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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子哲學的系統建成蜀議

顧毓民＊

摘要

本文目的在於嘗試探討研究中國哲學家文獻所可採用的方法模式，

針對〈苟子〉文獻的理論特質，證成採用西洋哲學部門體系與概念系統

詮解苟子哲學的可能性與適用性﹔亦藉此嘗試呈顯苟子哲學系統建成之

可能理路。

論述上，基於「系統性 J 方法概念，嘗試以苟子關注重心所在的政

治實務問題為基源，以逆溯方式尋繹出，其由政治原理而至（普通）倫

理學、哲學人類學、知識學、自然（哲）學與形上學，之出於論據與依

據要求的理論必要性，而形成之系統建成理路與其哲學理論體系架構。

於每一部門的理論必要性之證成間，亦兼及苟子哲學論述之「理論」性

格，以陳明以西洋哲學概念與架構詮解其學說的適用性。要之，即在於

顯示其論述性樁具西洋哲學「理論，愷」（相對於價值投射式解釋）之傾

向，以西洋哲學方法詮解或可因此而釐清若平爭議，或呈顯爭議之癥

結。也因此，本文雖僅就形式面證成前述詮解方法，亦針對相關問題提

出個人淺見，冀於能對實質詮解可有積極助益。

整體而言，本文至盼能藉此尋得有關中國哲學研究另一種可能的方

法模式。

關鍵詞：哲學（ philosophy ) 

方法學（ Methodology ) 

茍子（Hsun-Tze)

＊中興大學共同學科專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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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研究的目的可以是為時代議題尋得解答，可以是對既有哲學家

文獻的詮釋與系統建構或重建，也可以是致力於成一家之言。當然亦可

以兼有二者以上，例如：可以藉既有哲學文獻的系統建構（此亦是一種

詮釋），為時代議題尋得解答，進而藉此解答以發人之所未發而成一家

之言。為此，哲學家也擬設出各種方法以達成上述目的﹔又因科學的興

起及其與哲學的分化、學術的普通「科學化」與分化等因素所致，間接

使哲學思考大分成對象式（objective）思考與後設式（meta）思考兩種形

態，當代哲學研究方法也隨之益形複雜，特定方法模式的適用性也送生

爭議。

對於中國「哲學」（philosophy）研究而言，情況或許更為複雜。綠於

「中菌哲學研究」一語，所指的可能不只限於中國既有哲學的研究﹔若

就「中國議題」之哲學研究而言，尚可能涉及中西之爭。不過，單就既

有中國哲學文獻之詮釋性研究，至今的確仍可見方法之爭，究竟何種方

法模式堪稱妥當？會否有損「中國哲學特色」？能否成就「哲學」？能

否解決或解答中國議題？．．．．．．連串相關問題交錯之下，使狀況益形複

雜。本文無意參與這場方法學論戰，目的僅在於就既有哲學文獻詮釋工

作方面，嘗試另一種可能的方法。愚意以為，每一種嘗試都可呈顯一種

面貌，多方嘗試或許可因相互激盪、對比，而尋得交疊共識，為中國議

題尋得更周延的解答，或為既有哲學家文獻拼湊出一張較完整之「現代

圖像」

所謂「方法模試旬，除了操作程術、其有關規則及形式系統外，還

包括由一套概念（concert）組成的理論架構。本文僅就此大體的「哲學 J

架構，亦即一般所言的「哲學部月體系」，由「系統」概念著眼，尋繹

出苟子哲學建構理路，並提出若干有關實質陳述上可運用的概念，希能

有以證立之。是故，本文（堇由形式面入手，其間或略觸及實質學說，亦

僅為例證’非為成一家之言而述。也因此，文中不接對〈苟子〉多做詮

釋，而多引用學者已發表的見解佐助證立工作。本文自亦冀盼能尋得一

可用架構， 供日後做實質詮解之用，敬盼識者有以斧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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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萄子哲學旨趣與系統建構之可能

以〈苟于〉一書的文字而言，直接論及政治議題的篇章最多，於內

容上看則少有不觸及與國家的治理有關的議題，故若以量計，苟子著力

最多、關切至甚的可謂為政治題材＠。就實質理論言，若謂苟子哲學的

中心為禮義之統、隆禮義而殺詩書之禮法學說＠，其著眼似亦在於政

治。例如：論禮之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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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禮諭

