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的用人哲學。

茍子的用人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Xunzi in Management
陳紹慈

（靜宜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摘要
茍子認、為君玉應以行仁政為目標，因此他注重政治哲學。而任用人才在政治上或行政管理
上是相當重要的一環。苟子在一些篇章中提及與用人相關的思想。例如：他以禮作為治國的準
則，因禮治具有定分、養欲和節欲的功用，故主張：設官分職，而君玉須公平明正的督導百

官。他還認為要達成選賢使能，須有尚賢辦奸、遺賢無私及知人善任等原則。又他提出：兼具

才德、以身作則、尚賢教化與賞罰并用等皆是領導的要領。
苟子的用人哲學包括主管、部屬兩方面，及主管與部屬之間的互動關係。不番話那一方面，

他都有深入的分析，且有高明的因應之道。對現代政治或行政管理上的用人，頗具參考價值。

關鍵詞：苟子、政治哲學、任用人才

Political principles are the focus of Xunzi’s philosophy because he held the viewpoint that a
ruler should target at the policy of benevolence. How to employ and manage talented personnel is
a crucial issue in government or management. In several chapters, Xunzi revealed his thoughts on
management such as to clearly defin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different official posts ; to revere virtuous
and able staff as well as discerning self-seeking and wily characters ; and to recognize and draw on
suitable people. Xunzi’s philosophy of employment includes both manager and staff two facets also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In any of the aspects, Xunzi analyzed all the important issues profoundly
and provided useful solutions. His proposals are certainly valuable on the su吋 ect of employment in
modem politics or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Key words : Xun剖， Political philosophy, appoint virtuous and able personnel

－－－－－、 別首
人力在行政管理上是不可或缺的資源，所以用人成為管理程序之一，而且是影
響最大的一環 。沒有人力，固然不能成事﹔用人不當，也同樣難以達成使命。如何
才能用人得當 ，是人事管理中很重要的部份，至今仍有許多中外學者對此問題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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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以研討。

然而，早在二千多年前，苟子已有極精闢的用人哲學。由於政治和人的全體
生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他特別注重政治哲學。在他的著作中，有許多篇章，如：

〈王制篇〉、〈富國篇〉、〈君道篇〉、〈臣道篇〉、〈議兵篇〉、＜~重國篇）及
（大略篇〉等等，皆論述其政治主張。又他在〈天論篇〉中強調一切只有靠人為創

設，所以在政治上主張設官分職、尚賢辨奸及知人善任、賞罰并用等。茲將他的用

人哲學簡介於後。

二、政治的目標
苟子的政治目標與孔孟大體上是一致的，也以王道德治為極致，希望能讓人們
永遠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所以他的政治目標，主要有下列二點：

（一）服務人民
苟于有民本主義的思想，認為君王是為民服務的。〈大略篇〉中說：天生人
民，不是為了侍奉君主﹔天立君主，原是為使人們能安身立命。 1

人民是國家之本，國家政治的興盛衰亡，往往取決於民心的向背。故苟子警告
君主：仁愛人民，國家就會強盛﹔不仁愛人民，國家必定衰弱。 2
苟子雖倡「尊君論」，但只限於聖王賢君，對於暴君，他認為誅之若誅匹夫，

如此對天下人民才能有利。 3
苟子有一些裕民、利民的具體措施，即是由貴民思想擴充與實踐而來的。例

如：〈王霸篇〉中的主張輕賦 4 、〈富國篇〉中的主張省佫役 5 ，還有〈王制篇〉
中一連串選賢良、興孝弟及照顧貧窮孤寡的政策 6 ，都是以民為邦本。

由此可見苟子對於政治，講求以服務人民為目標。

1 ＜大瞄篇〉：「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

2
3

＜議兵篇〉：「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

4

＜王霸篇〉：「關 市幾而不征。」

＜正論篇〉：「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

5 ＜富國篇〉：「罕興力役，無奪農時。」
6 ＜主制篇〉：「選賢良、舉篤敬、輿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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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居和一
人必須過群體生活，而能群是人類的特性，苟子早已認知這點，所以他說：

