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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一＼詮釋觀點的選擇

哲學研究可以有不同方式，而且以不同方式進行研究，對問題的解答之

全貌的呈驅來說，似乎也有其必要﹔對哲學家的哲學理論體系的研究來說，

或也當如是。我們常說哲學反映時代，而每個時代總有一個關注的焦點問題

，此問題或許是理論性的，或許是實踐性的﹔當然一個哲學體系的建立也可

能是包羅一切的努力，但通常仍找得出某種主導的取向。此在西方哲學上自

中世紀以降愈形明顯﹔於向來被認為注重探討實踐問題的中國哲學而言，當

尤其如此。以儒家來說，其對道德實踐的重視已成公論，因此，儒家哲學思

考的主要問題無非是人生的理想價值，其實現的途徑以及必要時觸及的價值

根源等問題。而在這些問題的討論上也顯現儒家對政治問題的關注，此則一

方面是時代的反映：當時最需要哲學家致力的或許正是政治或社會秩序的重

建﹔另一方面也似乎是中國傳統上「學而優則仕」之知識分子努力目標的表

示，對政治問題的探討或可謂為致仕的準備。不過，從理論上來說，談倫理

問題終必觸及此麵問題，因為倫理也是不同類型的人之間的相處之還φ ，社

會結構裡不同階層或職分者之間的對待之道也包括在內，何沮政治、社會行

為也是人的行為，說道德自不能免於此。再者，儒家的理想不只獨善其身，

更要兼善天下，對軍人之事自須投予關注，具總綱性質的 〈大學〉 所言之格

致誠正倍齊治平，除了揭示本末先後的程序外，正也表示「外王」是儒家心

目中的最高理想價值。談儒家的道德實踐似乎不能忽略這個側面，此在苟子

尤然。

苟于雖被學者視為儒家的「岐出」、「非正統」、「旁支」 ＠，然畢竟

是儒家人物＠，同樣關切道德質踐與社會秩序重建問題，也同樣具有積極作

為的精神， 對政治的關切尤甚於孔孟。〈苟子〉書中直接論及政治之道與政

治事務的篇章最多 ， 即使〈勸學〉 、 〈解蔽〉 、 〈天論〉 、 〈 儒效〉也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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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眼於政治之道的認知、政治人才的養成而立論，在〈性惡〉中甚至說：「

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悸亂也：是善惡之分

也矣。」＠，直以治、亂為善惡的標單，如何息爭止亂而至正理平治可謂為

苟子關注的焦點。此外，政治的目的（息爭止亂、正理平治）必須有務實的

做法，須尋找亂源提出對治之道。由萄于對當時前存學說的社評看來®’苟

子考量的似乎是實際成效如何，所謂有所蔽、不周編、不能「壹」或「知通

」禮義所本的「統額」之評，乃是依攘苟于基本立場或標單所做的衡量。而

我們更須7解苟子之提出此種標單，應是為強調積極人為之實效，因為萄子

所批評的這些方案存在已有一段時日，卻不能發揮導正的功效，且由理論上

看，學者之立論莫不為社會亂象提出對治之道，卻又蔽於爭亂之真正鵑由的

掌握，而無法達到撥亂反治的目的。以〈性惡〉篇對於孟子性善說的辯騷來

說，似乎透顯出苟于對於道德主體自覺之不可期的看法，而強調「化」、「

治」之人為之功，以增強政治必要性的理據。在苟子看來，爭亂或「偏陳偉

亂」之源在於人的情欲無度、無分界，因此說：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

亂，商L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控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品、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

養也 0 ......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禮論〉）

「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

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正名〉）

「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惡用聖玉，惡用禮義哉？雖有聖王禮義

，將高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

以為偏險而不正，悸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孰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

，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 。是聖主之

治而禮義之化也。」（〈性惡〉）

既有人欲便不能不正視之（即如孟子亦承認人有從其小體之可能），政

治之必要性亦由此立，猶如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論及政治之必要性時認為：



- 206 - 共同學科期刊第三期

若人自然為善、或社會有充分自主性，則國家便不必要成立＠﹔而無政府主

義者（如：克魯泡特金， P. Kropotkin,1842-1921）便常以人具有互助合作

之善性而認為人的社會不需有政治。。因此，如果要達到政治與道德實踐目

的，只有針對人的情欲，經由人為教化禁節之努力，方竟其功，而此唯有藉

眾人之事的有效管理能之。

萄子之關注核心為政治的積極作為似無疑議＠。愚意以為通過此觀點透

視苟子的哲學理論建構，或許有助於解釋葡于的立論，或者能由「同情的了

解」而給予苟于適當的評論，進而呈顯苟子哲學在儒家傳統上的地位，以及

其於當代思想氛圍中的意義，而不是一味揚孟抑萄。因此，本文嘗試以類似

康德（ I.Kant）探間的方式，以「政治目的及其要務如何可能？」的問題為

基點＠’說明苟子在此問題的探尋下，對天人關係提出何種學說，並顯示其

立論與政治實務的關係。不過，本文不擬詳細分析、評論苟于對人、對天提

出的解釋，一者因學者的討論已多能呈顯各種可能的涵義，二則因本文主要

是透過前述的觀點解釋苟子的立論，以為另一種詮釋方式的嘗試，故僅要略

提出其說以為說明。

二＼苟子哲學基源問題分析

苟于之為哲學家，自不只限於政治實務的討論，他留傳下來的文獻中顯

示出他做了「哲學思考」’提出政治學必要的理論基礎。對苟子哲學體系的

了解，不妨從「政治目的如何達成？』的問題了解起。當然，這個問題可以

從政治實務上探討，但是在哲學思考上應可循其先決條件為何之方向揉索其

理論基礎，而且這兩者在思想體系上是一貫的。依此，如果說政治是眾人之

事的管理，乃是以人管理眾人，政治問題的核心仍在於人，對於人的解釋、

人的理論，仍是政治問題解答之所繫。人之群性、人之欲的適當滿足又不致

於爭亂，進而藉由更有效的社會分工、組織管理「以養人之欲， 給人之求，

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J （〈禮論〉）， 可能是政治

必要性的直接理由 。 如果社會分工是政治所必需的 ， 則社會需要有那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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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的人？柏拉圖曾在其〈共和國〉中描述社會（城邦）發展至理想地步的

過程，區分社會階層為統治者、輔衛者與百工，苟子也有頭似之論：

「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而不相待

則窮，群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繭，則莫若明分使群

矣。」（〈富國〉）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蔽，刺草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庶w.之

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若

夫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是聖君賢相

之事。」 （〈富國〉）

「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職而勤，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

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王霸〉）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市師﹔工精於器而不可

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挂而可治三宮，曰：精於道者也。」（〈王制

>)

因此，政治目的的達成在於「明分便群」’這些階層需要適當的人充任

。因此說：「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攪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

君道〉）而且，「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

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王制〉

）茍子因此而論列理想、人格以成就政治，他指出：

「有治人，無治法。」（〈君道〉）

「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令，未嘗聞也 G 」（〈王

制〉）

「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補矣。無君子則法雖具，

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

，臨事必酋L......。君子者，泊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聾原 。原清則流清

，原濁則流濁。」（〈君道〉）

「多言而類 ， 聖人也。 少言而法， 君子也 口 多少無法而流油然，雖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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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非十二子〉）

「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解蔽〉）

「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儒效〉）

「志安公，行安惰，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臭。」（〈儒效〉）

身為社會一分子，至少必須有「能」、有「技」而明分、守分盡職，明

、行於為人之道，更要努力成就高尚人格。尤其是身在治理階層者更要努力

成為聖君、賢相、聖臣、功臣，或以有德者適任此額職務。尤為重要的是，

為人（政治人）之道、君道之所在的禮或禮義，更有賴於知通統類、壹統類

的聖人、大儒知之、制之＠：

「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非相

>)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

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禮也。」（〈議兵〉）

「禮者，人道之極也。」（〈禮論〉）

「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 J ( （性惡〉）

「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

度。」（〈性惡〉）

「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眾異不得

相蔽以亂其倫也。何謂衛？曰：道。．．．．．，故君子壹於道以贊稽物。壹於道

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解蔽〉）

「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穎，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也。類