〉﹔＜王制〉中亦有類似之語）。

乃是以國家治理者為息爭止亂而制。又如：

「禮義者，治之始也。」（＜王制＞）

「國無禮則不正。」（＜王霸＞）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於庶人，

其不以是為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是百玉之所同也，而禮

法之極要也 0 ......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其不治辨，是百王之所

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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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兵＞）

無非是就禮之為政治準則、社會秩序之所本，或於政治運作上可獲致之

成效立論。

是知苟子之哲學基本旨趣當在於求息爭止亂，達於正理平治，所關

注者為政治社會之議題。然而，〈苟子〉書中於政治實務固多所申明

（如：＜富國＞、＜議兵〉、〈連國〉），但難謂其僅真技術旨趣。如

果視苟子為哲學家、思想家，且由其留傳下來的文獻可見，高子不只在

實務上闡述 ，不僅止於所謂「 fi!T 由之以成」的技術義之「道」 ﹔也追探

出實務的原理、必要的理論恨據以證成之，達於「所以然」之道，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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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確立之「法先玉，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薄，以古持令，以一持

萬」、「志安公，行安惰，知通統類」之「大儒」人格典型特質＠。此

種道、理之追探，實為知識或哲學之理論必然，因為知識之為知識、哲

學之為哲學非僅止於斷言、宣稱，須於論據上有以陳列以證立之。而為

求理據之徹底，亦必須追索至所謂不可再後退之理論起點。因此，苟子

於政治之道的論述，當亦有其哲學理論旨趣＠。

中國哲學家的著作，雖於理之論述亦成嚴謹的論證，但不可諱言

的，整體的理論建權普遍欠缺明顯的系統架構，實為中國哲學的一般特

徵。〈苟子〉書中，各篇章之議論誠有其嚴謹的論述，亦可見某種程度

的系統性，但畢竟只針對單一概念立論，兼或及於相關概念，整體理論

體系結構仍待現代研究者予以建構或重建。此系統建構之可能性，一來

因〈苟子〉一書之議論已較〈孟子〉大有進境，「論證」結構更形明顯

而嚴謹，概念亦較清晰明確（雖仍有不少須多方推敲之處）。不同概念

與議題間的邏輯連繫與理路，亦因此較易呈顯或釐清。

本文擬援用西洋哲學體系架構，陳明以此架構安排苟子哲學內涵之

可能性，嘗試由苟子關切之政治哲學基源問題出發，以逆溯推論方式理

出其系統進程，證立其邏輯必然，並證成其可能性。此不僅基於論者多

以為苟子哲學具明顯客觀、外化傾向＠’與西洋哲學非價值投射式的

「客觀」、「理論性』的解釋形態相容性較高，也是依常理推斷而得。

中國哲學固未必有苦 哲學方法學上的系統觀念，然而，如前所言，哲

學之為哲學，重在理（ '_l ）之探求，中國哲學於道、理之探尋與證立上

亦應有其脈絡可循﹔況則，大學〉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J ’苟子論

學亦言終始之進程＠’此亦為「系統」之一義。故，愚意以為，吾人論

及中國既有哲學內涵時，於承認中國哲學務實、著重實際之餘，似乎可

由哲學家的實務之言為起點，逐步追溯其「道」、「理」的建立過程，

呈現其系統建成之可能進程，或為理論建構的前置作業可行方式之一。

蓋所謂務實者，其義之一是說中國哲學家偏重實際踐行之「道」的指

示，例如： 〈論語〉中所載之孔子言論，多屬格言式的行為指示。然

而，人是有好奇求知傾向的，凡事總會間為什麼？理智既啟， 總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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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個所以然之理來。因此，單給人行為指示不一定能給人強烈的動機

以實際踐行，必須輔以理的說明以服人：更不用說處於周代末期王道不

行的時代，儒者或有意致仕以遂行政治理想者，更不能不以理服君臣﹔

苟子自亦屬此。於萄子而言，其政治實務之論自有引人之處，但是為了

說服當時的政治人物，為了與別家學說抗衡，不能無理之探索。就實際

施用而言，對受治理的一般大眾亦不能常持「愚民」之策： j需求積極地

達成政治目的，使人各安其位、各守其分而盡其在我，以求得某種目標

的自我實現，自需有一套足以勉人之理的陳述，更不用說政治人才（

士、君子）的培養，必須教之以理，為長治久安之計更必須建立各種與

政治事務有闊的理由陳述。是故，政治實務之說乃是以實效引人，然追
究其理亦有其必要，是有〈苟子〉一書之成。吾人談論苟子哲學當可由

理之溯探，循序漸進，還原出其系統結構。

二三人生之道的關注與倫理學的建構

論者每以中國哲學的精神、特色之一為探求「貫通之道」或「一以

貫之之道」’稱中國哲學為「道的哲學」可謂甚為貼切＠ 。 就儒家傳統

而言，苟子對於「道 J ’尤其是人生之道的關注，實無異於孔孟，所論

者無非是要為人的思想言行立下目的或價值目標，及其實現行為或行動

方案之準則。因此說：

「君子言有壇字，行有防表，道有一隆。」（＜儒故〉）

「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解蔽

>) 