「人之生不能無群。」 7 國家社會是基於團體而產生，故苟子理想的君主，要能
「善群」、「能群」。他於〈君道篇〉所倡「能群之道」的四統 8 ，便是由此政治

目標為中心發展成的。
苟子所一再強調的禮治，也是在於避免人因貪得無厭，而造成爭奪戰亂。他認

為：先王為了防範人因欲求而造成的亂亡，制禮義以解決亂源。 9使人人遵循禮的
規範，就能穩固和諧的社會秩序。所以禮治的目的是達成群居和一的境界。

三、人力的功能
苟子雖倡禮法，但更重「治人」。此乃傳承自儒家的傳統思想。不論德治、禮
治或法治，究其根本，都和為政者有密切關係。因此，人力的功能不容忽視，苟子

對此有深入的認識及主張：

（一）為政在人
禮法須由聖賢依據義理來制定，故苟子認為：有治人始有治法。（王制篇〉中

說：禮義是仁政之本，君子又是禮義之源。 JO
禮法制定後，若無人執行，或是小人玩法，結果都使禮法喪失作用，形同虛設。
只有君子明瞭禮法所包涵的義理，知道如何執行以發揮其效用。故〈君道篇〉中說：
有能使國家安定的人，沒有自行可安定國家的法。羿的射箭法沒有失傅，但不是每
代都有羿那樣的神射手，禹時立的法仍保存下來，但夏朝非每世都保有禹時的盛
世 。 所以法只靠本身起不了作用，它不能自動進行。只有善於治理國家的人，才能

使法起作用，否則就無法發揮功效。治理國家，法制是本源，而君子更是實行法制
7 見〈王制篇〉或 〈富國篇〉。

8

＜君道篇〉：「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般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書人榮之，四統者
俱，而天下歸之， 夫是之謂能群。」

9

＜種論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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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箏
則亂，亂則窮。 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羲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
欲，兩者相持而長 ，是讀之所績也。」

10 ＜王制篇〉：「禮義者 ， 治之始也：君子番 ， 禮義之始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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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有君子，制法雖簡，法的作用也能周編一切，沒有君子，即使立法完備，
卻因施行時先後次序顛倒，缺乏處理各種事故的能力，而效果不彰，造成動亂。 11

（二）賢存政舉
禮法未制定或不周全峙，只要有聖賢為政，其仁德也足以風行、教化人民，而
為德治。故苟子強調，有君子即足以為治。（王制篇〉中也說：曾經發生有良法卻

仍有爭亂的事。但有君子執政而仍有動亂的事，自古至今，還沒聽說過。 12
由上述二點可知：萄子最重治人。他對於治人與禮治、德治、法治之間的關

係，也作了明確的分析。

四、人性的弱點
苟子自行為的結果分析人性，顯見不少人偏險悍亂，是惡的。他由此探究而察

覺人性的弱點，發為「性惡說」。他對人性弱點的看法是：

（一）人生而有欲
（榮辱篇〉中說：餓了想吃，冷時要求暖，勞動後要休息，喜好對己有利的事

物，厭惡對己有害者，是人人天生便相同的反應，不必經後天學習就會的。即使是
禹，在這方面，和架也是相同的。 13 此與生俱來，人人相同，不需學就知道的共同

點，即是生存的慾望。萄子並且也指出普遍存在於人心的欲求：食要求美味，衣要
講究漂亮，出外要有車馬，又要積蓄財富。 14 ＜王霸篇〉中也說：一般人大都目欲
享受好看的顏色，耳欲聽極好聽的聲音，口要嚐極可口的美味，鼻想間極芬芳的氣

味，心欲享受極俠樂之安，這五極是人情所不能兔的。 15 每個人都想求生存，不但
求生存，還想、追求愈好、愈舒適的生活，這是本能的需求和渴望。

11

＜君道篇〉：「有治人，無治法 。 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之法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

獨立，類不能自 行 ， 得其人則存 ， 失其人則亡 。 法者 ， 治之端也 ： 君子看 ， 法之原也 。故有君子，則法雖
省，足以編矣： 無君子，則﹔去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

12

＜王制篇〉：「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間也。」

的〈榮辱篇〉：「 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思，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之，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

築之所同也。」

14 ＜榮辱篇〉：

「人之惰，食欲有草草書長，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興馬﹒又欲夫餓財蓄積之富也。」

