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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茍子係先秦儒學之殿軍，其學無所不窺'舉凡政治、軍

事、社會、教育、經濟、知識、名理、心性及人生等皆有其個人之

弘識，然要之，以「禮」為依歸。由《茍子〉一書中，隨處可見茍

子行文雖長篇大論，然皆有條不紊，且其立論時，多有嚴密之推理，

其中，尤以性惡說之論證，最為明顯。由於性惡說乃茍子之主要學

說，故茍子即透過層層嚴密之論證來建立此論，以期性惡說能為世

人所接受且信服。茍子性惡說之論證主要集中於〈性惡〉篇中，而

茍子學說中最著名的即是性惡之主張。有關茍子之研究，中文學界

之研究成果極為豐碩'而美國漢學界亦已作出控為可喜之成績。雖

然茍子以主張性惡著稱，然而，吾人發現，中、外學者在性惡之某

些議題土之觀點，卻頗為分歧，其中，所涉及之議題有:茍子(性

惡〉篇之文本、「性惡說」之意義及「性惡說」之定位等。依此，

本文旨在針對中、外學者所提出的一些與茍子「性惡說」之相關議

題，予以分析、詮釋，其目的在於釐清中、外學者在《茍子》思想

中所發現之問題，並希望藉此能對茍子之學說有更確切之理解與把

握。

關鍵詞:茍子、性惡說、人性論、美國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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茍子{余先秦儒學之殿軍，其學無所不窺，舉凡政治、軍事、社會、教育、經

濟、知識、名理、心性及人生等皆有其個人之弘識，然要之，以「禮」為依歸 。

由 《茍子》一書中，隨處可見茍子行文雖長篇大論，然皆有條不紊'且其立論

時，多有嚴密之推理，其中，尤以性惡說之論證，最為明顯 。 由於性惡說乃茍子之

主要學說，故茍子即透過層層嚴密之論證來建立此論，以期性惡說能為世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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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信服。茍子性惡說之論證主要集中於(性惡〉篇中，而茍子學說中最著名的即是

性惡之主張 。

有關茍子之研究，中文學界之研究成果極為豐碩'而美國漢學界亦已作出極為

可喜之成績。 l西方漢學界有關《茍子〉 人性論的英譯，可追溯到十九世紀末，英國

學者 James Legge (理雅各)對〈性惡〉篇的英譯 。 理雅各在 1893 年出版的 Chinese

Classics 中，將茍子之〈性惡〉篇收於〈孟子〉譯文後之附錄中。 2至於美國漢學界

之苟子研究，一般皆以為是始自美國學者 Homer Dubs (德效驀， 1892-1969) 。 德

氏在 1927 年出版苟子研究之專著 ， 3次年又出了一本《茍子選譯> 0 4德氏可說是西

方漢學界最早全面譯介《茍子〉之學者，並由此而開歐美國漢學界之茍子研究。

然而，在 1970 年之前，美國漢學界有關茍子研究方面之論著實極為貧弱 。 直

到 1970 年之後，美國學界之茍子研究始有蓬勃之發展 。 綜觀 1970 年至 1988 年之

間，美國學界茍子研究之論著，其數量約為 1970 年前論著總和之兩倍 。 1988 年美

國學者 John Knoblock 之 〈茍子 〉 英文全譯本第一卷的出版，為美國漢學界之茍子研

究建立一新的里程碑 。 此一全譯本在 1994 年全數完成並予以出版 。 51994 年芝後，

由於Knoblock ~茍子》全譯本之出現，確實帶動美國漢學界茍子研究之熱潮 。

雖然，茍子以主張性惡著稱， 然而，吾人可以發現，中、外學者在性惡之某些

主義題上之觀點，卻頗為分歧，其中，所涉及之議題有:苟子(性惡〉篇之文本、「性

惡說」之意義及「性惡說」之定位等 。 依此，本文旨在針對中、外學者所提出的一

些與茍子「性惡說」之相關議題，予以分析 、詮釋，其目的在於釐清中、外學者在

〈茍子》 思想中所發現之問題，並希望藉此能對茍子之學說有更確切的理解與把

握 。

l 參見李哲賢， < 茍子名學研究在美國 〉 附錄， { 2004 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雲

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2005) ，頁 2 。

2 James Legge,“That the Nature is Evil," in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αnslation， Critícal α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lndexes , v.2 , ch.2, Appendix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3), pp. 79-88. 

