此 21 字，手稿皆無。 
67按，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皆無。 
68按，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皆無。 
69按，專書、論文此 7 字，手稿皆無。 
70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皆無。 
71按，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皆無。 
72按，專書此 5 字，手稿、論文皆無。 
73按，專書、論文此字，手稿作「應」。 
74按，手稿此字，專書、論文皆無。 
75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次序」。 
76按，手稿、專書此字，論文作「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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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荀子思想的性格，完全不承認形上的意義，於是他【實際】
77
不在形上的

地方肯定性，所以把性與情的不同部位也扯平了。他說「性者天之就也」，

這在荀子是隨和一般人的說法；如上所述，他的人性論的精神全不在此。

「情者性之質也」，這才是他的人性論的本色。性以情為其本質，即是情之

外無性；於是情與性，不僅是同質的，並且也是同位的；這便把性的形上

的色彩完全去掉了。「欲者情之應也」的「欲」，是指目好色等欲望而言；

這些欲望都是應情而生，亦即隨情而生的(〔註六〕
78
)。因此，荀子雖然在

概念上把性、情、欲三者加以界定；但在事實上，性、情、欲，是一個東

西的三個名稱。而荀子性論的特色，正在於以欲為性。所以他說「故雖為

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正名篇〉第十三頁)。但這只是荀子人性論

之又一面。 

「凡性者天之就也，不可學，不可事……不可學，不可事，而在人

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

也。今人之性，目可以見，耳可以聽。夫可以見之明不離目，可以

聽之聰不離耳，目明而耳聰，不可學明矣。……今人之性，饑而欲

飽，寒而欲煖，勞而欲休，此人之惰性也。」--《荀子》卷十七〈性

惡篇〉第二頁 

「若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利，骨體膚理好愉佚，是皆

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不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同上第

三頁 

按上面兩段話，也正可見荀子之所謂性，包括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指的是

官能的〔能力〕
79
；二指的是由官能所發生的欲望。 

從荀子所界定的人性的內容，如前所說，實與告子為近。但【告】
80
子

的「生之謂性」，我們現在【只】
81
知道包含有「食色，性也」的內容；而

不知道他是否【也】
82
包含有「目明而耳聰」這一方面的意義。荀子發揮了

「食色，性也」這一方面的意義，更補充了「目明而耳聰」的另一方面的

                                                       
77按，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皆無。 
78按，專書此「註六」的序號，手稿、論文作「註七」。 
79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機能」。 
80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顯係被漏掉了。 
81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82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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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這自然比告子更為周密。但正因為更周密，便更應當得出「性無分

於善惡」的結論。因為食色不可謂之善，也不可謂之惡；而「目明而耳聰」，

更不可謂之惡。且如前所說，荀子也【是】
83
主張性無定向的。既無定向，

即不應稱之為惡。但荀子却從什麼地方，用什麼方法，而主張性惡呢？性

惡的主張，散見於全書各處，茲僅就他〈性惡篇〉，略舉出他重要地立論的

五點內容：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利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

疾(《楊注》：疾與嫉同)惡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

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亂生而禮義文理亡焉。然則從

人之性(［註七］
84
)，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亂理，而歸

於暴……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惡明矣。」--《荀子》卷十七〈性

惡篇〉第十七頁 

這一段話，是從官能欲望的流弊方面來說明性惡。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劉師培：《楊注》言失喪本性故惡，則

將字本作惡字)皆失喪其性故也。曰，若是則過矣。令人之性，生而

離其朴，離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惡明矣。所

謂性善者，不離其【朴而美之，不離其實】
85
而利之也。使夫資朴之

於美，心意之於善，若夫可以見之明不離目，可以聽之聰不離耳，

故曰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煖，勞而欲休……

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行者，

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故順情性，則不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

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惡明矣。」--同上第二~三頁 

這一段話的前半段，是以為凡是性的東西，必不會與性相離。目明耳聰之

可以稱為性，是因明不離乎目，聰不離乎耳。但人在行為上，則常可與其

朴及資離開，亦即常與性之另一方面，如目明耳聰心慮等朴及資〔可以為

善之能力〕
86
離開，〔則〕

87
是行為中之善，與性並無不可離之關係。由善與

性並無必不可離之關係，以證明性之惡。後一段是就事實上，凡人之善行，

                                                       
83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84按，專書此「註七」的序號，手稿、論文作「註八」。 
85按，論文、專書此 8 字，手稿僅作「資」。核查原文，應係漏抄。 
86按，專書此 7 字，手稿、論文皆無。 
87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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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與其自然之欲望【(性)】
88
相反，以證明【情】

