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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徵知：析論《荀子》中禮義道德之實踐可能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Practice in Xunzi 
 

丘慧兒 (YAU Wai Yi) 
 

論文摘要 
 

「禮」作為傳統儒家思想核心之一：相比《論語》、《孟子》，主要以「仁」等的倫

理情感解釋「禮」，視「禮」為內在道德情感的外化表現；《荀子》則提倡「禮生於聖人

之偽」，強調「禮」為外在理性產物，而「心」能自主思慮抉擇，呈現有別於《論》、《孟》

的一套禮學思想。《荀子》透過提出「人之性惡」，將道德價值抽離於道德本體之外，認

為「禮」的起源藉由思辨建構。然而，基於其性惡論的主張下，道德的確立缺少了本體

根基，未能充分證明「禮」的起因，這是《荀子》思想備受批評的地方，亦為其道德實

踐研究今天所需正面處理的論題核心。有見及此，本文將嘗試解構《荀子》有關「聖人

生禮義」的心體活動過程，並藉以歸論《荀子》中，禮義道德如何能得到實踐的可能。 
 

關鍵詞： 《荀子》、禮義、聖人的心體活動、道德實踐 
 

Abstract 
 

“Li (禮)”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Confucianism. While the Analects (《論

語》) and Mencius (《孟子》) both perceive “li” as a kind of inner morality, Xunzi (《荀子》) 
proposes that all of the goodness, including “li”, are the learning effort of human beings 
responded to the external context rather than a kind of inner virtue, since Xunzi believes that 
human nature is evil. As a result, the pursuit of goodness for a human being requires a 
conscious transformation of innate human nature by learning from ritual and self-reflecting 
the external impact, instead of a reservation of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Xunzi is 
always being criticized that the moral practice is unable to establish since people are born 
lacking moral values by their sinful human nature. Therefore, the essay will try to explain 
how the moral conscience is possible to be established by examining the self-cultivation 
process of sages in Xunzi.  
 

Keywords: Xunzi, etiquette, the self-cultivation process of sages, moral practice 

                                                        
 本文初稿意念原型源自碩士學位論文的其中一小節，後經擴寫修改，於 2019 年 11 月 2 日 (六) 假國

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舉辦的「道南論衡──二○一九年全國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中宣讀，其時幸

得兩位匿名評審老師以及會議特約討論人曾暐傑助理教授的寶貴意見回饋，為初稿的修正補漏不少。最

後，又甚幸修正稿在投稿過程中，再度得到另外兩位評審老師再三不吝的賜教指正，使文稿得以改頭換

面，修繕盡備，終成定稿，謹此一一感激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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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禮」作為傳統儒家思想核心之一：《論語》以「仁」為「禮」的本質，將作為外

在規範的「禮」，導向了人們的內在道德情感上。「禮」因而不再是一種強制推行的等級

制度、行為規範，而為一種通過個人修養和精神調節，而達到的內在道德規範。另一方

面，《論語》亦將「禮」這種對自我修養的規範功能，置於社會和政治機能之前，賦予

「禮」政治功能。「禮」因應不同的角色及身分，賦予人相應的權利和責任，透過確定

名分，從而成為一套以維護「君臣父子尊卑有序」為核心的社會人倫秩序。 
及至《孟子》，將「仁」跟「性善」結合，謂「仁義禮智根於心」，「禮」成為一種

內在道德心性，為人所與生俱來。如此，《孟子》便從道德產生根源上，為孔子的成德

之教奠下基礎，使儒家的倫理道德學說，得以在實踐主體上找到成德根據。「禮」源於

「心」，《孟子》主張「心」本來就具備道德價值，並以「理義」為「心之所同然者」。1

言「理」，見「心」能「區分」；言「義」，見「心」能「裁斷」。然而，這並不表示《孟

子》視「心」為「客觀思辨之心」。《孟子》所謂的「理義」，偏向為一種「直觀感知」。

〈盡心上〉曾指出：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2 
 

可見《孟子》視人的「知」、「能」，皆本具備道德價值內涵。另一方面，作為「智」之

端的「是非之心」，跟「仁」、「義」、「禮」三善端，同樣生而根於人心。換言之，《孟子》

所言的「心」，不僅本質為「善」，同時亦生而具備「正當」的道德價值判斷準則，只要

人去「盡心知性」，存於「良心」中的「良知」、「良能」定可自然發用，作為個人行事

決擇的指導。即是說，「知」在《孟子》禮論思想中，是用以「發現」道德本體的事實。 
反觀《荀子》釋「禮」，一方面既外「性」而出，一方面又與「性」關係密切──

「禮」因「欲」而起。「禮」之用，一以疏導人之慾望，滿足人之需求；一以制定彼此

界限，使貴賤有等、長幼有序。對比《孟子》以「心」釋「禮」所致的「無辨合符驗」

之過，《荀子》為「禮」所建立的新依據──聖王 (聖人)，則顯得更實際可徵。如此，

「禮」於《荀子》處，便轉向「外化」一途3，為外在於「性」的可認知客體，有待人

                                                        
1 見《孟子‧告子上》：「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清]焦循撰，沈文

倬點校：《孟子正義 (下)》(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頁 823。 
2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 (下)》，頁 965。 
3 所謂「外化」，意指《荀子》將「禮」抽離於人性內在品德之外，「禮」不再如孔子或孟子那般作為人

性的內在道德價值，「禮」是獨立存在於「人性」之外的外在客體，如《荀子‧性惡》便以陶人埏埴為器

作喻，指出禮義非故存於人之性。(原文：「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

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

頁 942。) 又，性、偽之別，〈性惡〉亦曾作如是定義判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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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
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38。換言之，「禮」，又或是「禮義」，在《荀子》處，本身

並不是依據人性的內在道德價值而生，因為於《荀子》看來，「性」本不具有任何道德價值；「禮」或「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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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心」的一連串思慮功夫去體認、把握。又，《荀子》言「心有徵知」，即進一步將

「知」定性為一種理性的思慮與抉擇 (以下將簡稱之為「慮擇」)，認為人的自然情欲

之性有待「外力」干預以使之歸於治、合於善，而這裡所指的「外力」即與「心」的「慮

擇」有關，是成聖人君子、俗人平民，甚或是姦邪嵬瑣的關鍵所在。而關於「聖人生禮

義」，何淑靜曾指出，聖人跟一般人是「性同偽異」，聖人之所以能「禮義」是生於「偽」

的「積思慮、習偽故」。4有關《荀子》中，聖、凡之「性同偽異」論，詳見可參考何淑

靜〈論荀子「聖人生禮義」所含藏的問題〉一文。限於篇幅，本文將重點拆解「聖人生

禮義」所倚仗的「偽」──當中的心體活動過程為何，藉以申論《荀子》中的聖人如何

實踐道德。 
 

二、 論「禮義」與「知道」的複合結構 

 
 正式進入探討聖人的心體活動之前，且先說明一下《荀子》中的「禮、禮義」與「知、

知道」兩組概念之間所構成的複合結構關係，以作後文的論述基底。「禮」字於《荀子》

共 343 見，又當中「禮義」用例佔其中的 115 個。綜觀餘下 228 個「禮」字用例，大概

可歸納出《荀子》使用「禮」字時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涵義，並引以文例證明5：(1) 禮

書，「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勸學〉)6；(2) 禮儀典章，「禮節脩乎朝」(〈儒

效〉)7、「禮節將甚文」(〈富國〉)8、「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

(〈非相〉)9；(3) 法制，「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不善至者待之以刑」(〈王制〉)10、「上莫

                                                                                                                                                                            
義」是外在於「性」的「可學而能」、「可事而成」的「客體」，人透過「積思慮、習偽故」，從而得以習

成禮義，故《荀子》多次強調「為學」的重要性──「為學」的最基本而初始的功用在於讓人以外在的

禮儀法度端正自身行為，苟能漸其身於禮，持之以恆，再假以時日，則能「長遷而不反其初」，如此亦就

成功的「起偽化性」。是以言「禮」於《荀子》處轉向「外化」一途，以外在的禮儀規範整飭人性內在修

為。 
4 何淑靜：〈論荀子「聖人生禮義」所含藏的問題〉，《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五十期 (2012 年 4 月)，頁

12 – 14。 
5 此處欲澄清說明一點：雖然從「概念」層面而言，「禮」可有狹義、廣義之分，即「禮」作為一個概念

析之，其可同時統攝「形而上」的禮意內涵與「形而下」的儀式制度兩方面內容。惟本節立意在於分析

《荀子》的文本論述中，其對「禮」字的使用及相關指涉意涵，跟其對「禮義」一詞的使用及所指意涵

是否有所分工或分野，故此處對《荀子》之「禮」與「禮義」所作的意涵分析，並非指《荀子》本視作

為「概念」層面的「禮」只是局限於規則義，反而更多是想表明《荀子》似乎為了概念論述的清晰明確，

文本偏向使用「禮義」來蘊藏與禮 (此禮為廣義之禮) 相關的「思慮」行為或內涵；反之，其單用「禮」

字，則多以之表示與禮 (指廣義之禮) 相關的作用義，而未有進一步涉及「思慮」層面。然則，即此處

的析論是建基於《荀子》文本中對「禮」與「禮義」的用語分析，從而對《荀子》有關「禮」字與「禮

義」一詞的使用作出相應的概念指涉歸納，即從「用詞使用」角度入手分析相關字詞使用時所對應的意

義內涵為何，這跟直接從「哲學概念」層面入手剖析「禮」與「禮義」的意義內涵有所不同，特此說明。 
6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22。此處為「禮」加上書名號，理據在於其言「禮」