「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

正名＞）

其對人生之道的關注可謂顯而易見，對照於前述之政治基源問題可見，

苟子尤其關注政治觀點下的道。例如：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 人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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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

「道也者，治之經理也。」（＜正名＞）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君

道＞）

凡此，除再度顯示苟子關注於「道」’且是「人之所以道也」，更可見

其關注於政治之道。去日前所假設的，如果政治問題是苟子哲學的基源，

則由概念上推衍或可逐步由政治之道追探出相關問題。以中山先生對

「政治」的描述，即「眾人之事的管理」而言，直接相闊的，且是苟子

關注較多的，或許是如何宵的問題，而此亦涉及管理那些事？因為對不

同的人、事有不同的管理方式。而為了獲致管理成效，除了技術性的操

作外，可能需要將眾人組合成「群 J 一有組織的眾人﹔此於苟子而言，

除了屬於如何管的「方法」外，也是管理的目的。因此說：「先王惡其

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實人之欲．．．．．．」（〈禮論＞）。而禮「群居

和一之理盡矣。 J ( ＜禮論＞）﹔「群」之成又是出於「分 J ’故云：

「人何以能群？曰：分。」（＜王制＞），是藉制禮之手段將爭、亂、

窮的眾人組織成「群」。此目的既遠，便能藉由「和則一，一則多力，

多力則勝物 J ( ＜王制＞），進而達到「給人之欲，養人之求」（〈禮

論＞）的目的，如此則轉而為如何管的方法。因此，論及治道時云：

「﹔君者，善群也。」（＜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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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

是之謂能群。」（＜君道＞〉

（旦，論及人群的治理，又云：

「﹔有治人，無治法。．．．．．．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玉，故法不能獨立，顯

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

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俑矣﹔無君于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

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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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欲達成政治目的必須有君子、雅懦、大儒之類的人才，以善推動

政治事務﹔復自〈君道＞所論可見，其所言者無非是如何為君之道（

如：「善群」、「尚賢」），是為關乎「政治人」之道。

而以〈禮論＞通篇所論而言，則政治運作不只以禮為工具，為人設

立「人道之極 J ，最終亦是冀於由生費而至人文化成，使人人均能彌合

「禮」而體現群居和一之理。凡此實均關乎人生之道，何況儒家向即有

內聖外玉之說，亦即如〈大學〉所言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人生之道。

為政之事，自孔子伊始似已成為儒家人生之道的最終目標，自許承襲孔

子之教的苟子當亦如是。故苟子亦對理想人格、成就理想人格的途徑多

所闡述，＜勸學＞、＜儒效＞、＜修身＞等篇均是顯著例子。因此，論

及政治之道，不論就治理者一面（君、聖王、君子、大儒．．．．．．），或就

被治理者之彌合禮法所規定之一面而言，亦可謂苟子哲學以人生之道為

直接對象，而以政治事務為哲學思考的基點。

此於形式上實合於西方政治哲學的論述（「人治」則屬實質理論上

的差異），亦即開於人群的組織方式，管理眾人之事的制度設計、教

育、經濟實務的原理之探求。而這一切均屬人的行為，須規範之，故皆

以法律為依據，而法律則歸本於道德律或「自然法」（natural law) （西

方思想家於十九世紀之前仍多持此論）。在哲學部門中，政治哲學向屬

於倫理學（ethics）部門﹔倫理學大體上為探討人的道德行為有關問題的學

科，諸如：道德行為的構成要件、行為的標準（或即是「善」概念之涵

義）、人而為人的道德價值理念及其實現的途徑（亦即道德行為的原則

或踐行之道），其所考量的可能不只涉及「人」本身，而且也就人於各

種形態的群體中的行為立論，如：個人於家庭、各種專業團體或社群、

「社會」與國家中的行為等。而「國家」，不論視之為人群組織之極至

（亞里士多德），或規之為吾人恩藉以實現某些價值之質具（西洋近代

以降多持此見），實均涉及人於群體生活中的行為方式，故視政治學為

倫理學內容之一部或其分支﹔西方於＋九世紀末之前大揖如是 。

於苟子而言，其人生之道的討論，大抵亦屬倫理學範圈。 以其對政

治的關注而言，政治行為畢竟仍屬人的行為，況萄子強調者為 「 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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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所謂「善群」、「群居和一 J 正顯示人的角色可區分成不同類型，此