3 Homer Dubs, Hsun-tze: The Moulder 01 Ancient Cmφlcianism (London: Arthur Probsthain, 
1927). 

4 Homer Dubs (tr.), The Works 01 Hsun Tze (London: Arthur Probsthain, 1928). 
5 John Knoblock,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01 the Complete Work:宮， vols. 1-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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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苟子之性惡說析論

一、〈性惡〉篇之文本問題

歷來有關〈茍子〉篇章真偽之考訂，自唐﹒楊{京為〈茍子〉作註以來，雖有學

者指出，現行〈苟子〉三十二篇，有非茍子本人所作，或有篇章條雜湊而成 。 6然

而，對於(性惡〉篇條苟子本人所作，則中文學界幾無人有異議。至於在美國漢學

界，有關(，性惡〉篇之文本，卻引發學者之熱烈討論，且意見亦頗為分歧 。 茲分述

如下:

孟旦指出，在《苟子﹒性惡〉中「性惡」陳述之反覆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是為

了強調對孟子的批評，然而，在《茍子〉之其他文本中並未論及「性惡」之文字，

依此，孟氏懷疑此等「↑生惡」之反覆文字條後人所添竄( interpolation ) 0 7陳漢生則

更進一步指出，在(性惡〉篇中 I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 」此

類重複出現之警句只出現在篇中各個段落的開頭和結尾，而在論證之過程中卻從未

出現過 。 此類重複文句在〈性惡〉篇進行至全文約 2 / 3 處突然消失，且直到 〈性惡〉

全文結束時皆未再出現 。苟子性惡之主張與苟子著作之支配性主題極不協調，而在

《性惡〉篇中反覆之警句之間的文字則與《茍子〉 中之其餘部分十分一致。依此，

陳氏以為， ( 性惡 〉 篇中反覆出現之警句像出自後人之添竄 。 8

而羅丹首先將〈性惡〉篇開頭 2 / 3 之文本稱之為可亥心文本 J 此文本係自重

複文句 I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 等所前後貫串而成 。 羅

氏指出，雖然，重複文句大大增加苟子性惡主張之名氣，然而，此種文句在〈茍子〉

之其他文本中並未出現，因此，羅氏依據陳漢生之看法，主張大部分之重複文句是

後人所添竄 。 此外，羅氏指出， ( 性惡 〉 並非一篇單一、連貫之作品，且「核心文

本」在論證上和哲學上是一團混亂。然而，若將組成「核心文本」之段落分開處理，

即分成個別獨立之十個文本，則每一段落之文本在哲學上皆具有一致性 。 依此，羅

6 參見張西堂， <茍子勸學篇冤詞) , < 中國古史研究:第六冊} ( < 古史辨} ) (出版時

地不詳 ) ，頁 148-149 ;龍宇純， <茍子論集} (臺jt :學生書局， 1987 ) ，頁 25-31 。

7 Dona1d 1. Munro, The Concept 01 Man in Earl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69), pp.77-78. 

8 Chad Hansen,“Xunzi: Pragmatic Confucianism," in A Daoist Theory 01 Chinese Thought: A 
Philosophicallnterpret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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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主張，這些段落在被合併成單一文本之前是個別獨立之文本 。 9