既是可「讀」，則其時當已出現一些成篇成章的禮文，故此處所言的「禮」與〈正名〉篇所言的「文名從

《禮》」，皆應為之加上書名號，稱述以《禮》。 
7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266。 
8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464。 
9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175。 
10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338。此處將「禮」、「刑」對舉，實是互文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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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王霸〉)11；(4) 行為規範，「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儒

效〉)12、「其行有禮」(〈儒效〉)13、「禮者，人之所履也」(〈大略〉)14；(5) 禮樂，「論

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王制〉)15、「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樂論〉)16；(6) 抉

擇標準17，「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儒效〉)18、「取人之道，參之

以禮」(〈君道〉) 。19大體而言，「禮」字於《荀子》處，雖然涵攝層面廣泛，惟究其

上述諸項的性質特點，縱未必能簡言以「規則義」侷限之，但至少可以肯定《荀子》中

單言「禮」時，總體均與「禮意」20的「思慮活動」無涉。 
 既對《荀子》中使用「禮」字時的意義作用有所了解，以下將討論其使用「禮義」

一詞時所指意涵為何。「禮義」一詞不見於《論語》，倒是於《孟子》五見21，而觀乎五

例，都可理解為符合倫理標準的適當社會行為。22「禮義」於《孟子》處，似乎與單言

「禮」所指涉的倫理道德規範意義相距不大。至於《荀子》，「禮義」共 115 見。有趣的

是，《荀子》每每言「聖王」、「聖人」，又或是「君子」於禮23的構成關係時，用的皆為

「禮義」而非「禮」字： 
 

   君子者，禮義之始也。24                        (〈王制〉) 
 

古者聖王以人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

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
25 

                                                                                                                                                                            
則此處的「禮」實已兼具法律制令的意涵。 
11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507。言「制之」，實此處的「禮」已近於「法制」

的禁制約束義。 
12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291。 
13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310。 
14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1058。 
15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389。 
16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14。 
17 雖說「禮」具有「抉擇標準」之涵義，惟要弄清楚的是，這裡所言的「抉擇標準」，強調的是「禮」

作為參驗標準的工具用途，猶如查驗之法式、評核指引之類，讓人主賴以進退羣臣、論人選材，故實與

「禮意」不太關涉。 
18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333。 
19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551。 
20 所謂「禮意」，指涉廣義之禮的形而上層面內容，亦即是藏在不同禮儀制度背後的形而上價值內涵與

意義。 
21 《孟子》中有關「禮義」的五個用例為：(1)「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梁惠王上〉)；(2)「禮義由賢者

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梁惠王下〉)；(3)「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離婁上〉)；(4)「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

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告子上〉)；(5)「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盡心下〉) 
22 佐藤將之：《參於天地之治：荀子禮治政治思想的起源與構造》，頁 203。 
23 為著概念論述的清晰分野所需，以下本文一切帶有引號的禮 (「禮」)，皆用作表示《荀子》文本中所

書寫的「禮」；而沒有引號的禮 (禮)，則取其廣義而言之，特此說明。 
24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374。 
25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34 –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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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26 
 

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

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27 
 

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於性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

聖人之所生也。28 
 

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

偽也，亦猶陶埏而生之也。29 
(〈性惡〉) 

 
上文數度連舉「禮義」、「法度」，當中對於「法度」的釋義，很明確地指涉「形而下」

的典章制度，其言「禮義生而制法度」，與〈禮論〉所言「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

分之……是禮之所以起也」30的思辨邏輯一致，只要將當中「是禮之所以起也」一句的

「禮」字，以「法度」替之，則昭然若揭。然則，《荀子》使用「禮義」一詞時，其所

指涉的當與單言「禮」字的意義作用有所不同，否則〈性惡〉引文每每連說「禮義法度

者」，豈不是多此一舉？〈正名〉曾提及制名樞要其一為「同則同之，異則異之」31，

則「禮義」與「禮」當有所別，才會異名之；其又提到「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

也」32，指出「說事之言辭」實由不同的「累實之名」組合而成，故制名的重要性在於

其能約定不同的「名」所指涉的內涵實義，當「異名」各有所實，由之組合而成的言語、

辭章則能邏輯明確，且語意清晰。因此，《荀子》對於「禮」與「禮義」的用語使用，

當有所分野，特別是文本中多次論及聖王透過「積思慮、習偽故」等功夫以生成「禮義」，

可知「禮義」與思慮活動相關。而究諸《荀子》中有關「禮義」一詞的百多個用例，其

具體指涉意涵，則不如「禮」字那般相對顯然清晰，唯一一例可稱上是對「禮義」作出

相對直白的定義解釋見於〈儒效〉，其言「先王之道，人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

曰：禮義是也」。33指「禮義」即為「中」，但「中」的含義實指甚麼，眾說紛紜，如：

楊倞、王念孫 (1744 – 1832) 與陶鴻慶 (1859 – 1918) 等皆視為「中道」；梁啓雄 (1900 – 
1965 ) 釋作「適當」之意；熊公哲 (1895 – 1990) 謂「中即中庸」；而王天海則認為「中，

正也，不偏不邪之謂也」。34可見此處的「中」義，尚未有定論。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禮

                                                        
26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38。 
27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42。 
28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42。 
29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50。 
30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751。 
31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91。 
32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04。 
33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273。 
34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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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於《荀子》處是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其視「禮義」即為「道」。35雖然透過對

文本中的「禮義」用例作出前文後理的探求分析，並未能明確解構「禮義」所指涉的具

體意涵為何，但還是可以歸納出「禮義」有以下兩個特點：(1) 禮義與「聖人」關係密

切，正如前文所及，禮義的生成與聖人相關；(2) 禮義跟「思慮」相關，因其為聖人透

過積思慮、習偽故而生成。 
「禮義」既由「禮」及「義」複合組成，或許試著拆解分析，看看能否為「禮義」

的內涵釋義提供一些線索。日本學者佐藤將之曾提出，在《荀子》的論述中，「義」本

身作為一個「自足」概念，即它並不需要附屬於任何其他的道德價值，可以獨立出現而

具備固有價值的概念。36甚至很多時候，文本中的「義」可以為「禮」所取代37，「義」

彷彿與「禮」在意涵上有某種程度的重疊。撇除跟「禮」相涉的「義」字用例意涵外，

「義」字之意涵於《荀子》處還有以下特點：(1)「義」即「理」，「義者循理，循理故

惡人之亂之也」(〈議兵〉)38、「義，理也」(〈大略〉)39；(2) 具有「限禁」義，限禁人

們為姦邪之事，則又可視「正」為其引申義，「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彊

國〉)40；(3) 能使內外上下相節，亦即「合宜」義，「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

者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彊國〉)41；(4)〈正論〉曾提到榮辱有義榮、埶

榮與義辱、埶辱之分，其所言的「義榮」、「義辱」是指榮辱之由中出者，而當所謂的「中

出」涉及「志意」、「知慮」範疇42，既與「思慮」有關，則這個「中出」之處實有具體

指涉，當指向「心」。因「心」於《荀子》處正是思慮、意志之所出43，而且又居於「中

虛」44，與「中出」之說呼應。如此推論，「義」既作為榮辱之「由中出」的形容修飾

詞，又「義」於《荀子》文本使用中本有「理」義，則「義」與思慮活動相關，跟「心」

關係密切。承此思路，「禮義」既由「禮」與「義」複合組成，則當亦涵蓋「義」的意

涵內容，即「禮義」跟「義」同樣與思慮、心體活動息息相關，如此亦呼應《荀子》視

「禮義」生於聖人的積思慮、習偽故之說。 
雖然透過文本分析，只能確定《荀子》所言的「禮義」即是「道」，並未能究其實

質所指為何，但至少還是可以看出於《荀子》的文本論述中，「禮」與「禮義」的字詞

使用實有所分野：《荀子》似是傾向於以「禮義」一詞來或標示、或強調與禮有關的「思

                                                        
35 牟宗三：《名家與荀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 年)，頁 211。 
36 佐藤將之：《參於天地之治：荀子禮治政治思想的起源與構造》(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頁 326 – 327。 
37 韋政通：《荀子與古代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頁 6。 
38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627。 
39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1044。 
40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671。 
41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671。 
42 〈正論〉：「有義榮者，有埶榮者；有義辱者，有埶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

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埶勝，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

夫是之謂埶榮。流淫汙僈，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捶笞

臏腳，斬斷枯磔，藉靡舌掞，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埶辱。」[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

校釋 (下)》，頁 741。 
43 〈解蔽〉：「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

自行也，自止也。」[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54。 
44 〈天論〉：「心居中虛。」[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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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範疇內涵；反之，其單言「禮」字時的表意作用則多與心體思慮活動無涉。換句話

說，從「用詞角度」而言，《荀子》或是為著使得概念論述的清晰與不含混，而有意將

「禮」與「禮義」二詞分別使用。另一方面，於「意涵指涉」層面而言，則「禮」較之

「禮義」為廣，因為「禮」一方面關乎了天、地、人等層面，另一方面也作為生活的範

式；反之，「禮義」則多用以標示與禮意相關的思慮活動而已。〈禮論〉提到： 
 

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

復情以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

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變而不亂，貳之則喪

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45 
 
上文主要旨在盛美「禮」的功用：先指出任何儀禮制度的形成過程，均始乎粗疏脫略，

成乎文飾，終乎和悅人情。好比在喪葬制度尚未正式成型的原始社會，根據范文瀾《中

國通史》記載山洞頂人的考古遺跡，發現在人骨化石旁散布著赤鐵礦粉粒，且伴有很多

穿孔的獸齒、魚骨等的裝飾品，似乎飾終行為早已存在46，只不過那時或是尚未成文的

禮俗習慣而已。後來隨著時代社會、手工技藝、倫理教化等的發展日趨成熟，喪葬制度

漸成文理，如：因應先人的尊卑身分地位而制定不同規格的棺槨；陪葬器具亦有生器、

明器之分；以至喪服、喪期等皆一一有所釐定，是為「始乎梲，成乎文」的禮文成型過

程。又，先秦時期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禮儀典章或有形式上的大小差異，舉如夏后氏