的〈主霸篇〉：「夫人之槽，自欲教色，耳欲喜慶聲，口欲黨昧，’，欲素臭﹒心欲黨候，此五書人惜之所~＼不免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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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足欲致亂
當欲望無限發展時，人常會為了滿足私心而相互搶奪攻擊。＜＇I生惡篇〉中說：

人性是生而好利的，順此發展，貝IJ 生爭奪而無辭讓。 16 ＜禮論篇〉中也說：無限度
的欲求時，就不能不爭奪，爭就導致亂，亂就導致窮（見註九）。試觀現實生活中，

不論古今中外，大至國家，小至個人，因利欲薰心，而導致紛爭戰亂的例子，真是

多得不勝枚舉，苟子可能有鑑於此，而發「人性之弱點，在於為足欲而致亂」的講
主.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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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五、政治的作用
苟子提倡禮治，他認為禮是治國的準則，是一切規範的總稱，國家的治亂也決
定於禮的有無。〈不苟篇〉中就指出：合乎禮義，才是所謂治理﹔不合乎禮義，則

不是治理。 17 ＜議兵篇〉中更說：禮是辦理政事最好的準則，也是強國的根本、威

行天下的方法及建立功名的總綱。凡天子諸侯為政，能治理好天下者乃用此道﹔顛
覆了社櫻者，是因不用此道。 18 所以，對苟子而言，政治的作用就是禮治的功用。

禮治的功用大致可分為下列三點：

（一）定分
「分」在能群的人類社會中有重要的作用。它規定了每個人本分內的權利義
務，並將人群分成各種等級和類別，使人人各有適合自己的職務，而且各得所需。

如此既可使物質的供應不再感到缺乏，也可避免過度的欲求所引起的爭亂。同時因

人們各有職責岡位，還能收分工合作之效。所以定分是禮治的一項重大功能，可止
亂致治。〈榮辱篇〉中說：放縱人的欲望，則天地間有限的事物，必定無法滿足這
無限的欲求，實際的情勢也有不容，先王有鑑於此，乃特為制禮義而作合理適當的

分配。”（富國篇〉中也說：人不能離群獨居，但群居而無定分，將起紛爭，爭就
致亂、致窮。所以不定分對人群是一大害。 20

16 ＜性惡篇〉：「今人之性，生而有扭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
17 ＜不苟篇〉：「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
的〈讀兵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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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隕社稜也。 」

19 ＜榮辱篇〉：「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膽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 。 」
20 ＜富國篇〉：「人之生不能無群 ，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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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養欲
人因生存而有基本的欲望，它是無法根絕的，必須給予適當的供給以滿足之，

否則人們為了求生存，也會作亂。歷史上民不聊生的時代，往往有盜賊群起的現
象，所以要防範動亂產生，就得養欲。
禮治將物資加以分配規劃，使各等級的人們得到適當足夠的供給。因此，養欲

亦是禮的作用之一。〈禮論篇〉中即明白指出：「禮者，養也。」又說：先王不願
人因爭奪致亂，就制禮義來定分，好滿足人的欲望，給人所需，而且使供給與所需
平衡，不因物資的短細而使欲望無從滿足，也不因欲望的發展使物資有廣乏之虞。
（見註九）

苟子有貴民思想，故很注重養欲，而將「善生養人」列為「能群之道」四統之

首（見註八）。它是養欲的具體方案。

（三）節欲

禮還有一重要功用是抑制欲的發展。因為禮是行為的準則和規範，可使一切事
物皆合於中道，不致過或不及。故〈致仕篇〉明確指出：「禮者，節之準也。」當
欲望被抑制而不會過度發展時，就能避免爭奪之亂。所以〈性惡篇〉中說：若縱性
順情而無所化導，一定出現爭奪，造成暴亂。惟有靠君師和法制的教化、禮義的引

導，方能有辭讓、合於禮義文理的行為，進而使社會安定。 21

六、設官分職的理想
「設官分職說」是因應實際的需要而產生的，在苟子的政治思想中，和人治有

密切關係。其內容大致可分為下述二方面：

（一）設官分職的重要

君王為民 所須服務的事情甚繁，絕非一人所能勝任﹔且事必躬親，將勞而無

成。必須設官 分職以資襄理。故〈王霸篇〉中說：人主是以用人為能事的。不論大
21 ＜性惡篇〉﹒「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惰，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
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護，合於文理，而歸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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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天子，或小如一國的諸侯，若凡事定要親自去做，那就再勞苦不過了。考量品