針對上述學者之看法 ，史華慈以為，雖然性惡之命題不能用來概括茍子對人之

看法，然而，性惡之「惡」在茍子概念中是完全有意義的，史氏指出，若吾人能掌

握茍子本人對「惡」所賦予之意義，則將會發現， <性惡〉 所論述的內容和 〈茍子》

整個文本是一致的 。 10而 Hutton 亦以為，苟子之性惡主張是前後一致的 。 11

由上可知，在 《苟子 ﹒性惡〉之文本方面，學者之意見頗為分歧，其中之主要

問題有二 ，其一是 〈 性惡〉篇中重複文句是否為後人所添竄 。 其二則是(性惡〉篇

是否為單一 、連貫之作品 。 上述問題之主要癥結在於學者認為， < 性惡〉篇中之重

複文句與此等文句間之文字不協調或不甚相關，且在《茍子〉之其他文本並未出現，

此外 r核心文本 」 在論證上和哲學上是一團混亂 。 因此，欲解決此等問題，則唯

有就 〈 性惡〉篇予以分析，始為得之 。

茍子行文雖長篇大論，然皆有條不紊，且其立論時，多有嚴密之推理，其中，

尤以性惡說最為明顯。由於性惡說乃苟子之主要學說，故茍子即透過層層嚴密之論

證來建立此論，以期性惡說能為世人所接受且信服 。 苟子性惡說之論證主要集中於

〈性惡〉篇中，底下行文之方式，像先依次引述(性惡〉篇中之相關文字，而後再

一一分析其論證之形式和過程 。 以下，試舉數例以分析茍子性惡之論證:

(一)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走，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

順走，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走，故淫亂生而禮

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 )1損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商L理，而歸於暴。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

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

此乃茍子性惡說之主要論證 。 茍子以為順任人性而不加以節制，則必導致行為

之惡，所謂「從人之性， 111頁人之惰，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 茍

子即由行為之惡以反映人性之惡 。 其論證方式如下:

1.人有好利之本性，若順其自然發展而不加以節制，則會發生爭奪之行為，

而無辭讓之德 。

9 Dan Robins, 
Textual Analysis of Xunzi 23,‘Xing E '性惡(Xing is Bad)," Early Chinα26(2001-2002): 99-158. 

10 Benjamin Schwartz, The World 01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ght,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92. 

11 Eric Hutton,“Does Xunzi Have a Consistent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n 的rtue， Nature 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 ed. Kline 111, T.C. and Philp J. Ivanhoe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 Inc. , 2000), pp.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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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有嫉害憎惡之本性，若順其自然發展而不加以節制，則會發生傷害之行

為而無忠信之德 。

3. 人有耳目之欲，好聲色之本性，若順其自然發展而不加以節制，則會發生

淫亂之行為而無禮義之德 。

而後，茍子根據上述 1 、 2 、 3 等三個語句，而歸納出其結論:人有自然情欲或

慾望(好利、嫉惡、耳目之欲、好聲色等皆屬焉) ，若 「順是 J 則必會發生爭奪

(所謂爭奪生、殘賊生、淫亂生) ，而導致行為之惡的事實或結果(所謂辭讓亡焉、

忠信亡焉、禮義文理亡焉〉。茍子即由行為之結果所呈現之惡的事實，追溯其根

源，以為此乃因人性之自然情欲，順任而不加節制，所必然衍生之結果，故茍子即

就此行為結果之惡而盲人之性惠 。

在此一論證中，由自然情欲衍生惡之事實，其關鍵全在 1 /11頁是 」 二字，所謂「順

是」即順其自由發展而不加以節制之意 。 然則， /11頁人之性，何以必生爭奪? 此乃因

為在現實生活中，人不能無欲，所謂「人生而有欲 J ， 12且順人之性，則是「欲多

而不欲寡 J ， 13總是「窮年累世不知足 J 叮七外，人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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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0 15由此可知，若順任人性之需

求，則必導致惡之結果，茍子即由此結果推溯其原因，發現行為之惡乃是由於順任

人性所必然導致之結果，故茍子即由此而建立其性惡說 。

茍子此一論證之方式乃是運用歸納和因果之結合，以論證其性惡之主張 。 當

然，茍子之歸納論證並非意指西方邏輯( logic) 嚴謹之歸納法( induction ) ，至多

只是類似而已 。 至於因果論證乃是由結果推出其原因，而茍子即是由行為之結果

(行為之惡)推出其原因(人性之惡)

(二)故拘木必將待棠括、系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華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

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待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恃亂

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悴亂而不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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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皆出於治，合於道