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惟儀禮的一切形式更替皆以符

合人情所需為原則，是為「終乎悅校」之意。因此，《荀子》認為最理想的儀禮體現是

形式、情感兩相備至而不會過猶不及。 
接著，上文〈禮論〉續稱的「天地以合……喜怒以當」則皆盛言「禮」的作用能參

天地、日月、四時、人情。且結合〈性惡〉所言「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

法度」47以析其意：《荀子》明白地點出聖人透過思慮、行為的反覆積習以生出禮義，

這裡所用的「禮義」當指涉形而上的義理內容，義理既生，聖人則能有所依據以制定儀

禮典章，而所制之禮均寓於道數之間，莫不順理。另一方面，《荀子》視禮義為「道」，

故禮的功用無一不與天地、日月、四時、人情相合相參。就如「三年之喪」的制定，除

了是稱情而立文外48，同時亦是參照天地、四時運轉之理而定出49，兼參天、地、人情

於其間。50又舉如《禮記‧月令》便曾記載每月也各有其相應的祭祀規定的禮制，與四

                                                        
45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758。 
46 勾承益：《先秦禮學》(成都：巴蜀書社，2002 年)，頁 2。 
47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42。 
48 〈禮論〉：「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

不易之術也。」[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795。 
49 〈禮論〉：「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

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

窮也。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然則何以分之？曰：至親以朞斷。

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先秦]
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796。 
50 〈禮論〉：「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閒。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



8 

時徵候相應，又跟時月、帝神變化相對。51由此可見，所有儀禮法度的設置背後均與天

地人相參配合，是以〈禮論〉於此美言「禮」之功盛為「天地以合……禮豈不至矣哉」。

因此，上文〈禮論〉所提到的「禮」，雖功盛如此，然究其文意，因其論述重點與禮意

的「思慮」活動不大相涉，反之僅是想極言禮的作用無所不攝，故此處用的是「禮」而

非「禮義」。有關《荀子》中「禮」與「禮義」之間的概念關係，或許可作如是解：「禮」

的意涵統攝層面廣泛，且嚴格來說，究其內裡，實已包「禮義」於其中；惟為著行文述

意之清晰所需，《荀子》似是有意另起「禮義」一詞，用以標示與禮意相關的思慮活動，

甚至以之作為「道」的另一代名詞，與「心」產生聯繫。 
 另一方面，《荀子》文本中，除了「禮」與「禮義」這對複合結構詞組外，還有另

一對複合組合──「知」與「知道」。所謂「知」，〈解蔽〉言「人生而有知」52，這個

「知」指的是「認知」義，表示人生而有認知事物的能力。然而當「知」以「道」作為

其受詞，構成「知道」一語，當中的「知」就恐怕非僅止於「認知」而已。「知道」作

為聖人的心體活動思慮階段之一，關係到「禮義」的生成過程。而〈性惡〉又提到塗之

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及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當中所言的「知」，正是「生而有

知」的「知」。然當《荀子》指出這個生而自有的「可以知之質」與「可以能之具」並

不足以保證塗之人必能成為禹 (聖人) 時，則可知單憑「認知」的本能並不足以生成禮

義。相關析論將於下文詳述，為免行文復沓，此暫且簡言之：〈解蔽〉提到「知道」對

應著「虛壹而靜」的功夫，當中的「虛」、「壹」、「靜」各有其具體所指53，人心若能實

踐「虛壹而靜」，則能進入「大清明」之境，通往「知道」階段。54所謂的「大清明」，

                                                                                                                                                                            
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796。 
51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

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

魚，鴻雁來。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

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

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

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

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

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

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

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

大摯，首種不入。仲春之月……季春之月……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季夏之月……孟秋之月……仲

秋之月……季秋之月……孟冬之月……仲冬之月……季冬之月……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

凍消釋。」[元]陳澔注：《禮記集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83 – 100。 
52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47。 
53 〈解蔽〉：「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兩)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

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己所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

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

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先
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46 – 847。 
54 〈解蔽〉：「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

思道者靜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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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通明萬物，無所不見、見無不能論、論無不得其宜的境界，故能使人對事物的觀察

不僅止於表象的理解而已，且更能進一步透析、掌握事物之理，使人的認知能不受時空

地域所限。55因此，這樣的「知」，當已從認知層次上昇至進一級的判斷層次，甚至是

更高層次的知通統類，融貫認知與實踐的境界。56亦即雖說「人生而有知」，然「知道」

所指涉的「知」已非這個「生而有」的認知能力而已。另一方面，《荀子》既以「禮義」

為「道」，則其所言「知道」即為「知禮義」之意；又根據上文析論，可知《荀子》文

本中每用「禮義」一詞皆與聖人的思慮活動有所相涉，而「知道」作為聖人心體活動思

慮階段之一，則「禮義」與「知道」是為互涉關係，並且跟聖人的心體活動關係密切。 
 

三、 聖人的心體活動與其道德實踐 

 

基本上，《荀子》主張「禮義」為「心」所主動認知建構。因應一般人 (塗之人) 在

心術持養上，所作出的選擇不盡相同，可導致其「心」有「中理」、「失理」以及「一入

焉，一出焉」之分。唯有當人選擇伏術為學，專心一志，積善而不息時，則始備仁義，

步入「君子」的修養範疇，並開始懂得擇「道」而求。再繼之以「知道」、「可道」與「守

道以禁非道」一連串有關「心」的思慮過程，得成「聖心」，而「禮義」就是出於此。

以下將從「天、心及其主宰」、「君子之養心與擇術」，以及「辨合符驗之隆積」三方面，

闡述「聖人制禮義」當中的心體活動過程，並由此歸論「道德」於《荀子》中如何得到

實踐。 

 
(一)  天、心及其主宰 
 
 在聖王制禮的過程中，「心」佔有重要的角色地位與主宰作用。而談「心」，特別是

於《孟》、《荀》而言，總與「天」離不開關係。故在此先略談古代中國哲學對天人關係

的四種主要觀點，以作了解《荀子》有關「心及其主宰」思想內容的準備。首先是「天

人感應」，為《墨子》中所展現的天人互動觀點。其次為道家的「因任自然」，體現在《老

子》與《莊子》中，指涉人與事物的自然秩序，並為了實現兩者間的關係和諧，倡導人

忘卻欲望與倫理關懷。第三種是體現在《孟子》中，最具影響力的儒家「天人合德」觀，

言盡心知性，然後知天，即透過品格與美德的完善以達到天人合一。最後為《荀子》的

「天生人成」觀，認為「天」為人類提供了運用本有能力以完成恰當任務的材質：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列

                                                                                                                                                                            
子校釋 (下)》，頁 847。 
55 〈解蔽〉：「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

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47。 
56 曾暐傑：〈「虛壹而靜」只是認知工夫嗎？──論《荀子》「虛壹靜」對「天君」之「心」的作用與意

義〉，《當代儒學研究》第十六期 (2014 年 6 月)，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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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隨旋，日月遞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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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聖人為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心居中虛以

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

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闇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

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57 

    (〈天論〉) 

 
於〈天論〉伊始，便不難發現相當明確的「天人之分」。58其言「天行有常」，以「常」

定性「天」所具的特質，直接點明這個「天」不存在任何迷信或神秘色彩，其自有常行

之道，是為「自然」之「天」。所謂「自然」，強調的是「天」於《荀子》中，本身並不

具備任何道德價值的本源內涵，只是天時常態的存在。但是，聖人可以透過發揮其「心

有徵知」，以達成裁制、利用天地萬物的目的，進而成己、成物。因此，「天」雖為「自

然」之天──不存有任何道德價值的倫理色彩，聖人卻可透過其「清明無蔽」的「心術」，

成就「參天敬己」的倫理道德意義。換言之，嚴格來說，「天」能對倫理道德發揮積極

意義，不在於「天」存有倫理道德的本質，而在於人「心有徵知」。 
 如此，「天」於《荀子》處，便可大多可理解為「自然 (Nature)」或「天性 (nature)/ 
天生的 (natural)」59，是言「皆知其所成，莫知其無形」之謂「天」，日本江戶時期的

著名儒學家荻生徂徠 (1666 – 1728) 為之注曰：「此迺說天之所以為天耳，言人皆知其

成功之迹，而不得知其無形之妙。」60因此，按照《荀子》「天生人成」的天人關係觀，

人們並無需理解「天」那玄妙奧秘的運作原理，只管知其所以成於人身之上的「天生質

具」，好好予以制用，便是「人」之職。而在天職、天功所立與所成於人身上的種種形

具當中，《荀子》尤其重視「心」的地位，更以「天君」稱之，負責統治耳目鼻口形五

官。「心」之所以能治五官，在於其有徵知，是為思慮、抉擇的源出之所： 
 

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

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凔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怨哀樂愛惡

欲以心異。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

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知而無說，則人莫不然，

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61           (〈正名〉) 
 