德與才能後，任人以官，才是聖王的治道。 22 ＜君道篇〉中也說：人主不可陷於孤
獨，卿相輔佐就如人主行走時所倚的拐杖，不可不及早具備。故人主必須有足可倚
任的人輔佐。 23
〈君道篇〉說：明確各人的等級名分和職位，任用有技術才能的人，一切都

治理得井井有條，那麼人民都按公辦事，走私人的門路就堵塞了﹔為公的原則確定
了，各種為私的事情就停止了。這樣，德厚的人來而侵說的人止，貪利的人退而廉
潔的人興起。職位明確則人民不會怠慢，等級確定則秩序就不會亂，聽取各方面的
意見，明察一切事物，貝 IJ 百事都能及時處理。如此，則臣下百吏以至於庶人沒有不

約束自己而安於職位的，真正有才能才敢接受官職。百姓也會改易風俗，奸怪之人
也會變為誠實，這就是政治教化的極點。苟子此段論述對政府機構「設官分職」的

意義作了簡單明確的說明。 24

苟子所倡「能群之道」的四統中，一是「善班治人」。〈君道篇〉中說：天子
有三公佐政，諸侯有國相輔助，大夫有專職，士謹守職務，一切照法行事且公正無
私，這便是治理的方法，亦即所謂的「班治」。 25 可見苟子認為：君玉的主要權能
之一，在於設官分職，及督導百官各盡其責、各治其事，使事無不治。所以，設官

分職的重要，在於君臣協力，以治理好國家。
又如〈王制篇〉序官一節中，列有十四類官職，且詳述其專職。這十四種官制

有宰爵、司徒、司馬、大師、司空、治田、虞師等，所舉職掌，包括祭把、建築、

軍事、水利、農業、資源等等。 26 可謂涵蓋了政治上的一切措施。此是苟子以具體
的例子說明設官分職有其必要d性。

22 ＜主霸篇〉：「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圈，必白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有莫甚
焉。．．．．．．論德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

23 ＜君道篇〉：「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仗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
者，然後可。」

24

＜君道篇〉：「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竄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勉罰偷則民不

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
私事患矣 I :l1日是，則德厚者進而優說者止 ，貪利者退而廉潔者起。．．．．．故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
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然後敢安止，誠能然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

人變心，奸怪之屬莫不反懇，夫是之為政教之極。」王塵光教授說：此段提出以禮法治國可以達成「竄論
公察則民不疑」

「正義論」

、「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明而私事息」的崇高目標。這很符合現代西方政治哲學中的

( J .Rawls' theory of justice ）本段對於政府機構「設官分職」的意義說明亦是簡單正確。

25 ＜君道篇〉﹒「夫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
26 ＜主制篇〉：「序官：宰爵’知賓客祭把饗食犧牲之牢數。司徒，知百宗城郭之器之數 。司馬，知師旅甲兵
乘白之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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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平明正的督導
設官分職後，君王如何監督統領百官，使其盡職？針對此問題，苟子提出「法

度而公」的主張（見註二十五），也就是前面已提過的：一切照法行事且公正無私。

（君道篇〉中說：上位者若公平明審是非，則人民不會有惑﹔明察事物，聽取眾人
意見，天下就會歸順。 27 又〈王制篇〉中說：王者聽政及決斷事情時，應照法規明
察毫末。 28 由此可知：君王除設宮分職外，還得以既公且明的態度統領百官，使其
皆盡職責且奉公守法，才能達成設官分職的理想和成效。

七、選賢使能的原則
人主既然不可能獨治天下，於用人時，不可不慎，必須知人善任。苟子對此
十分重視，因此，「能群之道」的第三統、第四統，分別為：「善顯設人」與「善
藩飾人」。所謂「善顯設人」，即是：根據品德高低排定等級，審核能力大小授予
官職，使各被任用者負責適合自己能力的事。上賢者就任用為高級主管，次賢者就