不悸雖久同理。」（〈非相〉）

此等理想人格是政治所必需的，因此茍于仍將政治歸本於道德（對於人

之道有所得於心），鼓勵人學禮、知禮、依禮而思、言、行＠’ 乃至於知通

統頭。而道德實踐似乎繫於知，所謂「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

」（〈儒效〉 ），說的是對於道德的認知必頭落實於道德寶路，但是唯有先知

道理、知遇統類才能確保行為之不踹矩，因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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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

。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儒效〉）

「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 w 有役夫之知者 0 多言則文而類，終日

議其所以，言之于舉萬蟹，其統頭一也，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

論而法，若f失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性惡〉）

「倫額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回學一之也。」（〈勸學〉

「君于博學而目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勸學〉）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經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

，終乎為聖人。．．．．．．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須央舍也。為之人也，舍之

禽獸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

謂道德之極。」（〈勸學〉）

聖人、大儒之制禮義，人之學禮、知禮（乃至知禮之理）、知通統類、

知「道」以成就理想、人格，或明分正身，乃是政治目的達成的必要條件之一

部。如是，如何證成政治之必要性，人如何成就而為「政袖人」、胡何達成

政治目的等之政治學基本問題解決之前﹒必須建立有關於人的生命原理的理

論，以做為理據以及滿足前述條件之另一層的（理論）先決條件＠。

於政治實務方面而言，由〈萄于于書中所論視之3 ，大體上仍不出孔子

所言之富、庶、教或足食、足兵等事，其務的在於正德、利用以厚生或教、

搓、衛三事。「教」之事是要使人「明分使群」、「知明行修」’基本上須

師法禮義＠，除了要有田師、市師、器師外，必須有知道、知通統類的人，

因此說：

「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

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掘懦裊，問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

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 c 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陸禮， 安特將學雜

識志，順詩書而已耳，頁。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勸學〉）

「禮者所以芷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已無禮何以正身 ？無師吾安知禮之為



- 210 共同學科期刊第三期

是也？」（〈修身〉）

「敢」因此而為政治實務之要壇，也是使政治穩定持蘊運作的要件（政

治人才、社會分工土專業人才的養成），而教（與學）之可能性仍繫於人，

其理論前提亦是在哲學人類學（ phi I osoph i ca I anthropo I ogy ）之建構。

至於「衛」是靠用兵，也是政治上的要務，不過葡子仍循儒家之論而言：

「．．．．．．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楣理，然則又何以兵為

？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口

孫卿于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也﹔義者循理，循

理故惡人之亂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議兵〉）

乃是以兵為定分、定分界以息爭止亂的手段，如何養兵、用兵仍歸本於禮義

：君禮義以修政，教化以齊民，則民親附而如命，其兵謂王者之兵＠。其理

論前提亦可歸於關乎道德、關乎人自身的問題範聞。

至於似乎被苟子視為政治實務重心的「養」之事，除了「人」的要件外

，似乎另需理論基礎。以政治根本所在之「禮」而言：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

則不能不爭﹔爭則亂，首L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

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

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 0 ......君子慨得其養，又好其別。」（〈禮論〉）

似乎正是為了「養」而有政治之事，所謂「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莫

若明分使群妄。」、「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 （〈富國〉，詳見前引），因

此說：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

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

省工賈 ，眾農夫，禁盜賊，除聶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君道〉）

班泊、 草草設、藩飾是為了更有效地達到生養之事，甚至照〈禮論〉的說

法，班治、 顯設、藩飾也是養一有別之養。但是，如何才能生養 ？畢竟人不

能無中生有 ，只能善於利用大自然提供的資源。因此，在社會分工上必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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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安排，必讀「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槃辱〉），必讀有「精於道

者」為回師、器師、市師，故在班治上亦必讀量能控官：

「倩隍躍，通構會，行水i孽，安水服，以時訣塞，聶雖凶敗水旱，使民有

所耘立，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壤，序五種，省農工，謹畜藏，以時

順帽，使農夫樸力而喜能，治田之事也 D 倩火蔥，聾山林草澤草木、舟、體

、 E章，以時禁蠢，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 0 )I固州里，定盧

宅，華六畜，閒樹藝，勸教化，趨孝弟，以時順﹛膺，使E姓順命，安樂處

鄉，鄉師之事也。」（〈王制〉）

依此以觀，萄子之論頤有現代「拉術官制」的意味，故有效達成利用、

厚生之事，似續有自然科學與科技以為主應，如此：

「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加入，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盡長。」

（〈天論〉）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

而安樂之。」 （〈主制〉）

「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畏，群生皆得其命。故養生時則六

畜育：聽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王制〉）

「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租，而百事不腫。」 （〈王霸〉）

對夫時、地利的充分認識也注了政治的必要條件之一，在理論基礎上必

讀有相應於此的自然哲學或「接設物理學」 0'.et 己？hysics）形態的形上學

。當然，對天讀天地萬物的認識是人事的一環，的讀歸於人本身之具備相應

的條件﹔而苟于基於政治上利用厚生的設想，也會影響他對天或天地萬物的

實質解釋，這些解釋也反映出苟于對天的態度或對天入關f系的看法。

由上述這些分析出壺，似乎不難理解苟于在人、天方面的理論冒置。不

過，相闊的討論已發表了不少，本文不提做全面的探討，僅就前所假設的觀

點之們釋，以及個人覺得有所提議之處，略為申述 c

貳、萄子請人的生命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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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子有關於「人」這種存在物的解釋似乎不宜用「人性論」福董。主要

因孟萄使用「性」一字有其異同之處，光用「人性論」不足以完整顯示他們

對人的全面解釋＠，也容易膠結在人性善、惡的析辯上，而忽略了孟苟之所

謂「人性」並不在同一層次或論宇上，也忽略了對造成其差異的深層因素之

思索。對萄子來說，給予人完整的解釋而不只限於人之性（道德本性），對

於政治基源問題的解答來說，更有其必要性。尤其是在政治實務上須有對自

然界的認真日為憑依的情形下，單就道德主體觀點解釋人之所以為人之理，是

無法應此之需的。如何提供政治之所繫的「人」一個完整的解釋，似乎才是

萄子理論旨趣所在。而其解釋也因此近似理論性的（ theoretical) （相對於

道德根基式的）哲學人頡學或理性心理學（ rational psychology ）的陪態。

一＼由人之異於禽獸者說起

苟于對人的分析也未嘗不關注於由人獸之別說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要件

「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

而無父子之親，有仕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

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玉。」（〈非相〉）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

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

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

。」 （〈王制〉）

「學惡乎始？惡乎絡？曰：其數則始乎誦蘊，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

，終乎為聖人 。 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絡，若其義

則不可須與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勸學〉）

上引三段文字顯示的重要酒義可提出其三：其一為人之群性 ，其二罵人

之知義，而群性乃是繫於人之知義。人之能群顯示人與禽獸之別 ，而如前一

節分析所示 ， 人之群是有組織或特定結構的社會，要言之即為有管理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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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會分工、有長幼尊卑之序的或倫理的社會，而此種「群」固是由於「人

生而不能無群」（〈富國〉）之天性，其根本卻是在於人之有辨、明分，此又

繫於人之知禮義、守禮義＠。此自是決定於人之知一合禮義之知，故萄子極

強調學的重要性，人揖知道學些什麼、目標何在，並時時努力才顯示人獸之

別。因此，人必須過群體生活，而為了避免群體之爭、亂，乃有深知群居和

一之道、理，且知通統類之聖人，為社會制禮義，明分使群，故云：禮莫大

於聖王。禮義必須合於時宜，身為社會一分于也必須知禮義以守行之，強調

人為之功的苟于自是要求人為學以求知，小則成為社會基層專技人員，其大

者則為政治成效所繫之君子、大儒、聖人。至於人如何為學求知的問題，自

是需有知識學、方法學之論，不過在本文的主旨上看來，哥子當有其生命原

理的解釋以為其條件﹔其解釋仍是扣緊政治的要求而立論。

二＼苟子之人性論

有關於萄子之論人之「性」’學者之論著已甚多，也多由生理、↑青欲、

感性的觀點說明其為惡之性，或如唐君毅先生之言萄子為「對心言性」＠，

以解決「性惡」與為善之可能性的問題，均各有論據，言之甚詳，本文無法

一一評論。於此想要指出的，首先是苟子似乎並非言人生而為惡，未言人性

本惡，只是說「人之性惡」（〈性惡〉 ） ，而其善惡之評斷似乎由政治或社會

道德觀點眉之。萄子詔馬：

「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陳悸亂也：是善惡

之分也矣 。 」 （〈 性惡 〉 ）

聖人或聖王正是為了息爭止亂而捧群居和一之道、之理制禮義以明分使

群，如果單純地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就會導致人的行為違反禮義、妨礙正

理平泊的政治目的之達成，是評為惡。論者前肯定苟子之禮義是客觀的＠，

應當進一步指明善惡是依客觀禮義評斷的，並非人性本身具有之特性。而苟

子也因此不把價值理念置於人性本身，傾向於以中立的眼光看待人性＠ ﹒而

給予「理論性」 的解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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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苟子之論性似乎更好說是「對傌言性」。一方面，〈性惡〉通篇