五官各有其「職」、有其「類」，不能互借為用，故言「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62，

                                                        
57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頁 676 – 677。 
58 柯雄文 (Antonio S. Cua) 著，李彥儀譯，沈清松審訂：《君子與禮：儒家美德倫理學與處理衝突的藝術》，

譯自 Junzi and rites: Confucian virtue ethics and art of dealing with conflicts，(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

心，2017 年)，頁 165。 
59 柯雄文著，李彥儀譯，沈清松審訂：《君子與禮：儒家美德倫理學與處理衝突的藝術》，頁 166。 
60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681。 
61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91。 
62 語出〈君道〉。[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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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目主視，萬物形體色理之類當靠目別異之；口主味，則眾味之類靠口別異之，這些

是謂「所緣而以同異」。然而「五官簿之而不知」，唯「心」有徵證識認，得以考驗五官

之所接而知其是非、辨其然否，故為「天君」。至於後所言「心徵知而無說……謂之不

知」的「不知」，非直批「心」為「不知」，而是指「心」雖能識認，然若是無名，則不

能說與他者，心證之而無以名說，故人皆謂之「不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

事必有困廢之禍，其旨在說明制「名」對喻志成事之影響關鍵，與本節關懷重點無關，

故略之不述。 
 「心」雖有「徵知」，然而其所徵證識認的，未必全為正確無偏，因「心」有心術

之患、蔽塞之禍，故前引〈天論〉一段解釋何謂「大凶」時，會以「闇」作為「天君」

這個受詞的謂語。「心」若受暗蔽，則無法正確地導引五官，使五官所緣皆受擾亂而有

所生疑。如是，雖「心」的「徵知」本能不曾有失，然其所慮所擇，必不為正，不能明

辨定準：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63 
    (〈解蔽〉) 

 
特別是當「心」作為形體之君、神明之主，能夠自宰其身且不受任何制約──除非那些

「制約」是出於「心」自身所認可、接受，是為「是之則受，非之則辭」之意：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

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

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

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傾筐，

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

則疑惑，以賛稽之，萬物可兼知也。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

壹焉。64                (〈解蔽〉) 
 
反之，五官除了受制於「心」之所使外，同時亦可受脅於外在形勢而有所應，故威使可

使人或默或言，力劫可使人身或屈或伸；唯「心」獨能自禁自使、自行自止。而這種對

「心」的「經驗認知性」之重視，非獨見於《荀子》，新近 2018 年 11 月中旬發布的《清

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共收入八篇前所未見的戰國佚籍65，當中以《心是謂中》一

篇旨趣與此最為接近： 
 

心，中。處身之中以君之，目、耳、口、肢四者為相，心是謂中。心所為美惡，

復何若諒？心所出小大，因名若響。心欲見之，目故視之；心欲聞之，耳故聽之；

                                                        
63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67。 
64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54 – 855。 
65 分別為《攝命》、《邦家之政》、《邦家處位》、《治邦之道》、《心是謂中》、《天下之道》、《八氣五味五祀

五行之屬》與《虞夏殷周之治》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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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欲道之，口故言之；心欲用之，肢故與舉之。心，情毋有所至，百體四相莫不

。為君者其監於此，以君民人。 

 

人之有為，而不知其卒，不惟謀而不度乎？如謀而不度，則無以知短長，短長弗

知，妄作衡觸，而有成功，名之曰幸。幸，天；知事之卒，心。必心與天兩事焉，

果成，寍心謀之，稽之，度之，鑒之。聞訊視聽，在善之攈，心焉為之。66 
 
簡文提到「心」處中，以「君」目、耳、口、肢四者；又「心」欲使之，則目、耳、口、

肢四者應之如響，故視之、聽之、言之、舉之。換句話說，上述四者因著「心」之所「欲

之」而得發揮其相應的功能作用。倘若「心」不欲之，自是止之如不視不聽、不言不行，

這便與〈解蔽〉：「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67的說法相近。 
另外，簡文又云「知事之卒，心」，則「心」具「知」之能，故若要事有所成，理

當以「心」去謀度、稽鑒。不經過「心」的謀知或衡量而貿然行事，若有所成，是為「幸」，

而「幸」為「天」所掌。因此，簡文強調人之有為，在於謀事有度，處理好「心」與「天」

兩者間的關係──「心」主「知」，而「天」主「幸」，以「心」謀事之卒，則知「事」

之「其所在我」與「其所在天」者為何，是謂「必心與天兩事焉」。這又不禁令人聯想

起〈天論〉篇所強調「明於天人之分」以「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關係觀，且簡文中作

為「知事之卒」的「心」，亦與《荀子》所持「經驗認知」的「心」想法相合。而從清

華簡的時代 (抄寫時代為公元前 305 ± 30 年) 以及荀子 (約公元前 314 – 前 235) 的活

躍年代來看，《心是謂中》相對更早，或是《荀子》思想之先聲。68 
總括而言，《荀子》十分看重「心」於「五官」的主宰與役使能力，故視之為「天

君」。這便涉及到「身體觀」的討論，據何淑靜研究所得，「身」於《荀子》中，除了指

涉形體上的身體外，同時亦及於人的整個生命。「心」跟包含五官在內的形體之「身」，

不僅只有「能治者」與「被治者」的關係；與此同時，透過「心」正面充分發揮「知」

的功能，亦可進一步跟作為人的生命之「身」，轉化為一種「成全」與「美化」的關係

──讓人的生命充滿道德。69另一方面，「心」本具「徵知」屬性，並依其所認可接納

的價值準則，以對他人與事物進行各樣判斷，故「心」亦為思慮、抉擇所出。然而，「心」

的「徵知」未必皆為中正，因人有心術之患、蔽塞之禍。《荀子》認為，人皆「心有徵

知 (以下將簡稱為『心知』)」，是以言「人生而有知」70與「人有氣、有生、有知、亦

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71亦即是說，「心有徵知」的「知」是為「人生而有知」的

「知」，指涉「認知」義；然而，除了「知」外，「心」還能「徵」，「徵」指涉參驗徵證，

則是為比單純的「知」更進一步的判斷能力。不過這個「徵」本身並不保證必然帶來正

                                                        
66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 (下冊)》(上海：中西

書局，2018 年)，頁 149。 
67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32。 
68  陳 民 鎮 ：〈「 清 華 簡 」 又 新 披 露 了 哪 些 重 要 文 獻 〉， 載 《 中 華 讀 書 報 》 網 頁 ：

https://mp.weixin.qq.com/s/2_9pxLA8ABEAMujt1SgQeQ，2018 年 11 月 24 日。 
69 何淑靜：〈論荀子的「身─心關係」〉，《揭諦》第 31 期 (2016 年 7 月)，頁 149 – 153。 
70 語出〈解蔽〉。[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47。 
71 語出〈王制〉。[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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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恰當的「判斷」。《荀子》所持的「心」為經驗認知之心，本身並不具任何道德屬性，

因這些皆為「偽」的內容，為後天所習得。 
所以，雖則眾人之「心」皆有「徵知」，然而「心知」的「內容」卻不盡所同：有

的人「心知」皆稱宜，有的則皆失當，又有的時當時失，其原因就在於其人「注錯習俗」

之節異。注錯積習恰當合宜的價值準則，則其「心知」所出之思慮、判斷必為正當；反

之，注錯積習悖亂偏險的價值準則，如是，其「心」必有蔽塞之禍，而求其「徵知」能

正直不偏，必不能成。又或是「注錯習俗」時，不能執一而固，「心」則有所分歧而不

得專一，是以「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如此參稽萬物也只會越迷亂不知

而已。因此，知者擇一而壹焉，聖人養「心」有術。 
 
(二)  君子之養心與擇術 
 
 〈性惡〉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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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然則，「禮義」是外在之物，能透過後天努力學習而求得、積習思慮而知

曉。所以，塗之人可以為禹： 
 

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

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

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

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

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

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

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

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

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

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73         
                  (〈性惡〉) 

 
塗之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如此，「可以為禹」

的客觀條件人人皆備，成事關鍵在於能否「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

積善而不息」。只是，當中「伏術為學」之「術」到底所指為甚？楊倞對此並未有加以

細察，只云：「伏術，伏膺於術」；郝懿行亦未有予以留意，云：「『伏』與『服』，古字

通。服者，事也。古書『服事』亦作『伏事』，『服膺』亦作『伏膺』」；倒是王念孫始以

「道」釋之，其言：「術者，道也。(見《大傳》注、《樂記》注、《魯語》、《晉語》注。) 

服術，猶言事道。」74此說蓋是，因《荀子》視「心」具備「認知」能力，換言之，一

                                                        
72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43。 
73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50 – 951。 
74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 (下)》(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頁 524。 



14 

切學習、思慮皆為「心」所主，故「伏術為學」自亦與「心」有關。而〈非相〉言： 
 

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則形相雖

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75 
 
當中「論心不如擇術」句，楊倞注：「術，道術也。」張覺 (1949 – ) 補充指：「論，察。

擇，區別，引申為鑒別。」76此句析義即為「與其究察『心』之實，倒不如對『心』的

操持之術有所鑒別」。前文已析，《荀子》認為「心有徵知」，而「心知」內容人人相異，

其人倘若操持的心術為正，「心」所出的一切思慮、抉擇定無所偏，縱使外貌不討好亦

不妨害其為君子；反之，倘若操持心術有所偏倚，則其所思所慮為偏倚不正，縱然外貌

娟好亦只能為小人。〈勸學〉曾言「神莫大於化道」，熊公哲曰：「化道，言心與道同化」
77，而「神」通常與「明」並稱，古人認為「神」主「天」，「天」為「清」，屬「陽」；