種群體角色行為亦符合「倫」之義，即所謂輩、類、序也。人的行為均

須受規範，此規範則本於樓，而「禮者理也。」（〈禮記〉〈仲尼燕居

〉），苟子亦言「人倫」、「群居和一之道」（〈榮辱＞）、「群居和

一之理」（＜禮論＞）。可見苟子之論自必觸及各類型行為規範之理。

其次，苟子既云：「有治人無治法」（〈王制〉），實繫政治成效於人

一聖人、聖王、君子、大儒．．．．．．等，自需有理想人格（視之為人生目

的）及其實現之道之論，此自亦涉及成就此類理想人格所應實現的價值

（如：〈禮論＞、〈儒效＞所述）。再者，政治目的亦在於教化人民使

之合乎「人道之極」（＜禮論＞）。凡此實均歸本於禮，故〈苟子〉由

政治著眼的道論，實可建構一嚴格義的「倫理學」，以論述「禮之理」

（〈禮論＞）。因此，苟子云：

「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勸學＞）

「禮義生而制法度。」（＜性惡＞）

「農分由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

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撼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出若入若，夭

下莫不平均，其不治辨，是百王所周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王

霸＞）

「土不隆禮則兵弱。」（＜富國＞）

「足圍之道，節用裕民而藏其餘。節用以禮．．．．．．」（＜富國〉）

「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行義動靜，度

之以禮，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君道＞）

乃至人的言行思禮無不依禮。故云：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瘓。容貌態

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回僻處，庸眾而野。」（＜修

身＞）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修身＞）

「禮者， 所以正身也。」（＜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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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過，不由禮則勃亂提慢。」（＜修身

>) 

「﹔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論＞）

所以說：

「禮者，人道之極也。」（＜禮論＞）

「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勸學＞）

甚至﹔

「天地以舍，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

昌......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諭＞）

可見，「禮」在苟子哲學中乃立為吾人一切行為之準則，甚且為制

天、戳天役物以生養人之技術規則＠。至於行為準則所本之道德價值理

念，諸如：義、和、忠、信、誠，乃至於仁等，〈苟子〉書中均有所闡

述，由〈君道＞、〈玉串IJ ＞、＜（需效＞、＜勸學＞等篇亦可見其對踐行

之道之論述。若置於「倫理學」概念架構，當可建構其系統之論。

由是可見，〈苟子〉諸如此類的討論與政治之道的關聯甚為直接而

明顯，甚至連善、惡之分亦由政治觀點立論，故云：

「凡古今天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請患者，偏險悼亂也’是善

惡之分也已。」（＜性惡＞）

如此，則有一系列問題可由此推知，以下且一一列論之。

三三人道之直接論據一哲學人類學理論

哲學家關注於政治問題，於提出解答後首當面對的後設問題似為：

何以需有政治？因若無政治之必要，何需有正面的政治理論。而若政治

為眾人之事的管理，則如前所述，需論列其需要管理、所管的事、管理

方式以及「眾人」（「群」、國家或政治系統）何所由以成之之論據。

因此，於西洋政治哲學史上可見，哲學家依演繹系統要求論列其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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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前，通常陳述其對「人」的理解＠。

於苟子而言，若「禮」為「人道之極」’為政治之準則，亦為藉政

治手段所欲實現者，故而成為其倫理學之核心＠，則論及「禮之起」實

已觸及「人」的問題（「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是禮之所起

也。」〈禮論＞）因此，苟子自亦有清楚的理論意識，由「人」的哲學

建構政治理論之論據。至於苟子關於人的看法當有那些內容呢？若由其

政治基源旨趣著眼，則首當證成政治之必要性與可能性。由前引之〈禮

論＞篇可見，禮之起既出於「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而亂

則出於欲一「人生而有欲」﹔可見萄子乃以人天生之欲、求，及因此而

致之爭、亂、窮之後果，作為政治必要性之直接論據。其次，禮既為

「人道之極」、「治之始」（〈王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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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兵