者也。今人之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雄，而達禮義者為

小人 。 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直木不待槃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拘木必將待槃括、羔矯，然後直者，以其性

12 <茍子﹒禮論〉。

13 <茍子﹒正論》 。

14 <茍子 ﹒榮辱〉。

15 <茍子﹒禮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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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始出於治，合於善也。

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茍子此一論證之方式如下:

l.絢木之性(性曲)需藉助外力(集括、蒸矯) ，始能變為直，可知，直非絢

木之本性 。

2. 鈍金之性('性鈍) ，需藉助外力(碧厲) ，始得變為利，可知，利非鈍金之

本性。

3 . 人性(性惡) ，得藉外力(師法、禮義) ，才能成為善(正、治) ，可知，

善非人之本性，亦即人性只能是惠 。

茍子是運用類比之方式來論證人之性惡 。 茍子將人性類比於拘木之性及鈍金之

性， 三者皆需藉助外力始得改變其本性 。 既然，絢木及鈍金改變後之結果與其本性

相反，可知，人性亦與善相反，而只能是惡。當然，茍子之類比論證只是類似而非

嚴謹的西方邏輯之類比推論 (analogy) ，此外，茍子亦採用二分法( dichotomy )來

詮釋善、惡之概念，亦即非善即惡 。 故茍子曰 I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 」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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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0 17 

(三)問者曰 I 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

然。夫陶人堤迫而生瓦，然則，瓦迪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斬木而生器，然則，器

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堤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偽者，

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梁垢，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

也 。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

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堤迫而為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故工人斬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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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茍子之論證方式如下:

l.陶人揉和黏士而製成瓦，然而瓦卻非陶人之本性，而是透過後天學習而製

成的(出於偽)

2. 工人削木而製成器具，然而，器具卻非工人之本性 ，而是經由後天學習而

16 < 茍子﹒不茍> 0 

17 {茍子﹒性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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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成(出於偽)

3. 聖人創製禮義(善)與陶人之製瓦，其理相同，可知，禮義亦非聖人(或人)

之本性 ，而是出於偽 。 禮義或善既非人之本性，由此可明，人性是惡 。

茍子亦使用類比論證來說明其主張 。 茍子將聖人之創製禮義類比於陶人之製瓦

及工人之製器，既然，瓦、器皆非陶人及工人之本性，由此可證，禮義或善亦非聖

人或人之本性 。 善既非人之本性 ，可知，人性是惡 。

(四)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貝克

願貴，茍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必不及

於外 。 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 。

茍子此一論證之方式如下:

1.茍子先由「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 。 」等歸納出「茍無

之中者，必求於外 。 」此一普遍原則，而後再依據此一原則，推論出凡人之欲為

善，為性惡此一論題 。 蓋人性之中若已有善，則不需向外求善， 今人之欲向外求

善，則可證知人性之中無善，而為惡 。

2. 苟子由「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 。 」歸納出「茍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 。 」

此一普遍性原則，再根據此一原則，推論出人之欲為善，為性惡之論點 。 蓋人性之

中若有善，則必不需向外求之;而今人之向外求善，可知，人性中之無善，而為

互巨 。
J已4、

可知，苟子像依歸納法建立「茍無之中者，必求於外 。 」及「茍有之中者，必

不及於外 。」 此二普遍性原則，再依據此二原則推論出人之性惡之論題 。

由上可知， ( 性惡 〉 篇中有關性惡之論述皆極有條理，立論亦極嚴謹 。 可以看

出， ( 性惡〉篇在文字上和論證上極富統一性，並非一團混亂，而是一篇單一、連

貫之作品 。

其次，從 〈 性惡 〉 之有關性惡論證中可以發現，重複文句與此等文句間之文字

極為協調或密切相關。如上述引文(2) ，茍子由「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

待禮義然後治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是以為之起禮義 。 」由此導出所謂

重複文句「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 J 又如茍子在批評孟子之性善

說時，有如下之論述[""今不然，人之性惠 。 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倫險而

不正， ... ... J 由此而導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 」此等

例子比比皆是，由此可知，重複文句與核心文本是不容切割，彼此建構〈性惡〉篇

之統一體，依此，重複文句並非後人所添竄而來。

至於羅丹指出[""核心文本」在論證上是一團混亂，由此主張「核心文本」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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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個別獨立的十個文本 ，則每一文本在哲學上皆具有一致性。然而， 此一主張實