而「明」主「地」，「地」為「濁」，屬「陰」，故「神明」合而成「陰陽」，萬物由此化

生。如此，〈勸學〉此句即指「心」與「道」同化，其明達可謂通於「神明」。既然「伏

術為學」作為「塗之人可以為禹」的第一步，而另一方面，《荀子》又指出「神莫大於

化道」78，以「道」作為最理想的「心術」選擇，故「伏術為學」，其所伏學之「術」，

當指「道」而言之。 
「心」有「徵知」，而這個「知」的內容又與「道」關係密切，君子、聖人因著能

夠把持「道」而可使其「心」出令不偏。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道」到底是甚麼？

〈天論〉直言：「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79，強調天人之別，而這裡的「道」

又於「人『心』能否把持正確不偏的『徵知』」起著關鍵作用，故不可能是指向「天道」。

〈儒效〉曾言：「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80，直

接說明「道」為「人之所以道也」，亦為「君子之所道也」。「道」字於《荀子》中，共

出現 383 次。81的確，《荀子》中的「道」內涵豐富，且涵蓋廣泛。但若觀乎以「道」

為名詞的用法，除了四例外，其餘都直接和人事有關。82值得留意的是，《荀子》分別

以「人 (大眾)」及「君子 (積習德行較優越的人)」來協助析述「道」之為何，當析「常

人」與「道」之關係時，其用「所以道」；而析「君子」與「道」之關係時，則用「所

道」。「所以道」標示「常人」於「道」的「被動」關係；「所道」則標示「君子」於「道」

                                                        
75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159。 
76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161。 
77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8。 
78 語出〈勸學〉。[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1。 
79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676。 
80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273。 
81 劉殿爵編輯：《荀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 年)，頁 216 – 218。 
82 相關四例為：(1)「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天

論〉)；(2)「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天論〉)；
(3)「舞意天道兼。」(〈樂論〉)；(4)「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捨也。」(〈哀

公〉)。參見鄧小虎的說法，即使這四個例外，表面上是直述「天道/ 大道」之特質的文字，然其用意亦

在於闡明人類的行為規範。換言之，此四個例外實未有跟人事斷關聯繫。鄧小虎：《荀子的為己之學：從

性惡到養心以誠》(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71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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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動」關係──《荀子》明白地指出其心目中「理想」的「道」，並非「天之道」，

或者「地之道」，而是人道。而這種「道」，對於「常人」、「大眾」而言，是指導著他們

生活的規範，「人」被「道」所引導而行，是謂「常人」於「道」之間為「被動」關係；

但對於「君子」而言，「道」則是被其倡導和實踐的規範83，故〈王制〉明言「君子者，

禮義之始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84，指出以「禮義」為內容的「道」由

「君子」所統，則可證「君子」於「道」之間的「主動」關係。另外，〈致士〉言： 
 

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

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揔要也，不可少頃曠也。
85 

 
由此可知，君子已能體「道」並踐行之。與之同時，君子又作為「指導者」，能主動以

「道」去指導常人，是以言「君子之所道也」，此「道」為「倡導」義。86當了解《荀

子》所言之「道」為「人道」後，而「君子」為能主動把握此「道」的人。那麼，到底

他們是以甚麼方法或手段去掌握「道」？「道」的具體內容到底指向甚麼？以下先嘗試

解答後一個問題。 
 
1. 「道」與「禮」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87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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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生養人者人親之，

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

之，夫是之謂能羣。88            (〈君道〉) 
 

上文先設問「道」是甚麼？而荀子所作的回答是「理想君主所倡導與實踐的規範」。

接著解釋他心目中的理想君主，其職能在於使民眾能夠群居生活。而群居生活的內容，

則在於「生養」、「班治」、「顯設」和「藩飾」。至於這個以能群為內容的「道」，應該也

就是〈榮辱〉所提到的「羣居和一之道」。89與此同時，〈榮辱〉亦提到「羣居和一之道」

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先王根據禮義來使所有人各得其分。90另一方面，亦談及使民眾「相

                                                        
83 鄧小虎：《荀子的為己之學：從性惡到養心以誠》，頁 72。 
84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374。 
85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588。 
86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276。 
87 「君之所道也」，本作「君道也」。王念孫根據《韓詩外傳》，認為應該是「君之所道也」。詳見[清]王
先謙：《荀子集解 (上)》，頁 280。本文從王念孫之見。 
88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543。 
89 鄧小虎：《荀子的為己之學：從性惡到養心以誠》，頁 72。 
90 〈榮辱〉：「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埶不能容，物不能贍也。

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

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

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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羣居」、「相持養」、「相藩飾」、「相安固」的，正正就是「先王之道，仁義之統」。91雖

然「相羣居」、「相持養」、「相藩飾」、「相安固」略不同於「生養」、「班治」、「顯設」和

「藩飾」，但還是可以相信，兩者所論述的實為同一套群居規範。換言之，「羣居和一之

道」和「先王之道」也就是《荀子》所指的「道」，並且這個「道」就是以「仁義」或

者「禮義」為內容。92〈正名〉曾言：「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即「道」是達致「治」

的常規和理則，而《荀子》文中又屢次提及禮就是達致「治」的樞要： 
 
   禮義之謂治。93              (〈不苟〉) 
 
   禮義者，治之始也。94            (〈王制〉) 
 
   禮者，治辨之極也。95             (〈議兵〉) 
 
   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96        (〈天論〉)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97      (〈性惡〉) 
 
因此有理由相信，於《荀子》而言，「禮」，又或是「禮義」，就是「道」的主要內容。98

既已了解「道」的內容為何，接下來便要解答「君子」透過甚麼方法去把握、體認「道」

這個問題。 
 《荀子》認為「道」是由「心」來通達99，然而，誠如前文所述，「心」有自由抉

擇與肯認的能力，故「心知」內容人人不同，唯君子、聖人能「注錯習俗」之「正」，

故可把握「道」，並以「道」為「心知」內容，使「慮」之所出必中理不偏： 
 

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

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100 
    (〈天論〉) 

 
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

                                                        
91 〈榮辱〉：「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

之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梁之縣糟糠爾哉！」[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

頁 144。 
92 鄧小虎：《荀子的為己之學：從性惡到養心以誠》，頁 72 – 73。 
93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98。 
94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374。 
95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628。 
96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694 – 695。 
97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34。 
98 鄧小虎：《荀子的為己之學：從性惡到養心以誠》，頁 73 – 74。 
99 何益鑫：〈立心通道──《荀子》關於心與道關係的學說〉，《晉陽學刊》(2013 年第 3 期)，頁 11。 
100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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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

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麤理矣！故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

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

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

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101     

                 (〈解蔽〉) 

 
聖人懂得導之以理、養之以清，故能保持其「心」為澄明狀態，而知其所為與所不為。

如此，外物莫能傾蔽其「心」，其「心」主宰之「知」，自能定是非、決嫌疑。另外，〈解

蔽〉一段引文又提到，倉頡、后稷、夔與舜等人，因他們皆能用心一，故能各有獨專精

巧之事。君子、聖人亦有所「壹」──皆「壹於道」： 
 

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賛稽物。壹於道則正，以賛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

物官矣。102                (〈解蔽〉) 
 
於《荀子》理想中的「道」，作為「人道」、「治道」，以「禮義」為內容，而《荀子》又

認為「禮義」是外在於「性」的「偽」；那麼，可以作如是理解，「道」亦是外在於「心」

的客觀對象。因著「心」有「是之則受，非之則辭」的自主能力，換言之，「心」與「道」

發生的第一序聯繫，應為「認知關係」──「心」先去「知」「道」；當知「道」後，「道」

若又得「心」的認可，則會被「心」接受為其「徵知」內容，這便構成「心」與「道」

的第二序及第三序關係──「可道」與「守道以禁非道」，相關內容將闡釋其後，此且

暫擱不論。倒是先談談君子如何「清其天君」、養其「心」。 
 
2. 養心以「誠」 
 
 有關「誠」與君子養心的關係，可參考〈不苟〉以下一段論述：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

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

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

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

獨者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

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

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

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

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

                                                        
101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55。 
102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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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矣。103 
 
由此可見，「心」雖作為「天君」，能自禁自使、自奪自取、自行自止，但仍需要「持養」，

而功夫即在於「誠」。104所謂「誠」，即指「真誠不二」。105《荀子》提出，以「誠」養

心，輔之以守仁行義，則能「形」，並進而能發揮變化的功能。「誠」之所以能「形」、

能「化」，這與《荀子》認為人的身體本身並沒有內在價值足以「美其身」有關。106從

〈天論〉所言「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107，以及〈正名〉提到的「心有徵

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

可也」108，可知「心」縱有「徵知」能力，但仍需依靠五官身體接受外在的訊息，才能

發揮後續的「賦予價值內涵」之作用。另一方面，「心」又透過「虛壹而靜」的功夫，

藉以保障「心」對「緣五官」所得的外在資訊之接收之完整性與容受性，以及確保其判

斷力的準確性與可靠性。如此，透過生理感官的運作，配以「虛壹而靜」的功夫去接納

禮義規範，可使本不具備內在道德價值的「自然身體」，漸漸轉化為全善飽滿的「禮義

身體」。109換言之，「禮義」已開始進入內化階段110，因此便可依靠「誠」來專注守養、

實踐禮義，使身心如一，仁義道德完全入於身，且透過形軀自發地表現出來，是以「誠」

則「形」，「形」則「化」。 
事實上，「養心」論並不獨見於《荀子》，《孟子》對此亦有一番見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