＞），為使人民知「分」、「羲」而成「群」’落實「群居和一之理」

以達成「正理平治」之目的，則需有能知通統類、知禮之理者制之，使

之「本宋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禮論＞）。可見，為使

「禮」之制行成為可能，於哲學人類學而言，當有關於知之質具的解

釋。至於禮之理，若依學者之論，苟子之禮是「向外面推」＠，是客觀

外化、由實效上立論旨＠，則其根源當不由人性之內探尋﹔若為成就

「聖人之功」，則人的本然面貌當亦無道德恨源。禮之理因此需由人之

外找尋：如此，苟子於哲學人類學高層概念上的詮解，當有異於孟子一

系之「價值投射式 J 解釋，而傾向於西洋哲學上的哲學人類學（philosoph

ical anthropology）或理性心理學（rational psychology）形態。例如，如前

所述，政治首要目的乃在於贅，其故在於「人生而有欲」，且：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燒，勞而欲休，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主而

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傑之所周也。」（＜學辱〉）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

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正名＞）

「雖堯舜不能去氏之欲利。」（＜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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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因此是人的基本事實。為了「給人之欲，責人之求，使欲必不窮

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禮論〉），自須由能群之君

或先王：

「素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是能不能之

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穀橡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

和一之道也。」（＜縈辱＞）

「聖王在上，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

（＜正論＞）

「農分田而耕，實分貨而肢，百工分事而動，士大夫分職而穗，建國

之君分主而守，三公抱方而議．．．．．．而禮法之大分也。」（＜玉霸＞）

乃是由如何自欲之聲與息爭止亂而達於正理平泊之目的，構想人群

組織方式，而成為禮之理之所本。而苟子論政治目的既不僅限於養人之

欲，給人之求，亦在於道德教化（由＜禮論＞中可明白見之）其造就聖

人之功與人可成就此目的之可能性乃在於：

「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故人之所以為人

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者有父子而無父子

之視，有化牡而無男女之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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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獸有如而無義。人有氣有生

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著牛，走不著鳥，而牛馬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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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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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守道以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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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之心與道人諭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於知道。」

（＜解敵＞〉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解蔽〉）

~ 173 ~ 



12興大人文社會學教（第七期）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解嚴

>) 

是知，政治成效之可能性，乃由於人心能知「道」（群君和一之道）

辨分知義而能群。人能依禮而成就聖人之功名，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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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偽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

（＜禮諭＞）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

於基本概念之詮解上則云：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或作「生」）之和所生，精舍是先應，不

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

處。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處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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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所以龍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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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事之在天者請之性﹔可學而

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性惡＞）

可見〈苟子〉書中有關於人的存在特質的論述，當能以哲學人類學

理論架構予以建成。其詳細內容，由於學者對苟子之心、↑生學說討論甚

多，依本文旨趣而言不擬多做陳述。不過，於此願意陳明者，首先是，

「性惡論」並不代表「人性論」的全部，因為所謂人性論（Throry of 

Human Nature）無非是想揭露人的基本特性、回答人之所以為人是什麼樣

的一種存在物之問題。而愷惡論卻不足以顯示萄子之以人的根本特徵在

於知義、知道、能群之主張，故當以哲學人類學或理性心理學的概念系

統，統括上引文字詮解之，方得續其全貌。其次，若欲明苟子之持論何

以異於孟子或其他儒家人物，以及其立論之動機，愚意以為， 方式之一

當如本文之假設一由政治之「道」（理據、合理性）觀之，或可明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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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此外，值得特別指明的是，其一，如前已申明的，政治或「倫理」