任用為中層官吏，下賢者則任用為基層幹部，這是用人的方法。而「善藩飾人」

意指以各官職薪資及衣飾的不同，表明上下等級的區別，也就是制祿之道。”不論
「善顯設人」或「善藩飾人」，都是要以尚賢公平的原則，明確等級名分，使國家

達於正理平治。簡言之，上述二統的根本要義，即是「德必稱位，位必稱祿J

’亦

即用人的要旨。至於如何才能達成選賢使能？苟子認為必須有下列的原則：

（一）尚賢辨奸
賢臣方能佐君治國，侵臣則致誤事誤國，故用人之道的第一步，為分辨賢、
不賢，與能、不能。然而選賢辨奸並不容易。君王若對何者為賢的標準難以確定，

又考核不清，常會錯失人才，或誤用奸人。在〈臣道篇〉中，苟子特別依賢不肖將

人臣分為四等，以明忠奸分辨的標準：人臣的等級，有「態臣」、「宴臣」、「功
臣」和「聖臣」四種。對內不能統一人民，對外不能抵禦強侮，百姓和諸侯都不信

27 ＜君道篇〉﹒「里論公察，則民不疑。．．．．．．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
28 ＜主制篇〉：「王者之人，．．．．．．聽斷以類，明振毫束。」

29

＜君道篇〉：「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

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其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并衣裳，輔敝文章，洞啄刻鐘， 皆有等差，是其所以

藩師之也。故由夫子至民庶人也，莫不騁其能 ，得其志，安樂其事，是其所同也。」

茍子的用人哲學 。
任他，只善於阿誤奉承，博取君主的寵愛，是所謂奸患之臣。上不盡忠於君，欺騙
人民，得取名聲，不顧公道正義，結黨營私以惑上、謀私利，竊奪君權，是所謂

「輩革臣」。內足以統一人民，外足以抵禦強敵，眾民親附，上忠於君，下愛百姓，
而不倦怠，是所謂功臣。尊君愛民，所行的政令和教化措施，都能使人們努力效

法，又能用法靈活，隨機應變，使事事皆處理得宜，是所謂聖臣。故用聖臣者王，

用功臣者強，用雙臣者危，用態臣者亡。如在任何時代，部屬不乏有此四種人，人
主應當慎察明辦。

（二）選賢無私
苟子認為用人的最高原則在於「公正」，只問其人是否賢能，而不應論其資
歷、門第。〈君道篇〉中即說：人主內不可以偏私子弟，外不可以埋沒人才，只要

是有才德，且合於官職的要求標準，便予以選取。所以明主有私給人金石珠玉，卻
沒有私給人官爵的。 3 1

此外，茍子也反對世卿世祿的氏族制度，重視登用庶人中的賢能。（王制篇〉
中說：王公子孫不合於道德規範的，就廢為庶人﹔庶人的子孫，有品高學博，遵守

禮義者，貝IJ 應舉為卿相。 32

（三）知人善任
用人須依才德的高低任事，才能高者固然可以任大事，才德低者也並非完全
無用，可任命其擔任適當的職位。苟子就曾依據被任用者的才德高低，能否實行大
事及其對國家的影響，將人臣分為四等：對政治措施，有好的意見或方案，即口能

獻言，又能切實篤行，是謂國寶。其次為口不擅於獻言，但能身體力行，鞠躬盡痺
者，是謂國器。再次者為口能獻言，但本身未必能踐行，是謂國用。至於言善行

惡，陽奉陰違又諂媚阿誤者，是謂國妖。對國寶，應使之居高位﹔對於國器，也應

30

＜臣道篇〉：「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畫畫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番。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

不親，諸侯不信 ，然而巧敏侵說，警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 。 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叫公道通麓，
朋無比周，以環主團私為務，是畫畫臣者也。內足以使

民，外足使~e 難，民親之，士信乏，上忠乎君，下

愛百姓而不倦， 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
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巨者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強，用筆巨者危 ，用態臣者亡 。 」

31

＜君道篇〉：「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看取之，是豈不必得之道也哉．．．．．．故明主有私人

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

32 ＜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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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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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重任﹔國用者也可任用。但國妖必須免除。”
苟子也提到如何衡量及任用三種人才：凡謹，隕老實勤勞的，是當基層幹部的人
才。修養品德，尊崇法制，重視名分，忠心謹守本職，使制度、職務得以承傳的，