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

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

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 […] 故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111 

                                                        
103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102。 
104 王楷：〈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荀子誠論的精神修持意蘊〉，《哲學與文化》(2009 年 11 月第 36 卷第 11
期)，頁 44。 
105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103。 
106 曾暐傑：〈禮導形‧形入心‧心正身‧身心合──論荀子的身體觀及其修養論中的身心關係〉，《漢學

研究》第 35 卷第 3 期 (2017 年 9 月)，頁 10。 
107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677。 
108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91。 
109 曾暐傑：〈禮導形‧形入心‧心正身‧身心合──論荀子的身體觀及其修養論中的身心關係〉，頁 24。 
110 《荀子》提倡「聖王制禮」，「禮義」由聖王所主，而聖王以下的貴族、君子、官吏、庶民等等，因應

其「心知」的積習能力不同，或透過積思慮、習偽故而得禮之義，又或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

有所不及而止於謹守禮之數。但不論是「知其義」，還是「守其數」也好，《荀子》禮論主張的旨歸亦是

在「化性」上──即便是「謹守其數」那樣的「法而不知」，《荀子》認為可以透過外在的「習偽故」從

而達到潛移默化的「化性」效果。因此，雖說禮於《荀子》處轉向「外化」一途──禮為外在於人性的

可認知、可積習客體 (不再如孟子那樣視為人性的內在道德本質之一)，惟《荀子》強調透過對外在的禮

儀規範積善而不息的持久積習，則能「化性起偽」，使「性」的本質「長遷而不反其初」。然則，本為外

在道德規範的禮因著「積靡」使然而得以進入人的內在生命，使人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換言之，《荀子》

視道德實踐是為一個從「外」漸化於「內」的過程，亦即此處所言「禮義已開始進入內化階段」之意。 
111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 (下)》，頁 833 –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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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告子上》) 
 
《孟子》提出「仁義禮智根於心」，認為道德價值乃生於人自覺心，故以善端不能得以

充分實現和表達來解釋惡的出現，常人就是因「放其良心」才會離「善」趨「惡」。而

對於心性之「善」的價值根源，《孟子》判歸於「天」。簡言之，基於《孟子》的「天人

合德」觀，其認為人道心性之善乃源自天道之德。因此，「養心」於《孟子》而言，就

是主張人要時時存有主體意識上的自覺，努力使內在的善端得以充分實現與表達，從而

成就完善的道德人格。落實到實踐操作層面，《孟子》提出最好的「養心」方法在於「寡

欲」112：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

焉者，寡矣。113            (《孟子•盡心下》) 
 
由此可知，《孟子》視「欲」為負面的東西，會影響「心」的主體自覺性，故倡「寡欲」

為「養心」之有效功夫。然而，《荀子》並不視「欲」為帶有道德價值判斷的東西。於

《荀子》而言，「欲」既非「惡」亦非「善」，真正帶有道德判斷的，在於「心之所可」，

即「心知」內容。倘若「心知」所持的準則為「中理」，「欲」雖多，亦不會構成任何負

面後果；反之，若「心知」所持失理，「欲」縱寡，亦不可避免負面後果的出現。114 
由此可見，「心」分別於《孟》、《荀》處呈現兩種屬性，《孟子》言四端根於心，重

視「心」的「道德屬性」，「心」本然存有正確的「道德價值判斷」於其中，是為一種「道

德自覺」──強調一種「自然而然」就懂得分辨對錯的「道德自覺性」。反之，《荀子》

所持的「心」之屬性，則已轉化為重視「經驗認知」一面，強調權衡輕重利弊115，是以

言「心有徵知」。前文已述，「心知」所持的準則，會影響人對外界事物所作的思慮判斷

是否合宜穩當；而《荀子》視作為人道、治道的「道」──以「仁義」或「禮義」為具

體內容──為其理想的「心知」內涵，故以合於「道」的「心知」來參稽萬物則必察。 
《荀子》言「君子養心莫善於誠」，有別於《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的說法。《孟

子》談「養心」功夫是從「普遍角度」言之，從整體上說明「人」皆應以「寡欲」為「養

心」之方；《荀子》則從「特定角度」言之，「養心以誠」具有特定的主使對象──君子。

因為「誠」作為《荀子》理想中的「養心」功夫，其以「守仁」、「行義」為具體內容。

眾所周知，「仁義」這些道德範疇，於《荀子》而言，皆為外在於人的「偽」，常人若沒

有師法的引導，則只懂正其口腹之欲，不知何謂「禮義」；但「君子」則不同，《荀子》

中所言的「君子」，是已知仁義、禮義，並予以踐行者，如〈儒效〉便提到「積禮義而

                                                        
112 王楷：〈荀子誠論發微〉，《中國哲學史》第 4 期 (2009 年)，頁 67。 
113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 (下)》，頁 1095。 
114 〈正名〉：「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

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先秦]荀況

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14 – 915。 
115 〈榮辱〉：「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鷄狗豬彘，又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囷窌，然而衣

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

也。」[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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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君子」116、又〈王制〉言「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

君子之始也」117等例。所以，無怪乎《荀子》會為「養心莫善於誠」這個養心功夫加上

特定的主使對象，唯「君子」能知仁義、行仁義，故能以「誠」為「心」的持養功夫。 
「誠」既以「仁義」為具體內容，〈不苟〉接著析述指：「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

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以誠心去「守仁行義」則能「化」、

能「變」。另外，又提到「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及「長遷而不反其

初，則化矣」118，馮友蘭 (1895 – 1990) 認為「誠」指真實，「獨」指專一，之所以要

真實專一地追求道德仁義，正正因為道德仁義非人性中所本有，故需要通過專精極勤才

能使「性」化於仁義道德。119如此一來，「誠」除了作為「養心」功夫外，亦同時作為

「化性起偽」的一己育成 (self-cultivation) 功夫。120善之為「道」者，首要功夫是「誠」，

「誠」才能「獨」，然後才能「形」於外，以「化」自身之「性」與教化萬民。「道」與

「誠」於此因而構成內在聯繫，「誠」既以「仁義」為內容，那麼，「道」亦即包含「仁

義」內容在其中。所以，前文談論「道」的具體內容時，才會一直兼「仁義」、「禮義」

表述之。 
既然「誠」以「守仁行義」為內容，那麼，君子以「誠」養「心」時，便需要一個

前提──「心知」需要已有「仁義」的內容。換言之，「心」需要先認知、把握「道」，

後才可能肯認「道」作為「心知」的準則。如此一來，便進入討論「君子」透過甚麼方

法去把握、體認「道」這個問題。 
 
3. 「心」之擇術 
 
 《荀子》認為「心」能夠控制五官、形體，而「術」則能夠主導「心」，並決定「心」

的善惡。又「術」有正、邪之分，對於《荀子》來說，最理想的「心術」是以仁義、禮

義為內容的「道」。故言「術正」則「心術正」，「術不正」則「心術惡」。如此便表明了

「心」自身並非必然是善，或者必然是惡，「心」作為「經驗認知」的主體，其善惡取

決於人所依從的規範。121常人的弊病，在於被偏曲之學所蒙蔽而無法通曉大理122，即便

是亂國的諸侯，以及異說百家的擁護者，本來亦是追求正理，只是被一己本有的看法所

蒙蔽，以致跟正道正理相離。123而聖人深知心術之患、蔽塞之禍，故其「心知」內容的

採納與抉擇，自有一套方法： 
 

                                                        
116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330。 
117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374。 
118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102。 
119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21。 
120 鄧小虎：《荀子的為己之學：從性惡到養心以誠》，頁 130。 
121 鄧小虎：《荀子的為己之學：從性惡到養心以誠》，頁 130 – 131。 
122 〈解蔽〉：「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32。 
123 〈解蔽〉：「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

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己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

而失正求也哉！」[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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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

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何謂衡？曰：

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

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合於道人；以其

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

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

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124     

                 (〈解蔽〉) 
 
聖人有見蔽於一曲則無法通曉大道大理，故兼陳萬物當衡其中，揣其輕重，並由此得到

正確的價值準則。而這個詮衡萬物的準則，就是「道」。 
《荀子》認為「心有徵知」，「道德判斷」是經過一系列的思慮與抉擇所得。因著「心

知」所持的準則不同，「心」所出的「道德判斷」不保證必然正當。然而聖人能以「道」

為「心知」內容，故能「兼陳萬物而中縣衡」，所以〈解蔽〉便接著提出聖人的「心」

把認「道」的方法。若要將「道」納為「心知」的準則內容，《荀子》認為需要經歷三

個階段：「知道」、「可道」與「守道以禁非道」，以下將分別析述之。 
 
(1) 知道 
 
 「道」作為外在於「心」的客觀對象，其與「心」產生的第一序關係，是為「認知

關係」，「心」需要先「知」「道」。「心」透過特定的方式得以認知「道」：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

心未嘗不滿(兩)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

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己所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

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

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

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作之，

則將須道者之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知道察；知道行；

體道者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125        

                  (〈解蔽〉) 
 
「心」透過「虛」、「壹」及「靜」的功夫去認知「道」126，然而，實踐「虛」、「壹」、「靜」

三者本身並不含有任何道德的意義，即它不是實踐「道」的道德行為。並且，嚴格來說，

「虛」、「壹」、「靜」三者是用以提升「認知層次」的功夫，針對「人生而有知」所指涉

                                                        
124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46。 
125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46 – 847。 
126 陳光連：《知識與德性──荀子「知性」道德哲學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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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能力。《荀子》一方面言「人生而有知」，另一方面又言「心有徵知」，則「徵知」