的論證顯現苟于強調「傌」、強調入為 佳天努力與聖王、禮義之治理教化

之功，相對於此言性之待塑造、教化以成其合乎正理平泊、禮義之善，而非

徒待人性之自然而然的自覺或自我實現。而心之知固罵成德之要件，若非禮

義之約束，其日學之絡始，然使「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窘， 2日日縣久

，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壘於天地妄。」（〈性惡〉），心之知仍有可能

淪為情欲的工具＠，不免使爭亂益甚。因此說偽之積、積善、積學方克竟其

功，亦為息爭止亂、正理平泊之所聲。所謂「傌」廣義上亦包括政治事務之

人為，經常性的管理約束與政治教化，可使人習而古禮義以行善﹔從人之性

，順人之情只有導致惡果，是可知苟子之論性正亦為政治之必要性尋得一理

據。

其三，苟于固然常以情故論性之為惡（不合禮義），但依文字論之，「

性」的涵義似不限於情故：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生〕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

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惰。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眉之動

，謂之備。慮積焉、能習焉而f壘成謂之偽。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

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所以龍之在人者謂之能

。能有所古謂之能。」（〈正名〉）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飲者情之應也。」（〈正名〉）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

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

可事而成立在人者，謂之備。」（〈性惡〉）

「＇［生者，本始材朴也。」（〈禮論〉）

「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實而利之也。使夫賣朴之於美，

心意之於善．．．．．．」（〈性惡〉）

上引第一段文字中可見「性」、「傌」、「能」都重覆定義 （「知」亦

可視為如此） ， 應有其用意 。 大體而言 ， 性是天生如此 ， 自然而然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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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己可以創造的，但是性可被塑造、教化。以此論之，「生之所以然謂之

性」似為人之本然狀態草生命原理之結構上的名稱，如此則應包括心在內，

因為茍于也說：

「凡以知，人之性也。」（〈解蘊〉）

「人何以知道？曰：心。．．．．．．人生而有知．．．．．．心生而有知．．．．．．」（〈解矗

>)

性有所和，自然而然謹生作用，心亦是如此，只是在人的所有車賦中最

先發生的是生理本能與情欲，心知的內容、知道的有待修養、首II蟬，才不致

於受醋，但無論如何心總是生而但有的，也是有待教化陪盟、積備以成其功

的，一直日人之情性。蓋心本個白臘，具有可盟性，且需之以墨則黑，染之以

朱則赤，故日「本始材朴」，而罵人人所同的「材性知能」之一部，此當亦

可詮解得遇。如此解說亦古於高于重視人罵、重視政治（禮義教化）之冒意

，兼可為「對備言性」誼之男一種理置。

三＼道德實踐的決定性條件一l心

「心」在苟于的政治基源問題的解快上顯然具有決定性的地位，人之知

禮義、明分、有辨而自E群（成為社會人），守分盡職以維繫社會運作與讀展

，藉此而滿足個人需求，乃至於積學而完成理想人格、知過梳頭以制禮義，

以及政治實務上之認識自然昇事物以利用、厚生，均繫歸心之知。故學者請

及苟子之心多以「智識心」、「認知心」詮解z~o 而苟子也的確費了相當

的心思，提棋一套中國哲學史上少見的理性心理學（尤其是有關認知的心理

機能）和知識學，以為成就理話之知與實陸之知以及其實際睦庸之論攝和指

導。本主雖然無法對此有所討論，但的想指出，首先，如前已提及的，苟于

觀有政治的強調及政治實務的考慮，以認知功能理解人心乃有理論的必要性

。其次，苟于強調入為努力，又無法期於所謂的人性自覺，也不將道德價值

根源置於形上結構解釋上的人性萬人心之內，人唯有藉認知一認知人自身有

情飲之求（需要滿足、也起讀有 「分」），認知人而為人所應追求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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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日可罵人所利用的自然界，才能完成道德的，也是政治的理想，這種以中

立性的或「理論性的」觀點解釋人心，自也是哲學思考上理所當然的結果。

不過，茍子的認知心學說並非科學理智式的思考運作。雖然他也認為對自然

事物的認知不應涉及價值，但仍以為天、地可為人事取法、取象的對象（只

是不當做價值根源而已）﹔此外，他不排除價值認知的可能性，人類所應追

尋的價值可以「客觀地」確立。尤其是這種類似理論之知的認知活動，不只

最可貴處在成為士、君子（乃至大儒、聖人），此認知活動本身亦須受規範

（禮義）的約束：不只求知的目的在於知通統類、知道，且於求知過程中須

受由道、統類所衍引的禮義之約束，如此才不致於使心淪為情欲的工具。去日

前所言，認知心也必須受塑造，須積慮習能方成「偽」’因此說：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修身〉）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悸亂提 。」（〈修身〉）

「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論〉）

「人心譬如槃水．．．．．．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慣，則足以定是非決

嫌疑矣。小物引之則正其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 〔 庶〕攝理矣。」（

〈解蘊〉）

可見苟子未嘗不從道德修養的觀點看待認知心之運作＠ 。

其三，以認知心解之並不排除其罵道德實踐之主宰：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票也，自使也，自

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是之則受，非之則辭。」（〈解蔽

>)

正因為心為行為之主宰，為避免認知錯誤而導致惡行，或淪為求、爭之巧詐

的工具，必須使心不為偏曲所蔽而能「是是非非」（〈修身〉），必須由禮而

知禮之統輯 、理、道：

「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知道然後可道

，可道然後守道以禁非道。．．．．．．故治之要在於知道。」（〈解蔽〉）

因此， 心之能為道德實踐的主宰乃是以心之知道為先決 ， 在苟子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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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積焉能習焉是可以「傌」性的，而在這種人為後天的努力下：

「君子博學而日晏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吏。」（〈勸學〉）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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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

論則萬物官矣。」（〈解蔽〉）

成就君子之知、聖人之知，人的認知心便可轉為道德心，「本仁義，當

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儒就〉）或「志安公，行安惰，知通統額」（〈

儒效 〉 ）。只是說因為人性、人心本無道德價值理念，不經由知道便無由成就

道德之行。而此種由認知心至道德心的塑造（偽飾）正也是政治上藉禮義之

教化所成就之功，亦為政治必要性之另一證理。

最後想指出的是，以認知心解常使萄子被描述為著重「客觀性」或「客

觀精神」＠。就萄子之以理智認知建立道德價值與規範，並且不將其根源置

於「人性之內」’也藉理智認知禮義以指導行為而言，誠然如此。不過，這

並不是說注重德性主體，具主觀精神的孟子就不「客觀」，因為孟于說人性

有仁義禮智四端、有道德價值內在根源時，也是認定其為客觀事實﹒認為道

德價值是「客觀實在」的，而就孟于的哲學思考在處理此一問題時的態度而

言，也是以「客觀精神」論斷的＠。苟子之著重客觀精神的認知心，亦無妨

於其成為道德主宰，人同樣可以經由社會化的歷程（禮義師法之教化、人之

勤學效行），將合於道、理、統額的禮義（道德價值與規範）內在化為人格

，習而成性，自然而然表現在言行舉止上＠ ﹔而即如孔子也謙虛地說「七十

而從心所欲，不輸矩」’故不可期於道德之不待學而能，經由這種社會化歷

程才能使人廣為道德主體，而於言行上不失毫釐。因此，在苟子看來，道德

實踐由於有客觀禮義做為依蟻，反而能夠避免個人主觀因素可能導致的偏失

，或者因道德良知遭蒙種而致誤以惡為善的缺失：為此，苟子自會強調禮義

的客觀性， 而為了使客觀禮義能鹿為認知心的內容，以成其為道德實鍾的主

宰，苟于自會強調師法、禮義教化歷程。此種性格也是政治必要性之男一理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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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的社會性一禮義統穎的根基