本即涉及群體事務，在政治必要性的理由上，為求其客觀依據之計，且

為符合政治之正理平治、群居和一、協助每一個體成其為善之積極目

的，自以立基於人之群性為勝。由人之能辨分、知義而群之事實，論究

政治之必要性與可能性，自是一條近便的理路﹔因此上引文字中才慮處

顯示有關政治事務、政治之道的字眼。其二，於苟子言，政治行為的規

範既在於禮，則禮除了需有群性之基礎外，其制定乃出於人的認知﹔心

知道、知理才能制禮，是亦為理論之先決，故於＜解蔽＞、＜禮論＞等

篇中可見其相關主張。要之，心乃是政治目的達成的必要理據，因此苟

子特重心（認知心）的討論，也因此在人的行為之合禮義的要求上，強

調心為「形之君」、「神明之主」。其三，有關於苟子性惡之主張，學

者之闡述甚多，姑不論苟于是否基於當時社會實況之觀察而立論？或以

生理言性、誤情為性？＠由政治之必要性之動機而言，主性惡，正足以

顯示藉政治以撥亂反正、達於正理平泊之善之必要與功效，而且政治以

禮義為憑恃，聖人制禮義化性起偽，主性惡亦正足以成聖人之名顯聖人

之功。因此，由政治必要性與可能性的理據探索觀之，其性惡論的理論

動機賣不難推知。

概括而言，苟子有關於人的存在之構成要件的理論，於斷言人生而

有欲之餘，亦以人之異於禽獸者在於人「能群」，而「能群」則在於人

能知義辨分，此又因人有知道之「認知心」而能之。針對此，苟子也基

於其政治基源旨趣，在「人性論」中提出有關於認知心理機能與歷程之

概念詮釋。衡酌其論述性格實近乎西洋政治哲學家＠，故以「哲學人類

學」詮解〈苟子〉之「人的哲學」，或堪稱確當。

E貝政治之可能性與知講學之建構

如前所述，政治目的達成之可能性既在於「知」，故除了須有關乎

人的認知心理機能與歷程之論述外，當亦須就知識之起源與性質、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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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眼廈（可知與不可知或求知與不求知之者何也），以及如何獲致與陳

述等問題，提出適當的解答。〈苟子〉書之以＜勸學＞列為首篇，當亦

有其肯定知識於政治、修身上的重要性之旨意。

〈苟子〉書中論及知識有關問題的文字甚多，將之納入廣義知識學

{epistemology）概念系統架構中予以詮解，並非難事。坊間各類相關討論

亦多可供參考者，於此（堇做簡單例釋，並針對若平觀點略陳己見。

苟子的知識學受政治旨趣範限亦甚明顯。政治目的E正在於由「群」

而生贅，以至於正理平泊，而此目的之達成又在於禮，禮則又出於聖王

（「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非

相〉），政治成效實繫於人（「有治人無治法」〈君道＞）。不過，政

治雖有實效之考量一不論是「生贅」或「班治」，自需有「治術」之

論，但就「正理平治」、「群居和一」及政治成效所繫的理想人格之造

就、禮義之串lj成而言，則謂苟子學說純屬工具、技術旨趣，且為經驗主

義、實用主義，恐亦非全然確當之說。因苟子學說尚有人文教化、德

治、超乎純然經驗範圍之「理」、「統類」之知的成分。例如：

「學惡乎始？惡乎咚？ ......其義則始乎為士，咚乎為聖人。」（＜勸

學＞）

「請問為圈。曰：用修身，未嘗間為國也。」（＜君道＞）

「倫類不過，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全之畫

之，然後學者也。」（＜勸學＞）

「君子大心則天而道．．．．．．知則明過而類．．．．．．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

祥。」（＜不苟＞）

「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

（＜君道〉〉

其實，禮既為政治之核心，單由〈禮論＞一篇己可見苟子仍帶有濃

厚實踐旨趣。也因此，苟子固有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傾向，謂之為「

（知識學的 ）實在論」（ epistemo1ogi臼l realism ）或較確富。 如是，知

識性質與起源憊不只限於經驗、功利範圈，亦當有出於屬概念構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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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實踐者，否則不易在禮之起（「先王惡其亂也制禮義以分之」）、禮