為「心」生而有之的本能。所謂「徵知」，揭示「心」除了有「認知」一面外，還有「徵

證記認」一面。因為「徵證」牽涉對事物的認知記認作出參驗判斷，影響著「心」之所

從與所可的「中理」與「失理」之分，故《荀子》十分重視「心知」所持的判斷準則之

正當性，並以「道」作為最理想的「心知」依據。如此，「知道」於《荀子》中便指向

道德實踐的第一前提──「心」需要先體認「道」，才會有下一步的實踐可能。那麼，

以下將解釋「虛」、「壹」、「靜」具體是如何提升認知層次的三種功夫。 
 《荀子》認為，人生下就具有認知能力，獲得某種認識後就會有所記認，這種記認

就是「臧」。縱然有了「臧」，還要有所謂「虛」，不因已有的認識去妨礙將要接受的新

知識，是謂「虛」。「虛」的作用，就是防止人們先入為主，排除主觀成見，充分發揮與

利用自己的認知能力，「虛」心地去接收新的知識127，不以「己所知」去抗拒「己未知」

的接收新知機會。換言之，因著「虛」的功夫，心之所「臧」的記認能力得到層次上的

提升──「虛」一方面避免既往認知與已存記憶妨礙新知事物的接收過程；另一方面，

心知的容受空間亦因著「虛」而得以開闢，變得寬廣，發揮近乎通透漸潤的認知擴充效

果。128 
因著「虛」，可知「心」一方面能分辨差異，另一方面亦具有同時「兼知」多種事

物的能力。如此，「心」即同時兼有各類事物於其中，未嘗不滿 (兩)。然而，要深刻認

識一種事物，精通一門學問，就必須專心一致，不能因對另一事物的認識而妨礙對這一

事物的認識，謂之「壹」。因為人對於事物的認識未必皆為全面無偏，總有蔽於一曲之

患而自以為知，以對另一事物的不完整見解去認識、甚或去判定新事物的知識內容，必

不能得到準確的知識。因此，《荀子》提倡「知」當「不以夫一害此一」。也就是說，「壹」

是為對應「心知」的徵證判斷能力之提升功夫──心對外界事物的認知接收狀態未嘗不

滿 (兩)，但因著「壹」，使心得以對「滿 (兩)」的認知內容進行歸納、參驗與整合，從

而再進一步作出判斷、去取的裁奪，提升「知」的自擇能力。 
然後，「心」又具有能動性，經常處於活動之中，如寢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

則必謀慮。「心」雖未嘗不動，卻仍有為「靜」的一面。處心有常，不以想像、囂煩等

介於心中，而以蔽亂其「知」，是謂「靜」。換言之，因著「動」的關係，「心知」容易

受到妄想與偶發不可靠的信息錯結影響而生蔽129，「靜」的功夫正好能對治「動」所帶

來的認知偏誤限制問題，提升「心知」對事物的洞識與貫通事理的能力。 
如此，則「心」的「徵」「知」能力，因著「虛」、「壹」、「靜」的功夫而得以有所

擴充與提升，是為「心知」達致「知道」階段的必要預備。當「徵知」能力有所提升，

「心」便開始進入「求道」歷程，亦即〈解蔽〉所言的「虛壹而靜」階段。〈解蔽〉指

出「虛壹而靜」是為「未得道而求道」的實踐功夫，然則，「虛壹而靜」是「心知」通

往「道」的方法。換言之，「虛、壹、靜」跟「虛壹而靜」當有所區別──「虛、壹、

靜」用以擴充與提升「心有徵知」的能力，使「心」的認知與參驗、判斷本能於技能層

                                                        
127 廖名春：《〈荀子〉新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48 – 149。 
128 許從聖：〈虛靜‧壹一‧清明‧水喻──莊子與荀子的心論異同重探〉，《臺大中文學報》第六十期 (2018
年 3 月)，頁 54。 
129 許從聖：〈虛靜‧壹一‧清明‧水喻──莊子與荀子的心論異同重探〉，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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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有所整合、深化；而「虛壹而靜」則指向更高一級的「清明內景」130的心識能力與

無蔽的「心知」境界。這可從「虛壹而靜」後所達至的「大清明」之境得到證立： 
 

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

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

裏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

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131 

     (〈解蔽〉) 
 
由此可見，「大清明」是為一種明參日月、大滿八極的「至知」境界──「心」的「徵

知」層次不僅止於「虛、壹、靜」功夫所帶來的心容空間之擴充、對知識內容進行歸納

整合與判斷裁決，以及提升洞察事物與貫通事理之能力而已；且「徵知」已到達一種不

受時空地域所限的敏捷睿識、辨理無礙之境地，是以能夠通經理天地而材用萬物，制割

宇宙萬有之理而無有所蔽的「至知」狀態。因此，《荀子》以「虛壹而靜」來通達「知

道」的階段。 
 
(2) 可道 
 
 透過「虛壹而靜」的「大清明」之境，「心知」得以進入「知道」階段，並繼而以

「道」作為其徵證識認的準則依據。亦即是說，當「知道」後，心體活動開始進入「從

道」並「可道」的第二階段，是以言「心知道然後可道」。 

 《荀子》認為，人之「欲」必為多而不可盡，即便貴為人之尊的天子，亦無有例外，

但還是有方法能使「欲」得以「近盡」與「節求」： 
 

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所欲

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

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 

 

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

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

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

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論道而已

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132 

    (〈正名〉) 
 

                                                        
130 語出〈解蔽〉。[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56。 
131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47。 
132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15、924 –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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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能指導「求」的行為，當「心」知「道」後，自然便會「可道」，並以「道」作

為「心」的思慮、抉擇所依循的價值準則。又，「心知」經歷了「虛靜而靜」的洗禮後，

上升至「大清明」的「至知」狀態，故能指導人的求「欲」行為，了解甚麼時候與處境

下的「欲」是可以追求，並在合情合理的範圍內獲取最大程度的滿足。反之，若「欲」

被判斷在當下情境是無法獲取滿足時，人會以「道」的準則來節度、調整欲求，故還是

能讓自己在合情合理的範圍內得到適度的滿足。 
如此，「道」作為一種「進則近盡，退則節求」的行為導引，不但未有對人性的「欲

不可盡」予以否定，或是提倡禁欲、寡欲；反而，它為人提供判斷「欲」可否滿足、以

及可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滿足，無怪乎〈大略〉直言：「禮以順人心為本」。133如此，既知

曉「道」莫若如此順人心、不否定人性的自然欲求傾向，同時又作為最理想的價值準則，

則應以「道」為「心知」的準則內容： 
 

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

以不與權俱。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為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

惑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

以惑於禍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 

 

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

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

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

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134   
                  (〈正名〉) 

 
「道」能適時權變，又能知禍福之正，就如權知輕重之正那樣，故從「道」則無所喪。

「心」若不「知道」，而另行自擇價值準則，則不知輕重而惑於欲惡，以禍為福，以福

為禍，豈不是「不明其數」之舉？ 
再者，《荀子》認為治亂決定於「心之所可」，而不在「情之所欲」。有欲、無欲，

就如同「生」與「死」那樣為異類關係，而非關治亂。又「欲」之多與寡，只不過是「情

之應」的多寡深淺而已，亦非關治亂之事。人之「欲」生，不待「心」問其可得與否，

是為自然之事，故曰「所受乎天」；但當人對「欲」予以行動實踐時，則從其所願、所

可而求，此則「受乎心也」： 
 

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

亂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

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人之所欲生

甚矣，人之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

                                                        
133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1044。 
134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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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

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

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135      

     (〈正名〉) 
 
若「心」所持的價值準則為「正」，則「心之所可中理」，而經此「心之所可」的思慮判

斷下，所被允許予以追求的「欲」縱使繁多，亦不會產生任何爭亂，無傷於「治」。反

之，若「心」所持的準則為悖亂偏險，如是則「心之所可失理」，而經此「心之所可」

所作的判斷下，縱然被允許追求的「欲」猶寡，卻未能禁止爭亂的發生。因此，《荀子》

強調「道」的重要性，並視「道」為「心之所可」的理想準則，多次說明以「道」作為

「『心』之『衡』」，可使人有「得」而無所「失」。故言，人若是「知道」，則了解「道」

是最理想的價值準則，如此莫有不「從道」、不「可道」者。 
 
(3) 守道以禁非道 
 
 因此「知道」則必「可道」，然後便進入「心」與「道」的第三序關係階段：「守道

以禁非道」。何謂「守」？ 
 
   端慤誠信，拘守而詳。136            (〈脩身〉)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

形則神，神則能化矣……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

至。137                 (〈不苟〉) 
 

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

申重之。138                  (〈仲尼〉) 
 

《荀子》文本多將「守」跟「誠信端正」這一類概念相連，特別是上引〈不苟〉，直指

「誠」為君子之所「守」。如果「誠」的確對應於「守道」，那麼在《荀子》思想中，「守

道」這階段的功夫，就是由〈不苟〉的「養心莫善於誠」來擔當。139基於「心」具有自

宰自使的能力，因此任何對於「心」所施加的影響或改變，均必然要得到「心」本身的

認可。所以才會言「君子」養心以誠，「君子」之被稱為君子，在於其人已步入了儒家

的修養之道，即已基本達到「知道」並「可道」的境界。而「誠」之所以對「君子」「養

心」如此重要，是因為任何非真實的心靈狀態，都不可能真正有效；唯有真實的心靈狀

                                                        
135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14 – 915。 
136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61。 
137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102。 
138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256。 
139 鄧小虎：《荀子的為己之學：從性惡到養心以誠》，頁 131 –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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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才能保持行為的持久和恆一，並帶來人格的真正轉化。140「誠」以「守仁行義」為