89
之惡。 

「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惡也。夫薄願厚，惡願美……苟無之中者

必求於外。……苟有之中者必不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

為性惡也。今人之性，固無禮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不知禮義，

故思慮而求知之也。」--同上第四頁 

這一段話是在「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的大前提下，以證明人之欲為善。

正因其性之惡。 

「今誠以人之性，固正理平治邪，則有(又)惡用聖王，惡用禮義矣

哉……故櫽括之生，為构木也。繩墨之起，為不直也。立君上，明

禮義，為性惡也。」--同上第五~六頁 

這一段話的論點，實際與上一段話論證的方法相同。即是他認為人有所追

求乃至〔有所〕
90
設施，都是為了滿足需要；而需要是發生於不足或根本沒

有。不過前者是就個人說，後者是就社會說。當時道家似乎常用這種論證

方法，而荀子也可能【也】
91
受了這種影響。 

「故性善，則去聖王，息禮義矣。性惡，則與(從)聖王，貴禮義矣。」

--同上第六頁 

這一段話，是從結果的好壞來證明性惡說的妥當性。 

從上面五點立說的內容來看，首先應當了解，荀子對於孟子【主張性

善，而自己主張】
92
性惡的爭論，不是針鋒相對的爭論。荀子與孟子，大約

相去〔三、四十年〕
93
。我根本懷疑荀子不曾看到後來所流行的《孟子》一

書，而只是在稷下【時，】
94
從以陰陽家為主的稷下先生們的口中，聽到有

關孟子的傳說；所以在〈非十二子篇〉對子思孟子思想的敘述中，有「案

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的話；在今日有關子思孟子的文獻中，無此種絲毫

地形迹可尋，害得今人在這種地方，亂作附會。而他對於孟子人性論的內

                                                       
88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89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作「性」。 
90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皆無。 
91按，手稿此字，論文、專書皆無。 
92按，論文、專書此 9 字，手稿僅作「的性善」等 3 字。 
93按，專書此 4 字，手稿、論文作「五十年」。 
94按，論文、專書此字，手稿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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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可說毫無理解。假定他看到了《孟子》一書，【則主張便有不同，】
95

以他思想的精密，決不至一無理解至此。【現行】
96
《孟子》一書的作者，

危險性 少的說法，是由孟子自己創始，而完成於他的及門弟子之手；則

是書正式成篇之時，正與荀子活動的時期相近。以當時竹簡流行困難的情

形來說，則荀子之對於孟子，只是得之於傳聞，而未嘗親見其書，那是非

常可能的。荀子對性的內容的規定，如前所說，有官能的欲望，與官能的

【能力】
97
兩方面；而他的性惡【的主張】

98
，只是從官能欲望這一方面立

論，並未涉及官能的〔能力〕
99
那一方面。官能欲望的本身不可謂之惡，不

過惡是從欲望這裏引發出來的；所以荀子說「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

奪生而辭讓亡焉」，問題全出在「順是」兩個字上；這與孟子「物交物，則

引之而已矣」的說法，實際沒有多大出入。孟子根本不曾從人的官能欲望

這一方面來主張性善。並且孟子主張寡欲，而荀子主張節欲，對欲的態度

更是一致(〔註八〕
100

)。不過孟子不把由耳目所發生的欲望當作性；而荀子

則正是以欲為性。兩人所說的性的內容並不相同，則荀子以孟子為對手來

爭論性的善惡，不僅沒有結果，並且也沒有意義。 

其次，荀子對性惡所舉出的論證，沒有一個是能完全站得住腳的。若

以善可與性相離，故謂其非性；則荀子之所謂性惡，並不同於若干基督教

〔徒〕
101

之所謂原罪，惡也一樣可以與性相離。否則荀子既根本否定了形上

的力量，則他所主張的「化性而起偽」，便沒有可能。他以求善來證明人性

之本來是惡；但何嘗不可以求善證明人性之本來是善？〔善惡的本身都是

沒有止境的，人不因其性惡而便不繼續為惡，則豈有因性已經是善，便不

再求為善之理？〕
102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荀子性惡的主張，並非出於嚴密地

論證，而是來自他重禮，重師，重法，重君上之治的要求。而他這種要求，

正【如後面所述，】
103

有其時代的背景。  

                                                       
95按，手稿此 7 字，論文、專書皆無。 
96按，手稿此 2 字，論文、專書皆無。 
97按，論文、專書此 2 字，手稿作「機能」。 
98按，論文、專書此 3 字，手稿作「論」。 
99按，專書此 2 字，手稿、論文作「機能」。 
100按，專書此「註八」，手稿、論文皆無。 
101按，專書此字，手稿、論文皆無。 
102按，專書此 42 字，手稿、論文皆無。 
103按，論文、專書此 5 字，手稿皆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