之理、群居和一之道或群居和一之理、人文化成或理想人格之期許等方

面的論述，獲得「一致」（consistent）之論。於知識範團與限度問題方

面，亦當可做如是觀。苟子於政治實效面，固畫定求知與不求知的範

圍，例如：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謂

神﹔皆知其所以成，莫如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惟聖人為不求知

夭。」（＜夭諭〉）

「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宮，備其天養，順其夭政，養其天情，以全

其天功。如是如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

曲治，其養曲遍，其生不傷，夫是之請知夭。」

「大夭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會j天命而用之？」

（＜天論〉）

「財非其顯以養其頰，夫是之謂天養。」（＜天論＞）

「王者之尊賦政事，財（裁）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j ( ＜王制＞）

乃是就生養面設定求知與不求旬的界限。但就禮義之制成與內容而言，

不論先王之辨分知義，或令人之知通統類、知禮法之義理，或是對於德

目之規定，實難謂必以經驗為限。至若知識須以經驗為基礎之說，則西

哲中如亞里士多德之實在論亦強調之，苟子與之並無二致。

至於知識之內容，由政治目的達成之可能性推論，亦甚明顯。蓋政

治目的E正在於生養、人文教化，並藉「群」以成之，則苟于當於人文、

政治社會與經濟（甚至軍事）、自然等方面建立必要知識內容＠，以為

制禮義、人文教化、富國裕民等政治施為之依據。而由於政治成敗仍繫

於人，尤其是制禮義所繫之聖人、大懦，對於這些理想人格之獲致知識

自有一套完整的方法規定，此在〈勸學＞、＜解蔽＞、＜正名＞．．．．．．等

均有詳論， 甚至有關於理想人格等第的描述（如＜懦效＞）亦涉及方法

規定之述。

~ 177 ~ 



16興大人文社會學教（第七期 ）

此外，苟子儘管有濃厚實踐、實用旨趣，但並不表示〈苟子〉無建

構理論知識或理論哲學的可能。蓋苟子之「禮」兢已「客觀」、「外

化」，當無價值投射式解釋之必要，故前所述之哲學人類學己顯示其

「理論 J (th臼retical) 性格，其有關於自然界的知識或甚至其形上學，當

亦至多視為道德（禮）之部分根據（即〈禮論＞篇中所言之「取象」），

而不視為「根源」（origin），其「理論」性格當不難推斷。至於其知識

學，除了關於成就理想人格境界之「修養」法門外，自可建構為西洋哲

學武之「理論」知識學，而非如大部分中國哲學家之知識學須由修養進

入＠。

五、自然哲學與形上學之理論必要性

如前已提及者，政治要務之－g'.t在於生贅，亦即「養人之欲，給人

之求」（＜禮論＞），對於滿足欲求的物質生產與分配自成為〈苟子〉

書中議題之一。因此說：

「故禮者養也。為拳稻梁，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藺芬萃，所以

養鼻也......」（＜禮論＞〉

為此，於「群」中自應：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梅地表敵，刺艸蘊穀，多糞肥田，是農夫庶

眾之事也。．．．．．．」（＜富國＞）

為令庶民克盡本分，使生養之事能有所成，亦自需有「田師」、「市

師 J 、「器師」、「司空」、「虞師 J 、「鄉師」（均見於＜王制＞），

以指導、管理人民從事與生養有關的工作。欲求所需之物質，既取之於

自然界，或利用自然界提供之質具以生產、製﹛芋，以期於有成，治者自

應有相關知識。因此，建構「自然哲學」或自然「科學」自有其理論必

要性。由禮義之制成而言，既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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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群

居和一之理盡矣。」（仝上），亦復如是。至於對吾人所能知與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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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或可求知與不求知之「天」或「自然」本身的討論，亦有必要提出

相關見解，以為政治事務行事分際之最後依據，並為自然知識之理據，

因此建構一屬於「後設物理學」（meta-physics）義之「形上學」，自亦有

其理論必要性。

關於苟子之自然哲學與形上學內容，筆者曾為文論述其要旨＠，於

此不擬贅述。唯願指出，就生養一事之政治成效著眼，苟子之「天」為

「自然之天」白為邏輯必然結果，學者亦多以此詮解。不過，就政治亦

涉及人文化成之事而言，苟子之天論，雖非以天為價值來源，亦當有其

人文涵義。故言及禮之本時云：

「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禮

諭＞）

又如，雖然：

「星隊木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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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之非也。」（＜天論＞）

但是，仍然：

「日月食而救之，天早而季，←益然後決大事，非以為求得也，以文

之也。」（＜天論＞）

如是，兼顧及其人文涵義，似為較周延之論。

其次，〈苟子〉之關乎自然知識的文字，似可區分出兩種類型 c 其

一為針對生費之事所需之自然知識，例如：

「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遍。．．．．．．草木縈華滋碩之時，則斧

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章是魚 I:擋坦孕別之時，用署4年

藥不入j幸，不夭其生，不絕其長。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

時，故五較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 Jl) ~畢，謹其時禁，故魚

肇優多， 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畫 ，而百姓

有餘財也 。」（＜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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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知識自為事涉生養之技術所本者，稱為應用科學似無不可。另

一種自然知識，似為較單純的自然現象之解釋，例如：

「列星隨旋，日月遞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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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論＞）