前已指出萄于對人的看法著重人之群一有一定社會分工、有特定治理階

層管理與教化軍人的群聚，而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人知禮義而能有分、有辨，

人之可貴、人之異於禽獸者端在於此。一方面顯示政治為人頭演化上自然而

然之事，無此不足以顯現人之獨特性，另一方面也將禮義的客觀基睡，在涉

及人倫的價值與規範方面，置於人的社會上。蓋禮義之制訂乃出於知通統類

、知道、知理的聖人或聖王，而聖人又是根據什麼、是基於對什麼的認知而

制禮義？人倫價值根源既不在人性之內，也不在於天地＠，為使人倫禮義不

致喪失其「客觀」基礎，只有讓聖人根據人的社會之實然之理，並且從社會

變遷歷程或歷史上發現人文統績，知通統類以制與時俱進的禮義。苟子顯然

不認為人倫價值與規範是社會約定的，否則不須由知通統頓的聖人（透過法

先玉、法控王）壹於道而制禮義，而且所謂「倫理」指的正是不同類型、不

同輩分、不同職分的人之間的相處之道或規範，在中國哲學家看來，這些理

乃是人之質然而非出於人的自我詮定，被視為具客觀精神的苟于當尤如是。

因此，無論人類為了何種目的而組成社會，苟子似乎將社會性當成是人之異

於禽獸的特性、是人的自然傾向＠：

「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囂，故最為天下貴也。．．．．．．牛馬為用，

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

分何以能行？日﹔以義。」（〈王制〉）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禮

論〉）

一旦人類演進到有社會之組成，此社會並非如現今實證論學派社會學家

所認定的那般 ，可化約成個人心理、生理的人際關係或歷程，而是某種類似

於自立體的社會實在＠，儘管有其撞撞，但「類不悸，雖久同理。 」（〈非相

〉）有充分認知能力的聖人、大儒可以掌握此理以制禮義。另一方面看來，此

社會的發展乃是逐次提升的，唯有藉由禮義的指導，才能糾合眾力，使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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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成就日高，而此方罵人的成全 c 此種成全因還依於理智認知一認知人

的社會目標、具有社會意義的理想價值、以及自然界，並踐行之、利用自然

資源以助成之，故社會成就亦是人的理智之高度成就 c 此種成說，扭個人言

又是必讀藉社會分工協力之助方能~之，故人有依存於社會和與社會互動之

必然性，人的最高價值也因此是由社會觀點立論的®＞ c 此自也是其基i原問題

思考上必要的解答之一環。

五＼小結

由上述可見，苟于對於人的解釋，已更顯然地擴及人的社會面，由人與

社會的互動與依存關係上立人所追尋的價值與當依循的規範’而此慨不存於

或？原於人的內在心性，只能藉人之認知以確立之、謹守之以踐履之。而人的

情故正是導致原始社會組成的原因之一（藉社會分工、協力以求人之故能得

其養），也激發人的認知、省軍以得讀完整的、高度成就的社會之理，「法

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寺，以一持萬．．．．．．舉統穎而應之

，無所提！~ ﹔張法而度之，則晴然若古符節。」（〈儒強〉）但成人聽社會的

體展、進步。而這樣的考量顯然與政治基源問題的解決有理論一貫性。

書、天人關係

立日本文第一節所提及的，萄于基於政治問題的考量，為應政治實務的要

求，函、讀提出能夠滿足其理論必要性的人、天學誼。如果政治實務必揖達成

正德、利用以厚生的目的，「夫」以及「天人關係」的畢誼必讀滿足這方面

的理論要求。以下的申述佰依lf:t理路進行，主要佰在顯示萄于天論與天人關

f系學說的立論冒意。

- ＇「天 J 的涵義

在〈苟于〉書中，「天」的涵蓋並不一致，有些地方的使用語墳也並不

明確，故不屬探知該語境裡 「天」的確定涵義，其在苟于哲學體系構成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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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作用和地位？當然，對著政治實務問題予以詮釋，並且也將苟于對人的

理解態度列入考慮的話，不難形構出一個棋心意義，但是在哲學思考的理論

追究上來說，也許應設法為其他意義找尋定位，或予以適當說明。

有關於〈苟于〉書中「天」的涵義，多牢不能脫離其使用的語揖或文脈

予以7解，分析起來大體有如下的使用情說：

←）位格神或主宰宇宙生成典人之定數的神靈

「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進乎。」（〈不苟〉）

「君子大心則〔敬）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 （〈不苟〉） （此句中

之「天」意義並不明確，若「則」字下補「敬」字則有主宰義＠，否則視

之為義理本源、道體亦無不可 0 )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榮辱〉

「夫天生民，有所以取之。」（〈榮辱〉）

「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大略〉）

「人主，仁心設焉，知其投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接禮，天施然也

。」（（大略〉）

「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唱國〉）

「莫不呼天啼哭苦傷。」（〈非相〉）

「郊者，並百王於上天而景而巴之也。」（〈禮論〉）

「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有坐〉

「刑已至而呼天。」（〈法行〉）

「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堯問〉）

「居如大神，動姐夫帝。」（〈正論〉）

此種意義似為承襲〈詩〉、《書〉而來，而顯如「帝」之意，們如 ：

「詩曰： 下民之孽，匪降自夭。」（〈正論〉）

「詩云：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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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引用〈詩〉、〈書〉之語究竟只是PJ之屑誼草視之為萄于自己的見解則

難以論斷。

已）物理、自熱之天，與天地告稱自然事物整體或量以天迂指自無昇

《苟于〉書中以此種用法最多，居為苟于天詣的中心學說已無爭議 c < 

天論〉中所言概屬此義。其他篇章中亦有相同用法，個主日：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妻也，萬物之t且也，民之父

母也。」（〈王制〉）

「聖王之用也，上寮於頁，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

」 （〈王制〉）

「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

（〈不苟〉）

「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撞。」（〈儒效〉）

大體上，苟于有時單以「天」表自然界，有時「天地」合用表自然界，

有時則天、地分用，以天為相對於地之天，猶如「天體」 (heaHnly body) 

，或泛指地表以上所費生的自然現象。不過，苟于言知天、制天而用之時，

「天」似是指自然現象、壁f［：：代興、自然物之生屁變化及其規律或所謂物理

，而非造成上述種種之究極根諒。

由「自然而無」 「分所當厲」之形容詞用注意義

〈天論〉提到天情、天官、天華、天政之語，一方面做為「性者，天之

就也」（〈性惡〉）、「故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正名〉）之意，乃指生

而如此，如同「目好色，耳好聲．．．．．．是皆生於人之惰性者也，感而自然，不

待而接生之者也。」（〈性惡〉），乃是自然而然的，故曰「天」情，猶如「

不為而成，不求而得」之「天職」（〈天諭） ) 0 另一方面，「天有其時，地

有其財，人有其泊，夫是之謂能娶 c 」因此，「明於天人之分， 則可謂至人

長。」強調「明分」的萄子，似亦以「天」言「分所當為」、台於本分之事

，故云：

「財非其額以蓋其頭，夫是之謂天華﹔順其頭者謂之福，逆其觀者謂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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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清其夫君，正其天官，備其天聾，順其夫肢，養其夫情，以全其夫

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馬車，則天地官而萬物役完。」 （〈天論

>)

物、人、事各有其出於本無之正卦，知分所當為方是「天」功。故，「

天」有「生而立日JI:七」、「自然而無」乃至「分所當為」之意。

個本體華與矗理華之天

〈苟于》書中有兩矗立宇似值得多加思索，其一罵：

「列星隨旋，日月遞妞，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

以生，各得其養以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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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聖人為不求知夭。」 （〈天論〉）