有待商榷 。 蓋由上文所舉出之性惡論證之例子中，可以看出，茍子像透過層層嚴密

之論證來建立性惡說，既是論證，當然每一論證皆是獨立且具有一致性之整體，且

每一論證皆環環相扣，目的皆在於導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之結論 。 因此，

若將「核心文本」分成個別獨立之文本，則只是割裂文本，主題不明且與 《茍子〉

中之其他文本無甚關聯，依此，此一主張實不能成立 。

雖然，重複文句在《茍子〉之其他文本中並未出現，然而，其旨趣卻可於〈茍

子〉中尋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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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 。 18

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 。 ......爭者禍也，救

患除禍，貝1] 莫若明分使群矣。 19

裁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海則必爭;爭則亂，高L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

故制禮義以分之 。 20

綜言之，根據以上分析可知，史華慈指出， < 性惡〉論述之內容與〈茍子〉整

個本文是一致的看法是值得肯定的，而羅丹等人主張重複文句乃後人所添竄，及有

關 〈 性惡 〉 文本等問題之看法，實有待商榷 。

二、 rl性惡說」之意義

雖然，茍子最著名之學說像其性惡之主張，然而，中、外學者對於「↑生惡」之

意義，其觀點卻頗為分歧 。 有關性惡說之意義，主要有下列幾種說法(一 ) r 人

18 {茍子 ﹒禮論〉 。

19 {茍子﹒富國》。

20 {苟子﹒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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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惡說 J 21 (二) I 人性向惡說 J 22 (三) I 人性肉善說 J 23 (四)人性是中性的。

24依此，學者對於「↑生惡 J 意義之理解，確是莫衷一是，因之，欲解決此一問題，

宜就茍子對於「↑生」之界定來加以探討。

茍子對於「↑生」之規定，見於下列三段文字: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25

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俠，是皆生於人之

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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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所謂「不事而自然 J I 不待事而後生之者」及「不可學，不可事」等，皆是

自然義。即指生而即有之義 。 可知，茍子言性，是以「生之謂性」為前提，此即性

之自然義。換言之，茍子所盲之「性」是指與生俱來，自己如此，未經過後天人為

造作之本然狀態 。 茍子吉性，以性為自然，然則，茍子如何規定其性之內容?

21 主張茍子之「性惡說」為「人性本惡」之學者甚多，如:胡適， < 中國古代哲學史 } (臺

jt :商務印書館， 1973) ，頁 35 ;吳光， <儒家哲學片論} (臺jt :允晨出版社， 1990) , 
頁 34 ;廖名春， <茍子新探} (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4) ，頁 107 ;惠吉星， <茍子與

中國文化}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2001) ，頁 108 ;陸健華， <茍子禮學研究} (合

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4) ，頁 46 。

22 主張「人性向惡說」 的學者有:陳大齊， <茍子學說} (臺jt :華岡出版社， 1971) ，頁

56-57 ;美國學者 Homer Dubs, Hsun-tze: The Moulder of Ancient Confucianism , p.77 。

23 主張人性向善說之學者:傅佩榮， <我看哲學 > (臺北:業強出版社， 1985) ，頁 128 。

及〈人性向善論:對古典儒家的一種理解 ) , <哲學與文f七} 12.6(1 985): 385 ;蕭振聲，
〈茍子的人性向善論}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 ) 

24 認為苟子之「性」是中性的學者有:徐復觀 <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 (臺北:商務印

書館， 1977) ，頁 235 ;蔡仁厚， <孔孟茍哲學 } (臺北:學生書局， 1990) ，頁 387 ; 
韋政通， <苟子與古代哲學 } (臺北:商務印書館， 1978) ，頁 61 ;王邦雄， <論茍子的