「星球木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仝上）

「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匙。」（＜禮論＞）

苟子本人似對自然觀察所得甚多，例如：＜勸學＞中用以嘗喻的許

多描述即是。此類知識似與生養之事無直接關係，而近似純科學之屬：

不過，此無妨於其成為人文取「象」之所本，一如〈勸學＞中使用之旨

意。也因此，苟子雖未發展出如西方自然科學般的完整內容，但論其旨

趣亦不必限於實用技術上考量。其「形上學」也因此而屬於「後設物理

學」形態，有別於所謂「道德形上學」類型。

話語：以上就方法學之擬議，由形式面構思苟子哲學系統建成之理
路，探索以西洋哲學部門體系之概念系統架構詮解其理論內容之可能

性，大體己可顯示苟子於中國哲學史上別具「理論」性格特色，亦舉出

若平例證證明苟子之說與西洋哲學概念之契合。故大體認為以西洋哲學

方法模式詮解苟子「哲學」，或為值得一試之途徑。如其得當，亦或可

為日後研究之張求。

附註

＠參見周群振，〈茍子忠﹜（＇..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76 年），

頁 163 。羅光，〈中國哲學思想史一先秦篇〉（增訂重版，台北：學

生書局，民國 73 年），頁 592 。

＠韋政通，〈茍子與古代中國哲學〉（七版，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 71 年 ） ， 第 一章 。 羅光 ， 〈中國哲學思想史一先秦篇〉，前揭

書，頁 5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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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儒妓篇＞。附言：本文所引用的〈茍子〉文字，你根據李漁生著

之〈茍于無釋〉（台北：學生書局，民國 77 年）。另參考鍍公哲，

〈茍于今註今譯〉（修訂四版，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 79 年）﹔梁

是主雄，〈茍子簡（東）釋〉，（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 77 年）。

＠此非指「理論當趣」（theoretical interest）而言，僅在於陳明：苗子非

僅在意於治術、政治實務與實技之陳述。

＠參見，諸如：牟零三，〈名家典茍于〉（台北：學生書局，民國 71

年），＜茍學與茍子＞之部﹔蔡仁厚，〈孔孟茍哲學〉（台北：學生

書局，民國 73 年），茍子之部第四章，頁 405 以下﹔鄭力為，〈儒學

方向典人的尊嚴〉（台北：文﹔拿出版社，民國 76 年），頁 2 ～ 3 ﹔周

群撮，前揭書，頁 1 ～ 4 。

＠見＜勸學＞。

＠參看羅光，〈儒家哲學的體系〉（修苦了版，台北：學生書局，民 79

年），＜中國哲學的貫通之道〉一文﹔另參見方東美，＜中國哲學之

通性與特點＞，收錄於其〈方東美演講黨〉（第五版，台北：黎明文

化公司，民 77 年），頁 45 ～ 111 。

＠參見 A.R.M. Murray ’〈政治哲學引論〉，王兆芸譯（四版，台北：

幼獅文化公司，民國 77 年），第一章。

＠參見周群振，前揭書，〈肆〉’頁 157 以下﹔李哲賢，〈茍子核心思

想〉（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83 年），第四章，第二節，頁 97 以

下。

＠參見 A.R.M. Murray ，前揭書。或 George H. Sabi時，〈西方政治思想

史〉，李少軍、尚新建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 80 年）。

＠周群振，前揭書，頁 71 ～ 75 ，頁 163 ～ 168 。

＠牟宗三， ＜茍學大略＞，前揭書，頁 199 ° 

＠周群振， 前揭書，頁 85 ，頁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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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方來美，〈中國人生哲學〉（七版，台北：攀明文化公司，民

77 年），＜貳、中國人的人生觀＞，第三章云：即使就笛子而論，他

在「性惡」方面所謂「性者成於天之自然」、「凡性者天之就也，不

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 J 充其量也只是順應自然的無善無惡

論，而茍子之所以謂性為惡，實由於他將「性」與「情」混為一設．．．．．．

所以從「情惡」中推出「性惡」。見識書頁 151 。

＠參見，陳大齊，〈茍子學說〉（再版。台北：華周出版部，民 63 年），

頁 30 。

＠參見，揚長鎮，〈苗子類的存有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85 年），頁 92 ～ 93 ﹔周群振，前揭書，頁 148 ～ 162 。

＠參見拙文，＜孔子知識學試詮＞，〈興大共同學科期刊〉，第二期，

民國 81 年 6 月，頁 171 ～ 207 。

＠參見拙文，＜茍于天人關佛學說＞’〈興大共同學科期刊〉，第三

期，民國 83 年 6 月，頁 203 ～ 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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