天文、氣象、萬物之生成聲化本總稱為自然（物理）義之天，於此似指

出去有其為人可知的一面，也有其神而不可為人所知，且人亦不＊卸之的一

面，故此「不求生D7CJ 之「夫』’與〈天論〉下文中之「知天」之「天」

當有意義上的差別。「天」也因此有其事之成之無形的「道」或自然界整體

之究竟義的所以熱之理，而有聽似本體囂的用法。對於以致其用為旨趣的苟

子來說，猶如自然科學家或科技研究者一般，自不需追究其終極解釋，但也

不能說苟于沒有這種至少屬於假設性質的本體義之「天」’故單以「用」

「現象」解說天之自然，似尚可斟酌。其次，如前文提及的「君于大心則天

而道」 （〈不苟〉），若不於「則」宇下補「敬」宰，似可視夫為義理之天

，而且：

「君子以備．．．．．．大書乎天，精概而無悟，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華暴

足窮， 百姓待之而偉寧春．．．．．．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賦 〉 ）

亦似乎以「天」為一義理揖界。

當然， 哲學有其理論系統性的要求，應求其概念之一貫與一致。如此，

以自然而然與物理觀點解釋天讀天地 ， 自為茍于天論的棋心學說 ，但是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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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因此而排除其他實際文字上有的以及可能有的涵義，則似佰有商榷餘地。

論者常只依攝〈天論〉所言論斷苟子的宇宙論或形上學，固然能維持一致性

＠，但對葡子哲學體系的完整性來說並無幫助，甚至有刻意造成其與孟子的

差異，視之為儒學岐出之嫌。另一方面，自也不能過度將其他涵義加在自然

（物理現象）的解釋上（例如：「天地者生之始也」、「天地生君子」之語

，可有神靈、創生之本源，讀只是自然界事物生化之始等可能涵義），但是

哲學思考之為哲學思考總會觸及終極問題，無論是當做某種設定或為實質理

論之一部，研究上似理應為其安排適當定位。因此，如果說苟于之天論受道

家影響而以「自然而然」解釋夫＠，仍不能免於此對自然而然如何而然的本

源之肯定﹔何況，儘管萄子似有經驗主義、現象主義傾向，但由其強調禮義

統頸、人可知通統類，強調人當追求精神價值（成就理想人格）而言，苟子

並未趨至極端（至多可視為「存而不論」），故完全排除天之自然、物理義

以外的涵義似並不恰當。再者，就政治基源觀點看來，儘管重視「利用」而

以物理義解「天」’有理論上的直接必要，但是在政治目的之實現上，其他

意義的解釋亦有其作用。愚意以為，天的概念酒義不必只限於自然而然、物

理自然之義，而且其他涵義亦不必然與此基本義不相容。而如前所言，其酒

義往往不能孤立論之，由夫人關係或人對天的態度上轍視，或許能較清楚天

之不同涵義並列的緣故乞

三＼天人關係一兼申天之涵義

的夫人兩分

筍子似乎把政治道德上的「明分」、人各有分而不應兼技、兼宮的概念

，應用到夫人關係的解釋上，因此說：

「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真巳」 （〈天論〉）

「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肘，人有其泊，夫是之謂能譽。舍其所

以參而願其所妻則惑矣。 J （〈天論〉）

天和人各有其職分，人對於天之職「不加慮．．．．．．不加能．．．．．．不加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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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論〉），對於天的自然而然不必知其究竟之所以然，重要的是人應罵人

分所當為之事，求人之泊的實現，因此說「知其所盾，知其所不盾，則天地

官而萬物位長。其行曲泊，其書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天

論〉），如此才能與天地並立。人只要盡人的本分，積極努力，就不必祈求

﹔在全天，也不必畏懼於天，因此說：

「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疆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聾備而動時則

天不能病﹔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 （〈天論〉）

〈天諭〉聞單這一段文字正顯示苟于重視人為努力，要求人做分內事，

而不可怨天（「知命者不怨天．．．．．．怨天者無志」（〈榮辱〉），此「知命」亦

可做知人之分所當為之事），怨天則無志。相反的，人應有志：

「所志於天者，巴其見車之可以期者長﹔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

者長﹔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安卜，．．．．」 （〈天論〉）

「期」猶如知其常規而可以預測，進而妥為因應。此外：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是天地之聲，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

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天論〉）

吾人知道天地生成鹽化之理，對於一些罕見事例就不會感到恐懼，而且

天人兩分，天象與人事本不相干，以罕見天象為凶兆讀古兆（所謂海宴河清

）是無益之想，人禍總是人造成的，推給天未嘗不是一種遁辭，一種卸責的

表示。因此，人不可祈求於天一一祈天降福，或畏天而祈求天不陣禍於人。

至於人對於天而言的本分如何？

仁）知天l扯制夫、用天

苟于主張對天揖取制、用的態度是顯而島見的，主要還是在於政治上生

聾的宜務要求，必讀利用自然界提供的資源，而這種利用不只善加利用現有

的、近便可得的自然資暉，而且還包括人為的加工製造和創作， 更還必讀利

用自然生產條件（土地、＊......等），配古天時以生產生活所需。 因此說：

「大夫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

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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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與理物而切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

天則失萬物之情。」 （〈天論〉）

「財非其額以養其頓，夫是之謂天贅。順其盟者謂之福，逆其額者謂之繭

，夫是之謂天故。」 （〈天論〉）

「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且，下以聾百

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 （〈王制〉）

「故君子．．．．．．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 (<

君道〉）

「王者之等賦故事，問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王制〉）

「買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

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 （〈富國〉）

「故聾長時則六畜育，種生時則草木殖．．．．．．草木繁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

入山林，不夫其生，不絕其長也 0 ......春耕夏耘秋收各藏，四者不失時，

故五聽不靶，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擇，謹其時禁，故魚 值多，

而百姓有餘用也。斬f先聲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主制〉）

「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泊之，則敵數盆，一輩而再鐘之。然後瓜棍聶李，

一本數以盈鼓。然接葷菜百疏以澤量＝然接六畜禽獸，一而事j車，矗聾魚

瞥捕體以時別，一而暐群。然佳飛鳥亮雁若個海。然接昆蟲萬物生其間，

可以相宜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宜人長。麻葛

繭棘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主 c 」 （〈富國〉）

「．．．…百工將時斬位，位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

搭車。縣鄙，將輕田野之視，省刀布之麓，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

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長．．．．．．百工忠信而不構，則器用巧便而財不置棄。農

夫朴方而寡龍，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腫。」

（〈王霸 〉）

人爵的努力、政治措施的配合， 可以充分利用自然的資源而有餘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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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致其用，盡其美，顯然必讀對自然界有所認識，因此霄「知天」。前文

提及「知天」與「不求知天」之天有不同酒義，故不能依「不求知天」訓解

「知天」眉不對自然再有所認知，而只求認知與實踐人之「天職」，或認為

苟于不關切「自然科學」之建立＠。由前面引文可見，如果不對自然界有所

認識，不能知其「時」 天時、動植物的生命週期，不能知物之特性，如何

能致其用、盡其美？萄子之不求知天指的是自然界裡屬於不可知之「神」

「草見其無形」、「不見其事」之「天」’並不表示自然界是不可知的，因

為所謂「所以然」可以分三層次＠’屬於天的現象層次之生成變化之理（「

夫行有常」之常者）仍是可為人識知的＠，而且是必讀認知的。不只是為利

用，也是為了制禮義以為農工之師，因為禮的內涵中也包括配合天時地利、

盡農工本分之道﹔因此說：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敵，刺草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庶眾之

事也。」 （〈富國〉）

「天地以古，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

萬物壁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斐哉？」 （〈禮諭〉）

而禮是知過統額撞所制成的，不能知自然界之統頭，如何又能制游及自

然界事物利用之禮呢？因此，說苟于不關切自然界之認知，顯非確論。其次

，說萄于並未建立自然科學，如果「自然科學」指的是十五世紀（或更早）

以降至十八世紀確立之「自然科學」’則不獨苟子為然，以此評斷苟子似乎

也犯了年代錯置之誤﹔如果說的是等同於哲學的科學，則萄子明顯的有其自

然哲學。其實，從〈葡于》書中可見，苟于對自然昇有相當多的認識，也常

常用自然界的事物與現象做為比喻或蠶據以說明或證明其說。而雖然沒有像

西方哲學家提出系統的完整之論，葡子的自然觀察與利用自然資掘的原則（

由前面引文可見），頓能翼古現代「生態學」 (ecology）的觀念＠ 生物圈

的 i osphere ） 與平衛的維持。因此，愚意以為葡于至少已建立適合於近代自

然科學所必要的知識論與自然哲學＠。

的天生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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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于在天人關f系的看法上更進一步提升人的地位，親人與天地並立，並