心性關條及其價值根源} ，收於廖名春編， <茍子二十講} (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9) , 
頁 270 ;李哲賢， <茍子之名學析論 } (臺jt :文津出版社， 2005) ，頁 28 及 《茍子之核

心思想: r禮義之統」及其現代意義X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4 ) ，頁的 Hansen， A Daoist 
Theory ofChinese Thought: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 p .3 36 。

25 <茍子﹒正名》 。

26 <茍子﹒性惡〉。
27 同前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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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皆以為茍子僅以動物性來規定人性 。 所謂動物性，大抵是指自然情欲與

自然本能而言，人是動物，自然具有動物性 。 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好利惡害，懷

生畏死等皆是生而自然之性，茍子當然承認，故茍子曰:

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

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28

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援，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 29

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俠，是皆生於人之

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 。 30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援，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

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梁之所同也 。 目辨白黑美惡，耳辨聲音

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躁，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

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梁之所同也 。 3 1

由上述引文，可知，茍子吉性之內容 ，可細分為三類 32

1.戚官之能力:如，目之辨黑白美醜，耳之辨音聲清濁，口之辨酸鹹甘苦，

鼻之辨芬芳腥蝶，骨體膚理之辨寒暑疾癢，此等皆是與生俱來之固有戚官能力 。

2. 生理之欲望:如，飢而欲食，寒而欲暖， 勞而欲息及耳目之欲，乃是自然

而發之生理之需求 。

3. 心理之反應:如，好利而惡害，目好美色，耳好樂音，口好佳味，心好利

益，骨體膚理好愉俟皆是心理之反應 。

而依此三類茍子所規定之性的內容，可知，茍子之所謂性，含有二義，其一是

指自然本能，即上述第一類之戚官之能力，男一則指自然情欲，即上述第二類的生

理之欲望及第三類的心理之反應。 33然而，茍子除了主張「人生而有欲」 34之外，尚

28 {茍子﹒性惡》 。
29 同前註。

30 同前註。

31 {茍子 ﹒榮辱〉 。

32 蔡仁厚， {孔孟苟哲學> '頁 389 0 

33 李哲賢， {茍子之名學析論> '頁 27 。

34 {茍子 ﹒禮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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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生而有知心生而有知 。 」 35且以為「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

之質。」 36可見，茍子以為除了人之自然情欲及自然本能是性之外，復以人之心亦

是性 。

綜言之，茍子所盲「性」之內容，實包含自然情欲，自然本能及能思之心 。 前

二者即是所謂之動物性，由此可知，一般人以為茍子僅從動物性以規定人性，此實

是一種誤解，蓋茍子之所謂 1 1性 J 除動物性外，尚包含能思之心 。 就茍子所規定

之「性」的內容而言，自然情欲及自然本能皆是中性，本身無所謂善惡，且茍子所

把握之心乃認知心，認知心之功能主要在於成就知識，而知識與道德二者乃分屬不

同之領域，前者屬實然領域，而後者則屬應然領域，而知識對行為之道德與否，並

無確定之保證，故亦是中性的。因之 ，就此而盲，苟子人性論之歸趨，應是人性無

善無惡，即人性是中性才是 。 然則，茍子性惡論之主張如何引出?欲明此，必先了

解茍子對於「善」、 「 惡」 二者意義之規定 。 茍子曰:

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悼亂也 。 是善惡之

分也矣。 37

可知，茍子之所謂「善」是指「正理平治 J 而所謂 「惡」則指「偏險悸亂」。

依此，茍子對於善、惡之規定，條、取二分法之方式，亦即非善即惡;反之，亦然 。

「正理平治 J 是善;反之，違反「正理平治 J 之要求即是惡 。 由茍子對善、惡之規

定，可知其所謂「性惡 J 蓋意指人性之違反正理平治之要求 。 唯於此所吉之性，

當求諸自然情欲，方為可能 。 故苟子云: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走，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

順走，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走，故淫

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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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出於辭讓，合於

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38

人生而有好利，有疾惡;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此皆人之自然情欲，而

3S {茍子﹒解蔽〉 。

36 {茍子﹒性惡》。

37 同前註 。

38 同前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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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然情欲導致惡之關鍵，全在「順是」 二字 o 111頁是者，順自然情欲而不加以節制