內容，如此，「守道以禁非道」的具體執行功夫，亦當是以「誠心」去「守仁行義」。 
以「誠心」專注真實地篤守仁義，則能遇事「變應」，即能變通以應對不同局勢，

且思慮不會受違反仁義的事物影響，是為以「道」為「守」之餘，又能對不合於「道」

的事物予以判斷禁止：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

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

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141 
    (〈勸學〉) 

 
「守道以禁非道」是經過「知道」及「可道」後，最後一個「心之擇術」階段，此時「心」

得以與「道」合於一，「心知」皆以「仁義」、「禮義」為對象，使「心」之所出，莫不

為正道正理。如是，則其人所見所聞、所言所慮，亦莫不為正。 
 

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何彊、何忍、

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仁者之思也恭，聖者

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142          (〈解蔽〉) 
 
聖人能夠順從、滿足自身情欲，同時其所作所為，亦皆中理。當中「而制焉者，理矣」

一句，或許是指聖人能合理地節制情欲，即〈樂論〉所言的以「道」制欲：「君子樂得

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143；又或是指

聖人所制定的行為規範皆合理。而無論作何種解釋，上文所描述的都是指聖人的「情欲」

和「理」為兩相符合。144因聖人以「道」為其「心」之「知」、「可」，以及「守」的對

象，其思慮達到「大清明」之揮灑自如境界。聖人的「情欲」與「理」得以合一，是為

成就〈勸學〉所指的「全盡全粹」，並能「形乎動靜」，得以化己、化萬民。 
 以下先以圖表形式將「聖人生禮義」當中所涉及到的心體活動，作一回顧小結：簡

單而言，禮義的生成與「心」的「徵知」功能關係密切。「心」雖有「徵知」本能，然

仍有待於五官接受外界資訊，才能發揮徵證識認的價值判斷作用。與此同時，《荀子》

提出「心」有心術之患、蔽塞之禍，若要確保「心知」的「清明無蔽」，當以「道」作

為「心」的徵知體認對象，再繼之以「知道」、「可道」與「守道以禁非道」一連串有關

「心」的思慮過程，得成「聖心」，生成「禮義」。 

                                                        
140 鄧小虎：《荀子的為己之學：從性惡到養心以誠》，頁 133。 
141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42。 
142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56。 
143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19。 
144 鄧小虎：《荀子的為己之學：從性惡到養心以誠》，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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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辨合符驗之隆積 
 
 「禮義」生於聖人之「偽」，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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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

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

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145 
 
聖人透過「積思慮、習偽故」以制定禮義法度，而所謂的「積思慮」，就是前文所說的

「知道」、「可道」與「守道以禁非道」──有關「『心』的慮擇」三個階段──以「道」

為「心知」體認對象之一連串思慮、抉擇過程。換言之，「積思慮」以「道」為把關，〈解

蔽〉言：「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146，可見「道」有體常而盡變的通

達特性。因此，聖人的「心」能通觀萬物而知其情理、參考治亂而知其制度，到達「大

清明」之境，並以此「心知」去制定禮義法度，使眾人歸於「治」。是以言於《荀子》

中，作為「共名」的禮，亦即禮的本質，是為聖人之「心」所出之「思慮」與「抉擇」

                                                        
145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42。 
146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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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物。而由聖人的「『心』之慮擇物」，轉化為具體可象的禮儀規範，需要歷經一個「辨

合符驗」的累積過程： 
 

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

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147        (〈性惡〉) 
 
「辨合符驗」以「節於今」、「徵於人」為內容，簡而言之，可理解為「約定俗成」之意。

於「『道』與『禮』」一節中，已析「禮義」可以使人「以相持居」、「相持養」、「相藩飾」

與「相安固」，即「禮義」不但為人的欲望予以適當的安放，更是進一步讓欲望得到更

好的表達方式，給予「本始材朴」的「性」一個恰當的表達模式，使「性」在這個模式

中得到滿足。148而這個表達模式就是《荀子》常提到的「注錯習俗」，「注錯習俗」即人

對一己之性的詮釋與安放，跟「心之所可」一樣，「注錯習俗」亦有「當」與「過」之

分，只有「注錯習俗」之當才能帶來正理平治。 
如此便步入「習偽故」的討論範圍，這裡的「故」就是「習俗」之意，〈王制〉便

曾以「俗」、「故」並舉：「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149；而「偽」者，本已包含

有關「禮義」的思慮內容於其中，又〈正名〉言：「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150換

言之，「習偽故」即是指聖人在「注錯」中摸索與累積正確的「能動」，同時亦是文化傳

統的累積。而這種出於「聖人」的「心知」與「能動」之「當」的累積，因著「節於今、

徵於人」的關係，外顯為「文理」的禮儀規範時，大有可能作出隆盛或減殺的修正。不

過大體上，《荀子》始終重視以「聖人 (又或是「聖王」)」為禮的本體來源──禮出於

聖人之「心」對「道」的慮擇所得，故言： 
 

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

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

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

事人之君也。151              (〈非相〉) 
 
作為「文理」的禮儀規範，或因文久而滅息、或因宗族久而廢，可見「禮」之「數」不

可守。言「禮莫大於聖王」，是因為「禮」實質上是出於聖王之「偽」。此處需要特別說

明一點，就是《荀子》所言的「君子」、「聖人」，又或是「聖王」等概念，皆應視為與

之相應的群體總稱，亦即「禮」是經由歷代聖王共同「合作」累積而成的結果：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

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

                                                        
147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947。 
148 鄧小虎：《荀子的為己之學：從性惡到養心以誠》，頁 47。 
149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412。 
150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882。 
151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上)》，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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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則大惑。152               (〈天論〉) 
 
楊倞注：「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謂禮也。」153此說誠是。因後文便直接指出治

民者當以「禮」表「道」，使民行有常而不陷。所謂「貫之大體未嘗亡」，指聖王皆以「道」

作為「心」的慮擇準則，因此禮的本質、貫統未嘗變易消亡，惟外顯形式或因節世需要

而有廢起應變，經過時間與文化的累積，積習出一套「體常而盡變」──既「節於今」

又「徵於人」──的禮儀習俗，此為《荀子》所倡「聖王制禮義」之旨。 
 

四、 結語 

 
 透過文本用語分析，得以發現「禮」與「禮義」在《荀子》中的述意作用似有所分

野。簡言之，《荀子》多用「禮」字來表示廣義之禮的相關工具或作用義，而「禮義」

一詞則多用以提挈與廣義之禮相關的思慮內涵。而類似的情況亦見於「知」與「知道」

這一對組合中，《荀子》釋「知」是為「人生而有知」的「知」，亦即取「認知」義；惟

「知」以「道」作為受詞，組成「知道」一詞時，其指涉的則不僅止於「認知」層面，

而且更進一步與思慮、判斷層面相關。因此，《荀子》一方面言及「人生而有知」，另一

方面又指出「心有徵知」，「心」不僅能夠認知事物，還可作出徵證判斷。惟「心」所作

的「徵」、「知」內容並不一定必然的正確無誤，因「心」有蔽塞之患，《荀子》認為解

蔽的方法在於「知道」。若要「知道」，「心知」必須先倚靠「虛、壹、靜」的功夫來擴

充並提升其認知與判斷層次，當「心知」的「臧、滿 (兩)、動」層次因應「虛、壹、

靜」的功夫而有所突破、超越時，則能到達「虛壹而靜」後的「大清明」之境，並進而

「求道」、「體道」與「知道」。因此，所謂「知道」之「知」，其境界是為明通日月、大

滿八極的敏捷睿識、辨理無礙的至知狀態，早已大大超越「人生而有知」的「知」了。

故「知」與「知道」得以於《荀子》的文本使用中構成另一組遞進結構關係，而當《荀

子》以「禮義」為「道」時，則「禮義」與「知道」又得以結成互涉關係，所謂「知道」

亦即「知禮義」之義。 
 總括而言，《荀子》認為道德實踐仰賴於「心」的「認可」才有機會得到實現，因

為「心」於《荀子》處具有自主自宰的能力，唯有以「道」作為「心有徵知」的徵證識

認之準則依據，人才有可能實踐禮義道德。換言之，「心有徵知」為人提供了「可以知

仁義法正之質」與「可以實踐仁義法正之具」，惟此「徵知」本能有待於「虛、壹、靜」

的功夫以達致能力上的提升與超越後，才有禮義道德之實踐可能──透過「虛、壹、靜」

的功夫，「徵知」在容受性、整合裁奪與判別事理等方面皆有所提升，而當能衝破與超

越「徵知」的「臧、滿 (兩)、動」三方面所造成的影響限制後，則「徵知」層次得以

上升至「虛壹而靜」的「大清明」狀態，開展「知道」、「可道」、「守道以禁非道」三個

有關心體活動的慮擇階段過程，終至聖心備焉，生成禮義，實踐道德。是以「心有徵知」

                                                        
152 [先秦]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 (下)》，頁 694。 
153 [先秦]荀況撰，[唐]楊倞注：《荀子：二十卷》(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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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荀子》的禮義道德實踐提供了可能達成的前設條件，惟最終是否成事，還仰賴於上

述一連串對於「徵知」本能的提升與超越的心體活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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