且使人（或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廣為天或天地的完成者，視之為人爵的最高

度成就：

「性者，本始材朴也﹔傌者，文理陸盛也 0 .......性備合，然f垂成聖人之名

，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古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傌古

而天下泊。天能生物而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

生人之屬，待聖人無偉分也。」 （〈禮論〉）

「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真見而不論，真論而失位。坐

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書稽治酋L而過其度

，經韓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甚）長。．．．．．．明壘曰月，大

滿八極，夫是謂之大人。」 （〈解蘊〉）

「君者善群也。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

．．．．．．聖主之用也，上寮於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

微而明，短而長，號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日一興－ 0 是為人者，謂

之聖人。」 （〈王制〉）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泊之始也卜．．．．．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

地，君子者天地之壘也，萬物之t~，也，民之艾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

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苗L 巳」 （〈主制〉）

「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接功，百姓之群

待之而偉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復靡， E姓之贅待之而f童安，百姓之壽待之

而佳畏。．．．．．．拉曰：天地生之，聖人控之，此之謂也。」 （〈富國〉）

學者在「天生人成」方面已有詳盡剖析：盔，於此想要指出的是，高于似

乎假設天地及其所生的事物（包括人在內）是有目的的，亦即罵人所用，以

及萬物本身的繁殖（物種生命的延續）﹔然而，自然歷程的完成卻有待人厲

的書興，故需由人「盡其美，致其用」，也有待人對於自然之理的掌握，為

自然物安排更妥善的生存、聲展的條件或情壇，使萬物得其宜， 六畜得其長

，群生得其命，此似為喜贊夫地之化育的另一種涵義。其次，苟子的宇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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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認為：人為其中一分于（而且是最高貴的一分于）之宇宙，必待人的努

力，藉人的大清明之心知道、識理、知通航額，以分、辨、理之，藉人心（

因自然天無心、無情）呈顯或賦與意義，如此才是完成的宇宙，並且隨著人

文的創化而發展，此似亦為壘贊天地化育的另一種看法：只是說苟于並未從

價值觀點瞭解宇宙生命，宇宙本身的生成變化自有其常道、唔，顱，即使是物

理義的道、數，也待人心識知之才是有意義的、完屁的宇宙。以現代眼光看

來，人頭利用得自自然之理的認識之啟發而有器物之創作，這些器物（乃至

生物品種的改良）更豐富了宇宙的內涵，苟于的時代雖然沒有這種科技（他

自己也沒有開創），能以哲學觀點提出此種在不損及，甚至能助長自然物生

成的條件下盡其美致其用，進而將人所知、所得加施萬物之上之學說，不能

不說是中國思想史上的異數，而有可彌合於近代西方文化特質之處＠。其三

，葡子在此也顯示人麗的努力可以超脫自然的圍限（例如：「百姓之壽待之

而往長」 〈富國〉、「噩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賣．．．．．．」〈天論〉）。在自然事物

的利用方面，自然界只是提供初始資源，如何盡其美、致其用完全在人，人

去日果不去認識自然，便不知自然物有那些是可用的 0笠、食、藥等），人不

構思也無法利用原料、利用自然之理以創作器物，乃至助長自然生命，豐富

宇宙生命內涵﹔在人本身尤其如此，人的生命是自然生命，是「天之就」的

，天生具有材性知龍，有情欲、有感官，更有心，人唯有善用其心才能有所

成就、發展以至正理平泊，順情故只有導致爭亂以至覆亡。因此，「天地合

而萬物生」’天地只是生之始，只是提偎物質條件，人的精神成就只有靠人

為努力，人也不是以情欲的滿足為滿足，人更應追求理想人格之實現，故云

「天地生之，聖人成人。」也因此而顯示苟于的人文精神，重視人文統額

之成就＠，尤其注重人幫、社會與文化的發展、創進＠。此外，雖然苟于主張

天人兩分（各有其分），由前述可知，重視人文、人事並不表示天與人毫無

干涉，畢竟人也是自然的一分子，人事上也涉及對自然界的認知 、利用，乃

至於助長，此乃為人聽文化成就之一部。因此，苟于說到禮、談到人之道時

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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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以古，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i可以吭，萬物以且．．．．．．

萬物壁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長哉？」 （〈禮詰〉）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 （〈禮論〉）

「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盡棄。」

（〈禮論〉）

「聖王之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

（〈王制〉）

由此可知，即使是純粹的人事，也有可取法於天者（雖不一定是老于法

天之重﹔），苟于喜用自然現象為喻以言人事（例如：〈勸學〉），便是明誼。

以上詰項似為苟于「天生人成」主張方面值得申明者。

個）事天以禮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故禮上車天，下草地，尊先祖而陸君

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租，諸偉不敢壤，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

貴始，貴始得之本也。郊止于天于．．．．．．」 （〈禮論〉）

「社，華社也﹔醒，接禮也﹔部書，並百王於上天而禁閉巴之也。」 （〈禮

諭〉）

如前所言，苟子的視天為位格神而華之﹔至1B何以故而敬事之？是否純

無為宗教行為或表示苟子佰持可有所祈、可皇之天之義？則做難論斷。不過

，如引文中說的，「所以別貴始，貴拾得（盲目為「德」）之本世。」華神的

目的似的在於人立教化，因此說：

「票者，志、意思暮之情也．．．．．．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之世。聖人明知之，士君

于安行之，官人以馬守，百姓以居俗 D 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

，以為鬼事也。 」 （〈禮論〉）

「零而雨 ，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零而雨也。日月食而設之 ，天早而霉

，←盎然接訣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 G 故君子以為立 ，而百姓以

為神。以為主則吉，以為神則l遇也。」 （〈天論〉）

在高于全部學說中， fu格神義的夫為其天詣的一部當無提義＠，但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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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重視的畢竟在於祭禮，在於禮的人文意義，在於「通天時、天地萬物、人