之意 。 蓋於現實人生之中，人不能無欲，所謂「人生而有欲」 39人不僅有欲，且順

人之惰性，則是「欲多而不欲寡」 40且「窮年累世而不知足 。 」 4l於是人與人之間遂

生爭奪，而致犯分悸理，亦即違反正理平治之要求 。 故順人之自然情欲之需求，而

不加以節制，則必流於惡，此即茍子主張性惡論之本旨 。

依此，茍子是由自然情欲之流弊方面來說性惡 。 蓋人之欲望若聽任其自由發展

而不加以節制，則自會產生流弊，即會造成惡之事實或結果 。茍子即依此來規定性

惡，故茍子並非主張人性本惡 。

可知，依茍子之意 I性」是中性的，本身無所謂善惡，而非如學者所盲，人

性是趨向於惡或是向善的，此中分際不可不辨 。 至於茍子所言「性惡說 J I 惠」

是由性或欲望之流弊所造成，而非來自「↑生」或欲望本身 。 依此，人性本惡之說法，

絕非茍子之本意 。

三、性惡說之定位

有關「性惡說」在茍子思想中之定位，學者之意見頗為分歧 。 有學者主張， I性

惡說」在茍子學說中佔有中心之地位 42亦有學者認為 I性惡」並非苟子學說之

中心議題，實者，茍子強調的是善偽的理論 。 的依此，欲解決此一難題，唯有自

「性惡說」本身予以探討 。

茍子以為，人皆生而有自然情欲，若順其自由發展而不加以節制，必會產生爭

奪，而導致行為之惡的結果或事實 。 茍子即由行為之結果所呈現之惡之事實，追溯

其根源，以為此條因人性之自然情欲， 111頁任而不加以節制所必然衍生之結果，故茍

子即就此行為結果之惡而言人之性惡 。 然而，茍子之證明性惡，在邏輯上實有待商

榷，蓋由行為結果之惡並不能必然地推知其原因即人性或人之自然情欲之惡 。

39 <茍子﹒禮論〉 。

40 <茍子﹒正論〉。

41 <苟子 ﹒ 榮辱》。

42 主張此說的學者有:楊筠如， (茍子研究 } (臺北:商務印書館， 1974) ，頁 71 ;陳大齊，

《苟子學說} ，頁 3 ; Schwartz, The World of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 p.292. 
43 持此一說法之學者有 :王先謙， <序) , {苟子集解} (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7) ，頁

1 ;唐端正， < 茍子善偽論所展示的知識問題 ) , <先秦諸子論叢 } (臺jt :東大圖書公

司， 1985) ，頁 171-172 ;蔡仁厚， <孔孟茍哲學} ，頁 392 ;唐君毅， < 中國哲學原論:

原性篇} (香港:新E研究所， 1968) ，頁的; Hansen, A D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 
p.336 ; Robins,“The Development ofXunzi's Theory ofXing," pp . 99-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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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苟子之意，人性之內容實包含自然情欲、自然本能及能知之心 。 然其

性惡之主張卻僅由自然情欲一面立論，而未及其餘 。 且既由自然情欲以論性，自應

得出性無善無惡之結論，而茍子卻主張性惡之說，此必不可能 。 故茍子所舉有關性

惡之論證，殆無一可成立，此亦理之當然 。 由此可知，茍子性惡之主張，有其特殊

之立場與背景 。 蓋苟子學說之提出，其主要目的在於使社會趨於善，以達致正理平

治之結果，然而事實之呈顯，每與理想相背離，亦即無法符合善之要求 。 由此，茍

子遂規定所謂善是正理平治，反之，則是惡 。 且茍子因目睹當時社會紛爭送起，人

欲橫流，偏險悸亂之事實，遂由此人類行為結果所呈現之惡之事實，追溯其原因，

以為此乃因人性中之自然情欲，順任而不加節制所必然導致之結果 。 此為現實人生

與社會中觸目而見之事實，故苟子即就此事實之惡，建立其性惡說。且就苟子而

言 ，亦唯有如此建立之性論 ，始是「有辨合、有符驗」 。 科

由此可知，茍子性惡說乃是針對現實中之惡的事實而提出 。 且欲對治現實之

惡，則須有一能治之善的標準與之對應，此即茍子所盲之客觀的禮義 。 故茍子論禮

義之起，即是由於人之性惡此一事實之存在，且所以對治性惡之事實 。 故茍子曰:

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 45

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悸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載

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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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L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 。 47

可知，茍子「性惡說」之提出，純是欲實現並彰顯禮義之功能與效用而建立 。

且唯有如此，禮義始能落實，而不致成為無根之存在 。 48

故茍子在(性惡〉中批評孟子之性善說時，即說:

今誠以人之性因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哉?雖有聖王禮

義，將為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

44 參見李哲賢， {茍子之核心思想 r禮義之統」及其現代意義> '頁 72-73 。
45 {茍子﹒性惡〉。

46 同前註 。

47 {茍子﹒禮論〉。

48 參見李哲賢， {茍子之核心思想 r禮義之統」及其現代意義> '頁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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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偏險而不正，悴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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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聖王之治

而禮義之化也。

此即明言，由於人之性惡，禮義始能落實並產生其效用 。 依此，茍子之核心思

想雖是禮義，甚或「禮義之統」之建構，然而，若無性惡說之建立，禮義即無存在

之意義 。 可知，性惡說乃禮義或禮義之統之理論依據 。 因此，誠如史華慈所言，性

惡說在茍子學說中佔有中心地位，誠非虛盲。

參、結語

在茍子之學說中，以性惡說最為著稱亦最具爭議，有關茍子「↑生惡說」之研究，

中、外學者所提出之相關議題有三: 一 、〈性惡 〉篇之文本: 雖然，羅丹等人主張

〈性惡〉篇中之重複文句條後人所添竄，且質疑〈性惡〉篇之文本並非單一、連貫

之作品，然而，根據本文之分析，可知， < 性惡 〉 篇所論述之內容與《茍子〉整個

文本卻是完全一致的 。二 、「性惡說」之意義:雖然，中、外學者對於茍子 「性惡 」

意義之理解甚為分歧，然而，經由本文針對 〈茍子〉中「性」之界定及內容等予以

深人探討後，可知，苟子之所謂「性」像中性的，是無所謂善惡的，亦即人性既非

向善亦非向惡，當然，人性更非本惡的 。 至於所謂 「性惡說 J r 惡」是由「性J

或「欲望」之流弊所產生 。三 、 「性惡說」之定位 :中、外學者對於「性惡說」在

茍子思想中之地位，意見頗為分歧，然而，根據本文之分析，若無性惡說之建立，

禮義或善偽論即無存在之意義，蓋性惡說乃茍子之禮義或禮義之統之理論依據，此

正如孟子之性善說(牟其學說之理論依據。依此 r性惡說」在茍子學說中實佔有中

心之地位 。

綜吉之，根據以上論述，可以發現，中、外學者對於茍子之研究，尤其是性惡

說之探討，成果已極為豐碩 。 雖然，在某些議題上，學者之觀點頗為分歧 ，然而，

透過中、外學者所提之問題及觀點可以促使吾人去留意或關注茍子哲學中某些曾被

評估或忽略的面向 。 此外，學者所呈現之多元觀點，對於茍子人性論之確切理解與

把握，實有正面而實質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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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Xunzi's Doctrine ofHuman Nature That Is Evil 

Jer-shiarn Lee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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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unzi is a very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Per-Qin Confucian 
School, and is most famous for his c1aim that “ human nature is evil." 
However, this claim is also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n his thought. About 

the studies of Xunzi, both Chinese and American scholars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Nevertheless, scholars in the study of Xunzi have 
divergent ideas on the text of “xinge" chapter (性惡篇)， and the meaning 

and position of the doctrine of human nature that is evil.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herefore to solve t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and in tum, to 
have the betler understanding of Xunzi' 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Key Terms: Xunzi, Doctrine of Human Nature That is Evil, Theory of 

Human Nature,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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