是當中層官吏的人才。尊崇禮義，尊君重賢，愛民安國，明定制度，講究實用、知
變通者，是當卿相的人才。能衡量這三種人才，授予官職時又能安排恰當，就是合

於人主的治道。 34

上述兩則言論，都充分闡發了分別人才等第，及如何妥善任用的具體標準。同
時，可看出苟子對知人善任的重視。

八、領導的要領
政事雖由眾臣分擔治理，但君王的責任仍十分重大。他是政治中樞，必須發揮
「善群之道」，督促百官層層負責。且君主地位崇高，其言行對臣民足以起示範作
用。假如君王懂得如何盡領導的責任，自能管理好臣民。〈議兵篇〉中說：君王賢
能，國家就能治理的好﹔君王不賢能，國家便有亂事。 35 可知國家的治亂，繫於在

政治教化上居領導地位的君主。在〈君道〉、（正論〉、〈富國〉等諸多篇章中，
皆論述了君王如何領導、治理政教的治道，其內容可大別為下列四點：

（一）兼具才德
苟子認為王者就是禮義的制作者，故主張只有才德兼具、無美不備的聖人，
才有資格領導臣民。〈正論篇〉中說：要當天子得先論其人，沒能強毅得足以任重

責，不能辨察明分，無法使人們群居和一者，不得任天子。只有聖人同時具備強毅
等三種本事，所以不是聖人，不得為王 0 36 的確，如果不是睿智賢德的聖王，如何

33

＜大略篇〉：「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實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圓周

也。口言善，身行惡，團妖也。治獨者敬其實、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34 ＜君道篇〉：「 材人

原憨拘錄，計數纖查，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修飾端正，遵法敬分，而

無傾側之心， 守職循業，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失官師之材也 。知隆禮義之為尊君
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便能之為長功，知務本禁末之

為多材也，知 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 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
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乏這也。」

35 ＜議兵篇〉：「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

36 ＜正論篇〉：「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萱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眾也，非
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 ， 非聖人莫之能盡 。 故非聖人莫之能王 。」

茍子的用人哲學 。
能行禮義以教化人民，達成正理平治的境界呢？〈君道篇〉中明白指出：人君是人
民的本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37 所以，要領導別人之前，必先修身，使自

己兼具才德。

（二）以身作則
君王位高權重，是天下臣民注目的焦點，君王的喜好自然成為風尚，言行舉
止也被視作模範，對臣民的影響很大。（君道篇〉中對此君民關係作了個比喻：君

王如日囂，人民如日影，暑正則影自正﹔君王如盤子，人民如盤中水，盤圓則水
園。 38 所以君王要使臣民知禮義法度，就得以身作則，為天下的表率。〈君子篇〉
中有一段論證說：聖王在上位，修明禮義，照分等的準則治理國家，則士大夫不敢

違反禮義，官吏無不按禮義去辦事，百姓也沒有姦怪的習俗和盜賊，更不敢去觸犯
看~A~
刀－： Tl

39

v

（三）尚賢教化
苟子為求教化人民，十分重視隆禮尊師，所以他主張尚賢，學習其人格和
思想。〈勸學篇〉中說：《禮經》、《樂經》對法度的道理沒有詳細說明﹔《詩
經》、《書經》記載古時的事，未必合於現代使用﹔《春秋經》用辭隱晦，難以理
解。惟有向通經的賢人，學習君子的學說，才能通曉經書中的義理，得到全面的知

識，而通達世事。所以為學的途徑，沒有比接近聖賢更方便省事的。 40
君王若能用賢者，不近小人，必定使小人遁跡、賢人輩出，進而使禮義之風，
盛行於國家社會。人民在此環境下，自然會受到薰陶而去惡為善，也就達到教化的
目的。

（四）賞罰并用
要使政令貫徹，必須先建立為政者的公正威信，賞罰并用是一有效方法。

「賞」用以勸勉人為善，和獎勵功勞﹔「罰」用以嚇阻、懲治惡行及失職犯過。在
37 ＜君道篇〉：「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j育，原濁則流濁。」

38

＜君道篇〉﹒「君者儀也，民者景也’（羲正而景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圍而水圈。 」

39 ＜君子篇〉：「聖主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更富人無愈慢之事， 眾庶百姓無姦怪之
俗，無盜賊之罪 ，莫敢犯上之禁。」