之心情、人之德，而盡人之倫理以盡倫，及成政治社會之別與和，以盡制之

意義，與貫生者與死者之古今之距離，以成此人道之常久，以通貫人類古今

之歷史之意義之故也。」＠著重在群居和一之理的體現，在「斷長續短，損

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 （〈禮論〉）因此，

祭神並不是為祈神降福或避禍，而在於「志意思慕之情」，在於成德行義。

中國傳統信仰本意當亦如是，亦即表示感恩之情，或視神（人之超聖入神者

）為人格典範’由崇敬中生效法之心以踐行道德。是故苟子仍本於人文教化

精神而主事天以禮，承認有神，但重在於文，避免「以為神」而忘卻人為積

極努力的重要＠’說的也是「不能辜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遠之（不可

欺褻之意）」之義。而且，「王者天太祖」、「郊止乎天子」、「所以別貴

始」、「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 （〈禮論〉）也是針對政治之道上

班泊、顯設、蕃飾，有所「 JJU 」而立論。此所以言禮在政治、社會，使人合

乎群居和一之理方面的功效。

以上的四種天入關係之說，不盡然相互恆觸，除非刻意說苟子是個物質

主義、極端經驗主義者。姐果吾人能分辨出「天」的兩層涵義：一為「不見

其事而見其功」、「莫知其無形」而為人所不必知或不可知（所謂不測、聖

而不可知之）之神義天﹔一為天體運行、四時風雨、萬物生成變化之為人所

可知、必知之物理自然現象義之天，當可知何以言知天、制天，又言事夫﹔

至於天人兩分、夫生人成之說，則似兼會天之二義。如此當不致於損及苟于

學說體系的一貫性，何況此二涵義及其下的天入關係學說，於政治目的的達

成上均有其作用而為必要之說。因此，愚意以為不必因物理自然義的天為〈

天論〉中的主要論點，而完全排除其他可能意義或排除其他福義的天之在苟

子學說體系中可能存在的地位＠。

肆、結語

中國傳統哲學的研究常有方法學上的爭議，由於「方法」也包括體系架



苟于夫人關係學說一另一種詮釋方式的嘗試 231-

構、新的概念或觀點的援用，因而常轉變成立場或信念之爭、門戶之見，不

免模糊了哲學研究的目的革傳統哲學之具有現代意義的持讀謹展。尋求不同

的詮釋方式，嘗試呈顯一家思想的不同可能面貌或內涵，進而整合出更具包

容性的體系，該是值得一做的 。 本主選擇政治問題為基棍，不嚴格地運用批

判思考、語意分析等方法揮討萄予的天人關係學說，只是一種嘗試，無意視

以此種方式所呈顯的即是萄子學說的真相﹔也只是覺得踩取此種方式詮解 〈

苟子》 ’一來能照顧到傳統上的哲學體系之全部，二來似頤能明瞭苟于於人

、天與夫人關係學說的立諭旨意（也因此本文在基諒問題的形構上著墨甚多

），無意認為這是苟子哲學的「唯一」解釋。

以政治問題為基源，可以確立萄子之重視人爵的努力以認知並體現人的

群居和一之理，聖人可以就其對人本身、人的社會（並且從社會的變遷或歷

史的省思）、夫或天地、乃至於天地的本源（至少是一種預設）之理的認知

以制禮義，以供治者、受治者認知並依循之，期能由各守其分、各盡其職、

群策群力以達成教養衛、正德利用厚生的政治目的，並依禮以指導人（且要

求人自我策勵）成就理想、人格。苟子對於人、天的看法都可以由此一角度明

其所以﹔天的不同涵義，不同的天入關係，也都能給予適當定位或有其在政

治目的達成上的作用 c

位格神、自然（物理、生物）天、本體（自然天的究竟）天、義理（境

界）天，是苟于談及「天」時的用法草賦與的名詞酒義，連帶而有不同的天人

關係之說。在苟子哲學體系上，欲將此些不同酒義連成一貫之說可能有其困

難，也易引起爭議，本文也不敢貿然提出大異於常論的說法。例如：天可否

視為境界，因證據過少，且有些說詞可能只是比喻的說法－（倒姐：「神明博

大以至約，夫是之謂大神」），故不易論斷。只能說就政治目的的達成之理

論要求而言， 位格神的天應有其地位，且此涵義之天當居於理論上的最高位

，而與「聖人不求知之」的本體究竟義之夫同位（此為自然天之究竟所以然

的理論先決條件，或至少是一種預設），這些酒義的天擔負著與人不同的職

分（天有其天職，人亦有人的「天職」 一人而為社會人所無可旁貸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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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天或天地只提供初始的物質條件，人必須靠自己後天的努力，致天地萬物

之用、盡其美以開創人的物質文化，人更應追求理想人格的實現（知通統類

．．．．），開創、提升精神文化，故應治其心以知道理，乃至「神」而明之、

「大神」之境界。如是的系統安排固可能被評為過度推論，但為求哲學解釋

系統的完整性，苟子仍可能做如是安排。當然，萄子夫人關係學說的缺陷在

於，僅視究竟義的天為理論預設或假設，有「不可知論」的意味，對於人事

成就、理想價值的終極根源解釋來說也欠缺積極意義，因此，在理論體系的

實質陳述上是欠缺完整性的。將人的價值基礎或依據（不同於「根源」）置

於人的社會（與歷史、文化）和可被人認知的自然界，固然能確保價值與規

範的客觀性，但容易流為外化的客觀性，似乎在理論上比不上內在根源說來

得穩固而整全。

當然，在苟于所處的時代裡，依他對時代觀察上發現的問題所欲提出的

對治之道之成效而言，客觀化、外化的禮義與經由社會化或政治化而產生內

在約束或行為控制，或許是對消除眾說紛耘之令人無所適從，以及處於倫常

大壞、物慾橫流的惡境中無以建立道德自覺之流弊﹒最能發揮效用的說法。

然而萄子之循認知途徑以立禮義而遵循禮義，本亦可罵道德價值尋得根瓣，

亦即藉由存有學的思考，由人的存有，乃至存有自身的理智認知，客觀地建

立存有者的價值特性或存在事實，更進一步由存在物的究竟原因解釋上，將

宗教神純化、理性化為哲學神，完成整全的基礎哲學理論。然而講求效益、

遷就政治基源的苟子，終究沒有更深切的存有學思考意願，也就造成實質論

述的不足了。

苟子哲學體系實質上的不完整，可能也反映出他在「天」方面的思考尚

未能把宗教意義的位格神之天理性化為哲學義之天，並與本體究竟義的天、

境界義的天統合為一。對於此問題，有些學者似乎很排斥天的位格神義，認

為在先秦哲學 （尤其是儒學）發展的努力上，正是要把位格神排除於哲學思

考之外＠。 如果說哲學思考是要破除迷信，或甚至轉而以人的理性、道德、主

體自覺與實踐取代宗教（或以神道設教）的地位 ， 當然合乎哲學思考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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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是否必讀中去除位格神才能廣其為哲學思考，則需有所澄清。要言之，

由於用詞相同，一艦人往往未分辨宗教意義的輿哲學意義的「神」﹔而哲學

思考若尋求轄種解釋，是必讀而且可以論究出「神」的概念，做為存在的終

極原因草根源，乃至於價值的結種根源草根基。哲學思辨上可以思究此「神

」的屬性，而其屬性可能與宗教上的描述相同或頭似，當然也可能做不同的

比附，但是斷非以此「神」為信仰、崇拜、祈求的對象 c 是故，於思想盡展

上可以論斷某思想家開始清除前期思想中的宗教或迷信色悟，但不必然導致

「神」概念草此額福義之思想亦遭排除﹔畢竟，不論聶煞費隱然，哲學J思考

末至於此，格究非完整的體系。苟子做乎亦未能於此有所分辨，故而一方面

承認位格神義之天，卻只以教化功能諭列，不免於愚民之評，另一方面似又

於完整而徹底的形上畢解釋之要求上，留下一個不可知論的歷局，未能盡其

全面合理化的思想目的，聽甚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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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 ：倫是「輩」、「序」、「類」之意，以此解「倫理」或可做此斷言。

註 2 ：此顯用詞似乎不甚恰當，未免有靚孟子以至宋明心性之學為儒學正統

之嫌。有趣的是，宋明朱、陸兩系「道問學」、「尊德性」之爭，都

標榜己說才是孔孟學庸的本意、真意，而「道問學」一系卻又有苟于

哲學的傾向 。 此可參閱余英時， 《歷史與思想〉 （台北：聯經出版公

司，民國六十五年）中〈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一文。

註 3 ：參閱韋政通， 〈苟于與古代哲學》 （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一

年），第六章﹔當春海， 〈儒家哲學論集》 （台北：文津出版社，民

國七十八年），〈苟學儒、法歸屬問題之探討〉一文，頁七七以下。

註 4 ：本文所引之文獻，主要依據李輝生， 〈苟子集釋》 （台北：學生書局

，民國六十八年），並參考熊公哲，《苟子今註今譯〉 （修訂四版。

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九年）﹔﹔梁啟雄， 〈苟于簡釋〉 （台北

：木鐸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

註 5 ：妻間羅光， 《中國哲學思想史一先寮篇〉 （增訂重版。台北﹔學生書

局，民國七十三年），第八章﹔韋政通，前揭書，第七章﹔吳康， 〈

孔孟苟哲學（下） 〉 （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年） ， 卷三，第

七章。

註 6 ：參閱賽班著， 〈西方政治思想史》 ，李少軍、尚新建譯（台北：桂冠

圖書公司，民國八十年），第廿四章托馬斯﹒霍布士，第廿七章哈利

法克斯與洛克。

註 7 ：參閱違扶東， 〈西洋政治思想史〉 （增訂六版。台北：三民書局，民

國七十六年），頁五九七～六00頁。

註 8 ：羅光校長甚至說苟子只是個政治學家，見其前揭書，頁五八九～五九

。 。
註 9 ：此種方式類似於勞思光於其《新編中國哲學史》書中所採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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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勞思光述及萄子時似已先判定其為儒學之岐途，而以孟學一系

的心性之學為正宗，也似乎以此立場說明孔子的學說，致有此論。此

種方式自有其論諱，但能否必斷苟于為岐途，似乎應在撇開孟學一系

之立場，對孔學做全面解析後再行論斷。其次，勞氏以茍子之基源問

題為：「如何建立一成就禮義之客觀軌道」’似「揉底」未盡深入，

僅屬純粹哲學性的旨趣，未盡符合苟于務實的一面，因為「成就禮義

之客觀軌道」似仍為政治實務之要求下的理論預設﹔況且，中國哲學

一如西洋較早期的哲學，於知識體系上，並無哲學與科學之分，基源

問題當由其思想整體考量中尋之，故本文另擇問題揮討之。有關勞思

光之見，參閱其〈新編中國哲學史（一）〉 （增訂再版。台北：三民

書局，民國七十五年），第六章，頁三三九以下。

註10 ：有關於禮在政治上，乃至人的一切思慮言行上的地位、酒義，審閱陳

大齊， 《萄子學說〉 （台北：華岡出版部，民國六十年），第九章，

頁一四0以下﹔周群振，〈萄子思想研究〉 （台北：文津出版社，民

國七十六年），〈蠱、苟子陸讀思想之分疏〉﹒頁七一以下。

註且：苟于〈勸學〉、〈修身〉所論甚詐。

註白：反過來說，苟子的理性心理學或哲學人類學理論的旨趣，也可以由此

觀點予以了解，並明其與孟子學說分途之韓由。

註13 ：主要可參閱〈富國＞ .、〈王霸〉、〈議兵〉、〈噩國〉、〈禮諭〉等

篇﹒其他篇章亦隨處可見相關之論。

註14 ：參閱〈勸學〉、 d唐身〉等篇。

註昀：參閱李褲生，前揭書，頁三一一：另見韋政通，前揭書，第三章，第

七節，頁一一七以下。

註16 ：例如： 孟子講道德本性之外，也言及人之「小體」’此小體其實與苟

子之狹義的「性」沒有不同，孟子也不認為從其小體是善的 。

註17 ：禮義有時可視為同義詞。學閱陳大齊，〈苟子學說〉，第九章，第二

節，頁一四五以下的至于析。另見其〈苟子所說的義〉’收錄JB ＜陳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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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先生文革〉 （台北：商輯印書館，民國七十六年），頁三六二以下

，尤其是頁三七九～三八三。禮義既為人的言行思慮乃至自然事物（

包括人）之「分」’為學之事自讀古禮義﹔另一方面禮義也規定人之

為學當以求知通統輯、壹統頓、壹於道為最高理想目標，以成就為聖

人、大儒、君子。

註18 ：唐君聾，〈中國哲學原論一原性篇〉 （台四恆。台北：學生書局，民

國六十七年），第三章，頁五四以下。

註19 ：壘閱勞恩光，前揭書，頁三三一﹔另見周群摳，前揭書，頁八O～八

九。

註羽：妻間李輝生之評析，見於前揭書，頁五三八。

註21 : ＜正名〉云：「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

」似言性「精古感應」’受到刺激而生好惡之情，心評估刺觀之物是

否值得追求而有所選擇，是所謂慮。如此則心無異為情欲苦難之精打

細算的工具，如不適當教化之，心之所估、所擇可能只是如何求取最

大快樂，此快樂可能只是情歌滿足之靡，未t包含~禮蓮、古於道德。

審閱陳大齊，〈苟于學說〉，頁三三～三四。

註扭：例如：勞思光，前揭書：周群摳，前揭書﹔或聲仁厚，〈孔孟苟哲學

> （台北：學生書局，民國七十三年），葡于之部，第四章，頁四。

五以下﹔鄭力為，《儒學方向與人的尊鹿〉 （台北：文津出版社，民

國七十六年），〈以智識心的學時一輯先賽儒學的別主〉’頁二一三

以下。不過，吾人當亦認清，認知（識）心興道德（仁）心，並非為

不相容的一組概念。

註站：〈解蔽〉篇中吾吾有所諦，〈勸學〉篇亦可視為認知活動的偕養規範’

於此不另論列。

註24 ：最具代表性的當為牢宗三先生之〈苟學大略〉’®：錄於 〈名軍與萄于

> （台北：學生書局，民國七十一年），國內有甚多學者依此詮解，

例如 ：鄭力屑，〈綜論苟于思想之性格＞ ＇®：錐於其前揭書，頁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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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下：周群振，前揭書。

註站：愚意以為上所引證的專著似乎有意應用頭似康德的思路，以實踐理智

之由德性主體證成道德價值內在與超越的根輝（或其理論的合理性）

，此自有其時代意義。但，康禱的思路畢竟是自然科學衝擊下所做的

哲學角色調整，是否能論斷孔孟即是如此思考，不無商榷餘地。

註26 ：此可妻閱一般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有關於文化、社會化、社會互動、

性別角色的討論（本文乃學考信火生等編著之〈社會學〉，上冊，三

版，台北：國立空中大學，民國七十九年，第三、四、五章），或心

理學（尤其是人樁心理學）中的相關討論。（本文書考張東峰等編譯

之 〈心理學〉 ’修訂四版，台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三年，第

十三章，頁五一一以下）。而且，社會化革具社會歷程意義的教育，

不只以外在於人的社會規範（萄子的禮義）節制個人，也能促使人格

的充分抒展，造就個人的自主反省與訣擇的意識，而且對個人的節制

也以價值和規麗的內在化最能達到行為控制的目的。此另可參閱R.Aron

〈近代西方社會思想家〉’齊力等譯（台把：聯經出版公司，民國

七十五年），頁八七～八九。

註27 ：依學者分析，禮義統額之「統頡」’至少須區分天與人之統蝠，參閱

周群振，前揭書，譽之三、四，頁九·：：）以下﹔唐君設更細分四統或四

向度，見其《中國哲學原論一原道篇（壹）〉 （修訂再版。台北：學

生書屑，民國六十五年），第十四章，頁四六七～巴七五。男參閱本

文貳之一的論述。

註28 ：此似乎類似於亞里士多德 U.r i stotl e）的見解，學閱賽班，前揭書，

頁一二二。

註29 ：參閱R .Aron ，前揭書，頁八九～九0 。

註30 ：此由 〈儒效〉、〈非＋二子〉等篇有關人格等第的描述明白可見。

註31 ：李輝生 ，前揖書，頁四四。

註32 ：鄭力為在〈萄子天論篇以外的「芙」論〉一文中對此即有質疑，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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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書，頁二五七～三七六。

註33 ：若干學者指出萄于似乎如此。例如：羅光，前揭書，頁五九O～五九

一，六六O～六六一﹔蔡仁厚，前揭書，頁三六九，其下亦述及兩者

之差別。

註34 ：韋政通，前揭書，頁五一～五四 。 另見其〈苟學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及

其影響〉一文，收錦於其〈儒家與現代中國〉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民國七十三年），頁六五以下。

註品：蔡仁厚，前揭書，頁三七六～三七八。

註36 ：如果說苟子有經驗主義傾向，亦不違此立場，畢竟苟子不是經驗主義

的極端。

註37 ：審閱郝道猛編著， 〈生態學概論〉 （台北：徐氏基金會，民國七十九

年），第二章及第十五章。

註38 ：當然，這需要另行篇文廣泛探討。相信在中國傳統哲學的當代發展上

，苟子的基本立場可以有所啟發。

註39 ：娶閱蔡仁厚，前揭書，頁三七八～三八0 ：韋敢過﹒〈萄乎與古代中

國哲學〉 ’第二章。

註40 ：當然，這不是說這種看法完全可取或不致導出惡果。

註41 ：參閱唐君毅， 〈中國哲學原論一原道篇（壹） 〉 ’頁四七四。

註42 ：妻間曾春海， 〈儒家哲學諭集〉 中〈茍子思想中的「統類」興「禮法

」〉一文，買一四三。

註43 ：妻間鄭力盾，前揭書，頁三六二～二六四，頁三六六。

註44 ：唐君毅， 〈中國哲學原論一原道篇（貳） 〉 ’頁五O三。

註45 ：陳大齊，〈茍子學說〉’頁三六～三七。不過，他認為這是權宜之計

以安慰百姓之心，而只將「天」解為自然、物理之天，似仍有商榷餘

地。 天有其神而不割的一面，如本文前已申明者，即使在 〈天論〉中

亦未排除之，其解似過於消極。

註46 ：當然 ，這仍不是說葡子的哲學體系已有完整的構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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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47 ：前面引述過的著作中，牟宗三、勞思光、華仁厚、韋政通、陳大齊等

先生均認為主日此，其他學者亦多有持此見者。


	00000203
	00000204
	00000205
	00000206
	00000207
	00000208
	00000209
	00000210
	00000211
	00000212
	00000213
	00000214
	00000215
	00000216
	00000217
	00000218
	00000219
	00000220
	00000221
	00000222
	00000223
	00000224
	00000225
	00000226
	00000227
	00000228
	00000229
	00000230
	00000231
	00000232
	00000233
	00000234
	00000235
	00000236
	00000237
	00000238
	00000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