40 ＜勤學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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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以編矣，周於世
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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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推動上，分別有著積極和消極的作用，可補禮義教化之不足。〈富國篇〉中
說：專事教化，卻不誅為惡者，貝lj 奸惡之徒不知警戒﹔有善不賞，那奮勉的人，將

感到沮喪不振。 41 所以兩者必相輔為用，不可偏廢。

（君道篇）說：古人取人之道，用禮作為檢驗的標準。用人之法方面，用等級
限制所任用的人。對他們判斷是非正確與否，用成效來作考查，積久時日，用他們
的功績來作考核。因此，愚者不能替聰明的人出主意，作任何事就不會有過錯。用
禮法來考校，看他是否能安於恭敬﹔使他處於動盪變化的環境裡，觀察他能否應付
變故﹔讓他在安逸的環境中，看他會不會放蕩淫亂﹔讓他接觸聲色、權利、忿怒、
患險，觀察他是否違離職守。用這些方式確定他是否真的具備品德，就像識別黑白

一樣清楚。又〈正論篇〉說：古代治世，凡是爵位官職賞慶刑罰，都是看其是善是
惡而各得其所報。賞罰的事有一件處理不恰當，就會引起混亂。如果品德和地位不

相稱，才能和官職不相稱，獎賞和功勞不相稱，刑罰和罪行不相稱，這就是最大的
不吉祥。刑罰與所犯的罪相稱社會就安定，刑罰與所犯的罪不相稱社會就混亂。社
會安定是由於刑罰重，社會混亂是由於刑罰輕。故《尚書》說：「隨著社會治亂的

不同，刑罰就會有輕重的區別。」由苟子這兩段論述可見他對人才的考核方式與刑
賞的考量是周衍、遠大而詳盡的。 42

賞罰必須客觀公正，不能介入君王個人的好惡恩怨。在行賞罰之前，得先確實
考核其績效，及察證是否失職有過。「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是賞罰的根本原則。

凡「德稱其位，能稱其位」者，應給予相當的獎賞或酬答，以資鼓勵。故苟子主張
制祿。相反的，對才德不足任其事者，應立刻罷其官職，失職犯過者也要接受該得
的懲戒。如此，將使良吏更盡忠職守，且可杜絕街私枉法、欺君蒙上的惡吏。
然而，賞罰太過或不及，都會產生弊端。〈致仕篇〉中說：獎賞不宜過多，刑

罰不宜太濫。賞的太多，小人容易從中得利，用刑濫，貝lj 君子有時會遭殃。 43 這說

明了賞罰太過的缺點。若賞太少、罰太輕，又發揮不了賞罰的作用。所以在行賞罰
時，為政者應謹慎處理，注意賞罰是否恰當。

41 ＜富國篇〉：「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 J

42 ＜君道篇〉：「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繁之以等。
行為動靜，度之以禮。智慮取捨，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 ． ．． ．．． 故校之以禮， 而觀其能安敬也。
與之舉措遷移， 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怕也。接之以聲色、權利、 忿怒、患隙，而觀
其能無離守也。 彼載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點邪哉！」

〈正論篇〉：「治古則不然，凡爵到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從之者也，一勿失稱 ，亂之端也。夫德
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 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 ， (j~j台則刑重，亂
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主慶光教授說：這兩

段對人才的考核方式與刑賞的考量是周衍、遠大而詳盡的。

43 ＜致仕篇〉：「賞不欲﹛簣 ，刑不欲濫 。賞慎則利及小人，刑濫則書及君子 。」

軒的用人押。
九、結論
苟子學說雖是倡於二千多年前，卻未因時代的變遷而失去價值。尤其他在政治
方面的學說，於今日看來，仍是正確、實用的。其用人哲學，包括主管和部屬兩方
面，及主管和部屬之間互動的關係。不論是就那一方面，他都有深入的分析研究，

且有高明的因應之道。對現代政治的用人，仍具甚高的參考價值。如「用人只論才
德，不論資格」這點十分重要，卻未被徹底實行。又如「設官分職論」或領導的要

領，於理論及應用上，都很具體實用。這些成就令人不得不佩服苟子學說的高瞻遠

囑，值得後人去探究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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